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指一天按一万多次移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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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佟佳兴

一滴墨水滴入水库我们都能检出
市兽药监察所残留检测室主任

孙志文， 北京市兽药监察所残留
检测室主任。 家住天通苑的他， 每天
都要乘近两个小时的地铁， 到大兴生
物医药基地上班。 或许， 在您某一次
乘地铁时， 他就站在您旁边低头看着
手机， 您不认识他， 更不会想到， 他
早出晚归、 加班加点， 如此辛苦， 只
为了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畜禽产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孙志文所
在的北京市兽药监察所主要负责两大
项工作， 一是对全市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进行检测 ， 二是做兽药质量检测 。
孙志文所在的残留检测室主要负责前
者。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是一项
非常专业， 也非常严谨的工作， 我们
会通过提取、 浓缩、 净化、 检测四个
步骤， 查出残留在猪、 牛、 羊、 鸡肉
中的兽药和重金属。” 孙志文说道。

肉中残留的 “兽药” “重金属”，
听到这里， 相信不少人会和记者一样
瞪大了眼睛， 并且在心中画出一连串
问号： “检测的标准是什么？ 会不会
有漏网之鱼？ 我们每天吃到嘴里的肉
安不安全？ ……”

为了说明， 孙志文给记者举了这
样一个例子： 如今， 检测畜禽产品中
的残留物严谨到什么程度， 好比在密

云水库中滴入了一滴墨水， 以现在的
技术手段 ， 完全可以把这滴 “墨水 ”
给检测出来。 从业14年的孙志文可以
称得上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他告诉记
者， 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领
域的工作， 为了严把畜禽产品质量关，
北京市农业局申请专项资金为他们购
置了国际先进的检测设备， “我们可
以非常自豪地说， 北京市兽药监察所
现在拥有国际最先进的畜禽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设备。”

不仅硬件过硬， 软件也毫不落后。
孙志文说 ， 在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 ，
国家都有非常明确的标准， 而他个人
凭借多年实践 ， 也参与制定了多项
“国家标准”， 其中包括 《饲料中醋酸
氯地孕酮的测定》 等。 “这是一种检
测饲料中激素残留的方法， 动物吃了
有这种激素的饲料长得快 ， 不生病 ，
但如果人吃了含有醋酸氯地孕酮的畜
禽产品， 会出现女性内分泌紊乱、 男
性性功能衰退等一系列危害人类健康
的症状。”

除了保障百姓食品安全， 孙志文
和北京市兽药监察所残留室的同事还
多次承担重大活动的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工作。 2015年是 “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 他们承担了全体官
兵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专项保障工作 ，
从5月份就开展了畜禽产品的抽样检
测。 在最繁忙的8月， 又迎来了世界体
操锦标赛， 为了做好这两项重大活动
保障工作， 他们加班加点， 吃住在单
位， 一干就是一个月， 最终圆满完成
了保障任务。

让孙志文记忆犹新的还有 “三鹿
奶粉” 事件。 事发突然， 当时， 牛奶
中的三聚氰胺并没有官方检测方法 ，
为了尽快给百姓一个交代， 孙志文通
过大量试验， 仅用3天时间， 便成功建
立了牛奶中三聚氰胺的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检测方法。 随后2个月时间， 他和
同事们完成了1000多个样品的检测工
作， 其中， 有很多样品都是早上送样，

当天下午就出结果。 “因为拿不到检
测报告， 奶农的奶就交不了， 牛奶储
藏时间有限， 奶坏了就只能倒掉， 所
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那段日子， 他
和同事们加班加点， 有时凌晨2点多钟
他们还在做试验。

“后来，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干
脆带着仪器进驻乳产品企业， 现场做
检测， 合格了当场收奶， 这种状态持
续了一个月左右， 直到我们把检测方
法完全教给企业技术人员后， 我们才
从企业撤离。” 孙志文说， 这些年来，
之所以能不辞艰辛、 耐得寂寞、 一丝
不苟地完成工作， 靠的是责任心和使
命感， “能够成为北京食品安全的守
护者， 让市民吃上放心肉， 这是多么
光荣的一件事！”

