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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室的时钟已指向凌晨 1点，刚到案不

久的嫌疑人“还没把事情说清楚”。

张彦滨打开烟盒，空了；捏了捏槟榔袋，空

了。坐在一旁的记者见状掏出兜里的半包槟榔，

张彦滨也不客气，伸手接了过去，“不嚼嚼这个，

下半夜难顶”。

这是“坡所”又一个平常无奇的夜晚。

“坡所”是个简称，它的全名叫“长沙市公安

局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2019 年，讲述坡子

街派出所民警工作的纪录片《守护解放西》播出，

到今年上半年已更新至第三季。3 年间，“坡所”

成了不少外地游客到长沙必去的打卡地，出现在

纪录片中的民警也成了观众心中的“网红”，甚至

还有了各自的“粉丝”。

不过，作为长沙市接处警数量排名前列的派

出所，走红并没有改变“坡所”的日常。用在三季

纪录片中“戏份”都不少的警长任罡的话来说：

“事情还是那么多，案子永远办不完。”

趁着同案的另一名嫌疑人被带进讯问室前

的间隙，张彦滨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

给浓茶续了杯，准备迎接当晚的又一场“战斗”。

重叠

“坡所”在解放西路的一条小巷子里。解放西

之于长沙，大致类似于三里屯之于北京，春熙路之

于成都，但又较后两者有过之。这里有长沙最核

心的商圈，有代表这座城市历史的文化街区，有著

名的“酒吧一条街”，有待拆迁的棚户区。就连“坡

所”所在的地方，也是楼上有酒店，楼后则有餐饮

聚集地。夜里，周遭劲爆的音乐声能穿透所里讯

问室的隔音板，“陪”民警工作到天明。

长沙最漂亮繁华的一面和最复杂隐蔽的一

面，都重叠在“坡所”1.24平方公里的辖区里。

1.24平方公里并不大，但足够所有“坡所人”

忙得脚底抹油。

“要不，你先看看这篇写我的文章？这会儿

实在顾不过来……”第一次见任罡，他正带着实

习民警汪智超在办案区和刑侦办公室之间来回

奔走，把记者晾在了一边。

好不容易，趁着汪智超学习操作警务系统

的时间，他给记者的手机甩来一篇报道链接。

长得一脸正气的任罡在“坡所”已干了 9 年

多，所里的年轻人都叫他“罡哥”。根据那篇报

道，9 年里任罡只有 4 个除夕是在家里度过的。

“罡哥上一次回家过年都是大前年的事了。”汪智

超到所里才几个月，“情报”收集却很充分。

汪智超正协助任罡办一起盗窃案。一位女

子报警称自己价值数千元的手机被偷，通过调取

监控，任罡他们很快锁定并带回了嫌疑人——是

一名 50多岁、身患恶疾的惯犯。据他供述，偷来

的手机已以 500元的价格出了手。

完整办完一个案子并不容易，即使是这种最

普通的盗窃案。讯问报警人、侦查线索、抓捕嫌

疑人、审讯固定证据、办理后续手续……一套流

程走下来，在有的派出所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在

“坡所”处理这样的案子必须以小时计。记录显

示，“坡所”一天中出警的最高纪录是 117 趟，平

均每天要处理的警情也有四五十起。“办不完的

案子在背后推着你，效率不高不行。”任罡说。

每当轮到做值班警长，任罡就要带队从早 8

点值守到次日早 8 点。在“坡所”，民警们都知

道，白天的工作只能算“开胃”，夜里才是“正菜”

上桌的时候。

“一天的警情有四分之三出现在晚上，尤其是

零点到 5点之间。”辅警肖硕经常负责接警，已经

摸清了其中的规律。在接警处“旁听”了几晚，记

者则发现了另一个规律：虽然一过夜里12点接警

处总是一片忙碌，但每到肖硕值班，警情就会来得

尤其猛烈，很多时候上一条信息还没记录，下一个

电话又响了。记者把这个发现分享给其他民警，

他们既惊讶又习以为常：“你也发现了？”

