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3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赵炬

“拼十年地下，抗日救亡，反饥
饿、独裁、戡乱，争取民主和平。惊雷
动。趁熏风时雨，树桃李精英。春色
满园，半世刑侦。”4月 14日，四川大
学竹林村教师宿舍楼里，98岁的周应
德满头银发，兴致盎然地念着自己写
的这首词。

书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和《论语》
等古籍，房间四周悬挂着周应德的书法
作品。

这首词，其实也是周应德一生的写
照。

3次聆听周恩来教诲，18
岁入党做地下工作

周应德慢慢翻开相册，那是一张他
青年时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照片，照片
上的他气宇轩昂，眉宇间一股凛然正
气。

周应德出生于重庆市南川县（今南
川区）一个革命家庭，母亲、大哥、幺弟
都是革命积极分子。1938年，周应德考
进重庆联中（即重庆七中），开始了解马
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抗日救亡进步活
动。

联中的氛围十分活跃。在学校，周
应德参加了怒潮歌咏队、兴群剧团等。
宣传抗日，还加入了抗建读书会，同学
们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交流读书心得。
其间，周应德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以及马
列著作，还3次见到了周恩来。“最末一
次，是周恩来到联中作演讲，讲了3个多
小时，最后他为同学们题词留念，勉励
大家‘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不应空空度
过，同学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周
应德回忆道。

正是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下，18岁的
周应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
工作。高中毕业后，周应德考入有“法
学摇篮”之称的朝阳大学（后迁回北

平）。为让学校的进步教授章任堪看到
《新华日报》，周应德每天在天亮之前，
秘密将《新华日报》送到学校附近的铁
匠铺，便于章任堪去拿。

大学毕业后，周应德到江津女中
教书，后去了永川，以永川县（今永川
区）法院首席检察官的身份作掩护，开
展地下工作。“当时永川县长邱挺生的
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员，与我是大学同
学。”周应德说，自己便利用这层关系
劝说邱挺生起义。1949年12月，永川
和平解放，周应德结束了10年的地下
工作。

为开创我国刑事侦查专
业奠定基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专业创建40
周年。“创办国内第一个刑事侦查学专

业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历史机遇。”回想
起当时的情形，周应德难掩激动。

时光回溯到1979年6月，司法部请
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为公
安部每年代培刑事侦查本科生 100
名。时任西政刑侦教研室主任的周应
德一口应承下来。

为何是西政承担这个任务？“新中
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专业教师缺
乏。”周应德回忆道，1953年，自己从
法院调到西南政法学院讲授《刑法》。
后来司法部从全国挑选了约20名法
学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为期 2
年的进修学习，“两年时间里，我们只
学一门课程——莫斯科大学科尔金教
授讲授的犯罪对策学（即刑事侦查
学）。”

“那时，全世界只有苏联有犯罪对
策学。”周应德表示，以前不少学界观点
认为刑事侦查只是一项单纯的侦查技

术，“但实际上，刑侦学涉及心理学、笔
迹学、痕迹学等多种科学，是一门独立
的学科。”

1956年，周应德回到西南政法学院
开始讲授犯罪对策学（后定名为刑事侦
查学）。构筑刑事侦查学理论体系的任
务，也摆在了周应德的面前。

课程设置和教材编撰无疑是学科
建设最关键的工作。1963年，周应德便
领衔编写了《刑事侦查学教学提纲》，首
次系统提出了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体系、任务、研究方法和原则等，奠定了
刑事侦查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

“刑事侦查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周老师与重庆市公安局保持密
切联系，参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案情
分析和对策研究等，搜集了大量教学案
例和素材。”周应德的学生、西南政法大
学教授任惠华介绍，西政教授刑侦学的
教师们也常到刑侦部门实习，当时成

都、武汉、南昌、杭州等十大城市的公安
局都是教师和学生的实习基地。

案例积累多了，上世纪60年代，周
应德便再度领衔编写了杀人、盗窃、诈
骗3本案例专集，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
掌握破案技巧与经验。这3本专集作为
刑侦辅助教材由公安部出版，一直沿用
至今。

正因如此，1979年，周应德接受司
法部委托，筹办大学本科刑侦专业。他
与公安部面商细节，决定专课专授，定
名为刑事侦查专业，确定当年招生。当
年秋，我国高校第一个刑事侦查专业在
西政诞生了。

在周应德半生的法学生涯中，开
创了多个第一：1980年，他参与编纂的
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辞典》出版；1982
年，他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犯
罪侦查学》教材；1984年，他领导筹建
了国内高校第一所司法鉴定中心，改

