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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常会伴随当事警察

从“慎用”到“敢于亮剑”
更须与公众心理相契合

开枪后，蒋清楠也承受了不小的
心理压力。“开这一枪，我没有做错，
程序也合理合法，只是从人性化的角
度，想到对方也有家属，也有自己的
家庭，有一些压力。”他说。

这样的心理，并非蒋清楠特有。开
枪之后的心理压力，常常会伴随许多
当事民警。2008年11月，成都市公安局
民警心理健康保护中心成立。该中心
主任干昌燕说，这走在了全国前列。

干昌燕遇到最严重的一位警察，
“在目睹同事开枪击毙嫌犯后，近30
年再也不敢摸枪，也不愿配枪……”

“与开枪后的警察心理承受力相
比，警方更要面对公众心理承受力。”
成都警方一内部人士说，从“慎用武
器”到“敢于亮剑”的转变，虽是治安
形势变化的要求，但更须与公众心理
相契合，否则警察仍不愿开枪。

“肯定要杜绝不规范用枪，甚至枪支
滥用的现象，以免造成公众恐慌；另一方
面，公众也要理性看待警察用枪，不能
将极个别个案放大为普遍现象。特别是
执法过程中的用枪——虽然规定15种
情况下警察可开枪，但‘规定是死的’，
每个现场都不同，开不开枪需临场判
断。判断准确与否跟警察的业务素质、
临场心理等多项因素相关。”该人士说。

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一个被忽
略了的现象，“长期以来，要求警察执
法时‘亲民化’。这没有错，但也造成另
一种情况：一些当事人面对警察执法，
距离过于接近——无论是现实距离，
还是心理距离。举个例子，有些当事人
面对警察执法，对警察勾肩搭背套近
乎。这其实是大忌，对配枪执行任务的
警察来说，‘我怎么知道你是套近乎还
是为了攻击我？’所以，公众必须意识
到，执法是一个严肃的过程，带攻击的
话不能说，带攻击的动作不能做，这些
都可能会让警察做出错误判断。

“警察用枪更加规范，公众心理更加成
熟。二者形成合力，方能更加有效地防范、打
击犯罪，使整个社会更加安全。”他最后说。

干部任前公示

廖成珍同志（女，52岁，省委党校
大学，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
任、党组成员）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主任。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
或认为该同志在德的方面有不良反
映，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
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2016年
2月25日至3月2日）以真实姓名，通
过电话、信件、网络或面谈等形式向中
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

联系电话：（028）12380
举报网址：http：//12380.cheng-

du.gov.cn
来信地址：成都市蜀锦路59号

610041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北川交通
局获悉，唐家山堰塞湖跨湖大桥——
楼房坪特大桥目前已开工建设，预计
2017年7月竣工。建成后，堰塞湖周边
3 个乡（镇）20 多个行政村 1.5 万余群
众的出行将不再是难题。

5·12地震后，唐家山堰塞湖让北川
漩坪乡、白坭乡以及曲山镇部分村与外
界相隔，给两乡一镇近两万人的出行带
来极大不便。据介绍，这座跨湖大桥主
桥长277.56米、宽10米，总造价为6340
万元，预计2017年7月竣工。通车后，
漩坪乡、白坭乡等地群众，到达北川县
城只需不到一个小时。

邓军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摄影
记者 陶柯

31年老警察和他的

“人生第一枪”

2016年2月17日，从警31年的蒋清楠开了他的“人生第一枪”。
当天晚上7点40分，面对挥刀嗑药男的攻击，这名都江堰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负

伤的情况下，果断拔枪，两枪示警，一枪制敌，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失控（成都商报曾报道）。
说是“人生第一枪”，是指他31年从警生涯中，第一次对犯罪嫌疑人开枪。成都警方相关人士在

评价这起案件的处置时说：“这是民警用枪从重竞技到重实战转变之后一次成功的实战检验。”

唐家山堰塞湖
跨湖大桥开建

管枪
交枪后民警“不会”用枪了

对于用枪，蒋清楠经历了从
熟悉到陌生，又从陌生到熟悉的
过程。

作为一名1986年入警，从警
31年的老警察，枪支对蒋清楠来
说并不稀罕，最开始还像手机一
样，几乎随时随身携带。

“2000 年以前，对枪支的管
理不是那么严格。”蒋清楠说，那
个时候，民警都配枪，还可以带回
家，民警处置警情时，遇到突发情
况开枪的顾虑比较小。

但正因为管理不那么严格规
范，各地警察滥用枪支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

2003年，警方的枪支管理骤
然收紧，并规定民警若违反，不仅
当事警察受罚，所在单位直接领
导、主要领导也要予以处分。这使
得上级领导在用枪问题上格外谨
慎，民警佩枪一律上交，办案取枪
流程也步骤繁多。

蒋清楠回忆：“2003 年新的
规定出台，枪不随人走，而是统一
保管，锁在枪库。枪弹分开，枪放
枪柜，弹放弹柜，两个柜子的钥匙
由不同的人掌握。遇上紧急情况
需用枪，除了经过繁琐的手续批
复同意，还要把几个人聚在一起
才领得出枪。”

