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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面的案例，记者也请
蒋工和他的同事们总结了日常制
作、签署文书时的注意事项，供市
民们参考。

1.文书上不要留有空行或大
片空白，以免被添加内容。案例
中，老乡为老徐准备的借条中，就
特意在金额前留了一些空白，方
便在老徐签字后做手脚。如果老
徐在签字前发现这个问题，就能
省去很多麻烦。

2. 当有几页文书时，务必在
骑缝签名或盖印骑缝章，以免被
换页。案例中的这对离异男女如
当初在离婚协议的骑缝签名或盖
印，可能就会让男方失去“偷梁换
柱”的可乘之机。

3. 签署文书时，应当尽量进
行面签，以防张冠李戴。

4. 单位应当严格保管好公
章、法定代表人等印章。从日常
文书鉴定的实践来看，不少单位
公章等印章管理混乱，经常连老
板都不清楚公司一共有几个印
章，都在哪里。

5.尽量避免在空白文书或纸
张上书写签名或盖章，以防被移
花接木。

6. 个人签署文书时，尽量以
签名确认，因为私章容易被利用，
必要时捺印指纹。

7.在重要条款尤其是涉及金
额等重要数字处最好也能盖章或
捺印予以固定。

8. 借条、欠条等经济活动中
形成的文书，要特别注意归还的
是否为原件。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杨杰 蒋秉盛

“见字如面”
听文书鉴定专家
解读“笔尖的秘密”

见字如面，是说见到字如同见到写字的人，这
是件玄妙而有想象力的事。对68岁的蒋工来说，
他33年来的文字鉴定工作绝不仅是“见字如面”。

作为文书和痕迹鉴定工程师，33年来，蒋工
鉴定案件数千起，在白纸黑字间判断真伪是非，也
看透人心世情。昨天，记者在宁波天童司法鉴定
中心听他解读“笔尖的秘密”。

“蒋工，多谢你们啊。要不是你们，我当事人
的命运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来当面谢谢你！”
记者走进蒋工的办公室时，他正和鉴定申请人老
徐的代理律师通话。

讲述就从这个案子开始。老徐是金华人，经
济状况窘迫。2017年，他先后两次向老乡借了
5000元钱，约定月利率为4.5%。两次，老徐都在
老乡事先手写好的借条上签上名字，按下手印。
到期后，老徐找到老乡归还1万元本金和利息，不
料，老乡却说:“你问我借了18万元，怎么才还我1
万元？”

老徐很纳闷：“我两次都向你借了5000元，一
共1万元，哪来的18万元？”

老乡出具了两份借条，都有老徐的签名和捺
印。只是，两份借条的金额栏里从5000元分别

“变”成了85000元和95000元，还都各有阿拉伯
数字和大写的数字。

双方对簿公堂。老徐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
借条的关键部分突然变了，金额变得这么高？经
律师建议，他申请对借款85000元的借条做司法
鉴定。法院的鉴定委托书到了蒋工手里，鉴定要
求为：对借条中“捌万”与“五仟元整”是否一次形
成，“万”与“伍”字是否有交叉重叠，以及文字笔迹
的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

几天后，蒋工和同事们出具了鉴定意见，“捌
万”与“伍仟元整”两者字迹在墨色浓淡、笔画粗
细、笔痕等特征上反映一致，其两者在书写水平、
字体大小、字间距及布局关系等书写格式上连贯
协调。

记者问：“捌万”和“伍仟元整”在书写上有先
后顺序吗？

“这几个字没有重叠之处，所以没法判断。”蒋
工说，没有重叠，难以判断字迹形成的先后，这在
文痕领域还是个攻关难题。

“先后写的字，油墨的挥发速度等会不一样
吧？”

“不太现实，特别是书写的时间间隔不长的情
况下。”蒋工说，中性笔等书写工具的油墨挥发速
度原则上有快慢，但是不同的保存环境等外界因
素会对挥发速度有影响。鉴定过程中，不少被检
材料经过暴晒、微波炉加热、水泡等老化处理，会
人为加速油墨挥发速度，以此来达到“新酒灌旧不
断瓶”目的。因此，没有重叠的字，还难以鉴定书
写的先后顺序。

