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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伟芬 图文报道

最近，电视剧《猎罪图鉴》热
播，让人们看到了公安模拟画像师
的神奇——通过与目击者聊天，或
者查看模糊不清的监控视频，就能
画出嫌犯的样子，破获案件。

在我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也
有这样一名画像师。他叫鲍俊
杰，是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
长。“电视剧里的情节有些夸张、
神奇，但画像师可以画出嫌犯的
样子，协助案件侦破或直接破案，
是真实的。”他说，在23年的从业
生涯中，他通过画像，直接侦破重
大疑难案件10多起，并协助破案
数十起。

昨天，记者在他的画像工作
室里，听他讲述用画笔“锁”住嫌
犯的神奇故事。

5小时画出嫌犯，揪
出扬州12年连环杀人强
奸犯

2012 年 8月 20日晚，鲍俊
杰接到省公安厅指令，让他连夜
赶赴扬州，参与一起连环强奸杀
人案的侦破。

到达扬州后他了解到基本
案情。2012年 8月 19日晚，一
名外来务工的女子在出租屋于
睡梦中遭人强奸。当地警方通
过侦查，发现嫌疑人为12年前一
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2000年
以来，该嫌犯在扬州地区强奸作
案4起，其中一起造成一名女子
身亡。因案件发生在夜间，受害
人未见到嫌犯的样子，加上线索
有限，警方先后排查数万人，始
终未能破案。

这一次，扬州警方请出鲍俊
杰，是因为嫌犯露脸了。原来，
当晚，嫌犯作案离开后，再次返
回出租屋，取走了遗落在现场的
物品。在开灯的瞬间，受害人看
到了嫌犯一眼。

画出嫌犯的样子，这是此次
鲍俊杰的任务。而如何让受害
人消除恐惧，尽可能准确地描述

“那一眼”，是画像能否成功的关
键。

鲍俊杰穿上便装去见受害
人。受害人年纪较轻，因过度受
惊吓，不愿回忆当时的场景，始
终一言不发。

“我坐在她的对面，开始跟
她聊天，问她老家在哪里、做什
么工作。就闲聊，让她情绪松弛

下来。”鲍俊杰说，画像师的问话
非常有技巧，得让受害者完全放
松，用看似不经意的发问，问出
其脑海中对嫌犯的第一印象。

在他的引导和启发下，受害
人心态渐渐平和。5个小时后，
鲍俊杰画出了嫌犯的样子：40多
岁，脸上有很多疙瘩，强壮，因生
活窘迫而比较看老。

当地警方立刻印制几千份
画像，让民警拿着画像梳理排查
重点嫌疑人。3天后，嫌犯落网，
其真人与画像十分神似。经技
术比对，该嫌犯正是4起案件的
真凶。

因模拟画像在该案中的神
奇作用，央视还专门对此案作了
报道。

师从公安部专家，连
续破获大案

1999年，鲍俊杰从原江苏技
术师范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
特招进入我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从事摸拟画像工作。2003年，他
师从中国首席模拟画像专家、被
誉为“警坛神笔”“警坛国宝”的
张欣，对模拟画像工作有了更多
的深入了解。

学成归来后，他遇到的第一
个案子，就是拉面馆系列投毒案。

2004年2月10日之后的一
段时间，我市多家拉面馆遭人投
毒，造成多人中毒住院。同年3
月10日，鲍俊杰接到专案组通
知，要求他对投毒嫌疑人进行模
拟画像。

目击者有3人，但都与嫌疑
人只短暂碰面，印象并不深刻，
描述中有多处冲突点，有的说嫌
疑人有胡子，有的说没有。根据
他们的描述，鲍俊杰确定嫌犯颧
骨高、瘦小、气质猥琐，据此先后
画了4幅像，交给目击者反复辨
认。根据他们的描述加上对嫌
疑人的分析，最后整合成一张，
再次让目击者辨认，都认为“很
像”后，画像很快分发到民警手
上。

