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出 版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政 编 码：230071
图 书 发 行 部 电 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E-mail： ahse@yahoo.cn%%%%%%%http://www.ahse.cn
责 任 编 辑：徐 冉 仲朝锋
制 版 者：安徽远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版 （印） 次：2010年 1月第 1版 2010年 1月第 1次印刷
开 本：889mm×1194mm%%%%1/64
印 张：1.5%%%%%%%%%%%%%%%%%%%%%%%%%%%%%%%%%%%%%%%%%%%%%% 定价：5.00元

ISBN%978-7-5397-423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分钟破案故事·河边的火柴光／夏晨阳编文.—合肥： 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10.1
%%%(校园健康口袋书系列)
%%%ISBN%978-7-5397-4239-7
%%%
%%%I.%1… Ⅱ.夏… Ⅲ.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Ⅳ.I18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933 号

校园健康口袋书系列·1分钟破案故事·河边的火柴光
编文 /夏晨阳 绘图 /大嘴蛙卡通



纽约城的西北部新开了一家规模很

大的珠宝城。 开业第一天，店里涌入了大

量的顾客， 最吸引他们的是一枚被称为

“皇后”的钻石戒指。 这是一枚无与伦比

的钻戒，价值连城。

傍晚时分，珠宝城快打烊了，店里只

有很少的顾客。售货员珍妮正在盘点当天

的销售情况，准备给放“皇后” 的柜台上

锁。 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穿着深色夹克

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嚼着口香糖，径直走

到“皇后”面前，要求把钻戒拿出来看看。

珍妮把戒指递给他，同时上下打量着这个

谁 %偷了“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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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顾客。他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左手

拿着钻戒，身体贴着柜台仔细地瞧着。一分

钟之后，年轻人掏出右手，把钻戒递还给珍

妮，转身就要走。珍妮突然发现手里的钻戒

根本就是一个假的！ 年轻人被保安带进了

经理室，但他不承认偷了钻戒。经过保安的

检查，他的身上确实没有钻戒。

年轻人究竟是不是小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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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就是小偷。他用口香糖把

钻戒粘在柜台下，然后把准备好的假

钻戒还给珍妮，打算趁人不备时再拿

走真的钻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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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探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

他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

电话里传来了助手布朗的声音：“探

长先生，不好了，刚刚王宫来电话，说公主

被人袭击了。 请您赶快过去！ ”

马丁探长很快赶到了公主的房间，布

朗正在做着记录。 公主满脸泪痕，向布朗

叙述着刚才的情形：“我看见一个很高大

的黑影，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打碎了玻璃，

想从窗户爬进来。 我被吓醒了，大声地喊

救命，才把他吓跑了……”

马丁探长在房间里仔细检查着，屋里

被 %袭击的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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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具摆放整齐，没有搏斗的痕迹；地面

也很干净，没有明显的脚印；窗台的玻璃

碎了一个大洞， 外面的窗台上满是玻璃

碎片……

“根本就没有什么凶手，” 探长肯定

地说，“公主殿下，您为什么要撒谎呢？ ”

为什么马丁探长这么肯定没有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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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外有玻璃碎片，而房间里没

有， 说明窗户是被人从内向外打碎

的。 因此，公主说有人从外面打碎玻

璃根本就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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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自杀的消息让邻居们很震惊，大

家都站在门口围观。

侦察员正在屋里做着笔录， 小李是报

案人， 也是第一个发现老王上吊自杀的

人。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今天下晚班后跟

朋友去吃了点夜宵，回来经过老王家的时

候发现门虚掩着，屋里还亮着灯。 我们都

很了解老王的作息规律， 他一般 10点就

上床睡觉了。 可这么晚还亮着灯，我就觉

得很奇怪，想推门来问问，没想到刚一进

屋就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立即就报了警。”

听完小李的叙述， 刑警队长仔细观察

是 %谋杀还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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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案发的现场———老王吊在房梁上，

离地面大概有一米高，光着脚，下面是一

个翻倒的折叠凳子……

“这不是自杀，而是谋杀！ ”

刑警队长为什么判断老王的死因不

是自杀而是谋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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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吊自杀必须踩到凳子后才

