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没有顿悟式的大智
慧，只是在汉字的世界里老老
实实地好奇着。”“ 最着急的
也许就是⋯⋯明知道是书写
者在刻意捣乱，受到传统鉴定
技术的限制，我也奈何他们不
得。”

横竖弯钩、点撇捺提，汉字的

意境给了人们大胆的联想。方块之

间，几分感觉，几分揣测，举起一副

放大镜，鉴定师用铅笔描，一遍一

遍重复笔画，用心感觉每一笔的走

向，每一画的细微特点，然后找出

两个样本之间的形似之处与毫厘

之差。笔迹鉴定界几乎摆脱不了

“ 走心而估”的主观判断。

笔迹鉴定师有多权威，资历是

唯一的排行榜，白发苍苍胜过一头

青丝的观念在业内尤为盛行。30岁

以前，赵雨农插过队、当过航空兵、

卖过公交票、做过技修工，那曾是

时代光环笼罩下的职业。直到进入

司法系统从事笔迹鉴定，赵雨农有

过惶恐。

“ 上世纪80年代的郊区检察

院，规模还不及现在的一个村办工

厂。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挣多挣少无

所谓，头顶国徽、为国办案是人生

追求。”赵雨农形容自己：“ 我没有

顿悟式的大智慧，只是在汉字的世

界里老老实实地好奇着。”

好奇背后，有一股内心的尖

锐。他的尖锐不是与人而战，他与

他心目中的无知作战。

赵雨农入职奉贤区检察院技术

科后的第9年，全国司法系统开始组

建文检人员。半路出家，一切从零开

始，拿着一张文检人员的培训资格

证，赵雨农一年接的活不超过3个：

“ 那时候，我资历低，加上需要做鉴

定的案件并不多，难得碰到一个。”

回忆起那段每天怀着期盼去

上班的时光，赵雨农伸出双手摆了

一个在空中切划的姿势：“ 那种兴

奋可能和新入行的外科医生差不

多，把每一个鉴定样本当作一台手

术，必须亲自动手。”

等不来鉴定样本，赵雨农开始

四处揽活：“ 我跟纪委、公安的同

行说，我不收一分钱，只要你们愿

意让我试试。”结束了白天事务性

的工作，这个已过中年的男子在台

灯下津津有味地描描画画，一坐就

是一整晚。

大脑发号施令，手臂与手指相

互作用，再加上审美的眼光，在赵

雨农眼里，每一个字都会留下书写

者习惯性的特征。经过最初的1 0

年，赵雨农已经可以透过字迹辨别

出书写者捏笔的姿势。

涉案样本中，不乏有刻意改变

写字习惯的字迹。可即便认了出

来，赵雨农还是干着急：“ 从笔画

顺序上看，单单一个王字就有4种

写法。如果是用5根手指头抓着笔

杆写出来的字，很有可能是书写者

在刻意改变写字的姿势，使出了

‘ 障眼法’。”

刻意乱写字迹，导致比对条件

不够，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鉴

定师只能给出无法鉴定的意见。赵

雨农说：“ 在我的人生中，最着急

的也许就是那段样本不断被退回

去的经历。明知道是书写者在刻意

捣乱，受到传统鉴定技术的限制，

我也奈何他们不得。”

20多年过去后，赵雨农明白，

当年之所以会对那些判断为无效

的样本念念不忘，是因为他对传统

的鉴定技术有了疑惑。

“ 在实验室里原地打转了
10年，回过头来看，好像搞突
破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艰
难⋯⋯心若慌乱是做不成功
的，成了也绝不深厚。”

2004年，赵雨农开始寻觅笔迹

鉴定的“ 万有规律”。在他的世界

里，理性是无可匹敌的神，经验与

感觉都在其之下。在求真的憨态面

前，所有的感情都要让步：“ 可能

我把偏见也当作是一种感情。偏见

源于无知。”

