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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男子罗尼·穆西奇曾在2015年通

过刮刮乐彩票中得300万美元的大奖（约

合人民币 2000 万元）。然而，穆西奇并没

有将这笔奖金用于正道，他将一部分奖金

用来投资制作安非他命 （俗称“冰毒”）

的不法集团，如今他已被警方抓获，且正

面临终身监禁的指控。

45岁的罗尼-穆西奇出生于美国乔治

亚州，2015年他通过刮刮乐彩票获得了

300 万美元的奖金。在领奖时穆西奇说

道：“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买一些彩票，直

到现在我还不相信我真的中奖了，我该好

好考虑一下我的奖金用来做什么。”然而，

经过考虑的穆西奇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

定，他选择了制造冰毒进行贩卖从而获取

暴利。

穆西奇在郊区租下一栋老房子，他和

他的同伙们又先后购置了用于制作冰毒的

器具、存放半成品的器皿和原材料等等。

首批制作出来的冰毒足足有5公斤重，在

黑市上可以卖到50万美元。作为毒品供货

商，首次进行交易的穆西奇便被联邦探员

抓获。联邦法庭以“制作、贩卖冰毒超过

500克”的罪名向穆西奇提出指控。若罪

名成立，他将会被判处不低于25年的监

禁。收到初审判决后，穆西奇聘请了一名

律师，想让自己的刑期能有

所减少。但是，一个突如其

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一切。

原来，警方在初审结束

后对穆西奇和其同伙的住所

进行了搜查。在穆西奇家

中，警方发现了十余把枪支

和数以千计的子弹，堪称一

个小型军火库，但穆西奇本

人并没有警方签发的持枪

证。这一情况的出现让穆西

奇的律师埃德-塔沃感到十分

艰难，他说道：“非法购买和

持有大量枪支属于恶性犯

罪，这会成为影响法庭量刑

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穆西

奇不得不面对两项指控了！”

在第二次庭审中，联邦

法庭对穆西奇的指控又加上了“非法购买

和持有大量枪支”的罪名，判处监禁的年

份也由之前的不低于25年，上升到35年

或是终身监禁。庭审结束后，穆西奇案件

的主审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穆西奇的律

师认为联邦法庭对这次事件量刑过重，其

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在调查其案底时发

现，穆西奇是一个职业罪犯，我们必须这

样做”。

原来，穆西奇在被捕之前，还有着厚

实的案底。2003年，因非法持有武器和恐

吓邻居被判监禁1年；2007年，因倒卖枪

支被判监禁2年零3个月；2009年，因贩

卖毒品被判监禁2年。直到本次被捕，穆

西奇已经4度被关进监狱，但这一次可能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2000万奖金全用来“制毒”
美国男子被判终身监禁

杀059头，579百，579十，027尾。

范围：23467 头，01234 百，13468

十，13568尾。

单双定位：双双双单。值围：9-19。

死数9。

任选三：612 614 632 634

812 184 382 384

定位2：

2××1、2××3、2××8、3××1、

3 ×× 3、 3 ×× 8、 4 ×× 1、 4 ×× 3、

4××8、6××1、6××3、6××8

三定组合：

×02/48/13、 46× 48/13、 46/02×

13、46/02/48×

参 考 码 ： 4061 4261 4461

4081 4281 4481 6041 6241 6441

（1） 本期头奖以1579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1，二数合6、7，三数合8、1，

值数为2、6值。

（2）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

差0，二单二双，一 大三小

（3） 千位：6、9、1；百位：0、5、

7；十位：2、5、7；个位：4、9、1

（4） 三 字 现 ： 152、 140、 138、

126、142、607、695、683、671、669

（5） 定 位 2： 15XX、 14XX、

13XX、12XX、11XX、60XX、69XX、

68XX、67XX、66XX

（6） 定位 3：152X、140X、138X、

126X、 114X、 607X、 695X、 683X、

671X、669X

（7） 参考码：1524、1401、1388、

1265、 1142、 6079、 6956、 6833、

6710、6697

（8）4+1码：15240

（9）七星彩：1524037

稳坐：04 配 59

千位：2705，百位：4951，十位：

1786，个位：1638

三 定 现 ： 041、 039、 027、 015、

031、596、584、572、560、586

定 位 ： 0X1X、 0X9X、 0X7X、

0X5X、 0X3X、 5X6X、 5X4X、

5X2X、5X0X、5X8X

定位3：

0X13、 0X90、 0X77、 0X54、

0X31、 5X68、 5X45、 5X22、 5X09、

5X86

直码：0413、0390、0277、0154、

0031、5968、5845、5722、5609、5586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

2389；第二位为：1386；第三位为：

1385；第四位为：1058；重点 27 头 05

尾，3816站中肚；

稳坐70，防25

三 字 现 ： 263、 251、 249、 237、

253、236

定位2：

2X3X、2X1X、2X9X、2X7X

2X5X、7X8X、7X6X、7X4X

7X2X、7X0X

定位3：

2X35、2X12、2X99、2X76

2X53、7X80、7X67、7X44

7X21、7X08

直码：

2635、2512、2499、2376、2253

7180、7067、7944、7821、7708

个人观点：AB两数合38、CD

两数合29、BD两数合47。

两字定：

X71X、X7X7、35XX、5X1X

5XX9、XX57、XX09、X5X9

三字定：

351X、571X、35X9、17X7

5X09、1X57、X757、X509

四字定：5719、1757、3509

3057、3511、1057

穆西奇领奖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