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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夫在报纸上揭露了布朗议员受

贿的丑闻，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布

朗对杜夫怀恨在心，一直想除掉他。

这天晚上， 杜夫在报社加完班准备回

家。 在他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一辆卡车

疾驶过来。杜夫躲避不及，倒在了血泊中。

接到报案后， 斯特林探长立刻来到了现

场。 卡车司机一脸无辜：“天太黑了，我以

为他能够过去的， 我把刹车都踩到底了，

可是很遗憾，我还是撞到他了。 ”

探长的助手上车检查了一下， 卡车的

刹车并没有问题，似乎这确实是一个意外

蓄 %意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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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祸。探长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被撞倒的竟然是杜夫，再联系起最近的新

闻，就更让他起了疑心。 探长仔细观察了

一下干净的地面，突然，他拍着卡车司机

的肩膀，说：“这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蓄意

的谋杀，对不起，你被捕了！ ”

探长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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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长检查了地面，如果是紧急刹

车的话， 地面会有明显的刹车痕迹，

而地面很干净，卡车司机说他踩刹车

显然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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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探长正在调查一起贩毒案，警

员马森被派到毒贩内部当卧底。 根据计

划，警方今晚就要对毒贩的老巢进行最后

的围剿，探长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马森的信

号发起攻击。

探长的电话响起来了，是马森！“探长，

毒贩已经开始交易， 请求立即行动……”

突然，电话里传来一声枪响，之后就没有任

何声音了，探长立即带人冲了进去。

毒贩已经人去楼空， 马森倒在了血泊

中， 旁边用鲜血写了两个数字， 分别是

“1” 和“2” 。 探长知道，那是马森最后留

血 %泊中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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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线索。 可是，毒贩究竟是从哪里逃走

的呢？“1” 和“2” 究竟代表什么呢？

探长仔细地检查了房间，在墙角处发

现了一个地道。可是，地道的门已经锁上，

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开关呢？房间内的家具

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以

及一架靠在墙角的钢琴， 探长陷入了沉

思。几分钟后，他恍然大悟，找到了地道的

机关所在。

血泊中的密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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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密码其实就是钢琴的琴键，

“1” 和 “2” 分别代表琴键上的

“哆”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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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商克雷泽的妻子与朋友密谋，决

定请杀手谋杀克雷泽， 伪造成自杀假象，

并伪造遗嘱，骗取克雷泽的全部财产。 她

偷取了留有克雷泽手迹的空白信笺，然后

交给杀手， 嘱咐杀手在杀死克雷泽后，用

打字机打印遗嘱。

杀手趁克雷泽午休时， 在书房用装了

消音器的手枪，贴着克雷泽的右侧太阳穴

开枪打死了他，并且把枪放在他惯用的右

手中，造成自杀的假象。接着，杀手戴着橡

胶手套用打字机打出了一份遗嘱，内容当

然是克雷泽的妻子早就准备好的。

愚%蠢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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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侦探在克雷泽的书房检查了手

枪，又看了看打字机，然后拿起打印出的

遗嘱一字一句地念着上面的内容。几分钟

后， 西格掏出一支雪茄点燃， 对警察说：

“恐怕你们得好好问问克雷泽的妻子了，

这不是一起自杀案！ ”

西格侦探凭什么断定这不是一起自

杀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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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自杀， 那么打遗嘱的时

候键盘上会有指纹，另外，自杀的人

一般也没必要在手枪上装消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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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手苏珊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是晚

上 10点了， 法医检查后估计案发时间大

概是晚上 8点，而苏珊原计划预计 8点半

到达音乐厅。 苏珊身中两枪，一颗子弹穿

过她的右大腿，蓝色的牛仔裤上留下了一

大片血迹。 致命的子弹射中她的心脏，在

她的白衬衫上留下了血迹。

布朗探长听取了三个证人的证词。 房

东太太说苏珊有一位热烈的追求者， 他就

是同为管弦乐团成员的汤姆。

汤姆说苏珊因为要演出， 两人相约 8

点 20分在音乐厅门口会面， 但是他一直

提 %琴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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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等到苏珊的出现。

指挥杰克说，管弦乐团的女性成员穿

紫色裙子和白衬衫，而男性成员则穿白色

西装上衣和黑色裤子，可今天，苏珊并不

用演出。

布朗探长仔细地琢磨着三个人的证

词，思索一番后，他将汤姆带走了。

布朗探长为什么确定汤姆是嫌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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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提琴手绝对不会穿着牛仔