熬人的不是实验，是在经年累

日之间，消耗着内心的定力。一年

过去，赵雨农颗粒无收，陷入了自

我怀疑的痛苦：“ 那么多人都在用

的技术，除了你，没有人表示过怀

疑，凭什么就是你来突破它？”莫

名的头痛时常来袭，赵雨农甚至怀

疑自己并非在做研究，而是一个人

在“ 狂想”。

时间长了，赵雨农发现，老老

实实做实验的这个笨功夫，是必须

下的，急不得。急的结果都是油条

式的—炸金光铮亮出来了，内瓤都

是空心的。探索规律尤其如此。

赵雨农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在

哪一天，对着样本一遍遍临摹，拿

着直尺、剪刀在拼剪加工之间，仿

佛看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他用点

位锁定每一个笔画，用直线相互

贯通连接，经过不同角度的多根

线条组合，整体文字上形成了一

个又一个交合的线条与几何图形

板块，通过两组图形数据状态的

异同，竟然可以判断两份笔迹之

间在文字结构上的书写习惯是否

出自同一人⋯⋯他知道，自己匍

匐多年，即将走出困顿多年的笔

画规则。

“ 在实验室里原地打转了1 0

年，回过头来看，好像搞突破这件

事情也不是那么的艰难，只是当时

觉得辛苦万分，绝望的时候很孤

独。” 赵雨农抬眼看向青年报记

者，由于常期眯眼做实验，刀刻一

般的皱纹爬在眼角：“ 人生注定会

有几个阶段是四面受力，内心要宽

裕才成，心若慌乱是做不成功的，

成了也绝不深厚。”

就像寻宝人在黑暗中历经千

辛万苦找到了宝藏，光亮照进山洞

的那一刻，赵雨农小心翼翼地反复

验证。

“ 如果说传统的鉴定技
术能让犯罪嫌疑人钻空子，现
在，我会用‘ 万有规律’告诉
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耍心
机最终还是会输给笨功夫。”

“ 鉴定前，我不听任何案情，

为的只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干

扰。”赵雨农摆了摆手：“ 办案人员

送样本过来，我叫他们别给我讲案

情，人对善恶难免会有想象空间。

我在尽一切可能避免开启那个主

观判断的思考模式。”

几年前，一个关于借条的纠纷

闹到了奉贤区检察院。当事人不服

法院的判决，带着律师委屈无比地

找到了检察官，反复哭诉表示从没

见过借条，矢口否认欠人钱财。检察

官发现借条上的借款人签名书写很

特殊，根本无法解读是什么字。“ 借

款人”3个字也写得很潦草，与当事

人的样本字迹差异很大。

检察官找到了赵雨农，他接过

样本照旧摆了摆手：“ 别跟我说你

怎么想的。看结果。”

关上门，赵雨农埋头在样本上

划起了点线。检对笔迹与样本笔迹

一对比，经计算机检测比对后，

“ 奇迹”出现了：电脑根据字迹结

构，在两个签名笔迹上形成的点线

几何图形几乎一模一样，两个锐角

三角形互相嵌套，里面有繁复的线

条和交点，显现了笔迹的真相，这

两个签名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

结果出来，检察官也看得瞠目

结舌。赵雨农淡定地交待了几句：

“ 你叫当事人自己过来拿结果，看

他会有什么反应。”戏剧性的情节

果然再次上演，当事人声称有事仓

皇逃离，最后只能委托律师签字同

意对案件息诉。

自此以后，办案人员和赵雨农

之间形成了默契，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透露案情。两个月前，一个合

同诈骗的案子让检察官犯了难。一

个80后的浙江小伙在沪郊打工，在

此期间，小伙涉嫌实施了一起诈骗

案。201 0年1 0月，小伙在老家的一

间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轿车，将

车开回上海之后，他找到朋友，谎

称自己因承包土地需要资金周转，

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汽车当做担

保。口说无凭，朋友要求小伙提供

该车的产权证明以及车主身份证，

小伙一一照办，并且还提供了一张

由“ 车主”签名的协议书。见到这

些证明文件，朋友放心地借给小伙

人民币1 1 .2万余元。而这个小伙拿

到钱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等朋

友发现这辆车并不属于此人，自己

被骗之时，早已找不到人了。

到案后，此人始终不承认这张

协议书是他伪造的，对整个诈骗的

事实也是全盘否定，无论承办人怎

么问都一口咬定此事与他无关。承

办人犯了愁，这起诈骗案的关键证

据就是那张伪造的协议书，此人既

然不承认上面的签名是他伪造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证明那个“ 车主”

