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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發 未錄取通知書

環境監測
「聞臭師」
：

終日素顏不抹香水

﹁

如果說一份工作就是不斷地聞「臭氣」，你能想像嗎？當環境空氣質量
越來越受到關注之時，「聞臭師」這個職業開始悄然走入公眾的視線。在
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環境監測站，這裡有全省建設最為規範的惡臭嗅辨
室。他們憑藉鼻子判斷臭氣的排放是否超標，給出的嗅辨結果將成為環境
行政處罰的依據，並且具有法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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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惡
李瑩瑩是這裡唯一的「90
臭嗅辨員。她說：「我們的工

作中有很多『清規戒律』，比如，抽
煙喝酒肯定是不行的，工作前不能吃
大蒜、辣椒等刺激性食品。也不能有
鼻炎，一旦感冒，會被立即換崗。作
為一名女聞臭師，還不能抹香水、口
紅等等，只能『素面朝天』。」

鼻子三年一審 持證方可上崗

明明有儀
器，為啥偏要
靠人來測試臭味
呢？相關人士表示，
根據《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監測
指標有氨、三甲胺、硫化氫、甲硫
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硫化碳、
苯乙烯、臭氣濃度等 9 項。但儀器設
備只能檢測出前 8 項單一氣體的濃
度，對於最後一項「臭氣濃度」這種
綜合性異味的濃度，往往就無法判斷
了。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嗅辨員用
嗅覺實驗的方法進行檢測，最終判定
出惡臭污染的程度。

﹂

「高考不過是你人生路上短暫的一幕，
翻過這頁，你仍有充滿未知與期待的未來
在前方等你去探索，請你一定要滿懷希
望，充滿信心地繼續前行。」這是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以下簡稱「港中大（深
圳）」）校長徐揚生致 2016 級未錄取同學
一封信中的一句話。8 月中旬，今年參加
港中大（深圳）的廣東和浙江綜合評價測
試但未被錄取的學生們，在收到這份通知
書和一本印着該校標誌的紫色筆記本後，
有的感動，有的却讓自己更加失落。

學生反應不一

每次實驗，通常都會安排 6 名嗅辨
員同時測試，每人坐在一個小隔間
裡，獨立對氣味進行評價。惡臭判定
師每次會給每名嗅辨員 3 隻臭袋，袋

■《人民日報》

中均裝有經過活性炭淨化的無臭清潔
空氣，其中一隻則注入了極少量被測
的惡臭氣體樣品。嗅辨員需要通過
「聞」來判定目標氣體在幾號臭袋。
隨後氣體會被稀釋，並進行反覆嗅辨
實驗。經多輪測試後，惡臭判定師將
根據嗅辨員的測試結果，通過科學公
式計算出臭氣的濃度。
「我們的鼻子每三年就得年審一
次，就和車子一樣。如果年審沒過，
就得下崗！」李瑩瑩說。「上崗前要
經過專業培訓，還必須持有國家專業
機構頒發的『嗅辨員證書』，否則不
允許上崗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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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動或失落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簡稱港中大（深圳）（CUHKSZ），位於
廣東深圳市，為中外合作大學聯盟成員。
徐揚生說，寫這封信是對所有信賴（學
校）的學生及家長們的答謝。「感謝他們
在作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擇時，曾考慮
過港中大（深圳）。」他表示，港中大
（深圳）今年在廣東和浙江的綜合評價考
試競爭很激烈，10個學生中只錄取1個。
收到「未錄取通知書」的同學反應不
一。「當收到『拒信禮包』時很驚訝，被
港中大的人性化和校長的溫情所打動。」
徐明明說。來自浙江的他，已被北京外國
語大學的阿拉伯語專業錄取。
但「拒信禮包」帶來的也不全是正面效
果，據悉，曾經有收到「拒信禮包」的學
生家長向校方反映，本來他們的孩子已經
從未被錄取這件事情中平復過來了，但是
「拒信禮包」讓他們再次感到失落，甚至
有學生想要退學。
■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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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首家 24 小時不打烊書店—
「歌德書店」，近日在遼寧省瀋陽
市中山路歐風街上的一棟老建築裡
對外營業。這個書店以德國著名思
想家、作家歌德名字命名，內部裝
飾以哥特式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為基
調，佈局參考歐洲圖書館的閱讀功
能而設，讀者稱可以在這裡感受濃
郁的文化氛圍。
木質書架、紅絲絨沙發、彩色玻
璃長窗、近萬冊精美圖書……「歌
德書店」位於一座有着近百年歷史
的歐洲風格建築裡，建築面積 500
平方米。近日，記者在店裡看到，
書架上除銷售精選中文版社科類圖
書外，還有德國、法國等國的原版
圖書、黑膠唱片、歐洲禮品等。

中西文化碰撞交流
在一樓，一排紅色的書格外顯

■ 24 小 時 不 打 烊 的 「 歌 德 書
店」落戶遼寧瀋陽
落戶遼寧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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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姜廣洋介紹，這是「歌德書
店」主題書——《歌德名言》（中
德對照）。而書店之所以取名為
「歌德書店」，是希望藉這個名稱
打造一個對外開放的書店，讓中西
文化在這裡碰撞、交流。
在書店裡選書的李女士告訴記

者，她已經有兩次在這個書店裡看
書到午夜的經歷。「平時做完家務
都是晚上了，其他書店也到了快打
烊的時間。而我選書習慣靜下心
來，至少要幾個小時。24 小時不打
烊書店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化休
閒場所。」
■新華社

男子斷手「寄養」小腿 月後成功移回原位
經過 8 個多小時的手術，江蘇
患者高師傅「寄養」在小腿上的
右手近日被成功移植回原位。
7 月 16 日，高師傅在工廠做工
時，不慎被重物擠傷右腕，致右
腕離斷，殘端出血。高師傅在當
地醫院包紮止血後，被送到徐州
仁慈醫院就診。「患者被幾噸重
的車床擠壓，導致手腕完全離
斷，再加上送來時間比較長，缺

血近 6 個小時，已經基本超過再
植的時間界限。另外，患者送來
時已出現休克、出血較多現象，
病情非常危重。」主治醫生石榮
劍說。之後，該醫院手足顯微外
科專家團隊經過反覆論證，為患
者制定了寄養再植方案。當日，
經過 8 個小時手術，將斷手「種
在」了小腿上。
經過一個多月的「寄養」，高

師傅的右手在其左腿上恢復得非
常好。8 月 23 日，經過 8 個多小
時的手術，在多名醫護人員的努
力下，高師傅的右手被成功移植
回原位。「目前，高師傅的右手
供血情況恢復良好，度過一周的
危險期，就基本可以確定其右手
的存活。要恢復其手臂各項功
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康復治
療。」石榮劍說。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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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移植手術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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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禁單輪車上路
有「代步神器」之稱的電動單輪
車，近日遭上海禁止其上路，否則
將處以人民幣50元以下的罰款。
電動單輪車十分酷炫，不費什麼
力氣就能讓騎乘者穿梭在車陣中，

比行人走路快，比腳踏車或電單車
輕巧不佔空間。但上海交管部門相
關人士表示，電動單輪車、電動滑
板車不符合內地機動車安全標準，
也不在非機動車產品目錄內，因此

這類工具不具有路權，不得上路行
駛。交警表示，電動單輪車一旦上
路行駛，造成交通事故則將承擔全
部責任，警方也有權處以 5 元以上
50元以下罰款。
■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