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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翻入路边池塘

民警不顾严寒赤脚下水救人

粗心老人遗失二千元现金

细心民警帮忙找回

不要相信“只截图不领”

女子发五个五五元红包被骗

女子网上购手机遭赖账 民警帮追回4000元购机款

丈夫智残公公行动不便 她用柔弱肩膀撑起家

本报讯 方石泉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

月

2

日

13

时

20

分， 婺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中云中队接

到该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 称在中云镇龙山村路

段有一辆轿车翻入路边池塘中，两人被困车内。

接到指令后， 中队值班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处

置。到达现场附近路段，民警发现不远处路边一男

子向警车连连挥手。民警见状，立即停车快跑上前

了解情况。“ 警官同志，车里是我的妻子和儿子，麻

烦你们救救他们！ ”男子焦急地说道。

小轿车侧翻在池塘中， 妇女和小孩被困在车

里多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 退伍军人出身的辅警

王德浩，顾不上寒冷的天气和冰冷的河水，快速脱

下鞋子、卷起裤腿，赤脚涉水爬上小轿车驾驶室附

近位置。发现两人都被困在车内后排位置，王德浩

随即叫他们往驾驶位爬， 并一只手拉住驾驶室车

门，另一只手将被困人员往外拉。经过近

5

分钟的

救援，被困妇女和小孩被成功救出，幸运的是两人

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看着王德浩双脚

被野草割破、冻得发红，满身都是污泥，报警求助

男子连声道谢：“ 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后果

真的不可想象。 ”

辅警王德浩将被困人员从车里救出

本报讯 徐恩林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

月

4

日

中午， 横峰县葛源派出所接到新篁村民徐某求

助称，其在葛源工商分局办事时，不小心把装有

2000

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残疾证等物品的

袋子 ，放在工商分局大门边 ，遗失不见了 ，请求

民警帮忙查找。

接警后，民警迅速出警。民警经现场勘查走访

了解到，系徐某在工商分局办事时，把物品放在大

门口边上， 半个小时后才出来， 结果财物已经不

见。后民警经过查看公共视频，确定是被一名拾荒

老人捡走了。 经走访，最终在葛源清湖村一名

70

多岁的拾荒老人周某家中找获。 经过民警做思想

工作，

1

月

5

日上午，周某将钱物悉数归还给了徐

某。 老人拿着失而复得的钱物，数了一遍又一遍，

并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并紧紧抓着民警的手不

放，连声表示感谢。

民警考虑到徐某已经

83

岁行动不变，便把徐

某送回新篁蒋坑家中。 徐某激动地说：“ 真的没想

到，遗失的钱物那么快就找回来了，民警真好！ ”

本报讯 苏丹 记者杨小军报道：

1

月

6

日

10

时

50

分许，横峰交警城区中队在巡逻时接到群众反

映：“ 人民大道与虹桥西路交叉路口有多辆电动车

摔倒。 ” 民警张皓立即带领执勤巡逻小组赶到现

场，发现路面上有很多油渍，存在严重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

现场位于人民大道与虹桥西路交叉路口中

间，当时又逢中午放学时间，过往车辆很多。 民警

张皓结合现场情况，将小组成员分为三组，第一组

人员立即采取警示措施、引导车辆安全通行；第二

组及时与辖区学校联系， 提醒路过此地师生注意

减速慢行；第三组人员联系相关部门清理路面。经

过交警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奋战， 迅速把路

面油渍彻底清理干净， 及时消除了路面油渍这个

危险源，成功化解路面安全风险，避免过往车辆打

滑、漂移、侧翻等意外。

本报讯 彭佳俊 记者杨小军报道：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饶城一市民陈女士特地制作了一面锦

