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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 …̌ß̌ —… —̇— ———æ——

˝¤—¶—– ‰fl¿“—¿ —‹——̇ —

˝—̋ —̇ œ̇ œ»—·—»—̌ ‚—˜̌ ——ı， ˆ—ˆ—́ Ø

´Ø——̆ —́ œ——̃ —̌ —̊ —̆ ，̀ —————˜̋ 容̨ ¢˛¢̇ —

˙ª，—ˆ̊ —–Œ——̌ ——ı— —̌—— –̄Œ—¢。 —ł——̧ ß¶—

ˆ—— ·̃—¶—‡⁄æß̇ —容Æ̧ —：“—»—“—»—ł—‰——„«
˚—，——‰——…—–—˝̊ –̇ ¶̈—‚————‚̨ ，̆容·‚·‰ł
———‚—¡，—«——̇ ——«。 ”

————̊ —̇———̊ —„«—†——·—̌ Ø容——————fl

·—¶—‰——…—–， ˝‹̊ –—†̊ ‚̇ —̂—”—…£…——Ø‚—

…¶„⁄‡—̊ ƒ、 ——̆ —̄ œ̈ «„œ„«—†——̊ ¿́ —̆§……

˚ı̇ —̃ Œ̈ †̧ 、̄˚—̄ œ“”—̃ ˇ̊ ¡„«—†—¤…——˝¨¸

† ”̄。 ¸ß— —̃——“„⁄———˝̊ ·̇—†—̈ –— —̃‚̨ —̆—

———‰——†—̂ —́ º， ‰ł¶ł·—̋ ¤̋ ¤̋ ø——̌ ——˜——

´容。 2011 ˜Œ—`‰æ， ¸ß„†¿–†Ø‚———ˇ—‡¡

3300 ——̆ —，˘ »̆æ—‚…—1577 ˘—。‰æ̃ Œ2 — ，́
————»æ̆ —“¨«̊ ¡——…—— —̄ª„«—†̂ æ—fl”。

匠心沉淀的钻研
1997 ˜Œ7 — ，́ ————·—”—̃ „̌«—†‚——¨

—¤¿ —̆§—£– —̌—”—， — —̋»—–——————·—¶—·—

˚ ”́—…£…——Ø„⁄——。 “—–̊ –̨ —… ‚̈ª——†Ø，——
‚ª……˚ı，–—‚—–——§，——‰¥ˆ——ˇ`¸———»——，
—†̂ —̧ ——‰……̊ ı̆ —̆‚— —̃»—'̂ —̄—。 ”»—̌ º̆ —

‰—̃ Œ—·—‚̨ ˘̆ —̆‚„⁄——— …̃Ł¿——œ‡—， ————

—————œ—œ——̃ ¿。
–—̊ —… ‡̋ı， ————„«—†̌ —˝‡—‚˛ –̆¨¶—

„⁄——‚—̆ —†‰，————— †̋ —̨º—‰——̌ —„⁄————。
·—” —̆«— —̃‚̨ ¿̆———– ¶̈—、 – —̈—̌ —‡¡—»ˆ¶

—»———»——̂ —·——¡— —̃‚̨ ，̆ ˛—————·—”£——

—º，—»̌ —̀ ————‰” —̋§̃ —————̧ ß—˜̂ —̇ —。
†»̈ ˇ̊ ——˜̧ ß̌ ¶́¤——— ，̃—“̌ º—¡——容¤，

˘ ‰̆——»‚—‚——‚̨ —̆˜̂ —́ º，——‡——»‚—‚—“˚§
`“”— 容̃‚——̌ ———̈ ，̧————‚—‚—̨ »— ‚̌—‡——»

