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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动！”3 名接处警民警冲进 KTV 包厢，一边
厉声喝止，一边拉开已扭打在一起的 5 男 2 女。此
时，
包厢内音乐震天响，
酒瓶子东倒西歪，
一名当事人
头部受伤流血。
在民警的制止下，冲突场面平息下来，民警上前
查看伤员情况，询问事情经过，准备将双方分别带离
现场。突然，一名男子情绪激动，抡起手边的酒瓶朝
发生冲突的另一方砸去，
场面再度失控。
“呼叫指挥中心，请求警力支援！”没多久，5 名携
带警盾、警棍、脚叉等警械装备的增援警力到达现场。
“靠墙蹲下！把手举起来！”在警方强力压制下，
涉事双方就范。随后，民警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对
其他在场人员进行身份信息核查……
“集合！
”
随着一声令下，
刚刚的处警民警、打架双
方以及在二楼
“观战”
的民警们纷纷聚拢到教官旁边。
这是 6 月 18 日上午，在宁波警校内举行的一场
模拟真实 KTV 纠纷警情处置场景的“红蓝对抗”演
练。40 名在校晋督培训学员，分组轮流作为“红方”
上场，
攻克
“蓝方”
为他们量身定制的难题。

宁波：
诱导式
“红蓝对抗”
练出实战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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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交锋
练的就是临战反应
“太真实了，现实中 KTV 纠纷警情
就是这样，酒精作用下，人容易失去理
智，控场难度比一般警情要高得多。
”
“应该第一时间将人带离现场，留
在现场的话存在太多未知风险。
”
“观战”
过程中，
民警们边看边讨论。
“事发地在 KTV 的警情是派出所
接触到的复杂警情之一，这类警情的处
置，特别考验民警情况研判、安全意识、
控场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素质，可以
说难度系数‘五颗星’。”奉化公安分局
岳林派出所副所长应岳良分管派出所
基础工作，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各种各样
的警情，他认为，这样的练习机会非常
宝贵，毕竟现实中不可能每名民警都会
碰到这类棘手情况，这对提升个人实战
能力非常有帮助。
与传统模拟演练不同的是，宁波公
安的“红蓝对抗”采取的是灵活有序的
诱导式训练，
“蓝方”
根据现场接处警组
的具体表现来实施推演，把握尺度，适
时调整对抗烈度。因此，可以说一切皆
是未知，演练的是一线工作环境，考验
的就是民警的临战反应。
几组
“红方”
在几轮对抗过程中，碰
到的情况不同，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尽相
同。在点评环节中，
“ 蓝方”队长、奉化
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辅警董仲恺，给出
了反视角点评：
“ 第一组民警在人员看
管上警力分配不够合理，存在一定危险
性；
第二组未第一时间发现我们放置在
桌上的
‘毒品’
……”
“细节是魔鬼，真实处警过程中，细
节决定成败。
”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奉化
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黄汉汉
作为主讲教官，也是整个对抗演练的
“总指挥”。他在整个“红蓝对抗”过程
中仔细观察，详细记录，在最终点评环
节从装备检查、警情回复、民警自身防
范、舆情处置等环节着手，一一与大家
深入探讨交流。
“查漏补缺效果非常明显。
”
有多年
派出所工作经验的奉化公安分局警保室
主任周行感受颇深，
“短短一个小时里，
自己拿着放大镜找出来的问题，比从书
上学或是看课件看视频学印象深刻得
多，对照问题检查自身，可以有效避免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生类似错误。
”

以“蓝”促“红”，来源实战服务实战
宁波公安“红蓝对抗”实战
演练得以有效开展的一大基础，
在于对
“蓝军”
建设的精耕细作。
去年 9 月，公安部全警实战
大练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
工作推进会首次提出：聚焦现实
斗争需要，坚持“一年一个主题”
开展红蓝对抗演练，选树一批训
练标兵。这是公安部聚焦实战，
对新时期公安教育训练工作做
出的前瞻性判断和科学要求。
今年 3 月以来，根据宁波市
公安局党委部署要求，宁波警校
迅速组建起由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驻甬见习博士团成员等专业
人员组成的公安机关蓝军建设
课题，在 1 个多月时间内，分赴
市局、分局各警种部门以及一线
所队，以集体座谈、个别访谈的
形式，
广泛调研收集意见建议。
“‘ 红 蓝 对 抗 ’演 练 的 根 本
任务，是通过尽可能真实地创
造对抗环境，达到模拟实战效
果。所以最关键的一步是要全