据说，因为接警特别多，同事都说肖硕自带

“吸引警情属性”。

《守护解放西》拍了三季，要论最经典的背景

音，“有新的警情请查收”一定能算上一个。每当

这条在视频网站的弹幕里被网友戏称为“你有新

的抓了么订单请查收”的系统语音在大厅里响

起，“坡所”的民警就又有得忙了。

绝技

肖硕值班的接警台对面有一排长椅，那里很

少有完全空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夜里，常常满满

当当坐一排人。有报警的，有走丢的，有接了朋

友电话来“撑场子”的，也有打架后等着对方从医

院处理完伤口回来理论的……

这些人在“坡所”的下一站，要根据相关警情

轻重和性质来决定：一部分人去了调解室，一部

分进了办案区。

眼下，张彦滨就在审讯一起涉嫌强奸的案

子。几名年轻人到酒吧喝酒，一名年仅 18 岁的

女子深度醉酒后被一名同行男子带回住处，先后

被该男子及其室友性侵。

张彦滨看上去温文尔雅，说话不急不缓，但

他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讯问时常常让心怀侥幸

的嫌疑人不知不觉间“漏嘴”说出实话。

这一次也是如此。当被问到发生性关系时

受害女子是否有明确的反抗动作或语言时，其中

一名嫌疑人含糊其词。张彦滨假装不深究，实则

变换角度和方式继续推进讯问。几个回合下来，

嫌疑人供词开始前后矛盾，张彦滨乘胜追击，最

终从他口中“掏”出了真相。

讯问是做民警必修的技能。在《守护解放西》

第二季中，出现了两位讯问高手。民警刘星宇惯

于以雷霆之势占据主动，当嫌疑人表示要“捋一捋

逻辑”，他一针见血指出“讲真话不用捋，讲假话才

需要捋逻辑”。另一位民警苏济明的风格则完全

不同。一名涉嫌盗窃及猥亵他人的男子面对监控

视频证据依然百般抵赖，负责讯问的苏济明从零

口供定罪的案例说起，讲到接下来的刑事拘留、可

能出现的批捕等流程，最后转到认识到错误和主

动交代问题对实际量刑有积极作用……一番话结

束，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击穿。

大量技术手段的运用让如今的公安工作越来

越智能化，但在日常处理警情时，民警依然会依靠

一些在外人看来近乎“神秘”的力量。

一天，记者随任罡出警处理一起打人事件。

到达现场后，打人的醉汉已离开

了一阵子。任罡也不着急，向目

击者问清嫌疑人逃离的方向后，

他领着记者在附近几条交错的巷

子里钻进钻出。过了一会儿，一个

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任罡视线

里，追上去一确认，正是打人者。

面对记者的惊讶，罡哥显得

很平淡，“这一带走过几百趟了，

有直觉。”

同样的直觉，也出现在任罡的

师父桑圣远身上。《守护解放西》开

拍时，人称“桑团长”的桑圣远已临

近退休年龄。一次，年轻女子小谭

报警称经朋友汪某认识的三名女

子以还手机为由强迫自己给她们

转钱，嫌疑人到案后的供述也与此

相符。但桑圣远直觉到“有哪里不

对”，于是让任罡翻看嫌疑人手机

再寻找线索。果然，微信聊天记录

表明三名嫌疑人事先已串供，而整

件事真正的策划者竟然是小谭报

警时仍坚称其是好人的汪某。

“膜拜‘桑团长’!”《守护解放

西》里，桑圣远类似的“神操作”不

止出现了一次，每一次网友都会

为他刷上满屏的弹幕。同样的感

叹，当辅警秦胜港飞身制服毒贩

时、当情报组民警廖卓通过监控

视频追踪锁定嫌疑人确切位置时

也都会出现。

“坡所”所长黄俊龙曾说，从

警 20 年的经验、态度和不断提升

的洞察力与思维能力让“桑团长”

成了所里的“定海神针”。而这

些，大概也是他和“坡所人”各自

绝技的来源。

琐碎

“给罡哥留点。”

在接警高峰来临前，“坡所”

的值班民辅警聚在一起吃了顿消

夜。惦记着任罡前往一家酒店处

理游客因行程码问题无法入住的

警情还没回来，汪智超帮他“拦

截”了一盒蒸饺。

作为我国法治建设最基层的

单位，“坡所”与别的派出所一样，

极少有惊天大案，多的是家长里短

一地鸡毛。比如那个晚上，光是行

程码就跟任罡较了两次劲：到了凌

晨 4点，几名酒后闹事的外地游客

被带回所里配合调查，在门口扫健

康码竟有人手机弹出了黄码……

一天深夜，一位一身黄铜色、

在街头扮演铜像的男子被带到

“坡所”。因为造型独特，在大厅

等候时，每个人都会多看他几眼。

“铜像人”进所的原因是一名

年轻的卖花女子报警称被他骚

扰。“是她先对我‘有意思’，只是

不承认。”年过五旬的“铜像人”急

切且笃定地辩解道。当被问到对

方如何“有意思”时，他的回答让

民警大跌眼镜，“因为她总在街对

面和我差不多同时来回走动”。

相似的情景，在《守护解放

西》第二季也出现过。一名男

子尾随和电话骚扰一名女子近

一年，且同样认为女子对自己

“有意思”，原因则是两人共事

时女子“从我旁边经过”以及

“我给她发微信后她就会更新

朋友圈”。听了男子一番陈述，

一向思维敏捷的苏济明也扶额

沉默，许久后才说：“根本就不

存在那么多的‘意思’。”

