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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有“炮局”这个地方，但第
一次走进“炮局”还是在 2000 年左右，
那时因为工作上的缘故，我们去北京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办事。听分局同志讲，
这里曾经是旧伪时期的监狱。由于公务
在身，联系完工作就走了，对于“炮局”
的前世今生也就没有细细打听。

2013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走
进了炮局胡同，看到了胡同里的炮楼、
高墙上的铁丝网。机缘巧合，让我们对
“炮局”更加熟悉的，是与一位老公安
预审员的邂逅与深交。

风化的老墙

残破的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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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电影《老炮儿》的热映，让很多人认识了那样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群人，同时也熟知了一个已然远离视野的词汇“老炮儿”。其实，这个词跟一个
地方有关———北京炮局胡同。解放后，这里成为看守所，所以老炮儿就是“老进炮局”的简化。如今“炮局”已不复存在，让我们跟随一位老公安预审员
的回忆，走进那段过往———

老预审口述“炮局”往事
□吕燕群 蓝向东

“炮局” 这个地方因清乾隆年间专门制造
大炮而得名 ， 后因清政府主要从国外购置
“洋炮”， 该炮局被废弃， 成为军械仓库。 至
清朝末年， 炮局彻底废除， 后改建监狱。 民
国时期 ， 清末的监狱变成了 “北平陆军监
狱”。 七七事变之后， 这里又成为了 “日本陆
军监狱”。 抗战期间， 这所炮局监狱如同恐怖
的集中营， 最多时关押 3000 余人， 牢房人满
为患。 抗战后期， 这里又变成了 “劳工中转
站”， 日军抓到劳工后， 先关进监狱， 待人数
凑齐后再押送至天津塘沽港， 海运至日本各
地充当苦力。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炮局又成为 “北平陆军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 原监狱南北一分为二。监
狱的南半部，仍“古为今用”，由北京市公安局
接管，又曾为北京市劳改局，后成为北京市公
安局的拘留所（看守所），一些未决重犯在此羁
押。“文革”后，此处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
治安（处）分局的所在地。公交分局的拘留所
（看守所）即北京市第三看守所也在此地，主要
关押公交扒窃案件嫌疑人，一些“涉黑”团伙的
首要分子也在这里接受预审。据说，那些公交
“扒手”被押送到炮局胡同时，从北二环辅路到
拘留所（看守所），一共要拐九个弯，于是扒手
们就给“炮局”起了个别称叫“九道弯儿”。而监
狱的北半部，被改造成厂房，并先后经历了多
次变革，2007 年底，在先后经历了炮厂、仓库、
监狱、工厂之后，又在原来废弃工厂的基础上，
改造成“炮局工厂国际青年旅舍”。旅舍门口的
影壁墙上用黑漆刷着五个人头像， 底下一行
“我们的生活”黑色大字十分醒目。据说，旅舍
大门影壁后的那座炮楼，即为抗日英雄吉鸿昌
被关押及就义之处。

历史上，“炮局监狱”十分阴森恐怖。高墙、
电网、镣铐、刑具，警察、警犬、警棍、警报，让人
不寒而栗。由于“炮局”在审查人时非常严格，
一般被抓进去很少有放出来的， 所以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北京各区县派出所在问案时的
口头语基本是：“老实点儿，再不老实给你送炮
局去。”

真正让我们深度了解“炮局”的，还是因为
偶然结识了曾经在这里工作十余年的预审员
老卢（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老卢个头
一米八八，原先是解放军二炮某基地专业篮球
运动员，在“炮局”当上预审员后，勤学苦练，很
快掌握了公安预审技能， 办过不少命案，“啃”
过不少硬案，立过不少功劳，当时在“炮局”是
小有名气的“卢提”。老卢为人直爽，十分风趣
健谈，满口的京腔京调，是个地道的老北京。由
于年过花甲，朋友圈里，都戏称其“卢爷”，他听
了也一笑了之。

老卢告诉我们，他是 1978 年去的“炮局”，
那时的单位叫“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警法科”，
对外挂牌是“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其实是一
个单位两个功能。由于十三处（对外叫治安处）
工作面太大、人数太多，1980 年，该处拆解为
三个单位：治安处、刑侦处和北京市公安局公
共交通分局。虽然十三处“分家”，但业务没变，
除审讯、关押“扒手”外，依旧负责审讯、关押市
局二处送来的北京市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嫌
疑人。老卢他们负责第一道关，结案后送市局
法制办批准，法制办认可没问题后，人与案卷
送市局预审处，也叫七处，位置在北京市原宣
武区半步桥监狱。