变了刑事证据鉴定由公安部门自侦自
证的局面……

桃李满天下，激励代代学
子奋勇争先

1985年，64岁的周应德调四川大
学任教。前年夏天，一张周应德在四川
大学图书馆读书的照片走红网络：古籍
阅览室中，96岁的周应德认真翻阅的状
态得到许多学生的点赞和敬佩，称他为

“最拼教授”。
“周老师对真相、真理的坚持和追

求，总是给人启迪，催人奋进。”任惠华
是周应德1985年带的研究生。他说，
周老师要求学生学习前辈侦查专家穷
追不舍的精神，有为人民排忧除患的品
德和担当。

正是在周应德这样的教育理念下，
无数西政和川大刑侦学子成长为时代
的英才，奔赴到祖国各地。

周应德对后辈颇有伯乐的眼光。
曾有一名叫徐功川的贵阳年轻人，非常
喜爱并擅长心理学。周应德的长兄周
应培是贵阳师范学院心理学家，便把徐
功川介绍给周应德学习侦查理论。在
周应德的协助与指导下，徐功川的《侦
查心理学》于1982年出版，这是我国第
一本侦查心理学的专著。周应德欣赏
徐功川的才华，又引荐他去见西政的领
导，参加系里的评审答辩。有专著出
版，加上周应德的推荐，徐功川走上了
大学讲台。

还有一次，周应德去安徽参加文件
检验研讨会。在会上，他认识了北京公
安局的邱大任。邱大任可凭案犯的笔
迹分析案件相关情况，周应德便建议邱
大任写一本从侦查角度讲语言分析的
著作。1995年，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
版、邱大任编著的《侦查语言学》问世
了。

如今，经过40年风雨历程，西南政
法大学刑侦学院已取得巨大发展，周应
德也桃李满天下。

“蚕丛辟疆，鱼凫狩猎；鳖灵治水，
杜宇催耕……”周应德为西政刑侦学院
写下了《蜀川颂长联》一赋。赋中，他用
古今名人的事迹勉励学子们为祖国、家
乡奋勇拼搏。

“我在刑侦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
都是在西政的30年时间里完成的。”年
近百岁的周应德，偶尔还会在家里聆听
他亲手填词的《西政校歌》。“群山逶迤，
两江回环；巍巍学府，屹立西南”“精思
睿智，穷学术之浩瀚”“继往开来，吾辈
当先”……这首气势磅礴的西政校歌，
寄托了周应德对西政学子的无限期望，

“我希望，能把我写的长联刻在刑侦
学院的石碑上，提升校园景观，也让
学子们铭记嘱托，奋勇向前。”

他领衔编写的刑侦教材用了快60年还没过时
——记中国刑事侦查学的创始人之一周应德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8岁的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
工作。

■1963年，他领衔编
写了《刑事侦查学教学提
纲》，奠定了刑事侦查作
为一门学科的基础。

■ 1979 年，他接受
司法部委托，筹办大学本
科刑侦专业。当年秋，我
国高校第一个刑事侦查
专业在西政诞生。

■他半生法学生涯
开创了多个第一：参与
编纂了新中国第一部
《法学辞典》，主编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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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家装盛事“全案加冕盛典”圆满举行

4月20日，“全案加冕盛典”活动在南滨路喜来登大酒店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行业权威机构协同高校学院与全案设计领先品牌企业共同发起，本着规范全案设计向着更标准、更健全方向发展的目标，成立了一
系列支撑全案设计发展的组织机构，旨在为广大消费者生产出真正具有品质的全案家装产品与体验，全面助推重庆地区的全案设计模式深化革新，搭建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体系，升级优化产业供应链服务生态。

加冕全案助推发展
指引全案设计权威方向

4月 20日，由重庆市家居行业
商会、重庆市建筑材料协会、重庆工
商大学艺术学院、俏业家装饰四大
机构联合主办的“赋能全案·焕新生
活——全案加冕盛典”活动在南滨
路喜来登大酒店顺利举行。

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党支部书
记、执行会长丁吉超，重庆市建筑材
料协会室内装饰装修专委会会长周
龙麟，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冉涛，重庆俏业家装
饰董事长唐维升，重庆俏业家装饰总
经理赵勰以及近百位材料商代表和
媒体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共同见证
全案加冕盛典。

本次盛典围绕全案设计研究院
成立、MFA 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MFA导师团受聘及《全案主材服务
联盟联合服务公约》签署等多项重要
仪式逐一展开。以实现多维度、全方
位助推全案设计长足发展为核心愿
景，通过一系列综合举措，推动全案
设计跨越式发展。