旗，送到信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手中，对民警

的高效工作称赞不已， 并对民警为其挽回经济损

失表示感谢。

原来，前不久，陈女士在某交友平台认识一陌

生男子，对方不仅“ 谦逊有礼、善于交谈”，而且嘘

寒问暖、十分体贴。 经过几天的了解，陈女士渐渐

对该男子产生好感，并在微信上互相加为好友。在

对方猛烈的表白攻势下， 两人便以男女朋友关系

相处。陈女士原本以为自己缘分到了，找到了一位

“ 好友知己”，殊不知这背后都是骗局。 有一天，男

子声称自己过生日，并向陈女士索要生日红包。该

男子还美其名曰“ 只截图不领”，就为了发朋友圈

炫耀。 陈女士信以为然，按照对方的要求每次

199

元转账

50

次。 殊不知，红包发出后，男子迅速将

50

个红包领取，随后将陈女士拉黑。 见此情形，陈

女士这才幡然醒悟，当即拨打电话报警。 案发后，

信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立即对该起案件展开侦

查，通过与反诈中心及信息化勤务合成中心联动，

经大量分析研判，民警远赴贵州等地开展行动，终

于将陈女士近

1

万元的损失全额追回。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00

50 199

根据中宣部 、 公安部统一部

署 ，

2021

年

11

月起 ，省委宣传部与

省公安厅联合组织开展了

2021

江

西“ 最美基层民警 ”学习宣传活动 。

通过各地层层选拔及群众推荐 、媒

体推荐等渠道 ，经群众代表 、媒体

代表和公安英模代表进行严格评

审 ， 最终

20

位同志从全省

5

万多

名公安民警中脱颖而出 ， 当选为

2021

江西“ 最美基层民警 ”。 其中 ，

我市

2

名民警榜上有名 ，他们分别

是广信区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

队大队长姜文忠 ，玉山县反诈中心

负责人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

欧阳亮 。

姜文忠：

让网络空间充满“碧水蓝天”

