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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队长简单看了下记录： 死者张

某，某地产公司的老总；案发时间大概在

晚间 10点左右；没有明显外伤，怀疑是中

毒身亡，初步怀疑客厅茶几的水是致命毒

源，已经取样送至化验处检验。

案发的房间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也

没有可疑的指纹和遗留物，只有两行清晰

的鞋印，都是从门口步入客厅的，那鞋印

正是出自张某当天所穿的鞋。张某究竟是

自杀还是他杀呢？

队长调阅了当晚的大楼监控录像，发

现在当晚案发期间进出大楼的人中有一

两%行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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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该地产公司的副总丁某。队长凭借多

年的断案经验，立即判定丁某具有重大的

嫌疑。 经过审讯，丁某果然交代了他由于

经济问题而向张某投毒的罪行。

刑警队长为什么确定张某是被人谋

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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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回家后必定会换拖鞋，所以

两行鞋印显然是被人刻意留下的，以

此来造成张某自杀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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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蒂跟同伙吉米蓄谋杀害自己的丈夫

强尼，只因想得到那一笔巨额财产。 星期

一的晚上， 两人合伙在强尼的酒里下了

毒，强尼晚饭后不久便毒发身亡。 两人商

量着如何处理尸体，吉米说道：“我早就想

好了， 火车站旁边的森林里经常有人自

杀，我们把尸体抬到那边去，伪装成自杀

的模样，这样对警察来说无非是多了一件

自杀案而已。 ” 朱蒂同意了吉米的计划。

第二天夜里， 两人把强尼的尸体抬到

森林，随手丢弃在一堆被游人遗弃的报纸

堆里，然后把准备好的遗书塞进强尼的口

伪 %装的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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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旁边放着一杯毒酒，一切似乎都天衣

无缝。 第二天，尸体被人发现。

法医初步鉴定死者中毒身亡的时间

是前一天的晚上 8点左右。西格探长很感

兴趣地拿起压在尸体身下的报纸看了看，

在弄清了死者身份之后，他下达了传讯朱

蒂的命令。

西格探长是如何判断朱蒂有嫌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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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尸体压住的报纸是星期二的，

而强尼死亡时间是星期一晚上，显然

不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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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村的村民最近总是惶惶不安，因

为村里来了一个大师， 宣称村里有鬼怪。

大师大张旗鼓要帮村民捉拿鬼怪，还把一

些灵符和香灰卖给村民，说是贴了灵符喝

了香灰水就能保平安。大师把村里搞得鸡

飞狗跳， 扰乱了村民的日常耕作和生活，

也骗了村民不少钱财。

这天，大师给村民抓鬼怪。他口中念念

有词，说自己是神仙附体，替天行道，说完

把手伸进了面前一口翻滚的油锅中。令人

惊讶的是， 他的手竟然没有受到丝毫损

伤，村民们都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油 %中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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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从不信邪的人，他走到大师

面前，大声喝道：“别耍什么鬼把戏了，像

你这样抓鬼怪的事我也会！ ” 说完，把手

也伸进油锅， 拿出来之后竟然也毫无损

伤。 大师顿时傻了眼，在村民的哄笑中落

荒而逃。

王二是怎么识破大师的诡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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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锅中装的是油和醋，因为醋的比

重比油大，所以沉在下面，而醋的沸点

较低，加热之后很快就被烧开，滚开的

醋从油层下面往上翻，看起来好像是油

被烧开了，其实温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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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最近他受

雇于一个钢铁行的老板，他的任务是给老

板的仓库值夜班，因为仓库里有很多价格

不菲的原材料和半成品。

一天午饭的时候，老板来仓库取货，顺

便问布朗仓库的情况。

“老板，您放心，仓库安全着呢！ 我可

是很认真地给您守着，” 布朗向老板说道，

“对了，老板，告诉您一件喜事，我昨晚梦

见您发了一笔大财，那都是金灿灿的黄金

呢！还有您的儿子也是顺利地考上了剑桥

大学，哈哈！ ” 布朗满脸堆笑地看着老板，

做 %梦的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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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期待老板的赞许，甚至是奖赏。

“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 哦，对了，

从今晚开始你不要再为我值夜班了，你被

解雇了！ ” 老板冷冷地回答道。

布朗张大的嘴巴半天没能合拢。

老板为什么要解雇布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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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在值夜班时做梦，显然是睡

