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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神探”的羡慕头衔，在 25年的刑警
生涯中，他却破获了多起疑难要案，侦破大小
案件不计其数；没有“英雄”的耀眼光环，但不
知多少犯罪分子却静寂无声地栽到了他手
里。他先后总结出信息化技战法 20余篇，发
表技术论文 5篇，2012年被省公安厅评为“全
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先进个人”，2013年被公
安部评为“全国成绩突出法制员”，曾荣立个人
三等功一次，1995年荣获“崇阳县十佳青年”，
2000年荣获“咸宁市十佳政法干警”，同年被授
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他就是崇
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王光英。

疑难大案 迎难而上

1990年7月，王光英自警校毕业后一直在
刑侦一线工作。刑侦工作又苦又累，现场勘查
常弄得技术人员全身脏兮兮，累得腰酸背痛，
夏天常常汗流浃背，冬天冻得全身发抖，对这
些，王光英已习以为常了。他为了寻找案件物
证，甚至掏过粪坑，下过臭水塘。1999年 9月
12日，崇阳县肖岭乡地税所发生爆炸案，办税
大厅房屋坍塌，无人伤亡。案情重大！省、市、
县三级领导眼睁睁地盯着案情进展，督促公安
机关务必尽快破案，以挽回影响。而王光英在
反复勘查现场中，终于提取到残留炸药成份，
后经检验，确定了系TNT炸药。根据这一线
索，最终破获此案。犯罪嫌疑人雷某落网后供
述其将剩下的一枚雷管丢在自家屋后的臭水
塘里，为了搜寻物证，王光英在臭水塘的淤泥
中用手足足摸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将雷管找
到，此案仅存的一枚雷管成了此案唯一的一道
铁证最终将雷某送上审判台。

王光英说：“认真，仔细，对于一名技术人
员来讲，不管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稍有马
虎，就没有了第二次机会。”在他心中，责任比
泰山还重。王光英工作认真、仔细，善于发现
现场上的蛛丝马迹，为一些大要案件既撕开了
侦破的突破口，又提供了关键证据。

2011年 10月 11日晚，崇阳县高枧乡发生
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大案！在集镇上开批发
部的廖佛会、王银书夫妇被人杀死在二楼的卧
室里，现场惨不忍睹。犯罪嫌疑人戴粗纱手
套，用菜刀挖门眼拔插销入室，且四周挂着粗
纱纤维。王光英分析戴粗纱手套难以拔掉门
内插销，可能脱掉手套拔插销，便果断同法医
一道提取门眼周边的检材做生物检验，结果检
出一男性成份的DNA。侦查专班根据这一物
证，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
漏人”的原则，通过排查确定重点对象 50余
人，最终认定此案嫌疑人廖中军，专案追捕组
将逃窜至上海的嫌疑人抓获。

2013年9月15日凌晨，天城镇前进路发生
一起入室抢劫案，作案人进入沈某家盗窃时被
沈某妻子吴某发现，当吴某呼叫时，作案人持
菜刀将闻声起来的沈某连砍数刀，至沈某重伤
倒地，后送崇阳县人民医院急救才挽回生命，
作案人逃离现场。因该处为老式租住房，现场
无视频资料，加上案发为深夜，更难找到其它
揭露、证实犯罪的物证，有价值的线索几乎没
有。警方只有根据受害者的描述对嫌疑人进
行模拟画像。而王光英在详细了解嫌疑人的
作案过程后，在充满血腥味的现场冥思苦想，
他多次勘查中总想要在现场找到一些犯罪分
子留下的东西。最后王光英决定模仿在黑暗
条件下犯罪分子入室作案的过程，从中来寻找
有可能遗留下来的痕迹物证。通过模拟，王光
英发现在黑暗条件下突然进入卧室，犯罪分子
的身体一定会接触到卧室的对开纱门。而纱
门中间磁条襟有一段裂口，身体部位可能插入
裂口而留下生物检材，想到这，兴奋不已的王
光英立即叫来法医将有裂口部位的磁头对襟
剪下送检，结果在襟头上检出DNA。警方据
此结合模拟画像，最终确定了嫌疑人赵林，破
获了此案。

