
市农业环境监测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对于
人口超过2000万的北京来说， 把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是确保市民餐桌安全的
第一关。 目前， 我市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检测主要从蔬菜、 畜禽、 水产品
三个行业进行， 并建立了市、 区、 乡
镇、 生产基地 （企业） 的 “3+1” 检
测体系， 全方位、 多维度的覆盖全市
的农产品安全质量监测。 一系列措施
为确保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构筑了
一道屏障， 使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稳步提升。 根据农业部例行监测
结果， 2016年本市蔬菜、 畜禽、 水产
品合格率分别为 97.1% 、 100% 、 97.
5%， 合格率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而在
这份高分答卷的背后， 则有一支默默
坚守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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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黄宝勇

□本报记者 唐诗 文/摄

王岚

用实验说话
还百姓以真相

每个步骤
都是一道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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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主要产地的萝卜品种 ， 我几乎都吃
过。” 黄宝勇笑着对记者说。 黄宝勇是种植业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的一名老兵， 现任北京市农业环
境监测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环境因子风险评估实验室 （北京） 农残检测
首席专家， 部质检中心有机检测室副主任， 资质
认定评审员， 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风险评
估、 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检测能力建设等工作，
同事们都习惯称他 “黄博士”。 科班出身的黄宝勇
早在1997年就开始跟蔬菜、 水果打交道了。 那时
候是研究质量， 但现在是研究安全， 可谓是 “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守卫者”。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是北京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的龙头单位， 肩负首都农产品质量安全
统一监测、 风险监测、 应急检测、 重大活动保障
等重要工作， 任务重工作量大。 作为部门检测技
术负责人， 黄宝勇深知责任重大。 “为确保任务
按时完成， 仪器设备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 必
须随时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加班加点工作对我们
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黄宝勇说。

尽管常年跟仪器设备打交道， 很多人都觉得
很枯燥， 但在黄宝勇看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享受实验的过程， 在实验中思考， 在思考中不
断创新。 农产品样品相对环境样品基质复杂， 前
处理繁琐， 对检测结果准确度影响很大。 黄宝勇
在国内率先对农药残留检测中基质效应及其补偿
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提出了 “相对基质效应”
及检测方法开发过程应进行基质效应评估的理念，

取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
“实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当你投

入其中的时候， 你就能从其中读到很多内容。 每
一个实验都是一个解惑的过程。” 黄宝勇说， “对
社会上出现的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我们站
也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给百姓真相。”

2015年， 有报道称， 在草莓中发现了乙草胺
（一种除草剂）。 “乙草胺草莓” 事件一出， 北京
农业环境监测站迅速组织技术人员利用不到3天的
时间， 用事实和数据反驳了网络 “乙草胺” 毒草
莓的谣言。 “刚开始看到报道的时候， 我们都很
奇怪， 怎么会有乙草胺。 一方面本身草莓是草本
植物， 打除草剂会对草莓有影响。 另一个方面，
草莓是在温室里， 而且有地膜覆盖， 根本不需要
打除草剂。 最后我们检测出的结果证明， 草莓不
含乙草胺。 回过头再看报道中的检测， 很多流程
都不严谨， 不但缺记录也没有备样， 该实验室甚
至也没有检测资质。” 黄宝勇说。

尽管说此事是虚惊一场， 但在黄宝勇看来却
是一次 “恶意” 的提醒。 如今， 国家对农药控制
的越来越严， 不断减量使用农药， 禁限用农药也
越来越多， 新型污染物也在增加。 作为专业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
的检测能力也在逐年提高， 检测项目也持续增加。

“我喜欢科研实验类的工作， 并且觉得对自
己和他人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选择成为一名检
测员的初衷。” 获得2016年全国第三届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技能竞赛二等奖的王岚， 向记者说起自
己的择业原因。 大学毕业后， 王岚2009年开始在
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做检测员， 负责检
测种植业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工作， 至今8年。

应北京市农业局区县异地互检的工作要求 ，
今年3月、 5月、 7月， 王岚和同事们对朝阳区的种
植业农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查。 “我们这三次抽检
每次分别检测15个样品， 来确定是否有像敌敌畏、
氯氢菊酯等25种农药残留超标情况。” 王岚说。

检测第一天， 王岚和同事们对采样的黄瓜 、
番茄、 白菜等农产品完成了制作样本， 第二天上
午9点， 一到实验室， 王岚就开始和其它3名同事
分工来完成样品检测的各个步骤。 “取样、 称重、
匀浆、 定容、 上机检测等流程每个步骤都是重要
的， 因为每个步骤都可能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造
成影响。” 王岚说， “比如采样时， 就要按照布点
法采样， 这样才有代表性； 在制样时则要对选取
的茄果类、 叶菜类、 根茎类等不同农产品详细做
信息记录。 在检测中， 韭菜容易呈现假阳性， 菌
类的检测出峰复杂， 虽然操作步骤相同， 但在检
测时要仔细观察结果才会准确。 所以， 我们在操
作时， 每个步骤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来完成， 因为
每个步骤都是一道安全关。”

王岚和同事们完成两天的检测后， 检测结果

显示样品合格。 “就是主要检测有机氯、 有机磷、
氨基甲酸酯这三大类成分的残留， 10月时还会再
检测一次。” 这就是一名检测员的日常工作内容，
平均一天王岚和同事会配合完成35至50个样品检
测。 “这样安排下来会觉得很充实， 还不会累。”

去年， 农业部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技能竞赛， 王岚经过北京市培训和初赛，
代表全市参加种植业组的竞赛。 最终， 她获得了
全国二等奖 （第三名） 的好成绩。 被问及取得优
异成绩的原因时， 王岚表示， 这和自己操作的熟
练程度有着关系。 在氮吹近干环节， 控制氮吹大
小和温度高低时， 由于是人手调节阀门操作， 所
以就要时刻盯着甜椒样品观察。 “溶液微微抖动
时为好， 如果吹得太干， 就会影响农药检测的准
确性。” 王岚说， “这就像开车， 经常开才会熟能
生巧， 得当控制。”

房山区有110多个三品一标农产品基地， 每家
基地每年至少检测一次。 “今年， 我们又开始对
种植行业、 畜牧行业和水产行业全覆盖地检测，
可以说是全市第一家。 我们的硬件设施、 人才培
养也在不断完善。” 检测室主任杨保峰说。

目前， 王岚和同事们在积极面对检测新方法、
新标准的快速更新， 确保百姓吃得放心。

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检测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