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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明家庭”董顺发家庭：军功章里融挚爱

高速上强行变道致碰撞翻车

妻子身亡男子崩溃痛哭

“市最美教师”潘茂群：三尺讲台演绎青春年华

帮朋友转账“洗钱”

大学生被判六年处罚金十万

有能力却不履行判决

法院强制执行半小时解决

男子喝醉酒开车“转转” 引发交通事故被刑拘

在德兴市海口镇海口村，有这样一个家庭：

丈夫叫董顺发， 是武警海警总队浙江某大队雷

达班长，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2

次， 三等功

6

次， 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二等奖、 武警部队

“ 十大标兵士官”、公安部优秀士官人才一等奖、

公安边防部队首届“ 带兵模范”等荣誉；妻子叫

余娅萍，是海口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聘用药师，

多次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授予

“ 贤内助”称号，并获得“ 武警十大军嫂”称号，

2018

年被上饶市妇联评为“ 最美好妻子”。 近

日，董顺发家庭又被评为上饶市“ 文明家庭”光

荣称号。

据介绍 ， 董顺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

1995

年应征入伍， 加入浙江海警一支

队。 仅有初中文化的他， 一开始接触仪器时

只能两眼发愣： “ 刚当兵那会， 雷达对我来

说完全是个新事物 ， 说明书很多都是英文 ，

我根本看不懂。 英文看不懂， 我就把它翻译

成中文， 我就不信这么一台小小的机器能难

倒我

!

