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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猖狂的毒贩：用钓鱼竿向监狱运毒

据英国媒体2009年5月4日报道， 一份有

关英国监狱的报告透露，贩毒分子利用长约

4.3米的钓鱼竿向英国一所监狱运送毒品。据

悉， 这些毒贩把毒品绑在钓鱼线末端的重物

上，然后精准地投掷，把毒品稳稳当当地甩过

监狱围墙，落在囚室大楼的窗台上，然后囚犯

用自制的抓升钩就可以轻松把毒品弄到手。

最凶残的毒贩：屠杀72名偷渡客

墨西哥政府官员2010年8月25日说,先前

一天在墨美边境发现的72名死者可能是企图

经由墨西哥潜入美国的偷渡客,他们遭贩毒集

团绑架和枪杀只因为没有交纳“过路费”。这

一地区为贩毒集团“泽塔斯”的地盘,“泽塔斯”

难逃干系。此前6月,当局在格雷罗州塔斯科市

附近的一座废矿一次性发现55具尸体。 一个

月后,新莱昂州蒙特雷市郊又惊现51具尸体。

最富有的毒贩：混上《福布斯》富豪榜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1年1月11日揭晓

2009年度全球富豪榜， 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

赫然榜上有名引起争议。能够跻身《福布斯》

排行榜的富豪，财富起码要有10亿美元。而古

兹曼恰好有大约10亿美元的身家， 他在富豪

榜中名列第701位。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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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一辈子开飞机疯狂贩毒

1971年前开始运毒，64岁的沃德目前被关监狱，一切财产被没收

身陷囹圄的沃德接受采访时还模拟飞机的飞行。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沃德就开着

飞机上了天，对于那些要做见不得人

的事情的家伙，这是最好的隐藏行踪

的时刻。飞机上除了他自己，就只有

242磅可卡因。

沃德说：“天空中没有路障，没有

人会拦住你，这是最好的运毒路线。”

多年来，开飞机运毒就是沃德的

主要工作，他不需要走街串巷，也不

需要费脑筋给毒品做各种伪装。他只

需要开飞机把一包可卡因送到宾夕

法尼亚的分销商手中，然后就能再开

着飞机带回280万美元，他的薪水就

从这280万美元中提成。

他是掩盖自己踪迹的专家，每次

飞到宾夕法尼亚后就住在斯莫克镇

机场附近乡村风格的汽车旅馆，午夜

过后，他穿着黑色外套将装有毒品的

运动背包从飞机上拿到旅馆的房间

里。他尽量避开人，而且出货时坚持

现金交易，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自

己是个飞行员经纪人。

沃德说：“天空中没有路障，没有人会拦住你，

这是最好的运毒路线。”

黎明出发

当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向毒品宣战时，沃德已经在加州贩运

了多年的兴奋剂，后来，他又在美墨

边境的墨西哥一侧雇当地农民种植

大麻，同时，他雇佣了一些飞行员从

空中将大麻运至美国，不少飞行员都

是越战老兵。

但是， 这些人不是十分可靠，于

是，他决定自己考取飞行执照。30年

来，他驾驶过的飞机有50多架。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他还曾开着飞机去过

墨西哥北部贩运毒品。

沃德对自己说：“态度决定一切，

我要成为最好的毒贩。”

沃德很有谋略。 为了避开边境

的雷达探测，他的飞行高度相当低，

几乎贴着树梢飞入美国。 为了避人

耳目， 过境后他把飞机降落在沙漠

中， 那里有他的雇员们搭建的临时

跑道。他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工

具包，以防飞机遇到故障；一是9毫

米口径的手枪。

30年来，他驾驶过的飞机有50多架。曾对自己

说：“我要成为最好的毒贩。”

交易老手

从1975年开始， 联邦当局就注

意到了沃德的空中毒品走私。 调查

人员在他的电话中装窃听器， 在他

的飞机上装跟踪装置， 一些装置被

他发现了， 遂成为他在酒吧向酒友

炫耀的资本。

1981年， 海关人员在河滨县找

到了他的3架飞机。 他被控与一起涉

及13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贩毒案

有关，获刑8年。服刑4年后，他被提前

释放，但随即重操旧业。

1990年，联邦调查人员发现沃

德的飞机降落在死亡谷，地面人员

从飞机上卸下500磅的大麻， 但是

沃德驾着飞机乘夜跑了。不过调查

人员抓住了沃德的多名手下，这些

手下愿意指证沃德， 沃德又获得了

10年徒刑。

1981年获刑8年， 释放后重操旧业。1990年

再次被抓，又获得了10年徒刑。

“屡败屡战”

