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5 日上午，在湖北省崇阳县
港口乡一个寂静的小村，阵阵哀乐
声中，村民汪军的亲人一片悲恸。

十天前的 2 月 15 日晚上，在崇
阳县城开面包车的汪军没有回家，
家人拨打电话，发现电话关机。2 月
18 日凌晨，汪军的遗体和面包车一
起被打捞出来。

两地警方联合调查发现，这是
一起人为制造的车祸，而嫌疑人就
是 汪 军 妻 子 的 情 人 ，江 西 男 子 蔡
武。蔡武落网后，向警方交代了制
造车祸杀害汪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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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水库边看到了一个轮胎和一个反光镜，怀疑有车掉入了水库

中。

◆警方捞出汪军和车，发现汪军死在副驾驶位上。

◆妻子的情夫以包车的名义将汪军骗走，双方在路上发生争执，致使面

包车载着汪军冲下山崖，掉入水库。

离奇车祸藏奸情

起初，众人都以为这是一起单方面的
交通事故。但警方调查发现，事情没那么
简单。“如果是交通事故，作为司机的汪
军，为何坐在副驾驶位上？”警方调看监控
视频发现，起初这辆面包车是由汪军驾
驶，副驾驶位坐着另一名男子。到了江西
境内，汪军坐到副驾驶位，驾驶员换成了
同车的这名男子。

很快，警方就查明了该男子的身份。蔡
武，今年43岁，江西省修水县人。他和汪军
又有什么关系？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蔡武
与汪军妻子汪桃花保持着情人关系，事发前
有较长时间的同居事实。2月18日上午，民
警来到蔡武的老家了解情况，发现他不在家

中。蔡武通过家人得知民警正在找他，主动
到修水公安局说明情况。

蔡武交代，今年 2月 13日，他驾车来到
崇阳，在汪军家附近的宾馆住下来。他知
道汪军在县城跑面包车，15日晚他故意上
了汪军的车，以包车的名义将汪军骗走。
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向汪军表明了身份，双
方在路上发生争执，还起了肢体冲突，汪军
被蔡武制伏。蔡武把车开到雷公岩水库，
在一个转弯处，他突然踩刹车，打开车门跳
了下来，面包车载着汪军冲下三十多米高
的山崖。目前，蔡武已被修水警方刑拘，此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来源：《楚天都市报》

2018 年 11 月 7 日，专案组获悉，“飞
哥”通过高某，指使马仔李某从云南西双
版纳乘坐飞往四川成都的航班，采用体
内带毒的方式运输毒品。次日，李某到
达成都后，从体内排出毒品海洛因约 300
克，并在成都一住宅小区内进行毒品交
易，被警方抓获。

7 天后，专案组获悉，“飞哥”又通过
高某，指使马仔马某于第二日上午乘西
双版纳至成都的飞机，采用体内带毒的
方式运输毒品。专案组立刻行动将马某
抓获，查获其体内携带的毒品海洛因

339.04 克。2018 年 12 月 25 日，专案组查
到“飞哥”将带着马仔头目刘某及另一名
马仔谭某从缅甸入境，南京铁路警方在
昆明警方协助下，将刚入境的 3 人当场
抓获。今年 2月 17日，随着高某的落网，
8名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据了解，人体藏毒是一种比较隐蔽
的藏毒、运毒方式。藏毒者将包装好的
毒品用水吞进胃肠，或放进肛门，到目的
地再将毒品排出。一个人一次可在体内
藏毒 500 至 1500 克，毒品可在藏毒者体
内停留约 4 天，由于胃肠的蠕动和胃酸
的腐蚀，一旦外部包装破损，他们随时会
命丧毒品。该案中，马仔冯某、谭某、马
某和李某均是未成年人，既然体内藏毒
那么危险，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

据这 4 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来自
云南文山地区，初中没毕业就到广东打
工。通过老乡高某介绍，陆续加入一个

