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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婆婆”示范怎样办政务微博
“@江宁公安在线”被赞“最靠谱警察蜀黍”，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尹平平
实习生 王文杰

一位女网友做手术点掉了脸上的痣，本
该为变漂亮感到开心的她，却添了新的烦
恼：两个月前刚办了护照，点痣之后，需不
需要重新办理呢？上网一搜，发现有类似经
历的人还挺多，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不知
道听谁的好。于是她把自己的问题发在微博
上，并圈了“@江宁公安在线”求助。

半小时后，“@江宁公安在线”给出
了回复：“这个公安机关没有明确规定，
取决于你自己和入境国的要求。如果你这
颗痣不明显，在护照照片上本身就不太看
得出来，可以不换。如果十分明显，建议
还是重新照相换新比较稳妥。”

回复她的“@江宁公安在线”，是南京
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的官方微博。自 2011 年
开办以来， 6 年时间累计发布 2 . 6 万多条
微博，“吸粉”近 200 万。在很多人“去微
博化”，将微信上升为主要社交媒体的近两
年，“@江宁公安在线”日均收到的微博评
论和转发仍有两万条左右。

虽然和一些明星大 V 比起来，这个数
字并不惊人，但对于一个区县一级公安局的
政务微博来说，却相当可观。人们常说“有
困难去派出所找民警”，如今很多网友是
“有问题上微博圈@江宁公安在线”———

看到新版美元，以为是假币，圈他
问；收到要求汇款的短信，不知道是不是
电信诈骗，圈他问；看到消防桶是半圆形
而不是圆形的，不明所以，圈他问；甚至
连家里墙壁上砖缝里爬出来了不知名的虫
子，也要圈他问……这就是“@江宁公安
在线”在微博上每天要面对的日常。

和多数活跃的政务微博不同，“@江宁
公安在线”并不是由一个几人小团队来运营
和维护的。从 2011年到现在，它的“幕后”
始终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王海丁，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公安分局网络安全大队的一名民
警。

没人看的微博，做它有

什么意义？

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专业的王
海丁，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局的“微博管
理员”。

大学毕业时，经过双向选择，他来到南
京，进入江宁公安分局下辖的一个派出所当
民警。干了不到一年，又被调到交警岗位，
维护车管所的电子驾考系统。尔后，被调到
了网络安全大队，当网络警察。

王海丁回忆说，调他来当网警，可能是
因为刚当警察时填过的一张调查表。他当时
在兴趣和特长栏里写了“喜欢计算机和网
络”。当网警，他以为自己是来参与网络破
案的，比如网络赌球、电信诈骗和其他涉及
网络的经济纠纷或刑事案件。得知自己的工
作是发微博，“一开始多少有点失望。”

“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王海丁倒
也不“挑食”。不过，他最初并不知道该怎
么做，只是通过研究类似的政务微博，照猫
画虎地发一些四平八稳的内容，比如“警方
提示：雨天路滑”“警方提示：有不法分子
利用钓鱼网跳转等方法进行网络诈骗”“警
方提示：近期出现广告类恶意木马程序新变
种”……

那是 2011 年，微博只有评论和转发功
能，不像现在可显示阅读、点赞数据。但王
海丁清楚地记得，那年 3 月初，江苏足球训
练基地发生盗窃案，“@江宁公安在线”在
微博上公布了拍摄到作案嫌疑人的监控视
频，请网民提供破案线索。可尽管@了从南
京市到江苏省内所有能想到的媒体，求转发
求扩散，还公布了办案民警的手机号，可是
应者寥寥。

这极大地刺激了王海丁。“我有点急
了！做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看，那我做它意
义在哪里？”他决定转变，调整表达风格，
多用网语，让微博内容活泼起来。

于是，“@江宁公安在线”开始自称
“警察蜀黍”了，还尝试写段子，把“警方
提示”改成三句半、顺口溜。后来网友们流
行用什么，他就跟着用什么。比如每句话都
以“亲”开头的“淘宝体”，每句话都以
“有木有”结尾的“咆哮体”，还有类似于
凡客广告的“凡客体”，再配一些卡通人物
或者可爱动物的图片，逐渐形成“卖萌”的
风格。