严格的枪支管理，也让民
警的用枪观念发生了变化。“那
个时候不敢开枪，所里的人都
说，开枪不如不开，万一没打
对，麻烦就大了。”

从那以后，蒋清楠就几乎没
再摸过枪。“除了几年一次的培训
时摸一下，打几发子弹，平时枪都
很少看到。”

“过去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
约，警察射击训练得不到保障，导
致民警在需要开枪时，顾虑多，底
气缺，信心差。”成都市公安局训
练支队四大队教导员李志说，“由
于长期的刀枪入库、缺乏训练，再
加上一些违法违规使用枪械情况
的出现，使民警练枪、用枪陷入了
一种‘锁得严就不常练，不常练就
不熟悉，不熟悉就不善用，不善用
就不愿佩，不愿佩就锁更严’的恶
性循环。”

开枪
鼓励民警依法果断开枪

民警平时不摸枪的弊端
很快显现。2014年3月1日，
昆明火车站发生震惊全国的
暴恐事件，31 人遇难。据央
视报道，最早赶到的警察大
多没持枪，一名配枪的警察
打光 6 发子弹，未击中暴徒
反被砍伤。直至昆明特警赶
到，果断开枪射倒5名暴徒。

昆明暴恐事件也给警察
留下了深深烙印。蒋清楠清
楚记得，那年5月起，他在所
上值班时，出警时开始配枪。
他是一名社区民警，主要工
作是户籍管理，平时不配枪。

昆明暴恐事件后，社会
舆论对公安民警“敢于亮剑”
的呼声十分强烈。而在此之
前，却一直被“滥用枪支”的
舆论所压倒。与舆论呈现出
的情况不同，警方内部评价
认为，十多年来，在严格的枪
支管理制度下，警察滥用枪
支的事件已非常少。“滥用枪
支只是极个别事件，更普遍
的情况是，民警不愿配枪，更
不善动枪。”李志说。

昆明暴恐事件 1 个月
后，2014 年 4 月初，由公安
部统一部署的“依法使用警
械武器专项训练”在全国公
安系统全面展开。5月起，公
安部明确要求，一线巡警必
须配枪。

四川省公安厅于当年5
月举办了 2 期“依法使用警
械武器专项教官培训班”等
专项培训，并在2015年全面
推开“轮值轮训、战训合一”
实战训练模式。力求全面提
升全省民警依法使用武器的
能力。同时，省厅各级领导也
不断强调“要鼓励民警在必
要时依法、果断、安全、有效
的使用武器制止暴力犯罪”。
成都的民警配枪训练则走在
更前。2006 年，成都市公安
局将成都训练基地搬到双流
牧马山，专门成立警务技能
大队，并与中国香港警队进
行交流取经。

练枪
光打靶没用，得练实战用枪

时隔 11 年，蒋清楠与枪再
次“熟悉”，但他还是感觉到跟以
前的不同。今年年初，蒋清楠来
到牧马山训练基地，进行为期半
个月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职务
素养、警务实战、应急处置、执法
规范。“关于枪械的培训明显多
了，不仅是打靶，现在提倡‘以训
代战，战训结合’，一切都要向实
战靠拢。”他说。

而在“一枪制敌”的三天前，2
月14日，他才刚结束了在双流牧
马山训练基地的培训。虽是社区
民警，但在他的培训内容中，枪械
使用和实弹射击占了很大一部
分。“从枪支的基本学起，拔枪、上
膛、射姿、掩体躲避、彩弹对抗
……”这与几年前的培训完全不
同，“以前就是打靶，现在是向实
战靠拢，每个细节都考虑到。”

训练模式也由强调命中环
数的长距离慢速射击，调整为强
调射击速度和命中密度的近距
离快速射击，并且加入动态彩弹
分组对抗训练。“民警转变为应
用射击训练模式，射击距离缩短
为 10 米以内，射击一发子弹的
时间转变为最迟 2 秒——这些
变化都是为实战而设计的。现实
中，嫌犯很多时候都是动态的，
要准确、果断开枪。”李志说。甚
至连拔枪的情况，训练中都予以
考虑。“现实中，你不可能随时把
枪握在手里，我们要训练如何快
速拔枪、上膛、瞄准等，并保证这
一系列动作连贯流畅。”

安全的诉求，始终贯穿在整
个训练过程中。在实战中，特别
是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先利用掩
体保护自己，明确目标后再进行
射击，“这些意识和训练，从民警
第一次摸枪时，就会反复提及。”

如今，牧马山的培训基地
内，每位民警在3周时间内要进
行80到100发的实弹射击训练。
牧马山之外，各个区市县都有相
应的基层教官，相应开展培训。

针对普通民警的枪械训练
频次也提高了。“现在普通民警
跟特警队经常在抢靶场，都需要
训练。”李志说。

用枪
鼓励用枪更强调安全用枪

2月17日晚，面对挥舞猎刀
的男子，蒋清楠果断两枪示警，
一枪制敌。“我当时想，必须要采
取措施了。”他说。监控显示，男
子将警车内的他捅伤，下车后，
他鸣枪示警，让对方“放下刀”，
但对方却向他冲了过来……“为
了保护群众的安全和自身安全，
我必须打。”蒋清楠说，瞄准腿部
射击，能在不危及对方生命的情
况下，让其失去行动能力。