再次出狱后，沃德和妻子住在一

栋两层楼的大房子里。邻居经常看到

他在车库里摆弄那些飞机牵引设备。

在邻居的眼里， 沃德是个业余发明

家，他们不知道，沃德家的院子里埋

着多少钱， 沃德又贩运出去多少毒

品。

2004年， 沃德开始为墨西哥锡

那罗亚贩毒集团开飞机运毒。他的搭

档是河滨县赛马饲养员拉斐尔·多明

戈斯，多明戈斯负责从加州南部的毒

品分销商那拿货。

沃德每次可携带250磅的可卡

因， 每磅他可收取450美元的劳务

费， 一趟下来就有11万多美元，另

外， 毒贩还要支付他5000美元的运

输成本。

与此相比，卡车司机每次运送的

毒品数量是沃德的两倍，收取的费用

却只有沃德的一半，所以越来越多的

毒贩喜欢找卡车司机帮忙运毒。

沃德当然不喜欢自己的生意受

到冲击，他更担心用那些卡车司机运

毒很容易被发现。他说：“运毒不仅是

份工作，还是我的事业，我在上面花

了很多心思，我仔细研究过别人犯的

错，力图不重蹈覆辙。但那些卡车司

机什么也不懂，他们只是为了钱。”

每当沃德接到电话准备运毒时，

他都会在门口和妻子吻别，他对妻子

说：“不要问我何时回来； 当我回来

时，也不要问我去了哪里。再见。”

投身贩毒集团

“运毒不仅是份工作还是事业， 我仔

细研究别人犯的错，力图不重蹈覆辙。”

沃德总是在天刚蒙蒙亮时抵达科罗娜

市政机场， 他和多明戈斯开车到飞机旁边，

把装有毒品的袋子放到飞机尾部。在破晓前

15分钟，沃德独自驾着飞机升空飞去。

坐在飞机里，沃德看见下面的高速公路

上警察设的检查站，那些和他一样运毒的卡

车司机一定正忐忑不安地接受着警察的检

查，而他则在悠闲地喝着威士忌，抽着香烟，

甚至还可以用他的笔记本电脑看色情电影。

与沃德接头的分销商名叫科罗纳多，沃

德曾经警告过他不要贪图便宜找卡车司机

运毒，但是科罗纳多不以为然。

2007年1月12日，两名男子从纽约开车

到宾夕法尼亚找科罗纳多购买可卡因，这批

可卡因正是科罗纳多通过卡车司机运来的。

当他们完成交易后，被一直跟着他们的缉毒

署逮了个人赃并获。 面对20年徒刑的压力，

科罗纳多同意与警方合作，不过他拒绝透露

墨西哥毒贩的消息， 他害怕遭到杀身之祸。

但他愿意谈谈是怎么拿到这些可卡因的。

2007年6月的一个早晨， 沃德穿着浴衣

走到门外拿报纸，迎接他的是警察。沃德被

指控犯有运毒和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联邦政府还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

警察在门外

2007年6月， 沃德再次被抓。4年过

去了，64岁的沃德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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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墨西哥警方日前逮捕了大毒枭乔斯·安东尼奥·赫尔南德

斯，他承认曾下令杀害1500多人。赫尔南德斯33岁，是墨西哥La�Linea集团的头目，La�Linea集团

由杀手和腐败警官组成，是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市的Juarez贩毒集团下属的武力组织。

与赫尔南德斯相比，美国毒贩沃德没有那样穷凶极恶，但却比任何一个毒贩都执着。因为，

沃德的一辈子几乎都在用飞机运毒。他对自己说：“态度决定一切，我要成为最好的毒贩。”

只是， 沃德的飞行生涯结束了。2007年6月被抓后，64岁的沃德目前仍被关在加州北部的监

狱里。

8月5日，墨西哥警方销毁毒品。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