着了，这样没有责任心的保安当然要

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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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早就打听到这家房子的主人今天

不在家，于是心虚地敲了敲门。 没想到门

开了条缝，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请等一

会，哪位？ ”

小偷吓了一跳： 他没有料到孩子会提

前放学。可是，他管不了这么多了，他撞开

半开的门，硬闯进去。 孩子惊恐万状地问

道：“你是谁，我爸妈不在家，请你出去，不

然我就报警了。 ” 小偷壮着胆子道：“快把

家里值钱的玩意都交出来！ ” 说完一把把

孩子推倒，孩子撞到了身后的茶几晕过去

了，茶几上的花瓶、电话和零食散落了一

谁 %报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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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小偷肆无忌惮地在屋子里翻箱倒柜，

就在他暗自得意时，突然，两个警察破门

而入。 还没等小偷反应过来，就被按倒在

地了。

小偷一直没明白， 那是间独立的房

子，孩子的声音不可能传到外面，是谁报

的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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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闯入的时候，孩子正在打电

话，电话没挂，是电话中的朋友帮他

报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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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探长这些天很开心， 因为他追

踪很久的一个案子终于有了眉目。种种迹

象表明，胡格具有重大的嫌疑，而他正住

在本市。 由于丹尼尔的侦查措施很保密，

胡格还以为自己能继续逍遥法外呢。

事不宜迟， 丹尼尔和助手驱车来到了

胡格的住所。得知了丹尼尔的身份和来意

后，公寓管理员希拉尔带着他们打开了胡

格房间的大门。 房间里显得很凌乱，似乎

很久没有整理过了。

“胡格先生离开很久了， 差不多有三

个月，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回来过，也从来

不 %说谎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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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 ” 希拉尔说道。

“是吗？ ” 丹尼尔环视着房间，“请问

现在几点了？ ”

“上午 10点。 ” 希拉尔指着房间内的

一个座钟说道。

“对，确实是 10点了，这钟很准啊！ ”

丹尼尔抬手看了看手表，“好吧， 别隐瞒

了，快告诉我们胡格去哪里了！ ”

丹尼尔怎么知道希拉尔在说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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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钟需要经常上发条才能正常

运转，而这房间的座钟很准时，说明

有人经常给它上发条， 因此房间是

有人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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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布雷泽的儿子被绑架了！ 绑匪很

嚣张地给布雷泽寄来了一封信，要求布雷

泽在周末之前把 200 万现金以包裹的形

式寄给本市威尔逊大街 125号的乔治，要

求钞票不能连号，每 10万元一捆，并且威

胁道：如果布雷泽报警或者事前来查探地

址的话，他的儿子就死定了。

布雷泽议员惊恐万分，他不敢报警，只

好求助于私家侦探图亚。 孩子的性命攸

关，图亚也不敢大意。 于是他乔装成保险

公司的推销员来到了信中的地址调查，发

现地址是真实的，但是房屋主人的名字却

谁%是绑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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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 图亚思索着绑匪的意图到底是什

么，绑匪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地址呢？

沉思片刻后， 图亚给布雷泽打了电

话：“议员先生，喊上警察，我们一起去抓

绑匪吧！ ”

图亚侦探知道谁是绑匪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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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就是当地邮局负责投递的

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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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小姐正在厨房做早餐， 收音机里

播报了一则新闻：“市民朋友们请注意，一

名重案犯昨夜刚刚越狱。该犯身着黑色夹

克，目前可能流窜至鲁尔社区，请市民们

注意安全，发现可疑人物请立即报警。” 鲁

尔社区正是苏菲小姐居住的社区，正当她

暗自担心时，一个身着黑色夹克的男子突

然从阳台爬进来， 用刀抵着苏菲的脖子，

要她交出家里所有的现金。

就在苏菲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门铃

响了， 外面传来一个声音：“苏菲小姐，我

是雷曼警官，有个犯人越狱了，请您注意

聪 %明的苏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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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苏菲冷静地思索了两秒钟，然后

大声回答道：“嗯，谢谢雷曼警官，我一切

都好，我的弟弟也向您问好呢！ ”

门外的警笛声渐渐远去， 男子松了口

气放下刀。 谁知，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警

察冲了进来将他铐住。“干得好， 苏菲小

姐！ ”雷曼警官赞许地拍了拍苏菲的肩膀。

警察怎么知道逃犯在苏菲的屋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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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和雷曼警官很熟悉，雷曼警

