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中心实验室检测Ⅱ室副主任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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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检数千样品上万道工序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李英

每次检测都是一种责任

8月16日下午，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
广站中心实验室检测Ⅱ室副主任李英
在检测室里， 按照程序对抽取的水产
品进行检测。

“检测是验证水产品质量安全的
重要手段， 主要是药残检测。” 一进入
检测室， 李英就忙碌起来， 穿上白大
褂就开始工作， 满屋子试剂的味道也
不在乎。 “早就习惯了， 自己干的就
是这份工作。” 常年跟仪器设备、 药品
试剂打交道， 李英显得有些不善言谈，
但他却很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通过
自己的检测可以守住百姓餐桌的安全，
还是很值得骄傲的。”

通常情况下， 一般样品抽取完成
后， 由业务室进行制样、 编号、 分装，
将待检样品转交检测室。 检测人员根
据检测项目进行样品称量 、 前处理 、
上仪器测试以及数据分析， 并在整个
过程中随时记录各项原始数据。

“由于水产样品成分复杂， 而我

们关注的药物残留等目标物含量仅为
亿分之一， 甚至十亿分之一， 所以样
品必须经过一系列提取、 净化和浓缩
等操作并将其他绝大部分不需要关注
的成分去除， 确保进仪器测试时的样
品溶液尽量干净， 以保证检测准确性，
防止污染和损坏仪器。” 李英向记者解
释着自己的工作。

除了日常检测， 中心实验室还开
展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应急监
测、 重大活动保障和风险评估等工作。

2013年8月， 有市民反映秋刀鱼表
面有蓝绿色物质存在， 担心是否为人
为添加药物残留， 反映到市场监管部
门。 “我中心受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委托对此事进行调查。 随即， 我们对
北京市水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采样检测，
未发现秋刀鱼中有孔雀石绿等违禁药
物， 后经专家咨询与验证核实鱼鳞和
鱼骨变蓝绿色是秋刀鱼本身的后胆色
素与钙结合引起的， 最终解除了市民

的疑惑， 将有关结果上报至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 李英说， “风险评估工
作主要是针对未知风险因子进行摸底
排查、 风险分级以及危害评估， 增加
了工作的困难， 原来常规检测一半的
时间用于样品前处理； 而风险评估在
完成检测的基础上， 要更加注重样品
来源的调查、 检测完成后的数据分析
以及相关的实验验证。”

李英至今和水产品检测打交道已
经7年了， 他和同事每年平均会检测一
千余个样品， 繁重工作的背后是对水
产品质量检测的高度负责。 “每出具
一个检测数据， 在我看来， 都不仅仅
是一个单纯的实验 ， 而是一种责任 。
因为我们对水产品养殖生产环节的质
量严格把关， 守护的是老百姓的水产
品质量安全。 从目前我们检测的数据
来看， 水产品药残检出的情况是很少
的 ， 大部分水产品可以说都是安全
的。” 李英说。

密云区一向以生态环境好著称 ，
是北方第一个国家生态区， 而这里生
产的农产品也一直备受消费者青睐 。
日前， 记者走进密云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综合质检站， 探访密云生产的蔬菜
及水产品的质检情况。

密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质检
站成立于2014年， 隶属于密云区农业
服务中心， 主要职能是负责该区种植
业、 渔业等行业的投入品、 产出品及
生产环境的日常监测、 检测工作。

“我们应该算是产品的终端监管
部门 ， 只有通过我们检验合格的产
品， 才能上市 。” 密云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综合质检站站长王金茹告诉记
者。 以蔬菜为例， 目前， 密云区共有
60多家规模型蔬菜生产基地， 全部在
其监管范围之内， 每月一次的送检和
不定期的抽检工作， 让他们基本掌握
全区蔬菜生产基地产品的质量安全。

“而令人倍感欣慰的是， 自建站
以来， 我们所监测的所有产品， 均未
超过国家限量标准 。” 对于监测 “零
超标” 的工作成绩， 王金茹和其他同
时都倍感自豪。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 “零超标 ” ，
王金茹告诉记者， 这是每年数千检验
样品汇聚而成的结果， 涵盖5000多个
蔬菜产品快速检测样品、 600多个蔬菜
农药残留定性定量检测样品、 300多个
水产品快速检测样品及300多个大中型
水库、 养殖池塘水质检测样品和300多
个土壤基础检测样品。 “这些检测样

品的数据均是实打实的， 每一个样品
均有详细的检测记录。” 王金茹说。

采访当天， 记者还参观了质检站
的检测室， 共计17个检测室内， 包含
各类检测仪器设备164台。 “目前， 我
们已经通过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认
证。” 王金茹一边带领记者参观， 一边
告诉记者， 除了拥有先进的检测设备，
他们还拥有一流的技术人才， 包括她
在内的13名职工中以80、 90后的年轻
职工为主， 且专业技术岗职工学历均
在本科及本科以上， 专业科班出身的
他们， 有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
责任感。

90后小伙子雍青山就是学习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出身， 现在是密云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质检站一名普通
的专业技术人员， 说起专业操作和相
关知识， 阳光帅气的脸上多了几分认
真和责任。

8月28日， 密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综合质检站又接到一批需要检测的蔬
菜样品 ， “接样 ” “登记 ” “编号 ”
“制备 ” ……检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站在铺了一地样品的检测室里，
工作人员们虽然深知接下来的工作非
常繁重， 但也同样严谨和从容。 经过
十多个检测工序和流程， 才能最终得
出产品是否合格的结论。

作为市民 “舌尖上安全” 的守护
者， 看着他们认真工作的背影， 顿时
让人觉得很迷人。

密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质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