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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辖区面积仅有 1.24 平方公里， 位于
“网红城市”长沙最繁华地段五一商圈的
坡子街派出所，坐拥“坡子街美食街”“黄
兴南路步行街”“解放西酒吧街” 等多个
全国游客热门打卡景点， 是长沙接处警
数量最多的派出所之一。

2019 年，随着“守护解放西 ”纪录片
热播， 这间承载着长沙琐碎市井、 充满
“人间烟火气”的派出所走红网络。 10 月
2 日，《法制周报》 记者来到坡子街派出
所，探访“网红派出所”的国庆长假日常。

国庆当天接 40余起警情
10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坡子街派出

所中队长张鹏已经进入忙碌状态， 他正
在处理前一天的一起交通违章事故引发
的纠纷。10 月 1 日，该所 6 名值班民警就
接到 40 余起警情。

坡子街派出所约有 90 余名民警、辅
警，却有出不完的警。 酒吧、饭店、商场林
立的五一商圈， 前来打卡的全国游客众
多， 帮助游客寻找手机、 调解商户顾客
纠纷、 抓捕嫌疑人……都是所里民警普
通的日常。

市民的求助五花八门。 一名整形医
院负责人带着营业执照来报警， 他声称
一名刚做完手术的顾客凌晨走出医院大
门后不见了。 由于未满 24 小时，暂不属
于人口失踪。

一名中年男性乘客到达目的地后 ，
既不肯下车也不付钱， 出租车司机只好
将车开到派出所门口，向民警求助。 看到
民警，男乘客主动下了车。

“您有新的警情，请注意查收。 ”上午
11 时，所里开始热闹起来，接待区已经坐
满了报警的游客和市民， 接警台的值班
电脑不时响起收到新警情的提示音。

“孩子又跑不见了。 ”不多久，另一个
智力残疾少年的父母来报警， 一名民警
和同事一起， 熟练地拿上桌上的电动车
钥匙 ，虽然失踪未满 24 小时 ，但必须前
往现场查看。

坡子街路窄巷深，游人众多，无法开
车。 民警出警基本靠骑电动车， 或者步
行。 配备了执法记录仪等装备的民警，穿
梭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里， 出完警走
回所里已经是半小时后，全身湿透。

午饭时间民警都在外出警
为了处理应接不暇的警情， 大伙儿

干脆放弃了正常的吃饭午休时间。 中午，
值班民警都在外出警。

15 时， 民警们才吃上点的外卖，谢
林洲边吃边询问一名 19 岁的内蒙游客。
不久前， 这名内蒙小伙给一名陌生网友

转账，被骗走了 600 元。
上午 10 时，市民计女士凌晨打车时

丢了一台华为手机，联系出租车司机，对
方却并不理会。 负责调取监控的冯卓，一
直配合她查看到 14 时。

更多时候， 民警们仿佛都是 “万金
油 ”。 两名 8 月份发生过冲突的摩的司
机，在街头狭路相逢，在所里差点又大打
出手。 经过辅警汤海瑞几个小时的耐心
调解，两人握手言和。

18 时， 那名走失的智力残疾孩子传
来消息。 监控显示，他突然从某个路口冲
出，被一辆疾驰的车撞倒。 家人赶来与司
机调解后，将孩子领走。 民警们也松了一
口气。 “对这类警情，民警都格外认真。 ”
张鹏介绍， 自己曾接到一起寻找失踪女
友的求助警情，在调取了大量监控后，发
现其女友已在一场意外车祸中身亡。

19 时，接到市民举报，金线街有家小
超市暗藏赌博的老虎机。 民警在小超市
摇摇欲坠的破旧阁楼上， 查获了一台赌
博机。

22 时许，刚回到所里，一个警组的民
警接到了同一起警情， 他们又出发赶往
报警人所在的王府井商场。 路过人流如
织的国金中心附近， 民警们不停打电话
和报警人确定位置。

……
一整天连轴转， 民警们衬衫后背已

经湿透。 时间已近 23 时，这间繁华闹市
区的小小派出所依旧灯火通明。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

