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7日讯 5月6日，
湖南消防总队举办“筑梦火焰
蓝”———曾杰毅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除
执勤值班外的全体人员参加报
告会。

4名报告人从不同角度，用
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
了曾杰毅同志工作生活中的真
实片断、真实事例，细小中见高
大， 平常中见不平凡， 引人共
鸣，催人奋进，形象鲜活地展现
了平凡而伟大的消防员忠诚担
当、竭诚为民的光辉形象。

一次次饱含深情的讲述、
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迹、 一张
张震撼人心的图片， 将曾杰毅
优秀的政治品质、 无私的奉献
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表现得
淋漓尽致， 深深地感染着每一
位观众，现场掌声一次次响起，
眼泪一次次落下。

报告会后， 消防总队相关
负责人强调： 要深入学习宣传
曾杰毅同志的先进事迹， 进一
步加大先进典型培树宣传工作
力度，要在确保稳定、打赢实战
中检验学习实效。

■通讯员 赵军 记者 张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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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集团公司）拟向社会公开招标购买一批办公设备（笔记本电脑、移
动硬盘），特邀注册资金 200 万以上，具有相关资质和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公司报名
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5月 10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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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闻臭师究竟需要做哪些
工作？5月7日， 记者在卤制车
间看到，成型的豆腐从压制容
器中取出切成二分厚薄，热烫
后进入卤制，在“闻臭师”的操
作下，白色豆坯与黑色卤水形
成鲜明对比，臭豆腐的蜕变由
此开始。

一小时后，他从池中捞出
一块浸染成黑色的豆腐掰开，
随即伸到鼻子旁进行嗅闻，
“一般臭豆腐坯要卤到深入
1-2毫米才算合格，但什么气
味的原坯最好，是数十年制作
经验的积累，没有人告诉你。”

“合格的臭豆腐坯要保持
Q弹的状态，才能进入清洗、降
温、装袋等工序。”闻臭师介绍，
作为一名合格的闻臭师，不仅
要掌握上述卤制技能，还要不
抽烟、喝酒，日常饮食要少吃
味重或辛辣食物，女生还不能
化妆、喷香水、涂指甲油等。

唐芳强调， 闻臭师目前工
资比例最大的部分还是按件计
酬，在生产旺季，月薪可超过1
万元。“为了鼓励员工， 我们给
优秀技师评级， 特别优秀的卤
制技师还能收到额外的技能补
贴。”

臭豆腐厂家月薪万元招募“闻臭师”
要求：通过闻臭看形识别豆腐坯卤制程度 这种与臭相投的职业，你愿意尝试吗

本报5月7日讯 盆栽“多肉”
并不稀奇，长在墙壁上的“多肉”，
你见过吗？在浏阳城区禧和路的一
个苗圃内，记者就见到了这样一处
“多肉壁画”：五六十朵根系多肉植
物不“安分”地长在了大厅的白色
墙壁上，多肉四周既看不到挂扣也
没有任何装饰物。

他潜心研究
如何让多肉长在墙上

苗圃主人叫廖光熙，朋友们都
叫他阿光。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
放弃了去海外深造的机会，回到浏
阳研究起“多肉”。“研究如何让多
肉长在墙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
题。”廖光熙笑着摸摸自己的光头，
并拿出一小袋干燥泥土，这是他最
新研究出来的成果。

“这可不是一般的土。”廖光熙
介绍，泥土里包括彩虹石、麦饭石、
火山石、珍珠岩，还有进口泥炭等
等，只要将泥土和水拌匀，就可以
得到一款黏性十足的“造型土”。

廖光熙的店里，墙壁上多肉植
物放肆生长， 其秘密也就在这款
“造型土” 中。“以前也有人尝试将
多肉植物在墙上造型，实际上是用
泥土、铁丝网、木框等，将其做成装
饰物，钉在墙上。”廖光熙说，但这
样的做法存在问题： 木框容易掉
落、多肉植物生长不好。

廖光熙想另辟蹊径，能不能特
制一款“泥巴”呢？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要给“多肉”做造型，泥巴必
须符合两大特色， 第一是要有黏
性，可以固定在墙壁、瓷砖、石板等
地方不脱落；第二是要有足够透气

的空间，让多肉根系可以生长。
“做了无数次实验， 什么热熔

胶、甘油都用过。”廖光熙笑道，他
还打电话请教自己的研究生同学，
同学还以为是什么最新研究，得知
只是“多肉土”，哭笑不得地给他提
意见：“你熬几锅骨头汤，提取一下
生物胶看看？”

研制“多肉造型土”
打造“多肉墙”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年时间，
廖光熙研究了三代产品，才得到现
在这款“多肉造型土”，并已经提交
专利申请。