第二天傍晚，民警在一家拉
面馆排查时，发现一名正在吃面
的男子与画像很像，当即将其抓
获。经查，此人正是投毒者丁
某。

这次的成功，给了鲍俊杰很
大的信心。他参与了不少案件
的侦破，有的发生在我市，有的
是外省市请他前去协助。

2005年 4月 13日深夜，某

地发生一起杀人案，一名女子在
荒地被杀害。没有目击者，所有
的排查又排除了社会关系人作
案，唯一的线索就是监控视频中
的一个模糊影像，连五官都看不
清，只有个轮廓。

鲍俊杰接到任务后，依据这
个轮廓以及嫌疑人的体态，推算
出嫌疑人应该很年轻，消瘦且不
高。3天后，民警根据他模拟的
画像，抓获了嫌犯徐某。经查，
徐某17岁，身高1.7米，与鲍俊杰
的推断十分吻合，而他的画像，
与徐某本人堪称神似。

“2005年左右，是我画像最
多的时期，每年要有三四十起。”
鲍俊杰说，那个时候探头没有现
在完备，成像质量也没现在好，
模拟画像运用很多。凭着他的
画像，嫌犯被直接锁定的案件有
10多起。

人像重构，让嫌犯逃
无可逃

“没有一张画像完全是目击
者描述出来的，画的过程其实很
难、很痛苦、很焦虑。”鲍俊杰说，
模拟画像与临摹有巨大的差别，
是一门涉及美术、心理学、解剖
学、侦查学等学科的综合技术。
画像的条件千变万化，不同的案
情、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嫌疑
人，给画像设置了一道道难题，他
必须要破解这些题，遵循科学规
律，综合把握画像的刻画要素，才
能完成一幅高质量的模拟画像。

为了掌握画像的技巧，鲍俊
杰学习法医人类学、犯罪心理学、
人体解剖学等各种课程，了解人
体骨骼特征、比例。而询问技巧
也是特别重要的，怎么问、问什

么，如何引导目击者回忆，在不同
目击者的不同描述中，努力地寻
找相似处。在众多纷杂的信息中
找到最接近真实的那些点，考验
着一名画像师的功力。

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单纯
模拟画像的运用比以前少了些，
技术也在不断改进。鲍俊杰说，
现在全省专业做模拟画像的大
约只有四五人。目前，除了模拟
画像外，他把重点放到了人像处
理比对上。他不断学习AI技术，
加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人像
重构，锁定狡猾的嫌疑人。

“这个技术，对追逃案件以
及需要锁定零口供的嫌疑人的
案件提供了很大的支持。”鲍俊
杰说，在追逃工作中，一些逃犯
由于年龄增长引起相貌的生理
变化，给民警确认嫌疑人是否为
逃犯带来一定困难。还有的嫌
犯明明出现在了视频中，但或者
因为人像模糊难以识别，或者就
是不承认，给案件侦办带来了麻
烦。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人像重
构来确认照片或视频中的人与
现实中的人是否为同一人。

在鲍俊杰看来，模拟画像既
是一门涉及诸多学科的刑事技
术，也是一门科学。在画像的基
础上，他打算进一步研究人的体
态、步态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就
像生物信息一样，一个人无论如
何刻意地改变自己，这些特征并
不会彻底改变。

常州真人版《猎罪图鉴》与电视剧一样精彩

模拟画像师鲍俊杰：用画笔“锁”住嫌犯

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销户公示
由中绿建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常州市金坛区东方新都幼儿园项目室外
附属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
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
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4月28日至5月
27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
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603。

特此公告
中绿建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信
息

超低价带租出售
常州市南大街步行
街商务馆第四层三
套房屋,面积450㎡,
42㎡,50㎡,长期老
租客,租金收益稳
定 ，现 在 年 租 金
收 益 20万,带 租
出售,包过户价格
7500/㎡，价可议。
联系电话:13584552584

遗失声明

?常州立铭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蒋
颔珠）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父亲徐树达，母亲陈德
萍遗失儿子徐煜朗出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J320818131，声明作废

?父亲刘如钰、母亲颜真
芩遗失刘亦菲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F320485279，
声明作废

招租转让

办公房招租
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
四楼，上下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
㎡+，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
便，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
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公、
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
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注销公告
常州汉瑞贸易

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600251875119P)
经股东决定，即日起
注销，请债权人见报
日起45日内向本有限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
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汉瑞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鲍俊杰正在画像

鲍俊杰画的模拟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