容‹‡—…¤。
——————¶fl† …̨—„«—††¿̨ ——⁄…ł¶¤———˜

——̊ …́…̊ ı̄ ———，˝‹̊ –容，— —̃—̨ æ̨ …̃—，†Ø—˜

—˚̀ ，̌¨ —̌——§̌ —《—‚̨ —̆§》《——„œ̊ fi—‚—‚˛˘

容—̨ —容¤》— …̈…̊ ı̊ Ø…fi，¿—¿——Œ———‚̨ „̆⁄——

—“̊ ¶， †¢——„⁄————‰Æ”ˇ̊ —…ø¿—¿——Œ———¤

———“̊ ¶， ‰¥‰¥———»̂ ß—´̊ —–—‡———˚´……˚ı

˘ —̆‚— —̃—…———̊ —。 2007 ˜Œ， –»̆ —̨ “”—…£

…——Ø„⁄‡—̊ ƒ；2013 ˜Œ»æ— “̂¨«̊ ¡„«—†»œ„—

— —̄ª—¤——……̊ ı̈ †̧ —̄»— ‰̈–‰—”；2014 ˜Œ̈ º

—¡——˘—¯œ¨«„œ„«—†——¿˘—§……˚ı˙—˜Œ¨¸

†¯；2015 ˜Œ–»˘—˛“”—…£…——Ø‚—…¶„⁄‡—˚ƒ
……

“ˇ—‡¡—Æ¨¡—‚˛˘·—¶—˜£”—、†—¨–、–—
— 、̨————，¶ł——̃ ———— —̃‚̨ ˘̌ —̋ ‡—»̊ …̇——¥

`—‡———̧ —̆ —̃‚̨ ，̆ —“¶——»̂ ¶—‚̨ ‰̆ł——̈ ˇ

¶¤， –——º¿¿̈ ———¶—̌ —̧ —̆‚̨ —̆»—ª—ª¨¥–—

–—。 ”————̧ —，——̊ –”————‰”—†»̂ —̌ —»———

˘ »̆———‰ ·̌—— —̃‚̨ —̆ø–—， —“»¤—ˇ…‚——…‚

—„—˜̊ –…—̈ ¥– ¶̈—。
2007 ˜Œ11 — ，́—————ß—ˆ̌ —‡¡—Æ̈ ¡—˜

—»̂ ¶†—̈ –—‚̨ ，̆—，„—…‚‚————„— –̃Œ—¢、–¨
¶—、…ł¶¤，‡—„ƒ̆ »̆æ—»̆ —̂ ——‚。 ——̊ —̇———

˚—̊ ———— —̧ —̂‚̨ —̆¶‡—†Ø—fl– —̈—̆ »̆æ—˜——

·——‚…—。

专业专心的破解
——̊ …́…̊ ı„⁄——— —̃——“———ˆ—˝̊ ˙容—˛æ

—º——†Ø̆ —̆‚，——̨ “”—…£……̊ ı̈ —̧–，————¶—
——…”—“̇ —— ¿̌ ，̀ ˆ¿· ¿̨–†Ø̌ —‡¡¶…容˙‡£ˇ‚

— ，́ˆ¿· –̨ ¶̈—¶…—«——̇ ——«。 ¶—̃ Œ·—̊ —́‚̨ ˘

˚¶–—„⁄——，————̀ 容—˝̀ —̧»̧ «“»———‰——ƒ”。
2014 ˜Œ10 — ，́ —————，„—容·‚·– ¶̈—，

—»——̆ »̆æ43 ˘—……̊ ı¿“̧ ł̈ º̊ ——`˙——‚，‚ˆ
—‚–»̆ —̨ “̃ Œ¶¨̈ «̊ ¡—，——̊ —容¶—‚——。

˝¤„——‚̨ –̆ ¶̈—̆ »̆æ·——‚—“—‚， ——˚˙

……̊ ı̆ —̆‚— —̃—‚——‡‰—， —†̊ —̇———— †̃»—‚

—容̇ —。 ˘ø‰æ̨ “—„，¸ß— —̨ †̨»—º，——…˘˘ —̆‚

113 ˘—，˘———¶—˘——‚…—–»˘—˛“˚¡、˚——，——

˚—容¶—‚——。
“—‚˛˘˘˘—‚˚˙—»ˇ—–Œ—…‚—，—“˙——ˇ，

—¢——̌ ‚‰—— „̃⁄——，‡—̌ ——»—ª—ª̨ —̄ —，—˝»Æ
ˆ——fi̇ §——。 ”‚ —̂—”—…£……̊ ı—–́ —”Œ——————

———¤——— —̃‚—…̌ ，́ —‚̧ —‡—‡⁄̨ “—————˜……

˚ı„ ‚̇—。 2019 ˜Œ11 — ，́¸ß»æ— „̂«—††¿——

˚ …́…̊ ı̆ —̆‚»Æ—‰— —̄ª——̊ …́…̊ ı̂ æ—fl—˜˝¤

–¤–———。
——̊ —̇————·— —̄ —̃‹¶ ，̈ ——————„⁄——

——̊ …——̃ —–£‡—̀ ª†—·—。

锲而不舍的追逐
2015 ˜Œ， ·—̌ Ø„«—†容—————————̈ —»æ

“¨«„œ„«—†»œ„—— —̄ª—¤——……̊ ı̈ †̧ ”̄—»—¨
‰–—˜̆ ı»œ，··— »́œ— ，̆——̈ «—————¡— —̄ª……

˚ı„ ‚̇—， ··‰¤————̊ —̊ —‚———‚—̈ ¸̂ ß——ˆ—

ˆß—˜„⁄——˚————“ ——————˚´……˚ı„⁄——
˚—”，——————˙£˝容˘—¶fl¶———·——‚…—、——˜—
—‚…—”˝̌ —̀ —·fi—‚” ‡̌—„¥…Æ———‰。