从警

27

年来， 姜文忠长期扎根

公安基层一线，历任广信区公安局郑

坊派出所所长、 巡防大队教导员、刑

警大队教导员 ，

2012

年组建网安大

队并担任大队长后，既当指挥员又当

战斗员。

2012

年， 网安大队成立之

初，很多人不了解，总会问“ 是不是管

网吧的？ ”但在那时，姜文忠就认为，

网络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犯罪也随

之产生， 网络犯罪不仅是新型犯罪，

还区别于传统犯罪有新的方式和特

征。 并且，网络犯罪发生率也会逐年

增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应该有更大

的侦破大案的空间。

事实也证明了姜文忠的看法，在

建队

9

年里，姜文忠带领网安大队累

计破获各类大要案件

93

起， 其中破

获的

2014

年网络招嫖案、

2016

年侵

犯公民信息案、

2019

年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案等

8

起部督案件，刷新了

全省网安主侦案件的纪录。

2020

年侦

破的“

4.17

”特大跨境赌博案，更是开

创了我省侦办“ 国督”案件的先河。

2021

年

10

月

30

日，铅山县报告

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

例，山水相连的广信区空气里也弥漫

着紧张的气息。 根据市、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研判，短短

3

天之内陆续推送

了近

7000

余条旅居铅山葛仙村人员

信息，在得知各镇（ 乡、街道）向广信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的无法核查

落地的电话号码数据占近半数时，姜

文忠把核查的重心放在比对失联人

员的车牌、号码、购票、住宿信息数据

资源上。 在不到

6

小时内，他带领同

事们找回了

98%

失联涉疫人员的电

话号码， 二次精准推送至各乡镇，切

实筑牢了广信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 疫情期间，广信公安落地查处了

11

起网上涉疫谣言案（ 事）件 ，及时

消除社会影响，有力维护了互联网的

清朗和社会稳定。

欧阳亮：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欧阳亮从警

16

年，他以坚定的理

想信念、 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的侦

查视角践行着入警誓言和初心使命。

特别是担任玉山县扫黑除恶斗争和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尖刀队伍负责人

后，他勇担使命、攻坚克难，参与破获

涉黑恶团伙

12

个，其中侦破省公安厅

扫黑办挂牌督办涉黑组织

1

个、 恶势

力犯罪集团

6

个、恶势力团伙

5

个，抓

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103

人， 刑拘

103

人，逮捕

90

人、起诉

103

人，扣押

涉案车辆

11

辆，查封、冻结涉案资产

4455

万元， 有力地打击震慑了各类违

法犯罪，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在

2021

年负责该县反诈中心工作

以来，他带领反诈中心民警共破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

200

余起，抓获电信网络

诈骗嫌疑人

307

人，刑拘

192

人，训诫

115

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40

余万

元；打掉涉诈犯罪团伙

13

个，捣毁窝点

12

个，快速止付资金

4000

余万元，冻结

涉案资金

1157

万元， 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因工作突

出，连续两届被公安部纳入全国综合情

报专业人才库，先后被授予“ 全省优秀

人民警察”、“ 全省公安信息化实战应用

尖兵”、“ 全市模范政法标兵” 等荣誉称

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4

次。

在

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 清网

行动”中，在市公安局情报追逃专班

工作期间，共协助、指导各县（ 市、区）

抓获网上逃犯

25

名， 其中部督逃犯

1

名、省督逃犯

4

名、命案逃犯

6

名，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荣立个人三

等功。 在情报大队担任大队长期间，

他用坚实的举措、超常的毅力打赢了

数次大型安保硬仗，为做好重点稳控

和重大预警等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

李金根 吕荣飞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丁燕红是横峰县兴安街道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个子女人，

2017

年

2

月， 她的丈夫因意外造成残疾， 常

年躺在床上， 生活不能自理， 致使

家庭陷入绝境。 然而祸不单行， 她

的公公也因高血压遗留后遗症， 导

致行动不便， 经常大小便失禁。 个

子瘦小的她， 不仅要照顾常年卧床

的丈夫， 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和年

幼的儿子 。 尽管生活过得很艰难 ，

但现年

40

岁的丁燕红， 没有退缩，

而是乐观面对， 用柔弱双肩扛起家

庭的重担 。 因此只要有人提起她 ，

都会翘起大拇指说她是个 “ 好儿

媳”、 “ 好妻子”、 “ 好母亲”。

6

年前 ， 丁燕红和丈夫林建华

结束了他们的外省务工生活， 回到

家乡开了一家日用百货店， 虽然店

面不大 ， 但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 。

然而噩运却不幸发生，

2017

年

2

月

的一个傍晚， 丁燕红和丈夫林建华

像往常一样在家附近散步时， 林建

华突然一阵眩晕， 摔倒在地。 林建

华随后被送往医院包扎好伤口后 ，

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检查， 耽误了最

佳的治疗时机， 导致脑部受损， 变

成了一名残疾人

(

智残一级

)

， 长年

躺在床上， 需要人照顾。

看着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丈夫 ，

丁燕红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再苦再

难也要渡过难关。 丁燕红为了尽心

尽力照顾好丈夫， 让丈夫尽快好起

来，她将小店转让，每日往返医院重

复同样的动作 ：给丈夫翻身 、擦拭 、

按摩、喂流食。 时光如梭，一晃过去

了

3

年，丁燕红从不言辛苦。 丈夫林

建华身上，清爽干净，瘫在床上虽不

能动也不能言语，但精神面貌极好。

每天早晨一醒来， 丁燕红便给丈夫

做康复训练，为他换洗衣物、擦拭身

体，中午又匆匆赶回家中，为在上小

学的儿子和年迈的公公做好午饭 ，

下午闲暇时便做些小手工活补贴家

用。 在丁燕红的心里，她一直希望丈

夫有朝一日能够再站起来， 能够为

这个家庭重新带来希望。

然而祸不单行， 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

2020

年年初， 丁燕红的公公

林垂福因年龄大、 血压偏高， 遗留

后遗症， 导致行动不便， 经常大小

便失禁。 丁燕红又担起照顾公公的

重任 ， 每日是忙了丈夫又忙公公 。

虽然一刻都不得闲， 但她依然把家

里家外都打理的干净整洁。

几年来， 林建华的医疗费用让

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绝境，

但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俩， 丁燕红

决定将丈夫办理出院， 接回家中自

己细心照料。 好在儿子已经逐渐懂

事， 也会在课余时间一起帮忙照顾，

这让丁燕红的心中有了更多慰藉。

丁燕红的邻居只要一谈到她 ，

充满的都是敬佩之情： “ 丁燕红很

勤快， 每天忙来忙去， 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 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在