湘雅路派出所现有民警 30 人， 辅警
24 人。 闻名全国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就在湘雅路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湘雅医院急诊、
发热门诊 24 小时照常开放。 如果说，医
院守护的是患者的健康，那么，人民公安
守护的就是社会的健康与安全。 连日来，
该所每日安排 6 名以上的民辅警在岗值
班，30%-60%的警力待命值班，全力维护
一方安宁。

特殊的团聚
“警察同志，有人把我家水电断了！ ”

10 月 1 日上午 9 时 18 分，湘雅路派出所
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 报警人胡某称因
债务纠纷，债权人王某切断其住所水电，
“成心不让我过节”！

民辅警赶到胡某家。 此时，胡王二人
几乎要打起来了。 警察只得把他们分开
带回派出所再做了解。

据值班干部李智明介绍， 债权人王
某在几年前拿了 10 多万存款给胡某做
生意。 没想到，胡某不仅生意失败，而且
还不止王某这一个“大债主”———胡某还
骗走了原本抵押给王某的房产证， 给了
另一位债权人。 因再无财产执行给王某，
两人多次闹到派出所。

“我父亲前不久还在湘雅医院动了
大手术， 医药费都是我借来的， 这家伙
一点钱都不还 ，太无耻了 ！ ”王某越说

越激 动 ，差点 又 要 动 手 ，被 身 旁 民 警
制止 。

在民辅警的轮番劝说之下， 胡某终
于承诺短期内给王某凑一笔钱， 王某也
后悔骚扰了胡某住处。 “警察同志，没想
到我们平时见面得多，国庆节、中秋节又
团聚在一起过节了。 ”胡某突然一句话，
所里的人都笑了。

大部分民警基本都是上有老、 下有
小。 民警李智明的小儿子才出生两个月，
很想与儿子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和中秋
节，但他还是选择了坚守。 翻着手机里孩
子的照片，他笑着说：“倒也习惯了，全家
人都是理解的。 ”

“消失”的父亲
10 时 32 分，接警平台发出急促的提

示音。 湘春路第二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居
民报警说，文化宫外有个迷路的老人。

当出警的罗湘宁、 陈长胜看到一位
穿着正常 、 身体状态也无大碍的老人 ，
“您知道家人联系方式吗？ ”老人没说话，
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只见上面
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人是老人的儿子， 他对自
己父亲“丢了”的事十分震惊。 此前，他将
父亲带到湘雅医院看病， 到了医院才知
道门诊当天不开放， 只有急诊和发热门

诊开放，便把父亲送到出租车上，让司机
把父亲送回家，就自行去处理事情了。 谁
知，的哥还没搞清情况，在第二工人文化
宫附近把老人放下了车。

“我爸爸在哪？ ”过了半小时左右，一
位中年男士焦急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
室。 “你父亲在这呢！ 你可不能再这么
粗心大意了，万一老人摔着了怎么办？ ”
罗湘宁叮嘱道。 男子连声道谢，搀扶父亲
出了派出所。

“忙了一上午，我过节也还没来得及给
我爸打个电话。 ”陈长胜小声地对记者说。

星夜出巡
10 月 2 日， 雨停云淡， 一轮圆月当

空，闪烁着几颗星星。
“我们去夜巡。 ”副所长王梓江一声

令下， 值班民辅警马上换好衣服到派出
所报到。

“平时都在白天巡逻，国庆期间 ，人
车都多，搞一次夜巡对治安更有作用。 ”
多名夜巡民辅警， 加上一批热心的社区
志愿者 ，即刻组成了一支 25 人的 “星城
园丁夜间巡逻队”。

巡逻队员在肩上或胸前贴上荧光
贴，喊着口号 、整整齐齐地列队前进，阴
暗的路段和湘雅医院周边是重点巡逻区
域。 他们所到之处，地面上的“星光”比天
空中的星光更灿烂。据了解，10 月 1 日至
8 日， 湘雅路派出所 4.4 平方公里的辖
区， 包括 6 个社区和湘雅医院均未发生
重大治安案件。

坡子街派出所：

不歇气连轴转，守护解放西的“烟火气”

湘雅路派出所：

守护辖区健康，带来稳稳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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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为失主计女士调取视频监控。

民警联系到走失老人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