能成功，而凳子根本没有一米高，可

见老王是被人杀害后吊在房梁上伪

装成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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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深秋， 法国拿破仑军队向荷兰

发动进攻。 面对气势汹汹、装备精良的法

国军队， 国小力弱的荷兰根本无力抵抗，

荷兰国王下令打开水闸，希望用洪水阻挡

拿破仑的攻势。 面对滚滚的洪水，拿破仑

一筹莫展，因为军中没有准备足够多的船

只，并且由于水势太大，徒步进攻根本就

是行不通。 拿破仑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撤

军。

在撤军的途中， 统帅夏尔将军突然发

现，在行军道两边的灌木丛中有很多蜘蛛

正在吐丝结网，他灵机一动，及时制止了

蜘 %蛛为什么会吐丝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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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行动。 没过几天，天气骤变，夏尔将

军认为反攻的大好势头已来， 于是下令

军队重新杀回， 法军一举突破了荷兰军

队的防线。

夏尔将军为什么会下令停止撤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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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吐丝结网意味着寒流即将

到来，河水就会结冰,法军就可以通

过冰面来展开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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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报警电话后， 米尔探长很快就

赶到了克里医生的家里。 家里很整洁，早

晨的阳光透过窗纱照进客厅里。克里医生

一脸苍白地靠在沙发上，旁边摆着他和太

太的合影。

“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太太不见了,” 克

里嗓音中透着疲倦，“是我报警的。 ”“你

把情况说一下吧。” 米尔环视着整个房间。

“凌晨两点我醒来的时候，她还是在的，之

后，也许是我睡着的时候，她就不见了，我

想她一定是离家出走了。 ”

米尔在很短的时间里检查了一下房

床 %前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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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床单很凌乱，床边有一双红色的女

式拖鞋，那应该就是克里太太的，鞋头朝

着床外。

“你说你太太离家出走？ ” 米尔冷冷

地问道。

“是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

“克里先生， 我想你比我们更清楚你

的太太在哪里吧！ ”

米尔探长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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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探长已经看出克里医生在

撒谎，床头的鞋说明离家出走的人不

可能光着脚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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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雷斯警长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

因为安全部长给他下了最后命令，翻遍整

个莫斯科城也要把那个盗走秘密文件的

间谍找出来。拉古雷斯开始控制城市的每

个公路的出口，加强机场的监控，遇到可

疑的人一个也不放过。 只用了三天的工

夫，嫌疑人就被警方锁定了。他叫丹尼尔，

是 B国人，已经被特工秘密羁押。 经过搜

身，发现文件并不在他身上，拉古雷斯猜

测文件肯定是被藏在某个地方了。

拉古雷斯立刻对丹尼尔展开了审讯：

“丹尼尔，你把文件藏在哪里了？”“唔，在

藏 %在书里的秘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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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我把文件放在一本

书里，我记得夹在 67和 68页之间！ 我老

实交代了，你们把我放了吧！ ”

“丹尼尔， 你别撒谎了， 给我老实交

代！ ” 拉古雷斯怒不可遏。

拉古雷斯队长为什么说丹尼尔在撒

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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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肯定在撒谎， 一本书中

67 页和 68 页本来就是一张纸，怎

么可能夹文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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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史密斯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家里。

警察经过勘查，断定属于谋杀案。 波特警

官打电话通知史密斯的家人，史密斯的哥

哥约翰第一个接到了电话。

波特警官对约翰说：“我很遗憾地告

诉你，你的妹夫被人谋杀了。 ”“什么？ ”

约翰说，“史密斯死了？ 上帝，史密斯一定

是得罪了什么人。 警官，史密斯的脾气相

当不好，两个月前他与我的大妹夫因为打

牌输了 500美元而发生争吵，上个月又因

为金钱问题而与我的二妹夫差点动起手

来，还有……”“好了，约翰，你提供的信

电 %话中露馅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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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很有价值，我待会将去你家问你一些更

详细的情况。 ” 波特警官打断了约翰的

话。没过多久，波特警官逮捕了约翰，并断

定约翰就是凶手。

波特警官为什么断定约翰就是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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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翰话中可以知道他有三个

妹夫， 警方并未告诉他是哪一个，但

他却能准确说出死者的名字是史密

斯，显而易见他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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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新研制了一种威力十足的核