裤演出的，所以，说苏珊要参加演出

的汤姆一定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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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来猜个题如何？ ” 拉莫斯探长

笑着对助手杰弗说，“我曾经到过一个地

方叫克里克斯， 那里有个奇怪的风俗，男

人和男孩都说真话，而女人和女孩不连续

地说真话或假话，即这句是真话，下句就

是假的，反之亦然。 ”

“唔，是很奇怪，那么要我猜什么呢？”

杰弗好奇地问道。

“要你猜一个孩子的性别，” 拉莫斯接

着说，“有一天，我遇到一对带着孩子的夫

妇，孩子年纪很小，看不出性别。于是我问

他是男孩吗，孩子回答的是方言，我没有

男 %孩还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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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懂。 夫妻中的一个人说：‘孩子说他是

男孩。 ’ 另一个人又说：‘其实孩子是女

孩，孩子刚才说谎了！ ’ 好了，现在你猜猜

孩子的性别吧！ ”

杰弗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你知道孩

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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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孩。可用假设法推断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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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探长接到了报案， 银行经理罗埃

怀疑一个邮差偷了他的金币。罗埃愤愤地

说：“他来这里的时候，我正在登记一笔账

目，就叫秘书让他去左边房间等一等。 后

来，我将金币放进抽屉，锁上之后去厕所

了，但是钥匙被遗忘在桌子上。 过了两三

分钟，我回来发现少了 10枚金币。 在这段

时间里，只有邮差一个人在左边房间里等

着，桌子上又有抽屉钥匙，不是他偷的还

有谁呢？ ”

听完经理气愤的叙述， 特里探长显得

很冷静，他发现左边的门锁着，并且没有

谁 %偷走了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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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邮差要是绕道进来，恐怕得花不少

时间。左右两间房和经理办公室被一面毛

玻璃隔开，右边是秘书的房间。

特里用手指摸摸毛玻璃，发现这两块

毛玻璃的质地完全一样，一面光滑，一面

不光滑，只是左边房门上毛玻璃不光滑的

面在经理室这一边，而右边房门上毛玻璃

的光滑面在经理室这一边。

特里探长轻松地说：“这与邮差毫

无关系， 还是请偶然来的秘书来解释一

下吧！ ”

特里探长为什么怀疑是秘书偷走了

金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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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玻璃不光滑的一面只要加点

水或唾液， 使上面细微的凹凸成水

平，就变得透明了，秘书利用这个特

点看清了罗埃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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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快报告说一个嫌犯昨夜逃跑了，捕

头立即赶去牢房察看———牢门大开，打开

的锁掉在地上，锁上还插着钥匙。 昨天把

犯人关进牢房前， 捕头已认真检查过，犯

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而且，他也不

会事先预料到会被捕快抓住并关押在这

间牢房里，更不可能事先准备好这间牢房

的钥匙。

“咦，这个大碗是哪里来的？ ” 在牢房

墙角，捕头发现了一个面碗。

“头儿，这是西街面馆王老板送来的，

他说犯人曾对他有恩，他怕犯人吃不惯牢

越%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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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就送了一碗面条来。 可是我做了彻底

地检查，面用筷子都搅过，根本没有可能

藏牢房的钥匙。 ”捕快说道。

捕头把面碗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仔

细检查。 突然，他大声说：“我知道了，送钥

匙的就是狡猾的王老板，赶紧去拘捕他！ ”

捕头凭什么说是王老板送的钥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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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把空碗翻过来， 碗下面有

一圈凸出的碗底， 钥匙可以粘在碗

底， 所以不管怎么检查碗中的面条

也发现不了， 而且装着面条的碗更

不可能倒过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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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情报局最近的气氛很紧张， 他们

获悉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要在国庆

当天发动恐怖袭击。总统命令他们务必在

最短的时间内挫败恐怖组织的阴谋，以保

证民众的安全和庆典的顺利进行。

某天，情报人员获取了一个密报，“鸭

梨过山车大峡谷” ，破译后的意思是“攻

击国会大厦” ；没过几天，情报人员又截获

了一个密报，“钟表铅笔大峡谷” ，经破译

意思是“国会大厦及时目标” ；接着又是

一个密报，“万宝路鸭梨小面包” ，译出的

意思是“弹药总统府攻击” 。

密 %码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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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庆典的前三天，情报人员截获了

