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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 1月早晨， 派克探长正在享用

他的早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玛丽医

院的院长。 他急切地说：“探长先生，不好

了，我们这里发生了命案，特迪医生被杀

害了！ ”

派克探长赶到医院时， 特迪医生躺在

椅子上，后背上插着一把手术刀。 法医检

查后确认死亡时间应该是前一天晚上，距

离现在差不多有 8个小时了。 当班的护士

莎莉满脸恐惧地说：“我早上起来时发现

医生死了，我吓坏了，赶忙报告了院长。 ”

探长发现她的衣角有些血迹， 便问道：

外%科医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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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昨天晚上有病人来过吗？ 你衣服上

的血迹是从哪里来的？” 莎莉回答说：“这

是我刚才推医生时不小心沾上的。昨天晚

上只有一个病人，他是商人马歇尔，我把

他带进医生办公室后我就睡着了，发生了

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

派克探长眯着眼睛对莎莉说：“还是

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调查吧！ ”

派克探长为什么觉得莎莉有嫌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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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血液经过 8小时早就

凝固了，不可能沾到衣服上，所以莎

莉衣服上的血迹一定是杀害医生时

沾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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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后， 一支满载弹

药的盟军运输车队，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

道向比利时炮兵阵地进发。

突然，浓密的云层中传来嗡嗡的声音，

原来是德国的轰炸机机群。 盟军车队的指

挥官史密斯少校赶紧下达了隐蔽的指令。

车队迅速开进了一个隐蔽的隧道，可最后

却剩下一辆车进不去了。 司机发现隧道旁

还有个山洞，忙把车开了过去。 谁知这洞

口却比卡车顶低两厘米，卡车怎么也开不

进去。 这时， 德军的轰炸机已经开始盘

旋，随时都可能俯冲下来，情况相当得紧

空 %袭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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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卡车一旦被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司机急得团团转。

正在危急时刻， 史密斯少校急中生

智，想出一个主意，招呼司机摆弄了一阵，

汽车“呜———”的一声稳稳当当地开进了

小山洞。

史密斯少校用什么办法让卡车开进

小山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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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把卡车的四个车轮各放

了一点儿气， 汽车的高度就下降了，

刚好可以开进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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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市公安局截获一份神秘的电文：

朝：

请在火车站候车室接货。

通过周密分析， 公安认定这是一伙犯

罪分子在进行一项秘密交易，便立即召开

会议，决定抓获这批犯罪分子。 可是电文

中只有接货地址，没有接货时间，公安一

时间无从着手。

张局长提出：“从今天起严密监视候

车室，直到抓获罪犯为止。” 在座的大部分

人认为也只能这样。但只有侦察员老王一

声不吭地盯着电文内容，突然，他站起来

智 %译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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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说出了罪犯的接货时间。

根据老王的判断，公安在这天果然抓

获了一个大走私集团。

电文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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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字拆开分别是“十”“日”

“十” 和“月” 四个字，故时间为 10

月 10 日，而“：” 表示 2 点，所以最

终时间为 10月 10日 2点。

12



威廉大厦发生了一起坠楼案， 死者是

位于大厦 5楼吉普森会计事务所的一个

女会计玛莎。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玛

莎的尸体下面是一大片血迹。

玛莎的死引起了大家的猜测———吉普

森会计事务所正面临着帮某公司做假账

的指控，在这个时候有人坠楼身亡，会不

会因为她畏惧法律的制裁而自杀呢？

梅森探长仔细地检查着案发现场。 玛

莎衣着整洁，显然是上班的职业装，脑部

受到重创，这是她的致命伤。 事发时间是

上午 10点， 这也应该是一天中最忙碌的

坠 %楼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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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紧贴大厦种植的是一排樟树，在阳

光的照射下， 樟树上的斑斑血迹特别得

醒目。

“立即传唤上午在事务所的所有人，

玛莎的死很蹊跷，她绝对不是自杀！ ” 梅

森探长对下属下达了命令。

梅森探长为什么说玛莎不是自杀身

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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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自杀， 樟树上是不会有

血迹的，而樟树上沾有血迹，表明玛

莎在坠楼前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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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果园，阿

