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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司法警察”

郭
蒙

孙
勇

李好

臧书佳臧书佳

成为司法警察之前，他们四个人各
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孙勇出身法学科
班，臧书佳顶着特警光环，郭蒙曾经作为
交警风雨无阻两个年头，李好则经历了
武警、森林公安到司法警察的跨越。但
他们的“警察梦”始终不变。采访时，他
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强调——“我们是司
法警察”。

在工作与生活中，他们时常面临来
自外人甚至同事的不屑与误解，“你们法
警 工 作 这 么 简 单 ，不 需 要 高 强 度 训 练

吧？”“干的都是保安的活，何必那么拼
命。”……对这些言语，他们有过气愤
和委屈，也有过无奈和自嘲，但从未降
低对自己的要求，并且身体力行地影
响他人。每一次结束外警训练回到单
位，他们都会被好奇又好学的同事围
住打听情况。“人家外国警察，都是怎
么 训 练 的 ？”“ 这 次 又 学 了 什 么 新 招
数？”

作为教练员，他们对警务技能和
训练方法的追求，源于热爱、始于责

任。提高一分个人技能，就能提高一
分履行职责的能力；提高一分训练效
果，就能提高一分司法警察队伍集体
水平。

明年起，每一年的 1月 10日，都将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警
察节”。节日不会成为休息的借口，而
是继续奋斗的激励。司法警察所有的
坚持与汗水，都将继续指向捍卫公平
正义、维护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幸福生
活的初心使命。

说起“警察”二字，人们脑海里浮现
出的，往往是刑警、特警、交警、社区民警
等，却很少注意到法院里的“警察”——

“司法警察”。
“知名度”不够高，作用却不小。在

审判区域绷紧神经，负责维护秩序的，是
司法警察；在执行现场，直面情绪失控的
当事人，保护现场人员安全的，也是司法
警察；安检、值庭、送达、拘传、提押、配合
强制执行、执行死刑……司法程序的各
个环节，都有司法警察的身影。

作为常常被公众忽视却又不可或缺
的群体，司法警察从未把自己当作“摆
设”，一直致力于提高警务技能和完善训
练体系。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警
察教练员队伍建设，通过成立“全国法院
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举办教练员教
学技能竞赛、组织首次警务实战教官团
西部送教、组团参加 18 届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等，激发广大司法警察业务
骨干投身教育训练事业的热情。

近年来，为推动司法警务工作紧跟
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部分司法警察教
练员自发参加了其他警种甚至国际性高
层次警务实战教官培训，将先进的执法
理念和训练经验引进来，成为探索实战
化训练道路上的先锋。

孙勇：正确理念是一切行
动的基础

孙勇，陕西省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2018
年至 2019 年间，先后 4 次参加 PTK 国际
警务战术防卫体系教官培训，获得 PTK
国际联盟徒手与警械专项一级教官认
证。

PTK全称Pekiti-Tirsia Kali，是菲律
宾的一个武术体系，它源于战场，具有很
强的实战性，可以使用棍棒、雨伞、球拍、
钢笔、卷起的报纸或杂志等日常生活中
随手可得之物进行防卫。其警务防卫与
控制体系符合现代防卫术特点，有先进
的防卫理念，科学的训练方法，是当前多
数发达国家军警部门引进的一种训练模
式。

比起大多数警察对枪支的偏爱，孙
勇对这种“冷兵器”培训更感兴趣。

“这个体系讲究技巧，训练内容主要
是防卫与控制，与司法警察所需警务技
能的联系紧密。比如，PTK 更加适合贴
身近战，核心技术C手控制，正是我们司
法警察最常用的，押解时抓握被告人肘
部时的控制手法。”聊到熟悉的领域，孙
勇边说边比划了起来。

中国的 PTK 培训场地设在上海，通
常利用周末举办。孙勇第一次报到时，
已经将近半夜 12 点，但他不觉疲惫，与
教官一直聊到凌晨 2 点。教官告诉孙
勇，PTK 培训实际上是一个提供技术的
平台，最终由学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
适合自身条件也最擅长的技术。