果然，“警察蜀黍卖萌”吸引了不少年轻
人。最开始关注“@江宁公安在线”的时候，
叶祥雯还是南师附中江宁分校高二学生。那时
她并不知道“@江宁公安在线”是一个政务微
博，而是把它当成“段子手”，还推荐给其他
同学，只因为内容“超搞笑”。

但也有人质疑“@江宁公安在线”作为
公安局的官微却“卖萌”，“不自重、不正
经”，甚至说他“恶心”。还有人写信到公

安局来告过状。好在江宁分局网络安全大队
队长高为成不以为意：“互联网嘛，面对的
网友多数是年轻人，你如果很严肃，人家也
不愿意看，卖萌只是一个风格。”

不过，王海丁自己意识到：“@江宁公
安在线”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只靠“卖萌”
看来不行，让网友一笑而过也不行，关键要
用内容把心留住。

于是，王海丁特别注重与网友们的互
动。起初，只是你来我往地与网友在微博
评论区聊天。接着，他开始搞一些小活
动，比如放一些破案或者逻辑推理的谜
题，晚些时候公布答案。果然，有很多网
友参与抢答，热烈讨论。

发现微博网友们对警务感兴趣，王海丁
又主动策划更为“核心”的内容。“@江宁
公安在线”图文并茂地开讲“你所不知道的
警察故事”系列，最受欢迎的就是关于不同
种类警犬的介绍，这是王海丁的老本行，再
加上狗狗或呆萌或英武的照片，评论转发轻
轻松松就成千上万。

“织博”成 “婆”的

“最靠谱警察蜀黍”

王海丁告诉《新华每日电讯》，从搞笑
卖萌，到加强互动，再到主动策划，并非
“无心栽柳”，而是“蓄谋已久”：“有计
划有步骤地，通过卖萌和互动吸引粉丝，然
后通过核心内容留住他们，提高粉丝的黏合
度。”王海丁把“@江宁公安在线”比喻成
一个人：“活泼亲民，是他的外在；核心的
内容，是他的骨架。”

关注的人多了，再发各种“警方提
示”就有人看了。而这时“@江宁公安在
线”发出的警方提示，也不再是板着脸说
教或者腆着脸卖萌。比如，暑运或春运前
后，王海丁制作图文并茂的长微博，并把
知名的动漫人物侦探柯南 PS 上去，讲解
网购火车票如何防骗；他还在网络小说
《盗墓笔记》大热期间，用喜羊羊和灰太
狼的视角，给网友讲解真实的盗墓大案是
如何侦破的。

关于什么样的管制刀具可以带上公交地
铁，大家总是搞不清，尤其是一些经常玩古
装或者动漫角色扮演(cosplay)的年轻人，他
们通常要配戴一些塑料或者木质的刀作为道
具，不知道能不能带上公交。王海丁于是以
cosplay 为例，制作了一条长微博给网友们
讲述如何分辨管制刀具。

一位以擅长 cosplay 《七侠五义》中锦
毛鼠白玉堂的年轻人，因此积极地与“@
江宁公安在线”互动。眼瞅着他们在微博
上一来二去，突然有网友想起来，在电视
剧中，白玉堂有个干妈，叫“江宁婆
婆”，便起哄管“@江宁公安在线”叫
“江宁婆婆”。于是“江宁婆婆”成为很
多网友口中“@江宁公安在线”的昵称。
有时，大家干脆亲切地直呼为“婆婆”。
再加上“@江宁公安在线”总是苦口婆心
地讲道理，不少网友把王海丁这个 1985 年
出生的大小伙子当成了女警。

很快，一些微博大 V ，比如演员姚
晨，都开始关注并转发“@江宁公安在
线”的内容，带来了粉丝增长的“引爆
点”，几乎是逐月直线上升。 2011 年 11
月初，根据新浪微博后台数据的统计，
“@江宁公安在线”微博开通才大半年，
其影响力在警务微博中排全国前列。

“真的像个婆婆一样亲近”

网友遇到问题，也开始主动向“婆

婆”求助。起初，只是一些本地的网友。
比如有人在微博上圈他，反映江宁区某条
马路的红绿灯设置不合理。“婆婆”也并
非随手就回，而是跑到那个红绿灯所在的
路口蹲守半天，实地考察测量，看到底是
哪里不合理，然后再联系相应交警部门予
以回应。后来，外地的网友也开始找他求
助。有时，王海丁也会联系外地警务、政
务微博共同回应网友的咨询或者求助。