当看到一个个冤魂得以安息，受害人家属
感激涕零时，王光英认为再苦再累也值。

2006年12月6日，崇阳县出租车司机陈某

驾驶 2000型桑塔纳轿车被一男子租乘后失
踪。崇阳警方通过排查在安徽省安庆市内一
旅馆发现了陈某平时放在车上的一个小提包，
包内装有陈的相关证件，王光英立即连夜将该
包进行技术处理，从包上提取了三枚有效指
纹，并将指纹比对结果及时反馈给侦查人员，
侦查员最终在上海市南汇区伺机将驾车的王
某（安徽人）抓获并将缴获赃车，王光英不放过
车辆内任何一丝细小的痕迹，经过对车辆的细
致勘查，终于在车内提取到可疑血迹，经分析
认为车主陈某可能已被害，血迹在送省厅后得
到证实。侦查人员将摸排出的数名嫌疑人的
指纹送至王光英后，王光英放弃休息时间将指
纹进行比对，最终比中犯罪嫌疑人赵某，经赵
某指认，找到了杀人现场及抛尸现场，成功侦
破此案。

苦心琢磨 迎刃而解

2014年 6月 9日，武汉市公安局移交崇阳
一起高考期间利用无线电发射装置帮考生作
弊的案件，一并移交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刘
某、周某二人及高考作弊用的发射器、接收器
等设备，此案被列为部督专案。受案后，犯罪
嫌疑人拒不交待设备来源、试卷来源、答案来
源及与其相关联的犯罪嫌疑人，案件一时陷入
僵局。王光英通过对现有物证进行仔细研究，
结果发现其中一张试卷照片，其准考证及姓名
所在位置被覆盖，而试卷背面没有伪装，他利
用痕检技术通过对照片背面准考证及姓名所
在位置进行反差增强及镜像处理，显现出试卷
的准考证号及考生姓名，以此为线索进行拓
展，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韩某某、韩某、徐某、
杨某某、杨某、陈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查清了
案件设备来源、试卷来源、答案来源，保障了案
件顺利移送起诉。

对重、特大及系列案件的现场物证，王光
英都要认清其主要特征并熟记于胸，不放过任
何一个嫌疑人，让物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10年元月 7日，该局巡逻民警抓获一名
携带作案工具的嫌疑人刘某，而刘某在审讯中
保持沉默，来了个“零口供”。警方判断，这显
然是一条大鱼！面对这个狡猾的敌人，王光英
也陷入了冥思苦想，他在脑海中努力搜索，通
过对以前系列案件物证特征的回忆，他初步认
定 2009年以来系列盗窃案现场鞋印与刘某所
穿鞋子应该吻合，民警迅速在刘某家提取了其
所有的鞋子，结果通过比对，作出了同一认定，
没想到竟然破获盗窃案件 44起，涉案价值 60
余万元。而刘某这位“职业大盗”自以为“死猪
不怕开水烫”，没想到最后还是螳臂当车，自不
量力。

1997年至 1998年，原大桥乡及石城一带
连续发生 12起入室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系列
案件，一时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报案
不及时，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王光英
根据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及作案过程分析嫌疑
人的心理轨迹，最后分析系列案件是一人所
为，警方决定并案侦查。机会来了，细心的王
光英在一起现场上提取到了一张沾满粪便的
擦屁股用烟纸，然而就是这张臭气熏天的烟
纸，让王光英揪到了狡猾狐狸的尾巴，最终抓
获色魔陈某，致使系列强奸案件告破。

1996年，崇阳县石城镇西庄村苗圃发生一
起持土铳杀人案，现场提取的压火纸垫。王光

英通过研究发现：纸垫由纸张四折形成，压痕
很微弱，纸垫的正反二面压痕分别反映土铳的
铳杆后孔和火药盖帽的大致轮廓，而土铳铳杆
后孔及火药盖帽都大同小异，缺乏同一认定的
条件，但土铳铳杆与火药盖帽在手工制枪过程
中安装具有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具有特定性，
如果双面压痕同一的前提下加上这种随意安
装反映的对应关系同一，就具有同一认定枪支
的条件。王光英据此认定了作案土铳，破获了
此案，以此技术破获持枪杀人案首开全国刑侦
技术先河。他以此为题材撰写的《利用压火纸
垫认定发射枪支一例》发表在公安部《刑事技
术》杂志上，在全国刑事技术系统引起巨大反
响。