上午8点， 在平谷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综合质监站的检测室中， 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员佟佳兴正埋头忙碌着 。
身穿白大褂的她坐在检测台前， 面前
摆放着标准品、 酶标板等各种实验物
品。 此时的她目光专注， 眼前这个设
有96孔的酶标板成为唯一的焦点， 握
住移液器的右手不停地完成取样、 加
样操作。 检验室很安静， 声音的来源
也仅限于大拇指按动移液器时发出的
声响。

2016年1月， 佟佳兴来到这个质监
站工作。 一年多的工作中， 检测农产
品中的药物残留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
内容， 也是这个质监站8名职工都必备
的能力。 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却要
求检测员时刻保持着细心和专注 。
“检测过程是化学分析，操作必须规范、
细致，绝不能随意操作。 ”佟佳兴介绍，
检测标准是检测操作的重要依据， 因
为不同种类药物残留的检测标准及操
作规范不同， 为保证检测过程的规范
性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检测员都必
须首先认真研读并吃透检测标准。

佟佳兴大学学的是检测专业， 课
堂上她跟着老师一起进行微生物检测，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感觉这个
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佟佳兴说， 在研

究生阶段她接触了更多的检测实验 ，
更加坚定了自己日后从事检测工作的
想法。

刚来到质监站， 佟佳兴检测的对
象是蔬菜， 不久后开始了对于畜禽产
品的检测 。 尽管检测对象发生变化 ，
但是对于这个90后的女孩来说， “责
任” 这两个字是她在工作中不变的担
当。 “我们检测的对象， 都是老百姓
餐桌上常见的食品。 食品安全很重要，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好这道关。 经过
检测员检测把关的食品投放到市场 ，
老百姓吃起来更安全。”

虽然每天都会接触农产品检测 ，
都要重复着相同的内容， 但是佟佳兴
并没有觉着枯燥。 或许只有检测员自
己了解， 这项工作背后的艰辛。 每到
节假日前， 都是检测员最为繁忙的阶
段。 就在今年春节前， 佟佳兴就体会
到这个忙碌的过程。

春节前， 佟佳兴要和同事们一起
在半个月的时间中， 完成上千个样品
的检测。 “差不多一天要检测百余个
样品， 手指要按动一万多次移液器。”
佟佳兴回忆， 那段时间她早上8点就会
钻进检测室开始忙活， 直到晚上6点才
下班 ， 即便是周六日也没有休息 。
“有时肩膀、 手指会很酸， 眼睛也会很

花。 但是， 大家都没有抱怨， 都要专
心工作， 为的就是让百姓节假日的餐
桌更安全。”

目前， 佟佳兴还是检测行业的新
手。 但是这个仅仅工作不到两年的年
轻检测员， 却很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
除去参与市农业局的相关培训， 她还
会在业余时间查阅相关书籍。 “检测
这个专业的知识不是不变的， 检查的
标准总在变化， 所以要不断补充。”

辛苦的付出也得到回报。 今年北
京市畜禽检测行业组织了一场 “大比
武”， 来自全市农产品质监站 （中心）
的检测员报名参加。 希望通过比赛检
验自己业务能力的佟佳兴也报了名 。
“比赛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方
面， 都很有难度。” 佟佳兴介绍， “实
操考试主要考察检测员动作是不是标
准规范。 比如， 移液管的润洗操作就

很有讲究 ， 要求具有很高的精准度 。
看似简单， 其实很考验人的功夫。”

在完成润洗时洗耳球的操作很难，
用力过大或者过小都会造成取液的不
准确。 怎么才能让精准度提高？ 对此，
佟 佳 兴 的 方 法 很 简 单———不 断 练 。
“刚开始用水练， 开始时也不准， 有点
懊恼。” 佟佳兴介绍， 业余时间她都会
窝在实验室中不断练习。 “只有通过
不断的练， 才能达到脑、 眼和手的配
合， 直至熟练， 让规范的操作成为日
常工作中的本能动作。”

不断的努力让佟佳兴在比赛中发
挥出色， 最终她取得比赛一等奖， 捧
得桂冠。 对于自己从事的检测员这个
职业 ， 佟佳兴说很喜欢也很自豪 。
“我会继续做好这个工作， 练好自己的
检测技术， 做一位优秀的百姓餐桌的
把关人。”

平谷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质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