遇到各种莫衷一是的传言，想搞清真伪
的网友，最爱圈“婆婆”。比如，去年夏天有人
上传视频，视频中江宁区万达广场有网约车和
出租车司机聚众斗殴，残酷血腥。当夜，王海丁
一夜未眠，把该区域两个摄像头当天监控录像
看了好几遍，根本没有斗殴这回事。仔细钻研
网上疯传的视频后，发现视频素材部分来自广
西某地电影拍摄现场。他把这些制成长微博发
出，谣言不攻自破。

再比如，有段时间网上传说：如有人
把鸡蛋扔在车前挡风玻璃上，千万不能启
动雨刷功能，因为鸡蛋遇玻璃水将凝固，
阻挡视线将达 92 . 5% ，在你被迫停车清理
玻璃时，劫匪会趁机抢劫……王海丁就此
拍了两个视频，从车外和车内司机驾驶位
置两个视角拍摄，告诉大家鸡蛋遇玻璃水
不会凝固，这是谣言。每逢有疯传的谣
言，王海丁都会像这样实地考察或亲自试
验，或与果壳网、博物杂志等科普界的大
V 合作辟谣。

“我把自己当作法制科普作家。”王海丁
告诉《新华每日电讯》，“我并没有什么独到
的见解，但我会用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把法
治理念或复杂的法条‘翻译’给大家。就像有
的科普作者，本身并不见得做出了什么科研成
果，但可以把很复杂的量子物理学用很简单的
方式，给人讲明白。我就是要达到这种效
果。”

不少网友把“@江宁公安在线”称为
“史上最靠谱警察蜀黍”。家住江宁区的南
京市民吴静蕤更是把“江宁婆婆”当作本地
的骄傲。“婆婆简直是人形百科全书！他话
痨、很幽默，真的像个婆婆一样亲近，没有
其他众多政务类官微只发通知的那种机械
感，让人觉得微博账号背后是个有血有肉的
警察叔叔。平时翻看他的微博，非常长知
识。有问题时，直接在他微博里搜答案，也
很放心。”

“累是累，但我不烦”

同事们可不管王海丁叫“婆婆”，而
是叫他“王大”，因为王海丁去年刚升为
江宁公安分局网络安全大队的副大队长。
与王海丁同属网安大队的民警丁菲，“是
看着‘@江宁公安在线’成长起来的。”
同时，她也见证了“王大”投入在微博上
的心血。“他总是特别专注，连吃饭的时
候都在看手机，像个沉迷打游戏的网瘾少
年。”

丁菲告诉《新华每日电讯》，她觉
得“王大”与其他同事们最不一样的地
方，在于“他把这项工作当兴趣和事
业，而不是谋生的饭碗，从来没听他抱
怨过。”日均两万左右的微博评论、转
发，怎么看得过来？“我永远都看不
完。”王海丁对《新华每日电讯》说，
有好多次，自己的手机一点开微博，就
直接死机了。“只能尽量看，能看多少
算多少。”

“真的是一件我愿意、也喜欢做的
事。”王海丁告诉《新华每日电讯》，为
了尽可能多地看网友们的评论，自己采取
“达·芬奇睡眠法”：把睡眠拆开，每天
夜里只睡 3 个小时，白天抽空再补一两小
时，一天的睡觉时间勉强凑够五六个小
时。“累是累，但我不烦。”王海丁说，
这份耐心，是他当年在派出所当“片儿
警”练出来的。“老太太和小贩为两毛钱
吵两个小时，拉我评理，我也能始终笑脸
相迎。”

现在南京市公安局推出了微信公众
号“南京公安”，有着强大的服务和咨

询功能：小到挪车，大到跨区迁户口，
都可以通过微信用手机操作完成，还有
24 小时在线的“警博士”能解答交通、
户籍等各方面警务问题。网友们圈“@
江宁公安在线”咨询各种信息的需求，
被“南京公安”的微信公众号部分分
担，但王海丁并没因此松口气。

“特别关心他们是怎么

失败的”