照顾丈夫和公公。”

“ 只要他活着， 我就会一直照顾

他。” 丁燕红告诉记者， 虽然日子一

直过得很艰难， 但是靠着政府帮忙，

也能勉强度日， 既然他们俩结为了

夫妻， 那么她就有照顾丈夫的义务，

绝对不会放弃他。 “ 我的生活虽然

不太顺利， 但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

生活的保障， 我们更应该把生活过

好， 我相信我们的家也会越来越好

的！” 丁燕红朴实地说道。

（宋林峰 邓心悦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玉山县的刘女士， 近日在抖音短视频平台

上欲购买一台二手苹果手机， 在没有安全保障

的情况下， 向对方支付谈妥的全额购款差点被

骗了。

2021

年

12

月

16

日，家住玉山县冰溪街道

的刘女士赶到该县反诈中心报警， 称自己在网

上被人诈骗了

4000

元钱。 民警初查发现，该事

有蹊跷，是当事人之间的购销纠纷，一时还难以

构成案件。但来报警的刘女士支付了对方钱款，

却迟迟未收到货物属实， 反诈中心遂将此事移

交给冰溪派出所处理。

冰溪派出所民警立即进行调查。 据报警的

刘女士讲述， 她之前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看到

一则出售二手苹果手机的广告， 她觉得价位和

型号正好适合她，于是就和对方取得联系。对方

说他是专业售卖二手手机的， 之后一番天花乱

坠的说辞，让报警的刘女士完全信任了他。又经

过讨价还价，双方约定以

4000

元的价格，由刘

女士购买对方的二手苹果手机。

谈妥价格之后，对方说第二天就会发货，让

报警的刘女士先支付购货款。刘女士有些担心，

问对方，如果付钱后，你不发货怎么办？对方说，

他们可以到“

*

签宝”上去签订一份电子合同。

刘女士了解了一下，“

*

签宝” 似乎是一家正规

的科技公司，签订的合同应该有法律效力，于是

就和对方签订了购销合同， 并随后通过支付宝

平台，支付了

4000

元钱给对方。然而第二天，对

方没有向刘女士发货，又过了几天，依然没有动

静。 刘女士急了，试着联系对方，对方却不予回

应。 于是，刘女士赶到该县反诈中心报警。

民警通过刘女士提供的对方联系方式，与

对方取得联系，表明自己是人民警察的身份。对

方在网络对端表现得比较配合， 说之所以迟迟

没有向刘女士发货，是因为谈妥生意的第二天，

他的店员把邮寄信息搞错了，后来他自己出差，

所以这事就耽搁了。民警向对方表示，现在警方

介入， 要么立即把手机寄给刘女士 ， 要么把

4000

元货款退还给刘女士。 对方说，刘女士在

支付宝平台投诉了他， 导致他收到刘女士的

4000

元钱无法正常取出使用，一时难以退还。

民警问对方，那为何不按照约定，把二手手

机寄给刘女士？ 对方支吾搪塞，难以正面回答。

对此， 民警正告对方， 应当立即退还刘女士钱

款，否则触犯法律，虽远必究。 至于刘女士的投

诉，她未收到退款，一旦取消，自身权益无法保

障，因此，还是应先退款再撤销投诉……

最后，在民警的主持下，刘女士与对方商定

了解决方案：对方先把刘女士支付给他的

4000

元钱发到民警的手机上，由民警代为保管，刘女

士再到支付宝平台撤销投诉，待完成后，民警把

4000

元钱交给刘女士。

“ 谢谢你们！ 还是你们出面管用，否则他肯定

赖账，不会还我钱！ ”拿到全额退款后，刘女士开

心地笑了，再三感激民警。 刘女士表示：吃一堑长

一智，以后一定不再轻易相信网络陌生人了。

（吕荣飞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4000

姜文忠在认真分析案件 欧阳亮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法律知识

2021

丁燕红细心照顾瘫痪的丈夫 丁燕红照顾公公生活起居

民警将购机款返还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