官知道苏菲根本没有弟弟，所以苏菲

故意说她弟弟也在家，雷曼警官就知

道事情不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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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型商场里的紧张气氛令人窒

息， 一个身缠炸药的凶犯正在和警方对

峙。 正值炎炎盛夏，商场内有很多逛街休

闲的顾客，商场外的马路上也是熙熙攘攘

的人流，如果炸药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

警察包围了凶犯， 商场外的制高点也

部署了狙击手，但是谁都不敢开枪，因为

凶犯的手一直按在引爆器上。 看得出来，

他也很紧张，眼镜片后的目光充满了紧张

和不安， 尽管商场的空调温度特别低，凶

犯却是满头大汗。 没有绝对的把握，警方

的任何一个鲁莽的举动都会造成不可挽

智 %毙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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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损失。

“把凶犯逼到外面来，趁机击毙！ ”张

警司下达了命令。 凶犯被一步步地逼到了

大门外，就在即将跨出大门的一瞬间，他好

像迟钝了一下。但在这电光火石间，狙击手

果断地按下了扳机，成功将凶犯击毙。

走到大门外的凶犯为什么会迟钝一

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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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下从低温到高温的环境，

眼镜片会产生一层雾气， 影响视线。

张警司想趁其视线模糊的瞬间采取

果断措施，便利用这个原理，下令将

他逼退出商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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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一个夜晚，年轻的演员杰夫开

车带女友外出后一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早

上，人们才在郊外发现了他的汽车，他和

女友相互依偎着坐在后排座位上，却已经

没有了呼吸。

接到报案，警长立即率人前来勘察现

场。汽车停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块地势较低

的草地上，门窗紧闭，但车上的收音机还

响着音乐，空调也开着。车身、门窗完好无

损，车内外也无搏斗的迹象，两人的手机、

现金、信用卡和身份证等都还在包内。 据

媒体报道，杰夫最近由于合约的问题跟公

离 %奇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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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很大的矛盾， 杰夫扬言要将公司的

老板告上法庭。 大家猜测会不会是公司

老板找人害死杰夫呢？

警长围着车转了一圈，然后镇定地说

道：“这不是谋杀，我知道死因了，可以回

去写报告了。 ”

杰夫及其女友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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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燃烧后的产物是有毒气体一氧

化碳。 由于杰夫在汽车静止的情况下门

窗紧闭，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在车内越

积越多，两人因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而中

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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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探长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据公寓

管理员介绍，死者是史密斯夫妇，在此居

处已经很多年了。史密斯先生总是喜欢在

下午外出散步，最近天气很炎热，他推迟

了外出的时间。 但是今天直到傍晚，都没

见他出门，管理员觉得奇怪，便去敲门寻

问，在无人反应的情况下报了警。

史密斯夫人倒在血泊中， 后脑被钝器

击中；史密斯先生瘫倒在椅子上，右边太

阳穴有一个弹坑，血液已经凝结，脚下是

一把手枪。 死者的房间内家具很简单，只

有一个巨大的冰柜很显眼， 窗户开着，地

消 %失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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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湿湿的，屋里有点闷热。

一个邻居说史密斯夫妇最近经常吵

架，上午他还仿佛听见了一声枪响。 警员

们初步估计史密斯先生先杀害了他的夫

人，然后再自杀。可是，屋内却找不到杀害

史密斯夫人的凶器。西格探长打开冰柜的

门看了看，说道：“我知道凶器哪去了！ ”

史密斯先生究竟怎样杀害了他的夫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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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先生行凶的凶器就是巨大

的冰块，由于天气炎热，所以地板上遗

留的冰块渐渐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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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警察多纳尼的职责是在边卡检查

那些过境车辆是否带有走私物品。最近每

个周末的傍晚时分，他总是看见一个年轻

的男子，从那边开着一辆车向边境检查站

驶来。多纳尼拦住那个年轻人进行仔细检

查， 从后备箱到车内的每一个置物格，包

括他的每个衣袋也被翻了个遍。警犬甚至

把他的车从前到后嗅了一遍，但遗憾的是

每次都未能如愿。

多纳尼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可疑，然

而，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年轻人每次都

是很礼貌地配合检查，丝毫看不出任何的

狡 %猾的走私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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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或者紧张。