“微信的服务功能比微博强大，但微
信的互动却是单向的。我觉得微博像是个
‘会客厅’，不光要把我们的东西传播出
去，还要请网友进来坐一坐、聊聊他们对
我们的想法。微博比微信更加透明和公
开。”王海丁告诉《新华每日电讯》，他
现在主要把微博当成一个倾听网友声音和
观察舆论走向的渠道。

他不光在网上收集舆情，还走进高校请
大学生提意见。他经常到高校去做一些关于
安全防范知识或者网络辟谣的讲座，私下里
管这叫“青春计划”。同学们挤破脑袋抢票
去见网红警察“江宁婆婆”，而王海丁说他
设计这个“青春计划”也有自己的“私
心”：“这些大学生知识相当丰富，同时又
非常关心社会热点。他们还没有步入社会，
没有被社会中的不良风气污染。我觉得他们
的意见，是最纯净的声音。”

为了运营好“@江宁公安在线”，王
海丁业余自学了很多东西。除了作为“人
形百科全书”的科普所需，他还潜心学习
新闻传播学，对媒介传播形态和规律颇有
自己的心得，保证自己“知道在什么样的
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他常研究同类
型的政务微博，“我不关心别人是怎么成
功的，但是我特别关心他们是怎么失败
的。看到别人失败的案例，我会去琢磨一
下，如果是我，该怎么做。”

“我们不惧怕碰撞”

“他做的这个，真的是高危领域。一
言一行全都晒在网上。他非常用心，似乎
永远都在办公，人家破案加班熬夜，他发
微博也加班熬夜，有时凌晨两三点还在
干，我们都看在眼里。”丁菲说。王海丁
向《新华每日电讯》承认自己压力很大，
但他不害怕。“既然开微博，就要适应这
种模式。既然追求它的公开和透明，就要
接受全民监督。这种民主监督，说到底，
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公平和正义。”

去年年底，王海丁获评第四届“江苏
省最美警察”，也是南京唯一入选的警
察，同时被记个人一等功。王海丁对此很
不好意思。他对记者说，出生入死比他辛
苦的战友们有的是，他只是动动手指而
已。不过他的同事李涛却告诉《新华每日
电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仇警。但王
大的工作，让老百姓体会到我们公安是一
心为民的。我们都特别服！”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服”。有一些人，
固执地认为他的辟谣是在为公安机关和政府
部门“洗地”。比如每当涉及公安机关的重
大舆论事件，无论发生在北京还是山东，都
有人圈“@江宁公安在线”，要他表态，甚
至看笑话般地等他“反转”和“洗地”。
“不发生在江宁，我看到的跟大家看到的一
样多。非要我解读，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
事。我又不是神仙……”王海丁感到有些委
屈。

“如果有某地的警方明显做得不对，我
扭曲事实，非说他做得对，那才叫‘洗
地’。但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我到现在说
的每一句话，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可是有些人因为我的身份，不看我
微博的具体内容，就直接判断我的立场，我
觉得这是一种舆论绑架。”

尽管如此，王海丁也从没有删过一条这
样的评论，从没有关闭过一次评论功能，
“因为我们不惧怕碰撞。网络不可能是一言
堂，它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什么样的
人都有、什么样的声音都有，才是真实的社
会现状。”王海丁说。

毕业于警犬专业的
“微博管理员”，决心用
内容留住网友的心

“江宁婆婆”成为很
多网友口中“@江宁公安
在线”的昵称 。再加上
“@江宁公安在线”总是
苦口婆心地讲道理，不少
网友把王海丁这个 1985
年出生的大小伙子当成了
女警

“他把这项工作当兴
趣和事业，而不是谋生的
饭碗，从来没听他抱怨过”

他潜心学习新闻传播
学，对媒介传播形态和规
律颇有自己的心得，保证
自己“知道在什么样的时
候，该说什么样的话”。
他常研究同类型的政务微
博，“看到别人失败的案
例，我会去琢磨一下，如
果是我，该怎么做”

什么样的人都有、什
么样的声音都有，才是真
实的社会现状

“婆婆简直是人形百
科全书！没有其他众多政
务类官微只发通知的那种
机械感，让人觉得微博账
号背后是个有血有肉的警
察叔叔”