老卢还介绍说，公交分局的邮政地址是炮
局胡同 21 号，与 27 号院一墙之隔。27 号院内
有一幢白楼属二处所有，这幢楼是二处法医鉴
定科，是当时北京市法医鉴定绝对有权威性的
地方。内有一些刑侦技术高人，但他们很少和
外界打交道，平时大门紧闭。

我们与老卢一见如故。
人熟了，话也就自然多了 。有一次我们

无意中聊到公安的预审工作，仿佛是把他的
记忆闸门给打开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事
所经办的诸多案子，一股脑鲜活地浮现在他
眼前。

起初，我们是把案例当故事听的 ，后来
出于检察官的职业敏感， 回味这些故事时，
除了为预审员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 “点
赞”之外，也让我们思考了一些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问题。

比如，最近几年被发现和纠正的错案到
底是怎么发生的？除了赵作海等一些案件在
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情
况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浙江张
氏叔侄案中那位神秘人物“袁连芳”是如何
向嫌疑人传递涉案信息，又是如何左右案件
诉讼进程的？呼格案中呼格吉勒图的供述为
什么几乎和犯罪现场所见“严丝合缝”？

再比如，司法实践中 ，公安侦查机关报

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 十有七八的
嫌疑人、被告人是认罪的，在这一点上，预审
功不可没。但是，基于趋利避害的大众心理，
嫌疑人一开始就认罪的情况十分少见，那么，
如何理解和确认自愿供述呢？ 在审查批捕和
审查起诉过程中，我们通常把主要精力放在
侦查卷（预审卷）的嫌疑人口供和证人证言及
其他证据是否一致的审查上， 对嫌疑人不认
罪案件的审查上下的功夫更大， 而往往不那
么重视摘录有罪的供述作为批捕或起诉的重
要依据。 难道有罪供述的自愿性和客观真实
性就能忽略审查吗？

证明犯罪需要一个完整的、 闭合的证据
链，如果把证据链比作一串珠子，每颗珠子就
是某一方面的证据， 那么口供是不是唯一的
串起所有其他证据的那根线呢？如果是这样，
对于“零口供”案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格局之下，是不是越来越难以形成法官的内
心确信呢？

这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们。

预审对于老卢而言，只是他多彩人生中
的一个片段，却让他刻骨铭心———他有一种
难以割舍的预审情怀。 故而每每讲起这些预
审故事，他都眉飞色舞。

虽然这些预审故事大多发生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时间似乎有些久远，而且在最近十
年， 无论是公安侦查体制还是刑事诉讼法都
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这些故事除了具有较
强的可读性外， 更重要的是具有建立在预审
员亲历性基础之上的真实性， 对于研究预审
制度、口供制度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样本”。

随着侦查体制的深入改革，侦审合一的
办案模式逐渐形成，预审作为侦查机关专门
的内设机构在一些地方正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但预审职能并没有取消。 而与预审关系
极为密切的口供制度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6 年刑事诉讼法
曾确立了一些口供的基本规则，如对一切案
件都要求 “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
供。 ”“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
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
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制度层面弱化了口供
在定罪方面的作用。

随着佘祥林等错案的出现，刑讯逼供等
问题再次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2010 年由最高法会同其他四个部门颁布实
施的“两个证据规定”，首次确认了我国刑事
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些规则后被
2012 年刑诉法修订时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确
立了 “禁止强迫自证有罪规则”。 2016 年 10
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进一步完善
讯问制度中，特别强调“逐步实行对所有案
件的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及“探
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
进行核查制度”。

以上这些制度的变化， 对于刑事司法人
员的办案理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如此，无
论是侦查环节、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等
庭前程序，还是庭审程序，仍然少不了对嫌疑
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的审查，而且基于防
范冤假错案之目的， 对口供合法性审查的要
求越来越严格。

因此，作为肩负证据审查职能，尤其是侦
查监督职能的检察官， 仅仅对口供进行书面
审查是不够的， 还要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
中通过当面讯问的方式核实之前嫌疑人所作
的供述，对于不认罪案件、翻供案件，以及是
否存在主动坦白和重大立功的案件， 检察官
更应该了解预审的真实过程， 必要时应听取
预审员的意见， 甚至要求预审员就证据合法
性等问题出庭作证。

