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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变魔术!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它出神入化!
变幻莫测!趣味盎然"许多人不但爱看!而且很想弄清它的

奥秘!还想学会几手!在必要时为大家表演表演!以增加生

活中的乐趣"本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
在我国!魔术表演具有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夏

代就已经出现!距今已有 #$$$年左右"但古代典籍中无魔术

之名!官方多称其为幻术!民间则叫作戏法"正式称为魔术

是在西洋魔术传入我国之后!到现在约有百余年的历史"
我国古典戏法!在世界魔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有卓

越贡献!但要学会它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不在年轻时就

练好一身武功!几十斤重的 %彩物&在身上是无法携带的"还

有从宋代兴起的 %手彩幻术&!即国内外至今盛行不衰的 %仙
人摘豆&!也是不容易变好的!要掌握它至少要花上几年乃至

几十年勤学苦练的功夫"
至于西洋魔术中的一些小型魔术!其中有些学起来是不

太困难的"这些魔术一般是根据科学原理!制成道具!再配



合一些必要的手法!只要按照要领去做"一般在短时间内都

可以学会!
收入本书的##$招小型精巧魔术"都是不仅演出效果好"

而且比较容易学习掌握的!其中包括扑克类%钱币类%手帕

类%绳索类%器皿类%蛋球类及其他类等共 &个大类!节目

中使用的道具大多是日用品"置备起来比较方便!表演手法

只要反复多练几次就可以纯熟!为了使大家能比较顺利地学

会"除了文字叙述力求翔实具体以外"还绘制了大量插图"使

大家对节目中隐藏的奥秘可以一览无余!因此"只要认真学

习"人人都不难学会"都有可能成为一名表演起来得心应手

的业余魔术师!这样"在晚会或联欢活动中想插入几个魔术

节目"便可以手到擒来!
旅途乘车乘船"生活枯燥"容易疲劳"需要一些内容健

康而又生动活泼的读物"以消闲解闷"增长知识"丰富旅途

文化生活!为此"我们选编了这一套 ’旅途文化小丛书("其

中包括幽默笑话%奇闻趣事%成语故事"等等"将陆续与读

者见面!这套丛书也可供广大读者茶余饭后阅读欣赏!希望

它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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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学会变魔术

魔术表演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之一!人们不但爱看"还
希望了解其中的奥妙"想学会一些简易魔术"亲自当众表演!
那么"一个初学魔术的人"应该怎样学才学得会呢#现在"就

向初学者概括介绍一些有关魔术的基本知识!
要想学会表演魔术"比较方便的"是先向书本学习!近

年来"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有关 $魔术入门%之类的书"通过

阅览"可以获得魔术的基本知识!另外"有条件的可以向职

业魔术家或业余魔术爱好者去求教!因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

表演经验"经过他们的指点"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魔术虽然是假的"但变魔术的功夫却是真的!魔术主要

依靠手上的技巧!要想学会魔术"必须先练基本功!手法技

巧是魔术的根本!手法魔术即徒手魔术"又称手彩魔术"一

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纯手法"被变化的物品本身不

带任何机关"全凭手上功夫!例如"我国的民间戏法 $仙人

摘豆%&西洋魔术的 $空手变牌%等"都是运用熟练的变幻技

巧和表演方法"把物品变去或变来!第二种是把手法和特制



机关小道具综合运用的!第三种称为 "抢彩#魔术$预先把

要变出的物品隐藏在身上或别的地方$表演时$使用声东击

西的手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物品取出$展现在观

众面前$这种魔术最为精彩!这种手上功夫$要在平时经常

练习$所谓 "台上数分钟$台下数年功#$不把手法练得纯熟$
要想成为魔术家$就比较困难!但基本功是 "练#出来的$多

练才会生巧!
为了开阔眼界$吸取广泛知识$就要经常观赏魔术表演$

由此获得借鉴!既然成为魔术家$就会有他与众不同的特点!
通过观赏$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用来丰富自己的节目$
提高表演技巧!

美国威尔逊是世界著名魔术师$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演

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即使你

对魔术 "门子#已经一清二楚$但他还是能吸引你看下去!它

表演的艺术魅力$是将自己全部身心投入角色$把观众领入

"魔幻#的境界$而使观众得到艺术的享受!
古今中外的魔术节目多如牛毛!据统计$中国戏法约有

%&&多套$现代魔术也有千种以上!研究魔术的人不可能通晓

全部节目!但如果洞悉有关魔术的内在规律$在遇到未见过

的节目时$就可能悟出它变幻的原理!例如$按变幻原理$主

要有下面几类’
()利用夹层结构$几何造型原理*
+)利用机械原理*
,)利用光学原理 -黑幕.暗光.视觉误差/*
0)利用牵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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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化学原理#
$"利用数学原理#
%"利用电学原理和无线电技术&
当你看到一套令人惊奇’而又无法了解它的奥妙所在的

魔术时’你应该反复思考(反复揣摩’它是根据以上什么原

理设计的)可能通过推理悟出它的秘密所在&由此可见’观

赏魔术’就要开动脑筋’勤加思索&这对初学魔术的人来说’
更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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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扑 克 类

"#扑克变色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张’把它披开成扇形’&张全是红心

脾(然后把牌合拢’再吹一口气’随即把牌披开一看’却变

成 &张黑桃牌了(接着再把它合拢’又吹了一口气’然后把

牌披开一看’这 &张红心牌又变还原了(
$表演准备%
先拿红心牌&张和黑桃牌&张’预先浸在水里约两小时(

然后把牌面和牌背揭开’并把它吹干后’再取其中 )张红心

牌和)张黑桃牌’各从上面右角到下面左角的对角斜线剪开’
把剪成三角形的红心牌和黑桃牌颠倒拼成一张牌’再贴在揭

下来的牌背上(另取余下的一张红心牌和一张黑桃牌’背合

背把上半段贴牢’下半段各折成直角’同贴在一张牌背上面’



这样红心牌和黑桃牌背合背贴牢的半段向上折时!就露出红

心牌!向下折时就能露出黑桃牌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把能折的牌放在那 )张拼牌上面!能折的半段

向下折!用大拇指捏住!披开一看!全是红心牌!等到把牌

合拢时!牌背就要向外&至于吹气却是个过门!借这个机会!
表演者便暗中把牌倒转!同时把能折的半段向下折!再披开

就变成 *张黑桃牌了&如要还原!也和前面方法一样!把 *张

牌合拢倒转过来!能折的牌向下折!再披开又变成 *张红心

牌了&在倒转牌时!应该记住!要用两手遮掩!其中底细不

要让观众看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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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寻扑克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一副扑克牌%展开交代牌面牌背%表示没有什

么秘密%然后洗牌几次&请一位观众上台%由他再洗牌几次&
表演者两手伸出%手心向上%请观众把牌分成两堆%牌背向

上%分别放在表演者的左右手掌上面&
表演者对台上观众说’(在两堆牌中任选一堆牌%把这堆

牌拿去%并看清记住最上面一张牌%是什么牌点和花色%也

给台下观众看清%但不让表演者知道&再把看过的牌放回这

堆牌的最上面&)表演者把另一堆牌叠在观众选的一堆牌上

面&对他说’(你看过的一张牌%在全牌中什么地方%知道么*)
回答说不知道&表演者说’(你按我的办法去做%就能知道在

什么地方&)
接着请台上观众面朝台下%把牌移到背后%第一步%先

把最上面的一张牌移到牌的下面&第二步%再把现在上面的

一张牌翻转过来%使牌面向上%并任意插进全牌中间&最后%
再把牌拿到前面&

表演者说’(你把牌展开%牌背向上%找出你刚才翻转牌

面向上的一张牌%它的后面一张牌%就是你看清记住的一张

牌)&台上观众照样去做%果然是他看清记住的牌%并给台下

观众察看&为什么由观众自己翻转的一张牌%在背后正好插

在看清记住牌的上面呢*真是神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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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一副#
!表演方法"
扑克牌并没有任何秘密$临时借用也可以#秘密在于%当

台上观众选定表演者手上的一堆牌$由他拿去看清最上面一

张牌$并给台下观众看清时$表演者要趁此机会迅速把手中

另一堆牌的最下面一张翻转$使它牌面向上$然后又把最上

面第二张牌也翻转$使它牌面向上#这两张牌的翻转是这套

魔术的关键$完成后就大功告成 &图 ’()*#

图 ’()
台上观众按照你的两步办法移牌$第一步把最上面的一

张牌$移到最下面$是为第二步做准备#第二步$把上面一

张牌翻转$这是迷人的一着#在观众想象中$是由牌背向上

翻成牌面向上$而不知这张牌已被表演者翻成牌面向上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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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观众翻转!却翻成牌背向上!与其它牌一致方向了"
最后观众把牌展开!牌背向上!从中看见一张翻转的牌!

牌面向上!以为是他自己在背后翻转的牌!却不知是表演者

先翻转另一堆牌的最下面一张牌!而这张牌正叠在他记住牌

的上面"所以观众在翻转牌的后面看到是他记住的牌时!就

觉得惊奇了"

#$听话的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一副扑克牌!牌面牌背都交代一下!是副普

通扑克牌!没有什么秘密"然后把牌背朝上!展开成扇形!请

观众任意抽出一张牌!并在牌面上签名为记!再任意插回全

牌里"
表演者把牌洗了几次!再把牌放在左手里!对扑克牌说’

(快快出来)快快出来)*同时用右手在牌背上摸了几次!突

然拉出一张牌来!随即把牌翻转一看!就是观众抽出的牌!牌

面上有观众所签的姓名"
接着把牌仍交给观众!请他再随意插进全牌里!经过抽

洗几次!表演者又对牌说’(快快地到上面来)*随即将最上

面的一张牌翻转过来!正是观众抽的牌!牌上有观众签的姓

名"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每张牌用刀片在牌的上端两边!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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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斜着截去一小条!使牌的上端比下端小 "毫米!这微小

的差别!观众一时看不出来!这副牌叫做短牌!俗称大小头

牌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把牌拿在手里!展开成扇形!牌的大头朝观众!小

头朝自己(观众从全副扑克牌里抽出一张!并在牌面上签名+
这时表演者把全牌合拢理齐!趁势将全牌上下头调转了方向!
即把朝观众的大头调转对自己+朝自己的小头调转对观众(这
样!观众签名的牌是用小头的一端插进去!正好是从小头插

到大头里(因此!在牌的大头一端!只有小头一张牌!即是

观众的牌(
如果观众在插牌时!把牌调转了方向!即用大头的一端

插牌!表演者随即把手中牌迅速再调转一次(因此!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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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视观众抽牌!签名!插牌一系列动作"是否把牌调转"
以便随机应付#还有一点"洗牌时"用双手分牌两叠"牌面

对牌面"如果左手的牌是大头在上"小头在下#那么"右手

的牌必须是小头在上"大头在下 $图 %&’(#这样"洗牌后"
左右牌逐张间隔相插起来"理齐后"大小头各在一端"而观

众的牌小头一端"就仍然插在全牌的大头一端了#

图 %&’
洗过牌后"要观察一下牌的两端"看到小头一端"只有

一张大头牌"那就是观众抽的牌"把这一头朝自己"然后用

手先在牌上摸几次"再用拇指!食指夹着伸出牌边的一张牌"
向外一拉"再把牌翻转"就出现有观众签名的牌了#

至于能叫牌到最上面第一张"这个道理还是一样#在抽

洗时"左手握牌"也是有观众牌的大头一端朝自己#右手从

全牌中抽出上面一部分到下面"或从下面一部分移到上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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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中间抽出一部分移到上面 !图 "#"$%经过几次抽洗&
最后有意识地把观众的牌连同下面几张牌一同抽出&放在全

牌的上面%再发命令&牌就到上面来了%

图 "#"
这是利用异形牌的一套魔术&异形牌中有双面牌&双背

牌&二合一&三合一&短牌等%手中有了异形牌&就不需太

多的手法&而能达到魔术变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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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猜双牌 #一$

%表演现象&
扑克牌 ’副(展开交代后(交给一位观众洗牌(请他把

牌分为几堆(每堆有 )张(牌背向上*然后由他任意选出一

堆牌*
表演者拿起这堆牌(对这位观众说+,请你把这堆)张牌(

放在左手上(右手拿上面一张牌放到桌上 #图 !-’$(第二张

牌放到左手的牌下面.再拿第三张牌放到桌上(又拿第四张

牌放到左手牌的下面.依此类推(继续把牌分完*最后只剩

下一张牌时(看清是什么牌点和花色 #图 !-/$(再把这张牌

放到其余 0张牌的上面*1表演者拿起这 )张牌(又请第二位

观众也按上面方法分牌(等到手中剩下一张牌时(也看清并

记住牌点和花色(再把这张牌放到其余 0张牌上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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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者把这 $张牌的牌面向上%摊开一看%从中拣出两

张牌%再想了一下%说出哪一张牌是第一位观众看的%哪一

张牌是第二位观众看的%丝毫不错&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
’表演方法(
$张牌拿在手上%先取第一张放到桌上%再取第二张放到

手中牌的下面%又取第三张放到桌上%第四张放在牌的下面%
继续分到最后只剩一张牌时%这张牌就是原来的第$张牌%也

就是一堆牌中的最下面一张牌&
表演者能先看到这堆牌中最下面一张牌的牌点和花色%

即是后来观众分牌到最后一张所看到的牌&因此表演者已先

知道牌点和花色%所以最后能在 $张牌中找出观众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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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且准确无误"当然在表演时要做得神秘一点!更能提高

艺术效果"
表演者在什么时候看牌呢#第一次在观众任意选定一堆

牌后!你拿起这堆牌对观众说明如何分牌!趁势偷看了最下

面一张牌"第二次也是在拿起一堆 $张牌时!偷看最下面的

牌"动作要迅速而自然!不令人生疑"
这种分牌的方法!叫做 %舍一留一法&"

’(巧猜双牌 )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副!牌面向上!披开给观众看清!它

是一副普通扑克牌!并没有什么秘密"然后把牌理齐!随即

分为两叠!左右手各拿一叠牌"先请甲观众在左手一叠牌里

任意抽一张牌!请他看清是什么牌点和花色!但不要让表演

者知道"接着又请乙观众在右手一叠牌里任意抽一张牌!也

请他看清是什么牌点和花色!也不让表演者知道"等两位观

众看牌之后!仍请他们插回原叠牌里"
表演者随即把两叠牌合并!再抽洗几次!接着把牌翻转!

并把它展开略为一看!便很快地把两位观众所抽的牌!准确

地找出来!并分别交给两位观众"它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确

实令人惊奇"
+表演准备,
准备一副普通扑克牌!事先经过一番简单排列!方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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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全牌中取出 !点 "张牌#把它放在全牌的中间#!点以下

$%&’点(的 )"张牌为小点牌#排在 "张 !点牌的上面#它

们的次序不按大小排#可以乱排*!点以上 $+点&,(的 )"
张牌为大点牌#把它排在 "张 !点牌的下面#次序可以乱排*

-表演方法.
表演者把全牌以 !点为界#分为两叠#左右手各拿一叠

牌*具体说#左手拿上面一叠小点牌#右手拿下面一叠大点

牌*然后请两位观众分别从左右一叠牌中任意抽出一张牌*趁
他们看牌时#迅速地暗把左右手中的牌互换*也就是左手改

拿大点牌#右手改拿小点牌*
等两位观众看牌后#再分别插回左右手一叠里*这时#小

点牌一叠里有一张大点牌$图 /01(#大点牌的一叠里却有一

张小点牌 $图 /0)(*由于在观众抽牌时#表演者已注意到甲

观众抽的是小点牌#而乙观众抽的却是大点牌#所以把牌展

开一看#即能分辨出甲乙所抽的牌#这样就能迅速地把牌找

出来*

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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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有人问$牌经过抽洗后$不是搞乱了么%怎么还能找出

来%原来这次洗牌是采用抽牌方法$即是拿下面的几张牌移

到上面$拿几次&或是拿上面几张牌移到下面$拿几次$因

此小点牌一叠和大点牌一叠仍然不会改变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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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魔术的变幻变理和前面一套是一样的!它的基本手

法是相同的!只是由于亮牌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形成了不

同的节目#读者可以从中领悟一些奥妙#

$%我已猜到

&表演现象’
表演者说()现在表演一套心理魔术!非常有趣味#请一

位观众说出心里想的一张扑克牌!什么牌点和花色!我却已

猜到了#不管信不信的人!都可以试一试!证明我说的不是

假话#*随即有一位观众说()红心 +点#*表演者说()这套

魔术确是心理魔术!无需串通作假!观众们如不同意红心 +
点!可以再说另一张牌#*隔了一会!有人说()梅花 ,点#*

表演者问明观众们没有意见后!请说梅花 ,点的观众上

台!桌上有一个扑克牌盒!请他取出牌!牌面向上!一张一

张地移到桌上!看到梅花 ,点就拿出来另放!结果全牌中没

有梅花 ,点#表演者又请他把桌上的牌都拿到手里!牌背向

上!一张一张地数牌!有多少张#结果共有 -.张!确实少了

一张梅花 ,点牌#表演者说()我已猜到今天观众要说梅花 ,
点!所以从全牌中抽出这张牌放在裤袋里*!接着从裤袋内掏

出一张牌来!给大家看清!果然是梅花 ,点牌#观众们都觉

新奇!表演者始终没有接触扑克牌!怎能预先抽出梅花 ,点

牌呢/
&表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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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扑克牌 !副"其中两副牌要重新组合"先从第一副

牌中取出 #$张牌"牌面向上"从下而上依次排列"它们是%
方块 $&梅花 ’&红心 (&黑桃 )&梅花 *&梅花 +&红

心 $&方块 ,&方块 !&黑桃 -&方块 ./&黑桃 ’&红心 ./&红

心 #&黑桃 *&梅花 )&红心 !&梅花 0&黑桃 1&方块 (&黑

桃 0&方块 #&梅花 -&黑桃 +&梅花 1&红心 ,2
再从第二副牌中取出同样 #$张牌"但剔去黑桃 )"把其

余 #-张牌"正面向上"按同样的次序排好后"放到第一副牌

的 #$张牌上面"这样就组成一副 -.张的牌"叫做 .号牌2
接着把第一副牌剩下的 #$张牌"正面向上"按下面的排

列次序"由下向上"放成一叠2次序是%
黑桃 $&方块 ’&梅花 (&方块 )&红心 *&红心 +&梅

花 $&黑桃 ,&梅花 !&方块 -&黑桃 ./&红心 ’&梅花 ./&黑

桃 #&方块 *&红心 )&黑桃 !&红心 0&方块 1&黑桃 (&方

块 0&梅花 #&方块 -&方块 +&红心 1&梅花 ,2
再把第二副牌剩下的#$张中"剔出方块)"把其余#-张

牌"也按同样的排列次序"正面向上排好后"放到那 #$张的

上面"组成另一副 -.张牌"叫做 #号牌2
第三副牌先把梅花 .!张"按 )&#&!&*33,&’&+的

次 序"牌面向上"排成一堆2再把方块 .!张"也按 )&#&!&
*33,&’&+的次序"牌面向上"排成一堆2然后把两堆牌

背靠背"一头最外一张牌是方块 )"另一头最外一张牌是梅

花 )"组成一副牌"这副牌叫做 !号牌 4图 $5.62
第三副牌中剩下的红心 .!张"黑桃 .!张"照 !号牌的

组合方法又组成另一副牌"一头最外一张牌是黑桃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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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最外一张牌是红心 !"这副牌叫做 #号牌 $图 %&’()

图 %&* 图 %&’
*+#号牌"专为本节目表演使用"排好次序后"可以一

劳永逸"下次再表演时继续使用)剔出来的黑桃!和方块!"
是本节目不需用的两张牌"另行保存"以备其他用途)*号牌,
’号牌分别装入牌盒"并在盒上做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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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表演前#把 $号牌连牌盒放到上衣左边口袋内#%号牌连

牌盒放到右边口袋内&’号牌放到外裤左边口袋内#并使梅花

朝外 (黑牌远离大腿)#方块朝里 (红牌贴近大腿)&*号牌放

在外裤右边口袋内#并使黑桃朝外#红心朝里&每次表演都

按上述办法放牌#保持不变#便于记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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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观众们同意的一张牌是 !梅花 "点#$随即请说 !梅
花 "#的观众上台$表演者迅速利用这个时间$决定拿出 %号

牌$或是 &号牌放到桌上 ’方法见下面介绍()
在台上观众查牌的时候$表演者根据梅花牌是在左边裤

袋里的 "号牌$而且是朝外的一叠$梅花 *在最外)左手随

即插进左边裤袋内$用手指暗中从最外的一张牌’梅花*(摸

起$到第三张牌 ’梅花 "($把它移到最外第一张的前面)然

后把左手移出来$装做随意插进裤袋样子)为了掩盖这一动

作$你可站在台上观众的身后$假做看他查牌$而身体微偏

向左)这样$遮挡台下观众的视线$更是万无一失了)
台上观众查清牌$确实只有 +%张$缺少梅花 ")这时你

随即从左边裤袋里把最外的一张牌拿出来$自然是梅花 "点

牌$而观众以为是预先猜到的牌放到裤袋里的)
怎样决定拿 %号牌$或是拿 &号牌呢,
%-先注意观众们同意的牌是黑牌或红牌$再用 &去除这

张牌的牌点$所得商数是单数或是双数$对余数不管它)
如果是黑牌$牌点用 &除$商数是单数时$拿左边衣袋

里的 %号牌.商数是双数时$拿右边衣袋里的 &号牌)
如果是红牌$情况与黑牌恰好相反$牌点用 &除$商数

是单数时$拿右边衣袋的 &号牌.商数是双数时$拿左边衣

袋的 %号牌)
简单地说$黑单红双拿左 %$黑双红单拿右 &)由于 %号

牌固定放在左边衣袋里$&号牌固定放右边衣袋里$所以只记

左边或右边即可$不必再记 %号牌或是 &号牌)又因拿左边

的牌或是拿右边的牌$情况恰相反$所以只记一边即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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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时拿另一边牌!最后简单记住 "黑单红双拿左#六个字!
$%牌点是 &’(’)’*+分别按 ,’,,’,$’,-数字对

待!&作为 ,+用 $除+商的个位数是 .+.作双数对待!
举例如下/
0一1黑单红双拿左

例一 梅花 $ 梅花是黑牌+$除 $+商得 ,+单数!是

黑单+拿左!
例二 梅花 - 梅花是黑牌+$除 -+商得 ,+余数不管!