“有问题上微博圈@江宁公安在线”，一个

影响力在警务微博中排在全国前列的区县公安局

的政务微博，从 2011 年到现在，“幕后”的“微

博管理员”始终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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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孙丽萍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著
名作曲家谭盾日前再获殊
荣。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日前
决定将其终身成就奖———
“金狮奖”授予跨界创作的谭
盾，表彰其音乐既扎根于中
国传统文化，又给世界文化
艺术带来创新。

获悉得奖时分，谭盾正
在上海，忙碌筹备即将在今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首
演的新作——— 发掘自敦煌手稿中的“千年遗音”。他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回顾自己多年来行走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世
界多元文化之间的经验。

“谁都知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然而如果要让全世界
了解中国文化或与之发生共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把心
灵的钥匙，把观众的心门打开。作为一个做音乐的手艺
人，我怎么去打造这把钥匙？”谭盾向自己提问。

“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锁匠，
每天苦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想着要用它打磨出一把怎样
精彩绝伦的钥匙，好去打开人类的心门，打开世界各种不同
的灿烂文化之间尚未完全敞开的大门。”谭盾对记者感言。

其实，获奖，包括获国际大奖，对于今年 8 月即将迎来
“花甲之年”的谭盾而言，并非稀罕事。从湖南湘西乡村走出
的谭盾，此前已经凭借与李安合作的电影《卧虎藏龙》配乐，
手握奥斯卡小金人与格莱美唱片奖。

但此次威尼斯双年展将大奖送给谭盾却颇为“跨界”。
上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谭盾获邀为中国馆的开幕创作了
行为艺术《声音河流》与影像音乐装置艺术《活在未来》。他
用 150 位来自全球的小提琴手沿着威尼斯大运河顺流而
下、且行且奏乐，让音乐沿着水流形成了一道“声音河流”，
一时成为艺术展焦点。在另一个作品中，谭盾又以来自湖
南、濒临失传的古老“女书”与现代音乐互动，向各国观众阐
释“如何让你的每一天都活在未来”。

这些让人惊叹的创意，是如何萌发于 60 岁的谭盾脑
中？谭盾直言，灵感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十年如一日
的文化考古。“除了音乐家的身份，我会像一个人类学家、一
个考古工作者一样，去追寻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最深邃、最
精彩、最具精神和灵魂价值的部分。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苦
苦思索，怎样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互动
和连接。”

早年间，谭盾以自己出生之地湖南的楚文化为灵感，创
作了水乐、纸乐，令西方作曲家惊艳。近年来，他为纽约大都
会歌剧院委约创作歌剧《秦始皇》，在全球巡演歌剧《马可波
罗》《茶》，视野越来越开阔，而主题也渐渐对准传统文化的
宏大脉搏。

一个月前，谭盾为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秦汉
文明》特展创作了一部《色彩交响乐：陶俑》。他经过考证，
发现当年的兵马俑并非灰扑扑的，而是有着白色、红色、
紫色等多种色彩，于是他决定用音乐去“复活”一个生机勃
勃、色彩斑斓的帝国之梦，演出大获成功。

“可以说，占据当今世界主流的当代艺术，是观念性
的，是从人类的骨头、血液、记忆、思想之中，去产生颠覆
性的思考、想象力、价值。因此，眼下所有创新都是从传统
深处诞生。而这正是拥有悠久传统的中国的优势。”谭盾认
为，中国艺术家的“美妙时刻”才刚刚开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这不是陈词滥调。”谭盾告
诉记者，两年前在大英图书馆，他发现了从敦煌流失的 10
世纪《心经》全谱，共有大约 1500件手稿，其中记录着失散
千年的敦煌遗音。

谭盾心目中的“敦煌遗音”，将在今年五月的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上奏响。谭盾说，敦煌壁画里绘有四五千件乐
器，他在世界各地拜访乐器制造者，尝试着“复原”一些敦煌
古乐器。这次首演音乐会中，他将让国人听到敦煌反弹琵
琶、唐代压脚鼓、敦煌五弦琵琶、敦煌古代奚琴这四种乐器。

这些乐音穿越千年，自中国历史深处而来，在谭盾心目
中恰如“两分钟的音乐，复活了两千年的故事”。

谭盾说，他的下一个梦想，是复原 12件敦煌壁画中的
古乐器，成立一支敦煌乐团，用音乐去讲述一个“没有任何
人能讲述的中国故事”。那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文明的
精彩故事。 新华社上海 4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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