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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化名）的工作，会让大
多数人流口水。

工作时间，她会穿上白大褂，
待在一间充满食物香气的实验室
里试吃几十种零食。工作两年，她
已经试吃了 500多种零食， 酸甜
苦辣咸酸臭，各种味道应有尽有。

燕子的工作被网友们称为试
吃员。前不久，一段拍摄燕子和同
事试吃过程的小视频在网上火
了，镜头前，燕子站在一大盘坚果
前剥开外壳，放进嘴里嚼了又嚼。
网友纷纷艳羡。

其实这个职业还有一个更专
业的叫法：产品感官检测工程师。

在欧美国家，试吃员叫“foodd
taster”，是一种流行的职业。 除了
人类食物试吃员， 还有人专门试
吃宠物食品。

但在中国， 这是一个新兴的
职业群体。 记者在几大招聘网站
上搜索“全职试吃员”“感官检测”
发现， 国内的全职试吃员岗位寥
寥无几。 试吃员们自己也说不清
全国有多少食品公司会单独设立
这样的岗位。“大多数食品公司检
测的是食品质量， 比如通过化学
检测、 微生物检测等测试添加剂
是否超标、是否存在有毒物质等，
和我们不一样。 ”燕子说。

在外人看来， 试吃员的工作
既神秘又幸福， 好像每天只需大
饱口福就好。 但与大家的想象不
同， 燕子和同事们试吃的多是看
起来不合格的零食， 比如烤焦的
巴旦木、色泽异常的开心果、闻起
来味道怪异的海鲜或者糕点等
等。“明知道它是坏的， 还得去
尝。 ”

尝出臭豆腐的味道
燕子和同事们工作的地方，

是一间 20多平米的实验室。早上
8点开始， 产品质量检测部门的
送货员会源源不断地向这里送来
各种试吃样品，每天多达 80多个
批次。

一个早上， 实验室的桌子已

被 40多批试吃样品堆得满满当
当：芒果干、拉面丸子、蟹壳黄烧
饼、锅巴、牛肉干……

这些都属于委托加工类样
品， 是加工制作后成盒成袋包装
好的，包含糕点类、海产品类、素
食类、烘培类、坚果类等。 每种委
托加工类样品有 2袋需要感官检
测。

10月 8日， 燕子上晚班，从
下午 1点到晚上 10点。穿上实验
室的统一服装白大褂， 她翻看了
一下上午送来的试吃样品名单。
看到锅巴两个字，燕子有些失落，
在众多委托加工类样品中那是她
的最爱。 但今天的锅巴被她错过
了，它们只被同事尝了几口，就被
成袋丢进了垃圾桶。

更让燕子心塞的事很快发生
了———下午送来的一批样品中有
她最讨厌的臭豆腐。
即便面对的是一盘臭烘烘的

豆腐，燕子也不得不大口呼吸。她
要细闻那股扑面而来的臭气，分
辨其中是否含有不该有的怪味。
直到把这些工作做完， 她才

不情愿地张开嘴， 在一块臭豆腐
上咬下了四分之一。 她启动了口
腔里所有的味蕾， 像一台精密仪
器似的辨别着正常味道与腐坏、
变质间细微的差别。

几秒后， 她吐掉了嚼碎的臭
豆腐，拿起水池边的杯子，往嘴里
灌了整整一杯水，又全部吐掉。她
要通过漱口的方式， 去掉残留在
口腔里的刺激味道。 如果是别的
食品，燕子漱几口就过去了，但臭
豆腐的味道很强烈， 她又实在不
喜欢，所以用掉了整杯水。只有这
样，才能让口腔保持灵敏的味觉，
继续试吃下一个样品。

平均每天剥开
2000颗坚果

晚上， 送货员送来了一批坚
果：松子、夏威夷果、核桃、巴旦木
……其中的碧根果是燕子的最
爱。它们都被装在透明袋子里，看

起来就很诱人。 燕子的心情也随
着它们的到来好了起来。

与锅巴、 臭豆腐等委托加工
类样品不同， 这批坚果属于原料
类样品。 如果通不过感官检测这
一关， 原料类样品会被直接退回
供货商。相对于委托加工类样品，
它们的检测步骤大致相同， 但是
每种具体样品的达标要求又各有
差异。比如，对于巴旦木这样常常
出现表面凹凸不平的坚果， 会多
一个测试指标：光板率。每种坚果
都要测试坏籽率，有的不超过 4%
就好，有的则不能超过 2%。

