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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多
次被朋友背叛，烟台毒贩飞哥
无奈将妻子“拉下水”，替他“出
货”。9月中旬，这对“夫妻档”毒
贩双双落网。这对夫妻的落网，
源于今年7月初一名吸毒者的
被抓。从这名吸毒者入手，烟台
开发区警方顺藤摸瓜，成功揪
出这对毒贩夫妻。

顺藤摸瓜

锁定背后毒枭

今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开
发区警方在芝罘区通往开发区
的交通要道设卡盘查过往车
辆。看到一辆车里的驾驶员神
色慌张，体型消瘦，民警对车辆
仔细检查，在驾驶员强子的包
内搜出了冰壶和吸管。

强子被抓后，坦白供出冰
毒是小伟供给的。开发区公安
分局禁毒中队民警围绕小伟展
开侦查，发现小伟住在芝罘区
白石村，他可以随时给别人供
货，以小量的零包出货为主。

小伟经常出入芝罘区的一
家游戏厅，而且和大刚往来密
切。为了揪出小伟身后的“大
鱼”，民警盯上了大刚。继续跟
踪，民警发现大刚每隔几天就
会去上夼西路附近找一名带孩
子的中年女子，两人见面时这
名女子会给他一袋东西。

民警感觉，这名女子是放

大货的，便增派警力，对她盯
守。民警很疑惑，这么一名带孩
子而且每天足不出户的女子，
是如何拿到这么多毒品的，她
的背后有谁做支撑？民警同时
对她的丈夫飞哥跟踪，发现他
经常去广东出差，而广东是全
国知名的毒品来源地，民警猜
测他就是女子背后的大毒枭。

高速拦截

搜出4400克冰毒

老张、老李与飞哥的老婆
联系密切，今年8月底，飞哥开
车去广州提货，迟迟没有返

回，老张老李感觉事情有点不
对劲，着急提货的他们便于9

月4日与飞哥的老婆一起去了
广州。

老张、老李来到广州后发
现，飞哥是被上家扣下了。上家
要求飞哥把欠下的七八十万元
还清，才能拿货。飞哥和老婆凑
了多天，终于还得只剩下15万元
债务，上家这才同意飞哥提货。

民警得知老张、老李去广
东的消息，也立即飞赴广州。9

月9日，民警发现飞哥租了一辆
车，从广东返回烟台，他老婆留
在了广州。10小时后，老张、老
李也租了辆车，从广东返回。

得到消息，烟台开发区警
方立即兵分两路，组织40多名
民警分别守在莱山和福山高速
出口，打算发现他们车辆就立
即实施抓捕。

9月11日下午4点多，民警
在福山高速出口抓捕了飞哥，
在车里搜出了4 . 2千克冰毒。当
天夜里12点左右，民警同样在
福山高速出口，将老张老李抓
获，在车里搜出冰毒200克。

民警又立即对飞哥的下线
实施抓捕。9月11日至18日，民
警共抓获17名吸毒人员、14名
贩毒人员，飞哥的老婆在广州
被抓获。

飞哥被抓后

替老婆求情
“我老婆是被我害的，能不能把

她的罪加到我身上，给她少判点？”飞
哥被抓后，请求民警给自己加罪，让
老婆早点出狱照顾年仅4岁的儿子。

飞哥告诉民警，他是走投无路
才选择让妻子参与贩毒的。在他看
来，毒品圈里的人都是相互欺骗，
根本没有人值得相信。几年前，他
把价值不菲的毒品交给朋友去卖，
结果朋友与他失去了联络，他一分
钱没有拿到。

飞哥转将毒品交给他的情人
小美，小美拿到货却背叛了他，他
损失了10多万元。他想，交给最好
的哥们应该不会错，结果最好的哥
们也将毒品卖掉中饱私囊。

连续3次遭到背叛，飞哥不再
相信身边任何人，他感觉只有自己
的老婆不会出卖他，便说服老婆在
烟台帮他出货。

飞哥的老婆被捕后，对民警重
复着一句话：“我恨死他了。”飞哥的
老婆说，如果这辈子可以重来，她宁
可清贫地养孩子也不会再冒险，现
在她只能对孩子说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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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安部门

破获百起毒品案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对外通报今年上半年工作情况：今
年上半年，烟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
了“1225”“1301”“1302”三起公安部
目标案件，全市共破获毒品案件
100多起。

上半年，公安机关共抓获涉毒
违法犯罪嫌疑人131名，同比上升
72 . 4%，缴获各类毒品30119 . 62克，是
上年同期的2倍，查获吸毒人员900余
名，查获吸毒人员数、缴获毒品数均
位居全省前列，形成了“打、防、管、
建”四位一体的“烟台禁毒模式”。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吸冰毒致幻

拿刀猛刺“老鹰”
烟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

队长凌晓鹏介绍，毒品可以分硬性
毒品和软性毒品，烟台市面上99%

的毒品是软毒品，以冰毒为主。软
性毒品毒性较小，会起到致幻效
果，对大脑的神经造成伤害。

凌晓鹏举了一个事例，烟台一
名男子吸食冰毒后，感觉十分兴奋，
就找了一名小姐发泄，这名小姐后
背文了一只鹰，两只鹰眼炯炯有神。
男子发泄完后，产生了强烈幻觉，他
感觉小姐背后的鹰眼正死死地盯着
他，马上要向他扑过来。男子后退找
到自己随身带的匕首，狠狠地扎向
女子背后的两只鹰眼，女子后背鲜
血直流，不久这名女子就离世了。

