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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一位职业验
瓜师通过敲打和观察，就能辨别出一个西瓜
味道如何，精准到瓜皮多厚、含糖量多少、籽
多不多等，许多网友表示，如果自己有这手艺
就好了，而实际上，练就这门手艺，需要付出
大量的时间积累大量的经验。

进入 5 月，上海的朱林杰就要开始忙碌
了，一直到9月，每天陪伴他最多的便是一个
个西瓜。

据报道，这样的人称为西瓜品鉴师，也叫
验瓜师。整个上海不足10名。朱林杰因为一天
敲瓜数千只，到七八月份，他的右手食指便会
鼓起老茧，甚至化脓。一直要养到冬天，老茧
才能褪去。

白籽和黑籽的比例是多少
不切开就要基本判断出来

记者：为什么会有验瓜师这个职业？
朱林杰：现在的西瓜很多都是由合作社

或者瓜果公司负责从瓜农那里进行收购的，
从收购到包装上市，需要对西瓜进行筛选，个
头不合格的、甜度不够的都不能进入市场，但
是你又不能把西瓜一个一个切开来看，所以
就必须要有验瓜师来把关。尤其现在很多西
瓜都是通过网络销售的，如果你的瓜不达标，
客户的评价是直接显示在其他人面前的。

记者：通过哪些指标检验西瓜好坏？
朱林杰：对我们来说，需要通过西瓜的外

表、厚度、重量、黑籽率、甜度等多个指标来决
定西瓜的品质，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都是可
以通过验瓜师的手眼来完成的。对我们职业
验瓜师来说，拿到一个西瓜，里面白籽和黑籽
的比例是多少、瓜皮周边和西瓜中间的糖度
分别是多少，都需要能够在不切开西瓜的前
提下基本判断出来。

每天要敲大概3000个西瓜
刚入行手指疼到不能入睡

记者：最忙碌的是什么时候？每天的工作
量有多大？

朱林杰：每年5月到9月西瓜上市的时候
最忙，每一个瓜都是需要鉴定检验的，所以要
一个一个去看、去敲，上午 8 点上班，忙到下
午3点多下班，每天要敲大概3000个西瓜。刚
入行的时候不太习惯，3000个瓜一天敲下来
手指关节外的皮都会裂开。有时候还会化脓，
那时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现在我已经工作
快十年了，手上都有茧子了，所以现在敲起来
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记者：平时靠哪些窍门来检验西瓜呢？
朱林杰：我们很多老百姓平时买西瓜的

时候都会敲一敲，但是如果没有经验，其实是
判断不准的，作为验瓜师，我们的秘诀是“看
摸听”。一是看，一个好瓜纹路要清晰，皮色不
能太淡，太淡就是日照不够，也不够熟。二是
摸，西瓜“屁股”如果凹进去，就说明果肉有空
心部分，西瓜“头”如果凸出来，说明紧皮、水
分多，但“糖度”就可能不够。三是听，用手指
在西瓜上轻弹两下，好瓜声音清脆，不过太过
清脆就是熟过头了，而声音发闷，就很可能是
不甜的紧皮瓜。

记者：对验瓜师来说，有什么工作上的要
求呢？

朱林杰：其实企业对我们并没有硬性规定，
但是如果出现失误，把一个品质不好的瓜放到
了市场上，那对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声誉上的损
失。以前出现失误过，卖给客户品质不好的瓜，
我们都要登门去道歉，不过现在经验多了，几乎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其实一般有种瓜经
验的瓜农挑瓜也很准，挑100个瓜，可能99个都
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职业挑瓜师来说，挑几千个

瓜里可能都不会有一个品质不好的瓜。

十几年的西瓜敲过来了
自然就知道哪个西瓜好

记者：职业验瓜师需要考相关资格证吗？
朱林杰：2009年的时候，上海市西甜瓜行

业协会和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曾经
举办过一次评选“十大西瓜品质鉴定师”的比
赛，我当时是第一名，后来给我发了一个“上
海市西瓜资格品质鉴定师”的资格证，我的证
号是“001”。不过后来类似的比赛就再没有搞
过，所以资格证也没有再发过了。

记者：成为一名职业验瓜师需要哪些素
养呢？

朱林杰：这个其实主要还是靠经验，十几
年的西瓜敲过来了，自然而然就知道哪个西
瓜好、哪个西瓜不合格了。

记者：像您这样的职业验瓜师多吗？新从
事这个行业的人多吗？

朱林杰：据我所知，2009年评下来的这十
位“西瓜品质鉴定师”有一半的人都不做这个
工作了，虽然很多企业会在旺季找我们，但是
工资不高，还辛苦，我现在每天弯腰工作七八
个小时，一个月的收入在4500元左右，在上海
来说并不算高，而且这个东西需要靠经验，很
多人可能也达不到要求。