多纳尼把他的困惑告诉了好朋友摩

尔探长，摩尔探长呷了口啤酒，想了一会，

对着多纳尼耳语一番。 多纳尼恍然大悟，

果然就在下一次的检查中查获了年轻人

的赃物。

年轻人究竟将走私物藏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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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走私的就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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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 富翁波曼发现他的钻石被偷

了。 这颗钻石藏在他的书房内，平时只有

波曼自己和花匠泽尼特经常进出书房，因

为书房内有几盆月季花，泽尼特经常进去

给花修剪和施肥。

然而，奇怪的是，书房里的月季花少了

一盆。波曼怀疑泽尼特将钻石藏在花盆里

偷回家了。

摩尔探长来到了泽尼特家里， 在清晨

的阳光下，泽尼特正在花园里修剪花木。

“上帝，我没有偷，这些月季花一直都在我

家的花园里，你看，它们都是一个品种！ ”

鼻%子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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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尼特向摩尔嚷道。 确实，在他的身边是

十来盆的月季花，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

摩尔探长弯下腰，从每一盆月季花上

一一嗅过去，突然，他指着其中一盆对泽

尼特说：“这盆有波曼书房的味道噢，你

还是老实交代吧！ ” 果然，在花盆中挖到

了那颗钻石。

摩尔探长真的是嗅出来的吗？ 还是通

过其他的办法查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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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探长弯下腰是想看每盆月季花

的花瓣， 因为在外过夜的月季花上会有

露水，而波曼书房搬出来的那盆，花瓣上

是不会有露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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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朗神父的教区， 有一位叫希尔的

农夫。 由于心爱的妻子患病早早过世，他

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日渐消沉下去。

但是，基督教禁止自杀。如果是自杀，就不

能和妻子在一块墓地合葬。这使得希尔很

烦恼。 经过一番精心的计划，在妻子的忌

日那天，希尔在院子里自杀了，尸体旁边

没有凶器，一眼看去真的像谋杀一样。

经过搜查，在离希尔尸体约 10米的羊

圈中发现了一支手枪。 可是，希尔是不可

能在枪击之后， 再把手枪藏到 10米外的

羊圈里的，所以警察断定是他杀。

希 %尔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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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神父一眼就识破了事件的真相：

“希尔这家伙企图欺骗我， 尽管如此，我

还是会成全他的愿望，把他和妻子合葬于

教会的墓地。 "

羊圈的栅栏门并没有打开，羊也不会

出来把枪叼进羊圈。 那么，希尔是用什么

办法将手枪藏到羊圈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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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在手枪上拴了一条长纸条，

纸条的一端喂给羊吃。 因为羊喜欢吃

纸，于是纸条被一点点吃掉，手枪也随

之被拉进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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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12点多的时候，保罗探长正在办

公室看材料，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

起来：“警察局吗？ 我是西堤银行，我们这

里刚刚发生了抢劫案，请赶快来！” 声音里

还残留着惊恐。

当保罗探长赶到西堤银行时， 职员蒂

姆哆嗦着叙述道：“今天我值班，半小时前

突然停电了， 紧接着大门就被人撞开了，

这时闯进来三个人。 我吓坏了，赶紧躲到

了房间里面。 他们直奔保险柜去，打开柜

子抢走了里面的 300万现金和一些钻石，

我……我真的吓坏了，确信没动静了我才

监 %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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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出来的。 ”

保罗探长环视了一下房间，问道：“你

是说他们有三个人？ 你注意到他们有什么

特征吗？ ”“是的，为首的一个好像是英国

人，蓝眼睛，左脸上还有块伤疤。 因为他手

里拿了一个电筒，当他的手电光从门缝射

进时，我一眼就注意到了。” 保罗探长冷冷

一笑：“你说谎的本领并不高明，收起你这

套贼喊捉贼的鬼把戏吧！ ”

保罗探长为什么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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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停电，报案人不可能看清楚

失窃的东西和具体钱数。手电射进门缝

时光刺在眼睛上， 是根本看不见东西

的，所谓蓝眼睛和伤疤，纯属瞎编。

60



上班中的特里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自

称是威利斯的人要求他准备 2万英镑，一

个小时后会有人去取，否则他的妻子就会

没命。 妻子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心急如焚

的特里立即找出公司的一只蓝色的小皮

箱，然后上银行取出 2万英镑，回到了办

公室。 一小时后，一个黑衣男子如约而至，

特里老实地把钱交给了他。

特里想来想去还是报了警， 当他赶回

家的时候， 惊魂未定的妻子平安无事，正

与赶来的警官在交谈。“特里先生，您太太

已把事情经过全告诉我了，什么一个男人

蓝 %色的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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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您给那人一只装钱的蓝色皮箱，但她