“这对我之后的训练设计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孙勇逐渐从具体的招数教学
转变为“原理”教学，无论是徒手技能还
是警械武器使用，他都要向警员仔细解
释“为什么”。

参加外警培训以来，孙勇接触了许
多其他警种和国外的警察。职能与所处
社会环境的异同，让他一直在琢磨司法
警察的执法理念。在孙勇的心目中，如
果没有树立正确的理念，拥有再精湛的
警务技能，也处理不好矛盾冲突。

“理念，应该是一种防御意识。”思考
之后，孙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效“防御”的前提是随时“戒备”。
情绪失控的当事人，往往会毫无预兆地
采取行动，司法警察必须在极短时间内
作出反应。

多年前的一起执行案件，让孙勇至
今难忘。当时，现场扣押了多台挖掘机，
被执行的一名员工趁着在场众人不备，
偷偷爬进法官背后一台挖掘机的驾驶
室，准备用挖斗袭击正在与被执行人谈
话的法官。

“危险！”
一声大喝，孙勇将背对着挖掘机的

法官扑到一边，自己却暴露在挖斗下。
一时情急，孙勇将手中早已打开的警棍
打向挖斗，借助反作用力让身体滑离了
危险范围。

“朋友和同事调侃我是‘新时代的堂
吉诃德’，但如果不是那根小小的警棍，
我很可能受伤。现在遇到类似情况，我
会先观察现场，派人把位于法官身后的
挖掘机守住。”经过多年工作和系统内外
训练的洗礼，“防御”理念已经深深植入
了孙勇的脑海。

“戒备不是姿势，是你的思维和意

识。”2014 年，孙勇参加首次全国司法警
察枪械使用培训班，教官的一句话深深
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身为司法警察，任务是观察，目的
是保证安全，及时处理紧急情况。”孙勇
习惯将所有危险考虑在内，不放过任何
一个细节，时刻从工作中汲取经验。

有一次庭审结束，孙勇正在把被告
人押出法庭，突然感到后背一疼。原来
是被害人亲属将手中的热水杯扔向了被
告人，恰巧砸在孙勇背上。从那以后，
孙勇每次带被告人离开法庭，都会把他
们放在身前，用身体完全挡住被告人，
从而避免再次发生背后袭击被告人事
件。

最近，孙勇向自己所在警组再次强
化了装备要求，出警时必须带齐单警装
备，每名警员都要佩戴执法记录仪，处突
小组要配备枪支等，确保一旦出现突发
情况有备无患。

孙勇的措施刚刚实行一个多星期，
就有警员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感觉自
己更像警察了，执法的时候底气更足、自
信心更强。”

“有人笑话我所坚持的措施，觉得小
题大作。但这么做，既是为了保护警员
自身安全，更是对大家规范执法的有效
监督。”当年，支队长郑重的一句话，让孙
勇始终难忘——“实战教练员所做的每
一件事情，都关乎基层警员的生命。”

臧书佳：从特警到法警

到底什么是实战化训练？
“人们把实战理解得有些片面，以为

是电影里的打打杀杀，其实实战就是在
实际的工作环境中进行‘战斗’。”臧书
佳，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成
员、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工作室
特聘专家、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警支队保卫科副科长，一直在思考这
个问题。

臧书佳形象地将普通训练和实战训
练比作驾校考试中的科目二和科目三。

“在普通训练中成绩合格，就是通过
了科目二考试，掌握了基本技能，但这和
实际开车上路还有很大区别。实战化训
练则类似科目三，在保证各方面训练安
全的前提下，训练他们在真实战斗环境
中作出反应。”

2015 年起，臧书佳开始接触各类外
警培训，先后参加了 2016 年国际防卫手
枪协会（IDPA）、2018年国际实用射击协
会（IPSC）武 器 培 训 ，并 在 成 都 中 院 党
组、法警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9 年
公派参加警察执法规范化武力使用国际
专训。