记者：今后还会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吗？会
带徒弟吗？

朱林杰：每年验瓜的时间其实只有 4 个
月左右，剩下的时间我会去帮助公司进行水
果收购、销售等其他工作。如果需要，我会继
续从事这个行业，毕竟熟悉了，也有经验。目
前还没有人跟我学这个，这工作要靠经验更
多，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会考虑。

（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0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乘专机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雅得机场，开启其上任以来的首
次出访。

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选择沙
特作为上任后的首访国家。

当天，美国和沙特双方签署
了价值高达 1100 亿美元的军售
协议。

重点 /
10年军售或超3500亿美元
“美国史上最大对外军售”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
总统特朗普 20 日与沙特国王萨
勒曼签署了价值高达 1100 亿美
元的军售协议。

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这
一揽子协议是美沙两国超过 70
年安全关系的一次重大延伸。

但声明没有透露一揽子军售
协议的具体细节。

一名不愿公布姓名的美国
官员透露，除了立即生效的这
1100 亿美元军售协议，两国还
将达成在今后 10 年美国对沙
特 总 价 值 3500 亿 美 元 军 售 的
协议。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这也是
美国史上最大的对外军售。

起点 /
总价值超过3800亿美元
“今天真是历史性一天”

当天，随同特朗普出访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沙特外交
大臣朱拜尔共同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

蒂勒森说，军售协议是为保
护沙特和海湾地区的安全，也是
为加强沙特在地区内展开反恐行
动的能力，从而减轻美国的军事
负担。

蒂勒森说，这一揽子军备
和服务协议是为保护沙特和整
个海湾地区的长期安全，尤其
面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沙特边
境上存在的与伊朗相关的各种
威胁。

沙 特 外 交 大 臣 朱 拜 尔 表
示，当天两国签署的包括军售、
经贸等协议的总价值超过 3800
亿美元。

他表示，两国关系迎来转折
点，“今天真正是沙美关系的历史
性一天。”

北京拟推“电子围栏”：
未停在规定区域
共享单车将一直计价

共享单车给人们带来出行便利的同
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乱停放
给城市管理带来考验。近段时间以来，包
括上海、北京都有意推进“电子围栏”建
设，如果用户不将车停到规定区域，车辆
就无法归还，手机app将一直计价，到6
月份，“电子围栏”将可能正式使用。

按照媒体报道，北京东城将在人
流多、车流大、停车资源相对较少且有
条件设置规范停放区的区域，施划近
600个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域。

“电子围栏”简单理解就是圈出了一
个个虚拟的停车框，用户必须将车辆停
在指定区域内，否则无法锁车结束行程。

这个设想，在一些用户看来，对解
决乱停放有好处。“稍微有点不方便，
但是总比乱停好。”也有用户认为：“规
范管理，规范了都有好处，就跟停车一
样，规矩了对大家都好。”

但是，他们也提出来，希望划分的
区域能够多一些，否则在人流量大的
区域，停放车辆可能不够用。（央广）

“蛟龙”号
明日在世界最深处下潜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
阳红09”科学考察船预计22日凌晨抵
达马里亚纳海沟作业区，“蛟龙”号计
划于23日在世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
沟“挑战者深渊”进行本航段第一潜。

“向阳红 09”船是 5 月 16 日从深
圳起航向作业区进发的。本航段是“蛟
龙”号自2013年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
以来的最后一个航段。现场指挥部与
深潜作业部门、科学家团队对本航段
潜次进行了详细设计和安排，计划“蛟
龙”号 23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
深渊”北坡进行本航段首潜。

“蛟龙”号第三航段工作计划表显
示，本航段将在马里亚纳海沟和雅浦
海沟共进行10次深潜。

自今年2月6日开始的中国大洋
38 航次科考，共分三个航段，前两个
航段已分别在西北印度洋和我国南海
进行了相关科学调查。 据新华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取消本专科学历教育

5月19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公
众号发布消息称，近日，教育部已批准中
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关于申请创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相关事项的请示
和关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论证
报告，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
资源创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不再举办
本专科学历教育。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官网信息显示，该校1986年开始招收第
一届本科生，在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
授予权。该校共拥有13个学士学位专
业、8个硕士学位专业，涵盖哲学、法学、
管理学、经济学、文学5个学科门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在 1948 年
创建的中央团校基础上于 1985 年 12
月命名组建的，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
唯一一所普通高等学校，由教育部和
共青团中央共建。 （北京青年报）

文在寅欲明年修宪
拟允许总统连任

韩国总统文在寅19日在青瓦台与
五大主要政党领导人举行午餐会，讨论
修改宪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文在寅表
示，他打算在2018年6月前完成修宪，
以允许总统任期期满后连任。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午餐
会，五大主要政党党鞭全部应邀到场。
这是文在寅出任总统10天以来，首次
召开这类会议。

