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成溪

———记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副主任法医师严慧

抽丝剥茧，让毒品“开口说话”

“妙改”脚手架解决梅雨季倾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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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上海人熟知的南京西

路“金三角”商圈，正在进行升
级改造的中信泰富广场常常吸

引过路行人的目光。近日，记者
来到施工现场，只见数名工人正
站在脚手架上为大楼铺设玻璃

围墙，中建五局安装公司华东分
公司工会主席鄢博告诉记者 ：
“此次我们为施工搭建的脚手架
是特制的，与以往常用的 6米传
统脚手架不同，新型盘扣式脚手
架长度仅为 3 米， 可以有效防
止脚手架的倾倒问题。 梅雨季
节风大雨大， 大大增加了工人
站在上面施工作业的安全性 ，
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这一安
全“金点子”，只是中建五局安

装公司段海平创新工作室的众

多“奇思妙想”之一。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 安全

生产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也
是最令大家关注的焦点，如何运
用创新手段，在施工中加固这道
“安全锁”？ 是段海平创新工作室
这些年一直孜孜不倦攻坚的难

题。这位从项目一线摸爬滚打一
路成长起来的创新带头人，带领
着团队聚焦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在建筑安装中的运用，创新创
造新工法新专利新机具，啃下了
一个个安全生产“硬骨头”。

采访中， 记者听到这样一
个故事。 总高约 200 米的陆家
嘴东方汇经中心是一幢超高层

建筑， 与其他超高层建筑不同
的是，由于结构特殊，给管道安
装带来了很大挑战。 “我们团队
当时需要将几十节重达数吨的

管道垂直安装在东方汇经中心

内部。 由于大楼过高， 管道过
重，在当时，传统的顺序安装工
法从未实施于如此特别的管道

和大楼， 盲目施工可能会存在
安全隐患。 ”面对前所未有的施
工难题，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将工程如期推进， 段海平
与他的同事们在认真研究施工

现场环境、开展受力测试后，不
分昼夜地讨论解决办法， 有时
在工地一待就是几天。 就在大
家束手无策之时， 工人们的一

次无意之举给了段海平灵感 ，
他看到一位工人正用升降机运

输水泥，方便且节省人力。随后
他便提出了倒装管道的想法 ，
巧妙利用升降机的作用， 将原
本的从下到上， 变成了自上而
下。 “经过我们反复的模拟演
示，我们发现，这样安装方法节
约了成本， 安全性也会大大提
高。事实证明，优化之后的吊装
流程使我们顺利且超前完成了

所有的管道安装工作。 ”此后，
超高层内天井立管吊装技术广

泛应用于公司的超高层建筑的

吊装工程中。
“创新工作室不是徒有虚

名的摆设， 而是解决施工安全

难题的润滑剂、加速器。 ”多年
来， 段海平创新工作室扎根在
施工现场，运用“头脑风暴 ”帮
助一线工人解出了一道道 “难
题”。 从双叉车顶升管道技术到
高端科技住宅内噪音解决技

术， 从 BIM 技术突破异形建模
难题到超高层建筑外部运输吊

装法……“安全锁 ”不断加固 ，
团队成员专业素质也逐日提

升，近年来，工作室先后获得各
类创新奖项 25 项，培育了一名
静安工匠，两名静安能手，创新
工作室于 2020 年荣获静安区
工匠创新工作室。

■劳动报记者 王枫
实习生 任晟玮

对于毒品， 绝大多数人都
是不寒而栗、 敬而远之， 但有
人对此却毫不畏惧， 甚至终日
都与毒物亲密接触， 她就是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副主任法医

师严慧 。 她自 2008 年开始从
事法医毒物毒品鉴定工作至

今， 经手的案件已超万件。 在
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 记者走
进司鉴院， 探秘 “鉴毒师” 背
后的故事。

