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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国庆：刑侦一线，他就是定海神针！
文/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熊 丰

为响应党的十九大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的号召，落实传承体育文化，2019呼
和浩特国际极限运动职业赛将于7月5日
-7日亮相呼市如意广场。著名央视节目主
持人沙桐将亲临比赛现场，为广大青城市
民献上一场视觉盛宴，这将是呼和浩特市
级别最高、影响最广的极限运动赛事。

本次赛事是在中国轮滑协会的指导
下，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呼和浩
特市体育局与呼和浩特市体育总会承
办，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管委
会协办，北京中领国际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运营。赛事分为滑板街式赛、直排轮自
由式、小轮车自由式三大极限项目，赛道
采用法国FISE专业道具，吸引了超过三
十多个国家的近百名运动员参与。届时
如意广场不仅有来自世界高水平运动选
手的激烈角逐，更有儿童平衡车体验项
目，职业轮滑花式表演等活动。

2016年，国际奥委会将滑板、BMX
小轮车列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这对项目本身以及极限运动在我国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极限运动是一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我身心潜能，并不断向自身挑战的娱
乐体育项目，具有冒险性和刺激性，更强
调参与、娱乐和勇敢精神，追求在跨越心
理障碍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同
时，它还体现了人类返璞归真、回归自
然、保护环境的美好愿望。滑板、极限轮
滑、BMX小轮车是极限运动最为人所熟
知的“B3”项目代表。

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
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塞外名城，
其已建设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新型城
市，成为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
中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2019呼和浩特
国际极限运动职业赛将打破传统体育赛
事理念，打造一场极具挑战性、趣味性、
刺激性的户外极限挑战赛，让极限运动
成为呼和浩特市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2019呼和浩特国际极限运动职业赛将在呼市举办

有一种人，似乎是为了
某种使命而降生。

在同事、挚友和后辈眼
中，乌国庆便是这样的
人——— “中国的福尔摩
斯”，为侦破案件而生、为
寻找真相而来。多少人说，
有他在，不愁破案没有方
向；多少个棘手复杂的现
场，被他发现罪恶的蛛丝马
迹……

走完83年的传奇人生，
乌老平静地离开人世。6月
30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
上，他的同事们、后辈们眼
含热泪送他最后一程。“乌
国庆”三个字，从此化作难
以跨越的高山、猎猎飘扬的
旗帜、一座不朽的丰碑。

【传奇】

千锤百炼实战铸就

对许多摸爬滚打在刑
侦一线的民警来说，乌国庆
的身影便是“定海神针”。

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
培养的第一代刑侦专家，
乌国庆的名字，与一系列
大案、难案、要案的侦破紧
紧相连———吉林省吉林市
博物馆特大纵火案、张君
等人系列持枪杀人抢劫
案、河北省石家庄市“3·
16”系列爆炸案、辽宁省大
连市“5·7”空难案、陕西省
横山县“7·16”爆炸案、周
克华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
杀人案……

“乌老在现场，我们心
里有底。”公安部刑侦局刑
侦基础工作处调研员程伟
说。

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
次立下奇功。上千起案件的
侦破，使乌国庆成为中国刑
侦界的传奇。

谁又能想到，这位“中
国的福尔摩斯”，也曾在刚
走上工作岗位时“稀里糊
涂”、无从下手。

当时，上海发生一起妇
女疑似上吊案件。在现场，
乌国庆认为人是自杀的，而
一位老刑警却得出相反的
结论。老刑警分析，死者的
家离上吊处要经过两块豆
地，而这名女子的袜子却是
崭新的。这说明，死者不是
自己走过来的，这不是自
杀，而是他杀。

要看细节！在此后漫长
的刑侦生涯中，这次“失败”
时时警醒着乌国庆：纸上得
来终觉浅，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绝不简单。

2007年，山东发生一起
灭门惨案，家里女主人、老
人和孩子三代人被杀。在案
发现场，一包不起眼的咸菜
引起了乌国庆的注意。

经过检测，这包咸菜与
被害人家中大缸里腌的咸
菜一模一样。根据这包咸菜
被丢弃的位置和其他因素，
乌国庆分析咸菜是被害人
送给凶手的，这名凶手应该
是被害人的亲戚。

按照这个方向，犯罪嫌
疑人很快被锁定并抓获。

一包咸菜、一节电
池、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
果……复杂的案发现场，
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都逃不过乌国庆如炬的
目光。他从细微之处发现
的线索，往往为案件侦破
找到至关重要的突破口，指
明正确的破案方向。

“为刑侦事业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公安部刑侦
局局长刘忠义这样描述乌
国庆的一生，“生命的最后
几年，他与我们谈起的仍是
案子，还有哪起案件没有
破，案件侦办中还存在哪些
纰漏。”

