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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近日，《大侦探7》

《守护解放西3》等几档

热门普法节目的播出引

发热议。扑朔迷离的案

情，匪夷所思的犯罪，高

能反转的剧情，都让观

众大呼过瘾。然而，在

看过笑过后，观众不禁

会产生对人性的思考，对

行为的反思。在最新一

季的两档节目中，纷纷加

入了一个新的板块——

普法教育课堂。在《大侦

探7》中，最高人民法院联

合芒果TV共同推出普

法环节《大侦探合议

庭》。法官们探讨节目

故事，剖析剧情案件，普

及法律知识，还针对“凶

手”“嫌疑人”的违法行

为提出定罪量刑建议。

知名法律学者罗翔更是

与《守护解放西3》“梦

幻联动”，以案解法，金

句频出，收获观众一致

好评。内容多变的普法

节目究竟有怎样的魅

力？“寓教于乐”的普法

形式又能带来怎样的收

益？当“娱乐”与“普法”

联动，这二者间又能产

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 烧脑+反转+普法

多角度解读案件背后人情冷暖

2月10日，“明侦”迷们盼了又盼
的《大侦探7》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虽
然更换了新的导演组，元老级玩家
“明灯”撒贝宁也未能出现在节目中，
但节目依旧保持着原有水准，每集案
件聚焦时下热议社会话题，拨开层层
迷雾寻找答案的同时，也揭开了一个
个隐藏在人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伤
疤”。高能反转的剧情，脑洞大开的
推理，感人至深的故事，让《大侦探7》
吸粉无数，第一集节目播出后，共收
获全端热搜78个，微博主榜15个，连
续三天登顶TOP1。

作为一档以普法教育为目的的
推理探案综艺，《大侦探》始终以用诚
心和匠心做好新时代的普法教育作
为节目的主旨基调，也因此深受年轻
观众的喜爱。本季首案《童话学院之
毕业悸》中，何炅、魏晨、张若昀、大张
伟、戚薇、杨蓉等玩家分别扮演性格
各异、身世背景各不相同的一群角
色，彼此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
为案件增添了悬疑感与趣味性。随
着一个个线索浮出水面，人物背后所
隐藏的故事也慢慢被拼凑起来，原来
所谓的童话学院只是一个“梦境”，在
现实生活中，他们只是一个个被遗
弃、被伤害的二手玩具，见证了主人
内心深处最脆弱敏感的部分，也由此
映射出当下青少年可能遭遇的童年
问题——因外貌缺陷被孤立、父母偏
心二胎、被家长逼迫学习、排挤外地
同学以及校园暴力等。

当下，青少年犯罪心理问题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及时对青少
年进行心理问题疏导，并有效制止犯
罪行为的发生，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的目标。《明星大侦探》七季以来（第
七季改名为《大侦探》），也就此问题
进行过不少讨论，聚焦杜绝网络暴力
的《周五见》，呼吁关爱孩子幼小心灵
的《恐怖童谣》等，都成为“经典案
件”。节目组还在第三季节目中增加
“侦探能量站”环节，通过嘉宾集体发
声，将网络暴力、个人信息泄露、儿童
保护、环境保护、家庭暴力、抑郁症、
容貌焦虑等社会热点议题搬上屏幕。

而在最新一季《大侦探7》中，节
目组更是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共同推
出了普法环节《大侦探合议庭》，郭
慧、赵俊甫、翁彤彦、段凰等法官，针
对每期节目故事背后的成因及其所
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将目
光聚集到更真实的法律层面，走进法
律，剖解真相。同时，复旦大学社会
学教授沈奕斐和侦探助理齐思钧也
将与法官们一同参与讨论。

