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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道生认为人生陷入
低谷的时候，迎来了他的 31岁
生日。

晚上，父母和孩子围坐在
一起，妻子买来了蛋糕。一家
人对杨道生说，你许个心愿。
杨道生镇定了一下说：“过生日
许愿有个说法，就是要默许，
不要让别人知道，但是今天，
我要把我许的心愿告诉大家。”

稍做停顿后，杨道生继续
说：“作为一个儿子，我没有做
到很好；作为一个丈夫，我也
不称职；作为爸爸，我也没有
对孩子更多地关心。因为我是
一名警察，不过，我希望能够
做一名合格的警察，希望能够
通过我所学的知识，研发一套
追逃软件，通过科学技术证明
自己，同时帮助一线的民警，让
他们少一点危险多一点帮助。
我希望家人能够支持我，让我
完成这个心愿。”杨道生许完这
个心愿，妻子发现，一直很刚

毅的丈夫，居然眼眶湿润了。这
个生日的气氛，瞬间多了一份沉
重。

第二天晚上，杨道生下班
后，有了新的发现，久没有光顾
的电脑桌旁边，多了咖啡和靠
枕。杨道生永远记得妻子对他
说的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实
现你的心愿，但是，你也一定
要注意身体。”这次，杨道生发
现，妻子流泪了。

2008 年 8月，杨道生攻破
了软件的最后一道程序后，把
整个研究成果呈到了领导面前。
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不过，只有
杨道生知道，虽然软件的研究
已经完成，但如果不经过实战，
在实战中不能发挥作用，等于
一年多的工作白干了。

两个月后，杨道生接到局
里禁毒大队打来的电话说，最
近在查一个贩毒的案子，但是
狡猾的上线由于是通过网络销
售，一直没有抓获，希望杨道

生协助。杨道生接到电话后，
觉得检验软件的机会来了。在
该软件投入实战的时候，杨道
生很是小心翼翼。出乎所有人
意料的是，仅仅三天后，杨道
生便把该上线的地址锁定，告
诉了在一线的民警。一线民警
果然循着杨道生提供的地址，
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成功了！”接到战友的报
喜电话，杨道生吐了一口气后，
大声地把这三个字喊了出来。
局领导得知后，也对杨道生表
示祝贺。“给这个软件取个什么
名字呢？”杨道生随口问领导。
领导说，犯罪分子对于我们老
百姓和警察来说，犹如老鼠，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老鹰就
是专门抓老鼠的，你这个软件，
就是网络里的神鹰，就叫“网络
神鹰”吧。

由此，后来享誉全国的网
上追逃神器“网络神鹰”诞生。

常德澧县民警杨道生被称“神鹰之父”，受孟建柱接见——

他给逃犯装上“GPS”，6年抓捕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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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简单的数字：6 年，12000 余人。

如果我这样解释，这是一名普通警察 6 年来参
与抓获的 12000 多名网上逃犯，你肯定会感到
惊讶。但是我接下来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完
成这个战绩，作为警察的他几乎是足不出户，
你无疑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而这一切，他确
实做到了。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随着“网络神鹰”的诞生，
杨道生的工作也开始繁忙了
起来，2010 年 9月30 日，他
更是在破获当年全国特大传
销大案中立下汗马功劳，并一
战成名。紧接着，在当年湖
南省首列网上侵犯著作权案
中，杨道生依托“网络神鹰”
技术，给抓捕主犯创造了条
件，随着主犯的落网，这一涉
案 600 多万元的侵犯著作权
案也画上了完美句号。

“网络神鹰”虽然在湖南
战场频频告捷，但是如果离
开了湖南，“网络神鹰”是不
是也能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
用呢？

2010 年腊月的一天，寒
气逼人，在电脑前忙碌了一
整天的杨道生关上电脑正准
备休息，可就在他刚躺下时，

手机响了起来。
出乎杨道生意料的是，

电话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
局刑侦大队队长打来的。该
队长在电话里说，在公安系
统里无意中发现了杨道生发
明的“追逃神器”“网络神鹰”，
希望能够获得帮助。

原来，就在当天，滨海
新区公安局辖区，发生了一起
恶性抢劫伤人案，四名男子
持刀抢劫了两名女孩并致女
孩重伤。案发后，当地警方
立即展开了侦查，并确定了一
名犯罪嫌疑人正在上网聊天。
可是凭借当时的技术，当地
警方无法对其采取强制上网
追逃及网络侦控。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他给杨道生打来
了求援电话。

杨道生一听，睡意全无，

2010 年，常德澧县公安局
破获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网络传
销大案，因其涉案价值过亿元，
涉案人员超万人而成为当年公
安部督办的大案。历时一年后，
该案告破。

而回顾该案，有一个普通
民警的名字却无法绕过，他就
是杨道生。他用特殊的技术手
段，在网上成功地获取了该案
中顶级传销人员以及下线 500
多人的网络传销电子证据，具
体到每名传销人员的投资明细、
获利明细、上下线结构关系等
等。在随后的收网行动中，他
又利用“网络神鹰”软件，将
主犯定位，为这个大案的告破，
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杨道生是个什么人？“网络
神鹰”这个软件，又是如何研
发出来的呢？