一个密报，“小面包鸭梨钟表” ，这个情报

应该就是恐怖组织最后的攻击方案。可是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情报处的密码本却意

外丢失了。

情况汇报到菲尔德局长那里，局长沉

吟了一会， 准确说出了恐怖组织的攻击

目标。

恐怖分子究竟要攻击哪里呢？ 密码究

竟是什么意思呢？

30



31



密码破译后为“总统府” ，也就

是恐怖组织要攻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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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马克被谋杀了。接到报案后，尼

斯探长带着助手来到了案发现场勘查。马

克死在办公室里，仰在椅子上，头部穿了

一个弹孔，血液已经凝结。 尼斯探长检查

了办公室，里面家具整齐，没有明显的搏

斗痕迹。在马克的办公桌上有一台盒式录

音机，当尼斯探长按下放音键时，惊奇地

听到马克的说话声：

“我是马克，我想我活不过今天了，不

过我要告诉你们是谁杀死了我。史密斯刚

才来电话说，他要到这里来杀死我。 这个

录音就是证据。我现在已经听到他在走廊

死 %者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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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脚步声， 门开了……” 接着咔嚓一

声，像是马克把录音机关了。

“我们要不要去抓史密斯？ ” 尼斯探

长的助手问。“不！ ” 探长说，“我确信是

另一个能惟妙惟肖模仿马克说话声音的

人杀死了他，然后弄了这个录音来陷害史

密斯！ ”

尼斯探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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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密斯进入房间， 那么录

音应该已经停止了， 磁带也应没有

倒过， 而再次播放时不可能是录音

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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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拉莫斯又开始了他的探险之

旅，在穿越一片原始森林后，他来到了一

个部落。 很巧的是，这天刚好是部落的一

个节日， 部落所有的成员都在唱歌跳舞，

拉莫斯也被邀请跟他们一起欢庆。

酒过三巡，欢庆的气氛到了最高潮，部

落首领站起来宣布：“我准备了一坛美酒，

能回答我问题的人， 这坛美酒就赏赐给

他！ ” 首领拿出三个盒子，分别是金盒子、

银盒子和铜盒子。“我藏了一个金币在这

三个盒子中， 对于每个盒子我要说一句

话，但是只有一句是真的。 三句话是，金币

金 %币在哪个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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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盒子中，金币不在银盒子中，金币不

在金盒子中。有谁能告诉我金币在哪个盒

子里吗？ ”

聪明的拉莫斯微微一笑， 站起来说：

“尊敬的首领，我知道答案！” 听了拉莫斯

的回答，首领哈哈大笑：“聪明人，你猜对

了，这坛酒就是你的啦！ ”

金币被藏在哪个盒子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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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和第三句是矛盾的，所以

肯定有一句是真话，意味着第二句是

假话，说明金币就藏在银盒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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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的情报员詹姆斯参加了某国一

个大使馆举行的酒会， 希望能刺探点情

报。 酒会开始后不久，詹姆斯发现大使不

见了。 于是他端着酒杯，倒了大半杯的清

水，装作一副喝醉了的样子跌跌撞撞地闯

进大使馆的书房，发现大使正在写字台前

认真地阅读一份文件。

大使对詹姆斯的出现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这个文件是一份绝密的文件，他想把

文件藏起来， 又觉得那样反倒会引起注

意，于是神色自若地放下文件同詹姆斯聊

起天来。 文件用的是常规的打印字体，即

诡%计多端的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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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詹姆斯眼力再好， 隔着一张写字台也

是无法看它的。 詹姆斯也佯装同大使平

静地聊天，可是半个小时后，他满意地离

开了，文件内容被他清晰地印在脑袋里。

詹姆斯是怎样偷看到文件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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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把玻璃酒杯当成放大镜

偷看大使办公桌上的文件。 当圆形

酒杯倒入透明液体后，就成了凸镜，

可以把小物体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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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街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位漂

亮的女明星被撞死了。 肇事车辆逃跑了，

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肇事车辆。

警长维克托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他

找到了事发当天的一个目击者。目击者叙

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圣约

翰大街旁的巷子开着车，突然听到一阵轰

鸣着的发动机声，我发现自己车后面有一

辆车突然拐向圣约翰大街， 飞驰而去，如

果我没有记错，车牌号应是 18UA01。 ”