在第一案结束的尾声，来自最高

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和赵俊甫法官
从法律的专业角度解读校园欺凌，
并向观众普及了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利用
网络这种匿名的形式散布同学隐
私、谣言，让被欺凌的人感到巨大的
痛苦和舆论的压力，也属于校园欺
凌。”赵俊甫说：“（最新生效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专门增加了未成年人
的网络保护专章，在网络空间对其
他人进行的欺辱、谩骂或诽谤，网络
服务商、经营者均有义务及时屏蔽、
消除这些不良的违法信息，甚至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案”释法，以点带面，《大侦探7》
让我国法律中的具体条款在每一则案
件和具体节目内容中落地。如此新
颖的普法形式，令不少年轻观众感
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来为我们科
普法律知识时，那种法律的肃穆和带
给观众内心的震撼太强了！”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盛伯骥在采访中表示，
《大侦探7》实现探案到普法的升级，
开拓了新媒体环境下的专业普法新
路子，也代表着文艺作品的创作思考
升级，为文艺作品如何从“喜闻乐见”
到“责任担当”提供了新思路。

■ 高能又真实

派出所里上演人生百态

“有新的警情，请查收！”被网友
戏称为“抓了么”订单的提示音又一
次响起。近日，由哔哩哔哩、中广天
择联合出品的警务纪实节目《守护解
放西3》开播，满屏“期待”“终于等到
你”“爷青回”的弹幕，让坡子街派出
所热闹的接警大厅再次成为了全国
网友“围观”的焦点。目前，该节目播
放量1.4亿，豆瓣评分8.9。

随着《守护解放西》的火热播
出，“北有三里屯，南有解放西”的口
号也传播甚广。“解放西”是湖南省
长沙市解放西路的简称。整个解放
西区域只有1.21平方公里，坐落着国
金中心、新世界百货、悦方iDMall、王
府井百货等 7家大型购物中心、近
2500家大小商铺、30余家酒吧俱乐
部、1300家酒店、宾馆、民宿等。这
里是整个长沙市，乃至全湖南省最
繁华的地段。

也正是因此，涌动人潮让不稳定
的因素成倍增加，《守护解放西》将镜
头对准管辖这一区域的“坡子街派出
所”，讲述身处其间的民警们如何处
理各类警务，在电影大片感的新片头
和新人警官登场之后，说着长沙口音
“塑料普通话”的老警官重新出现在
屏幕中，在派出所里真实上演的人间
百态拉开了序幕。

如一条高赞评论所说，这个节目

满足了他足不出户也能凑热闹的八卦
心理：有女子深夜报警称遭受一名男子
的暴力和监控，警方调查后却发现，被
骚扰跟踪的其实是这名男子；9岁的弟
弟被姐姐揍了，报警称遭到了家暴，后
续却是弟弟在学校中教唆学弟在商店
偷窃；醉酒少年在派出所醒酒过程中大
肆吵闹，放言“我爸是邵阳的黑老大”，
第二天清醒后，却温顺如绵羊；还有让
人气愤又离谱的，13岁少女怀孕流产，
生父却不是临时男友等。

一桩桩奇葩的案件，一个个迷惑的
行为，让网友都不禁调侃道，“就连电视
剧都不敢这么演。”可生活毕竟不是电
视剧，现实中的故事发展永远没有剧
本，这些闹剧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容
忽视。民警们对待这些当事人始终严

肃认真，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对当事
人进行批评教育，提醒大家增强安全意
识、法律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节目实
现了严肃和有趣的自然平衡，传达了专
业和严谨的法律知识，体现了深刻的社
会价值，也让人们也对基层民警多了一
份理解和尊敬。
《守护解放西》的导演肖姝回忆，坡

子街派出所出警的最高纪录是，一天
171趟警情，最少的时候，一天也有30起
左右。在每起警情的间隙，节目也记录
下了他们的疲惫，凌晨工作，很难在正
点吃饭，和家人聚少离多以及受到部分
嫌疑人的辱骂和攻击。“我们制作这部
纪录片最主要的目的是普法，同时展现
民警工作的真实状况，希望观众可以通
过这个节目对警察，尤其是派出所的警

察，多些包容。”肖姝说。
如果说《守护解放西》前两季节目

中的教育意义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那么第三季新环节的加入，则让节目的
普法功能进一步明确凸显，给观众提供
了更深刻的启发。《守护解放西3》与“法
制大V”罗翔教授展开了梦幻联动。针
对片中的一些案例，在《罗翔老师普法
小课堂》中，罗翔从法理出发展开阐述，
同时又带领观众去思考人生自由与责
任等大义。
“多看看别人走的路，人生才不会