作为一名老预审员， 老卢总结了一句耐
人寻味的话：“刑警和预审总是一对矛盾”。我
们发现老卢所讲的每一个案例都隐藏着一个
命题， 而这每一个命题在司法实践中都有着
现实的指导或警示意义。 于是， 我们梳理了
老卢所讲述的这些故事 （今起在本刊 6 版
“预审故事”栏目陆续刊发）。

我们喜欢听老卢讲故事。从这些故事里，
可以分明感受到他们在司法一线为共和国法
治进程付出的辛勤努力。

“卢提” 秘揭

“传奇” 后背

时间之贼
每逢新旧年交替， 人们仿佛对

时间格外敏感与珍重。 一些辞旧迎
新的仪式，种种关于时间的寓意、希
冀与想象，都弥漫着一种“逝者如斯
夫”的情绪。

在微信朋友圈， 我看到一位朋
友说他的时间大都被电视 “偷”走
了。他说，有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
泡在电视前，看了新闻，看综艺；看
了电影， 看游戏……手里攥着小小
遥控器，他就感觉自己天南地北、海
内海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样
的结果当然是快餐式的、 泡沫化的
电视娱乐， 以及那一部部庸俗漫长
的电视剧，使他浪费了大好的时光，
敷衍了美好的亲情……他说， 电视
机那一副无所不知的嘴脸， 在吞噬
了他美好时光的同时， 还让他神经
兮兮， 让他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
茫然———在文尾， 他咬牙切齿地说
电视就是人类的“时间之贼”。

其实，电视是时间“杀手”的说
法由来已久， 是读屏时代个别人不
节制而生发的切肤之痛。现在，随着
电脑、笔记本、手机等各种新媒体的
出现，新的时间“杀手”恐怕早已被
形形色色的 “手机” 代替了……微

信、语音、视频、朋友圈、支付宝……
君不见， 人们无论是行车还是在徒
步途中，无论是独处还是众人相聚，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差不多每个人
都在低首把玩。 人的见面仿佛手机
的见面，人的交流仿佛手机的交流；
说不出口的话让手机说了， 海量的
信息和种种信息碎片化……手机，
在带给人类通讯便捷的同时， 也彻
底地阻隔了人们彼此相处的时间和
亲情———讽刺的是， 即便在手机屏
幕上我们面对有人把手机与鸦片相
提并论， 勾勒出中国人当年人手一
杆烟枪， 现在人手一部手机的幽默
画面，我们也只是无动于衷。

美国作家东尼·席勒曼写了一
部名叫《时间之贼》的小说。小说写
的是历史悠久的印第安古墓吸引了
一大批专业的考古学家， 随着时间
流逝， 年轻的考古学家弗里德曼博
士无故失踪； 警局附近连续发生盗

窃案；神秘传教士神出鬼没；古墓附
近的盗墓贼惨死……人们最后期待
着丧妻的利普霍恩和倒霉的吉姆·
契两人打破僵局， 解开这些重重谜
团……这也是一部有关时间的推理
小说， 是一个神秘故事与历史的另
一种完美结合。撇开这个故事，我倒
是觉得作家把一群心狠手辣的盗墓
贼称之为“时间之贼”很有意思。仔
细一想， 那古墓埋葬的一切不正是
时间的一种永恒的凝聚， 那盗墓者
偷窃的不正是流逝的时间？

“时间之贼”无处不在。在地球
每天 24 小时分分秒秒的钟摆撞击
声中，在人类不停的高谈阔论里，在
人类情意绵绵的网恋或无所事事的
神侃闲聊中， 在人类所有面对生活
的犹豫不决和左顾右盼里……其
实，在走路、吃饭、睡觉的时候，“时
间之贼” 已经堂而皇之地在光顾我
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宫殿。 在这个宫