一般来说， 她每天要剥开
2000颗左右的坚果，剥到手指酸
痛。

方法论、推荐教程
几乎为零

不是每一个吃货都能成为
“试吃员”。

燕子实验室里的同事们，大
学所学专业几乎都和工作内容沾
边，比如化学、生物、食品工程。他
们不仅精通感官测试， 大多数人
还掌握了食品的化学检测、 微生
物检测的流程及方法。

“我们的工作被网友们误解
为只要试吃就行， 看起来是一份
特别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30
岁的感官检测工程师子仪（化名）
说， 她曾在某大学的化学专业学
习，在某药厂做过 6年化学检测，
这之后才转做食品感官检测，能
够以很快的速度完成这份耗时的
工作。

“其实很多食品公司的化学
检测中都有一个试吃的环节。 但
那只是简单的品尝， 和感官检测

有很大差
别， 试吃
作为一个
职业也没
有被重视
起来。”燕
子说，设
立这样的
岗位不仅
需要专业
的工作人
员， 对企
业来说，

付出的成本也会更多。
“如果检测合格，检测的成本

我们承担；如果不合格退回去，成
本就由供货商承担。”而每天需要
检测的原料类样品量光是坚果类
就有 3大桶 1米高的垃圾桶，还
不算上人力成本等。

燕子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少
食品公司设有这样的岗位，“但肯
定不会太多”。 她所在的公司，是
在 2012才将产品感官检测实验
室从产品检测部门独立出来的，
整个部门现在一共 14人。

鉴于这是一个新兴行业，许
多类型的食品尚无行业标准可供
参考。 在知网、 知乎等网站搜索
“试吃员”“感官测试”之类的关键
词，只能找到几篇关于肉类、牛奶
类、茶类、咖啡等感官测试研究论
文。 至于试吃员们日常工作中的
重头戏坚果，方法论、推荐教程几
乎为零。

更多的还是靠经验。 锻炼了
2年， 令燕子颇为自豪的是她快
速辨别坚果好坏的能力。 她指着
一批刚到的开心果问道：“你知道
吗， 做化学实验是测不出这些开
心果有没有做过漂白的。 ”

因为漂白物质容易挥发，唯
一鉴别方法就是靠感官检测工程
师肉眼观察。 如果一粒开心果的
外壳特别白， 就表明它是漂白过
的；如果颜色自然还有些发黄，大
概可以判定没有漂白过。

幸福的烦恼
工作之前，燕子是一个吃货。

工作之后， 大多数零食再也无法
激起她的兴趣， 除了新品和散发
着浓浓奶油香气的碧根果。

只要轮上早班， 燕子 5点下
班后的主要任务是跑步， 她要减
肥。

她还记得两年前刚来上班
时， 她要试吃的零食以坚果为
主，种类还没有现在这么多。 可
坚果的油脂含量比其他零食还
高，才来了一个月，她就胖了 20
斤。

因为太爱吃碧根果， 当年的
燕子会在剥开的每一颗碧根果上
咬上一口。 一盘需要检测的碧根
果差不多有上百个， 她几乎一个
都不放过。一天下来，仅碧根果她
就会吃下去几十颗， 这还不算其
他需要检测的零食和坚果。

两年后， 燕子对碧根果的克
制已超乎想象。 9月 27日下午，
面对一盘 100 多颗剥好的碧根
果，她只用嘴巴尝了 4颗。

不过， 燕子至今还在和吃出
来的 20斤体重做斗争。她尝试了
跑步、少吃甚至不吃晚饭，直到现
在，还有几斤肉顽固地长在身上。

在那段流传在网络间的试吃
员视频中，30 岁的试吃员女生
“半年内胖了 10斤”。吃货网友们
有些担忧，“试吃员长胖算工伤
吗？ ”

事实上， 实验室里的感官检
测工程师大多不同程度地胖过。
但因为逐渐掌控了试吃量， 没用
多长时间， 就纷纷恢复了原来的
体重。 燕子的一名同事已经试吃
了 3年，一点不胖。穿着白大褂走
路时，身子像在褂子里飘。

工作之外， 这些感官检测工
程师也不能吃得随心所欲， 他们
要时刻保持味蕾的敏感。 辣的不
能吃，咸的不能吃，重口味的火锅
不能吃，过烫的东西也不能吃。

子仪说，“做这份工作不一定
要有很强的天赋， 但是需要克
制。 ”她的日常生活中，连肉都很
少碰。
对于男性来说， 想当试吃员

还要做到不抽烟、不喝酒。女性则
要素面朝天，不能化妆，不能涂指
甲油。 燕子解释，抽烟、喝酒都会
影响味觉，“化妆品和指甲油里的
化学物质可能掉进食品里， 会影
响检测效果。 ”