“海外打工月入过万”的QQ群。很快，在
高某的指挥下，来到中缅边境，没想到一
出境便被贩毒团伙限制了自由。经过一
个月的威逼利诱和洗脑，他们最终屈服，
成为藏毒贩毒的马仔。每一单生意，马
仔可从中获利一万元，在巨额利润的驱
使下，这些年轻人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海洛因 50 克以上的，处 15 年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周鹏 王功尚

2月 25日上午 11时许，汪军的弟弟汪
小明给母亲江菊送了一碗饭，江菊一口也
吃不下。江菊流着泪说，她和丈夫育有两
儿一女，丈夫二十多年前去世，她一手把
孩子们拉扯大。汪军是长子，今年 40岁。

2000年底，汪军与同村女子汪桃花结
婚。两年后，他们生了个儿子。

江菊说，夫妻俩从小一起长大，关系
不错。成家后，汪桃花和汪军每年都外出
打工，年底才回家。随着孩子一天天长
大，汪军便买了辆面包车在县城跑生意，
顺便照顾孩子。现在孩子读高中，汪军每

天接送儿子上学放学。去年腊月二十，汪
桃花从江西回家，一家人团聚过年。

2 月 15 日，汪军到晚上 11 时 20 分还
没有回家。江菊问了孙子，才知道汪军晚
上跑生意去了。16日凌晨 3时许，江菊从
梦中惊醒，起来发现儿子还没回家，她拨
打汪军的电话，响了三声后，被挂断了。

“莫不会出车祸了吧！”江菊心里惴惴不
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清晨 5时 30
分许，孙子起床准备上学，发现汪军还没
有回家。江菊一下坐了起来，让儿媳照顾
孩子，自己出门找汪军。

江菊四处寻找一无所获，于是赶到
女儿家，让女婿带她报警。接警后，崇
阳交警调查发现，汪军的面包车往江西
省修水县方向开去了。

汪军的弟弟汪小明得知后，立即前往
修水县方向寻找。汪小明说，他们一行到
了修水县港口镇，通过当地警方查询，发
现汪军的面包车于 16 日凌晨 2 时 20 分左
右经过该镇，警方估计车往县城方向去
了。汪小明又来到修水县交警大队查询发
现，汪军的面包车当天从港口往溪口镇行
驶，没有到达县城，警方让他们在港口到

溪口这一带寻找。这时已是 16日傍晚 7时
许，他们赶回崇阳，连夜打印了寻人启事。

17 日早上，这份寻人启事在崇阳居
民的朋友圈及微信群里开始迅速传播。
汪小明带着家人，沿路张贴寻人启事。
上午 10 时许，有知情人士报警称，在修
水县溪口镇雷公岩水库边看到了一个轮
胎和一个反光镜，河面有油渍，怀疑有
车掉入了水库中。

接到消息后，修水县公安局、崇阳
县公安局和蓝天救援队、修水救援队救
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2 月 17 日，天降冻雨，当地气温在零
摄氏度左右。汪小明随救援人员到现场
一看，心情瞬间沉重起来，他感觉落水的
很可能就是他哥哥汪军。

当天，修水县委县政府在溪口镇成立
救捞指挥部，组织公安、消防和救援队打
捞。

修水救援队队长陈海峰介绍，雷公岩
水库非常深，水边就是陡峭的山壁。通过
探测，路面到水面距离约 32 米，正好天空
开始落雨，气温太低，水库也比较混浊，救

援的基础条件非常差。
陈海峰说，他们在现场制定了三套方

案，前两次打捞都没有成功。到了晚上 8
时，救援人员采取第三套方案，现场用氧焊
烧制三角锚钩，用吊车将面包车吊起来。

18日凌晨 1时许，面包车终于被吊了
上来，汪军的遗体就在车内。陈海峰说，
救援人员将汪军的遗体用担架绑好，前扯
后拉，花了约半小时，终于抬到了路面
上。汪小明说，看到哥哥的面包车和遗体
的那一刻，他的腿都软了。