” 董顺发暗暗跟自己较劲。 他利用周末

时间外出买来英汉字典， 每天发了疯似地看

专业书， 不懂就做笔记。

每天凌晨

5

点， 别人还在梦乡酣睡， 他捧

着英文书念念有词； 晚上为了不打扰别人休

息， 他一个人躲在机舱里继续看。 他用半年时

间， 将雷达上数千个英文词组逐一翻译成中

文， 并背得滚瓜烂熟。 渐渐地， 董顺发咂摸出

味儿来， 对雷达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他先后

自学了 《 雷达原理》 、 《 雷达勤务》 、 《 微波技

术》 、 《 测报理论》 等

10

余种课程， 整理读书

笔记

10

余万字， 编写了

5

万字的 《 雷达实用

手册》 。 现在， 董顺发看到不同型号的雷达，

就像交到新朋友一样， 爱反复拆装， 俨然是个

雷达迷。 雷达出了故障， 他一般都能自己修

好。 除此之外， 他还编写了 《 雷达简易操作袖

珍书》 、 《 雷达操作使用及故障排除

100

问》

等训练教材， 并作为唯一的士官参加了全国海

警专业兵 《 雷达培训教材》 的编写， 已然从一

名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董顺发入伍

23

年， 始终战斗在海上维权

执法一线。 他参与海上执法维权行动

80

余次，

出海

1000

多航次， 导航

10

万余海里， 被称为

“ 千里眼”、 “ 活海图”、 “ 雷达专家”。 他先后

总结出“ 米字型列岛划分法”、 “ 三对照目标

方位测定法”、 “ 定点海图默画法” 等多种简

单实用的雷达专业学习方法， 能熟练默画出海

岸线以及重要岛屿和礁石的位置、 大小 、 形

状， 并用顺口溜“ 椒江喇叭口， 生肖满海走；

龙羊马蛇猪， 各居海一处……” 描述海域特

点， 方便士兵记忆。

董顺发的妻子余娅萍， 是海口卫生院的一

名普通药师，

2003

年， 她认识了回海口探亲

的董顺发，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建立了恋爱关

系。 虽然她深知未来若与董顺发结婚， 肯定是

聚少离多， 但出于从小对军人的崇拜， 加上彼

此都深爱着对方， 最终爱情的力量战胜了时间

和空间， 两年后， 她嫁给了董顺发。

婚后的董顺发经常出海执行任务， 而他每

次出海都让余娅萍牵挂。 董顺发有一次远离大

陆出海

80

多天， 期间由于没有手机信号， 能

和丈夫联系的唯一途径被中断， 这让余娅萍焦

虑不安， 甚至好几次夜晚从梦中惊醒。 此时，

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 丈夫正在执

勤， 维护着国家主权， 自己能做的就是照顾好

家庭， 消除丈夫的后顾之忧。

2018

年

6

月

23

日， 海口村遭遇了特大暴

雨。 当天， 余娅萍住在娘家， 而公婆住在村里

一老房子里。 受上游洪水影响， 海口村大部分

房子被淹， 她的公婆只好到楼上避险。 她想涉

水将公婆接出村， 但由于洪水太深， 她根本无

法进村， 只好打电话不断安慰公婆。 当婆婆想

将险情告诉董顺发时， 余娅萍劝她不要打电

话 ， 不能让正在执行任务的董顺发惦记而分

心。 次日早上洪水退去后， 她第一时间赶到公

婆住的老房子里看望老人， 还向单位申请做了

调休， 用一个星期时间帮忙清扫淤泥， 清洗房

子和家俱等。

余娅萍说，丈夫入伍以来，每年回家只有

1

至

2

次， 且休假期间接到紧急命令赶回部队工

作也是常态。她说：“ 孩子身体一直不太好，母亲

年纪大了，并患有高血压、脑梗等疾病，虽有时

会抱怨，但作为妻子，更多的时候是把这份责任

扛在肩上。 ”

（邵德初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余娅萍对工作一丝不苟

�

余娅萍下班后陪婆婆聊天

专家现场为老人进行体检

邀请专家走进社区

开展阿尔茨海默症宣传活动

本报讯 叶宁靖 记者杨小军报道： 每年

9

月

21

日是“ 国际阿尔茨海默日”。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

为老年痴呆症， 为帮助辖区居民进一步认识阿尔

茨海默症，普及健康知识，培养健康行为，

9

月

24

日， 信州区东市街道金龙岗社区特邀第三人民医

院记忆门诊专家，为辖区居民开展了“ 知彼知己、

早诊早智”国际阿尔茨海默症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第三人民医院记忆门诊医护人员

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咨询讲解等多

种形式， 宣传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表现和主要预

防措施， 同时为前来咨询的人免费测量血糖、血

压，并通过趣味游戏来检测阿尔茨海默症。

通过此次活动， 提高了社区居民对阿尔茨海默

症的认识，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身边有很多老人的记

忆正在消逝，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疾病，及时就诊治

疗能够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改善老人的生活质量。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3

日， 沪昆高

速江西横峰段发生一起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江西高速交警五支队民警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四

轮朝天的白色轿车旁，一名男子正痛哭着直跺脚，

地上还躺着一名女子， 确认已经死亡。 经询问得

知，痛哭男子叫李某，死亡女子是其妻子。

交警调取李某的行车记录仪发现， 记录仪已

经损毁， 不过恰好记录了导致该起事故的重要原

因———李某强行变道超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日

16

时

33

分， 李某驾车以

110km/h

的速度在慢车

道行驶，在距前方一辆大货车不足

20

米时，他准

备变道超车， 而此时他的车头刚刚超过左侧快车

道的一辆黑色小车车头，结果在穿插变道时，车尾

与黑色小车车头发生刮碰， 李某的车瞬间失控撞

向中央护栏……记录仪画面就停止在这一刻。 事

故造成两车均发生翻覆。黑色小车上共有

4

人，后

排

1

人未系安全带导致轻微挫伤； 李某的车上坐

着他和妻子，妻子在剧烈撞击中不幸身亡。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帮朋友转账，原本

只是一件小事，但还在上大学的邓某万万没想到，

一时的贪念将自己推上了被告席。近日，鄱阳县人

民法院对该起案件进行了审理。

2019

年

7

月，被告人邓某（ 在校大二学生）的

朋友王某询问邓某是否愿意提供微信、支付宝收款

码帮其过账，邓某同意并提供自己的微信、支付宝

收款码帮王某接收转账。 期间，邓某又找到谢某等

人，让其组织同学收集更多的微信、支付宝收款二

维码。截至

2020

年

4

月，邓某提供支付宝、微信、银

行卡等支付结算账户陆续为诈骗人员转账“ 洗钱”，

并从中抽取

6%-12%

左右的佣金。 经查明，被告人

邓某接收过账的诈骗金额高达

259

万元，后将诈骗

款转账至王某指定的账户共计

218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邓某明知他人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 仍提供微信、 支付宝、 银行卡等资