(据“新京报”/吴靖)

『首期培训由哈飞达教育独家冠名』

新晨报小记者学院公开招募了！
您想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敏锐的洞察能力， 落落大

方、思路敏捷的采访能力，扎实的总结归纳、分析写作能力？
来新晨报小记者学院吧！

报社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神秘又充满文化元素的地
方。 真正当一次小记者，跟采编一线的资深记者编辑学习采
访、写作，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非常有益，我们认为至少
能让孩子在以下方面得到锻炼。

●观察能力：当小记者要敏感、善于观察，因为不敏感便
抓不住新闻，不善于观察，即使抓住了新闻，也难以挖掘其真
正的价值和特点。

●交流能力：当小记者须学会与人顺畅地交流，而且要
经历各种场面。 如果见了陌生人不敢讲话，到了大场面就紧
张得心跳加速，是无法完成采访任务的。

●分析能力：即使已经掌握了较多的消息，但要采写新
闻，必须学会迅速地分析判断问题：当前的形势特点是什么？
哪件事是最重要的新闻？ 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什么？ 应该怎样
采写这条新闻？ 等等。

●写作能力：写新闻的一个基本要求：必须学会用最简
洁的语言，把最重要的事实表达清楚。 这种锻炼，在其它作文
形式中很难获取。
☆小记者报名须知：

小记者学院初级班，7岁以上、热爱写作的同学皆可报名
参加。

初级班培训共 4次课，8个课时，限报 30人。 上课时间：
周六上午 9点半 -11点。 收费：398元 /人（体验价。 第二期
恢复原价 798元）。 学校、培训机构团报，可享受相应优惠。

参加培训的小记者将获赠一年的新晨报，价值 150元。
报社会不定期组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小记者优先享有

报名资格。
☆小记者即将在这里收获到的：

一：小记者参观报社编辑部、照排车间，了解报纸的出版
流程。 资深采编讲解新闻采访、写作、版面设计、新媒体等相
关知识。

二：参与校对工作，编辑讲解易错字等知识。模拟新闻发

布会现场，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让小记者们认识到正确的
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茶艺师（或国学 艺术 消防 食品安全等）现场演示
讲解，结束后小记者进行采访。 在实战中了解社会、拓展视
野。 布置作业，小记者完成写稿工作，家长把电子版发给编
辑。

四：编辑或记者讲评稿件，具体讲解写作方法和技巧，选
择优秀作品刊发。 总编辑发放小记者结业证书。
☆报名方式：15153168202（同微信号）18764115190（同微信号）

日剥坚果两千颗，一月发胖 20斤

探秘职业“试吃员”

燕子正在实验室里试吃有哈喇子味的手剥核桃

陈家滨、 山东永嘉置业有限
公司、吴丹丹：本院受理的原告洪
新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的（2016）鲁
0105 民初 475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主文： 驳回原告洪新顺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400元，
申请费 4370元， 合计 15770元，
由原告洪新顺负担。 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出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济南市天桥区颐养家园老年

公寓、刘宪丽、杨洋、丁向东：本院
受理的原告朱连仲、原告朱秀清、
原告朱秀英、原告朱秀云、原告朱
连群、原告朱连喜诉你们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原告以
济南市天桥区颐养家园老年公寓
发生火灾造成原告之母严重烧伤
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为由由诉至法
院， 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
费、交通费等费用；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本院因向你们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未果，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述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北园法庭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庄延国： 本院已受理原告周

广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要求你向原告立即返还受让债
权本金人民币 200万元、 案件受
理费、诉讼费、送达费由你负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保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
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缺席审理。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济南易联科经贸有限公司 、

山东泰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李圣云、谷爱国、那伟君、谷东
博： 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起
诉状副本、答辩状、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保全）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莱芜市炜森经贸有限公司因

遗失的银行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莱芜市炜森经
贸有限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票
据：银行汇票、出票日期 2018 年
5月 16日、 到期日 2018年 11月
16 日 、 票 据 编 号
31300051/45673809、 票面金额
100000元、持票人莱芜市炜森经
贸有限公司、 出票行莱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长清支行， 该银
行汇票经多次背书， 现申请人为
持票人。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四、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徐瑞珂： 本院受理原告济南

原中物资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原告以你方未按约定
履行义务为由在本院起诉， 要求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8915元整及
利息。 因本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
送达未果，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