“刚推出时， 很多人感到不可
思议。”廖光熙说，有人说栽培出的
“多肉”是不是没几天就会死？也有
人说这样一小块泥巴，怎么提供营
养和水分呢？还有人咨询，是不是
要定期更换泥土？

每每此时，廖光熙就让大家看
他在墙上的作品，这也是他急于想
打造一面“多肉墙”的初衷———用
事实说话。“‘多肉土’ 只适合多肉
植物，因为多肉植物不需要太多水
分，而且长势缓慢，它的根系只要
能透气，那就能生长下来。”廖光熙
解释说，加上正确的维护，就能确
保它几年十几年一直活下去。

记者注意到，这个苗棚里摆满
了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展示着让
人无法抗拒的呆萌。“这只是一个
尝试。”廖光熙说，他还打算在墙壁
上画一棵大树， 无数多肉植物将
“栽种”在枝桠处充当绿叶，形成一
面别具特色的“多肉墙”。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玲

本报5月7日讯 3岁的欣
欣和2岁的点点是姐弟， 几天
前，两人因误食“凉薯籽”中毒
紧急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救
治。 记者今天从医院获悉，经
过积极救治，两人生命体征基
本平稳。

家属介绍，5月4日下午5
点左右，姐弟两人在家中玩耍
时，踩着椅子将放在柜子顶上
装有凉薯籽的盒子打开后，误
食40余粒，约一小时后，欣欣
和点点都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家属立即将两个孩子送往当
地医院就诊， 并予洗胃处理。
两个孩子病情危重，被紧急转
往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一科治疗，入院时，欣欣和点
点精神反应差， 烦躁不安，立
即予行血液灌流术等对症治
疗。 管床医生曹建设介绍，目

前两个孩子经过积极治疗，生
命体征已基本平稳。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
学一科主任张新萍表示，凉薯
籽也称地瓜米、豆薯籽，内含
鱼藤酮、豆薯酮及豆薯素等毒
性物质，误食5至6粒即可导致
死亡， 其主要毒害神经系统，
误食后会导致神经、 呼吸、循
环等系统损害。

张新萍提醒，正值播种的
季节， 希望家长保管好种子，
不要存放在小孩经常活动的
地方，应存放在小孩拿不到的
地方并上锁保存， 以防误食。
若发现孩子误食后除及时拨
打120急救电话外，家长还可
以采取一定的急救措施，如喝
大量的白开水或者淡盐水催
吐，以便及时阻止毒物吸收。

■记者 李琪

五六粒凉薯籽就可能致死
姐弟俩误吃了40余粒

研究生回乡“造土”完成“多肉壁画”
两年时间研制出“多肉造型土”，已提交专利申请

一粒粒黄豆经石磨出浆，豆浆点卤入榨，包布压制成
二分厚薄，切成一寸见方的豆腐片。做臭豆腐更像完成一
场接力赛，点浆、压榨、分割、卤制，近20道工序，才能制成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
近日， 长沙聚美合豆制品有限公司在淘宝店发出招

募令，开出万元月薪招聘闻臭师，要求其通过闻臭看形以
识别豆腐坯卤制程度。尽管应聘者纷纷，可一时都难以接
受由植物发酵后的（臭）卤水气味。这种
与臭相投的职业，你愿意尝试吗？

■记者 黄亚苹

【调查】 商家招募“闻臭师”，月薪过万

“万元招募资深闻臭师，
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招募令
中提到，闻臭师除了自身辨嗅
器官无损伤外，还需要了解臭
豆腐制作的完整工艺。

“闻臭师的专业概念是嗅
辨师， 但从公司角度出发，需
要应聘者通过臭豆腐坯的气
味判断豆腐卤制程度，合格的
臭豆腐坯才能转入下一道工
序。”

公司生产主管唐芳告诉
记者，除开气味测试，应聘者
还需进入“实战环节”，在车间

内学习臭豆腐的卤制过程，并
在“辨嗅环节”亲密接触卤水，
闻够一小时植物发酵后卤水
发出的臭味，通过层层考验合
格者才有机会被录用。

招募令在网络发布后，引
来不少网友评论。 唐芳表示，
“闻臭师”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
除开忍受臭味， 卤制的许多工
序更是一份体力活， 日均工作
时长超过10小时，“有的人干了
一个月就跑了， 有的人指甲缝
里永远留着淡淡的卤水味，所
以招人有‘十不留一’的说法。”

【要求】 分辨卤水卤制程度，不能抽烟、喝酒、喷香水

廖光熙（右）向
顾客展示种在墙上
的多肉植物。

记者 李成辉 摄

曾杰毅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