“我主要关注外国教官组训的方式，
以及施训技巧。他们对学员由浅入深、
由慢到快的教学过程，也是我学习的重
点。”每次参加完外警培训，臧书佳都会
将学到的内容充分吸收，结合司法警察
工作特点进行内化后更新自己的训练课
程。

“拿射击来说，从 50 多岁的老同志
到刚入职的年轻人，经过我设计的训练，
都可以做到熟练打靶。”对于自己的训练
方法，臧书佳自信满满。他所采用的靶
纸是一张画了许多圆圈的A4纸，目的是
提高射击精度，最大化用枪效果。

“这也是我从外警那里学来的方法，
很多其他警种的同仁都在借鉴。”

臧书佳所在警队新
来的警员杨利涛，绰号

“杨五爷”，5 发子弹可
以打出 5 个十环；而绰
号“孔十娘”的新警孔祥
玉，则能打出 10 发子弹
10 个 十 环 的 好 成 绩 。
他们此前在学校还从未
有过这样的好成绩。

“‘安全’在我的各
项实战化训练中处于不
可撼动的绝对首位。”谈
及训练原则，臧书佳的
声音斩钉截铁。

“装填子弹！”
“枪弹结合！”
“排除故障！”
在接触实弹射击之

前，所有人都要通过一系列看似简单却
意义非凡的规范化操作考试。臧书佳时
常还会增加难度，在子弹中混入训练假
弹或下达“退弹”口令，以此考验警员短
时间内头脑清楚安全操作以及排除手枪
故障的能力。

“ 射 击 成 绩 不 能 简 单 用 环 数 来 衡
量。‘10’环前面的‘1’是安全意识和安全
操作，没有这个 1，再多的 0都只是 0。”臧
书佳认为，一些司法警察使用枪械有一
个错误心理：基础越不牢，安全操作越
差，越在乎射击环数，从而继续忽略基础
和操作。“最后形成了一个怪圈——担心
危险，忽略训练，技能缺失。”

“打破这个僵局，就要通过科学有效
的训练，安全使用枪械。”臧书佳说，“如
何与武器和平相处，如何把它们当成第
二战友，规范安全的操作格外重要。”

在成为司法警察之前，臧书佳是一
名特警。对他来说，从特警到法警，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需要面对新的专业、
运用新的思维。

“当特警时，遇到的往往是穷凶极恶
的犯罪分子，可以大展拳脚。但是在法
院，你可能要与危害法官及审判秩序的
突然暴力打交道，更考验司法警察的能
力和水平。”

臧书佳曾经经历过一起惊险的值
庭。被告人涉嫌故意杀人，经鉴定患有
精神疾病，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就在法槌刚刚敲响的瞬间，情绪激动的
被害人父亲从旁听席第一排一跃而起，
跳进审判区域，举起手中的笔刺向被告
人。

“被害人家属的行动前后不过一两
秒。好在我们反应迅速，及时将其控制
住并带离审判区域进行训诫，才没有出
现事故。”同为父亲，臧书佳对被害人家
属的心情表示了理解，“但是法庭秩序不
容破坏，所有人都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官
作出的审判。一旦疏忽大意，不仅是司
法警察的失职，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严重
的法律后果。”

郭蒙：警务技能至关重要

履行司法警察职能并不简单，对个
人的警务技能要求很高。作为执法人
员，司法警察必须做到既能保护自己，又
能保护嫌疑人以及无辜群众；既不能对
行为人造成过多伤害，又要保证在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合理有效的控制。

郭蒙，陕西省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
蓝田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她自称是个

慢性子，喜欢射击时专注目标的感觉。
2016 年，郭蒙参加了全国法院司法警察
技能大比武活动，意外发现自己的射击
成绩在全省数一数二。2019 年，她报名
了国际防卫手枪协会（IDPA）枪械培训，
并取得 MM 级射手（精准射手）认证；同
年，在蓝田法院院领导全方位支持下，公
派参加警察执法规范化武力使用国际专