都江堰市公安局政工监督
室副主任邱兴富认为，蒋清楠在
关键时刻的“一枪制敌”，实际上
反映出民警在用枪观念上的转
变：从以往的不敢开枪，到现在
的“敢于亮剑”、“一枪制敌”。

在鼓励民警“亮剑”的背景
下，如何保证正确用枪呢？《人民
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警
察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进行了
明确规定，包括决水、放火、爆
炸、凶杀、劫持人质等15种暴力
犯罪情况及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除了规定，准确的形势评估
和分级控制是保障。在李志看来，
动用枪械还需对现场进行“形势
评估”，并实行“分层级控制”。“当
其他手段不足以阻止严重暴力行
为时，用枪来阻止。”李志说，用枪
的前提是有“严重暴力行为”正在
发生，必要条件是其他常规手段
不足以制止这种行为。“枪，是最
高层级的控制，只有在其他手段
无法达到控制时才能够动用。”

安全也被提到了一个非常
高的层级。“用枪必须安全，这是
对群众的保护，也是对警察自身
的保护。”

在民警配枪执行任务时，必
须保证枪支在控制范围内。“一
旦配枪执行任务，民警一般会与
对方保持安全距离。枪套佩戴位
置，查缉车辆的站位都有讲究，
必须按规范要求做。”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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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阴天间多云
5℃~13℃ 偏北风1~2级

明日 晴
3℃~16℃ 偏南风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66~96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
保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
和排列5”第16048期
排列 3直选中奖号

码：337，全国中奖注数6821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
33727，全国中奖注数16注，单注
奖金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
级大乐透第16021期开奖结果：
前 区 01 04 09 10 35，后 区 09
11，一等奖3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万元；
二等奖21注，每注奖金432296元
追加7注，单注奖金25937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048期开奖结果：
851，单选853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1890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七乐彩”第2016021期开
奖结果：基本号码：02、01、14、10、
03、07、08，特别号码：18。一等奖2
注，单注奖金1642810元。二等奖8
注，单注奖金32616元。奖池累计金
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底楼KTV噪音扰民
小区业主被吵得难入睡

去年12月，小张搬入新家成都中
和镇香榭国际小区入住，在漂亮温馨
的跃式房屋内享受不到1 个月，同栋
楼底楼的KTV开始营业。音乐声、唱
歌声，KTV内的低音炮砰砰声不断沿
着房内墙壁传来，从晚上8点到凌晨2
点，噪音吵得人睡不着觉。

据了解，小张居住的楼属于商住
两用楼房，一、二层属于商业所用，3
层以上属于住宅。去年12月他搬进去
后，1个月后这家KTV开始试营业。小
张大吐苦水，“在房子里确实声音很
大，频率又高。相较于房内的大声，小
张觉得房外声音又很小。可能是因为
固体墙壁传播的原因，所以特别明显。
是不是声音频率和墙壁产生共振哦？”
小张想不通。

对此，他想了各种办法，“找过小
区物管，物管说他们管不了。找相关部
门投诉，环保局回复kTV低音炮正在
调适，之后会好一些，但也管不了几
天。还在网上发帖求助，都说没办法。”

昨晚，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KTV
工作人员，“此前从来没接到过关于噪
音的投诉，是小区住户吗？”工作人员
确认，“我们的隔音墙都安设特别厚，
就是预防噪音，也有各种隔音设备。”
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会着手了解情
况，根据情况来看如何跟进。

到底是否可能在房内听到噪音而
房外听不到？对此，成都商报记者咨询
了西南交大物理实验中心副主任魏
云，“完全有可能。”魏云表示，“声波可
以通过固体、液体、气体传播，其中固
体介质传播更快。任何介质中传播声
波都会消解，而气体是消解最快的，固
体消解最慢。”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在在20152015年全市特年全市特
巡警比武竞赛中巡警比武竞赛中，，枪械枪械
是重要一环是重要一环

昨日上午，成都万江仓储物流
项目奠基仪式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举行，作为市重点工程项目，标志
着又一国内民营500强企业落户天
府新区，将为该区发展注入新活力。

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虞松波
介绍，成都万江仓储物流项目占地
981亩，分二期建设，项目总投资22
亿元人民币，一期项目拟建设现代
物流仓储、专业粮食平房仓等粮食
物流仓容共计 45 万吨；冷链物流
仓储设施30万吨；研发中心、交易
中心、一站式中心、综合办公楼，配
套污水处理、变配电、机修、消防水
池及泵房等配套设施。据了解，成
都万江仓储物流项目所属的和润
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经营
的民营企业，总部位于浙江省舟山
市普陀区。集团业务涵盖了粮油加
工、现代物流、房地产开发、能源储
运、船舶修造、海洋航运、休闲旅游、
实业投资等多个领域；集团连续多
年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2015
年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15
位、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
69位。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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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又一重点项目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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