一审时，老徐败诉了。
代理律师跟蒋工说：如果二审失败，老徐很可

能走极端。他几次说，如果法律不能给自己公道，
自己就要用刀子讨回公道。

蒋工负责的鉴定虽然结束了，但他仍不放心
老徐的事。一天，和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关在安静
的房间里查看卷宗。卷宗里，有另一张借款金额
为95000元的借条。职业敏感让蒋工觉得这张借
条的金额大写部分显得有些别扭和异常，他仔细
凝视起来。

“真是幸运啊，让我发现了问题。这张借条上
‘玖万伍仟元’的‘万’和‘伍’有重叠笔画。”蒋工指
着电脑屏幕上经显微镜放大近百倍的字迹说，“对
字迹的交叉部位放大检验，发现两者字迹墨色一
致，且‘伍’字的第一笔撇画被‘万’字的第三笔横
折勾覆盖。这意味着，万是后加上去的。”

欣喜若狂的蒋工赶紧打电话给承办法官，说
起自己的新发现。法官也非常激动，更改了原定
的二审开庭时间，通知老徐申请对第二份95000
元的借条做鉴定。

最后，靠着鉴定意见，真相终于露出水面。老
乡承认，自己在写借条时就挖好了陷阱，特地在金
额前留了一些空白处，等老徐签字捺印后，再加上
几个字，修改了金额。

“代理律师再三说，是我救了老徐，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蒋工说自己和文、痕鉴定打了几十年
交道，目标只有一个——找到真相，维护正义。

宁波人老李（化姓）也碰到件和字迹有关的烦心事。
15年前，他从张方（化名）处买了一套房子，签了《房屋

买卖契约》，房子买卖过户都挺顺利。但是，这套房子配套的
车棚没有产权证，没法过户。张方答应，等以后车棚有了产
权证再过户。

老李是个谨慎的人，他要求张方把买车棚的原始发票交
给自己，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证明》。证明是打印的，双方各
自签字并署上时间。

之后，老李安心地住着房子，用着车棚。不料，15年后，
却有了麻烦——小区被列入拆迁计划，为避免拆迁权属不明
确，老李要求张方把车棚过户给自己，张方却拒绝了。

于是，两人只能对簿公堂。张方辩称，房子确实卖给老
李了，但是车棚没有转让给老李。因为涉案车棚与房屋系两
个不同产权，并且涉案车棚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办理产
权证，因此自己根本无权出售也没有转让。老李只付了房
款，没有付车棚的钱，双方一直没有约定车棚的价款。他请
求法院驳回老李的诉讼请求。

当时，双方签署的《证明》中原文内容“甲方并把相应的
一楼车棚赠与乙方，如以后发生房产纠纷，甲方无权处理此
房产。”其中，“赠与”两字被划掉，边上写有小小的“转让”两
字，旁边盖了张方的私章。

法庭上，老李称“转让”两字是张方写的，张方却予以否
认。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委托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做笔迹鉴
定，鉴定内容为：《证明》中“转让”两字是否为张方所写，《证
明》中“转让”两字旁加盖的私章是否和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
上的私章等是否同一枚。

怎么鉴定呢？
蒋工说，这次鉴定中，检材是15年前借条中小小的“转让”

两字，比对样本是法官让张方新近写下的500个“转让”两字。
记者看到，张方新写的500个“转让”笔迹也变化多端。以

外行的眼光看，和15年前的“转让”两字似乎并非一人所写。
“隔了15年，一个人的书写风格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

化。有时候看自己15年前的字都会觉得陌生，这样还能进

行比对吗？”记者问。
“每个人生理特征、心理因素和书写习惯都不同，字迹有

可能随着年龄、书写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
以从一些书写惯性中寻找真相，除刚学字的儿童外，对成人，
这样的时间跨度可以寻找到有价值的细微特征。”蒋工说。
这次检验过程，主要包括了三步：

1.对检材的检验。《证明》是原件，保存状况正常。“转让”
两字字迹书写水平中等，书写速度中等，笔画连笔趋势缺乏，
笔迹特征反映明显，具备鉴定条件。

2.对样本的检验。确定具备比对条件。
3.对检材与样本进行比对。自然，这也是最难的一步。

“你看，检材和样本中两个‘转’字的起笔时，弧度都是一
致的；‘转’这个笔画的末端都有顿笔，‘让’字的连笔等细节
特征都是相符合的。”蒋工说，经过文检仪、显微镜等仪器进
行检验，通过直观比较法、显微比较法、扫描软件制图比较法
等方法进行比对，发现两者字迹的书写水平、书写风格、布局
等概貌特征相符，两者单字的写法、运笔和搭配比例等细节
特征均相符合。