几小时后，警察局告知维克托，目击者

提供的车号 18UA01是个空号。警方把近

肇 %事车的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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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车号的车都找来了， 有 18UA81 号、

18UA10 号、10AU81 号和 18AU01 号共

四辆。 维克托思索了一会，终于从四辆车

中找出了那辆肇事车。

肇事车辆的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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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车是 10AU81， 目击者从

自己汽车的后视镜中看到并记下的

车号恰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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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皮特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杀害了。

蒂姆警长带着警员赶到案发现场。 根

据对尸体的检查，初步确定皮特是被锐器

刺杀，从伤口的宽度和深度来判断，凶器

可能是一把常见的水果刀。 经过警员的搜

索， 在医院的花园里找到了一把带血的

刀， 由于凶手在行凶时用布裹着刀柄，所

以没有留下凶手的指纹，但是细心的蒂姆

警长发现刀柄上爬了许多蚂蚁。 由于案发

时间是在午夜， 而那时医院尚未开门，所

以蒂姆认为凶手很可能也是医院的病人。

经调查，有三个病人的嫌疑最大，分别

医 %院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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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号病房的肠结核病人、7号病房的糖

尿病人和 9号病房的肾炎病人。蒂姆警长

看到这份名单时， 指着其中一个说：“凶

手就是这个病人。 ”

凶手究竟是哪个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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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糖尿病人会比正常人容易

出汗，而且汗液中还含有糖分，因此

招来了蚂蚁。 所以 7号病房的糖尿

病人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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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 衡州板桥店主人张迪的妻

子回娘家去了。当天，卫三等三人来投宿，

第二天早上五更时， 三人就匆匆上路了。

可是那天夜里，有人偷了卫三的刀杀了店

主张迪，然后又把刀插回了刀鞘中，卫三

等人毫不知情。

店小二以为是卫三等人干的， 慌忙追

上来把他们逮个正着，并将这三人送到了

官府。三人屈打成招，认了罪状。御史蒋恒

在参阅此案报告时觉得有些蹊跷，决定复

审此案。

蒋恒将店中 15岁以上的人招来官府

谁 %是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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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之后又将他们遣散，只留下一个 80

岁的老婆婆，留到很晚才放她回去。 一连

三天，都是这样。 蒋恒命令一个狱卒秘密

跟踪她，吩咐道：“当老婆婆出去后，会有

一个人跟她说话，你要记住他的容貌！ ”

果然， 三天都有同一个人来跟老婆婆搭

话，蒋恒于是将此人抓捕，他果然就是杀

害张迪的凶手。

蒋恒为什么确定这个人是凶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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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恒采用的是“引蛇出洞” 的

计谋，把老婆婆留下，使凶手处于心

神不安中， 他必然会关心审问老婆

婆的情况，因此就暴露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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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生飞行事故， 一架大型客机在

一个酷热的夏天被迫降落在非洲北部的

一个沙漠里。飞机迫降时发生了猛烈的撞

击， 飞机上的通讯设施已经完全损坏，无

法与外界取得联系。飞机上有十几个人幸

免于难，还剩下的物品有：一份地图、一枚

指南针、四罐水、一面镜子和一只手枪。

万幸的是， 由于失事前与总部联络上

了，总部立即派出飞机来营救他们，可是

在这一望无边的沙漠里，前来营救的飞机

也很难发现目标。

机长阿兰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

失 %事的飞机

57



在思索着如何能凭借现有的材料，吸引前

来营救的飞机。他检查了飞机的残骸和遗

留的物品后，一个妙计突然在他脑海里诞

生。 没多久，前来营救的飞机果然很顺利

地发现了他们。

阿兰机长用什么办法来吸引营救者

的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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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机长利用镜子对阳光的折

射来吸引空中飞行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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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媳两个人前来县衙告状， 公爹控告

媳妇与奸夫密谋，杀死亲夫，纵火焚尸；媳

妇指责公爹无端诬告。翁媳两个人在公堂

各执一词，争吵不休。 县令张举听了双方

诉讼， 决定将临时公堂设在一块空地上，

说：“这场大火与他家里的两头猪有关，只

要审问两头猪，就能水落石出。来人，把两

头猪押上来！ ” 张举审了半天的猪，自然

不会有结果，于是大怒，命人宰了猪之后

再焚毁。

过了一会，两头猪被烧得像木炭一般。

张举命令衙役将两头烧焦的猪从火堆里

焚 %猪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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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出来，检查嘴里有何不同。之后，张举又