老人迷路、买到假烟、手机

被盗、司机绕路、吃“霸王餐”……

天快亮时，肖硕终于有时间把此

前没来得及记录的警情逐渐补充

完整。在“坡所”，调解室是利用

率很高的地方，因为超过六成的

警情都是达不到立案标准的。记

者采访期间，遇到的也大多是鸡

毛蒜皮的事：两位号称有10年交

情的女子酒后打得彼此披头散

发、满脸血印；一位声称“重金娶

妻子过门”的男子因觉得网约车

司机言语中有“歧视女性”嫌疑，

拉着对方到“坡所”非要让民警论

个对错……

案子不大，迷惑行为、戏剧

化场景却不少。记者到所里的

第一天，民警就带回了一位异

装男性，他被抓的原因是在商

店偷女性用品。

“《守护解放西》是否有剧本

或情节编排”是三年多来围绕这

部纪录片最大的争论之一。毕

竟有的案件“连段子都不敢这么

写”。“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彩

排，大家看到的就是民警工作的

日常。”曾是“坡所”中队长的陈

慧参与了三季纪录片的拍摄，熟

悉其中的每一个案子。

每一天，“坡所”人来人往，

张彦滨开玩笑说像在流水线工

作。只是这条流水线的每一环

都可能影响某人的一生。

《守护解放西》第一季里，

一位年轻男子因创业遇挫，在

一次与女友争吵后冲动之下砸

了自己的店并意图跳楼轻生。

任罡和同事花了几个小时对他

进行劝解后趁机将其救下。在

民警的鼓励下，男子表示会回

老家重新开始。

让任罡没想到的是，后来

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女孩专程来

找他。原来因为生活不顺女孩

多次想要轻生，偶然间看到这

段 故 事 后 她 被 民 警 的 言 语 打

动，最终放弃了极端的念头。

“回去后，她还给我们点过奶

茶。”说起这件事，西北大汉任

罡也露出了微笑。

迷醉

网友送给《守护解放西》的弹幕中，有一句话

出现频率特别高——“酒：又是我背锅”。

解放西路是长沙酒吧的发源地，仅是“坡所”

的辖区内就有超过 30 家酒吧，再加上数量众多

的餐馆、KTV，每到夜幕降临，那片区域空气中的

酒精浓度就一路飙升。

喝酒前，人还在路这头；再醒来，可能已经到

了另一头的派出所。值夜班时，“今晚捡了几个”

是民警间常见的对话。有的人打车到解放西“续

摊”，到了目的地推开车门就如软泥般瘫在地上；

有的人酒醉后四仰八叉睡在路边，被架回所里还

要问一句“这是哪儿”；最新一季纪录片中，一名

男子全身赤裸躺在路边吓坏行人，酒醒后他却说

当时以为已经到家，脱衣就睡了……

酒精蒙蔽理性。在“坡所”，酒精催生的警情

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打架斗殴，“值班一次遇上

七八起都不足为奇。”一天凌晨，张彦滨正跟记者

说着话，两拨身上都有“挂彩”的人醉醺醺地走进

了大厅。出警民警初步了解，打架原因只是因为

有人被另一方半开玩笑半嘲讽地说了声“好胖”。

每天都有人在“坡所”发酒疯。一位大学生

模样的女游客喝高后摇摇晃晃撞倒了一位孕

妇。或许是仅存的清醒告诉自己闯大祸了，女子

进了派出所后一直装疯卖傻哭闹不停，吵得负责

看守的辅警周郁航直捂耳朵。至于醉到用言语

威胁乃至手抓脚踢办案民警的，更是不计其数。

醒酒室是“坡所”一处神奇的地方。无论酒

后闹事者当时多么“难搞”，在里面待一晚立马成

了“守法公民”。于是有民警总结说：“喝醉了，整

个长沙都是我的，酒醒了，我是长沙的。”

有人说，没了酒精，《守护解放西》会少一半

的吸引力。不过在纪录片总策划唐剑聪看来，

“酒精作祟”背后的现实和警示才是普法节目最

大的价值。在第二季中，一名年仅 16 岁的少年

酒后失足从楼梯摔下，因颅内出血不治身亡。网

友看到这一段，在表达惋惜之余，也少有地刷出

了严肃的弹幕：珍惜生命，适度饮酒。

用真实的案例来普法，宣传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是众多参与纪录片拍摄的“坡所”民辅警