的签名就是出自他的手呢？

承办人立刻找到赵雨农，并将

协议书和有犯罪嫌疑人签名的纸

一起交给了他。赵雨农立刻将两个

签名扫描进电脑，为了让这份证据

更加具有说服力，也为了让犯罪嫌

疑人在法庭上当庭认罪，承办人请

求赵雨农师能够出庭作证，当面与

犯罪嫌疑人对质。

说起这次经历，赵雨农的脸上

依旧波澜不惊：“ 这是我第一次从

幕后走上法庭，我没有什么可以害

怕的。如果说传统的鉴定技术能让

犯罪嫌疑人钻空子，他们只要耍赖

不承认，要求我拿出切实依据，我

的确有可能被问倒。但是现在，我

会用‘ 万有规律’告诉他们，聪明

反被聪明误，耍心机最终还是会输

给笨功夫。”

“ 这个社会不缺聪明人，
缺的是肯花笨功夫的人。”

“ 年轻人太聪明，他们的职业
规划里容不得半点闪失，一旦
不如意，就会抱怨。说的人多
了，做事情的人自然就会越来
越少。”

赵雨农说自己不追求什么微

言大义，也不会动不动就摆出刀光

剑影的架势、追求力挫犯罪嫌疑人

在司法界一案成名。他只是想寻找

一切可能找到的蛛丝马迹，剥皮见

骨，想了解在汉字这副血肉之躯背

后究竟隐藏了一副怎样的骨架。他

不带前提地寻找证据，往往颠覆常

人自以为是的常识和经验。在生活

中也是如此。

20岁的年纪，赵雨农报考消防

兵因为身高就差1 厘米没能过关，

他不甘心，第二天找到体检医生：

“ 我还年轻，我的身体还能再长

长。”可惜，这份诚心还是没能打

动他人。

23岁，他在某空军地勤部队当

机务兵，发现飞行员在进行“ 盲目

飞行” 训练时都只能用手去人工

控制飞机座舱“ 盲目罩”的开启，

非常不方便。他开动他那灵活的脑

筋，创新设计了一个“ 盲目罩”自

动开启控制机构，在部队的业务训

练中派上了用场。

30岁的时候，单位可以分房，

成家立业的他和妻子没有向单位

伸手，甘愿和家中的老人住在一

起。年迈的双亲耳朵失聪，厨房里

的水壶常常干烧到直冒青烟。他默

默记在心里，研究发明了一个放在

水壶上的水沸自鸣器，水一沸，水

壶就会自动提醒家中老人。

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中年人

在生活中体味着发现的魅力。看

到 单 位 里 的 同 志 出 差 办 案 住 宾

馆时晾晒衣袜不方便，他就动脑

筋 发 明 了 一 个 袖 珍 折 叠 便 携 式

衣架。

1 996年，他在一次大雨中去案

发现场照相，雨水淋湿了相机，打

伞又不方便，干扰了现场工作，由

此他就想，要是有一种能够遮挡雨

水的设备就好了。他翻阅手册，查

阅课本，发明了一种照相机雨遮，

使用起来很方便。

一件件不起眼的小发明伴随

着赵雨农的老去。看到许多老年人

和病人在床上使用尿壶不雅观也

不方便，他就研究发明了一种实用

功能极高的卧床解尿器，并获得了

“ 上海市第十八届优秀发明选拔

赛”四等奖。

2005年，他在文检鉴定工作中

发现社会上假冒企事业单位滥刻

公章犯罪的现象很猖獗，他就进行

社会调研，开动脑筋，发明了一种

《 印章真伪鉴别卡》。

“ 这个社会不缺聪明的人，缺

的是肯花笨功夫的人。”这几年，

检察系统的青年公务员流动性越

来越强，赵雨农听到的抱怨也越来

越多：“ 年轻人太聪明，他们的职

业规划里容不得半点闪失，常常追

求顿悟式的大智慧。一旦不如意，

就会抱怨。说的人多了，做事情的

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赵雨农与汉字打过的交道远

远多过人。4年前，赵雨农有过人生

中的第二次惶恐。在一次全国性的

文检论文讨论会上，赵雨农站上讲

台，对着台下白发苍苍的文检泰斗

鞠了一躬，讲述起自己的这套《 点

线多位相交几何测量法》：“ 讲完

以后，我看见老专家颤颤巍巍地站

了起来。”

赵雨农听到老专家开口：“ 我

来说几句。”他的心重重地往下一

沉：“ 完了，前面几篇论文都是轻

松过关，看来这次危险。”老专家

顿了一下，继续发言：“ 我们做了

那么多年的笔迹鉴定，一直没有发

现 隐 藏 在 笔 迹 中 的 结 构 规 律

⋯⋯” 听完老专家的点评，那一

刻，赵雨农的内心第一次迎来了收

获的喜悦，他很想走上前紧紧握住

老专家的手表达自己的感谢，以至

于如今回忆起那天的场景，赵雨农

自己也解释不清，为自己的木讷后

悔：“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还

是生生地站在那里，没有迈开腿

⋯⋯”