令衙役将烧焦的男尸抬来，扒开嘴巴作了

检查。 衙役检验完毕，如实禀报。 张举把

惊堂木一拍， 对跪着的媳妇大喝一声：

“如今铁证如山，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那

媳妇吓得连连叩头，只得如实招供。

张举如何知道是媳妇行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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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是被宰之后再被焚烧的，嘴

巴里没有烟灰， 而男尸的嘴巴里也

没有烟灰， 说明不是死于意外的火

灾，而是被杀之后再被焚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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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 洛阳城曾修建了很高的城

墙。一次，一连下了几天几夜的大暴雨，使

城墙塔楼上的一块巨石崩塌了，塌下来的

巨石刚好掉在城门正道中央，巨石深深砸

在了地下，只露出一小部分。第二天，守城

的士兵接到传报， 知府大人要出城打猎，

道路必须畅通无阻。

士兵们慌了手脚，四处寻找工人，想在

最短的时间内将巨石搬走。但因下雨造成

路面泥泞不堪，巨石又大又重，工人们费

了很大劲也没能使石头动一下。眼看知府

大人要到了，怪罪下来可不得。慌乱之际，

巧 %移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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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站在旁边默默观察的年轻书生给焦

急的官兵出了一个主意，官兵照着这个办

法去做，不一会儿工夫，便解决了问题。

书生想出的是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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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挪动石头， 只要在石头

旁边再挖一个大坑，把石头埋起来，

将挖坑的土运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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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入了比利时的盟军卫兵抓住了一名

嫌疑犯，怀疑是德国间谍。 韦德将军决定

亲自对嫌疑犯进行审讯，他打算从语言入

手， 因为这一地区的比利时人都讲法语。

如果这个嫌疑犯是德国间谍，不管他对法

语的掌握程度有多精通，作为母语的德语

最终还是可能暴露出来。

将军跟嫌疑犯进行了对话。 嫌疑犯的

法语说得很流利，将军故意在他旁边用德

语跟部下说要处决这个嫌疑犯，他也显得

很平静，似乎什么都不懂。 将军想尽了办

法，可每次测试都失败了。

智%审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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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嫌疑犯被带进了韦德将

军的办公室。将军无可奈何地在一份文件

上签了字， 然后平静地对嫌疑犯说：“好

吧，我们调查清楚了，你现在自由了！ ” 嫌

疑犯长舒了一口气，面露微笑转身就要走

出办公室。 此时，将军突然大喝一声：“卫

兵，把这个间谍给我抓起来！ ”

为什么将军释放了嫌疑犯后又要把

他抓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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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最后的话是用德语讲的。

此时嫌疑犯心理已经放松警惕，于

是很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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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 似乎随时都会

飘下雪花，而此时屋内的气氛也是相当得

凝重。 丹尼和切瑞都是银行的董事，他们

对于一笔数额巨大的贷款项目意见有分

歧。 切瑞急着要放出这笔贷款，而丹尼始

终以风险太大为由不同意放贷。 争执中，

切瑞失手打死了丹尼。 切瑞吓得夺门而

出。 外面开始下起细雨，冷静下来的切瑞

害怕承担法律责任。 于是，他转身弄坏了

丹尼家的门锁，制造出一副入室杀人的假

象，并报了警。

库夫探长带人赶到了现场， 细雨中的

藏 %不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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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瑞很平静：“我 10分钟之前才到的，想

找丹尼谈工作，发现门坏了。 我看见丹尼

死了，就立刻报了警。 ” 库夫探长围着切

瑞的汽车转了几圈，又俯身检查了车的底

盘。 他起身后，掸了掸身上的雨水说：“切

瑞先生，恐怕是你杀死了丹尼先生吧！ ”

库夫探长是怎样断定切瑞就是凶手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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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切瑞是刚到， 那么他车下

的地面肯定是被雨淋湿了， 而库夫

探长发现车下的地面是干的， 说明

切瑞是下雨前就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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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农民挖出了一瓮元宝， 便找了