四大机构联合创办
全案设计研究院正式成立

由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重庆市
建筑材料协会、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
院、俏业家装饰联合创办的重庆全案

设计研究院成立仪式在现场顺利举
行。四大机构代表出席仪式并共同点
亮水晶球，标志着全案设计研究院正
式诞生。

丁吉超代表成立委员会致辞，
他表示，全案设计研究院的诞生对
我市家居行业全案设计模式的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重庆
地区首个全案设计权威研发机构，
全案设计研究院集合了协会资源、
高校力量以及一线企业实践反馈，
将从不同维度推进全案设计的纵
深研究，实现综合性的开发和专
研。全案设计研究院成立后，将由
家居行业商会对全案设计的商业
模式进行设计与支撑，由建筑材料
协会提供全案设计的产品供应链
集成和聚合，由工商大学艺术学院
进行全案设计理论体系的打造和
建立，由俏业家装饰负责推动全案
设计的市场运作，收集来自一线的
反馈和经验，通过四方面发力、交
互作用共同推动全案设计模式尽
快成熟、茁壮发展。

签署联合服务公约
百大商家共推全案服务提速

作为全案设计发展的重要支撑体
系，主材供应链的打造也深受行业的关
注。全案加冕盛典活动现场，俏业家装

饰与萨米特瓷砖、卢森地板、美标卫浴、
观壹家具、日立空调、好来屋定制家具、
欧路莎卫浴、LD陶瓷、TCL罗格朗开关
等多家主材代表品牌商共同签署了《全
案主材服务联盟联合服务公约》。

据了解，这次联合服务公约的签
署标志着以俏业家为中心的全案设
计上下游供应链的有机贯通结合，也
代表着品牌商在加强服务自律、提高
服务质量、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公约的签署，对于加强行业建设、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品牌商素
质，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文明服务，和
推动全案设计的稳步健康发展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产教融合谋发展
合作共赢谱写崭新篇章

在盛典现场，由重庆工商大学艺
术学院与俏业家装饰共同创办的
MFA艺术硕士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仪
式正式举行。冉涛与唐维升一起为
MFA协同创新中心揭牌。随后，冉涛
代表MFA中心向俏业家装饰24名优
秀设计师和经理人颁发了导师聘书。

MFA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艺
术硕士专业人才培养平台。平台成
立后，将在原有高校理论讲学的传
统课程基础上，加入企业力量，输
入来自行业与市场最前沿的资讯
和技术信息。后期，导师团也将走
进校园，以开展专题授课、主题座
谈会等形式，为高校学子传道授业
解惑，传授市场一线经验；与此同
时，MFA 也将以设立“移动课堂”
的形式，带领高校学子深入企业，
深入艺术应用的第一线，获取宝贵
的实践经验。

通过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MFA协同创新中心将实现系统化加
深全案设计艺术人才培养的“产教融
合”，有效助推产业在深入变革的大
背景下的人才升级，为社会和行业培
养更多更优秀的、能适应当前艺术设
计发展时代需求，能够独立从事专业
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艺术人才。
潘锋 冉崇伟 重庆俏业家装饰供图

近日，市人大调研两江新区民
营企业发展法制环境工作座谈会在
两江新区管委会举行。

本次座谈会聚焦了包括福耀玻
璃、中汽西南等在内的14家两江新

区的翘楚企业，俏业家装饰作为唯
一与会装企，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
俏业家董事长唐维升在会议现场发
言，他表示自去年底以来政府一系
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举措让民企

获益匪浅，未来希望政府在规范装
饰行业准入门槛、优化装饰行业良
性竞争等方面加大监管力度，助推
行业健康发展。

链接》》

“全案设计研究院样板间”服务热线：400-168-6906

活动现场，俏业家装饰“全案加
冕季”活动同期落地，消费者纷至沓
来，现场一度人气爆棚。据悉“全案

加冕季”活动将持续至5月，活动期
间将面向重庆地区装修需求消费
者，广泛征集重庆全案设计研究院

首批旗舰样板间，畅享权威监督、品
质打造，还有俏业家装饰提供重磅
折扣等优惠特权。

俏业家“全案加冕季”活动火热进行中 全城征集研究院首批旗舰样板间

俏业家装饰参与市人大调研两江新区民营企业发展法制环境工作座谈会

重庆全案设计研究院成立仪式

MFA中心向俏业家装饰优秀设计师和经理人颁发导师聘书

奋斗新时代
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在行动

全案设计研究院、MFA协同创新中心同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