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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你最圆满！“这是高源的
丈夫经常跟她说的话。

高源和丈夫是四川警察学院的同
班同学，同样学的刑侦专业，毕业后又
一起考入重庆市公安局，但丈夫却没
能在一线从事案件侦查工作。高源
说，这一直都让丈夫“愤愤不平”。

2014年女儿出生，刚休完产假，高
源就回到派出所上班，而丈夫也分身
乏术，没办法照顾孩子，于是他们只能
请了一位保姆照看孩子。高源记得，
产假结束后，她几乎就没有亲自给孩
子喂过一次奶，孩子喝的奶，都是她提
前准备的。

由于两人工作都很忙，高源和丈
夫还施行了一个家庭值班制，家里的
事轮流值班，为期一周。如果有特殊
情况，还可以调班。这样的值班制施
行了两年多，直到孩子3岁，丈夫才从
老家接来了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我对孩子有亏欠。”高源说，女儿
从小就十分独立，自己很有主见。别
的孩子都还要爸爸妈妈陪着出门时，
她早就习惯了自己出门，去小区找小

朋友玩耍；别的孩子都还要爸爸妈妈
陪着睡觉时，她却已经能自己上床睡
觉了。

现在，孩子也一直由奶奶带着，每
天乘坐 30分钟的公交车接送上、下
学。看到夫妇俩都没有时间去接送孩
子，奶奶有时也会有怨言，但孩子会特
别懂事地给奶奶说：“我爸爸妈妈很
忙，不要去打扰他们。”

高源记得，有一天早上孩子起床
晚了几分钟，没有赶上平常坐的那趟
公交车。后来问及原因，女儿说：“昨
天是妈妈的生日，晚上等妈妈回来过
生日所以睡晚了，明天早点叫我起床
就好了。”听到女儿这样说，高源的眼
泪瞬间冲出了眼眶。

6月14日晚，为抓捕一名嫌疑人，
高源又熬了一个通宵，因线索有误，他
们扑了个空。第二天还没到中午，她
又跑到派出所梳理线索，一副不把嫌
疑人缉拿归案决不罢休的架式。

高源说，自己热爱刑侦工作，更热
爱警察这个职业，希望自己能做一名

“麻辣”女刑警。

她是派出所抓捕组组长

麻辣女警

她曾穿着睡衣抓油耗子

个人信息
姓名
高源

毕业院校
四川警察学院
刑事侦查专业

职业
警察

职务
渝北区公安

分局双龙派出
所抓捕组组长

午夜，渝北区某地，
中年男子驾驶三轮车，
优哉游哉地准备离开。
他是个专业的“油耗
子”，几分钟之前刚刚从
一辆货车的油箱中偷了
个痛快，三轮车货箱里，
油桶装得满满当当。

“是人是鬼！你要
干啥子！”正当“油耗子”
心满意足准备离开时，
一辆小轿车停在他旁
边，一个身着白色睡衣、
长发及肩的年轻妹子趁
着夜色冲到跟前，一把
抓住了他的手臂。“警
察！不准动！”妹子一声
大喝，将男子从三轮车
上拖了下来，并反手扣
上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直到几分钟后，
“油耗子”被其他民警
押上警车时，男子仍
未回过神来：“真是警
察？还有穿睡衣出来
抓人的？”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彭光瑞 渝北区
警方供图

1麻辣女警

穿睡衣的女孩真是警察！她叫高
源，是渝北区公安分局双龙派出所抓捕
组组长。

2019年初，双龙派出所辖区多次发
生大货车柴油被偷事件，在接到报警后，
高源和同事进行了长时间的侦查和布
控。事发当晚，高源在家已经睡下，突然
接到信息，有嫌疑人正在渝北往北碚方
向一个停车场作案。按照前几次作案的
手法，嫌疑人偷油后会迅速离开现场，抓
捕时机转瞬即逝。

来不及换衣，高源穿着睡衣就冲出
门外，驾车赶往事发地，并第一个到达现
场。这时，嫌疑人偷完柴油正准备离
开。“不能让他跑了！”高源回忆说，她简
单判断了对方的体形，认为能够将其制
服，遂立即下车，冲到嫌疑人面前。

“只顾抓人，也没考虑自己这身行头
会吓到对方！”睡衣英雄只身勇擒嫌疑人
的故事，在同事间很快传开。但只要有
人说起这段，高源却十分尴尬，捂脸自
嘲：“被当成女汉子了，毁形象！”

女汉子是怎样炼成的，为啥一个女
警会成为抓捕组组长呢？

高源2010年毕业于四川警察学院
刑事侦查专业，后考入重庆市公安局，最
初担任交巡警，后来被分配到新牌坊派
出所担任社区民警。2015年，她调入双
龙派出所。

双龙派出所辖区事情多、任务杂，特
别缺乏基层刑侦的民警。派出所分管刑
侦的副所长见高源学的是刑侦专业，希
望她能够进入刑侦小组，便征求高源的
意见。“最想做的就是刑侦！”这一问，可
把高源乐坏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负责案件侦破的同事们见分来一
个妹子，却有些怀疑。女孩子搞搞内勤、
做做文职就好，要分析研判案件，还要现
场实施抓捕，能行吗？

没法解释，高源只能用实际行动证
明。2017年，高源和同事掌握了一名毒
贩的行踪，连续跟踪多日，计划在毒贩的
出租屋里实施抓捕。

高源利用自己女性的身份作为掩
护，对出租屋环境进行了全面的侦查了
解。她发现，毒贩所在的位置在3楼，不
排除他铤而走险跳楼逃跑的可能性。根
据获得的信息，抓捕组制定了周密的抓
捕计划，不仅封住了所有通道，还设置专
人盯梢，防止毒贩跳楼逃跑。