走歪路。”正是知名法律学者罗翔给大
家的寄语。在节目中，罗翔不仅根据案
例在法律专业层面提出自己的专业看
法，还将思考上升到责任、自由与幸福
的关系探讨，指出节目中那些误入歧途
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自己短暂的幸福违
背了法律，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抛弃了
责任，是断不可取的，“真正的自由是有
节制的自由”。在这样的思考启发下，
节目的教育意义更加深刻，如同一堂观
众喜闻乐见的普法课和年轻语态的人
生哲学课。

■ 寓教于乐

拿捏好娱乐和普法的分寸是关键

当今，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有人将其列为
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年
鉴》统计，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
年犯罪比例在不断增加。1959—1963
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占整个刑事犯罪
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
1986年又猛跳到72.47%，现在仍然有上
升趋势。

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
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
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
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
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有详细资
料显示，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平均每分
钟就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现了一
些令人担忧的新动向，犯罪年龄趋向低
龄化，犯罪性质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
化和智能化。

相关专业人士表示，青少年正处于
身体生长发育的迅猛阶段，生理发育和
心理发展同时进行。而在心理发展上
往往会由于社会的、家庭的或者教育主
体上的种种原因而产生偏差，容易在思
想上走上歧路或者走向极端，并且易受
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故

其作案往往呈现为恶劣、暴力、冲动行
事、不计后果犯罪，而作案的动机往往单
纯、幼稚。青少年犯罪的年龄普遍都比
较小，并且有愈发低龄化的趋势。因此，
向青少年进行普法懂法教育，有效制止
其产生犯罪心理，是当下全民普法工作
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明星大侦探》《守护解放
西》等普法教育节目越来越多，以当下年
轻人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普法教育也是
制作这类节目的初衷。《守护解放西》第
二季播出时，导演肖姝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称，节目组对《守护解放西》的定调
是“要用年轻人的手法打开这个节目”，
B站后台数据则显示，《守护解放西2》
19—30岁的用户大大增加，占到68%。
当年轻人走上时代的潮头，贴近年轻人
无疑是占据市场最快捷的方式。

然而，在弹幕刷屏的火爆之余，也
有质疑的声音出现。《守护解放西》一直
尝试在严肃的法律常识和更易于被接
受的娱乐感之间找平衡，但是从新一季
已经播出的几集来看，相较于前两季，
节目在案件的选择上更偏向猎奇，在受
害者和嫌疑人身上添加的充满综艺感
的花字和搞笑音效也更多了。考虑到B
站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上下，这样的
做法或许是可以吸引到更多观众，但偏
戏谑的呈现方式有时也会削弱一些事
件的危害性。

从近几年纪录片的传播广度来看，
年轻观众所钟爱的内容不是“苦大仇
深”，而是剧情片、喜剧片的外衣+传统
正剧的内核，在这层意义上，《守护解放
西》系列其实是顺应了行业类纪录片的
发展趋势。但过于浓厚的娱乐氛围会
否消解掉节目的普法意义？如何拿捏
好娱乐和普法的分寸，有没有可能在贴
近年轻人的同时，寻找到内容呈现的最
优解？这些问题还需要这类节目进一
步去探索。

但值得肯定的是，面对主流文化的
受众青少年，普法教育节目在联动和创
新中成为传递社会温暖与正向价值的
有效载体。参与现实讨论，唤醒青年意
识，推动社会趋向更加积极健康发展的
决心和力量清晰可见。在普法的同时，
让更多人看到，社会上还有一些情况需
要改进，也是一档纪实节目的意义所
在。也如罗翔所说，“我们所处的社会
是冲突不断的，法律就是解决这些冲
突，但是在解决冲突的时候，法律又可
能会制造新的冲突，所以法律永远就是
在有问题的社会中寻找平衡，这种平衡
不可能是最完美的。”

普法节目何以让观众“走心”

娱乐外壳包裹严肃法律内核

本报记者 徐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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