文在寅在会上表示，他希望能在
2018年6月前完成修宪。由于民众对
修宪的呼声越发高涨，各党党鞭均对
此表示赞成。韩国上一次修宪是在
1987 年，规定实行总统全民直选制，
总统任期5年且不得连任。

不过，对于修宪的具体内容，各政
党恐怕还要再讨论一番。文在寅提出，
他希望把总统任期由5年缩短为4年，
同时允许连任。而在野党阵营则主张
修宪以限制总统权力。

文在寅在会上同时提议，为促进
朝野沟通对话，应建立一个政治协商
机制，由各政党负责人参加。这一提议
获得五大主要政党领导人一致赞同。

主要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党鞭郑宇
泽会后说：“这个想法首先由总统提
出。通常情况下，这一协商会将由总理
主持。但总统表示，他也会时常参与其
中。”他同时表示，一旦新政府走错方
向，自由韩国党将提出反对意见。

虽然文在寅上任后支持率不断走
高，但他所在的共同民主党目前国会
席位中未能超过半数。因此，要实现竞
选承诺，必须从其他政党手中再争取
至少30票。 据新华社

西瓜敲出老茧 老手方知苦甜
验瓜师视频热传 甜不甜都能“敲出来”报道称这样的验瓜师上海不足十位

访问沙特一度当众跳舞
双方签署千亿军售协议

特朗普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心情为啥这么好？

只是一个
开始

除了立即
生效的这1100
亿美元军售协
议，两国还将达
成在今后10年
美国对沙特总
价值3500亿美
元军售的协议。

一次重大
延伸？

白宫声明
说，这一揽子军
备和服务协议
是为保护沙特
和海湾地区的
安全；这一揽子
协议是美沙两
国超过70年安
全关系的一次
重大延伸。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 19 日启程，进
行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他将会前往沙
特阿拉伯、以色列、罗马、比利时布鲁塞
尔和意大利西西里岛。

根据行程，特朗普首先访问沙特阿拉
伯。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选择沙特作
为出访首站，其中的重要考量是为了彻

底扭转他在不少人眼中“反穆斯林”的
负面形象，这也是不少中东国家领导人
希望他通过此行实现的目标。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此前也对媒
体表示，特朗普访问沙特意在传递美国

“并无恶意”的清晰信号，并展示他对修
复双方关系的承诺。

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后，特朗普将前
往以色列，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
谈。特朗普还计划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
斯会面。

特朗普上任后高调宣布美国将全
力促成以巴之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称
这一目标“非常有可能”实现。

特朗普抵达沙特后，沙特国王萨勒
曼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陪同特朗普前
往下榻的酒店，沙特国家电视台也对特
朗普抵达机场和下榻酒店进行了全程
直播，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与一年多之前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沙特遭受的

“冷遇”截然不同。而奥巴马时期沙美之
间出现的裂痕，直至现在依然对两国关
系有所影响。

有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和伊朗
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但美国之前在奥
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却和伊朗走得特别
近，包括逐步取消了对伊朗实施的一些

制裁，才造成了沙特与美国之间的疏
远。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台之
后，都抨击奥巴马的对伊朗政策，这为
两国关系回暖创造了条件。

沙特期待借助美国的帮助对抗伊
朗，巩固其地区大国的位置，而美国则
希望以沙特为支点实现其中东战略。沙
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相互需要的前
提下，特朗普时代美沙关系会比之前有
一定程度的好转。

特朗普在欢迎晚宴上心情大好，还
跳起舞来。

不过，美国媒体在关注特朗普首次

出访的同时，仍将很大精力放在“通俄
门”和“泄密门”的分析报道上。美国《纽
约时报》刊登文章表示，特朗普此次出
访，更像是一次对于国内压力的逃避。有
美国媒体担心，特朗普为了得到来自外
部的支持而答应盟友的几乎所有要求。

尽管特朗普此次访问沙特目标十
分明确，沙特也对强化双方关系表现出
了极大的诚意，但就目前形势看来，前
任奥巴马留下的分歧过于巨大，而特朗
普本人又在国内饱受着政治压力，美沙
两国能否真正恢复从前的亲密盟友关
系，还难以预料。

美国美国《《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表刊登文章表
示示，，特朗普此次出访特朗普此次出访，，更像是一次对更像是一次对
于国内压力的逃避于国内压力的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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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前任留下的分歧过大
两国恢复亲密难预料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选择特朗普选择
沙特为首站沙特为首站，，是为了彻底扭转他是为了彻底扭转他
在不少人眼中的负面形象在不少人眼中的负面形象。。

首次出访
有何考量？

本组稿件据
新华社、央视新闻

沙特国王萨勒曼（右一）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二）和夫人梅拉尼娅（右三）新华社发

朱林杰和公司员工鉴定西瓜

朱林杰的西瓜品鉴师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