是黑单+拿左!
例三 黑桃 2 黑桃是黑牌+$除 2+商得 -+余数不管+

单数!是黑单+拿左!
例四 方块 3 方块是红牌+$除 3+商得 4+双数!是

红双+拿左!
例五 红心 & 红心是红牌+&作为 ,+$除 ,+商个位

得 .+.作双数!是红双+拿左!
0二1不是黑单红双拿右 0是黑双红单1
例六 梅花 5 梅花是黑牌+$除 5+商得 $+双数+余

数不管!不是黑单+拿右!
例七 梅花 4 梅花是黑牌+$除 4+商得 $+双数!不

是黑单+拿右!
例八 黑桃 3 黑桃是黑牌+$除 3+商得 4+双数!不

是黑单+拿右!
例九 红心 6 红心是红牌+$除 6+商得 -+单数!不

是红双+拿右!
例十 方块 ( 方块是红牌+(作 ,,+$除 ,,+商得 5+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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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管!单数"不是红双!拿右"

#$烧牌入桔

%表演现象&
扑克牌 ’副!洗牌后给观众任抽一张牌!看清牌点和花

色"表演者收回这张牌!然后从桌上拿一个盘子!上面有两

个桔子!请另一位观众任选一个"表演者拿起观众抽的牌!用

打火机把牌燃烧!牌灰撒在观众选的桔子上面"再请观众用

刀把桔子剖开!里面有一个纸卷!展开一看!是烧去的牌又

复原了!牌点和花色确是观众抽的牌"
%表演准备&
同点扑克牌 ’副"水果刀 ’把"盘子里放桔子 (个!其

中一个!在中心处戳一个孔!把一张同点纸牌折叠卷好!塞

进孔里"再用一小块桔皮封口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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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如果观众选的桔子#是藏有扑克牌的#就交给观众去剖

开$如果是另一个完整的桔子#你可以用刀剖开#请大家检

查#表示都是真桔子#里面没有作假$

%&牌入信封

!表演现象"
扑克牌 ’副#交代后披开给观众任意抽出 ’张#不让表

演者知道是什么牌点和花色#观众看过后#仍插进全牌里$表

演者抽洗几次#再把牌披开#随看随抽动了几张#然后理齐

叠好放到桌上$接着又拿空信封一个#交代后#当众用浆糊

贴牢封口#也放到桌上$另把桌上准备好的蜡烛燃着#再拿

起空信封做一些魔术动作#对蜡烛一照#然后看到信封里有

了一张扑克牌#把信封口剪开#拿出扑克牌#刚好就是观众

抽的那张牌$
!表演准备"
先把扑克牌单数牌点 ()*+*,*-*.*/*01*双数牌

点 (2*3*4*%*’5*61分别集中#叠成两组$每组牌里排

列先后没有一定的次序#是可以随意排的#这样就做好一副

表演牌$
!表演方法"
表演时#先披开上半段牌#让观众抽出 ’张$在观众看

牌时#随即把牌合拢#再披开下半段牌#让观众将抽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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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牌插进!因此"当你看到在同一组牌里有一张另一组的牌

时"便知道那就是观众插进的牌了!这时"你就把它移到全

牌的最后面!为了不给观众猜透秘密"再随意多移动几张牌!
把牌理齐后放到桌上"牌背朝上"牌面朝下"观众抽的牌就

在上面第一张!信封口贴好后"有意地在信封后面留点浆糊"
把信封放在牌上随即燃着蜡烛"再拿起信封"观众抽的牌即

可粘在信封背面!等你把信封拿到蜡烛前面"烛光直射到信

封后面"观众在信封前面看"就看到信封里变出一张扑克牌

来了!
最后剪开信封口"拇指按在信封后的牌上"食指#中指

放到信封里 $图 %&’("把牌提上"这样观众在前面看起来"
扑克牌就像从信封里抽出来一样!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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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猜扑克

#表演现象$
表演者在全副扑克牌中%找出 &张牌’黑桃 (点%黑桃

)点%红心 *点%红心 +点%梅花 ,点%梅花 -点%红方 .点%
大王 /张0把这 &张牌横排两行%每行 .张0

请观众暗中记明任何一张牌%不让表演者知道%然后表

演者拿起 .张黑牌%问观众’1这 .张牌中有没有你暗记的一

张牌23观众回答 1有3或是 1没有3之后%表演者第二次拿

起红心牌*张4梅花牌*张%问观众有没有2第三次拿起.点4
)点4+点4-点 .张牌%问观众有没有2表演者听过观众回

答之后%很快地就说出观众暗记的牌是什么牌0试了几次%都

准确无误0
#表演准备$
扑克牌 /副0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从表面上看是心理魔术%实际上却是数学魔术%

用了数学中二进位制的方法0第一次观众答 1有3%你心中记

/%1没有3记 56第二次观众答 1有3%你心中记 *%1没有3
记 56第三次观众答 1有3%你心中记 .%1没有3记 50你把

三次的数加起来的和数%就是观众暗记的牌点0如果三次相

加是 5%那就是大王牌0
&张牌的排列次序可以任意排先后%&张牌排成一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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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放都可以表演!

"#$巧碰扑克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副’把牌披开成扇形’向观众交代后’

然后把牌收拢’牌背向上’用左手拿牌’右手从全牌的上面

取牌’一张一张地乱放在桌上’前后共放 (张牌!
然后从中取出一张牌’把它反转’使牌面向上’交给一

位观众捏住!请他用这张牌去碰桌上 )张牌中任何一张!表

演者随即把观众没有碰过的 *张牌’连同观众手中的正面向

上的一张牌’收回来放在旁边!接着把左手拿的牌交给观众’
请他洗牌后’从中取出约"#张牌左右!再拿起桌上碰过的牌’
看明牌点和花色后’不让表演者知道是什么牌’再把它插进

约 "#张牌里面!然后把牌交还表演者!
表演者接过观众的牌后’披开从中选出 +张牌’把多余

的牌放在旁边!然后把这 +张牌理齐’牌背向上!第一张牌

放在多余牌上’第二张牌放在观众面前,第三张牌放在多余

牌上’第四张牌放在观众面前,第五张牌放在多余牌上’第

六张牌放在观众面前,第七张牌放在多余牌的上面!接着又

把观众面前的*张牌拿起’仍是第一张牌放在多余牌的上面’
第二张牌放在观众面前,第三张牌放在多余牌的上面!现在

观众面前只有一张牌’请他把这张牌翻开来’看看是不是他

所碰过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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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把牌翻开一看!正是他所碰过的牌"
#表演准备$
扑克牌 %副!从中取出 &张 ’点牌!或是其他 &张同点

牌亦可!放在全牌的最上面 (图 %)*%+"

图 %)*%
#表演方法$
开始一张一张地拿牌!乱排在桌上!但是第五张牌放在

什么地方要记住(图 %)*,+"然后拿第五张牌反转交给观众!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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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用牌去碰其余 !张牌中任何一张"观众不知道桌上 !张

牌都是 #点牌$他任意所碰的一张牌$表演者却已知道它是

#点牌了$所以在最后一定要把 #点牌选进 %张牌之内"
表演者把桌上其余 &张牌和观众手中 ’张牌放在旁边不

用$目的是把观众碰的 #点牌分开$便于下一步处理"
表演者接过观众碰过的牌插进’(张左右的一叠牌$披开

一看$随便移前后次序$随即取出其中 %张牌$而把 #点牌

排在中间 )图 ’(*&+"

图 ’(*&
关于分牌方法$可按照表演现象所述去做$最后分在观

众面前的一张牌$一定是观众所插进的牌"
为什么用第五张牌正面朝上$去碰桌上任何一张牌$而

不由观众直接从桌上!张牌中任意指定一张,如果这样做$观

众会猜想到桌上 !张牌已由表演者做好安排"为了排除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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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猜疑!现在就用第五张牌!而且是正面朝上!来碰桌上的

牌!既可暗示这 "张牌没有经过安排!又可区分牌背向上的

牌是被碰的牌#

$$%巧变红黑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拿 $(张扑克牌!把牌展开!牌面牌背都可以交

代#然后把牌收拢!牌背朝上!对观众说)*我左手中有 +对

牌!每对牌都是一张红,一张黑#我可以要它们变成 -对红

牌!-对黑牌!不信请看我现在表演.#先交代一下!这 +对

牌是不是一红,一黑!并请注意看牌#表演者右手从左手牌

中取两张牌!亮开一看!是一张红牌!而另一张是黑牌!把

这两张牌的牌背朝上!放在桌上#又取两张牌!亮开一看!也

是一张红牌!一张黑牌!仍是牌背朝上!放到前两张牌的上

面#这样继续亮牌!到最后完了时!都是一红一黑#
表演者把桌上的牌!随即拿到左手中!然后用右手拿起

上面一张!展开一看是黑牌!便对观众说)*朋友!你们知道

扑克牌为什么有红,有黑/又为什么有四种不同的花色/我

现在来说一个小故事吧#.等把故事说完!仍把右手中的一张

牌放回左手牌里#
表演者用右手在牌上做一个魔术动作!再用右手随即从

左手一叠牌的上面取两张牌!亮开一看!变成一对红牌!下

面是一对黑牌!继续下去!变成一对红,一对黑0一对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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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
"表演准备#
拿扑克牌 $%张&先排成次序&它们的排列如下’$张红

牌&%张黑牌&%张红牌&%张黑牌&%张红牌&%张黑牌&$
张红牌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关键是在于说故事的前后的动作&先是右手

拿左手中的最上面一张牌&而故事说完之后&右手却把牌放

回到最下面变成底牌了!为了达到取上放下的目的&不给观

众看到生疑&所以在右手取到顶牌时&先说一个故事&把时

间拉长&使观众的记忆产生模糊&不再推敲你的关键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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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可以这样说!据说古罗马凯撒大帝为了宣传新历法!
编制了扑克牌的雏形!用大王"小王代表太阳和月亮#红黑

两色!意分昼夜#$种花色表示春夏秋冬 $个季度#%"&"’
表示每季度有 (个月#从 )到 %共有 *(张!表示一个季度

有 *(个星期#’代表 **!&代表 *+!%代表 *(!这 *(张牌

共计 ,*点!说明一个季度有 ,*天-大王"小王各算 *点!一

共 (..点!和一年的天数相符-当然!讲别的故事也可以!只

是要和扑克牌有关为好-
在第一次亮牌!先拿上面两张牌!不改变它们的次序!给

观众看后!牌面朝下放在桌上!接着又拿两张牌!还是不改

变它们的次序!放到前两张牌上!这样继续下去!两张"两

张把牌看完为止-这时!牌的排列次序已成为 *张黑牌"+张

红 牌"+张黑牌"+张红牌"+张黑牌"+张红牌"*张黑牌

/图 **0+1-

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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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桌上的 !"张牌拿到左手#牌面仍是朝下#右手从牌上

拿第一张牌#翻开一看是黑牌#说了一个故事#等说完之后#
而把右手拿的牌一定要放到左手牌的下面$这时牌的排列次

序改为%"张红牌&"张黑牌&"张红牌&"张黑牌&"张红牌&
"张黑牌 ’图 !!()*$最后第二次亮牌时#它就变成 )对红

牌&)对黑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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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巧合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一副扑克牌&把牌洗后放在左手上&然后请一

位观众协助表演&让他先从全叠牌中拿去大约半副牌&并把

牌放在身后’尔后再从半叠牌中拿出一张牌&但不给双方知

道它是什么牌&随即拿到身前&使牌背向上&放在桌上’
表演者也是把左手里半叠牌移到身后&从牌中取出一张&

也不给双方知道它是什么牌&同样把它放在桌上&牌背向上’
接着双方交换取出的一张牌&再拿到身后&并把牌反转&

这样就和身后所拿的半副牌的正反面刚好相反&然后任意插

进半副牌里’
等双方做完之后&表演者说()我们两人再按上面的办法

交换一张牌&仍照上面办法把它插进半叠牌里*’最后两人把

半副牌拿到桌上&再摊开成为一排’这时可以看到双方牌中

都有两张牌面向上的牌&而且都是一张黑 +点&一张红 ,点

-图 !".!/’表演者便说()一再巧合&真是太巧了0*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从中取出一张黑桃 +点&一张梅花 +

点&一张红心 ,点&一张红方 ,点’把两张黑牌放在上面&而

把两张红牌放在下面&并叠在一处&再放在全副牌的最后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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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请一位观众拿半副牌移到身后&从中抽出一张牌&放到

桌上&牌背向上’而自己却在身后半副牌的最下面拿出一张

牌&放在桌上’这张牌是红牌 (点和对方交换&对方把这张

牌反转&任意插进半副牌中’因此&最后对方摊开牌后&就

会有一张牌面向上的红牌 (点了’
表演者接过对方的交换牌&并不反转插进半副牌里&而

是把它正放在半副牌的最上面&再在最下面拿一张红牌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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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进半副牌里!所以最后摊开牌时!也会有一张面向上的红

牌 "点#
第二次双方再交换牌时!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来 $过门%!

因此!两人摊开牌时!就能巧合同是一张黑 &点牌!一张红

"点牌了#

图 ’()(

’*+加点猜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扑克牌 ’副!请观众检查!并洗牌几次!然

后再给表演者#表演者这时左手持牌!牌背向上!对观众说.
$请从全牌中任意抽出*张牌!并把牌点相加后的数字和*张

/&*/ 精巧魔术 ’’0招



牌是什么花色告诉我!我就能猜出手中牌从下到上的相应第

几张牌是什么点数和花色"如果不信!现在就先试一次"#
观众便抽去 $张牌!并把牌点相加起来是 %&点!牌的花

色是一张红心’两张梅花"表演者略加思索后说()从下到上

的第 %&张牌是红方 $点"#接着从左手牌的下面开始!一张

一张地抽牌!牌背向上放到桌上!等抽到第 %&张时!便把牌

面反转过来!果然是红方 $点!大家都感到奇怪"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没有任何机关!临时借用亦可表演"牌

最好是较新的!因牌面光滑!便于做手脚"
*表演方法+
在观众抽牌加点时!表演者暗中偷看最下面一张牌是什

么点数和花色!并牢记在心中"例如是红方 $点 ,图 &$-&.!
然后把这张牌稍微向后推出一些 ,图 &$-%."这样可以表演

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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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众告知 !张牌点相加是 "#点$而花色一张是红心$
两张是梅花时$表演者便假装思索后说$第 "#张牌是红方 !
点%从牌下第二张开始抽牌 &第一张是移后的红方 !点’&图

#!(!’$当抽完第 ")张牌$将要抽第 "#张牌时$趁势用右

手把左手的全叠牌向后一推$使它与最下一张红方 !点并齐

&图 #!(*’$这样再继续抽出第 "#张牌 &即最后一张牌’$把

它反转一看$自然是红方 !点了%
这套魔术的关键是把最后一张底牌做已知牌$而亮牌方

法却是多种多样的$根据观众抽牌点数来亮牌$只是其中的

一种%表演时可以变换方法%至于要观众告知牌的花色$实

际上是没有作用的$那只是为了增加魔术的效果罢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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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辨抽牌

$表演现象%
扑克牌 !副&先由观众洗乱&表演者把牌收回后&把它

展成扇形&请观众从中任意抽出一张牌 ’图 !"(!)&看清是

什么牌点花色&但不要让表演者知道*表演者把牌收拢&把

它放在左手掌上&右手便在牌上拿起半叠牌*把左手中的牌

伸出&示意观众将刚才抽出的一张牌&放在左手牌的上面*接

着右手把牌放在左手牌上&又抽洗两次*
表演者说+,刚才抽的牌是什么牌点-花色&我不知道&

牌在全牌中什么地方&大家也不知道*现在我可以把牌面一

一验看&能辨出其中哪一张是观众所抽的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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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表演者右手把牌一张一张地翻开辨认!大约翻过

有 "#张牌!观众所抽的牌虽已出现了!但是表演者还没有辨

认出来!仍继续翻牌$这时观众心想!这次表演要闹笑话了$
正在这时!表演者忽然停止翻牌!而把刚才翻过的观众所抽

的牌!举起来说%&就是这张牌’($大家一看!果真是观众所

抽的牌!无不佩服表演者演技神奇莫测$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
)表演方法*
表演者趁观众看清抽的牌是什么牌点,花色时!右手随

即拿起半叠牌!顺势把这半叠牌的底牌迅速地暗中记住牌点,
花色!做为标记牌 -图 +./"0!然后把这半叠牌放到观众抽

牌的上面 -图 +./10$这时标记牌就在观众所抽牌的上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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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般洗牌一两次%不会使标记牌和观众抽的牌分开&最

后表演时虽先看到标记牌%紧接着即是观众抽的牌%而不及

时指出来%等过了几张牌%再回头辨认出来%这是有意给观

众一个错觉%用以增加魔术表演效果&

!’(按点寻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副%交代后抽洗几次%请观众抽一张

牌%是红心 +点%但不给表演者知道&表演者把全牌牌背朝

上放在桌上%观众把所抽的牌牌面朝下放在全牌上&表演者

把牌叠齐拿到手里%又抽洗两次&然后把牌放到桌上%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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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上!把牌摊开"大家看到唯独有一张牌面向上!是红方#点!
抽牌的观众说$%我抽的牌不是这张红方 #点"&

表演者说$%红方 #点是一张指示牌!在它的后面第五张

牌就是你所抽的牌了"&说完!即用手指从红方 #点下面的牌

数起数到第五张牌!翻开一看!果然是观众所抽的牌红心 ’
点"大家都感到新奇有趣"表演者接着说!前面 (张牌是什

么牌呢)不妨翻开看看!随即用手把 (张牌翻转!竟是 (张

*点牌!使观众更加惊奇"
+表演准备,
普通扑克牌 -副!先把牌理好"找出 #点牌 -张!*点

牌 (张"*点牌的牌背向上!连排在一起"#点牌的牌面向上!
放在 *点牌的上面!这一组 #张牌放在全牌的最下面"

+表演方法,
交代扑克牌的方法是$先交代牌背!左手拿牌!牌背向

上!右手把左手的牌向右摊开!使中间的一些牌明显露出!用

两手四指托住牌的下面!拇指分捏着牌的两端.图-#/-0!然

后把牌并拢"交代牌的正面!仍由左手拿牌!牌背向上!右

手拇指按在牌的下端!中指抠住牌的上端!使上半段牌向上

弯曲!然后将中指缓缓放松!弯曲的牌便逐一落下 .图 -#/
’0!观众可以看清牌面!但最后十几张牌不要交代!使观众

看不到秘密"
第一次洗牌时!是用左手握牌!牌背向上"右手在牌的

下方!从牌中间一段抽出!移到牌的上面"连续几次 .图 -#
/10!但不可以从牌的下面抽动!因最下面有一组 #张牌是

不能移动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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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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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第二次洗牌时%是左手握牌%牌背向上%而右手却在牌

的下方%从最下面一段牌 &含有一组 "张牌’抽移到最上面

&图 !"#(’%连续抽两次%这时关键性的一组 "张牌%就被移

到全牌中间一段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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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外认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 &个纸盒和 &块纸版’每块纸版都是用近 !(

层厚纸粘合而成’纸版上面各贴上一张不同的扑克牌)由一

位观众在每个纸盒内随便放一块纸版进去’盒外用绳子扎牢)
表演者不必打开纸盒’就能说出每一个纸盒里的牌是什么牌

点和花色’累试都不会猜错)
$表演准备%
这套魔术的关键就在纸版里)先在甲纸版上段挖一个槽’

乙纸版的中段挖一个槽’丙纸版的下段挖一个槽)在槽里各

放一块铁’槽外再用纸贴好’再拿 &张牌点*花色不同的扑

克牌分贴在上面)为了不使纸版上下倒放’以致混淆不清’只

要预先把每块纸版的上段两角切去就行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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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上段也做成切角的样子!盒外系一根短绳!绳子中

段固定在盒底下中间部位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只要用手提起扎在盒外的绳子!看它的重量是在

哪一段!就能知道盒里是什么牌(但要记清上段重的是什么

牌!中段和下段重的是什么牌!才不致猜错(提起扎在盒外

的绳子的时候!不要太明显!故意把其中一+二盒移动排齐

一下!可以排成横行或是直行!以及三角形等等(这样就可

以把观众的思路引入歧途!以达到魔术效果(

图 #$%&

#,-自动出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副!将它展开成扇形!再交代牌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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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后请一位观众从中任抽一张牌!并请他记住牌点和花

色!再交给表演者"
表演者把全牌合拢后!把观众抽的牌插进全牌中!接着

右手在牌上做一个魔术动作!然后说#$快快出来%&!忽见全

牌中慢慢地出来一张牌!把它翻转一看!就是刚才观众所抽

的牌"又继续表演一次!效果还是一样"
’表演准备(
从全牌中取出任何一张牌!在一条直边的中间!拴一根

黑线 )图 *+,*-!把这张牌放在全牌的中间"表演前!把黑

线另一头扣在外衣钮扣上!线的长短要适合表演用"

图 *+,*
’表演方法(
全牌横放在左手掌上!牌上有线的边朝外!并将线放在

中指与无名指之间 )图 *+,.-"等插牌时!要把它插进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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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下面一叠牌里!同时左手微微地向胸前移动!这样!黑

线就被压进牌里"当要牌出来时!左手缓缓地向外移动!黑

线被拉出来!这时观众插进的牌也跟着缓缓出来了"

图 #$%&

#’(扑克自升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一只高脚玻璃杯!表演者拿它向观众交代后!接

着拿起一叠扑克牌!把它披开成扇形!两面交代!证明没有

秘密"然后请两位观众各从一叠牌中任意抽出一张牌!请他

们记住牌的花色和点数!再交给表演者"
表演者站在表演桌的后面!把一叠扑克牌放进玻璃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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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观众所抽的两张牌!一张一张地分别插进扑克牌里"表
演者随即用手在牌的周围做一个魔术动作!并交代两手!尔

后用左手扶着杯底!右手在空中对牌作牵引动作"奇怪#这

时扑克牌里却有一张牌缓缓地升起来!接着又有一张牌继续

缓缓地升起来 $图 %&’%("

图 %&’%
表演者将升起的两张牌抽出来!展开一看!都是观众所

抽的牌"
)表演准备*
准备高脚大口玻璃杯 %只"扑克牌一叠!能放进玻璃杯

里!在一张牌背的上部 %+,处!预先用一块透明胶纸粘住一

根细黑线!把这张牌放在牌叠的下面"黑线的一端!在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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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前先扣在表演者上衣的一粒钮扣上!
"表演方法#
将扑克牌向观众展开交代时$必须把有线的一端朝着自

己$牌背向上$然后请两位观众从牌叠中各抽一张牌$随即

把牌理齐合拢!这时有线的一张牌是在最下面$然后从牌的

上面$取半叠牌移到牌的下面!这样一来$就把有线的一张

牌夹在一叠牌的中间了!接着把牌翻转$并将牌竖直$使牌

面朝着观众$黑线要搭在牌的上面$然后再把牌放进玻璃杯

里!
接着把观众所抽的牌$放在黑线上并向下压$将所抽的

牌压进全叠牌里!这时再用左手扶杯底缓缓地向前移动$这

样就能将观众所抽的牌跟着慢慢地升起来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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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

&表演现象’
表演者请甲乙两位观众上台协助表演(拿出一副扑克牌(

牌面向上(披开交代后(把它分成两叠(横排在左右两边)右

手放到右边的一叠牌上(拇指放到牌的左侧(食指按在牌的

上面(其他 *指放在牌的右侧(用拇指拨起牌来(使牌一张

一张地向下落 +图 !",!-)
然后对甲观众说./请你随时说停(我就停止拨牌)0甲

说声 /停0时(表演者便立刻停止拨牌(并把上面还没有落

下的牌随即拿起来 +图 !",1-(放到旁边不用)

图 !",!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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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表演者再用右手到左边的一叠牌上!仍用同样的方

法拨牌!请乙观众随时说"停#!然后把没有拨的牌放到旁边$
表演者把 %份拨过的牌反转过来!使牌背向上$将甲说

停的一份牌交给甲!乙说停的一份牌交给乙$请甲&乙二人

各拿起一份牌!从上面开始!一张一张地向桌上放!叠成一

堆$然后再各自把牌按左&右!左&右的顺序放在桌上!这

样甲乙两人就各分成了两堆牌 ’图 ()*+,$接着请甲乙两人

各把两堆牌的最上面一张牌翻开$奇怪的是!-张牌都是.牌

了$
/表演准备0

图 ()*+
扑克牌 (副!预先找出 -张 .牌!把 %张 .牌放在全牌

的最上面!另 %张 .牌放在全牌的中间$
/表演方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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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牌正面向上!把牌披开交代!让观众看清是一副普通

扑克牌!其实是为了寻找夹在中间的两张 "牌!等找到牌的

中间两张"后!即把牌稍微翘起一些!不给观众看到牌面!随

即从两张"牌的后面分成两段!使这两张"牌放在上一叠牌

的最下面#并把牌理齐放到桌上右边#再把下一叠牌理齐放

到桌上另一边#这两叠牌都是牌面向上!而且最下面两张牌

都是 "#
把两堆拨过的牌翻转!使牌背向上!分别交给甲$乙两

位观众!这时两堆牌的最上面两张牌都是 "牌!再请甲$乙

二人把牌一张一张地放在桌上!叠成一堆!目的是把两张 "
牌移到牌的下面!再经过下一步按左$右!左$右拆开分为

两堆!从而达到两堆的最上面一张牌是 "牌!最后翻开 %堆

牌的最上面一张牌!向观众亮牌!结果 %张牌都是 "牌了#

&’(铅笔穿牌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张红方%点!向观众交代正反两面后!