„⁄——̊ —— —̧————·， ·ł—·`¸——†Ø̆ ˘—‚

—˜“¯œ`¿—§—ƒ”，˚—ˇ—`¸˘˘—‚—§´˚”˝˘˘—‚
—˚̀ ¿—˜̧ «—Æ——， —¿̌ —‡——»̄ œ— —̄ª̆ ˘—‚̃ —

˚—，10 ¨¸̀ ¢„ƒ̊ —‰–， †¢——2016 ˜Œ̊ ¡„«—†

———————˜̊ —‰—̨ ¢‚ ‚̃—̨ ¢··— ·́—̈ —̈ —»æ—ł

¯ 。̆
·——fl20 ——̃ Œ—·，————˚…————˙¿`——˜

——̈ ‚̨—”˝̊ —́—— —̃—‚—̨ »— —̌—‡ˇ́ —̃—。 ˛“

—Æ‚—……̃ —” —̋—”ˇ̧ —— ，̊ ¸ß—，‡£̃ £̃ —‚———

‡¡———Æ̈ ¡̋ Œ—ß、†—̈ –— —̃‚̨ ，̆˝¤„——»· ·̨˛

˚——Ø—·—Æ——容—̨ —̄ —¶ˇ̃ —̀ ƒ，—«—·《——̊ ——‚

…———“´'†Ø”—‚˛˘—˜————》—¨ 3 ˘“´—˛˜——
《——˚´……˚ı》¿fl˛——ˇ容¢–—，†¢——˚¡…¶¿fl˛—
— 容̌¢–—́ —̨ ˜7 ˘“。

——————— ·̃ł̀ —̌ ，́ ‚ —̂———˚´—‚…—ˇ—

‡¡¿–†Ø„⁄——–»„«—††¿̋ ¤–¤–———。2020 ˜Œ，
——̊ …́…̊ ı̊ —–»̆ —̨ “ “¨«„œ—»…¶——˚´……˚ı
˚—”，†¢»æ—ˆ“¨«˚¡„«—†——˚´……˚ı„⁄——‡—
…¤̋ »‡——¥̨ »”¨———‡ ”̆ 。̄

。0———·———‰̨ »150——̋ ——“
´«—`̇ ł容¤—”‚——§—·——»æ—ª——

–—–¤—¶ （˝¤—¶—– ´———容…）“—»—»容¤„—˛“
˛—̂ –̇…†¤—˝´—， —»—»˜ªˆ ‚̇——§———·——！ ”‰—
¨—， —Œ——´«—`˙ł容¤—”—·————‚——§—·———‰˛»

150 ——̋ ——“„⁄‡—¿—。 ——̀ ‰̧—，‚ —̂‚·——·——̀ ¢—‚

—‰‰Æ—‚†»—‰30 ‚—„⁄——̈ —。
2018 ˜Œ5 —´11 ¨—， —Œ̇ º—·——¨¸̃ ‡†˜`ˇ

„«̧ ——º–»—·——¨¸¸«容‰̇ '¶' 《†˜` †̌—„””ˇ˝‹》
—»容—，—Œ˙º—·——¨¸——˛“„'»ı容‰（——容‰），–»—·
——̈ —̧—̨ “†—„”容‰（…—容‰），ˇ—–»—·——¨¸„'—ƒ——
‰Æ—‡———'。 ”ˇ˝‹˙'¶'”—， —— 2018 ˜Œ6 —´—`
2019 ˜Œ 8 —´—Œ˙º—·——¨¸—·”ˇ˝‹—…¶¤ˇ—–»—·
——¨¸„'—ƒ——‰Æ—‡———'，—，¸«容‰‰Æ¸ª，–»—·——
¨ —̧—̇ 容»ı¿—1453166 —“。 —Œ̇ º—·——̈ ¸̌ —容¤—”

˘—̧ —，—，„—————，¯———–»—·——̈ —̧§‚¶»ı¿—145
˝——“…———̆ ——ßˇ¢。 ¯————œ—§”—，–»—·——¨¸̨ ·

´˜———œ—§˛˜˚Ø¨容¶¤—˜——˛æ，˛—˜˛—fiˇ´，—Œ˙º
—·——̈ ¸̧ —̌ —容¤—”—Œ̇ º̇ ¿— —̆·——。

‰ł̈ º—·——‡———”—，—·——容¤„———容¤ˇ—–»—·
——̈ ¸̧ ·̋—̀ ¸—·——˝¤—“˚Ø—¨ˇ—„—容¤´—˛˜̊ Ø，‚—
—“—“̇ —́ —̃—容¤¶¤——̨ æ。 —·——容¤„—”—̋ ¤„—¶—容‰