弹大炮，正在乔治敦陆军军事基地进行试

验。 这个消息引起了许多国家间谍的兴

趣。 一个间谍借旅游的机会，到乔治敦军

事基地拍了一卷照片。然而正当他准备回

国的时候，却突然病倒了。 威尔侦探装扮

成医生去给病人做检查，他注意到这个间

谍住院时并没有带行李，从而推断他是用

袖珍照相机进行拍照的，照相机和胶卷一

定还在他身上。 于是，威尔侦探便请医生

们为他进行 X光检查。

但是，医生们依然没有发现照相机和

不%会泄密的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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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卷。“我想已经可以了，不管他把胶卷

藏在哪里，都不会泄密了。 ” 威尔胸有成

竹地说。

为什么威尔肯定胶卷不会泄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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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卷底片经过 X光照射后，已经

曝光了，再也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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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独自一人生活在公寓里， 陪伴

他的只有一条狗。 这天晚上，戴维斯在服

用了安眠药熟睡后， 因煤气中毒而死，陪

伴他的那条狗也随他一起中毒死去。狗的

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狗的身旁有一根细

香肠。

法医推测戴维斯的死亡时间在午夜

11时左右，同时发现，狗的胃中也含有安

眠药成分。戴维斯和狗的死因是连接煤气

管道的橡皮管喷出大量煤气所致。警方把

目标锁定在与戴维斯生前有仇的亨得利

身上，但亨得利却提供了自己从案发当晚

煤%气凶杀案

33



9点至第二天早晨都有不在作案现场的

证据。

警方经过调查，证明是亨得利杀了戴

维斯。但亨得利是如何让煤气泄漏时间推

迟两个多小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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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先给狗服用少量的安眠药，

然后用细香肠把橡皮管堵住。 两小时

后，狗醒来看见身边的香肠，用牙齿把

香肠从橡皮管中扯出来， 煤气冲了出

来，狗和主人就都中毒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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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侦探西格接到了警察局的求助电

话，这事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奇怪，每当有

什么破获不了的案件，乔治局长总是亲自

打电话向西格求助。警局前几天从郊外的

湖中打捞出一具浮尸，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了，因为正值盛夏，尸体无法再保存下去

了，只好送去安葬。

对于这样的一起无头尸案， 警察局上

上下下都显得毫无头绪，留给他们的只是

几张照片和尸检记录。西格仔细地观察了

尸体的照片，他发现了警察忽略了一个细

节———尸体的骨头上有明显的黑色斑块。

黑 %色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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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建议乔治局长去城北的冶炼铅矿

的贝尔工业区去调查一下，看看最近有没

有失踪的人口。

果然，警察在贝尔工业区查到了这具

尸体的身份资料，并据此破获了这个无头

尸案。

西格是怎么想到去贝尔工业区查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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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骨头有黑斑是典型的铅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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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回来的神探鲍威尔收到了一封急

件，助手告诉他，那是几天前警察局送来

的求助信，请求鲍威尔帮助调查上周本市

发生的一起离奇的凶杀案件。

被害人的尸体还保存在警局， 致死原

因还没有查明， 这影响了警察的破案行

动。 鲍威尔神探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有着

丰富的断案经验。 他认真地检查了尸体，

发现尸体的咽部呈现明显的黑色，脑部又

有钝器击伤的痕迹。但法医无法断定哪个

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

鲍威尔微笑着对警察说：“是中毒死

是 %中毒还是被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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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查城里的氰化钾流通渠道吧。 ” 不

久，警察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一个化

学品的经销商。

鲍威尔神探是怎么断定被害人的死

亡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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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部呈现黑色是中毒的迹象，只

可能是先中毒，因为被击打致死之后，

毒液不会聚积于咽喉形成黑色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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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了， 刑警队长

带着干警紧紧追赶这个让他们费了好大

力气才跟踪到的贩毒者。双方在一个村庄

旁进行了激烈的枪战，毒贩被干警的手枪

击中左腿后逃入村庄旁的一片玉米田中。

刑警队长立即带着干警深入田地中沿着

血迹仔细搜捕毒贩。 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一声沉闷的猎枪射击声和动物急促奔跑

的声音。当刑警队长和干警持枪追赶到一

块较宽敞的三岔路口时，一行血迹竟变成

了近似交叉的两行左右分道而去。 显然，

毒犯和动物不在同一道上逃命。 怎么办？

玉 %米田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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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行血迹才是毒犯的呢？就在干警们迟