右手随即拿起一张白纸!再把白纸对折成一只纸夹!将牌夹

住之后!把它捏在左手里#然后用右手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

支铅笔!对着纸夹的正中!用力戳进去!使铅笔从纸夹背面

穿 过!然后把铅笔拔出 来#这 时 纸 夹 正 中 有 明 显 一 个 圆 孔

+图 &’,-.!观众这时估计纸夹中的扑克牌也一定戳通一个

圆孔了#但表演者对纸夹吹了一口气!再把纸夹打开!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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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却完好无损!交代牌的正反两面"都没有破损的地方!只

不过纸夹被戳成两个圆孔罢了!

图 #$%&
’表演准备(
这张红方 )点"是特制的牌"预先用两张红方 )点"把

它浸在水中"等泡透后"即可揭下牌面"然后再背合背把上

半段贴牢"而下半段要各折成直角"并同贴在一张牌背的上

面"这样就制成了一张能翻上又能翻下的同点牌了!把背合

背的半张牌向下翻"成为一张完整的红方 )点!如果往上翻

也是红方 )点"但在中间略为偏低的地方"预先戳一个圆孔"
大小能容铅笔出入便可以了 *图 #$%#+!铅笔 &支!白纸一

张"要比扑克牌宽一倍"这样对折后"就能将扑克牌夹住!
’表演方法(
交代扑克牌时"牌面半段必须向下翻遮住圆孔"而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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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用手指掩住!然后把牌放在纸夹半边!再放在左手掌上!这

时右手顺势将牌的上半段向上一翻!便露出小圆孔!随即合

上纸夹!再用铅笔从外面戳进去!并穿过纸牌"等再打开纸

夹时!左手要微微仰起来!而右手要迅速地将半张牌向下翻!
以便遮住圆孔"拿去纸夹时!要用手指遮住牌背的圆孔!再

交代扑克牌的前后面"观众这时既看清牌面没有破洞!自然

认为牌背也不会有破洞了"

图 #$%#

#&’反牌指引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扑克牌 &副!把牌面展开!向观众交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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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副完整牌!并没有什么秘密"然后把牌合拢!牌背朝上!
再展开!请观众任意从中抽出一张牌!并记住牌点"表演者

把其余的牌合拢!牌背朝上!放到桌上"由观众把抽的牌放

在全牌的上面!并从全牌中的下面的一叠牌移到全牌的上面"
这时!观众所抽的牌已在全牌的中间了"表演者说#$现在把

牌摊开!有一张反牌!反牌下面一张牌就是观众所抽的牌"%
说完!表演者将牌摊开在桌上!只见全牌中有一张牌面朝上

的反牌!再把反牌下面的一张牌翻开一看!果然是观众所抽

的牌"
&表演准备’
特制双面牌 (张!做法是#选出任何两张牌!泡在水中!

大约要半天时间!就可以揭去牌背!使两牌面!背合背粘成

一张牌 )图 *(+(,!这张牌放在全牌的最下面"

图 *(+(
&表演方法’
全牌的牌面朝下!放在桌上时!双面牌是最下面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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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然后观众把抽出的牌放到全牌的上面!再把下面一叠牌

移到上面来"这时!双面牌就压在观众所抽牌的上面"由于

双面牌没有牌背!当表演者把全牌的牌背摊开!自然会出现

一张反牌了!而且它的下面就是观众所抽的牌#图$%&$’"在

观众看来!全牌中出现一张反牌!就已感神奇莫测!并且还

能吻合表演者预先所说的话!更会惊奇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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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币类

""#空手变币

$表演现象%
表演者先交代右手&再交代左手&两手空空没有任何东

西’然后两手合拢&稍微搓动几下&展开两手&忽然变来两

张 (元纸币&左右手各拿一张纸币’
$表演准备%
(元纸币两张&叠在一处&先左右对折&再上下对折&卷

成圆棒形&用胶布粘住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把纸币卷藏在左臂肘弯内&将袖子拉起一些褶

皱&用它遮盖纸币卷 )图 ""*",’



图 !!"# 图 !!"!
交代两手的方法是这样的$右手伸直%左手在右臂肘弯

处把袖子向上一抹%随即交代右手&接着左手向前伸直%右

手在左手臂肘弯处%也把袖子向上一抹%顺势把暗藏的纸币

卷移到右手掌里’图 !!"()*最后两手合拢%并搓动几下%把

纸币卷松开 ’图 !!"+)%这时双手就各拿一张纸币%随即向

观众展示空手变来的纸币两张*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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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遁走 $一%

&表演现象’
表演者右手从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用拇指)食指捏住

$图 !"*+%(给观众看清(确是一枚硬币,请观众一人上台做

临时助手,表演者把硬币放进这位助手的右手里(请他握成

拳形,接着表演者又从衣袋里取出硬币 +枚(交代后(把它

放进左手掌上($图 !"*!%然后左手握拳,右手随即从衣袋

里取出铅笔 +支(在左拳外面画了几圈(再用铅笔拨开左拳(
这时拳中的硬币已不见了$图 !"*"%,然后请助手展开右拳(
奇怪-手掌内却有 !枚硬币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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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硬币 #枚$铅笔 %支$预先放进表演者衣袋内$事前约

定一位助手$右手里藏一枚硬币$假做观众$坐在台下&
!表演方法"
表演者将硬币放到助手的右手掌上$这时$他的手指稍

微屈起$遮住手中暗藏的硬币$台下的观众自然看不见&最

后展开右拳$就突然变成两枚硬币了&
表演者右手第二次从衣袋里取出硬币 %枚$交代后$放

到左手掌上$这是一个虚假动作$实是将右手一递后$随即

带出$并用手指遮没$而左手却是虚握空拳&右手接着到衣

袋取铅笔时$便顺势把手中硬币留在衣袋内&当右手用铅笔

拨开左拳时 ’图 #()(*$这时硬币已无影无踪了$最后再交

代两手$就自然看不出其他秘密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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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遁走 $二%

&表演现象’
表演者坐在桌旁(向观众借一枚 )分硬币(经过交代后(

双手即捏着硬币在桌子上来回磨擦 $图 !"*+%(然后将左胳

膊 肘支在桌面上(右手持硬币在左胳 膊 小 臂 外 侧 上 下 搓 动

$图 !"*!%,接着把左小臂放下(两手又持硬币在桌上来回磨

擦,尔后又将左小臂支在桌面上(右手持硬币在左小臂上(继

续上下搓动着,这样(反复几次,最后(在左小臂上(上下

搓动硬币(过了一会儿(右手突然向左小臂上一拍(即放开

右手(这时硬币已不见了,再看左手和桌上也没有硬币的踪

迹,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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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者对借币的观众说$%真对不起&我搓得太重了’可

能是把硬币搓得没有了’现在我只好赔你一个硬币()说完从

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还给观众(
*表演准备+
口袋里放一枚 ,分硬币(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主要动作是’左右两手捏着硬币’在桌面上

来回擦动’然后将左臂支在桌面上’右手持硬币在左臂上’上

下搓动(为什么要反复几次-目的是给观众造成错觉’认为

这是一个正常动作’没有什么秘密(但在最后双手提着硬币

来回磨擦时’暗把硬币移到左手中’而右手虚做姿势’其实

并没有硬币(当左臂支在桌面上’右手拿着虚有的硬币’在

左臂上搓动’同时左手中暗藏的硬币’就趁势向左颈衣领里

一塞 .图 !"#/0(这样’硬币就不见了(这时’左右两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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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都能向观众交代"

图 #$%&

#’(硬币来去 )一*

+表演现象,
表演者身穿西服!从右衣袋内取出 ’分硬币 -枚!由观

众在硬币上做一个记号!然后用右手拇指.食指捏着硬币!交

给左手!左手随即握拳"右手从西服背心左上口袋里取出铅

笔 -支!当做魔棒使用!对左拳一指!放开左拳时!硬币已

不见了!而右手除铅笔外!却没有其他东西"
观众正疑惑不解的时候!表演者再把左手握成拳形!右

手用铅笔对左拳一指!随即展开左拳!这时硬币又出现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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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验看!上面仍有观众所做的暗记!确是原来的硬币"
#表演准备$
硬币 %枚"铅笔 %支"
#表演方法$
表演者将右手硬币放进左手时!是一个虚假动作!实际

上是右手的硬币接触到左手时!迅速把硬币夹藏到右手心里!
同时左手配合动作握成空拳!假做握紧硬币 &图 ’()%*"然

后右手到背心左上口袋取铅笔时!顺势把硬币投入左袖管里

&图 ’()’*"取出铅笔!指向左拳!展开后!硬币自然就会没

有了 &图 ’()+*"在交代右手铅笔时!左手下垂!手指向后

弯曲!袖管内的硬币!就滑下落入左手掌里 &图 ’(),*"最

后左手握拳!再展开一看!这枚硬币又出现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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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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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硬币来去 ’二(

)表演现象*
白纸一小张+交代后+借观众硬币 ,枚+再从衣袋内取

出圆珠笔+请观众在硬币上作个记号+然后把笔放回衣袋里+
接着表演者把硬币放在白纸的中间+先把硬币的上端白纸向

下折+再把左边的白纸向右折+又把右边的白纸向左折+最

后把下端的白纸向上折-这样+把硬币包在白纸当中+仔细

看去+纸包外面还有一个硬币轮廓-再用纸包顶部敲桌子+听

到一种笃笃的声音+证明硬币确实在纸包里面-
表演者又从衣袋里取出圆珠笔+在纸包外面绕了几圈+随

./%.精巧魔术 ,,0招



即把纸包从当中撕开!抖散纸包!硬币不知去向"再交代两

手!也空空没有东西"然后用手在衣袋外面一拍!从衣袋里

取出硬币 #枚!交给观众验看!硬币上有做的记号!确是原

来的硬币"
$表演准备%
白纸 #张约 &厘米见方"圆珠笔 #支"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关键是折纸包时!最后由下向上折!方法与

常理相反"最初左手捏纸!右手把硬币放在纸的当中部分!左

手拇指在前按住硬币!四指在后托着白纸 ’图 (&)#*"第一

次用右手手指把纸的上端部分朝自己方向折下来 ’图 (&)
(*!第二次用左手手指把左边的纸向后折起来!第三次用右

图 (&)# 图 (&)(
手手指把右边的纸向后折起来 ’图 (&)+*"注意左右两边折

纸!都不要把折纸紧靠硬币的边缘!而是要让纸折与硬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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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之间留有空隙!最后一次用左手手指折下边!按常理是面

向自己!硬币就封在纸包里!但永远变不走了!现在是把下

面折边朝观众向上折!这样纸包的下边缘是开口的 "图 #$%
&’!包里硬币可以从开口滑出来(这时有手要紧捏硬币!免

得随时滑出!并在纸包外捏成硬币印子!以做假象(
接着!右手手指略松!硬币就从纸包下沿口滑到右手中

"图 #$%)’(左手拿着空纸包!右手到衣袋里取圆珠笔!趁势

把手中硬币留在衣袋里(最后撒开纸包!当然硬币就变去了(

图 #$%* 图 #$%& 图 #$%)

#+,手帕遁币 "一’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着一条手帕!向观众两面交代后!再把手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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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在左手掌上!右手从口袋里取出硬币 "枚#放在手帕的当

中#左手隔帕捏着硬币翻转过来#给观众看清#硬币确是包

在手帕里!然后右手又从口袋里取出小木棍 "根#对着手帕

包的硬币敲打几下#听到 $叭%叭&的声音#硬币确实还在

手帕里无疑!
表演者对着硬币轮廓吹口气#随即抖开手帕#包里的硬

币已不见了!
’表演准备(
手帕 "条#在一角上用手帕同色的布#缝一个小夹层#里

面暗藏一枚 )分硬币 *图 +,-".!另备 )分硬币 "枚!小木

棍 "根!

图 +,-"
’表演方法(
手帕平铺在左手掌上#把藏有硬币的夹层角朝里#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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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腕上!用右手拿硬币放在手帕的当中!这是一个虚假动作!
实际上左手配合!手指微微地翘起!右手把硬币藏在手心里!
用 中 指"无 名 指"小 指 盖 住!拇 指"食 指 捏 起 手 帕 夹 层 角

#图 $%&$’!放在手帕当中!左手随即隔帕捏着夹层角!迅速

翻转手帕(右手从口袋里取小木棍时!趁机把手中暗藏的硬

币丢下(当吹气之后!右手拿着手帕的一角!向下一抖!左

手松开!迅速捏着有夹层的帕角!然后交代手帕两面!暗藏

硬币的帕角有手背遮掩!观众就看不出秘密(

图 $%&$

$)*手帕遁币 #二’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一条手帕!向观众交代两面后!没有任何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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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把手帕平铺在桌面上"接着拿 #分硬币 $枚!交代后

即把硬币放在手帕的中心"然后再交代两手!把 %个帕角一

个一个地提起来覆在硬币的上面"再把手帕反转!给观众抚

摸!硬币确实已包在手帕里"这时表演者对手帕吹了一口气!
再把手帕抖开!而硬币已经没有了"再交代手帕的前后!也

没有硬币的踪迹"
&表演准备’
手帕 $条!#分硬币 $枚"
&表演方法’
在手帕的一个帕角上!预先粘一小块软肥皂"表演时!先

把粘有肥皂的帕角覆在硬币上 (图 #)*$+!然后再按次序把

其余的 ,个帐角覆在手帕中心!每次覆帕角时!暗中用力一

揿 (图 #)*#+!这样手帕中的硬币!就被肥皂粘在帕角上了"
最后左手把手帕反转给观众抚摸后!趁势用左手抓起粘有硬

币的帕角!顺势把硬币藏在手里!再把手帕向下一抖!然后

再交代手帕的两面!这时硬币便失踪不见了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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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杯口遁币

’表演现象(
大家围绕桌子坐下)桌上铺一张白纸)纸上左右两边各

倒扣一个透明玻璃杯)杯里空空没有东西)右边杯外放一枚

*分硬币+
表演者拿出两个纸套)分别罩在玻璃杯的外面)然后拿

起右边有纸套的玻璃杯,把硬币罩住 -图 !%#./+再用手指

从右边杯外)画一道线到左边玻璃杯外)随即把左边的杯子

连纸套一同拿开)右边的杯下硬币便跑到左边来了+接着揭

开右边杯子的纸套)透过玻璃杯)大家看清杯里的硬币已没

有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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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表演者再把左边有纸套的杯子%拿起盖在硬币上%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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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右边纸套盖住杯子!做一个魔术动作!等揭开左边纸套!这

时杯里硬币却没有了"表演者说#$硬币跑回右边杯里了"%说

完!把右边杯子连纸套拿开!果然有一枚硬币"
这样连续表演几次!硬币一会在左边杯下出现!一会又

在右边杯下出现!观众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表演准备’
透明小玻璃杯(只!在杯口上预先用浆糊粘一层白纸"另

备白纸 )张!有 (开报纸大小!铺在桌上"纸套 (个!用有

色纸在杯外围一圈!纸的下方齐桌面!上方比杯略高!高起

部分扭成绞形 *图 (+,-."/分硬币 (枚"

图 (+,-
表演前!左边玻璃杯下预先放一枚硬币!右边玻璃杯外

放一枚硬币"左右杯旁各放一个纸套"
&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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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拿起杯子时候!要注意先用纸套罩住杯子!并把杯

口与桌面平行!不能使它倾斜"这样!观众就看不到杯口上

的白纸"
硬币罩在杯口下面!要它变走!只需拿去纸套!大家透

过玻璃!看杯里就是空空的"因为杯口上的白纸遮住下面的

硬币!观众误以为杯口的白纸!就是桌上铺的白纸!所以就

想不出杯口上有白纸!而且下面还有硬币了"
如果要硬币变来!必须把杯子连同纸套一同移开!大家

就看见硬币了"硬币来去的两个动作!变幻过门不同!不能

错乱!否则就会露馅了"

#$%巧猜硬币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 ($枚硬币!向观众数清之后!再把硬币放进一

个盒子里"又拿出一张白纸!一支铅笔!请一位观众按照下

面次序去做)*随便写一个 #位数!数字各不相同+,再把

这 #位数颠倒变成另一个 #位数+-用大数减小数+.余数

的每位数字相加!直到是一位数为止+/根据最后的一位数

字!把盒里的硬币拿走+0盒子仍放在桌上"演算时都背着

表演者进行"
表演者等观众演算完毕!转过身来!只用眼睛察看盒子!

就能知道盒内有几枚硬币了"
&表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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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盒 !个"用其他东西代替也可以#硬币 !$枚"白纸

!张"铅笔 !支#
%表演方法&
这是一套数学魔术"只能表演一次"不能重复#因为观

众演算结果一定是 ’"所以盒内留下的硬币都是 !#
例如()*+, -,+* .*+,/,+*01’* 213’3*0

!4"!340’ 5盒内硬币 !$/’0!#

1!6硬币穿盘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瓷盘 !只"白色玻璃杯 !个"交代后"便用手

帕先擦拭杯的里外"再擦拭盘面7盘底"表示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把瓷盘正放在杯口上面#

又拿正方形彩色纸 !方"当众按井字形折叠一次"然后

铺平 8图 1!/!9"接着在纸的下方 !:1处"向上对折"又取

出硬币 !枚"交代后"放进折纸当中地方 8图 1!/,9#再在

折纸的上方 !:1处向下对折"继续在左边 !:1处向右折"又

在右边 !:1处向左折#这样把硬币放在纸包的中心"四围被

裹得结结实实"绝不能掉出来#再请观众从纸包外摸摸硬币"
硬币确实在纸包里面#

表演者随即从衣袋里取出打火机"把纸包燃烧"放到瓷

盘中间"纸包将要烧完时"忽见硬币已穿过盘底"并掉进杯

里"大家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 8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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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图 !"#!
%表演准备&
彩色纸 "方’每边 "(厘米)在纸背的下方中间’贴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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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纸!大小是全纸的 "#$!只贴左右两边!上下通口%当然!
小方纸的颜色和彩色纸必须同一种颜色 &图 ’"()*%

图 ’"()
白色玻璃杯 "个%瓷盘 "只!拿 "枚硬币预先用蜡粘在

盘底的凹槽里!另 "枚硬币放在衣袋里!打火机也放在衣袋

里%
+表演方法,
交代彩色纸时!要捏着纸的下方当中部分!这样可以遮

住贴上的小方纸%然后在彩色纸下方 "#’处!向上对折!贴

的小方纸就露在上面!由于小方纸与彩色纸的颜色相同!观

众一时看不出破绽来%
当把硬币投进折纸的中间时!实际上是投入小方纸里!但

要注意!不能使硬币从下口滑出来%等到从上向下折!从左

向右折!从右向左折!经过三折以后!使纸包略向下倾!这

时包里的硬币就会滑出来!右手便趁势把硬币藏入掌中!这

时左手拿着纸包!右手到衣袋里取打火机!顺势把硬币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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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袋里!
等纸包燃烧后"再放到瓷盘里"由于瓷盘受热"盘底凹

槽的蜡即被熔化"所粘上的硬币就离开盘底"立即掉进玻璃

杯里!
用多少蜡粘硬币"要事前多试几次"取得一个数据"表

演时就不会出差错了!

#$%巧变硬币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一个空铁罐"向观众交代右手是空空的"然

后用右手向空中一抓"忽然抓来一枚硬币 (图 #$)*+"随即

向上一抛"左手拿铁罐向前,后,左,右移动"准备去接从

空中落下来的硬币!转眼间"空中硬币便掉进罐里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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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右手从衣服外一擦!又抓来一枚硬币!向上一抛!左

手持罐向前"后"左"右移动!去接空中掉下的硬币#
这样又从助演者的头上"身上以及桌上!都能抓来一枚

硬币#最后拿一个瓷盘交给助演者捧着!把罐里接到的硬币!
倒进瓷盘里!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数数硬币共有 $枚#

%表演准备&
盛食物的铁皮罐 ’个#瓷盘 ’个#硬币 $枚#另用一枚

硬币!在边缘上钻一个眼!穿一个肉色丝线圈 (图 )*+*,#

图 )*+*
%表演方法&
硬币上的丝线圈!预先套在右手的拇指上!暗把硬币藏

在手背后!并将手指伸直 (图 )*+),#左手拿着空罐!拇指

捏着罐口!四指托着罐底!把 $枚硬币暗藏在罐底与四指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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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交代罐里是空空的$右手也没有东西%然后身体向右侧$

右手趁左手持罐遮挡观众的视线$这时$表演者就迅速地把

硬币从手背摔到手心 &图 !"#’(%接着把右手举起$并向空

中一抓$趁机把穿有肉色线圈的硬币捏到手中$这时观众就

以为硬币是空中变出来的%接着将抓来的硬币$虚做向空中

一抛$其实手指将硬币一松$硬币仍回到手心里%左手持罐

配合$虚做接空中落下的硬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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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右手一抓一抛!左手持罐去接!先后连续 "次#最

后右手趁取桌上的瓷盘时!把拇指上套着的硬币丢在桌上#左
手倾倒铁罐!顺势把手中托的 "枚硬币一松!全部落到瓷盘

里!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观众以为这是从罐里倒出的硬

币#

$$%硬币失踪

&表演现象’
表演者右手拿 (分硬币 )枚!交代后!把它放在右边裤

袋的外面 *图 $$+),!然后左手把裤布褶起一部分 *图 $$+
-,!将硬币盖住!并在裤布外面抚捋几下!渐渐地把褶皱捋

平!仔细一看!这时的硬币已没有了#再检查一下!硬币已

跑到右边裤袋的里面了#请观众从裤袋里取出硬币#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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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分硬币 $枚%其中一枚预先暗藏在表演者的右边裤袋

里&

图 ’’(’
!表演方法"
右手把硬币放在右边裤袋的外面%当左手提着袋外裤布

盖硬币时%右手趁机把硬币移藏在右手心里%左手把褶布盖

在右裤袋里的硬币上面 )图 ’’(’*%观众误以为是裤袋外的

硬币&因此%左手在褶布上抚摸%假做把硬币揉进到右裤袋

里&

’+,神奇钱袋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拿钱袋 -个%里外两面细细地交代一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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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也没有暗藏什么东西"请一位观众上台检查钱袋!证

明是一个普通的钱袋"然后请他把钱袋的袋口绷开!表演者

掏出硬币 #枚!一枚一枚地投进钱袋里"接着表演者问$%钱
袋里有几枚硬币&’观众当然回答是#枚硬币"但表演者却说$
%现在已变成()枚硬币了"’请观众把钱袋里的硬币拿出来数

一遍"观众把硬币从钱袋里拿出来!放在表演者拿着的木盘

上面!一个一个数清楚!但仍是 #枚硬币"
表演者把木盘里的 #枚硬币!再倒进钱袋!由观众收紧

袋口!表演者在钱袋外面做一个魔术动作"然后请观众把钱

袋打开!并把硬币倒在木盘上!再仔细一数!果真已变成 ()
枚硬币了"

表演者请观众再把钱袋的口绷开!随即把木盘上的()枚

硬币又倒进钱袋里!然后由观众捏紧钱袋!表演者又在钱袋

外面做一个魔术动作"观众再把钱袋里的硬币倒在木盘上!仔
细一数!却变成 (#枚硬币了"再检查钱袋!并没有任何可疑

的地方"
*表演准备+
普通钱袋(个!在袋口下面()厘米地方!用绳子穿一圈!