儿子驾车彻夜未归儿子驾车彻夜未归

水库边发现轮胎和反光镜水库边发现轮胎和反光镜

打捞打捞1414小时将面包车捞起小时将面包车捞起

警方发现疑点警方发现疑点

毒枭遥控
少年“人体运毒”

2月25日，南京铁路警方通报称，近日南京铁路警方在云南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成
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人体藏毒贩毒团伙案，抓获运输贩卖毒品犯罪嫌疑人8名，累计缴
获毒品海洛因1.27千克。而该案中“人体运毒”的4名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

2018 年 9 月 17 日 10 点左右，昆明南
开往南京南的 G1378 次列车从贵阳北站
开出，南京乘警支队乘警刘祥巡查车厢
时，发现一名穿着黑色短袖 T 恤的男子
神色慌张。刘祥上前盘问，男子自称姓
丁，准备到湖南投靠老乡去打工。

盘查过程，丁某反复摸裤兜里的手
机，这一举动引起刘祥的怀疑。刘祥让
他交出手机后，发现其正在和一个叫“渐
行”的微信号联系。从微信对话内容来
看，丁某居然用手机遥控指挥对方在怀
化一大酒店房间里进行人体排毒。

获悉这一线索后，南京铁路公安处
立即通报怀化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迅

速赶往湖南省怀化市某大酒店。警方发
现，一名云南籍冯姓男子有嫌疑。民警
破门而入，将冯某控制住，同时在厕所垃
圾桶里发现还没来得及清理干净的排泄
物。经过仔细搜寻，民警在酒店房间的
电视柜里找到了一包可疑物品，里面有
28 粒颗粒状物体，疑似刚刚排泄出的毒
品海洛因。

民警将冯某带到派出所，在医生指
导下，最终从冯某身体里排出 32 粒长约
3.8 厘米、直径约 1.8 厘米的白色圆柱状
物体。后经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鉴定，
这 些 均 是 高 纯 度 海 洛 因 ，净 重 306.69
克。

案情重大，南京铁路公安处成立“9·
17”特大运输毒品专案组。经查，17岁的
冯某是云南文山人，是这起体内藏毒运
输毒品案的“背货”马仔。马仔是毒品运
输中关键的环节，是将自己的身体当成
工具，将大量包装好的毒品吞入体内，带
到目的地贩卖。

据冯某交代，之前他并不认识丁某。
当时他在广东打工，老乡高某找到他，称
有个境外打工的机会，可以获得高额收
入。在高某指使下，冯某来到境外缅甸某
酒店内接受特殊培训，练习吞咽苹果条，
在那里，他才知道对方是让自己“人体运
毒”。冯某向警方供述，他被带到境外后，
受到胁迫，被人看管在酒店。在威逼利诱
下，冯某屈服了。

南京铁路警方根据线索，掌握到高
某是一名马仔中介，通过电话指挥的方

式，在马仔头目丁某与马仔之间搭建桥
梁，完成运输毒品任务。通常情况下，马
仔中介通过拉人头的方式，介绍的马仔
完成一笔毒品运输任务后，可拿到 2000
元。在高某手下，除了冯某，还有马某、
李某、谭某三名负责“背货”的马仔。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查明高某在缅
甸，据此分析缅甸是这起案件的源头
地。自丁某被警方抓获后，与高某频繁
联系的另一名马仔头目刘某受幕后老板
指使，承担着指挥监督马仔运输毒品的
任务，专门负责向买家收毒资。经侦查，
警方掌握到这起毒案背后的老板姓陆，
外号“飞哥”。最终，警方查明，这是一个
四层级组织的跨国贩毒团伙，以老板“飞
哥”陆某为首，由马仔头目丁某和刘某、
马仔中介高某，以及“背货”的马仔冯某、
马某、李某、谭某组成。

一条微信一条微信，，牵出一起大案牵出一起大案

贩毒团伙浮出水面贩毒团伙浮出水面

害人的害人的QQQQ群群

冯某承认身体携带大量毒品冯某承认身体携带大量毒品

莫静 徐成 顾元森

来源：《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