共同的愿望。一天凌晨，有居住在太平街的群众

报警称一名陌生的年轻女子闯入屋内撒野，记者

随民警肖明澄赶到时，女子还趴在地上，眼神涣

散，嘴中呢喃不停。

“身上没酒味，可能是吸毒了。”肖明澄初步

判断。他让记者搭把手，再加上一名辅警三人架

起女子往外走。半路上，女子突然清醒，一边使

出与身体不相符的大力气挣扎，一边又是喊“救

命”又是哀求“放过我吧”，哭喊声划破了老街深

夜的宁静。

一路趔趄着把女子带上警车，记者三人都长

舒了一口气。虽然早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

景，但发动车子前肖明澄还是叹了口气说：“年纪

轻轻的，玩点儿什么不好，非要沾这个！”

冷暖

在《守护解放西》第一季里，一对 50 多岁的

情侣出现情感纠纷，女方拿了男方牌桌上 100 元

钱，后者就报了警。民警易点赶到时，女方情绪

很激动，拉着易点说着自己过去的付出和委屈，

可现在对方连 100元都不愿给她。

“我很想站在你这边，可是法律不允许。”现场

调解时，易点这句话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而类似

这样法与情的冲突在“坡所”时常都在上演着。

一天，记者随民警阳劲前往处理一起涉嫌寻

衅滋事的警情。到了现场得知，涉事男子从朋友

处得知前妻在从事卖淫活动，一气之下找到其住

处砸烂了屋内的东西。“就算离婚了，她也该为孩

子考虑啊！”事后男子并未逃离现场，反而拉着记

者哭诉起来。

出生于1997年的阳劲见到这样的场面也不免

有些错愕，“但一码归一码，砸东西肯定是不对的。”

大多数进了“坡所”的人，都不是扁平的符号

或形象。假称吸毒、杀人的小伙儿创业失败又长

期缺乏家庭温暖，“跟踪狂”女孩背后是一段不幸

的婚姻，一位男孩醉酒后不断叫嚣着自己的父亲

是湖南省贩毒老大，民警一查，“老大”是假，但男

孩父亲因贩毒正在坐牢却是真……

记者在“坡所”的最后一晚，大厅里闯进了一

名白衣男子，要求能把他关多久就关多久。原来

一天前男子的妻子拿着家里的 20余万元存款不

知去向，而这笔钱是男子给自己经营的理发店里

的员工准备的当月工资。

“我该怎么办啊！”面对男子的恸哭，见惯了

世间冷暖的民警也不由沉默了。

在《守护解放西》的镜头下，过去包裹在冰冷

制服下的“警察叔叔”有了血肉，有了个性。民警

张鹏总是以一张严肃的“扑克脸”示人，但他会自

掏腰包为80多岁的独居老人换锁开门，后来还给

老人送去自己的旧手机方便联系。民警刘毅昇面

对一位因儿子意外去世而动手打人的父亲，没有

呵斥，而是讲了自己刚工作时父亲重病、母亲离家

出走的故事，“我能怎么样，人生总要过下去。”工

作时气场十足的刘星宇在镜头前却有很重的“偶

像包袱”，反复确认自己有没有驼背、歪肩……

《守护解放西》走红后，“坡所”和片中出镜的民

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有人专门来派出所外

打卡，有人见到民警“真身”会拉着他们合影，还有

青少年因纪录片立下了要当警察的志向。“人们都

说‘坡所’成了网红，但我还是希望大家更多通过

纪录片学法、懂法、守法，我们的工作贴近群众，但

绝对不娱乐化。”和绝大多数“坡所人”一样，陈慧

保持着冷静，也感受到“成名”后的压力：“有那么

多眼睛看着我们，每一次执法都不能大意。”

又是一个凌晨。阳劲和同事正带着一群醉

酒闹事的人走在回所里的路上。有认出他的女

孩子大声喊着“好帅”，也有路人追问是不是在拍

《守护解放西》第四季。

忙着手上的工作，阳劲他们无暇作答。

《守护解放西》走红后，常有游客前来打卡，不少人还摆出“被捕”的姿势拍照留念。 毛哲峰 摄/视觉中国

任罡（左）和同事在工作中。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供图

凌晨，民警肖明澄和同事扶着一位疑似吸毒的女子在回派出所的路上。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民警张鹏（前一）带队在长沙五一商圈巡逻。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