2000年 12月 24日夜 9时，崇阳县蔡墩乡
江田村发生一起拦路抢劫案件，通城县两名
卖猪的农民在返回家的途中，被人持棍打成
重伤，抢走卖猪款。对这一起案情简单的室
外现场，王光英仍及时赶赴现场，连夜进行现
场勘查，围绕犯罪嫌疑人的行走方向、可能丢
弃作案凶器的场所进行了 8 个多小时的搜
索，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作案工具木
棍。围绕木棍这一作案凶器，他同技术人员
在现场及现场周围的几个村的范围内进行搜
索，最终在距现场 5公里远的蔡墩村邓家门
前发现了与现场类似的木棍，经检验，确定现
场提取的凶器系其中的一根木棍上锯下来
的，做了整体分离痕迹鉴定。使得这一中心
现场条件差、长距离奔袭的恶性抢劫案件及
时得以侦破。

2008年 3月 4日晚，崇阳县公安局 110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天城镇鹿门铺村路段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骑电动车的女子可能被撞
死。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该女子已经
死亡，查明死者名叫刘冰。当晚，死者家属将
死者尸体抬回家中，清理遗物时发现其随身携
带的一个棕色挎包、一条黄金手链和摩托车钥
匙不见了，感到可疑，遂报警：怀疑刘冰是被人
杀害。3月5日凌晨2时许，王光英接到调警命
令后迅速组织侦技人员赶赴现场，尽管现场已
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王光英和技术人员抱
着对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现场进
行了认真细致的勘查，尽可能在现场发现有价
值的痕迹物证。经过现场勘查，王光英发现了
一根木棍，木棍上有血迹，在离尸体 2米远的
石岩下找到了电动摩托车钥匙，为案件的定性
和侦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侦查员综合调查情
况，认定该案系一起抢劫杀人案，并立即对此
案展开了侦破，并通过木棍采取“以物找人”的
方法，最终将此案侦破。

雷厉风行 迎面而战

警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关键！从警以
来，王光英坚持闻警而动，抓住战机，破获了一
个个重大案件，抓获一个又一个重大嫌疑人。

江西宜春是“白日闯”盗窃高危区域，嫌疑
人租车或自带车辆，盗窃时分工明确，还有一
人在车内接应，如果被公安机关拦截就驾车强
行冲卡，不计后果。2011年 12月 14日上午 9
时许，崇阳天城城区发生一起“白日撞”案件。
王光英接警后，迅速同侦技民警开展现场勘
查、调查访问工作，发现四名犯罪疑人乘一辆
鄂 L34897的白色轿车，冲过警方的设卡拦截
向赤壁方向逃窜，王光英率领部分刑警一面追

赶，一面向赤壁公安机关通报，请求拦截。嫌
疑车辆在赤壁发现有警车拦截后，迅速调转头
往蒲纺方向逃窜后发现崇阳的追兵已至，惊慌
撞向一公共汽车后才被迫停止，警方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梁某、李某，最后警方发动警民围
山搜捕继而抓获另二名嫌疑人晏某、易某。打
掉了一个江西宜春籍白天技术开锁盗窃团伙，
成功破获盗窃案35起，缴获小轿车一辆，牌照
6副，同时缴获对讲机、撬杠等大批作案工具，
追回赃款30余万元。

飞车抢夺案件，危险性极大，社会影响极
坏。受害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现场勘查的作
用也不大，案件侦破难度大。王光英督促侦破
民警只有快速反应才是侦破此类案件的有效
手段。2013年 2月 1日中午 1时许，该县天城
镇金城大道发生一起飞车抢夺案，正在巡逻的
王光英闻警后立即到案发地将受害人接到巡
逻车上，一边询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所骑摩
托车的特征，一边巡查，发现嫌疑人已出城逃
往沙坪方向，尽管此时离发案时间已过去了20
多分钟，为不放过破案的一线希望，王光英驾
车追赶半个多小时，在沙坪镇湖塘村地段发现
路边停有一辆摩托车，一名穿红色羽绒服的男
子正在埋头数钱，王光英迅速停车出其不意对
其盘查，没想到该男子正是飞车抢夺的嫌疑人
王某，并交待伙同另一嫌疑人王某某在崇阳城
区飞车抢夺作案7起的犯罪事实。