兰夫妇在这里经营一个苹果园。 每到收获

季节，阿兰先生总是用汽车把大量的苹果

送到城市里去卖，留下一些品质最好的给

自己和家人吃。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忙完一天工作的

阿兰先生来到厨房，捡了个又大又红的苹

果，可他忘记拿水果刀，就叫他的太太到

厨房去拿。

阿兰夫人用刀将苹果切成两半， 一人

分吃一半。没过多久，阿兰先生突然觉得腹

痛如绞，没一会儿工夫竟然气绝身亡了。

致 %命水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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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慌失措的阿兰夫人立即向警局报

案。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阿兰先生是化学

药品中毒。 但奇怪的是，同吃一个苹果的

阿兰夫人却安然无恙，而那个苹果又是阿

兰先生自己挑的。维森探长在看完报告后

立即拘捕了阿兰夫人。

阿兰先生究竟是怎么中毒身亡的呢？

维森探长为什么要拘捕阿兰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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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夫人在水果刀的一侧涂上

了剧毒，用这把刀来切苹果，一半没

有毒，而另一半却有毒，阿兰先生正

是吃了那一半有毒的苹果而中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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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探长来到伦敦，住在希尔顿酒店。

这天早晨，他正在房间内喝着早茶看着报

纸，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伊顿打开门，一个陌生男子走了进来，

他像走进自己房间一样， 一边环视着房

间，一边直往里走。

“先生，有什么事吗？ ” 伊顿问道。

“你是谁，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 ”

陌生男子说道，“还有， 这是我的房间，你

到我房间里来干吗？ 对了，你是怎么进来

的？ ”“先生，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房间，

1608号！ ” 伊顿礼貌地回答道。

走%错房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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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男子顿了一下：“对不起，我以为

是自己的房间，我走错了！ ”说完，便走了

出去。

伊顿继续享受他的早茶， 没几分钟，

走廊里传来一位女士的呼喊声：“天哪，

我的钻石项链被偷了！ ”

伊顿不由得怔住了，突然，他一边大

喊“快抓住那个人” ，一边冲出房间。

伊顿探长知道谁是小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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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长要抓的正是那个陌生男子，

因为进自己的房间是不需要敲门的，

而陌生男子敲门是想试探房间里是

否有人，所以他就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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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码的秘密

施耐尔是个老光棍，但是他很有钱。这

些年他一直一个人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公

寓里。

最近， 他开始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

交往，可是这个女人正是为了老头的财产

而来的。 她知道施耐尔有个保险柜，而且

由于他年龄大记忆力减退，经常会把密码

忘记。

一天， 施耐尔想出了一个不会忘记密

码的方法。 可无论女人怎么套话，施耐尔

就是不肯透露是什么方法。

这个女人几乎将施耐尔家里翻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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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但还是没有找到密码的线索。 某天夜

里，她正在想保险箱的密码，窗外的大本

钟敲响了 12点。 突然她发现了一样她一

直忽略的东西，不一会儿，她终于找到了

密码，偷走了施耐尔的金条。

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密码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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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了钟。 窗外的大本钟敲

响 12点的时候，她看了一眼屋里的

钟，发现钟总是固定在一个时间上，

而它所指示的时间正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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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佩蒂下班很晚， 所以她的几个朋

友们便带着蛋糕和食物来到佩蒂的办公

室为她庆祝生日。 这群年轻人喝着酒吃着

东西，互相打闹着。 当他们在蛋糕上点燃

蜡烛的时候，不胜酒力的佩蒂已经倒在沙

发上睡着了。 朋友们见她睡着，就帮她锁

好了门，各自回家了。

令人意外的是， 佩蒂的办公室在当夜

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佩蒂由于熟睡未醒，

不幸丧生了。 警方初步认为这次火灾是个

意外事件，失火原因是那些蛋糕上的蜡烛

烧到了桌布而引起的。

神 %秘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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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探长带人勘探了现场，湿漉漉的

家具还在冒着丝丝的青烟，蛋糕已经烧成

了一堆灰烬，旁边是一台传真机。 雷纳探

长陷入了沉思， 几分钟后， 他对手下说：

“这并不是意外，而是有人蓄意谋杀。 ”

雷纳探长为什么认为这场火灾是场

谋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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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把点燃蜡烛的蛋糕放在传

真机旁边，再回去发来传真，蜡烛点

燃传真机打出的纸张， 自然造成了

这场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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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探长正在享用他的晚餐， 电视新