怎么也讲不清。现在请您详细说说整个过

程吧！ ” 特里叙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沉

思了一会儿， 然后怒不可遏地吼道：“警

察先生，这一切都是我太太和那帮人串通

好的，是他们想敲诈我！ ”

特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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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一直没有和妻子通过电话，而

她却知道是用蓝色皮箱装钱给了威利

斯，显然她是从威利斯之处获悉的，所以

他们是串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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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探长看了看报告， 死者名叫海克

特，从现场看像是先锁上了门和窗，然后

坐在床上向自己开了枪，之后向右侧倒下

去，手枪掉到了地毯上。 开门的钥匙在他

的背心口袋里。

警员汇报了其他的情况：“家里几乎

没什么家具，窗台上的花瓶内有一大束的

玫瑰，花都枯萎凋谢了。 法医估计，海克特

死了至少已有 3天。 整个地板都铺了地

毯， 地毯和窗台上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只是落了些灰尘，也没有发现血迹。 ”

保罗探长咬了咬铅笔几分钟后， 他站

窗 %台上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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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向警员说道：“如此说来，事情该

是这样的，有人配了一把海克特房间的钥

匙，然后开门进去，打死了正站在窗边的

海克特。 凶手清洗了所有的血迹，再把尸

体挪到床上，使人看上去像是自杀。 ”

保罗探长究竟是如何推断的呢？

66



67



窗台花瓶中的玫瑰早已枯萎凋谢，而

窗台和地毯上应该找得到落下的花瓣，不

可能“只落了些灰尘” ，所以保罗探长认

为凶手一定清除了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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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给莱克星敦百货

大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更不幸的是，一

些顾客没能躲过这场灾难。

警察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认在这

场灾害中受害人的身份。 威尔警长带着警

员和消防员一直在废墟中寻找一些有价

值的东西。 警员向威尔报告，他捡到了一

块被烧坏的衣服的前襟部分，几颗焦黄的

纽扣还扣在上面，纽扣背后的文字也能够

辨认，上面刻着“吉普森” 。 现在的问题是

失踪名单里有两个叫吉普森的人，一个是

男性，一个是女性，通过这个前襟如何来

残%留的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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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是谁的衣服显然是个难题。

威尔警长拿起前襟看了看，对负责记

录的警员说道：“麻烦记上， 是吉普森女

士，上帝保佑她安息！ ”

威尔警长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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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式和女式衣服的差别在于男式

衣服纽扣在右，女式衣服纽扣在左，而

残留前襟的纽扣在左， 所以可以断定

是女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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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汤姆和他的助手罗杰在苏格

兰的北部找到了一座古墓。阴冷的天气下，

这座古墓更加显得诡异， 两个人都期望能

够从这个古墓中发现些有价值的东西。 半

天的艰苦挖掘之后， 一口快腐烂的棺材出

现在他们眼前， 随着棺盖吱吱呀呀地被搬

开，古墓的主人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一具女尸，年龄约 50岁左右，皮下

脂肪丰满，肌肤没有出现高度衰老的现象，

身上没有因任何暴力造成的致死创伤，皮

肤上也没有长期卧病床后常见的褥疮，也

未见慢性消耗性疾病的证据， 更令人惊奇

古 %墓里的女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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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其消化道里还见到了甜瓜子。

“哇，什么甜瓜有这种毒性啊？ ” 罗杰

惊呼道。

汤姆掸了掸手上的尘土微笑着说：

“不，罗杰，她不是中毒死的，她是得急病

死的。 ”

汤姆是怎么知道古墓的女主人是得

急病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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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没有衰老，说明不是老死的；

未见创伤，说明不是被杀，只有可能是

病死的；而没有褥疮，说明是急病发作

致死，且是在进食甜瓜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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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商亨利约好了船主约克第二天一