金支付结算账户为诈骗人员转账， 转账金额

259

万余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被

告人邓某与他人系共同犯罪， 其为诈骗人员提供

资金支付结算账户，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具有坦白、 主动退赔部分赃款等从轻处

罚情节。 最终， 邓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本报讯 徐攀 记者杨小军报道：“ 谢谢你们，

半小时内就帮我把所借款项追回啦！”收到被执行

人的微信转账，申请执行人查某感激不已。

据了解，查某与詹某系多年好友，

2019

年初，

詹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向查某借款

1.4

万元， 并出

具借条一张，约定

2020

年

6

月

27

日前归还借款。

后因詹某迟迟未主动履行到期款项， 查某将其诉

至婺源县人民法院。经法院审理，依法判决詹某应

归还查某借款

1.4

万元。 后该案进入执行阶段，但

詹某依然未主动及时履行 。

10

月

9

日

18

时

58

分， 执行承办法官接到被执行人詹某的人迹线索

后，迅速组织两名法警赶赴现场。

19

时

21

分，被

执行人詹某被拘传至法院，

19

时

24

分，被告知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法律后果后， 迫于执

行的威慑力，詹某主动提出现场转账，立马履行。

该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从接到线索举报到执

结完毕，总共历时

26

分钟，充分展现了婺源法院

执行局干警的执行“ 强”力度和执行“ 加”速度，也

是切实做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体现。

15

6

20

多年前， 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炽热情怀，

潘茂群走上三尺讲台。 “ 以爱执教， 以诚待

生； 勿误学生三年， 成就学生一生。” 成了他

毕生的追求。 执着于教书育人， 他兢兢业业、

无私奉献， 由于在教育教学工作上成绩突出，

潘茂群先后获得“ 上饶市最美教师”、 “ 上饶

市优秀教师”、 “ 全市优秀班主任”、 “ 优秀共

产党员” 等光荣称号。

在余干中学，潘茂群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同事们身边的榜样。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学生或者家长遇到了困难， 他都会主动提供帮

助。潘茂群所带的班级，就像一个充满温情的大

家庭。

谈起教师这份职业， 潘茂群心里总是充满

责任感。他说：“ 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一个教师来

说，只是几十分之一的失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

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从

2018

年起，潘茂

群先后担任学校高三年级分管教学教研副主任

兼高三物理学科组组长等职务。 他立足于高中

物理教育教学课题研究建设， 关注学生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 多次在国家级和省级杂志上发