疑不决的时候，刑警队长却用一个简单的

方法，鉴别出了逃犯的去向，最终将隐藏

在河边草丛中的毒贩擒获。

刑警队长用什么方法鉴别出逃犯的

血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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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队长用手指蘸了一点地上的

血迹放在嘴里浅尝了一下， 人血是有

咸味的，而动物的血味道比较淡，所以

就能分清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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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啊，救命啊……”漆黑的河边突

然传来一阵阵的呼喊声，这条河位于琦玉

市的郊外，周围没有什么建筑，路灯也是

年久失修，加上正值冬天，河边更是看不

见人影。

呼救声很快传到了正在巡夜的警察小

田耳中，他赶紧来到呼救现场，一个黑衣

男子正在大声呼喊，身旁还躺着一个人。

“我跟我朋友在河边散步， 他不小心

掉进了河里，我赶紧跳下去救他。 等我把

他拖上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死

了。 ” 黑衣男子泣不成声。

河 %边的火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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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打量着男子， 男子全身湿透，旁

边的男子已证实为溺水身亡。

“什么时候的事？ ” 小田问道。

“晚上 9点 20分。 ”

“你怎么知道的？ ”

“我刚划了根火柴看的时间。 ” 男子

依旧很惊恐。

小田想了片刻， 对男子说：“好了，别

伪装了，跟我回警局吧！ ”

小田怎么知道男子是谋杀他朋友的

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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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明显在撒谎， 在水里游了半

天，浑身应该都湿透了，怎么还能划着

身上带的火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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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尊敬的华莱士教授被人谋杀于家

中的浴室里。 华莱士教授生前性情随和，

因为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所以生活有规

律，饮食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且每天都坚

持锻炼。

警方经过排查， 确定华莱士教授的外

甥威廉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怀疑威廉

为了继承舅舅的巨额遗产而谋杀了他。

当警方对威廉进行询问时， 威廉显得

极为委屈， 他说他跟舅舅关系很亲密，两

人经常见面。 就在上一周，他还跟舅舅一

起吃了顿晚餐，威廉说：“那天，舅舅很开

教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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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像个孩子一样，吃了很多的比萨，还喝

了两大杯可乐。 ”

警察打断了威廉的叙述并把他带回

了警察局。

威廉究竟是不是谋杀华莱士教授的

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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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就是凶手。 糖尿病患者绝对

不会喝可乐，因为可乐含糖量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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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夜晚，一声惊雷之后，在家写作

的独身律师乔治，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而

身亡。

第二天，尸体被发现时，写字台上的荧

光台灯还亮着。 这是一盏没有自动启动器

的简易日光灯。 但奇怪的是，写字台上放

着的一只手电筒也是亮着的。

管理员这样说：“昨天夜里，这座公寓

停了大约 30分钟的电。 所以，被害人一定

是在停电期间借着手电筒光写小说时被

害的。 ”“不， 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来电之

后。 凶手是伪装成停电时作的案，才特意

停 %电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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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电筒打开，然后逃走的。 ” 雷恩探长

在环视现场后坚定地说。

雷恩探长凭什么断定凶手是在来电

之后作的案呢？

58



59



简易日光灯没有自动启动器，如

果是停电时作的案， 来电了后不会自

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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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格勒弗和史丹利获得了一幅藏

宝图，地图标示着一个巨大的中世纪的宝

藏。 按照地图的指引，在洞穴里摸索半天

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机关面前，两个开

关控制着两扇木门，当然，在做出选择之

前，他们必须要认真考虑一番。 因为一扇

门是通往宝藏的正确道路，从那里可以直

接进入埋藏宝藏的森林；而另一扇门只要

打开就意味着会有如飞蝗般的乱箭向他

们射来。

格勒弗和史丹利很冷静地在两扇门前

仔细地观察起来。 两扇木门在外表上没有

左 %边还是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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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的差别， 仿佛像命运一样的公平，但

