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婧

神探张惠领

张惠领和同事在巡逻

张惠领走进社区向居民讲解反扒知识

张惠领在街道做反诈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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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贼保百姓平安”是我的使命

采访的时候， 赶上北京的高温天气， 张惠领的办
公室蒸笼般。 见记者到， 张惠领的徒弟把空调打开，
同时把窗户也给打开了， “师傅， 这温度， 你行吗？”
张惠领有哮喘， 受不得凉。

1980年， 张惠领因喜欢抓贼做了联防队员， 这样
的爱好很稀奇， 可老张爱了一辈子。 “帮老百姓抓到
贼， 我幸福我快乐。 我穿着这身制服， 抓犯罪分子，
保百姓平安， 这就是我的使命。” 张惠领说。

年轻的张惠领身体不错， 曾经在下雨天追着抢劫
单身女子的嫌疑犯几公里。 “那小子也跑不动了， 跑
到一个人多的路口， 脱了自己上衣混入人群， 佯装淡
定。 我也跑不动了， 可我抬头一看就是他———在人群
里鬼鬼祟祟的， 光着膀子， 最明显的是满头汗还喘着
粗气。” 当时， 技防设施不完善， 路上没有摄像头， 抓
贼很多时候， 拼的不仅是体力， 靠的是这种瞅一眼就
认准的判断力。

1990年， 张惠领成为派出所的一名社区警察， 负
责的片区以平房为主， 共有两三千户， 地段荒凉， 既
有新建小区、 也有老式厂房。 “我刚上班那年， 有一
个电缆厂仓库， 大半夜的， 一仓库的电线电缆被贼用
车拉走偷光。 另一个厂房门口养着三只大狼狗， 连猫
都进不去， 居然也被盗了。 那个年代， 物技防手段都
跟不上， 街上没有监控， 厂房的防盗系统靠电线， 一
切断电源就没用了 。 破案对警察的要求很高 。 ” 这
几十年没破的案件， 张惠领到现在还在惦记， “贼去
哪儿了？”

1992年， 辖区内一学校报警称职工宿舍被盗， 丢
了现金和一台价值不菲的日本进口录像机 。 在当时，
这损失就不小了 ， 最奇的是这案子居然是 “密室失
窃”， 被盗的那家门锁完好， 窗户也是关着的， 现场也
没扫出有价值的指纹。 丢东西的是一对年轻教师， 他
们说最近家里也没有来生人。 一开始案件陷入了死局。

从接手案件开始， 张惠领总去失窃的那个筒子楼
溜达， 有时候还跟失主聊两句。 失主跟他说： “对门
邻居老躲我， 我叫他打牌， 他也不来了。 您说， 丢个
东西， 还好像得罪人似的。” 一句话， 老张警惕起来，
“您跟对门的邻居熟吗？” “熟啊， 不仅是邻居还是同
事， 以前总在一起打麻将。 我们两家还一起带孩子去
北戴河玩过。” 事主说。 “他有您家钥匙吗？” 老张问。
“这应该没有吧。 我倒是丢过一把钥匙， 插门上忘了
拔， 他给我送回来的。” 事主回答。 老张一想， 这案子
应该就是熟人干的。 贼得知道事主家什么时候没有人，
而且得有事主家的钥匙。 对门邻居这两项都对得上。

老张和事主敲响了对门的房门， 出来的是一个30
多岁的男子， 打眼一看， 这人见警察有点紧张。 “您
跟我到派出所说说这家的情况。” 老张把这位邻居带到
了派出所。 张惠领回忆， 一开始他觉得此人有嫌疑是
因为普通人回答问题时， 印象深的内容不需要思考，

可是这个人说什么都得思量半天， 连回答 “您跟对门
关系怎么样？” 都犹犹豫豫的。 张惠领跟嫌疑人聊了半
宿， 从同事情谊， 聊到个人前途， 当看到对方拿着卷
烟的手开始抖的时候， 张惠领看准机会说： “真干了，
现在说个实话争取从轻处理。 要是等我们把东西翻出
来， 判个重刑， 就更难看了。”

果然是他！ 嫌疑人承认， 自己打麻将输了不少钱，
现在还借了外债， 经济拮据。 他看到对门日子过得好，
还弄来了稀罕的录像机， 特眼红。 于是偷配了对门的
钥匙， 趁着对门家中无人实施了盗窃。 他用孩子的毛
巾被卷了录像机送到了位于海淀的妹妹家。 “我妹妹
还问我， 家里都欠了钱， 怎么还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
骗她说是别人要卖的货， 在家放两天。”