早去列克敦进货， 这次他带了很多金币，

要去采购一批布匹回来卖。

早上四点， 亨利的妻子玛丽亚早早地

给他准备好了早餐，收拾完毕后，亨利出

门了。 中午时分，玛丽亚听到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玛丽亚，玛丽亚，快开门，不好

了！ ” 玛丽亚开门一看，原来是船主约克，

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玛丽

亚，亨利昨天约我去进货，说好早上五点

开船的，我左等右等，可是亨利怎么到现

在还没有来呢？ ”

自 %作聪明的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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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听了之后大惊失色，赶忙向城

里的警察局报了案。杰夫探长在听了两人

的叙述之后，微微沉吟了一下，然后大喝

一声：“约克，你还不老实交代！ ”

杰夫探长是怎么知道船主约克在撒

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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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亨利的失踪跟约克没有关系的

话，他去亨利家敲门肯定是喊亨利，而不

是玛丽亚， 而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亨利不

在家了，所以约克具有很大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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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伦敦火车站总是很繁忙，很多

去郊外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赶回城中。夏洛

克被拥挤的人群推着往前走，突然鞋子被

后面的人挤掉了。 在系完鞋带起身后，他

发现自己的旅行袋不见了。夏洛克焦急地

四处张望，突然，他发现前面有人正拎着

自己的旅行袋。

夏洛克赶紧跑上前拦住那个人：“先

生，你为什么拿走了我的旅行袋？ ” 这是

个 20 出头的小伙子， 他看了看夏洛克，

说：“哦，对不起，匆忙之下，我拿错了，我

的袋子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 ” 小伙子微

拿 %错了的旅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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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把袋子还给了夏洛克，然后双手插袋

头也不回地向站外走去。

这一幕刚好被值勤的警官看见，他快

步跟上小伙子，严肃地对他说：“先生，能

跟我走一趟吗？ ” 经过审讯，小伙子果然

是一个惯偷。

警官是凭什么怀疑那个小伙子是小

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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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拿错了别人的旅行袋，为

什么不回去找自己的呢？ 可见他不是

拿错了，而根本就是顺手牵羊。

84



古时候，欧洲有一片“健忘的森林” ，

如果有人走进去， 那么他就会忘了当天的

日期。艾莉丝不小心闯入了这片森林，很遗

憾，她果然忘了当天的日期。但是她很想知

道，于是她徘徊了很久，四处找人打听。

她先碰到了兔子：“兔子小姐，今天星

期几？ ” 艾莉丝问道。

“哦，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狮子，

不过他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是说谎

话的；或者问老虎，他在星期四、星期五和

星期六说谎话，其余时间他们都是讲真话

的。 ” 永远说真话的兔子回答道。

今 %天星期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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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艾莉丝找到了狮子和老虎，当

她问起今天是星期几时， 狮子说：“昨天

是我说谎的日子。 ” 紧接着，老虎也说：

“昨天是我说谎的日子。 ”

聪明的艾莉丝立即知道了今天是星

期几。 请问，今天是星期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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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星期四。 狮子说：“昨天是我说

谎的日子。 ” 只可能是星期一或星期

四，同样的推理，老虎说的只可能是星

期四或者星期日，综合分析，当天是星

期四。

88



布鲁斯大街的银行遭到了抢劫，据一

位街边的目击者称，三名歹徒在得手之后

迅速地钻进了街边早就准备好的一辆黑

色轿车中飞驰而去。 由于事发突然，目击

者没有看清这辆车的牌照，但是他可以确

定轿车驶进了隔壁街的一家车行里面。

大卫探长带人立即赶到车行去调查，

车行老板弗雷德正在悠闲地抽着雪茄，面

对探长的询问，他显得极其无辜：“哦，上

帝啊，怎么可能怀疑我呢？你看，我这里的

车都是黑色轿车，它们都是客户放在我这

里修理的，我可以保证，它们有好一阵子

劫%匪无法抹去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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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没有动过呢！ ” 面对弗雷德的推诿，

大卫探长确实有点犯难，都是样式差不多

的黑色轿车，但是，罪犯的轿车究竟是哪

一辆呢？

大卫探长围着几辆车转了一圈，突然

眼睛一亮，对弗雷德说：“就是这辆车了，

罪犯也一定还没跑远！麻烦你跟我回警局

一趟吧！ ”

大卫探长为什么肯定那辆车就是劫

匪的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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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开过的汽车引擎盖应该是热

的， 探长围着车转就是在摸每辆车的

引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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