训。
“现有的司法警察训练，动作

和内容过于基础。而外警训练由
国际知名专家和国内实战教官组
成教官团队，讲授的是世界警察
实战训练最前沿的技战术和当前
国内警务实战训练最新研发训练

成果，实战意义非凡，值
得我们借鉴。多参加这
类训练，有利于在执法
层面、自我保护层面上

提高个人警务技能。”郭蒙说。
蓝田县矛盾相对较少，遇到突发、危

险情况的机会也少，但郭蒙并不认为可
以因此放松对司法警察警务技术的要
求。“我一直在关注这类训练项目。身为
教练员，只有自身技能过硬，才能更好地
开展教学。”

每个季度，全市两级法院司法警察
都要进行技能考核，郭蒙所在大队属于
基层区县大队。由于没有固定的司法警
察教练员，再加上警员多是新人，往往连
简单的警棍术也做不来，季度考核成绩
一直在全市排名靠后。

2018 年夏季，郭蒙参加全省法院司
法警察教练员教学技能竞赛，获得警务
技能类三等奖，被正式任命为教练员，开
始接手蓝田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的警务技
能训练任务。为了取得良好的考核成
绩，激励警员尽职履责，郭蒙设计了一系
列针对当季考核内容的训练计划。自从
接管训练工作以后，郭蒙从加强理解、增
加强度、提高效率入手，警员信心逐渐增
强，几乎每季度考核成绩都能闯进全市
前六名。

“司法警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警种，
警务技能水平至关重要。优秀的考核成
绩有利于增强警员的职业尊荣感和自我
认同，从而提高工作责任心和上进心。”
郭蒙深信，一名司法警察，若是能力不
强，处理问题便会不得要领，长此以往，
责任心也会随之弱化。

训练新警时，郭蒙常常把他们带到
法庭、羁押室、囚车旁模拟现场，将每一

个动作拆分成细节讲解。“以简单的上
铐动作为例，司法警察要在短短一瞬
间作出判断。处于什么具体情况下？
先铐哪只手？采用什么站姿？铐上之
后的后续动作怎么做？这些都要在平
时的训练中考虑到。”

郭蒙曾在交警队执勤两年，对交
通事故处理非常在行，常常会设计一
些与交通有关的突发事件。

“停，现在囚车遇到交通事故，车
子抛锚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在训
练警员押送被告人时，郭蒙突然出了
一道题

“ 我 们 押 解 犯 人 的 法 警 原 地 不
动。”“我负责下车观察，根据事故现场
和车辆的具体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
协调相关人员处理。”“如果车辆无法
重新发动，就要及时调换新的囚车。”
警员们纷纷发言并作出行动。

一开始，郭蒙主要抱着提高个人
警务技能的目的报名参加外警训练，
但通过交流学习，她发现，参加外警训
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司法警察的教育训练工作不应
拘泥于传统模式，为完成训练任务而
训练，而应该多思考、多探讨、多借鉴，
充分拓宽学习渠道，做到真学习、真提
高，真正掌握更加具有实用性、实战性
的技能。”郭蒙说。

参加外警培训，不仅需要利用个
人休息时间，而且往往全程自费。但
是郭蒙乐在其中。目前，她还在关注
更多其他项目的外警训练，打算等疫
情结束之后，寻找新的突破。

李好：善用威慑防患于未然

李好，重庆市法院司法警察教练
员、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大队长，喜欢射击，也擅长射击。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举办首届全国法院
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李好获得了男
警手枪射击项目全国第七，男警个人
全能全国第十的成绩。

李好发自内心热爱警察职业。为

了提高个人能力和教练员水平，2019
年，他利用国庆节假期，自费赴老挝万
象 参 加 国 际 防 卫 手 枪 协 会 （IDPA）
培训，并取得精准射手认证。

“外警训练偏好模拟现实，连日
常生活中的桌子、凳子、玻璃、门，
都可能成为训练中的道具。恰恰是越
接近真实的场景，越能锻炼出本领。”

为了做好工作，李好经常比较、
研究不同警种、不同国家的警务训练
项目，在广泛交流中提高了技能、开
阔了眼界、更新了思维。“无论是组
织 、 教 学 、 保 障 ， IDPA 都 非 常 专
业，在这里的所学虽然和平时警队所
练有一定不同，但如武术一样，取各
门各派之所长。这也正是我参训的重
要目的。”