事主来派出所辨认的时候， 不仅认出了自家的录
像机， 还认出了裹着录像机的毛巾被。

出奇招管理治安乱点

1993年， 张惠领调到万寿寺派出所， 负责魏公村
第一居委会社区。 这个地区很有名， 2007年6月2日 ，
北京市公安局首次公开披露了市内三个主要的涉毒品
交易点： 丰台区的万泉寺、 宣武区的湾子、 海淀区的
魏公村。 其中， 魏公村就是张惠领做过片警的地方。
辖区内饭馆多， 从业人员杂， 治安情况差。 张惠领曾
因办理涉毒案子一次性扣车7辆。

这辖区不好管， 张惠领却有法子， 他觉得再难的
任务 ， 他的使命感都督促他做好 。 他在自己宿舍
的墙上铺一张广告纸， 用表格方式写上 “抓捕人数、
破案人数和未破案人数”， 每次数字有变动就被记录下
来。 他有一张辖区的地图， 用不同颜色标上学校、 单
位、 重点街头的门店。 有领导到派出所视察， 看到张
惠领一墙的 “花花绿绿” 非常惊奇， “还有这么干活
儿的？”

他给每个辖区内的饭店从业人员备案登记， 制作
了胸签， 老板用红色、 伙计用绿色， 厨师用黄色。 张
惠领说， 工作量最大的就是备案登记。 “我得天天去
见这些人。 早上到社区呆着， 一呆就是一天。 和这些
人聊天， 能了解不少事儿。” 张惠领用 “闭着眼睛都能
走一圈” 来形容对片区的熟悉。

这些工作体现了效果。 有些小偷小摸， 甚至出售
零包毒品的小混混见到警察就钻饭馆， 还佯装服务员，
张惠领能一把给拽出来， “你胸签呢？” 有人在区外办
了违法的事儿， 同事来找张惠领核对情况， 张惠领也
能手到擒来地把嫌疑人的个人情况说清楚， “这人根
本不是饭店老板， 他以前在这里干过服务员， 两年前
离开了。 暂住地也不是这里。” 老张在辖区内转一圈，
从卖早点的、 摆地摊的到出来遛弯的都能打上招呼，
辖区内有风吹草动， 老张都能知道。 在这里工作十年，
离开的时候， 张惠领攒下的数十个备案簿， 档案柜都
装不下了。

该片区2000年开始动迁整改， 平房违建被新建大

楼替代。 2003年， 老张离开万寿寺派出所。 到2007年
市局公开片区曾为北京市主要的 “涉毒品交易点” 时，
有记者跑去探访， 居民们都说：“十年前治安确实挺乱，
现在好啦。”

一周破高校货车被盗案

社区工作压力这么大， 张惠领没耽误抓贼。 1993
年， 辖区内的一所学校丢了一辆货车和一个压力泵。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贼开车时将压力泵一起偷走。
从泵开始着手破案。 没多久， 同事得到一个消息， 辖
区内有个叫 “黑子” 的人刚刚出狱， 在自家弄了个汽
修厂， 最近新添了一个泵。 张惠领和同事将黑子和泵
带回派出所， 一核对， 泵确实是被偷的赃物。 但是 ，
黑子不认偷车。

其他同事都觉得黑子没说实话， 张惠领却觉得黑
子顶多小偷小摸， 兴许说的是真的。 他又返回头找了
事主了解情况。 被盗的货车是食堂用车， 学校里能开
车的只有一位当过兵的科长， 其他人没有驾照。 这位
科长回忆： “要说可疑， 倒是有个人。 有个送货的小
伙子， 以前给我们送过菜。 后来也没合作关系了， 他
还老来。 就前几天， 我看他还把着这辆车看。”

张惠领查了进门登记， 看到这送货的人多次进入
校区都留下了地址， 是河北雄县某村。 张惠领和同事
开车到河北探访。 “到了地方一看， 我们都傻了———
这里有一个占地两公里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从大货车
到拖拉机， 甚至到汽车零部件都有。 这货车扔这儿想
翻出来， 就如同大海捞针。” 张惠领说， 根据当时的情
况， 只能查人。