表论文，主持省级课题并顺利结项，借助“ 青蓝

工程结对子”活动，带出了一批业务能力突出的

徒弟。他主持研究的

2

个省市级重点课题，其中

《 异性学生学习高中物理的差异》获得优秀成果

奖。

作为余干县首批优秀名班主任， 潘茂群做

好“ 传帮带”工作，用微信群、公众号、课题研究、

示范课和开展讲座等多种方式， 发挥名班主任

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让年轻教师收

获成长信心，不断提升自我。他多次承担各级各

类教师培训和专题报告任务，把自己

20

多年的

教育实践感悟，无私地与同事们分享。

在平时的教学中， 潘茂群十分注重对学生

的终身教育，不以高考为终点，以学生发展为主

体目标，让自己从“ 教书匠”向“ 教研型教师”转

变。“ 只要走进学生内心，真正为学生着想，学生

就能感悟到，就会自觉接受教育，发生改变。”为

此，在潘茂群的字典里没有“ 差生”二字，他善于

发现每位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因材施教，创新很

多教育方法，给每个学生提供锻炼的平台。他在

带班管理中，提倡严肃活泼，严肃认真，教育学

生要学会劳逸结合，提倡学生自主管理。带班主

任期间， 潘茂群所任教的班级各项工作都排在

全校前列，所带的班级每届都是市县级“ 先进班

集体”。 潘茂群常对学生说：“ 我愿意把所有知

识、经验传授给大家，只希望你们学业有成，走

进社会后，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

凭借扎实的专业基本功， 潘茂群创新课堂

教学， 在各种教学比赛中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

绩。 近几年，他辅导的学生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获全国二等奖

1

人、三等奖

2

人，省级奖

10

余

人。每一个成绩背后，都有他辛勤的汗水和无数

的付出，无论是学校德育、年级管理、班主任工

作、课题组还是教育教学工作，潘茂群都尽心尽

力，力争做到最好。

潘茂群十分注重学习与积累， 不断充实自

己。他勤于笔耕，近年来在报刊上撰写各类学术

文章

1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在《 中学物理教学

研究》 、《 中学生物理》等刊物上发表。 扎根教学

23

年，潘茂群先后把

2000

余名学生送入大学，

用赤诚的爱培育出一朵朵美丽的“ 格桑花”。

“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把这份事业坚持下

去是我的责任！ ”面对记者的采访，潘茂群总是

说：“ 老师误了学生三年，将会影响学生一生。老

师的幸福之一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无怨无悔。 ”

（韩海建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潘茂群耐心辅导学生

本报讯 张萍 记者杨小军报道：“ 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 早已是人尽皆知的道路交通安全常识，但

总有人无视交通安全，要去以身试法。这不，弋阳一名

男子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喝得醉醺醺，竟然还开车出去

“ 转转”，由于完全丧失了对危险的判断力和驾驶技能

的操作能力，最终发生了交通事故，幸好没有造成严

重的后果。 民警到场后更是“ 戏精”上身，指着其朋友

说：“ 你是怎么开的车？ ”

弋阳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近日接到报警称：弋阳

县湾里路花亭圆盘路段，有两辆轿车相撞，请求出警。

接到报警后，该大队事故科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事故

地点位于弋阳县花亭圆盘路段，一辆新能源轿车和一

辆大众轿车迎面发生碰撞，无人员受伤。 民警在事故

处理过程中了解到： 大众轿车正常行至该路段时，对

向车道的新能源轿车突然加速， 迎面撞上大众轿车。

民警在询问新能源轿车驾驶员时， 一名男子晃晃悠

悠、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从旁边走过来，并指着其

朋友说：“ 老七（ 化名）开的车，老七你是怎么开的车？”

接下来的画面，让民警着实无语。

民警继续询问其姓名， 并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该男子告诉民警自己叫李某某，紧接着“ 澄清”：“ 这

不是我开的车，是我朋友开的！ ”民警现场多次警告其

要如实回答，李某某此时宛如“ 戏精”上身，矢口否认自

己是驾驶员， 并再次强调是其朋友开的车。 再好的演

技，在法律的威严面前，还是要下线的，当事人李某某

在证据面前，终于松口承认是自己开的车，并配合民警

检查。 民警再次对李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

示为

238mg/100ml

，后经鉴定，李某某血样乙醇含量高

达

222.73mg/100ml

，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

经询问， 当事人李某某当晚与朋友在饭店吃饭期

间喝了一杯半白酒，以为是大晚上没有交警查酒驾，就

心存侥幸打算开车回家， 不成想行驶到事故地点时迎

面撞上对向车道车辆。 经查，当事人李某某准驾车型居

然是

E

照，与其所驾驶的小型轿车准驾车型不符，机动

车也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并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 饮酒、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

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

得驾驶机动车”；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

右侧通行”之规定，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目前， 李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弋阳交警依

法刑事拘留， 同时， 弋阳交警对其与准驾车型不符

和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

了行政处罚。醉驾男子被民警现场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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