凌晓鹏说，警方查获的吸毒者
既有无业人员，也有私企老板、公
职人员，可以说涉及到了社会各行
各业。

凌晓鹏介绍，破获一起毒品大
案，经常是从抓获一个吸毒人员开
始的。“从一个吸毒者向上扩张，渐
渐发现隐藏在背后的贩毒网络。这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办案人员
耐心经营。”他说，他们破获的很多
跨省贩毒案，从发现线索到掌握整
个贩毒网络，再到抓获涉案人员，通
常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

据介绍，烟台的冰毒主要来自
广东、四川一带。贩毒者为避免人
赃俱获，会通过物流、快递发送到
烟台，毒品往往会隐藏在“音响”

“加湿器”等有外壳的电子商品中。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头条延伸

相关新闻

缉毒背后

参参加加““生生日日宴宴””，，小小伙伙染染上上毒毒瘾瘾
莱山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抓获72名涉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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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莱山区警方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共抓获涉毒人员72名，缴获冰毒3公斤。
民警从发现两名普通的吸毒者入手调查，逐层突破，最终打掉了这个规模巨大的贩毒团伙。

去年4月24日凌晨，莱山区
盛泉派出所两名民警在巡逻时，
发现两名小伙在车内吸食冰毒。
经过询问，两名小伙都是“ 9 0

后”，一个23岁，一个21岁，两人
是堂兄弟。23岁的小林向民警交
代了沾上毒瘾的经过。

小林说，2012年春节过后，
同学邀请他参加朋友的生日宴
会。他们来到一家洗浴城，宴会
开始，一名男子说：“我们的宴会
很特殊，就是‘溜冰’。”话音未
落，周围的人就将各式各样的吸
毒工具摆在台面上。

同学对他说：“你吸两口
吧！”小林没加思索，就吸了几
口，吸完没有任何感觉。可回到
家后，小林变得异常兴奋，没有
一丝睡意，他玩了一夜电子游
戏。

“那东西好玩！”三四天后，
小林感觉无聊，就拨通了同学的
电话，想要点货。同学给他介绍
了参加生日宴会的一名男子。

小林那时还不知道，被同学
带去参加的宴会，实际上是几个
小毒贩精心设计的骗局，生日宴
会是假，吸引人买毒品才是真。

此后，小林经常和同学介绍
的毒贩联系，买毒吸毒。

参加同学生日宴

却落入毒品圈套

频繁从物流公司接货，半个月就一次
在调查中，民警成功从

小林口中套出了两个交易人
的电话，并以此作为案件的
突破口。

民警发现，其中一个交
易人——— 鑫仔，常和华仔联
系。民警跟踪发现，华仔常去
华茂小区，确认楼号地址发
现，这里正是华仔的母亲家。
后来华仔的身份也被确定，
华仔有吸毒贩毒的前科。

民警发现，华仔坐飞机很
频繁，通常每隔十天半月就会
飞往广州、深圳等地。而这几
个城市，很可能就是华仔毒品
的来源地。飞机安检十分严
格，华仔几乎不可能携带毒品
乘坐飞机，那么最有可能的就
是，华仔是通过物流公司将毒
品运到烟台的。

民警首先从中等规模的
物流公司查起，很快就在一

家公司发现线索。民警看到，
一家公司的收货单电话号码
恰好是与华仔通话频繁的情
人冰妹的号码。

民警在物流公司查到，
凡是收货人署名“冰妹”的货
品，发货地点都是深圳，包装
上写明里面装着“电子产
品”。在一年半时间里，货物
每半个月就会到一次，总计
收货次数有30多次。

冰毒外有四层包装掩饰
民警介绍，蛇皮袋里的

箱子很大，足以装下一台电
脑和主机。这里面到底装了
什么？民警在下一批华仔货
物抵达烟台的第一时间来
到该公司大仓库，通过自检
系统一查，民警发现这个电
子产品外面有 4层包装。蛇

皮袋里是塑料泡沫，再向里
是厚纸壳，纸壳里面又是塑
料泡沫。这么多层包装包
裹，里面的电子产品都看不
清，更没法看里面是否有毒
品了。由于没有办出拆检手
续，民警不能擅自拆封。民
警第二天上午跟随送货员，

货物在上午 1 1点左右被冰
妹取走。

民警说，至此，已经确定
了华仔与冰妹的关系，案件
脉络基本理清。华仔从深圳
购进毒品，通过物流公司送
到烟台，再通过华仔将毒品
传送到鑫仔一类毒贩手中。

72名涉毒人员被抓，缴获冰毒3公斤
半个月后，又一批货抵

达烟台。这次，华仔准备自己
去提货，他刚到达，就被埋伏
已久的民警当场拿下。经过
检查，发现秘密就藏在电脑
配件里！民警拆开以后发现
里面装的就是一袋袋冰毒！

就在同一天，鑫仔与人

约好去凤凰山水库送货，也
被民警抓了个人赃俱获。民
警介绍，除了他们二人，同一
天抓获的涉毒人员共有 3 3

人，这些人都是与他们有交
易往来的吸毒者和毒贩。

鑫仔的上线华仔抓获归
案的同时，民警还秘密调查

了鑫仔的另一个上线明仔。
在第二次抓捕行动中，将明
仔在内的 3 9名涉毒人员抓
获。

这个案件，从发现线索
到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
历时5个月，共缴获冰毒3公
斤。

开发区警方在这起毒品案中查获的吸毒工具。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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