张惠领和同事们从当地派出所到村委会， 转了一
大圈才摸到嫌疑人家中。 张惠领和同事们轮班， 24小
时不断人， 整整蹲守了一周才将嫌疑人堵在家中。 从
此人身上， 挖出了好几辆车的案件， 有的车是他偷的，
有的车是他从其他贼手里买来销赃的。 “年轻的时候
熬三宿，睡一夜就精神了。 现在年纪大了，熬一宿，得缓
一个星期。” 张惠领谈起年轻时候的事儿， 很感慨。

老张现在的身体不太好， 患有哮喘病、 糖尿病和
高血压。 最有名的是他的梅花鹿腿， 在一次次抓捕嫌
疑人的过程中反复被踢打， 加上糖尿病的缘故， 腿上
淤血难以清除， 长此以往， 皮肤上留下了斑斑点点，
就像梅花鹿的腿一样。

商场转一圈抓了一屋子小偷

2003年张惠领因岗位调整调回双榆树派出所。 第
一次值班接案子， 张惠领就发现了案情———一个顾客
来派出所报案，说在附近的超市被盗，丢了一只装着几
百元的钱包。 这个事主还在说情况， 另一个事主又上
门报案，也在同一个超市被盗。张惠领心里一琢磨，这是
有一窝子贼在超市里“寻食儿”呀，估计现在还没走呢。

在张惠领的提意下， 值班副所长李富强和他一起
去了超市。 在超市门口溜达没多久就看到一男一女眼
神异常。 “老百姓逛超市看的是货架子， 有时候看着
看着还撞个满怀， 因为眼睛盯着货没看人。 贼不一样，
专门看人， 尤其是看人家裤兜。 眼神方向和其他人不
同。” 老张回忆， 这俩人就老往下寻摸， 专门盯着别人
的腰部。 老张和同事跟了没多久， 就眼瞅着他俩 “下”
了一姑娘的钱包。 张惠领跟着这俩人一直到中午， 俩

人还去了附近的当代商场偷了手机。 中午的时候， 俩
贼到附近的麦当劳和同伙会合。 张惠领跟到店里发现，
这里有三男一女， 他们是一个团伙的。 张惠领向所里
叫了支援。

当时正值过年前， 所里听说张惠领他们围了一个
扒窃团伙， 同事们连便衣都顾不上换， 开着警车就来
到商场门口。 张惠领一看这阵势， 还挺紧张， “哪有
这样抓小偷的， 别给吓跑了。” 几个贼没来得及反应就
被按住了。 其中一个穿褐色裤子的男子想打车跑， 被
张惠领薅住。 “早就看着你呢。”

现场抓住的四个小偷很快就吐露了实话。 张惠领
和同事们抄了贼窝， 一共七个人。 警方在他们租的暂
住地发现了三十多个价格不菲的女士提包， 还有现金、
手机等赃物。 “偷的包如果是大牌的， 他们就留下来，
打算过年回老家卖一些 ， 送人一些 ， 所以留下了不
少。” 张惠领介绍。

张惠领又将以前在魏公村的 “走访法” 带到了这
里， 带着保安员天天在社区转悠， 街头巷尾的小商贩、
修鞋的师傅、 卖报的小老板很快都认识了他。

蹲守停车场专等解码器盗贼

2005年前后， 张惠领开始喜欢泡停车场。 因为有
贼专门在这里行窃， 利用干扰器干扰车主锁车门， 等
车主离开， 就进车里偷盗财物。 张惠领也在停车场停
着， 车不打火， 怕打草惊蛇， 冬天冷夏天热。 “贼和
别人不一样， 别人停了车就出去了， 贼老在车场里转
悠不出去。” 张惠领说， 凭着 “守株待兔” 的蹲守， 他
一年抓了五拨专门用干扰器盗车的团伙。

2009年4月的一天， 张惠领在巡逻的时候盯上了三
个可疑的人。 三个人总在停车场附近转悠， 尤其是老
偷瞄车里的情况， 特别是高档汽车。 “最可疑的是300
米的路， 这拨人停下来系鞋带十几回。” 张惠领觉得，
这些人肯定有事儿。

这时， 一辆奥迪轿车被三人盯上， 在这辆车快停
下的时候， 三人在距离车辆10米的地方散开， 其中一
个人把手插进裤兜， 鼓弄着一个东西。 “干扰器。” 张
惠领心里明白， 这拨贼看上了奥迪车里的东西。 奥迪
车主走后， 这拨人跑过去拉车门， 但是没有拉开。 张
惠领向所里进行了汇报要求支援， 然后开着自己的车
继续跟。