闻里说这些天的气温会有点高，这令本利

十分烦躁。突然，电话响了，是一个自称菲

尔特的人，他的声音显得很惊慌：“一小时

前，我和朋友卡特正准备喝咖啡，从阳台

上突然爬进来两个大汉， 将我们捆了起

来，还把我打昏了，等我醒来一看，卡特已

经死了……”

本利驱车来到菲尔特的家， 卡特的尸

体躺在沙发旁，两条绳子散乱地扔在卡特

的脚下， 旁边的帆布包被翻得乱七八糟。

本利俯下身，见卡特的血已经凝固，凶手

沸 %腾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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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钝器击碎颅骨才使他致命的。

厨房内的黑色咖啡壶发出“嘶嘶” 的

声响， 刚刚烧沸的咖啡从锅里溢出来，滴

落在炉灶上发出迷人的香气。本利默默地

站了一会儿， 突然掏出手枪对准菲尔特

说：“别演戏了，老实交代吧！ ”

本利探长为什么认为凶手就是菲尔

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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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凝固说明死亡时间在一个

小时以上， 而煮好的咖啡应该早就

凉了，更不可能溢出来。 所以是菲尔

特先杀了卡特，然后才开始煮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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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齐太太因为财产纠纷问题打算请

私家侦探来帮她调查她的丈夫。

她找到了私家侦探皮格：“我想请你

帮我查查有没有从伦敦寄给我丈夫的信

件，你一定要多跑邮局，喏，这是我丈夫的

信箱号！ ”

“放心吧，太太，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

的。 ” 皮格接受了这笔交易。

接下来几天， 贝鲁齐太太经常来到皮

格的办公室，每次都看见皮格在忙别的事

务。 每当她问起有没有查到什么东西时，

等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任何信件。

懒 %惰的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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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贝鲁齐太太发火了：“我

从来没看见你去邮局，却每次都回答我没

有信件， 你究竟有没有在帮我调查这件

事？ ”“太太，你别着急，我不需要出门也

能帮你调查清楚。 ” 皮格微笑着回答道。

皮格侦探是怎样调查这件事的呢？

38



39



皮格每天打电话去邮局， 自称

是贝鲁齐先生， 并报上自己的信箱

号，问邮局有没有收到信件，邮局便

自然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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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小姐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她的朋友拉姆今晚有事住在她家里，可是

拉姆睡前洗澡时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在浴

缸里。 莱卡不敢通知警察局，怕警方怀疑

是她杀了拉姆而引起麻烦，她决定和男友

一起把拉姆搬回拉姆自己别墅的浴室里。

幸好别墅坐落在森林边缘， 所以没有

人发现。 莱卡把拉姆放到浴缸里，打开热

水器，让浴缸放满温水。 接着把拉姆的衣

服挂在衣架上，把手提包和高跟鞋放到适

当的位置，随后便悄悄地离开了别墅。 这

时，天已经完全亮了。

浴 %室的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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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点，拉姆的尸体被同事发现并

报了案，扬森探长带人去现场调查。 法医

检查后说：“死因是心脏病， 初步推测案

发时间大约是在晚上 10点至 12点。 ”

探长环视四周，沉思片刻后说：“如果

是死于心脏病，那么这个浴室不是第一现

场，尸体是被搬运到这里来的。 ”

扬森探长为什么肯定尸体是从别处

搬运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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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姆是昨晚入浴室后猝然

死去的， 那么浴室里的电灯一定是

开着的。 莱卡把尸体送到别墅时，天

已大亮，而他们根本没想到开灯，所

以露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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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姆探长和他的助手皮特正在喝下

午茶， 皮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对探长说：

“昨天我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儿， 一个地

产商的儿子被绑架后， 警察前去调查，地

产商的司机说老板的儿子是在被接到后

被绑匪劫持的。 ”

“当天下午，有人给地产商打电话，要

求准备 1000万美元让那个司机送到郊区

的树林边。 ”

“警察安排了埋伏， 准备在绑匪拿赎

金的时候将他们抓获，司机也是按照绑匪

的要求把赎金埋在指定的地方。 奇怪的

失%踪的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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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没有人去取钱。更奇怪的是，警察