“李队长是我们的老大哥，他在
外学到的新经验、新做法都会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我们。”警员黄春说。

在司法警察的日常工作中，极少
遇到极端暴力行为。尤其是作为基层
法院的法警，李好接触到的矛盾冲突
并不尖锐，他所坚持的是“最小武
力”原则。“都是有难处的老百姓，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冷静下来。一味
采取强硬手段，很可能酿成事故。”

但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何
胜凯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枪杀案、广东省梅县人民法院法庭爆
炸案等袭击法院干警的恶性事件提醒
人们，事件一旦发生，后果便无法挽
回。为了避免牺牲，必须随时保持警
惕。

“我们几乎不会遇到真正需要开
枪的场合，但是你怎么可能知道今天
要不要用枪？行为人是不会给你机会
后悔的。”

李好对多年前参与的一起执行案
件记忆犹新。当时，被执行人态度嚣
张，带着多名社会闲散人员与执行人
员对峙，冲突一触即发。关键时刻，
李好和同事及时呼叫增援，大批警力
赶来，才解决了这场危机。

事后，李好和同事从现场被执行
人一伙的十几辆车里，搜出了大量长
达 40至 50公分的管制刀具和钢管。

“当时我们只佩戴了单警装备，
没有武器，那伙人仗着人多势众和车
里的刀具钢管，对司法警察毫无敬
畏。”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好很是
感慨，“配枪不仅可以对行为人形成
心理震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冲突升级。如果我们能对被执行人形
成足够的震慑，他们的行为可能多少
会有所收敛。”

但是司法警察，尤其是基层法院
司法警察，面对武器的心情是矛盾
的。想用，却担心发生事故。比起可
能一辈子也不会遇到需要开枪的紧急
状况，枪支走火、遗失、被盗才是更
值得担心的危险。

“身为警察，必须要从怕用枪转
变为善用枪，只会摆射击姿势是不够
的。”在 IDPA，李好学习了目前国际
上 较 为 先 进 的 手 枪 防 卫 射 击 理 念 ，

“司法警察的训练一定要走出传统观
念束缚，把‘练为看’变为‘练为
战’。”

“法警常常遭到误解。”讲到这
里，李好提到了一个怪现象：许多人
将司法警察视为法院的“保安”。

“既然是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
根据工作任务需要，常态化佩戴使用
武器才能体现出身份性质和职责特
征。警员对枪支的畏惧，是对自身的
认识还不够准确。缺少主人翁意识、
缺乏有效训练，会进而对工作态度和
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在司法警察配备使用枪支方面，
李好一直严格遵循 《人民警察使用警
械和武器条例》 及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的各项相关管理办法。“对待枪支一
定要谨慎再谨慎。通过科学系统的训
练，做到操作规范、操作安全、意识
到位，可以有效规避危险。”

自李好进入沙坪坝法院工作以
来，全院未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面对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李好和队
友们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合格答卷。

□ 孙勇，陕西省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2018 年至 2019 年间，先后
4 次参加 PTK 国际警务战术防卫体系教官培训，获
得 PTK 国际联盟徒手与警械专项一级教官认证。

□ 臧书佳，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人才库成
员、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工作室特聘专家、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保卫科副科长。
2015 年起开始接触各类外警培训，先后参加了 2016
年国际防卫手枪协会（IDPA）、2018 年国际实用射击
协会（IPSC）武器培训，于 2019 年公派参加警察执法
规范化武力使用国际专训。

□ 郭蒙，陕西省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蓝田县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2019 年，参加了国际防卫手枪
协会（IDPA）枪械培训，并取得 MM 级射手（精准射
手）认证；同年，公派参加警察执法规范化武力使用
国际专训。

□ 李好，重庆市法院司法警察教练员、沙坪坝
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喜欢射击，也擅长
射击。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举办首届全国法院司
法警察技能大比武，李好获得了男警手枪射击项目
全国第七，男警个人全能全国第十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