最后的鉴定意见为——“倾向于同一人书写”。
“为什么不能确定由同一人书写呢？”
“样本和检材表现出来的符合点数量多、质量较高。但是，

对出现个别差异点在供比对的案后实验样本中未得到合理解
释。”蒋工谨慎地说，“由于没有案前书写自然样本字迹，因此无
法进一步明确鉴定意见，只能出具倾向性意见。如需进一步明
确鉴定意见，需要提供数量充足的案前自然样本字迹。”

“如果案前的样本不是‘转让’两个字可以吗？”记者问。
“不一样也可以的。我们可以通过拆字等方法来比对。”
蒋工还根据委托，对两处私章进行了鉴定，结论是“倾向

于是同一印章所盖”。
最近，法院审理了此案，综合鉴定意见等，法院认为原告

老李主张的涉案车棚随房屋已经一并出售给自己，已达高度
可能性。最后判决，张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老李
办好车棚过户。

几十年来，蒋工鉴定了数千起文、痕鉴定案件。他回忆，
标的最大的一起案子案值为2.5亿元。

“印章之多，连原告和被告都弄不清了，都弄不清是不是
自己公司的章。我们几个鉴定人挑灯夜战，奋战了近10天，
终于出具了鉴定意见。最后，原告的权益得以维护。”他说，
做文、痕鉴定，一定要静心，不能浮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鉴定意见和案子的最终走向，和当事人的利益和真相是否得
以维护密切相关。这起案子，是他们几个同事利用夜深人
静、周末没有其他工作的时间一点点熬出来的。

年轻同事说，如今，年近七旬的蒋工仍有一个习惯——一
个人凝神屏气地用午休、晚上的时间安安静静做检案比对。

蒋工说，几十年来，鉴定的样本也有了变化。随着打印
机的普及，大篇幅的手写样本鉴定越来越少，和打印件相关
的越来越多，案件也越来越复杂，伪造、变造手段也越来越
高。

据介绍，文书鉴定涉及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
件鉴定、篡改（污损）文件鉴定、特种文件鉴定、笔迹或文字与
印文形成时序鉴定、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笔迹或印章印文形
成时间鉴定等很多类型。

“打印件有鬼的也越来越多。”蒋工说起一个让人唏嘘的

离婚案。
一对男女，有过浓情蜜意时，最后却因种种原因劳燕分

飞，协议离婚。本来，双方可以各自追寻美好，却在按协议分
割财产时，出了件怪事——两人各持一份的离婚协议不一样。

具体来说，离婚协议的补充协议由两张打印页组成，第
二页的打印内容、双方签名完全一样，第一页却有一行重要
内容不一样。女方所持的一份约定，价值100万元的财产归
女方所有，男方的则约定归男方所有。

哪份协议有鬼？
受法院委托，蒋工和同事接下了这桩鉴定申请。
他用一根极细的小木棍指着电脑上的检验表对记者解

释：一共提取了男方所持协议上第一页和第二页上都出现的
5组样本进行对比检验，分别是“男”“协”“离”和两组“。”。

记者看到，这5组样本，以肉眼看，在打印件上看不出差
别，可以说如出一辙。可是，经过专业仪器“传送”到电脑上，
却可以看到区别。

“符号的笔画末端形态、笔画尖角形态、细小笔画的搭配
位置、墨粉颗粒的弥散程度、笔画露白等特征差异明显。”蒋
工侃侃而谈。最后，他和同事出具了鉴定意见——不是同一
台打印机一次性打印形成，是换页文件。

两次各借了5000元，对方拿出18万元的借条
二审开庭前，他发现了对方的贪婪与套路

卖方坚持“15年前没把车棚卖给他”
比较了500多个转让，他出了鉴定意见

两份离婚协议财产分配差了一百万元
男方所持的那份有鬼！

制作文书不留空行
以免被添加内容

只借了1万元，对方却拿出了18万元的借条，谁在说谎？
男女双方两份离婚协议财产分配内容大不同，哪份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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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借条中“万”与“伍”字的重叠部分。 离婚协议中的5组样本进行比对检验。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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