可以收紧袋口 ,图 -./(0"木盘 (个!底部有夹层!里面有

两 道木槽!分别向盘的 两 端 开 口!每 个 槽 里 各 装 #枚 硬 币

,图 -./10"另备 #枚硬币放在表演者的口袋里"
*表演方法+
第 (次把木盘里的 #枚硬币倒进钱袋时!把木盘一端的

底槽里 #枚硬币一齐滑出!进入钱袋!这样就变成 ()枚硬币

了"第 1次把木盘里 ()枚硬币!再倒进钱袋时!却把木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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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头!使盘底另一头的槽里暗藏 "枚硬币!一齐滑入钱袋#
所以!再倒出一数!就变成 $"枚硬币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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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飞遁

$表演现象%
桌上有 !块窄长小木板&把正反两面交代一下&其中一

块的正面中央处&有一个圆形凹槽’向观众借一枚 "分硬币&
把它放进凹槽里’然后用另两块木板&一个放在上面&另一

个放在下面&这样便把有凹槽的木板夹在中间了’表演者随

即交代两手&没有秘密’然后拿起重叠的木板向左右摇动&观

众可以听到硬币在凹槽里冲击的声音’再把上面一块木板揭

去&在中间一块木板凹槽里的硬币已经不见了’接着把 !块

木板一一交代&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表演者仿佛感觉颈子不舒服&连摇几次&用手一摸&原

来是一枚硬币&便把它还给观众’
$表演准备%
长形木板 !块&每块宽 (厘米&长 )*厘米&厚 )厘米’

其中一块的中央挖一个凹槽&直径 !厘米’凹槽在木板朝下

的一方&预先挖一个暗夹缝&长 +#"厘米&上宽下窄&下端

呈半圆形&直径 ,#"厘米 -图 !".)/’凹槽和夹缝漆黑色&
其他部分漆红色’

$表演方法%
把硬币放进凹槽里时&有夹缝的一端必须朝着观众&并

微微向上翘&这样就使硬币不致滑到夹缝里’等木板上下用

另 ,块木板夹起来&拿起 !块木板向左右摇动时&硬币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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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里冲击着!可以发出响声"然后把有夹缝的一端微微向

下!放到桌上!这时硬币就会向下滑进夹缝藏起来"等揭去

上面的木板!再看中间木板的凹槽里面的硬币!自然就会没

有了"

图 #$%&
演前在颈后衣领的中间部位!预先夹藏&枚$分硬币!等

把木板凹槽里的硬币变走之后!再用手一摸!就可以从颈后

变出 &枚 $分硬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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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币入桔

$表演现象%
表演者从口袋里拿出手帕 &条’向观众交代后’再把手

帕铺在左手掌上’然后向观众借 (分硬币 &枚’把它放在手

帕上’再用左手拇指)食指隔帕捏着硬币’接着把手帕翻转’
交给一位协助演出的观众’请他用右手照样隔帕捏紧硬币*

表演者从桌上拿一个空玻璃杯’交代杯身)杯底都是完

整的*然后取一杯清水’倒进空杯里’水也没有漏出来*再

把有水玻璃杯移到硬币的下方’并用手帕罩盖着杯身 +图 !"
,&-’仍请那位观众用左手隔帕捏着玻璃杯*

表演者问他’硬币在手帕里吗.他回答’是在手帕里*表

演者说’我喊一)二)三’请你右手松开手帕’使硬币落进

玻璃杯里*说完喊一)二)三’这时观众的右手一松’只听

到当啷一声’硬币已经落进杯里了*表演者从观众手中拎去

手帕’奇怪/杯里除清水外’却没有硬币了*观众感到惊奇’
表演者接过观众手中的杯子’仔细看了一下’忽然回头看见

桌上有几只桔子’如有所悟地点点头’放下手中玻璃杯’对

观众说’硬币一定跑进桔子里了’请你任选一只’剖开之后’
就可以找到它了*桔子选定后’表演者便拿水果刀和桔子交

给观众’他用刀把桔子剖开一看’果然桔子里出现一枚硬币’
然后将硬币还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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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准备&
手帕一条’水果刀 $把’桔子 (只)每只从侧面开一道

直口)各把一枚 *分硬币从直口塞进去)把桔子放在桌上)有

直口的一面朝里’玻璃杯 (只)其中 $只盛满清水’圆形玻

璃片 $块)大小和 *分硬币相同’
%表演方法&
演前把手帕和玻璃片放在右边衣袋里’表演时右手伸进

口袋里)用拇指+食指捏手帕)趁机把玻璃片暗藏在右手掌

中)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按着 ,图 !"#(-’等手帕交代后)
把它铺在左手掌上)顺势把玻璃片放在手帕的中间)这时左

手指要微微上翘)用以遮挡观众的视线)而看不到玻璃片’借

来硬币放在手帕上)实际是放在玻璃片的上面’左手指随即

隔帕捏着玻璃片)把手帕翻转)右手趁势把硬币移到右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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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同时身体向右侧"左手平举手帕"右手迅速地把硬币藏

进衣袋里!

图 #$%&
表演者拿水果刀和桔子给观众剖开时"借着从桌旁走向

观众面前的机会"暗把水果刀的刀尖戳进桔子直口里"再交

给观众"这样"会遮掩了桔子的直口是预先破开的!其余动

作按现象的说明去做"是容易理解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玻璃杯"要选择它的底"和 ’分硬币一样大"这样

可使玻璃片落下后"刚好沉到杯底"因为有水的关系"玻璃

片就被吸住了"不会掉下来!又因玻璃片是透明的"观众以

为是玻璃杯的底"决不会生疑!

#()三币聚会

*表演现象+
表演者坐在桌子一面后边"少数观众围着桌子的其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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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坐着!拿起白布一块"交代后"把它铺在桌上!左手拿三

张扑克牌"右手拿三枚硬币"把硬币排成一排!右手从左手

里拿一张扑克牌"盖在右边的硬币上面"再拿一张扑克牌盖

在中间硬币上面!最后左手把手中的扑克牌盖在左边硬币上

面!
表演者说#$你们都看见三张扑克牌下面都盖着一枚硬

币"现在请看表演吧!%说完用左手先揭开右边的扑克牌"右

手随即拿起牌下的硬币"放到桌底下敲两下"可以听到 $笃
笃%的声音"并对左边扑克牌吹一口气!左手把手中扑克牌

放回右边"然后揭开左边的扑克牌一看"果然出现两枚硬币

了!右手帮着左手把扑克牌轻轻地盖在两枚硬币上!
接着再用左手揭去中间的扑克牌"右手将牌下的硬币拿

起来"也到桌底下敲两下"又听到 $笃笃%的声音"右手随

即从桌下移出"对着左边扑克牌做一个虚掷的姿势"等把手

放开"硬币却不见了!左手揭开左边扑克牌一看"奇怪的是"
这三枚硬币全部聚会在一处了!

&表演准备’
白布 (块!扑克牌 )张!硬币 *枚!
&表演方法’
硬币共有*枚"其中一枚先藏在第三张扑克牌的下面"并

握在左手掌中"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图 ),-(.!当右手拿第

一张扑克牌盖右边的硬币"又拿第二张扑克牌盖中间的硬币

时"这两个动作都没有秘密!最后左手用第三张扑克牌盖左

边的硬币时"趁势将暗藏在扑克牌下面的硬币一同盖上"这

是个关键性的过门"但必须注意"硬币不能重叠在桌上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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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上面!免得发出响声"这样!左边扑克牌下面就有两枚硬

币 #图 $%&’("所以!等再揭开牌时!即出现两枚硬币!而

观众以为是右手在桌下敲的硬币变出来的"

图 $%&)

图 $%&’
右手握着暗藏右边的硬币从桌下移出!帮着左手拿牌盖

在左边两枚硬币上!这时趁机把手中暗藏的硬币!也同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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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扑克牌下面!这样"左边扑克牌下面已有三枚硬币了 #图

$%&$’"但在观众看来"还以为牌下只有两枚硬币!

图 $%&$
当左手揭开中间扑克牌时"右手便将牌下的硬币拿起来"

然后放到桌下敲两下"随即把这枚硬币夹在右腿弯的地方"然
后右手握拳"对左边扑克牌做一个 (送去)的姿势"再揭开

左边扑克牌"这时三枚硬币就聚会在一起了 #图 $%&*’!

图 $%&*
最后切切不要忘记"设法把右腿弯夹藏的硬币"移到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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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方后!再站起身来走动!否则就会当场出丑了"

#$%纸币三变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一只长方扁形的木匣!并把木匣竖直给观

众看清!里面空空没有东西"随即对观众说()这是一只宝匣!
能变幻多端!不信请看我表演"*右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
角纸币!交代后!把 +角纸币放进木匣左边的匣底里!用左

手托着木匣!而右手却把木匣右边的匣盖翻向左边!盖好木

匣"右手在匣外虚抓一把!向空中一送!又在空中虚抓一把!
向匣上一送!然后打开匣盖!这时里面的 +角纸币已经没有

了!却取出一张 ,元纸币来"再把 ,元纸币放进木匣里!随

即盖上匣盖!接着用手在匣外又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揭开匣

盖一看!,元纸币又不见了!却变来一张 -元纸币"
表演者把 -元纸币放进木匣里!盖上匣盖!做一个魔术

动作!再揭开木匣!-元纸币便没有了!却变来一张 ,.元纸

币"表演者说()纸币 +角放进匣里变成 ,元!,元又变成 -
元!-元再变成 ,.元!大家可以相信!这个木匣真是一只宝

匣了"*
&表演准备’
特制木匣 ,个!用木条钉两个木框!各长 ,$厘米!宽 ,.

厘米!高 -厘米!木条的厚度 ,厘米"另取两块薄型三合板!
一块做匣盖!一块做匣底!分别钉在两个木框上"再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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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框直式仰着并排一起!用小合页将两个木框连结起来"匣

内漆黑色!匣外漆浅色"另取 #块铁皮!尺寸以能放进木匣

里为准!铁皮的前后都漆成黑色 $图 %&’()"

图 %&’(
*角+(元+#元+(,元纸币各一张!把 (元和 #元两张

纸币!用浆糊背合背贴成一张纸币"
表演前把(,元纸币放在木匣左边的匣底上!用一块铁皮

盖住"拿 (元与 #元粘合起来的纸币!预先放在木匣右边的

匣盖上!将纸币 #元的一面朝上!纸币 (元的一面朝下!用

另一块铁皮盖住"
-表演方法.
左手交代木匣时!把木匣打开!用食指+中指在木匣下

端!按住右边的铁皮!用无名指+小指按住木匣左边的铁皮!
拇指压住木匣的背后!并把木匣提着垂直"先把木匣内侧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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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观众!给观众看清匣里是空空没有东西 "图 #$%&’!再用

左手腕一转!把木匣外面给观众看一遍(然后用左手托起木

匣!而右手即把 )角纸币放到木匣的左边底座上"图 #$%#’!
并把匣盖向左翻!盖在匣底上(这时右边的铁皮便会跟着倒

向左边!并压住 )角纸币!而把 *元与 &元粘贴成一张纸币!
*元的一面翻到铁皮上面(当打开木匣时!就把 *元的一面纸

币朝观众亮出(然后左手把木匣微微倾斜向里!右手趁势把

*元的一面纸币!迅速反转过来!使 &元的一面朝上!放进木

匣的左边底座上(等盖上匣盖后!再开匣盖!就变出 &元纸

币了(

图 #$%& 图 #$%#
在右手拿着 &元纸币给观众看的时候!左手趁机暗把木

匣的上下两头掉转 *$+度!使木匣的左边改为右边!右边改

为左边(行动要自然!观众正在注意右手中纸币由 *元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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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就不再注意左手的木匣掉转"大可放心去完成这一关键

性的动作#接着把 !元纸币放进现在木匣的左边"随即把现

在的右边的匣盖"向左翻起"并盖在左边匣上#这时"$%元

纸币随着压在$%元上面的铁皮翻落左边来#当你再揭开上面

的匣盖"这 $%元纸币就立刻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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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帕类

"#$手帕直立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握着手帕一只角’右手捏着手帕相对的一只

角’把手帕提直’右手一松’手帕就落到左手掌上(右手再

提直手帕’把手一松’手帕仍然落到左手掌上(表演者尔后

用右手在手帕上做了一个魔术动作’再慢慢地把手帕竖直’并
轻轻地松开右手’奇怪的是’这条手帕居然就直立在左手的

上面(表演者随即在手帕上吹了一口气’手帕又落到左手掌

上了(
%表演准备&
手帕 )条’)米长的小卷尺 )个’把手帕一角用线系在卷

尺钢片的顶端上面 *图 "#+),(



图 !"#$
%表演方法&
左手握着手帕的一角’卷尺藏在手心里’右手捏着系有

钢尺的顶端的帕角向上提’这时左手稍松’钢尺被抽出’等

手帕拉直’右手离开手帕’钢尺又缩进卷尺里’手帕也随着

落到左手掌上(如果让手帕竖直不落下来’只要用左手的虎

口顶紧钢尺就可以了(每次右手拉手帕竖直时’必须注意把

卷尺遮挡在手帕角的后面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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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帕复原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大手帕 &条’向观众交代后’随即把它对折叠

成三角形’然后用左右手各捏着相对的两只角’并把手帕绕

成条形 (图 !")&*+接着再把手帕对折后握在左手中’右手

拿剪刀在手帕对折处剪断’然后双手各拿半截手帕’给观众

察看后’又把两个半截手帕仍然合拢’交给左手捏住’右手

把手帕下垂的部分团挤一块’放进左拳中+右手在手帕上做

一些魔术动作’随即再从手帕里拉出两只角’并用左右手捏

住向外一拉’这时剪断的手帕又变成原样了+
$表演准备%
大手帕 &条’每次表演要剪断 &条手帕’因此可以选用

廉价物品代替+剪刀 &把+
$表演方法%
手帕绕成条形对折后’把上面两只角向左右分开 (图 !"

),*’用剪刀在手帕两角尖处’成直线剪断+最后两手把剪

断后的四只角分左右一拉(图 !")-*’手帕就变成复原样子+
其实手帕并未复原’只是把两条三角形断帕合并起来’又有

皱褶加以掩护’使观众误以为剪断的手帕真的复原了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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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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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烧帕无恙

&表演现象’
表演者右手从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展开交代前后两面(

再把手帕平铺在左手掌上)右手从桌上取一枚 *分硬币(放

在左手平铺的手帕当中 +图 !$#$,)接着右手按着硬币(左

手将手帕翻转(把硬币包在手帕里(并用左手拇指-食指捏

住它)
表演者从桌上拿起一根棉花签(伸进酒精瓶里蘸一些酒

精(涂在包硬币的手帕上(再用打火机把手帕点燃)一会儿(
手帕烧焦(露出硬币)表演者从手帕里取出硬币(又用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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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帕烧焦的部分剪去!这时手帕一定是一条有洞的手帕了"

图 #$%$
表演者对手帕做了一个魔术动作!然后把手帕搓成团!再

展开一看!仍是完好无损的一条手帕"
&表演准备’
手帕一条"另用一块同色布 (厘米见方!包一枚 )分硬

币!并用细线扎起来 *图 #$%+,"酒精 $小瓶"棉花签 $根"
打火机 $个"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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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表演者交代手帕#两手拇指和食指分别捏住手帕的左上

角和右上角#其余三指向内屈#左手心里暗藏有硬币的小布

包$手帕的正反两面交代后#把它平铺在左手掌上#左手趁

机在手帕遮掩下#把手心中包有硬币的小布包移到拇指和食

指之间$接着右手取 %分硬币 &枚#放在手帕的当中$右手

拇指’食指按在硬币上面#左手把手帕翻转#露出包有硬币

的 小布包$右手拇指和 食 指 随 即 放 松#使 硬 币 滑 到 右 手 心

(图 )&*+,$右手从手帕退出来#伸向桌上拿棉花签#趁势把

手心中夹藏的硬币丢到桌上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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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烧焦手帕心以后把硬币取出$这时小布包扎的部分仍捏

在左手里$等用剪刀把包硬币的焦布剪掉时$才把小布包完

全剪去%然后展开手帕$就是一条完整无损的手帕了%

!&’空瓶来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里拿空玻璃瓶 "只$向观众交代清楚$里面是

空空的$没有东西$接着又拿布口袋 "条$请一位观众协助

验看$并把布袋翻转$里面确实没有东西%然后请观众用双

手把袋口绷开$表演者即把空玻璃瓶放进布袋里%观众监视

着表演者的动作$并没有夹带什么%这时表演者就把袋口收

紧$再交给观众拿住%
表演者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条红手帕$交代后$用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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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帕放在左手掌里!左手随即握成拳状"右手从上衣口袋

里取出一根小棍!对左手一指!说声 #去$%立刻伸开左拳!
这时手帕已不见了"再交代右手!也没有手帕踪迹"

接着把观众手中拿的布袋解开!取出玻璃瓶一看!变去

的红手帕却在瓶中出现了"
&表演准备’
大口玻璃瓶 (个!瓶塞是软木的!在瓶塞中部挖一圆洞!

上下通口"红绸手帕 (条!折小放进洞里!上下口用牛皮纸

封好"另外!再准备同样红绸手帕 (条和小棍 (根!预先放

在表演者的上衣口袋里"布口袋 (条!它的大小可容纳一个

玻璃瓶"
&表演方法’
当表演者将玻璃瓶放进市口袋时!就趁势用手指戳进木

塞洞里!把手帕从下口封中顶出!落到玻璃瓶里 )图 *+,(-"
右手把手帕放在左手掌里!那是一个虚假动作!左手却

是空拳!而右手把手帕暗藏在掌心里 )图 *+,+-"当右手伸

进上衣口袋取出木棍的机会!趁势就把手帕留在衣袋里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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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杯来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将一只白色塑料杯向观众交代后&即用水壶倒进

一杯水&表示杯子是真的&有底不漏’然后再把杯里的水倒

回壶里&这时表演者喊一(二(三&随即把杯子向上一举&只

见杯里&突然变来彩色绸帕几条’
$表演准备%
小水壶 )把’白色塑料杯 )只&用铁条烧红&刺在杯外

壁近底边处&预先烫一个眼&再用黑线从眼中穿过’将黑线

从杯口出来的一头&扎几条折叠好的彩色绸帕&并把扎好的

绸帕&预先放在桌后搁物板上’从杯眼出来的黑线&事前钉

牢在桌边上 *图 !"+),’黑线的长短&要在表演前试用&以

合适为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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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左手拿着杯子#并用拇指按住杯上的洞眼#然后把水倒

进杯里#水就不会流出杯外$等把水倒回水壶后#随即将杯

子向上一举#这时#藏在搁物板上的绸帕#就会被黑线拉进

杯子里$这样#杯子内就会突然变来几条手帕#右手即把杯

里手帕从扎线里抽出来#再一条一条地交代一遍$

%%&帕棒易位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两个扁纸袋#把它撑开成筒形给观众看清#里

面空空没有东西$再交给左右助演者各拿一个纸筒$
另外#又拿红手帕一条#向观众交代后#把它对折两次#

叠成方块#随即放到左边助演者所拿纸筒的上口$然后拿魔

棒在桌上敲打几次#发出声音#再用魔棒顶着左边纸筒口的

手帕向下塞下去#逐渐把手帕塞进纸筒#然后把魔棒取出#放

回桌上$随即把纸筒上口扭折封闭$
再取魔棒在桌上敲打几次#然后把魔棒放进右边助演者

所拿纸筒里#接着把纸筒上口也扭折封闭$
表演者对着左右两个纸筒做一个对换变化的手势#随即

把左边纸筒对桌上敲打几次发出声音#示意魔棒变到筒里了$
再把纸筒从当中折断#果然是一根魔棒$接着又把右边纸筒

也从当中折断#却变出一条红手帕$
!表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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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袋两个!绸质红手帕两条!特制魔棒三根"从外表看

是相同的"但实质上各有特点"它们的作用各不相同!一根

是铁皮空心魔棒"一端封口"另一端敞口"做成一个套壳"内

放一根木质魔棒"在套壳中段开一个椭圆形洞眼"大小能容

拇指侧面按到套壳内藏的木魔棒 #图 $$%&’!另一根魔棒是

用厚纸卷成"内藏红手帕 &条 #图 $$%(’!这 )根魔棒的中

段漆黑色"两端装饰要一致!