面掌握当前现状，尤其要了解
一线民警能力短板、工作中面
临的现实困境和潜在风险。”宁
波警校副校长王利兴说，调研
组听取了民警反馈的真实案
例、突发状况，通过汇总提炼、
分析梳理，最终形成了“蓝军”
建设的方案。
要想打造“升级版”的“红蓝
对抗”，就要转变传统的“先设结
果、预定过程”的训练形式，使民
警置身于真实的、突发的、不可
预估的工作环境中，关键就是打
造一支高水平的“蓝军”，以“蓝”
促
“红”
，
服务实战。
今年 4 月中旬开始，宁波警
校与属地奉化公安分局合作开
展“蓝军”建设工作。双方考虑
首先从当前最急需的 110 接处
警方向入手，奉化公安分局从巡
特警等单位，精心挑选 16 名不
同岗位的民警、辅警组成“蓝军”
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业务
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现场指

挥、临场应变等综合素质。
在情景剧本打磨方面，课题
组更是下了一番苦功工，从“红
蓝对抗”演练处置的装备配备、
接收指令、现场勘验、证据保存、
人员控制、笔录制作等事件全过
程，以及现场观众、指挥员、处警
人、报警人及其他关系人等各要
素入手，围绕“不变量”与“变量”
分头做文章。
宁波警校训练科科长章兵
介绍说：
“ 比 如 KTV 纠 纷 警 情
处置教学脚本，就设置了 7 个场
景，涉及民警日常处警中所需
要的装备携带、警戒、搜身、询
问、取证、徒手控制、警械使用、
舆情应对、情况报告等规范化
的知识技能 23 项。而且，现场
演练程序并非依次序完成，而
是 以 此 脚 本 为 基 础 ，根 据‘ 红
军’反应情况，对所需要考验的
知识技能点，对现场情景开展
即时组合、演变，十分灵活且贴
近实际。”

紧贴一线，提升大练兵实效
据了解，宁波警校还根据参
训学员实际情况，分设中心城区
派出所、农村派出所、业务大队、
机关科室等几个类别，梳理其实
际技能需求、薄弱环节。演练
中，
“ 蓝军”面对不同类别的“红
军”，呈现处理难易程度不同的
情景。使对抗水平更多集中在
学 员 知 识 技 能 的“ 最 近 发 展
区”，对抗内容最大限度贴近一
线工作实际和民警个人能力提
升需求。
“宁波警校作为‘蓝军’建设
主导单位，在‘蓝军’队伍建设过
程中，始终定位高标准，我们的
目标就是努力将‘蓝军’打造为
公安队伍能力水平的‘磨刀石’

‘试金石’。”宁波警校校长周华
敏说。
自宁波警校建成浙江全省
首支“专业性”的“蓝军”队伍以
来，以其新颖、灵活、多变的特
点，让受众获益良多，令培训成
效倍增，真正走在了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值得一提的是，
“ 红蓝
对抗”演练作为宁波公安全警实
战大练兵的其中一项训练模式，
目前，宁波各级公安机关已纷纷
结合地域特点、实际情况，在“红
蓝对抗”各环节要素上作出创新
探索，如海曙公安的“蓝军”队伍
建设、北仑公安的“红蓝军对抗”
模式等。
“‘红蓝对抗’演练是传统公

安教育训练工作中开展的情景
模拟、对抗演练的升级版，具有
形式更加真实、要素更加全面、
过程更加完整等特点。”宁波市
公安局“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
负责人介绍说，
“ 今年作为宁波
公安全警实战大练兵的‘基础
年’，全市各地公安全力开展‘红
蓝对抗’演练，响应市局党委提
出的坚持聚焦战斗力标准、立足
实战化要求、坚持专业化建设这
一根本要求，针对‘民警想要什
么、实战要求什么’来组织开展
培训，抓好训练任务落实同时，
全面提升了全警的实战能力，真
正让大练兵紧贴民警需求、紧贴
实战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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