`¸‰——ˆ—“， –»—·——¨¸——‡»——˜‡—ł————„⁄‡—

¿—， ¸—…·̌ —‚ˆ—ł——容¢‡——，—œ—·——˝¤—“̊ Ø，¶—
‚ –̂ ¿̊—̌ —‰ł——¶‡‰Æ” ¿̋—»fi。 ———ł——— »̃—…«̄ —

”ˇ̌ ，́ —·——‚——fl‡—„ƒ¿—»fi—‰150 ——˝——“，†¢
——·˛¨—˝¤„——»—‚—»—¸»§ˇ—˝‡‰«„⁄‡—¿——“—¸

‚ł–»—·——̈ ，̧— ·̀ ，̧‚ —̂‚—†́ œ—·‰Æ。

–—–¤—¶（˝¤—¶—– —‹”˘容—）2 —´ 18
¨—，·”‰——ˇ—————»——，¸——¯‡»—————”
——¶———¯—容¤̋ ¥—˜容¤Ø‡—øˇ—˘—，—»˘———
—‡—Ø̊ Ø… 、̇—”‡⁄̋ ı—Œ———£¨˛——¯—‡⁄——

———˜»œ¶fl‡—‰»˝¤˚´„˚——容——‚—…˚–¿“

˝¥。
2019 ˜Œ10 —´13 ¨—，—¸˜‡˜‡˘———

—»̀ —˛—¯˘——¶fl————‡— （·—‡¸`ı˜‡˜‡）
————´容—ˇ˜—ˇ———̊ »˚–，—º”—˜‡˜‡…—˚»
—˜—¡—˝¿ ‡̋— （˚—…˚¸ø——¨¸˛“”—˜‡）ˇ—
—†，——‡——¸˜‡˜‡—–‡¡¸—˝—、`ı˜‡˜‡˚—
—¸—˜˚´„ 。̊ ˚´”—，—¸˜‡˜‡—˜——容—…———
¯fiˇ—容¤—”˘—¸—，—“˙——¡—˝¿˝‡—…—˚»¨¸
”—˜‡˜‡、˚—…˚¸ø——¨¸”—˜‡——…——¡—˝¿˝
‡—¸ø˝¶–£—˜–£ˇ—„«¸—¯—‡¥—¸˜‡˜‡¸—

˝——˜‚—ˇ—¸—̊ §。 —»——¯———”—，–£ˇ—„«
¸—†»容—，ˇ—¶———容¤—”—Æ̆ ——ˇ̧ —。

‚ —̂‚————˙—，˝ı—Œ————ˇ‚容，—˜`¸
—‚——†˜` ，̌˚—ˇ⁄—‚˙Ø，—˘¶¤˝¥———Æ‚—，
˛“‚——§¸‡—ß‰ł——˝¥————`¸‡—容——˜—…

–‚。 ˝¥————，˝ı—Œ———«—…——˛—˝¥——‰—
——，容¤˝¥——†Ø、容¤˝¥–—´——¨˝¥——„—‡—
„—容¶————、»容»容ˇ—¿—。 容¤˝¥–—´—‰Æ˚ł

”—，˝ı—Œ———‚—…————容¤„—¨º˙Ø¨º————
——‚—容‰—–˚´¨ —̧˜„⁄——，‚—容‰—–˚´¨¸——

—‚—–˝¥·—‡———‰——，—Ø，–£ˇ—„«¸—–—˚—
‰«—¡¿——·——¸«容‰—…¶¤ˇ——¸˜‡˜‡…—˚—

—§‚¶‚—̌ —̧ —̊ §，»æ‚—容‰—–̊ ´̈ —̧ª——。
———‚…—————„—‡———，˝ı—Œ——»„‚ø

——˚¡‚——”‰æ˜Œ 1 —´ 15 ¨———†…—˜ 《„—
———，˝‹˝˘‰ł———‚˙¿—˘…—¸—»œ—˘„†˝‹

˛‹»⁄¸—容¤„«———˜——…ß （˚———）》 —˜„—

¶¤，‚——“`¸† …̨—¸—¸ˇ—˜´—˚ƒ————ˇ—¨¸

ˆæ容¤—”—Æ‰»…—̧ ————‚—˜¨¤—ß，–£ˇ—„«
¸—·œ——´—˚ƒˇ—容¤˝¥—Æ‰»`¸‡»—————”

———，†ˆ¯——œ—§—˜„—`“———‚ˆæ˚´¯———

˚Ø，——˛“–——‚†ˆ¯——˜†˛¿…。 ‚ˆ—‚˚˙¨«

˚¡容¤—”———ˆ‚ˆ„—¶¤——˝¥————‚——“¸—

¸ˇ́ —̊ ƒ—Æ‰»…—̧ ————‚̈ ¤—ß— —̃——»—‚。

让指纹“说”出真相
———… —̇———̊ —„«—†——·—̌ Ø容——————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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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下调解。

杨雄（右）在实验室比对指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