另一个农民一起用竹扁担挑着元宝上交

官府。 县官担心县衙存放不安全，就把这

批元宝放到了自己的家里。

隔了两天，县官打开一看，元宝都变成

了土块。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免引起了县

衙内外的一片惊诧， 县官没有办法解释，

只得承认是自己偷的。 但元宝被藏于何

处，县官却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事情传到李勉那里， 李勉觉得疑点很

多。 他来到县官的家里， 发现瓮里有 250

多个土块。李勉拿出一个土块在手里掂量

元 %宝变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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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一个想法在他头脑中产生。 他命人

用铜铁一类的金属，熔化后做成跟土块一

样大小的金属块， 称了其中一半的重量，

发现有 300多斤。李勉微笑着说：“看来这

个县官确实是被冤枉的！ ”

李勉为什么说县官是被冤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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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个金块的重量肯定在 600

斤以上， 两个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抬

不动的。 可见元宝在抬到县衙之前

就已经被人掉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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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夏天十分炎热。某天下午，一个

窃贼手撑晴雨伞，走进了博物馆。 他趁人

不注意时，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一直等

到博物馆关门， 窃贼才溜出来偷走玉佛，

又取出一尊假玉佛放回原处。他本想乘黑

夜溜出博物馆，不料博物馆的门窗十分牢

固，加上附近有警察来回巡逻，他只好又

躲起来。

第二天，外面下起雨来。 开馆后，窃贼

若无其事地往外走，如同一个参观完毕的

游客一样。 到了门口时，他突然发现站着

一群警察。 原来，细心的博物馆管理员发

马 %虎的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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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玉佛被调了包，便立即报了警。 警察守

在大门口， 严密地注视每一个出去的人。

窃贼一看情况不对，便混入一群游客之中，

打开晴雨伞遮住自己的脸慢慢往外走。

眼看就要跨出大门了，警察一个箭步

冲过来，抓住了窃贼的手臂，随后在他身

上搜出了玉佛。

警察是怎么识破窃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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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面正在下雨，游客的伞应

该都是湿的， 而窃贼由于一夜没出

来，伞必然是干的，所以露出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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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探长一走进维特的办公室，托

尼就迎上前说：“除了桌子上的电话，我什

么也没碰过。 ”

维特倒在办公桌后面的地毯上， 右手

旁边有一支法国造的手枪。 托尼无辜地

说：“维特叫我过来，等我来之后，他便破

口大骂我和他的妻子。 ”

“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弄错了， 但他在

火头上已经变得无法自制。 突然，他歇斯

底里地大叫要杀了我，然后拉开办公桌的

抽屉，拿出一支手枪对着我开枪。 幸好没

击中，我不得已只好自卫，这完全是正当

没%有发射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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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 ”

辛普森将一支铅笔伸进手枪的枪管

中， 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证物袋，

随后对助手说：“托尼的手枪是经注册备

案的。而桌子对面的墙上发现了一颗法国

造的手枪弹头，就是托尼所说的首先射向

他的那颗。那支枪上虽留有维特的指纹，但

他并没有持枪执照， 我们无法检查出枪的

来历。 ”“我想你已经确定托尼是蓄意谋

杀了吧？ ” 助手微笑着问道。

辛普森探长为什么说托尼谋杀了维

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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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长检查了铅笔，上面并没有火

药的痕迹，说明维特的枪根本没有发

射过，因此托尼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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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摸清敌军的兵力， 侦察连长刘强

只身深入虎穴。不料，在回来的路上，刘连

长被叛徒出卖而陷入敌手。部队的作战计

划因此遭到破坏，首长非常焦虑。 侦察员

小王请求完成任务，首长考虑再三，同意

派他前往。

小王潜入县城后，假装酗酒闹事，被抓

进监狱并罚给各牢房送饭。小王挑着饭桶

走到刘连长面前时，刘连长意味深长地看

了小王一眼，突然把盛满饭的破碗往地上

一扣，破口大骂：“太过分了，就让我吃馊

饭！” 说完抓了一把米饭，搓成三个团往小

勇 %探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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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脑门扔去。 小王先是一惊，但马上假装

成万分惊恐的样子， 扔下饭勺和碗筷，跑

出监狱。 监狱的看守不但没有追截，反而

乐得捧腹大笑。 小王连夜赶回部队，没几

日，红军部队一举攻克县城，并救出了刘

连长。

小王是怎样获得情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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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长故意扔出三个饭团，其实

是暗示小王敌人的兵力有三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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