又暗藏杀机。 一番探查之后，格勒弗发现

左边的木门下有一个小小的蘑菇。两人对

望片刻之后，格勒弗果断地按下了左边的

开关。

等待格勒弗和史丹利的是宝藏还是

乱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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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宝藏。因为有蘑菇的出现，意味

这个门是连着露天的路， 而藏有乱箭

的密室是密闭的， 干燥的环境不可能

长出蘑菇。

64



一天， 一位年轻的妇女慕名来找神探

西格。 她对西格说了这样一件事：

“我伯父单身一人， 他的财产约有 10

万元，也许会换成现金或宝石，保存在银

行的金库里。 他把钥匙留给了我，留下遗

嘱，死后将遗产留给我。 上个月，我伯父病

故，我到银行去取遗产，金库中只放着个

信封。 ”

说着，她从手提包中拿出那个信封。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信封。上面贴着

两枚陈旧的邮票， 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和

地址。

隐 %形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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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把信封拿到窗前明亮处对着光

线看，可一无所获。 西格沉思片刻，问道：

“你伯父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吗？ ”

“我不太了解， 只记得伯父喜欢读推

理小说。 ”

“原来如此，小姐，请放心，你的遗产

安然无恙。 ” 西格笑着说。

财产究竟藏在哪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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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其实就是那两枚珍贵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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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西蒙、迭戈在一家西餐店里喝啤

酒，突然间，店堂内一片漆黑。 侍者送来蜡

烛后他们接着喝了起来，不久之后，西蒙突

然痛苦地挣扎起来，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西蒙喝的啤酒中

有烈性毒药。 警方把大卫和迭戈列为重要

嫌疑人，随后对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

了仔细检查。 大卫携带的物品有香烟、火

柴、手表、胶囊感冒丸、乘车月票和 800元

美金；迭戈携带的物品有手表、手帕、口香

糖、记事本、老式钢笔和 600元美金。 在两

个人所带的这些物品中，几乎没有可以盛

黑 %暗中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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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毒液的容器。 侍者证实，大卫和迭戈谁

都没有离开座位一步。 所以，他们没有机

会丢弃任何容器。警察将他们携带的物品

检查之后，立即指出了投毒者是谁!%

凶手是大卫还是迭戈？ 盛放毒液的容

器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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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是迭戈， 其盛放毒液的工具

就是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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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比似乎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他被

控告用刺刀捅死了他的父亲。 法庭上有不

少人出庭证明被告确系凶手，似乎事实俱

在，铁证如山，只等由 12人组成的陪审团

做最后的判决。 最直接的两个证人一个是

罗比的邻居，他家紧挨着高速铁路，他说

正当一列火车从他窗前呼啸而过时，他听

见住在楼上的这位青年叫喊“我宰了

你” ；另一位是戴近视眼镜的女士，她住在

铁路的另一侧，与被告的窗户相对，她说

案发这天晚上她 11点上床睡觉， 隔了很

久仍未入眠。 朦胧中一列火车高速驶过她

罗 %比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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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户，她睁眼一看，正好从这列火车的

最后两节车厢的车窗中，看见对面楼房里

那个青年用刀刺死了他的父亲。

陪审员听了这些证言后，宣布不能作

出罗比有罪的决定。陪审员为什么会这么

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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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的证词不可靠， 列车高速通过时

会发出强烈的响声， 紧挨铁路窗户内的人

是不可能听见楼上人的叫声的。 女士睡觉

时要摘掉眼镜， 睁眼之后也不可能通过火

车车厢看清对面房间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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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有个叫沈义的人。 有天深

夜探亲回家，又逢天降暴雨，沈义就准备

在经过的一座庙投宿一晚。沈义在佛殿的

地上和衣睡下， 天明时分便摸出庙门回

家。 沈义走了好一会，后面急匆匆地赶来

两个公差， 在沈义的身上打量了一番，便

将他绑了起来。 原来那天夜里，庙里发生

了命案，一个和尚被杀，血溅满地，而沈义

后背也沾有大片的血渍，因此沈义有重大

的嫌疑。

此案由张县令审理。 据仵作的报告，

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刺死的，由锐器直接插

寺%庙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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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右下腹而致命。张县令见沈义一副读书