2013年3月18日，天城街头连续发生五起
飞车抢夺案件，其中被抢人沈某被扯倒在地，
致锁骨骨折。3月 30日上午 11时许，天城城
区再次发生三起飞车抢夺案件，作案人同样
骑一辆男式摩托车穿着一件黄色皮衣作案。
此时犯罪嫌疑人已驾车逃离 20多分钟，犯罪
分子的气焰实在太嚣张了！王光英心想这一
次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脱，来不及叫上其他
人，他带上城区中队长陈浩立即驱车往犯罪
嫌疑人逃跑方向追赶，追赶近 30公里，在沙
坪集镇发现嫌疑人的踪迹消失，随即在沙坪
开展调查，发现沙坪一名叫汪某的吸毒男子
经常穿一件黄色皮衣，骑一辆太子型的摩托
车到县城活动，手中经常持有不同款式手
机。事不宜迟，王光英、陈浩在派出所的协助
下决定会会汪某，没想到刚刚作案回家正在
床上睡觉的汪某被抓个正着。在其枕头底下
搜出砍刀一把，并从其家中搜出被抢的现金、
手机及作案用的摩托车等物，破获飞车抢夺
案十余起。

2014年 8月 19日上午 9时许，天城镇白
泉女村民王某步行时，被后面有一位年约三
十岁骑摩托车的女人猛地扯下来她的一对黄
金耳环，在她大声呼救时，“女悍匪”竟然掏出
匕首将其刺伤。警方在侦查中获得了女嫌疑
人的视频截图，并向社会公开悬赏通缉。9月
2日中午，有群众举报嫌疑人在天城镇桃溪花
园一民房处出现，正在食堂吃盒饭的王光英
赶紧放下手中的饭盒，迅速出击，最终在桃溪
花园将流窜作案的“女悍匪”卢某抓获，并从
其身上搜出匕首 1把，破获持刀抢劫案 2起，
为该局正在开展的打击侵财犯罪行动又添战
果。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王
光英的人生座右铭。从警 25年来，王光英凭
着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用青春热血，无
怨无悔地抒写着刑警的誓言与真诚！2014年
12月，王光英被评为“湖北省最美警察”。

王光英在搜集案件物证

“国优”警察王光英——

大爱写 忠 诚
特约记者 甘明强 汪国文

今年 45岁的王艳军，1990年参军服役于
杭州某野战军，在部队荣获优秀士兵、先进个
人等称号。2002年 8月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人
民银行崇阳县支行，现任综合业务股副股长，
虽说负责货币金银工作，整天与成捆成码的钱
打交道，干的是机械重复甚至枯燥的事，但近
14年来，他怀着对央行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乐于奉献，无论作为一名
军人还是基层央行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他
始终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一言
一行，诠释了一个军人、一名央行干部、一名党
员的初心。

淡泊名利，在平凡中无怨无悔

王艳军在部队是一名无线电兵，并且在部
队上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自转业来到
人行崇阳县支行后，被安排在最平凡的发行库
管库员岗位上。对此他毫无怨言，愉快地服从
组织分配。在管库员岗位，他一干就是14年，
丝毫没有失落感。每年劳动优化组合时，有多
个股室都争着挑选他，但他仍然选择的是管库
岗位。

王艳军十几年如一日，每天坚持提前上
班，不满点不下班，大小工作积极主动，
2014年崇阳县支行进行人事改革，会计股和
货金股合并成综合业务股，已是货金股股长
的他愉快地接受综合业务股副股长的任命，
他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甘当黄
牛，默默奉献。他以自己无声的行动展现了
一名军人党员淡泊名利、甘于平凡的可贵品

格。

勤奋学习，在进取中勇攀高峰

王艳军始终把学习作为做好工作的首要
条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在政治
理论学习上，他坚持阅读党报党刊、关注时政
要闻，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积极参加“主题党日+”教育活动，
联系实际撰写心得体会，不断从中吸取政治营
养。几年来，他共记政治理论学习笔记 20多
万字，撰写学习体会20多篇。系统地、不间断
地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理论政策功底，也进
一步夯实了他淡泊名利、甘于平凡、乐于奉献
的思想根基。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王艳军自费报名参
加了电大会计专业自修，通过三年的刻苦学
习，取得电大毕业文凭。在业务学习上，他
制定了个人学习计划和奋斗目标，抓住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经济金融政策法规、公
文写作、货币发行、金融监管、计算机操作
等知识的学习。支行职工夜校上课，他总是
到得最早，走得最晚，笔记记得最认真；上
班时，他结合业务工作实践，坚持岗位练
兵，为了学习电脑技术，他不耻下问，自费
买了很多有关于电脑方面的书籍，虚心向行
家求教。