殿里，一分分，一秒秒，“时间之贼”
不仅偷走了我们的韧性和坚强，还
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与美丽， 偷走我
们的幸福和梦想。无论是大的物件，
还是小的物件，“时间之贼” 注定旁
若无人地要偷走人类宝贵的一切，
直至将人类价值连城的生命宫殿偷
得只剩下一座空壳……谁都知道真
正的小偷只会偷走我们的物质，且
有被抓的那一天，但“时间之贼”却
将人类整个精神与物质一起毫不留
情地偷走，而最终谁也无法抓住它。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 《存在
与时间》 中把时间归结为一种本体
论的东西。在他眼里，时间是一个比
空间更深层次的问题。 空间无以穷
尽，时间也无以捉摸。哲学家奥古斯
丁讲到“时间”时也说，“你不说我倒
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时间
就是这样让人越说越是糊涂的东
西———“时间之贼” 固然可憎可恨，
但也可爱。比如，它会在一朵鲜花里
偷来笑脸， 在钟情的明眸里偷来爱
情，在晨练中偷来健康，在身心愉悦
中偷来美丽……因此对于 “时间之
贼”，我们不仅要学会防范，还要学
会沟通，学会握手言欢。

票房终于会说话了

中国电影成绩单日前公布，2016 年全国
电影总票房为 457.12 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
房为 266.63 亿元， 占票房总额的 58.33%。全
年票房过亿影片 84 部，其中国产电影 43 部。
国产电影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 38.25 亿元 ，
同比增长 38.09%。

近几年， 中国电影一直处于高歌猛进的
状态。2015 年上映的《捉妖记》打破票房纪录
（姑且不论水分多少） 问鼎当年票房冠军，但
这个纪录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被 2016 年春节
档的 《美人鱼》以 30 亿票房打破 。这似乎给
2016 年中国电影开了一个好头，可万万没想
到 ，2016 年票房纪录真的到这儿就是头
了———《美人鱼》 问鼎了 2016 年中国电影票
房冠军。这着实有些讽刺，从 2016 年 5 月开
始，市场迅速降温，随后的暑期档、中秋档、国
庆档票房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票房
爆炸的粉丝电影不灵了，情怀论斤卖的“青春
电影”不灵了，好莱坞特效团队不灵了，外国
大牌加盟不灵了，一年“崛起”好几回的国产
动漫也不灵了……老招式不管用， 有人便气
急败坏地把矛头指向影评网站， 以为消灭差
评就能挽回票房，结果还是不灵。

其实道理很简单， 随着中国电影产量上
升，电影院线建设紧随其后，电影成为中国人
主要娱乐方式只是近些年的事，观众从“管他
演的是什么先掏钱进去看看” 的狂热变得冷
静了，在被烂片一次又一次恶心后，观众学会
了捂住钱包，忍住“我要看看这片子到底有多
烂” 的好奇心， 把真金白银送给了值得的作
品。往年口碑与票房不对应的情况在 2016 年
也得到缓解，就是佐证。

说中国人傻钱多， 小编是不服的，2016
年的电影市场就是最好证明。

你好，告诉你一个大新闻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浙江大学传媒与
国际文化学院举办的“2016 中国全媒体高峰
论坛”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发表
了《“新媒体主义”是一种乌托邦 》的主题演
讲， 称当下中国不少主流媒体已越来越边缘
化，中国新闻界、传媒界正出现中坚力量的结
构性流失。他们的流失，与近年来新闻专业主
义的弱化是有关联的。而中国的社交媒体，在
对媒体技术的吸纳和挖掘方面，做得最精致，
也最为彻底。 但社交媒体作为新闻媒介的前
景尚不明朗。

你现在怎么看新闻？ 每晚七点守着电视
机，还是每天早上买一份报纸？事实上，如今
大家口耳相传的最新八卦、最火爆的消息，源
头绝大多数已经不是传统媒体了。 很难界定
微博、 微信朋友圈这样的网络平台明明最开
始的性质都只是社交媒体， 却越来越多地成
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你的微博账号，就
像你的个人报纸，你是自己的主编，你发的每
一条信息都会被所有人看到。 马路上发生了
事故，以前是路人围观，现在个个拿着手机拍
照，过不了几分钟，这件事就能让成百上千万
网友知道。“和颐酒店”事件女主人公，遇到不
公无法解决，一篇长微博发到网上，几天之内
转发上千万， 这种惊人的数据几乎让传统媒
体难以望其项背。可是，这些“新闻”的作者都
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并不是新闻从业人员，
所以“新闻”的真实性，写作的专业性难以得
到保证。当社交媒体“新闻化”，或许并不是一
个乐观的趋势，需要更多的谨慎。

（本期主笔 李红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