人的模样，不像会杀人的样子，且没有仓

皇逃窜，而且从验尸报告来看，也存在诸

多的疑点。张县令命沈义在纸上写下自己

的名字。 沈义不明就里，于是提笔写了起

来。 张县令看后，捻须微笑，说：“好了，你

可以走了，凶手另有其人！ ”

张县令凭什么断定沈义不是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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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是正面右下腹受伤的， 可以

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 而沈义写字习

惯用右手， 因此张县令断定沈义不是

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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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深夜， 由滨海市开往南山市的

T846次的列车司机，在 68和 66号隧道分

别发现男尸各一具。 这两具男尸紧靠铁

轨，身上都有锐器伤，但却无搏斗的痕迹，

显然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受突然袭

击致死的。 几个小时以后，在三河车站的

南面也发现一具女尸，而三河车站距离 66

号隧道有 3千米左右。尸体检查确定这三

个被害者死亡时间相近，而这几具尸体分

别相距几千米。

刑侦人员经过调查，原来这三个人都

是南山市某公司的职员，从滨海市收完项

铁 %路谋杀案

81



目工程款后回南山的，随身携带了大量的

现金和重要文件资料。

面对这些调查的结果，有着多年侦查

经验的刑警队长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下

达了抓捕命令。 结果在两小时之后，在南

山火车站，刑警们成功地抓获了犯罪嫌疑

人王某等三人。

刑警队长是怎么想到去火车站抓人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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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推断谋杀现场是在一列正在行驶

的火车上， 凶手将被害人杀死后分别推下

火车，这样尸体既保持较远的距离，又都靠

铁路线，根据对案发时间经过列车的排查，

就能在火车站将凶手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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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宫的镇宫之宝《蒙娜丽莎》被盗

了！ 这要传出去可是件轰动世界的大事

件。 为了不让市民疯狂，名画失窃的消息

目前还只有馆长和警长两人知道，他们想

在总统发火之前把名画找回来。著名的探

长杰克受理了找回名画的任务。罗浮宫有

绝对安全的保卫措施，想把画偷出馆外绝

对不可能。 经过多方的情报收集，警方获

悉已经有人在地下市场发出消息，说要出

售《蒙娜丽莎》，而这个家伙就是令警方

头疼的詹姆斯。 詹姆斯这段时间远在伦

敦， 非常明显他没有亲自作案的时间，但

失 %而复得的《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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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杰克坚信他肯定跟这件盗窃案有关。经

过深思熟虑，杰克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命

人在全国的各大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蒙

娜丽莎》被偷，但是很快又被找回。 果然

没多久，警方就在罗浮宫的地下室找到了

名画《蒙娜丽莎》。

杰克是怎么想到名画并没有被偷走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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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只是想利用名画丢失的消

息来贩卖他低价购来的许多仿作，以

此来获得利润， 名画只是被他买通的

一个工作人员藏到了地下室， 杰克成

功地挫败了他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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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先生最近很烦恼。 因为上个月他

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件让他不堪回

首的往事。 10年前，吉姆先生曾经在喝醉

的情况下签了一个文件，声明要把他的纺

织厂赠给他的朋友戈米。戈米现在又旧事

重提，目的就是想霸占吉姆的工厂。 面对

戈米的无理要求， 吉姆显得焦急万分，他

没有办法向法官证明那份文件是他在无

意识的情形下签署的，他甚至请人去戈米

家偷那份文件，可是都没有找到文件的藏

身之处。

听了吉姆的叙述，私家侦探洛克也觉

文 %件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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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个事情比较棘手， 因为没有证据，他

们是没有办法获得法院的同意而对吉姆

的住宅进行搜查。 洛克突然灵机一动，当

晚便让吉姆跟着自己一起来到戈米的住

宅， 在窗外丢了一颗烟幕弹， 然后大喊：

“着火啦，着火啦！ ” 不一会儿，就看见戈

米穿着睡衣抱着枕头慌慌张张地跑了出

来。洛克微微一笑，对吉姆说，明天我们去

他家找那份文件。

洛克知道戈米把文件藏在哪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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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就藏在戈米的枕头里， 因为

在听到火警的情况下， 戈米是抱着枕

头出来的， 显然那个枕头里藏着非常

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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