图 $$%& 图 $$%(
*表演方法+
纸质魔棒放在桌上"隐蔽在其他道具的后面"不给观众

看见!用铁皮魔棒敞口的一端朝下"顶着纸筒口上铺的手帕"
向筒里塞"等手帕塞进筒口后"即把拇指松开"这时里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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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木质魔棒就因自身的重量向下滑!同时薄而轻的绸手帕

也就被推到纸筒的底部"图##$%&’把铁皮魔棒放回桌上!敞

口的一端要朝里!然后把左边纸筒的上口扭紧’再拿魔棒时!
必须侧身站立!这样把铁皮魔棒和隐藏在道具后面的纸质魔

棒对换’
在折断左边纸筒之后!这时左手要握着筒底!并连同筒

底的手帕捏紧!然后用右手把木质魔棒取出来’
当折断右边纸筒之后!随即取出手帕’等表演者向观众

交代魔棒和手帕时!左右助演者即可以拿着折断的纸筒退下’
这套帕棒易位的魔术也就此而结束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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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帕打结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着一张白纸&交代前后两面&放到桌上’又从

衣袋里取出四条小手帕&两条是红色的&两条是白色的’一

条一条地搭在肩上’然后交代两手&再从桌上拿起白纸&卷

成圆筒形’左手捏着纸筒&右手从肩上取下手帕&先把一条

白手帕塞进纸筒的下口&又拿一条白手帕塞进&接着把两条

红手帕也一条一条地塞进纸筒的下口’
表演者用魔棒在纸筒的四围画了几圈&放下魔棒&从纸

筒上口把四条手帕抽出来’奇怪&抽出的手帕已一条一条地

互相打结连成一串&同时红帕与白帕间隔起来了’再展开纸

筒&里面什么也没有’
$表演准备%
绸质小手帕共有 (条&红色 !条&白色 !条’其中红色

两条&白色两条&放在表演者的衣袋里’余下的 !条&红白

相间打结连成一串’稍厚的白纸一小张&约 )*厘米见方’铁

皮小圆筒一个&长 (厘米&直径 +厘米’布条一块&长 ,厘

米&宽 -#"厘米&折成 .形&两端粘在铁筒内壁 /图 !"0
-1’再把 !条红白相间的串帕像手风琴的风腔那样折叠起来

/图 !"0)1&藏在铁筒的布条暗腔里&铁筒放在桌上的隐蔽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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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表演方法’
白纸交代后放到桌上(盖在隐蔽的白铁筒上面)以后再

拿走白纸时(连同白铁筒拿走(四指在前(拇指在后(夹住

白铁筒(有手帕的一端朝下(把白纸卷起竖直(左手稍微捏

紧一些(以免白铁筒从纸卷中滑下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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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手帕"逐一从纸卷下口塞进"实际是塞进白铁筒"塞

完以后"暗腔里的 !条串帕被顶出白铁筒"你可以从纸卷上

口抽出串帕"并趁观众注视惊奇变化时"左手稍微一松"把

纸卷里白铁筒丢进桌后的受物袋#随即把纸卷展开"就没有

破绽可寻了#

!$%空中结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的左手掌上排列着红(黄(蓝(白(黑 )条手帕"

用右手将每条手帕的上端理顺给观众看清 *图 !$+,-"又把

每条手帕的下端也理顺给观众看清"表示 )条各不相连#*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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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接着用双手把手帕揉搓成一团!随即吹一口气!并
向空中一抛!当帕团落下时!双手接住帕团!迅速散开后!再

用右手捏着红帕的一角!并把帕团提起来!这时!"条手帕已

经一条一条地互相打成结并连成一串了#
$表演准备%

图 &’()
绸质五色手帕各一条!按照红*黄*蓝*白*黑的颜色

次序!预先打好结子连成一串#打结的方法是!红帕的右角

和黄帕的左角互相打结+黄帕的右角和蓝帕的左角互相打结+
蓝帕的右角和白帕的左角互相打结+白帕的右角和黑帕的左

角互相打结#
$表演方法%
表演时!把红*黄*蓝*白*黑 "条手帕排列在左手掌

上!把帕上打结的地方都朝手心!当展开理顺手帕的上端!和

下端给观众看清时!因结子已隐在左手心里!使观众无法看

见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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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手帕揉成一团!做一个魔术动作!再向空中一抛!
等双手接住帕团后!右手迅速找出红帕!再捏住它的一角!并

向上一提!这 "条色帕就结连成一串了#

$%&自动结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两手各拿一条手帕!一红)一白!交代后便放到

桌上#再拿纸筒一个!筒上画有花纹!揭开筒盖!里面漆黑!
看不见有什么东西#然后从桌上拿起两条手帕!先把红帕放

进筒里!接着再把白帕也放进筒里!尔后盖上筒盖!随即转

身把纸筒放到桌上#用魔棒对纸筒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揭开

盖子!这时从筒口里取出白色手帕!接着红色手帕也跟着提

出来!原来两帕之间已自动地打好一个结#再交代筒里!大

家看见仍是漆黑空空的没有其他东西#
’表演准备(
纸圆筒一个!长 *"厘米!口径 "厘米!两端有盖!正背

两面都画同样的花纹!使它分不清上下两端!以便于在表演

时!把纸筒颠倒过来!使观众减少怀疑#圆筒内部的中段!横

着一块圆形隔片!把圆筒隔成上下两部分#筒内全部漆黑色!
使观众看不清筒里的真实情况!只感觉黑不见底!空无一物#
手帕 $条!+红)+白!大小相同#拿其中一条红帕的角与一

条白帕的角互相打一个结#然后放在筒的下半部里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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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纸筒空的一头朝上’当众把红(白两条手帕’一

一投进纸筒里’再把筒盖盖上’随即转身把纸筒放在桌上’趁

机把纸筒掉转上下头)因身体挡住观众的视线’观众就看不

见把纸筒转头的动作)最后揭开筒盖’就变出红(白结好的

两条手帕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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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解帕结 $一%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大手帕一条(向观众正反两面交代后(用左右

手拿着手帕的相对的两角(绞成条形 $图 !")*%+表演者对

观众说,-我现在表演一套手帕魔术(请一位观众协助+.于

是便有一位观众登台(表演者即请他把手帕的两角扣一个死

结(等这位观众扣好结后(表演者又请另一位观众在死结上

再加一个死结(越紧越好 $图 !")/%+

图 !")*

0"**0 精巧魔术 **1招



图 !"#$
表演者说%&我可用极短时间把这两个死结解开’(接着

就把手帕拿到身后(转瞬间(表演者就把手帕移到胸前(用

两手一抖(手帕的两角分开(这时死结果真都没有了)
*表演准备+
大手帕一条)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也很容易表演(一条手帕有 !个角(相对的两

角扣了死结(另外还有相对的两角却没有扣结垂在手帕的下

方)这一点(观众是没有注意的)当你把有结的手帕移到背

后(两手就分别捏住垂在手帕下方没有扣结的两角(迅速向

左右拉开(尔后向上一提(这两个角就代替了扣结的两角了)
同时(已扣结的两角变成下垂而落到手帕中段的帕兜里)接

着把手帕从背后再移到胸前(观众看到的手帕上的死结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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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 !图 "#$%&’

图 "#$%
为了演出效果更好(手帕采用绸质(颜色要用深色(这

样死结的体积比较小(把它藏在帕兜里(观众更难发现’

")*速解帕结 !二&

+表演现象,
四条颜色不同的绸手帕(逐一交代清楚’先把四条手帕

各绞成条形(然后拿第一条手帕的下角和第二条手帕的上角

扣一个死结(再拿第二条手帕的下角和第三条手帕的上角扣

一个死结(又把第三条手帕的下角和第四条手帕的上角扣一

个死结’两帕打结时(表演者都用力拉的很紧(观众也看得

很清楚’这样(四条手帕已结成一串手帕’
表演者提着帕串抖了几次(并把帕串揉成一团(用魔术

棒在帕团上做一个魔术动作’接着把帕团松开(双手分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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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手帕和第二条手帕打结的左右方!吹一口气!帕结便

迅速解开"双手再分捏着第二#第三条帕结的左右方!吹一

口气!帕结也迅速地解开了!随即又分捏着第三#第四条帕

结的左右方!吹一口气!帕结又解开了$观众觉得帕结扣得

很紧!为什么吹口气就能很快地解开%这是一个谜&
’表演准备(
四条颜色不同的绸质手帕$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关键全在打结的手法上!先把第二条手帕下

角 )!交叉在第一条手帕下角 *的上面!用 )角在交叉处向

下朝里!在 *角上绕一圈 +图 ,-./0$然后把 *角交叉在 )
角的下面!再拿*角在交叉处向上朝里!在)角上绕一圈!打

一个结 +图 ,-.10$最后右手握 *角!左手握 *角的下方 2
处!两手把手帕拉直!假做把帕结拉紧!这样!死结就改成

活结$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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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和第三条!第三条和第四条的帕角相互打结!也

是用上述方法去做"
解 开帕结时!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 #角 上 的 帕

结!左手拿 $处!双手配合!向左右一拉!帕结就会解开了"
至于对帕结吹气!只是一种惑人的动作罢了"

图 %&’(

)*+帕结自解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一条手帕的相对两个角!叠在一起!然后打成

一个结!让观众看清!并用力拉!也不会散开!接着对帕结

吹了一口气!同时!两手捏着帕结的下端左右两边!只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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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地一拉!这时帕结就自动散开了"
#表演准备$
手帕一条"
#表演方法$
这套解结魔术!关键在于打结的窍门"动作可分三步!等

练熟后!便可一气呵成"
%&’将右帕角交叉迭在左帕角上!左手拇指压着两帕角

交叉的中间!并用食指(中指夹住右帕角!右手拇指(食指

捏住左帕角!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着右帕角 %图 )*+&’"

图 )*+&
%,’用左手食指在夹住右帕角的地方!把右帕后边一段

从下向上勾起!成一拱形"同时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退

出!再用大拇指(食指配合捏住左帕角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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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将左手食指退出拱形(右手捏左帕角(左手捏右帕

角(夹住拱形向前并拢 %图 !"#&’(随即将左帕角在上)右

帕角在下交叉相叠(接着右帕角绕过左帕角(再由里向外提

起(然后拉紧(帕结就打成了 %图 !"#*’+表面看上去是个

死结(其实它却是个活结+最后捏住帕结下端的左右两边(只

要向外轻轻一拉 %图 !"#!’(这个帕结就会自动散开了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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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巧变手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先交代两手)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把两袖卷起)右

手向空中一抓)突然变来一条红绸手帕)再把红帕交给左手)
用右手合在左手上)把手帕揉搓成一团)握在左拳里)右手

在左拳上做一个魔术动作)再展开左拳)交代手前手后)手

帕已不见了*左手从颈后一摸)却摸出变走的红帕)然后交

给右手捏着*
左手拿起一个空罐)交代里面)确是空空没有东西)右

手便把红帕投进空罐里*交代右手)没有东西)再从罐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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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帕拿出来!放进衣袋里!并用右手在衣袋外面一抓!再向

罐里一送"接着再交代右手!仍是空空的!随即从罐里取出

变来的一条红帕"
#表演准备$
两条同样红绸手帕!一条放在颈后衣领里!帕角与衣领

齐!便于摸出"一条折成小方块!用黑细线扎一单圈放在左

手袖口卷边地方 %图 &’(’)"空罐一个"

图 &’(’
#表演方法$
交代两手后!先卷右手袖口!再卷左手袖口!顺势把藏

在袖口卷边里的手帕移到右手!然后两手一搓!把帕上的黑

线揉掉!握在右手心里!再向空中一抓!就变来一条手帕"
接着把手帕揉搓成团形!握在右手里!虚做一个手势!将

手帕送到左手!同时左手立刻虚握空拳 %图 &’(*)!等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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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手帕当然就会不见了"然后从颈后摸出预先藏在衣领

里的红帕!交给右手"这时右手中有两条红帕!接着把两条

手帕一同放进空罐里!因此从罐里拿出一条手帕!放进衣袋

后!又能从空罐里变出一条手帕来"

图 #$%&

#&’手帕变色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两个火柴盒!都拉开屉子!把里面火柴全部

拿出来放在桌上"再拿红*绿绸手帕两条!把红手帕放进右

边火柴盒里!将屉子推上"再把绿手帕放进左边火柴盒里!也

将屉子推上"接着!表演者用左手拿起左边火柴盒!用右手

拿起右边火柴盒!双手左右伸直摇动了几下!再把火柴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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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只见左边火柴盒里的绿手帕已变成了红手帕!而右边火

柴盒里的红手帕却变成了绿手帕"
#表演准备$
将两只火柴盒屉的底撕下!把它贴成斜角形!使 %只屉

子都隔成上下两面&图 ’%()*"表演前!屉子上面放火柴!下

面放绸手帕 &图 ’%(%*!一个火柴屉下面放红手帕!另一个

火柴屉下面放绿手帕"两个火柴盒的正反两面图案要相同!否
则会给观众看出破绽"另备红+绿手帕各一条"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先把屉子上面的火柴拿掉!改放手帕!手帕的

颜色和屉子下面的暗藏手帕颜色要相反!这时两手伸直摇动

火柴盒时!趁势将火柴盒反转过来!由于火柴盒正反两面的

图案相同!观众就看不出火柴盒已经翻了身!只看到红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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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绿手帕!而绿手帕又变成红手帕了!因此就不会发生任

何怀疑了"
若要手帕颜色变还原!再把变出的手帕装进原盒!照上

述方法把火柴盒反转一下就行了"不过这样还原的变化!容

易使观众能猜到火柴盒里藏有手帕!因此!最好不必再使手

帕颜色变还原"

#$%火柴变帕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里拿着一盒火柴!把它正反两面向观众交代!都

没有秘密"然后抽出屉子一段!只见里面的火柴是满满的"随

即从屉里拿出一根火柴擦燃!证明它确是真的火柴"接着再

把屉子重新关上!并用左手举起!在空中摇动几下"随即打

开屉子!里面火柴已经没有了"却变来一条绿色手帕!抽出

绿手帕之后!接着又抽出一条红手帕"最后表演者将火柴屉

完全推出盒外!让观众彻底看清盒(屉确是一个普通火柴盒!
它并没有夹层或其他秘密"

&表演准备’
屉里的火柴是事先经过改装的"先剪硬卡纸 )张!它的

宽度与火柴屉一样宽!而长度却只有火柴屉的一半"然后再

把十几根火柴剪去一半!并把它在硬卡纸上很整齐地贴成一

排!再把这个有火柴硬卡纸贴在红绸手帕的一角上 *图 #$+
),"然后再把红绸手帕折小!并放进火柴屉的前半边!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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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硬卡纸露在上面!这样就遮住了下面的手帕"另准备绿

绸手帕一条!也把它折小!并放进火柴屉的后半边!把火柴

屉既塞得满满!而又是松紧合宜"另外!在短火柴的旁边!预

先放一根长火柴!以备表演时!把它取出擦燃 #图 $%&’("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先把屉里有火柴的一边拉开三分之一!这样给

观众一看!便认为是满满的一盒火柴了"然后抽出半段火柴

旁边一根长火柴!把它当众擦燃!表示是真的"接着关上屉

子!当左手举起摇动的时候!趁势把火柴盒掉一个头"
左手用拇指,食指竖直火柴盒!捏着两侧边!右手做一

个魔术动作!再抽出屉子!这时屉里的火柴便没有了!却变

来绿手帕"随即用右手食指,拇指捏住帕角!缓缓地把绿手

帕抽出来 #图 $%&%(!顺势向手背一丢!将它搭在右掌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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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图 "#$#
接着再去抽屉里的红绸手帕%当红帕将抽尽时%故意松

手%任它搁在火柴盒上%随即用手一指%示意又变出一条红

手帕 &图 "#$’(!这时%帕角上的火柴板因吊在盒内%这样

红帕就不会落下!然后右手虎口再从帕下慢慢地向上%将红

手帕全部带出%帕角的火柴板也跟着藏到手心里&图 "#$"(%
由于火柴板挂在虎口内侧%手背又遮住了观众的视线%表演

者可以大胆放心地去完成这个关键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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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最后把火柴盒打开%可以向观众交代%因为火柴盒是真

的%观众当然什么秘密都不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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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绳索类

"#$双绳脱环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着两根并在一起的绳子’向观众交代后’又拿

(个小铜环’把它穿到两根绳的中间)先把双绳的两头并拢’
打一个单结’尔后又从两头双绳中各取出一股绳’再打一个

单结)这样’把铜环扣牢在双绳的当中’不会脱落下来)双

绳的两头由助演者二人各捏着一头)接着表演者双手各拿一

个瓷碗’交代清楚里面是空空的)然后两碗对准绳上穿铜环

的地方’上下合扣一处 *图 "#+,-)表演者说./铜环快快从

绳上解下来)0只听到碗里叮叮当当一阵响声)
表演者把两碗分开’铜环都从绳上掉落到下面一只空碗

里)然后把下面碗里的铜环倒进上面空碗里’观众看清共有

(个铜环’再检查铜环都是完整而无缺口)再检查两根绳子’



也没有折断的痕迹!是两根完整的绳子"

图 #$%&
’表演准备(
小铜环 )个"瓷碗两个"白棉绳两根!各长 &**厘米!并

成一起!在双绳的当中!用细白线扣一个单结+图 #$%,-!线

的两端并拢捻紧!搭在绳子上"再把单绳的两端理在一处!形

成两股双绳 +图 #$%.-!只是中间靠一根细线把它们拴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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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交代双绳时’用左手捏住双绳的一端’双绳垂直

悬在空中’右手轻轻地晃动着将双绳理顺’在理到双绳当中

拴有细线的地方’迅速用右手捏住秘密所在的地方’再用左

手继续理下去 (图 !"#")*这些动作要自然大方’不给观众

看出秘密*

图 !"#"
当铜环穿到双绳当中后’先拿双绳两端扣一个单结’再

抽出两端双绳的一根’打一个单结’是为了把折转的绳子回

复原状*

+!$,+精巧魔术 ,,-招



当表演者用两个空碗扣住绳上铜环时!两位助演者暗中

把手中绳子拉紧!双绳上的细线即被绷断!这时 "枚铜环就

会落到碗里!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铜环$绳子和瓷碗都没有秘密!可以任观众检查#至于

拴绳子的细线!观众以为是绳上附的纱头!不会引起怀疑#

%%&巧脱绳扣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两根绳子!交代后!搭在魔棍上)图 %%*+,!请

两位观众上台协助演出!把棍上绳子 -$.两端并齐!/$0
两端并齐!打一个结#这时!魔棍竖直被绳子拴住了 )图 %%
*1,#请观众各捏着两股绳子向左右拉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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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者在$%&绳上套一枚塑料圆环’又在(%)绳上套

一枚塑料圆环 *图 !!"+,’然后用右绳的&端和左绳的)端

搭在一起’打一个结 *图 !!"-,.再把结拉紧’形成 &端和

(端在左’)端和$端在右’两个圆环已经被绳子扣死了.表

演者拿一条手帕把魔棍和圆环盖住’双手随即伸进手帕里’转
瞬之间’把右手从手帕里移出来’请上台观众用力拉绳’右

手随即揭去手帕’左手却拿着魔棍’而魔棍上面已套着两个

塑料圆环.再看上台助演观众手中的绳子’仍是完好无损.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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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准备%
魔棍一根&塑料圆环两个’大手帕一条&绳子两根’各

长 !(厘米&
$表演方法%
表演者双手伸进手帕里’先用双手把两个圆环并齐’由

左手捏住&再用右手把魔棍从绳中拔出来’并且穿进两个圆

环里’用左手拿着&右手迅速从手帕里移出后’即请上台观

众把绳子拉直&等右手揭去手帕时’绳上的圆环就脱离绳子

却穿在魔棍上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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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代手帕!圆环!魔棍!绳子"都没有秘密#
这套魔术不需练习"只要按照方法去做"就能得到预期

的效果#

$%&吹开绳结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一根绳子"搭在左手上"用右手挽起朝里的绳

子"靠近左手形成两个绳环#然后把绳环互穿"扣一个死结"
左右手各捏着绳子的一端"绳结就在绳子的当中)图 $%*+,#
表演者对着绳结吹一口气"绳结就会自动散开不见了 )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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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准备&
棉绳一根’长 !(厘米)
%表演方法&
绳子搭在左手上 *图 !"#+,’右手挽起朝里的绳子’和

左手并排’把绳子形成 -./两个绳环 *图 !"#0,)然后右

手食指和中指夹住-环’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环 *图 !"#
!,’再向左右拉紧’扣成一个蝴蝶结 *图 !"#",)又把两个

绳头各从左右绳环中穿出 *图 !"#1,’左右手再捏着绳子向

左右拉’逐渐把绳结收小’并举着给观众看)最后吹一口气’
两手配合向外拉’而绳结自然就会散开不见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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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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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上面说两手食指%中指夹住绳环&可以改用拇指%食指&

只要扣结速度快&等吹开后&观众就越感到神奇’

!$(捆身脱绑

)表演现象*
桌上放有许多带子&表演者向观众交代&共有三束带子&

每束两根&一一拿起用力拉扯&非常坚固&还有单独一根长

绳&也拿起一段一段地进行拉扯&也是非常坚固&交代完之

后&都放回桌上’
助演者站在台中&表演者拿起一束带子&从助演者的身

后绕到胸前&连两臂都绑扎起来&再拿第二束带子&也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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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的身后绕过腰部!连同两手都绑扎得很结实!又拿第三

束带子从助演者的身后两个绑带之间绕到身前绑扎起来"这

时助演者被绑扎得结结实实!两只手臂活动不得"
表演者又拿起一根长绳!在助演者的胸前穿过三束带子!

绳子的两端另由两位助演者分别捏紧"
表演者拿一支魔术枪站立台口!对着被绑的助演者放了

一枪"奇怪#那绑在助演者身上的三束带子!随着枪声都自

动纷纷解绑!而且三束带子还套在两位助演者所捏着的长绳

上 $图 %&’()"再检查带子和绳子!都没有折断的痕迹"

图 %&’(
*表演准备+
彩色绸带 ,条!每条长 (-.厘米!每两条带子并成一束!

在 每束带子的中段预先用一根细黑 线 扎 一 圈!打 一 个 死 结

$图 %&’/)"长绳一根!长 (..厘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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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当用每束带子绑助演者的时候#表演者要站立在助演者

的身前#背对着观众$右手拿着一束带子伸到助演者的背后

时#这时左手要同时配合#随即在两条带子中段的黑线打结

处#把每条带子的两端拨成同一个方向 %图 &’()*$然后再

将每束带子的两端绕到助演者的身前绑扎起来#这是第一步

关键性的动作$另两束带子#也要照这样去做$

图 &’()
接着用长绳穿过三束带子#方法是这样的+把长绳的一

端从右而左先穿第一束两条带子的中间#再把长绳从左而右

穿过第二束两条带子的中间#最后又把长绳从右而左穿过第

三束两条带子的中间%图 &’(,*#这是第二步关键性的动作$
如果两步关键性的动作中#有一个小环节没有做到#那

么#结果不是带子不能脱绑#就是带子会落到地上#而不会

套在长绳上了$
当中间被绑助演者听到枪声之后#随即把左右两臂微用

力往外撑#同时将身体往后退一步#这时 )束带子上所绕的

细黑线即被绷断#而使三束带子从助演者的身上脱下来$
同时左右两边助演者立刻把长绳拉紧#这样一来#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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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带子就会套在长绳上面!这在观众看来"自会感到魔术的

奥妙!