多年来，王艳军在学习中不断攀登高峰，
通过勤学苦练，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业务难关，
由"门外汉" 变成了行家里手。他把自己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努力运用到实践中去，不仅圆满

完成了本职岗位工作任务，而且利用当兵所学
的知识，主动承担起电子设备和电器设备的维
修任务。行里的电子设备和电器设备坏了，他
二话没说，主动维修，而且自己掏钱买一些小
配件，从不向支行报账；有时为了采购一小电
子配件，他跑遍全城，累得满头大汗，毫无怨
言；每当设备修好后，运转正常了，他会露出开
心的微笑。

爱岗敬业，在苦干中屡创佳绩

“在党言党，在岗爱岗，爱岗敬业"。这是
王艳军入党参加工作后牢固树立的职业理念。

在长达 14年之久的管库工作中，王艳军
对待工作的态度没有份内外之分，只要是对股
室、对支行、乃至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都应尽其
所能地去做，默默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在货
币金银股工作期间，他主动担起了综合工作的
担子，包揽了凭证账表装订、档案管理、计算机
维护、重要空白凭证管理等工作，为此他牺牲
了许多休息时间，特别是春节期间时常加班加
点，但从未提出过加班报酬的要求。

管库员是个“拴人”的岗位，王艳军还还
兼管会计上的重要空白凭证，每天都要领用，
他在工作期间从不擅自离岗和请假。管库是
责任非常重大的工作，他视管库的责任重于
泰山，随时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办理业
务中，他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认真仔细地检查
票据，核对调款（回笼）业务人员证件，清点实
物，从不马虎。经他手出入库发行基金以数
十亿计，无一差错。在他任管库员期间，发行

库规范化管理连年获得咸宁中支“标杆库”的
好评。

十几年来，王艳军坚持出满勤，连续多
年放弃公休假，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
上。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不管大小事情，他
都认认真真地去做。2013年 8月的一天，天
城镇浮溪桥村村民汪耀发家不慎失火，致使
这位 8旬老人将藏在套鞋的 2万元钱烧成焦
糊。他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到原商业银行根
本无法兑换，之后来到人行找到王艳军后，
王艳军通过技术对比鉴定，并亲自到市支行
鉴定，给予兑现 1.4 万元。原认为分文都无
法兑现的老人送来一面“残币兑换，为民解
忧，服务周到”的锦旗以表谢意。事后，王艳
军的这种执着和敬业精神受到了广泛赞誉，
先后被支行树为学习标兵和爱岗敬业的先
进典型进行宣传和表彰。

率先垂范，在言行中不忘初心

在支行，王艳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极
发挥自身作用，主动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

作，影响和带动其他同志积极进取。多年来，
他身在钱海、一尘不染，率先垂范、不忘初心，
为支行建设和发展倾心尽力。他热心公益，积
极参加“主题党日+”活动、帮扶驻点村贫困党
员和关爱留守儿童捐资助学活动。每当发起
或组织为公益事业捐款时，他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总比其他职工多，每逢重大节假日，值班总
有他。在他心目中，学习、工作、事业始终是第
一位的，尽其所能作奉献，是他不懈的人生追
求。

王艳军平时不沾烟酒、不打牌赌博，从
不涉足"六害"场所，无任何不廉洁行为和违
法违纪问题。他从不以"跑关系"、"找靠山"
等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取好处；从不以工作
之便吃、拿、卡、要和为自己亲朋好友谋取方
便；家里的私事从不申请公车；他和他的家
庭连年被支行评为 "文明职工 "、“学习标
兵”、“身边的榜样”、“文明家庭"和"遵纪守
法户"，树立了央行员工良好的社会形象。

平凡孕育高尚，细小昭示博大。王艳军连
续5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后多次被评为
优秀行员、先进工作者、学习标兵。

王艳军：不忘初心 甘于奉献
特约记者 沈二民 通讯员 代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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