监守了一夜， 可第二天竟然发现钱都没

有了！ 真是件怪事，警察局都炸锅了，局

长怒不可遏，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绑

匪……”

“这群愚蠢的家伙！ ” 特里姆探长放

下手中的杯子，“竟然让绑匪从他们眼皮

底下取走赎金！ ”

特里姆探长说的绑匪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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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其实就是地产商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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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公寓发生了命案， 一名妇女被人

刺死在床上。 杜利探长带着助手在第一时

间赶到了公寓，法医检查的结果说明被害

人仅仅是在 20分钟之前，也就是 11点 45

分被谋杀的。

杜利探长检查了一个嫌疑人的房间：

“你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的？ ”

“我记得是 10点过一会，我写了几封

信，” 他回答道，“当时我喜欢看的电视节

目都结束了。 后来我很快就睡着了。 ”

“中间没醒过来吗？ ”

“没有，我睡得很熟，你们刚才敲门才

蜡 %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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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惊醒的。 ”

杜利探长手中拿着嫌疑人刚写的四

封信， 其中还有一封是写给被害人的，四

封信都用蜡封好了。探长检查了一下封口

情况， 微笑着对他说：“你得跟我们走一

趟，我想检察官会控告你谋杀的！ ”

探长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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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利探长检查了信封， 发现蜡

还是很柔软的， 说明信封是刚刚才

被蜡封上的，也就是嫌疑人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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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店陈列的一颗价值 12万英镑的

钻石被盗。警官奥弗兰和助手在现场转了

几圈，发现在玻璃板的连接处有一个很小

的洞， 洞边上还有一根比头发还细的毛。

这也许是破案的唯一线索。看来盗窃犯确

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高手，奥弗兰不由得

皱紧了眉头。

第二天， 奥弗兰让记者在报上发表了

一条新闻：“钻石盗窃案已侦破，警方已拘

留了盗窃犯。” 没过多久，奥弗兰又叫人在

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某勋爵的家传金表不

慎滑到地板的破洞内，有能不损坏地板而

神 %秘的“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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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金表者将予以 10000英镑的重谢。

启事见报的第二天，便有一个医生模

样的人上门来，自称有办法取出洞中的金

表， 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一只小木盒，取

出一只长着长毛的小动物， 说：“这是我

训练了很长时间的小宝贝，它能钻到洞里

找到金表。 ”

奥弗兰取出了警官证，说：“好，请你

到警察局去表演吧！ ”

奥弗兰警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54



55



这个医生模样的人就是偷钻石

的窃贼，他训练的小动物用相同的手

法盗走了钻石，警官贴出启事就是为

了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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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约翰被发现死在厨房的地上， 后脑

勺血肉模糊。大卫探长找到老约翰的三个

儿子， 问道：“你们的父亲被手枪打死了，

死亡时间大致是下午 3点到 5点，请谈一

下事发当时你们都在做什么。 ”

老大说：“我一下午都在楼上房间里

睡觉，什么都没有听到啊，我怀疑是老二，

他最近和父亲一直不和，还扬言要杀死父

亲！ ”

老二辩解：“我下午都在回来的路上，

交通很糟糕，我被堵在车流里面，我想应

该是入室抢劫吧。 我和父亲是有些争吵，

三 %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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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只是说说而已， 哪里会真的动手呢？

而且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吗？ ”

老三接着说：“我下午出去跑步了，跑

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就直接去浴室洗澡

了。 父亲把公司交给二哥打理，可大哥好

像一直都不怎么开心……”

大卫探长听完三个人的叙述，便将其

中一人带回了警局。

凶手究竟是三兄弟中的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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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二， 大卫说老约翰是被手

枪打死的，而老二却知道不是中弹，

而说是敲击，说明他有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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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根本无法偿还他借汤姆的钱，

便起了杀人的念头。

这天晚上，史密斯邀汤姆到家里喝酒，

预先把安眠药放在酒里，不一会儿汤姆便

睡着了。 史密斯用绳子将他捆起来，然后

把他的头按进预先准备好的一桶海水里。

汤姆在不知不觉中窒息而死。

史密斯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等

汤姆死后便马上赶去镇上的一个酒吧喝

酒。两小时之后，他回到家里，将汤姆的尸

体拉到海边，先拉开他裤子的拉链，然后

把他推进海里。大家会误以为汤姆是站在

赖%账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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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小便，因喝醉酒不小心掉进海里淹死