图 #$%&

#’(缚腕脱绳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手帕一条"交代后请观众用手帕扎住表演者的

双腕"助演者再拿长绳一根"请观众检查后"由观众把长绳

从被绑的双腕中穿过"并捏紧长绳的两端 +图 #’%,-!表演

者说./我喊一0二0三"长绳自会脱离手腕"请观众协助表

演"把绳拉紧"愈紧愈好!1观众便捏着长绳的两端"并拉得

很紧!
表演者随即把双手向左右挥动几次"喊一0二0三"奇

怪"这条长绳果真脱离表演者的两腕落到地上了+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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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检查长绳并没有折断!而双腕仍被手帕绑紧未动丝毫"

图 #$%&

图 #$%’
(表演准备)
手帕一条"长绳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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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这是一套纯手法的魔术#效果神奇$要勤练#纯熟后才

能表演$方法是#双腕向左右用力绷#右手将绳的中段从手

帕穿过来 %图 &’()*#再套在右手上 %图 &’(+*#就完成关

键性的动作$做时速度要快#双腕左右挥动#以搅乱观众的

视线$

图 &’() 图 &’(+

&,-束指自由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着一根旧电线#请一位观众进行检查#观众经

过拉扯多次#证明确实牢固#接着表演者把两手拇指并在一

./+0.精巧魔术 001招



起!由观众用旧电线将拇指捆扎起来!越紧越好"并请这位

观众查看拇指是否能脱开!观众再检查绑扎拇指的电线!表

示被绑的拇指已不能脱开了"
再请这位观众拿一根木杖的上端!并将下端竖在地面上"

表演者面对木杖站立!先把被绑住的双手向后一缩!随即向

木杖冲去!观众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而这时表演者的双

手已经冲过木杖!而木杖已是插在表演者的两腕之间了 #图

$%&’("

图 $%&’
接着表演者突然又将两手向上一碰!即从观众所持木杖

的手臂上碰了出来"检查两拇指!还是绑得牢牢的"然后表

演者两手向下对着持杖的观众手臂上一碰!两手又回到木杖

的前面"表演者再把两手向木杖后面一缩!双手很快地就退

出木杖!检查被绑的拇指!仍是牢牢地捆得很紧"这样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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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木杖!以及观众的手臂!竟如此迅速!而眼睛却看不出

来!究竟是什么缘故!连持杖的观众近在眼前!也是莫名其

妙"
最后由台上观众把被捆的拇指解开!再检查电线!仍是

完好无损"
#表演准备$
木杖一根!长 %&’厘米"旧电线 %根!长 &’厘米"
#表演方法$
表演者被捆拇指时!假做将两只大拇指并拢伸直!暗中

却将拇指末端!用力向外略微绷开"这样!两拇指虽被绑紧!
但仍可随意脱出绑圈 (图 )*+,-"

图 )*+,
向木杖冲去时!表演者两手故意向后一缩!趁机将右手

拇指从线圈中退出!两手仍并拢!然后随即向前一冲"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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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木杖前!两手略为分开!等冲过木杖!随即迅速再并拢两

手!并将右手拇指再套进线圈里"因为电线圈是硬性的!伸

进退出是十分方便的"同样道理也能从木杖退回以及向观众

手臂上下过来!做出惊人的表演"
这套魔术的原理简单!被捆拇指能在木杖的前后#手臂

的上下!进进出出!那是依靠动作迅速!利用两手向里弯曲!
手背掩护!同时两手前后动作不停!因此观众是看不出秘密

的"但在表演前必须多次练习!等纯熟之后!才能演得逼真!
否则演出生疏!就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剪绳不断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绳子一根!交代后!将绳子的两头夹在左手的

虎口上!再用右手挑起中段的绳环!也放在左手虎口上!请

观众用剪刀剪断左手虎口上的绳环!并让大家看清楚!绳子

已被剪断!因为这时绳子已有四个绳头了"
表演者再拿剪刀!把四个绳头都修齐 )图 $%*+,!然后

将四个绳头团在手里!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拉出两个绳头!一

头交给观众拉着!一头由表演者自己拉着!慢慢地将绳拉直"
奇怪-这时绳子竟然连接起来!却没有一点剪的痕迹"

’表演准备(
棉绳一根!长 +.%厘米"剪刀一把"
’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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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挑起中段绳环!按理应把绳环直接放在虎口上!但

做了个虚假动作!而是将绳环架在一根绳头上!再提起绳头

下的一段绳子代替绳环!放在虎口上 "图 #$%&’(由于有左

指背的遮掩!观众就看不见左手心内的掉换秘密(

图 #$%)

图 #$%&
观众剪断绳环!实际只剪断了一个绳头的小段(最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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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借修齐四个绳头的时候!即趁机把观众剪下的一小段绳

头剪碎扔掉"因为绳子根本没有从中间剪断!当然能接好没

有一点痕迹了"

#$%断绳还原

&表演现象’
长棉绳一根!从当中对折!用剪刀在对折的地方!把它

剪断为两根"再对折!又在当中用剪刀剪断!这样一共是四

根了"接着把四根断绳连接成一根长绳!绳上有三个结"表

演者说()绳上三个结没有关系!我用魔法把绳结变为没有"*
接着又拿布袋一个!交代后!由助演者捏着"然后把绳

子慢慢地投进布袋里!在袋口的外面!还留着绳端的一小段

+图 #$,$-"接着用手对着布袋一挥!捏着袋口外的绳头一

拉!等把绳子拉完!再仔细一看!绳子仍有 .个绳结"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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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便表示不满意的样子!然后右手提着绳子的一端!
另一端落在地面上!用右脚踏住!左手在绳结上做一个魔术

动作!再用手一摸!这时 "个绳结便立刻纷纷落地!而变成

一根完整绳子了#再把绳子给观众验看!绳子确实没有任何

痕迹#
$表演准备%
绳子两根!各长 &’’厘米!其中一根分成 (等份!在分

界处把绳折弯成 )字形!另备 (厘米长的短绳三根!各在长

绳的折弯上扣一死结!并把短绳末端剪去!伪装成绳上的三

个死结 *图 +&,-.#剪刀一把#布袋一个!长 -/厘米!宽 &0
厘米!中间有一块夹层布!把布袋分成前后两部分#另备长

(厘米!宽 &厘米的短布条!横粘在夹层布后侧当中!离袋口

约/厘米地方#把伪装的绳子放进布袋夹层的后一部分里!绳

子末端倒插进横条里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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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先交代布袋#有伪装绳子的一面朝自己#用手把夹层布

的上沿与布袋后部的上沿#吻合一处#把布袋翻身后#布袋

前部始终对着观众#因此观众自然不知道袋中有夹层和布袋

后部暗藏有伪装的绳子$
布袋交代后#仍翻成正面#交给助演者#助演者接过布

袋撑开拿着#使夹层布紧贴布袋的后部#暗藏的伪装绳子朝

里$
表演者将手中绳子剪断后#扣三个死结#连成一根绳子#

接着放进助演者拿的布袋里$放完后#手离开袋口#忽然想

起了什么事#把手仍放回袋口内$这时助演者顺势配合#使

夹层布上沿与前部的上沿吻合一起$表演者再伸手放进袋口#
随即从横条里把倒插的伪装绳头提出一段#搭在袋口外面$这
时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把伪装绳子全部提出来$

右手提绳子一端#右脚踏住另一端 %图 &’()*$用左手

摸绳上假结时#只要用力绷紧#短绳结便自然会落下来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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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带还原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一张长方形白纸&右手拿一根彩色长带&向

观众交代清楚&它没有任何秘密’
把长带放在白纸的中间&随即将白纸裹着长带折叠成一

个扁纸夹&并使长带的两端露出纸夹外面 (图 !")*+’表演

者把纸夹中的长带拉来拉去&证明长带确是裹在纸夹的中间’

图 !")*
然后左手拿着纸夹&右手拿一把剪刀&从纸夹当中剪断&

纸夹中间裹的长带当然也被剪断了’接着再把剪断的纸夹相

叠合成一体&捏在左手里&右手捏着长带一端向外一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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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完好无损的长带又从纸夹里拉出来了!展开纸夹"里面并

没有其他东西!
#表演准备$
彩色长带 %根"&’厘米长!剪刀 %把!()开长方形的白

纸 %张"约在 %*+处的中间剪一个长方形口子 ,图 (+-+.!

图 (+-+
#表演方法$
向观众交代白纸时"表演者必须用左手拇指/食指捏住

纸中间的小口子"观众就不会知道秘密!然后把长带的中段

放在小口子中间"白纸折叠成纸夹后"拿剪刀在纸夹当中剪

断时"趁机将小口子内的长带用剪刀尖向外挑出,图 (+-&.!
这样"剪刀剪断纸夹"长带就剪不断了!等纸夹剪断后"左

手随即捏着断处"然后"双手把剪断纸夹合拢叠齐"交给左

手拿住!右手在纸夹上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拉长带"结果仍

是一根完整带子"观众误以为剪断的长带复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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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空拳出带

&表演现象’
表演者向观众交代两手(手掌手背都没有任何东西)然

后左手握拳(右手指伸进左拳里掏抠几次(并在拳外做一个

魔术动作(再用手指掏进左拳里(不久就拉出一点红色的东

西(再往外拉(越拉越长(原来是一条长红绸带)拉完后(展

开左拳(却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
&表演准备’
一条 "厘米宽*+,厘米长的红色绸带)带的一端(系一

段肉色细丝线(将线的另一端系一只小钮扣 -图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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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把红绸带理顺塞进左手衬衣袖里!细线和钮扣露出!再

用外衣袖筒遮掩住"

图 #$%&
’表演方法(
两肘平放!交代双手!然后左手下垂!袖筒里细线和小

钮扣落入左手掌心 )图 #$%*+!继而握拳恢复平放姿势"

图 #$%*
第一次右手用拇指,食指掏进左拳!实际是捏着钮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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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拉到红带的头!右手随即离开!在左拳外做一些魔术动

作!接着再用右手指把左拳里红带头捏住!向外缓缓地拉出!
这时袖筒里暗藏的红带也跟着拉出来了"拉完后!再交代左

拳!自然是空空的"

#$%布娃走绳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中拿一个布娃娃!对观众说()这个布娃娃虽然

没有生命!但它却能跟我演出!听我的命令"现在要它在绳

上表演几个小动作!给大家看看"*原来这个布娃娃是用一根

细绳从头顶穿进!经过全身!再由脚底穿出来"表演者一手

提着细绳的一端!另一端垂直落到地面上!用脚踏牢"这时!
布娃娃便悬在绳子的当中"

表演者对布娃娃说()下去+*布娃娃果真听话!即从绳

上滑下"表演者又说()上来+*布娃娃又从绳下向上升高"表

演者说()停*!布娃娃就会停止不动了"表演者说()下去 ,
厘米*!布娃娃真的滑下 ,厘米不动"表演者又说()再下去

-.厘米*!布娃娃随即再滑下 -.厘米不动"布娃娃能听从表

演者的命令!能下又能上!观众对此感到很神秘"
&表演准备’
细绳一根!长 $.厘米!结牢在小铜环上!再用细绳一根!

长 /.厘米!穿过铜环 0图 #$1-2"铁管一根!长 -,厘米!下

口钻一孔眼!把铜环放进管子里!铜环的上方绳子露出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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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环的下方绳子!一端露出管外!另一端要扣牢在管子下口

的扎眼里!然后将管子的上口封闭"这个管子塞进布娃娃身

躯里!铁管上端的绳子从布娃娃头顶穿出来!铁管下端的绳

子从布娃娃脚跟穿出来"这样!就做好一个能听命令的布娃

娃道具了 #图 $%&’("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一手提着布娃娃的上端绳子!一脚踏着布娃娃的

下端绳子"将绳放松!布娃娃就会因本身重量而下降,如果

将绳拉紧!那么布娃娃就被提着上升了,要是绳子不松不紧!
布娃娃就会停着不动了"上下的幅度!只有铁管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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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上脱环

$表演现象%
长绳 &根’塑料小圆环 &个’交代后’把小圆环穿到绳

子上’接着把小圆环移到绳子当中’用左手握着’这时绳子

的 ()*两端下垂+表演者请两位观众上台协助’右手把绳子

的(端交给一位观众拿着’又把绳子的*端交给另一位观众

拿着’并请两位观众把绳子拉紧+表演者右手指伸进左拳里’
摘取小圆环’转眼间’就把小圆环从绳上取下来+将绳子和

小圆环交给台上两位观众检查’以证明没有丝毫破坏痕迹+
$表演准备%
绳子一根’约 ,-厘米长+塑料小圆环一个+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关键’是在右手取绳头交给上台观众时’从

动作中过门.先是左拳握着绳子当中的一段’绳上的小圆环

也握在左拳里’绳子的 ()*两端垂下’(端在左拳右方’*
端在左拳的左方 /图 !"0&1+第一次’右手握着左拳右方的

绳子’向下一捋’把 (端绳头交给一位上台观众拿着’这是

一个正常的动作+第二次’右手握着左拳左方的绳子’这时

左拳在上’右手在下’握成空拳’两拳靠近 /图 !"021+左

拳稍松’使绳上小圆环滑到右拳里 /图 !"031’动作要干净

利落’右拳迅速捋绳到*端’小圆环藏在右掌里 /图 !"041’
接着把 *端绳头交给另一位上台观众拿着+然后右手到左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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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用手指假做摘绳上的小圆环!暗把手心里小圆环移到

手指尖!随即取出小圆环!给台上两位观众验看!像是真从

绳子上摘下来的"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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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绳穿圆环

&表演现象’
向观众借帽子一顶(交代后(把帽口向上(放在桌子上)

又拿棉绳一根(交代后(放进帽子里(绳子的两端搭在帽口

边上 *图 !!#+,)又拿塑料小圆环一枚(交代后(把它放进

帽子里(再交代两手空空没有东西(证明小圆环确实放进帽

子里)然后(两手捏着绳子的两头(从帽子里把绳子提出来)
奇怪(大家看到塑料圆环已经穿在绳上了)接着把圆环从绳

上取下来给观众验看)把绳子放到桌上(再交代帽子(然后

把帽子还给观众)
&表演准备’
礼帽或草帽一顶(以备当场借不到时代替)塑料小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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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长棉绳一根"约 #$厘米长"同色的短绳一根"约 %$厘

米长!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前"把短绳绕成团形"放在桌上的长棉绳旁边"拿

长棉绳时"趁势把短绳藏在右手心里"交代长棉绳后"放进

帽子里"同时把短绳也放进帽子里"接着左手从帽里拿出长

棉绳的一端绳头搭在帽口左边上"右手却拿出短绳的一端绳

头搭在帽口右边上!再把帽子里的绳子理顺"使帽子里长棉

绳另一端绳头靠近短绳另一端的绳头 *图 &&’+,!
塑料小圆环放进帽子里的时候"是架在长棉绳的另一端

绳头上"随即从圆环孔里捏着长绳头稍微拉出一些"搁在短

绳的绳头上!
交代两手后"左手在帽子里捏着绳子左边一段"右手捏

着长短绳的绳头"并在一起"这样把绳子从帽子里提出来!观

众只看见塑料小圆环穿在棉绳上面"却看不出有短绳了!右

手在上"左手在下"使绳子倾斜"绳上的圆环就滑到左手"再

给观众验看"右手拇指捏着长短绳接头处"给观众察看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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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然后放在桌上’再交代帽子并将它还给观众’

图 ""#( 图 ""#$

")*绳上移环

+表演现象,
长绳一根&交代后&又取小铜环 "枚&对观众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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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小铜环!大小一样!没有缺口!并给两位上台观众验看!
然后拿第一枚小铜环穿在绳子当中!并用绳子打一个结!请

两位观众上台各捏着绳子的一端!又把其余 "枚小铜环!一

一穿在有绳结的铜环的右边 #图 $%&’()

图 $%&’
表演者说*"枚小铜环在有绳结的铜环的右边!现在要它

们穿过有绳结的铜环移到左边!有谁能办到吗+大家默默无

声)表演者说*请看我表演)说着拿出一条大手帕!交代后!
盖住绳上的铜环!接着交代两手空空!随即伸进手帕里!只

见手帕摇动几下!说道!第二枚穿过第一枚小铜环了!接着

又说!第三枚穿过了!,,最后说*第六枚穿过了)表演者

把手帕揭开!绳结右边的 "枚铜环!果真移到左边了)把它

们从绳子的左端一一取下来!给观众检查!确无缺口!大小

一样!也不能从第一枚铜环孔中穿过)再检查绳结!仍然牢

牢地扣住第一枚铜环)
-表演准备.
细绳一根!约 /0厘米长)小铜环 $枚)大手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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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手帕盖在绳上铜环后#两手伸进帕里#把绳结解开#使

绳圈略大于铜环 $图 %&’()#接着把绳结右边的 *枚铜环拿

起#沿着图中箭头所示的虚线钻进绳结里 $图 %&’+)#再留

下左方一枚铜环#把其余 *枚铜环又沿着图中箭头所示的虚

线绕出绳圈#移到绳结的左边 $图 %&’,)-然后把绳圈拉紧-
揭开手帕#观众看到 *枚铜环确实移到左边-还不知道其中

奥妙#绳结上所扣的原来第一枚铜环#现在已被第六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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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巧取纸板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三块厚纸板)大小一样)当中都有一个圆洞)交

代之后)即把三块纸板叠放在一起)用一根长棉绳)穿进三

个洞眼里 *图 !%#+,)并把长绳的两端交给助演者拿着-然

后表演者用左手捏着三块纸板)右手把中间一块纸板用力一

拉)它便突然脱离绳子被拉了出来-随即把三块纸板和绳子

交给观众检查)并没有任何秘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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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厚纸板三块#各长 $%厘米#宽 &厘米#中间圆洞的直径

%厘米’棉绳一根#长 &(厘米’
!表演方法"
纸板和绳子都没有秘密#关键全在手法上#但要学会也

并不难’先把三块纸板用绳子穿起来#然后用左手捏住甲板#
右手捏着丙板#并把乙板搭在甲丙两板的中间’但搭时要注

意#使乙板的下端搭在甲板的下端上面#乙板的上端搭在丙

板的下端上面 )图 &*+%,#这是第一个关键’再把三块纸板

收拢在一起#这时乙板的上端朝下#甲-丙两板的上端不变#
而绳子已被绕成 .形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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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左手捏住三块纸板%右手拇指和食指便伸进丙板的圆洞

里%然后捏起乙板圆洞里的绳子%再从丙板的圆洞里抽出来&
这样%绳子的 ’端就退出丙板的圆洞%并绕过乙板朝下的一

端 (即原来的上端)%再从乙板的圆洞横穿%经过丙板圆洞出

来 (图 !"#*)%这是第二个关键&这时不用拉乙板%乙板就

会掉下来&为了增加表演的效果%便把绳子的两端交给助演

者拿着%而表演者随即用左手捏住三块纸板%再用右手把中

间的乙板一拉%它就立刻脱离绳子被拽下来了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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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器皿类

"#$空帽变杯

%表演现象&
表演者向观众借一顶帽子’将里外向观众交代后’即把

它放在桌上(然后提一把水壶’并将壶里的水倒进帽子里(这

时’观众却担心帽子要弄坏了(接着表演者把壶放回桌上’用

魔棒在帽子上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交代两手’再用右手到

帽子里一搅’却取出一只盛满水的茶杯来(然后再交代帽子

里面’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水的痕迹’最后把帽子还给

观众(
%表演准备&
用一只纸杯’预先贴在水壶身上)图 "#*+,(表演时’把

壶身贴有纸杯的一面朝里’不给观众看见(借的帽子’以草

帽!礼帽为好(为了避免表演时借不到帽子’事前准备一顶



帽子备用!

图 "#$%
&表演方法’
把借来的帽子交代后(表演者即把帽子托在左手上(右

手提起水壶(趁势靠近帽口(并把贴在壶身上的纸杯碰到帽

子里!再把帽子放在桌上!这时(表演者要注意帽子里的杯

子是否放正(杯口是否朝上(如没有放好(可以用左手扶正(
然后再把水壶里的水倒进杯里去!

)*+神秘酒壶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只白铁皮做的老式酒壶(该酒壶没有

壶嘴,壶把(颈细底大!把壶身掉转(壶口朝下(里面空空(
没有酒流出!然后把壶身转正(壶口朝上(右手对壶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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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动作!随即取一只小玻璃杯!左手把壶身侧倒!突然倒

出一杯酒来 "图 #$%&’(表演者给助演者品尝!他频频点头!
表示是好酒(

图 #$%&
正在这时!表演者手中酒壶又变来满壶酒!齐着壶口!几

乎要 溢 出 来(然 后 用 右 手 在 壶 上 做 一 个 魔 术 动 作!说 声

)去*+酒壶的酒突然没有了!又把壶口朝下!还是一滴酒也

没有流出!确实又变走了(
,表演准备-
用白铁皮仿做古式酒壶一只!无嘴无把!颈细底大(壶

./#&.精巧魔术 &&$招



内用一块白铁片隔开!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上面齐壶颈!下

面离壶底 #厘米"颈口另用圆铁片焊牢!在圆片左侧中间钻

一个黄豆大的小孔!通向壶内!再在同一方向的壶身外面!壶

颈下 #厘米地方!钻一个芝麻大的细眼$图 %&’#("演前!在

壶内倒进三杯酒或白水"

图 %&’#
)表演方法*
壶口朝下!在交代壶里没有酒时!须把壶的右半部侧转!

壶里的酒都盛在壶的右半部!因壶颈有圆片隔着!从壶口就

流不出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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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口朝上!做一个魔术动作!顺势暗把壶身转 "#$度!再

把壶的右半部侧倒!酒从壶里通过壶颈圆片左侧黄豆大的小

孔流出来%
倒满一杯酒后!随即用拇指按住壶外的芝麻大的细眼%接

着把壶身平放!由于壶颈圆片的小孔下面有空气的托力!酒

就不向下流!形成壶口的一段盛满酒!而观众以为是又变来

一满壶酒%再把壶酒变走!只要拇指一松!酒立刻就流向壶

底%如果再把壶的右半部向右侧倒!酒又流不出来了%

&"’空缸来鱼

(表演现象)
桌上摆着一只圆形金鱼缸!缸中除了大半缸清水外!没

有其他东西%
表演者手里拿着一块红色绒布!交给观众验看!它没有

夹藏什么秘密%然后把绒布盖在鱼缸的上面!再做一个魔术

动作!随即揭开绒布!这时缸中却突然出现十几条金鱼!在

缸里游来游去!非常有趣%
(表演准备)
大号金鱼缸一只%红色绒布一块!约 *$厘米见方%用白

铁皮做一只秤盘式的盘子!盘边系一斗式尼龙线!在它顶端

扣一只玻璃小纽子%盘子的大小和尼龙线长短!要适合鱼缸

使用%盘子漆白色+图 &","-%鱼缸里预先放十几条金鱼!再

用盘子把鱼反扣在缸底!尼龙线上的小玻璃纽子挂在鱼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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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壁上 !图 "#$%&’然后再灌进鱼缸里大半缸清水’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揭开绒布*隔布捏住缸边的小玻璃纽子慢慢地

向上提起来’这样*缸里的盘子也被带出*金鱼就露出来’把

绒布放到桌上*观众就能看到空缸变来的金鱼了’

"%+空碗变鱼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两只小瓷碗*叠着倒扣在一起’表演者先交代两

手*尔后拿起一只碗*把碗里碗外交代清楚*倒扣在桌上*又

拿手帕一条*也交代两面*没有什么东西*再把手帕平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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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接着"拿起一只瓷碗"反扣在手帕上!左右手配合把

手帕和碗一齐反转过来"用左手托着碗底"右手在手帕上做

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揭开手帕"并把手帕丢在桌上!接着从

桌上拿起一只倒扣的碗"反转过来"用右手拿着"左手把碗

对着右手碗里一倒"却倒出一碗水来"同时里面还有活鱼四

五条!
#表演准备$
同式样的小瓷碗两只"其中一只碗里盛满清水"内放金

鱼四五条!另用厚硬纸剪一个圆盖"在表演前"盖在有水的

碗口内壁"要盖紧%合牢"没有空隙!把这只有水的碗反放

在桌上 &图 ’()*+"这时圆盖已被水吸住"使水不会漏出来"
同时圆盖外的空气压力大于碗内"所以圆盖也不会落下来!然
后再把那只空碗反扣在这只碗的上面!大手帕一条!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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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第一次交代一只空碗后#倒放在桌上#和桌上另一只有

水的碗并排放$
交代手帕并平铺桌上后#等第二次拿碗#却是拿有水的

碗倒放在手帕上#观众一时注意不到已调换了一只碗$等把

手帕和碗反转之后#再用左手托碗$当右手揭开手帕时#将

隔帕从碗边向里一推#将圆盖翘起#随即捏着手帕连同圆盖

一并拎起 %图 &’(’)#然后丢在桌上#这样一碗水和金鱼就

变出来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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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匣变鸽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一只长方形木匣&横放在桌上&打开盖子&给

观众看清&里面空空没有东西’再用魔棒在匣里一搅&表示

里面并没有东西&同时又用魔棒测量木匣内壁的深度&然后

把魔棒抽出来&和匣外一比&正好尺寸相同&证明匣内没有

夹层’随即关上匣盖&在匣外做一个魔术动作&又向空中一

抓&再向匣上一送&随即转身揭去匣盖&里面却飞出两只鸽

子来’
$表演准备%
特制木匣一只&取四块薄木板钉成一只有四面的长方形

木匣&板长各 ()厘米&板宽各 *+厘米’另用两块方形木板

做前后盖&并用合页把前后盖接连在木匣两头的匣口上’另

用一块薄木板比匣内尺寸稍短,稍窄&放进匣内’一头用小

合页固定在木匣底板一头&木板另一头就顶在木匣顶板上&做
成一块活动的夹层板’在木匣顶板上钉一个可以转动的铁皮

条&条长 *#+厘米&宽 )#+厘米&它的一头钉在顶板上&一

头稍微上翘&搭在木板上&用以控制木板的活动’这样&就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立体夹层 -图 !".*/’如果要活动板落下