【责任】

给生命以最大尊重

见惯生生死死、熟悉血
腥的气味，老刑警的心往往

“很硬”。
在老伴曹秀彭眼中，乌

国庆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
都拿得起放得下”“能吃、能
睡、还能干”。

铮铮男儿，泰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无论多大的案
子，何等棘手的案情，同事
们看到的总是乌国庆冷静
的面孔。

但 在 某
些时刻，老刑
警的心，会很
软很软。

1999 年
毕业后进入
公安部就在
乌老身边工
作了10年，国
际合作局东
盟处处长仵
建民熟悉他
的每一种表
情。

当 乌 老
逝去的噩耗
传来，浮现在
仵建民脑海
里的，是他落

泪的样子。
当时，乌国庆奉命去调

查某地发生的一起疑似冤
错案件，相关人员已被执行
死刑。回来后，乌国庆久久
叹息，沉默不语, 泪水在眼
圈里打着转。

这个冤错案件最终被
纠正，沉冤得以昭雪。“这是
我见过的乌老唯一一次落
泪。”仵建民说，“他常常告
诫我们，对案件侦破要谨慎
再谨慎。我们工作不尽职，
就有可能导致一个生命的
逝去。”

凡是犯罪必有现场，凡
有现场必有线索。正是出于
对生命的尊重，乌国庆对现
场工作格外执着。

1997年退休后，被公安
部刑侦局返聘的乌国庆仍
然战斗在侦破大案要案的
第一线。他在现场办案凡事
亲力亲为的状态，让人们很
难意识到这已是一位退休
老人———

下了飞机火车不先听
汇报，从来都是直奔现场；

在现场要亲自看、亲自
摸、甚至要亲自闻一闻；

盛夏时节，不顾阻拦跳
下1米多深的爆炸坑，趴在
坑底细细筛查；

寒冬腊月，带着年轻人
一道在刺骨的冷水中清洗
爆炸残渣，找寻蛛丝马迹；

……
同事们追忆着，讲述

着，感慨着。
或许在乌国庆自己看

来，这些都是“分内之事”。
在一次全国公安机关电视
电话会议上，他由衷感慨：

“曾经有多少次，一边面对
的是血淋淋的现场，一边面
对的是群众充满悲伤和期
待的眼神。我知道，那眼神

中充满着对生命尊严的渴
求，充满着对公平正义的呼
唤，更充满着对党、对人民
警察的信任和期望。”

【传承】

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乌国庆曾动情地说：
“是党的培养，才让我有了
今天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时，13岁的
乌国庆连汉字都不认识几
个。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
走出内蒙古茫茫草原的少
年，一步步成为刑侦领域的
泰斗。

正是对党、对国家的感
恩之情，让乌国庆为刑侦事
业耗尽心血，对人才培养格
外上心。

“走不动了，干不了了，
他想的是刑侦事业的传承，
惦记的是刑侦工作后继有
人。”刘忠义说。

为了将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传授后辈，老人像小
学生一样端坐在办公桌前，

从零开始学习用电脑，一丝
不苟地制作授课课件。

在一些爆炸案现场的
处置中，乌国庆传授的宝贵
经验，不仅对破案有用，关
键时刻还能“保命”。

2004年11月，在重庆一
起爆炸案的侦破过程中，当
地刑侦人员按照乌国庆此
前传授的经验，没有打开犯
罪嫌疑人家中的卷帘门，而
是用切割机将之切开，进入
现场后自带电源开展勘查
工作。

经过现场仔细勘查，犯
罪嫌疑人分几处放置共20
余公斤炸药，引爆装置均与
电源相连。现场办案同志稍
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老伴曹秀彭做过统计，
退休后，乌国庆的工作强度
不减反增，每年出差都在
200天以上，“比我上街买菜
的次数还要多”。

这些出差，除了办案，
便是在各地授课，培训刑侦
技术骨干。

即使难得地在家停留，

乌国庆也总是在总结自己
的办案经验，提炼办案指
导理论。他主持研究论证
了“爆破现场再现法”，能
在自杀式爆炸案件的死伤
人员中准确查出元凶，并
参与编写了《刑事侦查学》
《爆炸犯罪对策学》等统编
教材。

“你在挑战中磨砺，在
压力下迸发，用自己的职业
生涯，见证了中国刑警的成
长。从意气风发到两鬓斑
白，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
树，你深深扎根在你眷恋的
这片沃土……”

2011年，在第四届“我
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
中，乌国庆当选并被授予

“终身成就奖”。组委会写
下的这段致敬词，正是乌
国庆一生的写照：

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打击犯罪的战场上，

他功勋赫赫；言传身教之
下，后辈正续写辉煌。忠诚
的警魂，化作夜空中璀璨
的星，照亮新的传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