没想到他们居然盯上了老张的车， 在老张车周围
转悠 ， 也佯装系鞋带往车里瞟 。 老张都给气乐了 ：
“这要是看见放车后座上的制服， 这些人不得吓死。”
老张停好车， 锁上门， 还自己很夸张地拉了一下把手，
就是提醒他们 “别惦记这车了。” 派出所的支援队伍到
位， 老张一边蹲守， 一边联系了停车场管理部门。 最
终， 三人用干扰器偷盗了一辆帕萨特内的笔记本电脑
和公文包， 正要打车离开现场时被当场抓了现行。

张惠领总结， 车主下车的时候， 如果能随手拉拉
车门就能防贼。 一方面确认车门是否已经锁好， 另一
方面就是告诉那些贼 “别费劲了。”

张惠领还遇上过不少骗子。 自称 “五台山第二十
九代弟子”、 摸一下手指长度就能知道未来运势的活神
仙， 穿着僧袍道服在街头给有缘人算命的假僧人， 还
有号称能治百病的神医……张惠领都将他们的骗局一
个个拆穿。

“神探”的使命没有完成时

在带领反扒组的时候， 老张摸索出 “打击街头犯
罪工作法”， 领导知道之后进行了广泛推广。 据介绍，
十余年来， 张惠领带领双榆树派出所便衣打击组， 亲
手抓获或由他发现指挥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超过
2800多人， 其中拎包扒窃侵财类嫌疑人占75%以上， 打
掉犯罪团伙340余个。

当2006年辖区选举人大代表时， 200多位地区百姓
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提名张惠领； 当2010年公安部开展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网络评选时 ,他获得了320多万
张选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2010年， 张惠
领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荣誉称号、 全国公安机关爱
民模范。 2011年， 张惠领荣获首届 “我最喜爱的首都
人民警察” 称号,并荣获个人一等功。 2012年， 以张惠
领为原型拍摄的电影 《神探亨特张》 公映。 2013年12
月， 张惠领获得第四届首都道德模范提名奖、 2013年
CCTV十大法治人物。 2015年， 张惠领获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

张惠领的身体开始敲响警钟， 2011年4月份， 张惠
领在抓完盗窃嫌疑人回所审问时， 哮喘病突发， 同事
发现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 2012年他又一次病倒
在岗位上———肺内感染出血， 高烧达41度， 再次被送
往医院抢救。 张惠领逐渐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打击犯
罪的经验予以整理成册， 并收徒传承。

2014年6月， 张惠领警务培训室出版了 《派出所便
衣打击组工作之街头拎包扒窃案件打击技巧》。 “扒窃
拎包违法犯罪嫌疑人， 上身多穿干净整洁的休闲装或
运动服装， 下身多穿牛仔裤或休闲裤， 脚上多穿旅游
鞋或系带休闲鞋 ， 结伙作案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穿
着打扮往往相似。 系带休闲鞋不仅跟脚而且便于得手
后迅速逃离现场， 注意鞋的特征有利于侦查人员及时
发现并确认嫌疑对象 ， 因为衣服常换而鞋不会常换
……” 一本厚厚的书， 每个字都是张惠领多年工作经
验的总结。

2015年1月， 张惠领 “杰出民警工作室” 成立。 今
年3月， 海淀公安分局在张惠领 “杰出民警工作室” 组
织开展师徒结对仪式， 张惠领与中关村大道沿线7个派
出所的10名打击办案队副队长、 青年骨干正式结成师
徒。 老张说：“警察不是有个力气就能干的活儿，得有经
验。 我总结的这些内容， 能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今年57岁的张惠领， 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 他的
日程表上还有很多事需要做,他的传奇还在继续。

2012年， 电影 《神探亨特张》 红遍海峡两岸。 电影原型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海淀分局 “张惠领工作室” 负责人张惠领。 老张有近30年警探生涯， 打掉340
多个犯罪团伙， 抓捕2800多个贼。 他是小偷们公认的 “克星”， 他被京城百姓
誉为 “神探”。 数十年来， 他带着 “天下无贼” 的梦想， 成为警界传奇； 他的
传奇背后， 是神圣的使命感在驱动———

传传奇奇的的背背面面是是使使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