来&只要握着铁皮条上翘的部分&朝反向移动&这样就能使

木板落下&和木匣底板吻合&也就看不出木匣内有活动板了’
匣内漆成黑色&外饰彩图’鸽子两只&预先藏在三角夹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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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先开匣盖’交代里面没有秘密’盖上匣盖(把木匣竖直’

做一个魔术动作’左手打开匣盖’并把木匣略微向下倾斜’而

右手便顺势把铁皮条扭转方向’活动板即会落下吻合木匣的

底板’里面藏的两只鸽子’因为看见光线’就会自动飞出木

匣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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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把木匣倒下横放!打开后盖!用手臂穿进木匣里

面!把手掌伸出匣口外!表示并没有夹层"手臂退出木匣!再

给观众看清匣里!从这头匣口可以看穿另一头匣口!证明匣

内确是没有夹层"在观众看来!空匣怎样会变出鸽子来呢#这

就是一个疑问!并惊叹它的奥妙"

$%&空盒来鸽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空纸盒一个!交代里面外面!都没有其他东西"

再拿起盒盖!盖里也是空空的!把它斜靠在盒外"再交代两

手!也没有夹带东西"然后拿起盒盖!随即盖在空盒上"左

手捧纸盒!右手向空中一抓!对纸盒做了一个魔术动作!把

纸盒放回桌上"揭开盒盖!即从盒中取出白鸽一只!向空中

一抛!白鸽飞翔不停"
’表演准备(
较厚实的盛鞋纸盒一个!或装其他东西的纸盒也可以"做

一个布袋!比盒盖小些!袋口用拉链开关!在袋口的两端!各

钉一段棉绳!绳的另一端连在盒盖长边的外侧)图$%*+,"盒

盖的盖里朝上!平放在演桌朝里的近边地方!布袋垂直挂在

桌边 )图 $%*-,"白鸽一只放进布袋里"
’表演方法(
先交代纸盒后!再横放在桌上!然后拿起盒盖!两手分

捏挂布袋的盒盖一边!盖里朝外!这时布袋垂直在盒盖的正

.+/+.精巧魔术 ++0招



图 !"#$

图 !"#%
面&观众看不见秘密 ’图 !"#()*接着把盒盖斜靠在纸盒朝

外的一边&把布袋隐在盒内 ’图 !"#")*交代两手后&随即

把盒盖从靠桌面的一边拿起&由外向上转 $+,度再倒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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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在纸盒上 !图 "#$%&’但要注意将盒盖合上纸盒时(盒盖

不能提高(否则盒盖上所挂的布袋就会给观众看到’最后揭

开盒盖取出白鸽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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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木棍提瓶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一碗米)一个瓷瓶和一根小木棍)交代清楚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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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米慢慢地倒进瓶里 !图 "#$%&’再把木棍插入瓶中’左手

提着木棍(意外的是’这木棍却能把装满米的瓷瓶提起来(走

到观众面前’也不会坠落下来 !图 "#$)&(

图 "#$% 图 "#$)
演完之后’拔出木棍’并把米倒出来’然后把木棍*瓷

瓶和米交给观众检查’确无任何秘密(
+表演准备,
米一碗’木棍一根’小瓷瓶一个(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三件道具都没有秘密’只要细心地做’一定

能获得满意的效果(米倒进瓷瓶里’堆过瓶口’并使它愈紧

愈好(插木棍时’先用左手中指*食指按着瓶口’用力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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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米!目的是使瓶内的米向下压实"减少互相之间的空隙!右

手握棍从左手两指之间插进"要一直插到瓶里"不能左右摆

动"这样就能提着木棍把一瓶米拎起来了!注意"提瓶移动

时"切不可上下摆动"否则棍和米容易松出空隙"而瓶因自

重就会脱离木棍下坠!

#$%空杯变豆

&表演现象’
助演者手捧一个瓷盘"在上面放着一个白色透明的玻璃

杯!大家看得很清楚"杯里是空的!表演者拿出一只塑料口

袋"里面装的是红豆"把红豆倒满一杯!又拿手帕一条"交

代两面后"转身把手帕盖在玻璃杯上面!然后做一个魔术动

作"立刻揭开手帕"这时杯里的红豆却不见了"变成为一个

空杯!再交代手帕"转身又盖在玻璃杯上"做一个魔术动作"
再揭开手帕"红豆又变来了"仍是满满的一杯!

&表演准备’
玻璃杯一只"用一块玻璃片做一个隔片"直插在玻璃杯

的当中"玻璃片两面涂颜色"要和助演者身穿的衣服同一个

颜色 (图 #$)*+"这样"助演者手捧瓷盘上的玻璃杯"观众

看起来就是一个空杯了!塑料口袋一个"内装红豆!
&表演方法’
助演者手捧瓷盘"上面有只玻璃杯"杯口必须高于观众

视线"防止从杯口上暴露隔片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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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红豆时!是倒入杯中前面半个空间!在观众看来!是

倒满了一杯红豆 "图 #$%&’(交代手帕后!即把手帕盖在玻

璃杯上面!做一个魔术动作!转身去揭手帕时!趁机将杯子

转过 )*+度!使后面的半个空杯朝着观众!这样看上去!就

好像一只空杯子!红豆已经变没有了(把杯中红豆再变出来!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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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来去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帽子一顶%把它里外交代清楚%没有夹带任何

东西&纸杯一个%也交代一下%它是一个空杯&这时表演者

左手持杯%右手拿一个大玻璃杯%杯里面已盛满水%随即把

水倒进纸杯里&然后又把纸杯里的水倒回一点%注入大玻璃

杯中%表示都是真杯&
表演者拿纸杯缓缓地放进帽子里%怕水泼出来%动作很

小心&然后思索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什么%即从衣袋里取出

一个纸袋%把它展开后%交代袋里是空的&再从帽子里拿出

有水的纸杯%小心地放进纸袋里%接着把纸袋口拧紧%再把

纸袋揉紧裹住杯身%然后放到裤袋里&
接着双手一搓%似乎忘记了什么%又把裤袋里捏皱的纸

袋拿出来%放到帽子里&表演者说’(我现在要纸袋里有水的

纸杯自动脱离纸袋%搁在帽子里&)说后%随即在帽子的上空

做了一个魔术动作%伸头望着帽子里%频频地点头%陆续地

说’(纸杯已从纸袋里挤出来一半了&整个杯子都挤出来了%
杯里还是有杯水哩&)表演者右手伸进帽子里%取出捏皱的纸

袋%展开是空的&从帽里把有水的纸杯拿出来%对着大玻璃

杯一倒%即流出一杯水来&再交代帽子%里面空空的没有东

西&
#表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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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式纸杯两个!其中一个把底剪去!放到有底的纸杯里

面!从外表看来!它是一个纸杯"大玻璃杯一个!内盛满一

杯水"纸袋两个!式样相同 #图 $$%&’"帽子一顶!没有机

关!可以临时向观众借"

图 $$%&
(表演方法)
演前!在右裤袋外钉一个暗袋"纸袋一个!先放进纸杯!

拧好袋口!再把纸袋捏紧一团!然后取出纸杯!按原折皱模

样!伪装一个有杯的纸袋!预先放在右裤袋里"
演时!把有套杯的纸杯盛水后!放进帽子里"但要记住!

不能立即又从帽里取出杯子!必须稍停一会儿!这样避免观

众怀疑为何多此一举!产生漏洞"继而从帽里取出有水的纸

杯!但这时只拿出无底的套杯!故意做出有水的样子!慢慢

地移动"这时套杯从有水的纸杯中提出!可能带水滴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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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要担心%正好假充是纸杯里的水满出来的&等

把无底的纸杯装进纸袋之后%随即捏紧并把它放到右裤暗袋

里 ’图 !!"($&也要借故说些什么%再从右裤袋里取出预先

放的空纸袋%放进帽子里&这时必须注意%纸袋虽是空的%但

要做出纸袋里装有一个有水纸杯的样子&这个过程%也就是

本节目的奥秘所在&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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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提瓶

$表演现象%
桌上摆着一个空汽水瓶&瓶里插一支塑料吸管&请观众

检查这两个道具&都没有什么秘密’表演者问()现在把吸管

插进汽水瓶里&能不能把汽水瓶提起来呢*+大家思索了一会&
都说()不能+’表演者接着说()你们不妨来试一试&看能不

能提起来’+有一位观众便来试了几次&结果实在提不起来’
表演者说’)让我来试一试+’随即从口袋内取出一条手

帕&把它围在瓶颈上&打一个结’然后再把吸管插进瓶里&用

手做了一个升起的姿势&接着捏住吸管&并向上一提&奇怪,
这个汽水瓶就被提得高高的 -图 !"./0’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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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空汽水瓶一个#塑料吸管一支#手帕一条#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关键完全在吸管上$先用手帕围着瓶颈打一

个结$再插吸管时$必须迅速把吸管的下端折起一节$向上

并起$立即将折弯处插入瓶中 %图 &’()*#等插到一半的时

候$再向上提起#这时吸管末端会自动弹开$这样折弯处就

能撑着瓶的内壁#因此$再把吸管提起$汽水瓶也被提起来

了 %图 &’(+*#因为瓶外有手帕围着$观众就看不见吸管折

弯的秘密了#

图 &’() 图 &’(+
最后把汽水瓶放到桌上$左手握瓶$右手捏着吸管用力

向上一拔$吸管就会抽出瓶体#再解开手帕$并向观众交代

手帕,瓶子,吸管$都没有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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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洗墨迹

$表演现象%
表演者手拿一只玻璃杯&里面装半杯黑墨水&把杯子略

为摇动&看出来的确是半杯墨水’接着把杯子放到桌上&拿

一张扑克牌&浸到黑水里&再提起来&牌的下半段已染成黑

色&这证明杯里确实是黑墨水’另拿手帕一条&两面都给观

众看清&没有什么秘密&然后把手帕盖在杯口上并对观众说(
)这杯墨水能很快变成清水&请各位再看看杯里是不是墨水’*
说时揭起盖在杯口上的手帕&大家看见杯里仍然是墨水’再

盖上手帕&然后用手在杯子四周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揭去

手帕&这时杯里的墨水却变成清水了’
表演者把刚才染黑的扑克牌&再投进杯中清水里&搅动

几下提出来&奇怪+牌上的墨迹&顿时没有了&又变成完好

的扑克牌’
$表演准备%
双面扑克牌 ,张’把两张相同的扑克牌泡在水里&浸透

后把牌面揭下来&两张牌面&背合背贴成一张牌&晾干做成

双面牌&但有一牌面须用墨汁涂黑半段 -图 !".,/’玻璃杯

一只’黑布一块&围成圆形&搭头处用黑线缝好&大小恰好

贴在玻璃杯的内壁&高度只有杯身一半&在黑布圈的上口&包

着一个用铅丝做的圆圈&并缝一根短线&线的一头搭在杯口

上 -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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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表演前&把黑布圈放进玻璃杯里&倒进半杯水&水比黑

布圈上口略高一些’这样&远看起来&就真像半杯黑墨水了’
(表演方法)
扑克牌涂有黑墨的一面朝着自己&手指捏在没有黑墨的

一头&把牌放进水里’同时用手指把扑克牌转一个身&这样

就把扑克牌涂有黑墨的一面转向观众&这时把扑克牌提起&在
观众看来&扑克牌上的黑色&就好像是在墨水里染黑的 *图

!"#+,’
最后拎起盖在杯口上的手帕&但在拎的时候&定要摸着

黑线结头&一同把它拎起来&等把手帕放在桌上后&再拿玻

璃杯给观众看&这时杯子里已经变成一杯清水了’
再把扑克牌投进清水里&有黑墨的一面朝观众’用手把

牌在水中搅动时&顺势反转过来&把没有黑墨的一面朝向观

-."$- 精巧魔术 $$/招



众!然后把牌拎出杯外!这样牌上的黑墨就洗去了 "图 #$%
&’(

图 #$%) 图 #$%&

*+,纸兜遁杯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只玻璃杯!右手拿一碗水倒进玻璃杯

里!表示是一只有底不漏的真杯!再把水倒回碗里!然后用

魔棒敲打杯口!有当当的声音!证明是玻璃的(接着把玻璃

杯口反扣在桌上(
表演者拿报纸一张!正反两面交代后!再把它对折成半

张!然后折成一个锥形纸兜!口大底小(左手拿纸兜!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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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桌上的玻璃杯!慢慢地放进纸兜里 "图 #$%&’!再把纸

兜口折起来(左手在纸兜外做一个魔术动作!突然对纸兜一

拍!只听 )扑*的一声!把纸兜拍扁(接着把拍扁的纸兜揉

成一团!抛到地上!里面的玻璃杯却已不知去向(然后表演

者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变走的玻璃杯!观众都对此感到奇怪(

图 #$%&
+表演准备,
白色透明玻璃杯两只(报纸一张(水一碗(另做假杯一

只!用较厚白色透明塑料纸!比着杯身稍大做一个假杯(演

前!假杯预先套在真杯的外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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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当交代杯子时’因为真假两杯是套成一体的’观众看来’

以为是一个杯子(然后左手把杯子反扣在演桌的后边’靠近

受物袋时’左手趁势一松’把真杯落进受物袋中’手中只捏

着假杯扣在桌上(
接着用报纸折成纸兜’把假杯放进去(用手一拍’自然

能把纸兜拍扁了(最后把事前藏在口袋里的玻璃杯拿出来’用
它冒充是纸兜里变走的玻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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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蛋球类

"#$巧变鸡蛋 %一&

’表演现象(
一个方形盒子)内装许多彩色纸屑*表演者左手拿玻璃

杯)从盒里舀出一杯纸屑)然后再把纸屑倒回盒中)表示纸

屑和玻璃杯都没有秘密*接着又从盒里舀出一杯纸屑)放在

桌上*拿手帕一条)两面交代后)盖在玻璃杯上面*
又拿鸡蛋一只)交代后握在左拳里)右手拿折扇对左拳

扇动)只见拳里飞出彩色纸屑)越飞越高)很是好看)表演

者放开左拳)鸡蛋没有了*
表演者再次交代双手)把玻璃杯上的手帕慢慢地提起)玻

璃杯里的纸屑没有了)却变来一只鸡蛋*把鸡蛋在杯口上一

敲)鸡蛋破了)流出蛋清!蛋黄)这确是一只真鸡蛋*
’表演准备(



方盒一个!木质或纸质均可!内装彩色纸屑"扇子一把"
大手帕一条"鸡蛋两只"玻璃杯两个"另做一个纸杯!无底

有盖!盖和纸杯连成一体"纸杯比玻璃杯身略小一围!纸杯

身外四围和盖上粘一层彩色纸屑"杯盖中心穿有一段细铅丝!
一端露出纸屑外!一端扣死在盖的背面 #图 $%&%’!纸杯里

放一只鸡蛋"把纸杯放进玻璃杯里!这个彩杯埋进方盒左侧

纸屑中"

图 $%&%
另一只鸡蛋的顶上敲破一个洞!把蛋清(蛋黄倒出来!先

用清水洗净!再在火上烤!表演时可一握就碎"蛋壳里装满

彩色纸屑!然后用色纸把洞眼贴没!这个鸡蛋放在桌上"
)表演方法*
先用玻璃杯在方盒里舀出纸屑!又倒回盒内!再舀纸屑

时!把杯埋进纸屑右侧!顺势在纸屑左侧拿出暗藏的彩杯!放

在桌上!然后用手帕盖没"
交代桌上的鸡蛋!用左手拇指(食指捏着假蛋的上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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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把蛋的四围给观众看清!然后握拳攥紧!蛋壳即被挤碎!
用扇子扇动!纸屑就飞扬起来!最后左手向上一挥!手中蛋

壳碎末也被抛掉了"
在提起玻璃杯外的手帕时!须隔帕把纸杯的盖子上面铅

丝一同提起!纸杯就能隐在帕里被提出杯外!然后把手帕放

在桌上!再从杯中取出鸡蛋交代 #图 $%&’("

图 $%&’

$’)巧变鸡蛋 #二(

*表演现象+
表演者向观众说,-我这里有一个宝碗!放进一件东西!

立刻会变出一碗东西来"假如不信!我现在可以当众试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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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说着拿了一个鸡蛋放在碗里#再拿另一个空碗盖在上面#
用手对碗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揭开一看#果真变来一碗鸡

蛋!
$表演准备%
拿三个空蛋壳#用浆糊预先粘在一个饭碗里#碗口朝下#

覆在桌上#另用式样相同的两只饭碗倒罩在上面&图 ’()*+!

图 ’()*
$表演方法%
先拿上面两个空碗向观众说,-我这碗是宝碗#碗里放进

一件东西#就能变出一碗东西!"说后#把右手的碗反放在桌

上#但必须要靠近粘有蛋壳碗的旁边!表演时拿鸡蛋一个先

放进左手碗里#再拿起粘有蛋壳的碗#使碗口合着碗口#因

为侧身去拿碗#使身子能遮着观众的视线#这时观众还以为

拿上次已看过的碗!等走近观众面前#再揭去上面的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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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碗里还只有一个鸡蛋!这时上面的碗里有粘着蛋壳"因
此不能反转过来!再把上面的碗合上"随即转身走向桌子"这

时背对着观众"便趁机把两碗倒转"这样一来"真蛋就会落

在假蛋的上面!等把合着的两碗放在桌上之后"即用手对碗

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揭开上面盖着的碗"下面碗里就会出

现一碗鸡蛋了!这时在上面的碗却是空碗"因此把碗的里面

也可以给观众看"就毫无关系了!

#$%蛋帕互换

&表演现象’
高脚大玻璃杯一只"里面装有一团手帕"表演者用右手

取出手帕"并放到左掌上"随即展开帕角"里面却有一个鸡

蛋!拿起鸡蛋再交代一番!然后把鸡蛋放进玻璃杯里"再用

手帕盖上!
接着又拿红色绸质手帕一条"交代后"两手合成空拳"并

用两手拇指把红手帕慢慢地塞进空拳里"等红帕塞完"随即

展开两手"这时红帕已不见了"却变来一个鸡蛋!表演者说(
)鸡蛋从哪里来的"红帕到何处去了*请看玻璃杯里的变化就

明白了!+然后交代两手"迅速揭去盖在杯口上的手帕"这时

杯里的鸡蛋已没有了"却变成红帕!原来是手中的手帕和杯

里的鸡蛋互换了位置!
&表演准备’
选两个较小的鸡蛋"一个鸡蛋做成空蛋壳"做法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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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针把蛋的两顶头各戳一个眼"用嘴把蛋黄#蛋清吸出

来"再把蛋壳里面洗干净$又拿细黑线一根"一端系半段火

柴梗"把它投进蛋壳的洞眼里"然后把线拉直"蛋壳就能提

起来$线的另一端"缝在一块大手帕的中心"线的长短"以

拎起手帕"蛋壳能隐在帕里为准 %图 &’()*$

图 &’()
另一个鸡蛋"在侧面挖一个椭圆形圆洞"倒去里面的蛋

黄#蛋清"洞的大小"能容拇指塞进手帕就行"洞的周围再

用牛皮纸贴一圈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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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前!将红色绸帕一条卷成一团!并藏在有线的大帕

中心!用帕褶掩盖!上面放蛋壳!再把大帕的四角收拢成一

团形!塞进玻璃杯里"另一个有洞眼的蛋壳!把它藏在另一

条红帕的右上角帕后"
#表演方法$
从玻璃杯里拿出一团手帕!放到左掌上!放开帕角!取

出鸡蛋一个!左手同时隔帕按住帕褶下的红绸帕卷!防止露

出来"交代鸡蛋也不能拿得过高!因蛋上有黑线连着手帕中

心!以免观众察觉 %图 &’(’)"

图 &’(’
接着把鸡蛋放进玻璃杯里!左手顺势把手帕侧转移近杯

口!然后用右手配合!把左手中的手帕盖在玻璃杯上面!这

时!帕心所藏的红帕卷也随着落到杯里"
右手从桌上拿红帕时!连帕角下的空蛋壳一同拿起!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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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帕内!两手捏着帕角"把帕垂下"先交代红帕前面 #图

$%&’("再把右手捏帕反转到左"再交代红帕的反面"鸡蛋

因为有右手背掩盖着"观众是不会知道的 #图 $%&)(!