的。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史

密斯干完之后看看自己的夜光表，时间是

凌晨 1点 15分。

第二天，尸体浮起被发现后，及时赶

来的法医库弗雷稍稍检查了一下便得出

结论———死亡时间是昨夜 9点多，不是意

外死亡，而是他杀。 凶手在凌晨 1点 15分

左右将尸体运到这里扔进海里的。

库弗雷医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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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弗雷注意到了死者的手表。

史密斯把汤姆的头按进水桶时，汤

姆的手表并没有浸到水， 但当他将

汤姆的尸体扔进海里时， 不防水的

手表因浸到水而停摆了。 死亡时间

和手表停摆时间的差异便使库弗雷

认定， 汤姆不是失足落海而是被人

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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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

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 由

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

的长度根本不够，一下子也找不出另外备

用和可以替代的管子。 如果再从日本运

来，那么至少得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所有队员的情绪都降到了最低点，没

有输油管， 就不能把油输送到储存罐中；

而没有足够的汽油，要想在如此寒冷的气

候中过冬天，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队长西堀荣三

郎的脸上，西堀队长有着极其丰富的探险

冰 %制输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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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遇事也很冷静。他看着寒风呼啸、滴

水成冰的南极大陆，一个奇妙的想法在他

的脑海中形成了。 很快，西堀队长就带着

队员制造出了一种奇特的输油管，解决了

汽油输送的问题。

西堀队长用什么方法制造出了输油

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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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堀队长把绷带缠在已有的铁

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

后拔出铁管， 这样就用冰制造出了

输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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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伦敦开往伊斯坦布尔的东方特快

列车上，翠希和福纳蒂夫人在餐车上谈得

十分投机。 分手时，福纳蒂夫人把她的包

厢号码告诉了翠希，邀她有空去聊聊。

天亮后，列车快到米兰时，福纳蒂夫人

发觉价值 100多万美元的珠宝全部被盗。

列车还没有停靠， 可以肯定珠宝还在

车上，于是乘务员赶紧给米兰警察局挂了

电话。

列车在米兰站停下后， 警察通知暂时

不放乘客和行李下车。警长带着福纳蒂夫

人和侦探们到每个乘客的包厢里逐个进

狡 %猾的女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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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查。

查到翠希时，福纳蒂夫人忽然看到行

李架上有一只衣箱很眼熟，可警长打开她

的衣箱之后， 根本没有发现珠宝的影子。

过了几天后，翠希携带着许多珠宝，走进

了珠宝商店。

翠希究竟用什么巧妙的办法偷走了

珠宝而又骗过警察的搜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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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希把珠宝藏在福纳蒂夫人的

衣箱内， 因为她断定侦探们不会检

查受害人衣物。 下车后再将自己的

衣箱和福纳蒂夫人的衣箱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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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 曼彻斯特城的布鲁威利大

街因为要安置新的电线，所以有好几幢大

厦都在晚上 8点至 10点停电。 住在这条

街上的安妮小姐是个盲人，当晚 9点她结

束了盲文功课学习，步行回家。

第二天， 有人在公寓的楼梯上发现了

安妮的尸体， 而且不见了安妮的手袋，这

显然是一宗劫杀案。

扬森探长负责调查这个案件。

他找到了大厦管理员，据管理员回忆，

当时有一名男子与安妮差不多时间上楼

梯的。 探长找来了那名男子，男子说：“我

盲 %女被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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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实是与安妮同时上楼梯的，我看见

她是盲人，所以还带她走上楼梯，到了她

住的那层我才走。 ”

扬森探长听完男子的叙述，咬了咬手

中的铅笔，合上文件夹说：“好了，不要撒

谎了，你就是那个抢劫犯！ ”

扬森探长为什么断定该男子就是杀

害盲女的抢劫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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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灯对盲人来说几乎一

样， 盲人对黑暗的适应能力显然比

一般人强， 所以安妮不可能要人带

着上楼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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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撞倒一个孩子后逃逸了，受