行动时，高源主动申请加入一线抓
捕三人组，破门实施抓捕。因为计划缜
密，抓捕行动很成功。当高源冲进出租
屋时，毒贩还躺在床上耍手机！高源和
同事第一时间将其控制，随后在毒贩住
所搜出60颗冰毒。

“我们现在服她得很，她一点也不比
男民警差！”几年刑侦工作，高源逐渐赢
得了大家的信任，两年前，她还成了派出
所抓捕组的组长。双龙派出所民警雷帅
说起高源，立刻竖起大拇指，还半开玩笑
地说：“这种麻辣女警，真香！”

2女性优势

破案、抓捕不比男民警差，可
这还不够！高源说，当警察做刑
侦，女娃儿也有自己的优势。特
别是在派出所的案件中，很多涉
及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利用
女性的特质，反而起到了很
好的效果。

第一次办案，高源
就发现了这个道理。
2016 年，她首次接手
刑侦案件，嫌疑人是
个惯偷，由于没有确
凿的实证，所以他一
直和民警说话绕弯、
拒绝交待罪行。高源前后和
对方聊了十多个小时，都没有
任何进展。

可高源不信邪，又把嫌疑人
的物品、背景资料全部翻了一遍，
继续和其聊天谈心。凭着女性的
细心，她在嫌疑人的感情线上找
到了突破口。原来，嫌疑人不认
罪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女友得知
他的罪行。

于是，高源试着与嫌疑人
的女友联系，在了解到其女友
家庭困难的情况后，主动带她
到当地居委会了解政策，为其
生病的父母联系购买了社保，
解决了全家的大问题。后来，
嫌疑人在得知民警为女友所做
的一切后，终于打开了心结，承
认了罪行，还当着民警的面发
誓，之后一定痛改前非，和女友
好好过日子。

除了打情感牌，在抓捕上，
女性也有独特的优势。去年，
高源和同事侦办一起盗窃案
件，由于没有更多线索，案件一
度陷入僵局。随后，通过侦查，
办案民警获得了嫌疑人的QQ
号。于是，高源以女网友的身
份，添加了嫌疑人的QQ，和对
方聊了起来。

一来二去，两人聊得特别“投
机”，高源顺势邀约对方见面，并

“同意”到嫌疑人所在地区找他。
得知对方藏在成都某镇之后，抓
捕组立即前往当地，准备实施抓
捕。但对方的样貌、衣着等具体
信息还并不清楚，贸然行动容易
使嫌疑人趁乱逃离。

“他告诉我，他正在网吧，还
叫了一个外卖。”得到这个信息，
高源灵机一动，决定抓住外卖这
个重要的信息。于是，民警们蹲
守在网吧外，等送外卖的小哥到
达网吧后，便跟随小哥进入，一举
将嫌疑人抓获。

从事刑侦工作3年，抓捕组组长
高源的宗旨是，无论案件大小，有案必
破。高源说，对于基层派出所来说，接
触最多的不是凶杀、贩毒等惊天大案，
而是谁家腊肉被偷了、谁的手机被扒
窃了、谁的车内物品被拿了，繁杂而琐
碎，但对受害的老百姓来说，这才是生
活，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所以，无论大案小案，她都会在接
警后的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有时为了
抓获一个嫌疑人，甚至顶着烈日、冒着
大雨，通宵达旦蹲点守候。

今年2月，辖区内一名独居老人
的10万元存款不翼而飞，而银行卡
仍在老人手上，老人自己也搞不清
楚钱是不是被偷了，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他在孩子陪同下，前来派出所
报案。

“银行存款怎么会不翼而飞？其
中一定有鬼。”接警后，高源和同事立
即调取了老人账户的取款记录和相关

监控，加班加点分析研判。最后锁定
了两名男子有作案嫌疑。经过抓捕、
审讯，对方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老人之前去银行取款时，被
旁边闲逛的嫌疑人偷看到了密码。
两天后，该嫌疑人冒充社区工作人
员，声称进行走访调查。而老人因为
眼睛不好，十分信任地将自己存放银
行卡和身份证的小包递给了对方，嫌
疑人趁机拿走了老人的银行卡。为
隐藏自己，嫌疑人特地委托另一名男
子取钱，承诺给他1万元左右报酬。
随后，他们将老人卡中的10万元存
款全部取走。

之后，嫌疑人故伎重施，再次冒充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银行卡放还到老人的包中，老人也
因此迟迟未能察觉存款被盗。直到几
天前，老人的子女帮他取钱时，才发现
卡中存款已不翼而飞。

“这是老人存了一辈子的钱！”高

源说，当她和同事找回失窃的存款时，
老人已是热泪盈眶。

高源说，除了打击犯罪，基层民警
更像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教育和拯救，
有时候比处罚更为重要。2016年，高
源接手了一个网吧偷盗手机的案
件。抓获嫌疑人后，高源发现对方只
是一名刚满16岁的孩子，因为叛逆
已多年未与父母、家人联系。在制作
讯问笔录时，高源特地与嫌疑人谈起
了他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和思想状
况，分享了对青春期叛逆问题的看
法，经过近五个小时沟通，高源打开
了孩子的心结，他痛哭流涕地告诉高
源，自己不想当一名罪犯，希望能够
重新来过。

于是，在刑拘执行结束以后，高源
帮助孩子找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父
母，并购票让他回了家。直到现在，这
个孩子还会时常发来短信或打来电
话，倾诉他的近况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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