2006 年，这是杨道生踏入
公安系统的第九个年头。回顾
9 年的从警生涯，杨道生发现自
己的工作并不是十分出色。由于
身高只有 1.61 米，身体素质也
不是很强健，杨道生被称为“小
警察”，很少有机会去一线打击
犯罪分子，这对于一个警察来
说，多少有一丝丝遗憾。

而就在这一年，澧县公安

局的一纸调令，让杨道生很是
振奋。澧县公安局为了加强网
上追逃，决定把杨道生调入澧
县公安局网监大队。杨道生大
学学的就是计算机专业，这让
他觉得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在网监大队经过近一年的
摸索后，杨道生发现了一个现
象，在全国绝大多数县一级的
公安机关中，当时还没有直接
用于网上追逃的全天候跟踪监
控工具。“我当时觉得，如果能
够研发一套用于网上追逃的软
件，打击犯罪，这就会为我们
公安系统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
的方便。”

有了这个想法，杨道生第
一时间便向领导汇报。领导一
听他的这个想法，觉得很有创
意，承诺提供最好的研发环境，
希望他能攻破这个难关。这个
想法虽然很完美，但是要真正
实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杨道生虽是计算机专业毕
业，基础打的比较扎实，可要
研发软件，知识储备还不够。“每
次遇到难关，不知道查阅了多
少资料，请教过多少人。”杨道
生说，有一段时间，由于打电
话给曾经的老师实在是太多了，
一旦老师没有接到电话，心里

就发怵，“总担心老师是不是不
愿意接我电话了”。那段时间，
杨道生的心情也很差。“很多次，
我真的想放弃了。”

让杨道生更纠结的是，他
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引起了家
人的抵触。

“老婆反对，主要是为我的
身体担心。”杨道生说，“到后来，
只要我趴在电脑前，她就条件
反射一样冲我发牢骚。”

当然，妻子的“条件反射”
杨道生很理解。“那段时间，家
务事，孩子和老人，我几乎就
没有时间管了，什么事情都压在
我爱人一个人的肩膀上。”其实，
反对的不止是妻子，父母对杨
道生的做法意见也很大。

为了缓和家庭矛盾，杨道
生不得不暂时终止了软件的研
发，并跟家里人承诺，以后再
也不涉足此事。

做出承诺后的杨道生也确
实做了几天乖老公好爸爸。可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家人又
发现杨道生有了“重操旧业”的
迹象。为了阻止杨道生，全家
人便开始集体声讨，“我成了全
家人的阶级敌人，家里人甚至
电脑都不让我碰了”。

根据对方提供的基本资料，
他打开电脑启动了“网络神
鹰”。两个小时后，杨道生监
控到，该犯罪嫌疑人已经在
河北任丘县某网吧上网。掌
握到详细地址后，杨道生把
定位到的犯罪嫌疑人具体地
址告诉了天津警方。仅仅半个
小时，嫌疑人便落网。

2011 年 4 月，江西省横
峰县接连发生了30 余起盗窃
移动基站蓄电池大案，涉案
金额高达百万。当地警方虽然
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但
是为首的犯罪嫌疑人姜某并
没有归案。不过被抓的犯罪
嫌疑人透露了一个信息，姜
某喜欢上网。横峰县警方看
到杨道生的“网络神鹰”软件
介绍后，给他打来了电话。杨
道生了解到案情的基本情况
后，又一次启动了“网络神鹰”，
并很快把犯罪嫌疑人在南昌
的位置锁定。担心横峰警方
错失抓捕姜某的时机，杨道
生跟南昌市公安局取得了联
系。让横峰警方感到吃惊的
是，两个小时后，他们便接到
了南昌警方打来“姜某已经落
网”的电话。

为了适应抓捕工作，杨
道生根据实际情况对“网络神
鹰”不断进行了升级，功能

也得到了不断的增强和完善。
其战场除了在湖南本地外，“网
络神鹰”更是飞到了四川、山
东、福建、天津、江西等全
国十多个省市，数百个县市区。

“网络神鹰”也被称为“追逃
GPS”。

湖南省公安厅公布的资
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自从
杨道生研发的“网络神鹰”诞
生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借助该软件成功抓获网络逃
犯 12000 余人，其中重特大
逃犯 950人，命案逃犯 450人，
仅在 2011 年全国展开的“清
网行动”中，“网络神鹰”更
是大显神通，成功抓获逃犯
1000 余人。

为此，“网络神鹰”荣获
了2011年公安部基层技术革
新一等奖，湖南省公安厅创
新单项奖一等奖。作为“神鹰
之父”的杨道生，也获得了
很多个人殊荣，并受到时任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接见。

“小警察”的大梦想

生日的特殊心愿

给逃犯装上“GPS”

2012 年 3 月，杨道生（右一）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前排左一）
介绍“网络神鹰”追逃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