伤小孩的伙伴回忆，他看见是一个身材高

大的男人开车逃离的。 经过排查，哈里警

员找到了嫌疑人洛桑。洛桑是个很高大的

男人，差不多有 1米 9，但是他矢口否认。

他说今天根本没开过车，因为上午的时候

妻子便开车出去办事情了。哈里传来了洛

桑的妻子， 这是一个个头很矮的女人，身

高不超过 1米 6。

哈里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道：“目击

者还说，撞人的汽车噪音很大，好像消音

器坏了。 ”

欲%擒故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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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咱们试一下吧！ ” 洛桑自信地回

答，然后把哈里带到车库，打开车门，舒舒

服服地坐在驾驶座上，然后在街上转了一

圈，奇怪的是汽车一点噪音也没有。

回到车库后， 哈里微笑着下了车，对

着洛桑说：“请你跟我们回警察局一趟吧！”

哈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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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午是洛桑妻子开车的

话， 那么洛桑上车之后必然会调整

车座才能坐进去， 而他没有调整就

坐得很舒服，说明之前就是他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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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下了一夜大雪， 今晨气温骤降到

零下 5度。 一名犯人在夜里潜逃了，有目

击者看见他躲进了威尔太太的家中。

第二天早上，威尔太太坐在沙发上，慢

悠悠地回答着威廉探长的问题：“昨晚 8

点多，我那部老电视机出了毛病，而我根

本不会修理，只好吃了点安眠药便倒下睡

了。今天早晨，我给电工打了电话，他告诉

我只要把大门口的电闸合上就有电了。 ”

“雪这么大一定很冷吧， 你点着煤油

取暖器就能放心睡觉吗？ ” 威廉问道。

“我怕睡着了起火， 便用了怀炉还抱

热 %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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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家的小猫……”

威廉探长看到了那只小猫，懒洋洋地

趴在破旧的电视柜旁，一个热带鱼水箱放

在旁边，水箱里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在欢快

地游动着。

威廉探长收起手里的钢笔， 严肃地

说：“别撒谎了， 我看昨天这里根本没停

电！ ”

威廉探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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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鱼水箱如果长时间不供暖，

鱼肯定会死掉， 而鱼现在很健康，说

明根本没有停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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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萨姆被关在鲨鱼堡监狱的单人牢

房里，鲨鱼堡监狱的守卫非常森严，几十

年来从没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过。

可是有一天，当守卫点名时，却发现萨

姆已经越狱逃跑了。这个消息在整个鲨鱼

堡监狱造成了巨大的轰动。监狱长带人查

看了萨姆的牢房，发现他是用细锉刀锉断

窗户的铁栏杆越狱逃跑的。

在萨姆被关期间， 他从没接受过外部

送的东西，虽然他妻子常来探监，但都只

是在会客室隔着窗玻璃互通电话交谈，传

递细锉刀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在每回进

狡 %猾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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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牢房时都接受过严格的搜身检查。

监狱长看着牢房被锉断的窗户栏杆，

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他发现牢房的窗台

上有一些鸟粪，几分钟后，他终于想明白

萨姆是怎样逃走的了。

萨姆究竟是怎样逃离戒备如此森严

的监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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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接应萨姆的人用一根细

绳绑住一只鸟， 萨姆在窗台放一些

食物引诱鸟，然后抓住它，这样就能

通过细绳把细锉刀送给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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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 公寓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

一具只穿着裤衩的男尸。他似乎是在吊床

上睡午觉时死去的。室内摆放的两台日本

产的电风扇已经停止转动。

验尸结果是窒息死亡。 尸体上没有任

何伤痕， 虽然从肠胃里检查出一些安眠

药， 但剂量不足致死。 死亡时间是下午 3

点左右。因为在睡午觉时窒息死亡有些不

太合乎情理，所以警察把它当做他杀而立

案侦查。

第二天就抓到了凶手。 凶手是被害者

的表弟，他从表兄那里借了一大笔钱。 案

窒 %息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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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当天上午 11点左右， 公寓的管理员曾

亲眼看到他离开被害者的房间。 警官考

虑了一会儿， 便将被害者的表弟带回了

警局。

凶手究竟是如何行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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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安眠药足以致人昏睡。

被害者睡在吊床上,如果头部被压在

胸前会造成呼吸不畅。 只要把两台

电风扇定时开关打开， 电风扇的强

风使被害者全身毛孔堵塞， 便会造

成窒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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