走进颇为神秘的法医毒物

化学研究室， 不大的屋子里摆
满了各类色谱质谱联用仪，仪
器对面的屋子则摆满了检测所

需的试剂试管，穿着白大褂、戴
着口罩的工作人员往来穿梭其

间。严慧正端坐电脑前，专注地
观察着检测图谱的变化。

仅需三步骤
毒品无所遁形

“我们每天的工作分为三
步骤，第一步是前期处理，接收
到不同单位送来的样本后 ，对
样本进行取样、研磨、称重、溶
解、稀释、上机等工序……”严
慧说，样品上机后，就可以进入
第二步后期数据处理和分析 ，
分析完成后就可进入最后一

步———出具鉴定报告。
工作看似简单，但“每一步

工作，都是一个挑战”。 严慧透

露， 公安取样的检材有可能是
粉末、药片、胶囊甚至液体，可
谓五花八门。拿到这些样品后，
需要迅速处理成可以进行仪器

分析的状态， 这就考验我们的
提取纯化水平。 “比如大麻饼
干， 里面大麻成分可能不到千
分之一， 我们要剔除淀粉等杂
质， 最终提取出无色透明的液
体上机进样分析。 ”

提取纯化后，更大的挑战，
是数据处理和分析。 “目前，我
们主要用到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高分辨质谱等仪器， 对检材的
成分和纯度进行检测。 ”记者在
现场看到， 仪器检测出的数据

传导到电脑， 就变成了一串串
数字和一条条波动的曲线。 这
些数据， 就是解开检材密码的
钥匙。 严慧告诉记者：“毒物鉴
定就像是医生看病， 这些曲线
图谱就相当于医生手中的 X 光
胶片， 我要从这些图谱中破解
出一个个色谱峰， 再推断出化
合物的元素组成， 组合成完整
的化合物并进行验证。 ”

抽丝剥茧
陌生检材现原形

毒物鉴定工作就是一个

“抽丝剥茧”的过程，更是一个
熟能生巧的过程。可有些时候，
严慧也会有“卡壳”的时候。

她回忆说，曾有段时间，毒
品裸盖菇被伪装成巧克力在网

上“蹿红”，不法分子还将其致
幻性包装成营销噱头， 诱导许
多对此不知情的青少年。 随着
事态发展， 毒品裸盖菇被公安
部列为督办案件。 某市得知一
条重要线索后， 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提取到一些可疑物质。但
这些物质需经专业鉴定才能判

定是否为毒品。 该市禁毒大队
两名民警便专程飞至上海找到

严慧， 拿出一大包暗绿色条状
物质和深色蘑菇状物质， 请求
司鉴院检测。

面对陌生的检材， 严慧优
化了样品前处理方法， 排除了

植物基质对毒品分析的干扰 。
当常规的大麻、甲基苯丙胺、氯
胺酮等毒品检测结果显示为阴

性后， 她继续在数据中寻找答
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检材
中找到了两个可疑物质峰，随
后又利用高分辨质量数、稳定同
位素丰度、 碎片离子裂解规律，
破解出可疑物质的化学结构。化
学结构破解后，她再有针对性地
采用合适的行业标准对结果进

一步确证，最终确定两个可疑物
质峰分别为赛洛西宾和赛洛新，
为贩毒案的定性提供关键证据

并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科学可

靠的线索。最终，公安机关成功
打掉一个辐射全国 31 个省 、
市、自治区，集种植、制造、贩卖
于一体的网络制贩毒团伙。

无声的较量
不能有半点闪失

从事法医毒物司法鉴定工

作 10 余年，严慧对各类毒品检
测早已轻车熟路， 但她仍谦虚
表示自己对毒物的了解还远远

不够。 “毒物种类成千上万，但
目前有明确检测方法的才 500
多种， 我希望尽最大的努力破
解未知的毒物之谜， 这也是一
名司法鉴定人的使命。 ”

“我们的工作是让‘毒品开
口说话’， 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这就
要求我们不能有半点闪失。 毕
竟鉴定出的毒品成分量有多

少， 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关键性
参考依据。 我们需要用科学捍
卫公正。 ”严慧说。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段海平创新工作室：

故 事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