“ 我不需要靠发明挣钱，
我 这 把 年 纪 也 用 不 着 出 名
⋯⋯别再劝我用自己的名字
去命名它，有生之年能推广普
及，我的心愿就算完成。”

在奉贤检察院技术科的办公

室里，赵雨农的办公桌下压着两张

黑白照片。不论是头戴红星、身穿

军装的年纪，还是退役复员后的意

气风发，年轻时的赵雨农都称得上

眼眸清澈、笑容温暖，端正的五官

透着老牌演员三浦永和的范儿：

“ 就是靠这两张照片娶到了老婆，

她把照片带去单位，我们那个年代

的人喜欢看《 血疑》 这类的电视

剧 ， 女 同 事 们 都 说 我 长 得 像 明

星。”

打开办公室的电脑，桌面上是

一张婴儿吐舌扮萌的照片。两年

前，赵雨农当上了爷爷：“ 儿子和

我很不一样，我这辈子只是专心做

好笔迹鉴定这一件事情，但他的想

法和我完全不同。他学设计出身，

创意对他来说才是人生的追求。我

告诉他，好东西也是聪明人下笨功

夫做出来的。”

生活不是电视剧，笔迹鉴定也

来不得一星半点的再加工。赵雨农

说：“ 那些案中的人物再怎么变

化，情节如何更迭，一个人的写字

习惯到了1 8岁就会定型。哪怕跨越

几十年，前后的笔迹很难再有变

数。模仿与改变的只是那些直观的

横竖撇捺，笔迹的长短大小也可以

精心包装，但文字中的整体结构形

态变不了。这也是人性，不分国

界。”

很快，这套规律从国内的样

本鉴定延伸到了涉外案件，即便

是英文签名，赵雨农也一样胸有

成竹。

出了一套在国内外笔迹鉴定

领域尚无先例的“ 万有规律”，赵

雨农一度见人就说“ 不！”“ 领导、

同事知道以后，很想让我把原来

的技术名字换掉，他们嫌绕口又

难记。但我跟他们说，别再劝我用

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它，有生之年

能 推 广 普 及 ， 我 的 心 愿 就 算 完

成。”

曾经，在军旅生涯中，赵雨农

每个月有5元钱的津贴，每个月除

了花5角钱买点牙膏和洗漱用品，

剩下的钱他分文不动。“ 我不需要

靠发明挣钱，我这把年纪也用不着

出名。用我的姓氏命名，我怕冠上

了人名让人觉得这是我本人的东

西，更加不容易推广，叫点线测量

法更切合实际不是吗？”

前段时间，赵雨农得知点线

测量法有可能会获批成为行业技

术标准，他高兴坏了：“ 这样好！这

样好！我本来还在想，要是我退休

了，那么多年轻人等着学，我徒弟

带不过来怎么办？这下，我的后顾

之忧也没了。”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不断用手拉着耳朵旁边的一块

肌肉，一直低哑的喉咙也努力在

提高音量，那一刻，青年报记者眼

前这位兴奋开怀的老人或许忘记

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已经常年失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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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
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
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
联 系 ：qnbxiaoren-
wu@sohu.com

两个月前，59岁的赵雨农生平第一次以鉴定人的
身份出庭。法庭上，江湖“ 老千”正在嚎啕喊冤。在法
官的注视下，他平静地打开电脑，幻灯片切换到两个
放大数倍的签名。微微闪动的鼠标犹如一把光影手术
刀，切开笔画，点线游走。沙沙声下，一个沉稳的声音
响起：“ 这就是被告人的笔迹。”

打破鉴定界多年以来用笔描、看走向的常规，这
个跟汉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鉴定师即将收获科技
专利。有年轻同行问他：“ 名利、仕途让不少人烦心不
已，你几十年面对那枯燥的方块字，定力何来？”他答
道：“ 只管做事，莫问前程。”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撇捺之间擒骗子
一个笔迹鉴定师的30年：只管做事，莫问前程

跟汉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笔迹鉴定师赵雨农即将获得科技专利，他却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 特约摄影 沈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