图 $%&’

图 $%&)
然后左右两手合拢"双手不停地晃动"右手拇指趁机把

红帕塞进蛋壳里"等红帕塞完"即将蛋壳反转过来"使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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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一面朝里!并用右手拇指"食指捏着蛋壳的上下两端!给

观众看清!红帕已变成鸡蛋了 #图 $%&’()
随即在玻璃杯口上!拎起手帕中心!并稍加上下抖动!这

是为了防止手帕卷万一被卡在蛋壳上)这样!使帕卷能有效

地落到玻璃杯底!并散开成一条手帕!在大帕中心有线吊的

蛋壳!也隐在帕里离开杯子 #图 $%&*()

图 $%&’ 图 $%&*
等放下手帕!再从杯里取出变来的红帕!把它交代一番)

这样就完成了蛋帕互换的变化了)

$+,空杯变蛋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一只圆瓷盘!盘里反扣着两只瓷杯!一左"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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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手捧瓷盘走到台口!右手拿起盘中左边的瓷杯!把杯

口朝着观众!交代杯里是空空的"助演者递给表演者一枚红

纸圆片!上面有浆糊"表演者即把红纸圆片贴在左边瓷杯的

外壁上!对着观众!表示这只杯子已经交代过了"
表演者捧着瓷盘转身走向桌子!即把瓷盘放在桌子上"然

后把右边的瓷杯反转!使杯口朝观众!交代杯里是空空的!仍

然放回右边"接着把瓷盘的左边瓷杯反转!杯口朝上!然后

拿起右边的瓷杯合上"右手在杯外做一个魔术动作!交代两

手没有东西!随即揭去上面覆盖的瓷杯放在盘里!尔后右手

从下面的瓷杯里却取出鸡蛋一只"
#表演准备$
小瓷杯两只!其中一只瓷杯的内壁用浆糊粘一个空鸡蛋

壳!瓷杯外壁贴一个红纸圆片!这一面朝里!不要给观众看

见!把它反扣在瓷盘的右边"另一只空杯反扣在瓷盘的左边"
助演者手中拿着一个红纸圆片!上有浆糊!准备演时给表演

者使用!纸片大小和贴在有蛋的瓷杯上纸片要一样"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表演容易!效果也很好"先是有蛋的瓷杯要覆

扣在瓷盘中的右边!杯的外壁所贴的红纸圆片!必须朝着后

面!这样观众就看不见了!空杯覆扣在瓷盘里的左边"表演

者交代空杯后!在杯的外壁贴上一枚红纸圆片!正对着观众!
表示贴有红纸片的杯子是已经交代过了"右边的瓷杯!没有

当众贴纸片!说明它并没有交代过!这是分得很清楚的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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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等表演者持盘转身放到桌上后%趁机把圆盘的左右方向

掉换了位置&就是左边改为右边%右边改为左边&同时瓷杯

的前面变成后面%后面变成前面&因此%观众现在看到的左

边瓷杯%杯前贴有红纸%认为是已经交代过的空杯%其实它

是没有交代过的杯子&而观众所看到右边没有贴红纸的杯子%
其实是已经交代过的空杯&由于杯子的前后方向改变%将已

贴的红纸却转到杯后%观众就看不见红纸了&
表演者虽然两次交代左右杯子都是空杯%实际上只交代

一个杯子%而藏有鸡蛋的杯子%便因此巧妙地避开交代手续&
最后用右边空杯合在左边杯口上 ’图 !"#()%做个魔术

动作%接着揭开上面杯子%即能从下面杯里掏出一只鸡蛋来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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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碎蛋还原

’表演现象(
表演者从桌上拿起一只鸡蛋)向观众交代清楚)蛋是完

整的*然后交代手帕)再把它平铺在桌上)并将蛋包在手帕

的中间)握在左手中)大家从帕外看得清楚)有个鸡蛋轮廓

包 在手帕里*然后用右 手 拿 起 一 根 魔 棍)对 手 帕 用 力 一 敲

+图 !%#,-)可以听到蛋壳敲碎的声音*观众认为)这样用棍

敲打)帕包里的鸡蛋肯定会破碎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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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但是表演者将手帕放回桌上%再展开手帕时%帕里既无

碎蛋壳%又无蛋黄&蛋清%而是空的 ’图 !"#()*表演者再

将手帕包起来%团在手里*接着做一个魔术动作*再展开手

帕时%鸡蛋又回来了*随即把蛋敲开%立刻流出蛋黄&蛋清%
证明确是一只真鸡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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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预先把桌子抽屉拉出#翻转屉底朝上#再插进桌内#上

面铺一条手巾#空蛋壳一个#用一小块薄绸#将蛋壳包住#下

端用黑线扎牢#线的另一端扣在桌后边缘上#线的长短#以

合用为准#把这个假蛋放在屉底上面 $图 %&’()*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站立演桌后方#当把手帕平铺桌上时#故意把手

帕靠近桌后的边缘#左手把手帕前面微微掀起#右手拿真蛋

迅速放到屉底上面#趁势调换假蛋包进手帕里*这时#因有

手帕挡着#观众就看不见调换动作*
在敲打假蛋之后#展开手帕时#右手趁机迅速拿假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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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拉!把假蛋包移到屉底上"这样一来!手帕里自然没有

什么东西了"
第二次把手帕平铺桌上!再包手帕时右手再趁机迅速从

屉底上面拿起真鸡蛋!并把它放进手帕内!用双手把手帕团

起来!再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展开手帕!鸡蛋又变回来了"

#$%鸡蛋立棍

&表演现象’
表演者将一只鸡蛋!一根短木棍!交给助演者拿给观众

检查!没有任何秘密"表演者接着把短棍竖直!把鸡蛋放在

棍顶上!先是鸡蛋放不稳!手一松!鸡蛋就倒下!后来表演

者对鸡蛋吹了一口气!又在木棍上做一个魔术动作"再把鸡

蛋放到木棍顶上!这时!鸡蛋就会稳稳地站在木棍顶上不动

了(图 #$)*+"又把鸡蛋倒转一头!再竖直站在木棍顶上!鸡

蛋仍是站得很稳!不掉下来"最后拿下鸡蛋!再把木棍倒转

竖直!鸡蛋也可以站在棍顶上掉不下来"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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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准备"
在一只鸡蛋的两头#预先用针各戳一个眼#把里面的蛋

黄$蛋清全部吸出来#然后再吸进一些清水#把里面洗净%等

里面吹干后#再灌进细黄沙约有半蛋壳#最后把两头针眼用

蜡烛涂平#这样做成一只假蛋%另备一个真鸡蛋在表演时使

用%小木棍一根%小木盘一个%
!表演方法"
助演者手捧小木盘#左手藏一只假蛋隐在盘底#观众是

注意不到的%表演者把真蛋和木棍放到木盘里#助演者拿到

台下给观众验看后#当转身上台时#趁机把真$假鸡蛋调换

一下%
表演者从木盘里拿起假蛋和木棍表演#由于假蛋内部有

半壳黄沙#而黄沙有重量#就像不倒翁一样#站在棍顶上面

不会掉下来了%为了增加效果#因此添些迷惑人的动作#如

先是鸡蛋站不住#经过魔术动作后才能站稳等%

&’(球帕来去

!表演现象"
表演者先交代双手#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右手从外衣上

口袋里取出白色小手帕 )条#随即双手一合#又晃动几下#即

把手帕搓揉成一团#并放到左拳里%再用右手对左拳一指#立

刻展开左拳#这时#手帕已不见了#却变来一个白色木球%
双手把木球一搓#晃动几下#左手握拳#右手从左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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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抽出变走的白手帕!展开左拳!白球却不见了"继续把白

球和手帕交替变来变去!观众感到非常巧妙"
#表演准备$
小白手帕一条"小白木球一个"
#表演方法$
将一个白色木球 %有乒乓球大小&暗藏在右袖管里"当

交代双手时!手肘要微微向上翘起!使小木球不致落出来"等

交代之后!双手便自如下垂!这时!右手就顺势向后弯曲!接

住从袖管里滑下的木球!随即把它藏在手心里"然后从外衣

上口袋取出白色小手帕 %图 ’()*&"

图 ’()*
当双手合拢!把手帕揉搓成一团!再左右晃动时!趁机

把帕团移到右手掌里藏起来!这时木球已移到左拳里!接着

用右手一指!立刻展开左拳!便可以变出木球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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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手第二次合拢晃动时!暗将木球移藏在右手心里!而
帕团却移到左拳里 "图 #$%&’(然后用右手拇指)食指从左

拳上口拉出白手帕 "图 #$%*’(

图 #$%+

图 #$%&

图 #$%*
以上各种动作!因手背向外!加上双手晃动!观众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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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道其中秘密的!最后右拳突然向上一举"使木球落入右

袖管里"这时就可以向观众再交代手帕了!

##$空帕来球

%表演现象&
表演者右手从衣袋里取出手帕一条"向观众交代正反两

面"没有其他东西"然后用牙咬紧手帕一角"左手捏着另一

角"即把手帕拉紧!
右手对着手帕"做一个魔术动作"好像抓着一件小东西

’图 ##()*"随即展开右拳"这时却抓来一个乒乓球!把乒乓

球放到助演者手中盒子里"他随即从盒中取出乒乓球给观众

看一下"表示是一个真乒乓球!

图 ##()
这样"表演者连续在手帕上能变来 +个乒乓球!最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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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把盒中乒乓球给观众验看!确是变来 "个真乒乓球#
$表演准备%
高边盒子一只!在盒边里侧放 "个乒乓球#大手帕一条#

另有一乒乓球用细线扣一个圆圈!可以套进中指根!线圈尾

端用胶布粘在乒乓球上#
$表演方法%
演前把乒乓球上线圈套在右手中指根处!乒乓球藏在手

掌里!交代手帕时!手背朝外!观众不会疑心手中有乒乓球

&图 ’’()*#

图 ’’()
从手帕上抓东西时!先把右掌伸开!与手帕平行!手背

朝外!继而握拳!再把右拳伸开手掌平举!给观众看见手中

的乒乓球 &图 ’’(+*#尔后又把手掌做握球姿势!投进盒里!
再把手掌伸直移出盒外!手背朝外#助演者随即从盒边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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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一个乒乓球!故意给观众看清是一个真乒乓球"

图 ##$%
表演者继续表演下去!最后右手取下牙咬的帕角!交代

手帕"顺势把右手中指从线圈中退出!把乒乓球隐藏在手帕

里!然后把手帕连球放到桌上!再交代双手"

#&’空帕变球

(表演现象)
表演者向观众交代两手!没有东西!然后向观众借手帕

一条!把手帕正反两面也向观众做一番交代"接着把手帕的

四角向上提起来!成为兜状交给左手提着 *图 #&$+,"随即

用右手从衣袋里取出乒乓球一只!把它向空中一扔!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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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普通乒乓球!然后把球投入帕兜中"再用右手在帕外做

一个魔术动作!并伸进帕兜里把这只乒乓球取出来!随即放

进纸盒内"接着用右手再伸进帕兜里!又取出一只乒乓球!放

进纸盒里"大家正在奇怪的时候!表演者从帕兜里又取出一

只乒乓球!也放进纸盒里"最后表演者从纸盒里取出三只乒

乓球!向观众交代清楚!确是三只乒乓球!并把纸盒侧转向

观众!大家看清盒里没有任何秘密"表演结束!把手帕还给

观众"

图 #$%&
’表演准备(
无盖纸盒一个!预先在盒内暗藏乒乓球两只"另有一只

乒乓球!在它外面合上两个半只乒乓球壳 )图 #$%*+!放在

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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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表演时’先从衣袋里拿出那只扣有球壳的乒乓球’向观

众略做交代后’随即投进帕兜内(然后用右手伸入帕兜’把

乒乓球上的半只球壳取下’用拇指)食指围着球壳圆边’从

帕兜拿出来 *图 !"#+,’放进纸盒内(观众在前面看’就以

为是一只完整的乒乓球(再用同样方法取出第二个半只球壳(
第三次取完整的乒乓球也是用同样方法(为了迷惑观众’第

三次取出球后’可以在桌面上拍打几下’证明是真球(然后

把它放进纸盒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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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纸盒内取球亮相时!先把两个半只球壳分别合

在两只完整乒乓球的上面!再一一取出来"这样三只乒乓球

和纸盒都可以向观众交代了"

#$%乒乓来去

&表演现象’
两个长圆筒放在桌上!一左(一石"表演者一手握着一

个圆筒!左手先把左边的圆筒揭起!筒下有一个乒乓球"右

手把右边的圆筒揭起!下面却是空空的"表演者问观众!乒

乓球在哪边圆筒里)观众自然回答乒乓球在左边圆筒里"但

表演者揭开左筒!乒乓球已不见了!随即揭开右筒!而乒乓

球却在下面"
表演者再问观众乒乓球在哪边圆筒里)观众自然答在右

边筒里"但表演者揭开右筒!乒乓球又不见了!然后揭开左

筒!乒乓球却在下面"乒乓球忽左忽右!使观众惊奇不解"
表演者接着把乒乓球移到右筒里!右手在筒外做一个魔

术动作!随即揭开右筒一看!忽又变出两个乒乓球了"最后

把纸筒和乒乓球给观众交代并没有任何秘密"
&表演准备’
用硬纸做长圆筒两个!高 *+厘米!筒直径 ,厘米!外贴

彩纸"乒乓球两个!每个球上用胶粘黑丝线一根!-+厘米长!
线的另一端扣一个圆圈!比拇指粗 .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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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方法&
两个乒乓球分别投进左右圆筒里’拇指套进丝线的圆圈

里’手掌握住筒身(乒乓球能够忽左忽右’忽有忽无’这都

是由两手捏住筒身的高低来决定的(当手掌捏着筒口将纸筒

提起’使乒乓球落在桌面上(当手掌移下’捏住纸筒下半段

时’丝线提着乒乓球上升’便会悬在筒中’再揭开纸筒时’筒

口下又成空空的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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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左手拇指退出线圈!将球投入右筒!然后右手拇

指也退出线圈!这样揭去右筒时!就能变出两个乒乓球了"交

代纸筒后!在拿乒乓球交代时!暗中把球上的丝线扯下!再

给观众检查!这样就使观众看不出问题来了"

#$%纸筒遁球

&表演现象’
表演者交代两手!拿起羽毛球筒一个!揭去上盖!扣到

桌上"用魔术棒在筒里搅动几下!以示空空没有东西"再揭

底盖!把筒身横侧!筒口对观众!可以看清里面确无任何东

西"接着把上下盖都盖好!再用魔术棒在筒外绕几圈"揭去

上盖!右手把筒倾斜一倒!滚出一个乒乓球来"把球在桌上

拍打一下!蹦跳不停!确是一个普通乒乓球"
表演者又把乒乓球投进筒里!合上盖子!摇晃筒身!听

到响声!再把上盖揭去交代!又把底盖揭去交代!筒里的乒

乓球没有了"然后用魔术棒在筒外绕了几圈!忽见乒乓球又

从筒底落下来!真是怪事"
&表演准备’
羽毛球筒一个!筒身竖直!在筒身当中!两壁之间!横

穿一根黑线!线的一端!固定在圆筒上"另一端伸出筒外 (厘

米!线尾扣一圆圈!能容拇指套进 )图 #$*$+"乒乓球一个!
用少许浆糊粘在上盖里面 )图 #$*,+"

&表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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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筒能变出乒乓球来!是拿魔术棒在筒外绕圈的时候!顺
势碰撞上盖!盖内用浆糊粘着的乒乓球!被震动脱离上盖!而

落到筒里"以后把乒乓球投进筒里变成没有的缘故!是用左

手握筒身!拇指套进筒外的线圈内!并向下拉紧!线在筒身

两壁之间拉直!乒乓球被线挡住就落不下来"如果拇指松开!
乒乓球就从线与筒身的空隙处落下来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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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类

"#$火柴来去 %一&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盒火柴)用拇指!食指分捏火柴盒的

两侧)手心对观众)把火柴盒竖直)给观众看清)这是火柴

盒的正面*再把手腕反转)手背对观众)使观众看清)这是

火柴盒的反面*将正反两面交代后)证明它确是一个普通火

柴盒*然后用右手食指从火柴盒的下口)把火柴屉向上推出

一半)观众又看见屉底的背面是光光的)没有夹藏火柴*随

即将手腕反转过来)手心朝观众)观众看清火柴屉内却是空

空的)没有火柴*
接着用右手食指把火柴屉推进火柴盒里*交代右手)并

在火柴盒外做一个魔术动作*右手又从火柴盒的上口)把火

柴屉向下推)渐渐地露出一半在盒外)奇怪)屉内却变来满



满一盒火柴!然后左手把火柴盒横侧"右手食指插进火柴盒

的左口"把火柴屉向右推"推进火柴盒后"再继续向右推"渐

渐地露出半屉"观众可以看清它是满满一盒火柴!火柴屉的

两头都给观众看清有火柴"证明确是一满盒火柴!
表演者用右手把火柴屉推进盒里"又做了一个魔术动作"

再用右手指从火柴盒右口推屉"屈从左口露出"变来的满盒

火柴又没有了!接着再把屉子推回盒里"右手从盒的右口"把

屉抠出一看"满屉火柴确实没有了!火柴一会儿变来"一会

儿变去"观众觉得新奇!
#表演准备$
空的火柴盒一只!特制木块一个"宽和高比火柴屉稍微

小一些"它的长度只有火柴屉的一半"上面贴半截火柴"两

侧和底用砂纸磨光"然后把它放进屉里"可依靠木块自身的

重量"沿着屉的内壁滑左滑右"来回自如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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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方法"
当火柴盒竖直时#要稍微有倾斜度#屉内的木块便滑到

下面#火柴屉从盒的上口露出一半#这样观众就看不见火柴

$图 %&’&()反之#火柴屉从下口露出一半#观众就能够看见

满屉火柴)

图 %&’&
如果火柴盒横侧向左倾斜#木块就会滑到左边#从左边

抽开屉子#观众看见有火柴#从右边抽开屉子#观众就看不

见火柴了)同理#火柴盒横侧向右边倾斜#木块就滑到右边#
再从右边抽开屉子时#观众可以看见有火柴 $图 %&’*(#如

果从左边抽开屉子#那么#观众就看不见火柴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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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这样&从空屉变成满屉火柴&又从满屉火柴变成空屉&观

众一定觉得惊奇’但要注意&当右手推出屉时&动作要缓慢&
不能超过一半&否则就被看穿秘密’左手拿火柴盒时&松紧

也要适中&过紧推不动屉子&过松时&因屉内木块自身重量

就会带动屉子滑出来’
这套魔术利用木块的重量和表演时火柴盒的倾斜度&让

木块在火柴盒里滑动&造成火柴变来或变去&所用道具简单&
手法也容易&演出的效果良好&确是一套构思新颖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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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来去 $二%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一盒火柴(里面火柴屉已预先拉开一半(使

观众可以看到是满满一屉火柴)表演者用右手抽出屉子(随

即把里面的火柴全部倒在桌上)然后再把空屉推回盒里)这

时左手把火柴盒的反面也给观众看一下(证明它并没有什么

秘密)然后再把它放到桌上)
表演者又从衣袋里取出手帕一条(将两面交代后(再把

手帕铺在桌上(接着用双手把四个帕角提起来(形成一个帕

兜(由左手捏着)而右手即把散在桌上的火柴拾到帕兜里)然

后对帕兜做一个魔术动作(左手迅速地把帕兜向空中一抖(奇
怪*火柴已经不见了)表演者随即向桌上空火柴盒一指(立

刻拿起火柴盒(并慢慢地把火柴屉抽开(这时火柴已全部跑

回屉里了)再把屉里火柴倒出来(确实是满满一盒火柴)
&表演准备’
火柴盒一个(火柴屉两个(屉里都满装火柴)预先把一

个屉子推进火柴盒的一半(而剩下的一半空间(把另一屉子

推进 $图 !"+,%)再准备同式手帕两条(把它叠在一起(三

个边用线缝好(留一边不缝(把它做成一个暗袋口 $图 !"+
-%)表演前把这条特制手帕放在衣袋里)

&表演方法’
表演时(用左手的拇指和其余四指分捏火柴盒的两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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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朝上!手掌遮住火柴盒后段露出来的半截屉子"这时观众

只能看到火柴盒前面露出来的另一个屉子的前半截!其中装

满火柴"

图 #$%& 图 #$%’
然后抽出前面屉子!把火柴倒在桌上!随即把空屉放进

火柴盒里"这时做了一虚假动作!其实把空屉已暗藏在右手

心里了!同时再用左手配合!立刻把掌心的实屉向前推进火

柴盒里!这是一个关键性动作"接着右手伸进衣袋里取出手

帕!趁机把空屉留在衣袋里"
等双手捏起帕角!做成一个帕兜时!便顺势把手帕的暗

袋口掀起来!再用左手连同帕角捏在一起"然后用右手拿火

柴陆续放进帕兜里"其实是把火柴放进手帕的夹层里!因此

只要把手帕向空中一抖!火柴就会立刻变没有了"
把火柴变走之后!再交代手帕的两面!随即放到桌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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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拿起火柴盒!自然就会变出满屉火柴了"

#$%火柴缩小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盒火柴!两面交代后!再推开屉子!里

面火柴是满满的!从中拿出一根擦燃!确是真的火柴"接着

表演者将右手的前后也交代一下!表示没有夹带东西"然后

左手握拳!右手向左拳中的火柴盒压紧"压后右手很快离左

手!到桌上拿一根魔棒!在左拳上划了几下"等放开左拳后!
只见火柴盒已经缩小了一半!再推开屉子!里面仍是满满一

盒火柴!再拿出一根擦燃!也确是真的火柴"
表演者再用上面方法在这盒火柴上继续表演一次!这盒

火柴又能缩小一半"
&表演准备’
这套魔术表演!一方面是靠手法上的灵活!另一方面要

有特制的火柴盒"火柴盒共有大小三个!第一个是普通火柴

盒!火柴屉的背面底上贴一排火柴!另放一根火柴不贴!在

屉里藏着缩小一半的火柴盒"第二个火柴盒是用普通火柴盒

和火柴屉改做的!比普通火柴盒小一半!火柴盒上正反面的

图案照样缩小画!火柴的药纸用原来药纸贴上!火柴屉的式

样和第一个屉子改装的式样相同!不过所放的一排火柴杆要

剪短一些"第三个火柴盒比第二个火柴盒又小一半!做的方

法和第二个火柴盒的做法相同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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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个火柴盒都做好以后%便将第三个火柴盒放在第二个

火柴屉里面%第二个火柴盒放在第一个火柴屉里面&第一个

火柴屉贴有火柴的一面朝上%推进第一个火柴盒里%从外表

看只是一个火柴盒&
’表演方法(
表演时%先交代第一个火柴盒的两面%然后把它平放在

左掌上%再推开屉子%这时屉里的第二个火柴盒就会跟着带

出来%而落到手心上&右手拿出一根火柴擦燃时%左手便趁

势弯曲把第一个火柴盒改用手指捏着%而第二个火柴盒就隐

在左手掌里&右手向左手压紧时%把第一个火柴盒移到右手

心里&左手随即握成拳形%当右手取魔棒时%便趁势把手心

里第一个火柴盒丢到桌上隐蔽的地方&
这样%放开左拳时%大的火柴盒就变成小火柴盒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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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表演的方法与第一次相同!

"#$再折不断

%表演现象&
表演者从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两手各捏手帕一方的两

角’向观众前后翻转一遍’表示手帕完全是空的’没有任何

东西’然后把手帕放在桌上!
接着表演者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只火柴盒’请观众随便抽

出一根火柴’用笔在火柴上做个记号之后’表演者随即把这

根做记号的火柴’包在刚才放在桌上的手帕当中!请一位观

众用手把手帕里的火柴折成两段或数段’然后表演者在手帕

外面做一个魔术动作’再展开手帕一看’仍然是一根完好的

火柴’而记号也是对的!接着把火柴再包在手帕里’另请一

位观众再把手帕里火柴折断!表演者在手帕外面又做一个魔

术动作’随即展开手帕’而火柴仍未折断’记号还是在火柴

上面!
%表演准备&
手帕一条’在四边各折一道折边’在两个帕角的折边里’

各放一根火柴 (图 "#)*+!火柴一盒!
%表演方法&
表演时’把藏有火柴的一个帕角折到当中’有记号的火

柴包在旁边 (图 "#),+’其余三个帕角也相继折过来!像一

个信封的样子 (图 "#)-+!然后再把帕包反转过来!这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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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折的火柴并不是有记号的火柴!而是手帕折边里预先暗

藏的火柴"第二次是将手帕另一折边包在当中!观众所折断

的火柴!仍是帕边所暗藏的火柴"因此!当手帕包展开后!有

记号的火柴就完整无损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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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火柴变走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三只火柴盒)逐一交代)都把屉子完全抽出来)一

只有半屉火柴)两只是空的*表演者把三只火柴屉分别送进

盒内)然后叠起来)再用手一推)倒散在桌上)又把火柴盒

搅乱*这时)哪只盒内有火柴)哪只盒内是空的)大家已不

清楚了*
表演者随手拿一只火柴盒)当众摇了数下)听到盒内有

声音)问观众)这只火柴盒内有没有火柴+大家都答有火柴*
表演者用手在火柴盒外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抽出火柴屉)结
果里面是空的)观众猜错了*接着表演者又把屉子关好)再

把它混到其他两只火柴盒一起)然后继续表演一次)观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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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猜错了!
最后表演者拿起一只火柴盒说"#这盒有火柴$!把屉子

抽开%果然有半盒火柴!
&表演准备’
四只火柴盒%两只屉内是空的%一只屉内有半屉火柴%在

有火柴的盒外做一个暗记%便于演时识别 (图 )*+,-!另一

只火柴盒也放半屉火柴梗%用一根橡皮圈箍在右手腕上 (图

)*+.-%隐藏在袖口里!

图 )*+,
&表演方法’
用右手从桌上拿起一只空火柴盒%摇动时%右手腕上缚

的火柴盒同时发出响声%观众误以为是手中的火柴盒的响声%
所以当表演者问有没有火柴%观众当然回答有火柴!最后拣

有暗记的火柴盒说%这是有火柴的一盒%抽出屉子看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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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火柴了!

图 "#$%

"&’奇变项链

(表演现象)
表演者交代两手*没有夹带什么东西!左手拿白色棉线

一根*右手拿火柴盒*交代后*把火柴盒放在左手中*右手

从屉里取出一根火柴*擦燃后把棉线点着*最后棉线即将烧

尽*左手向下一挥*突然出现一串金黄色项链!表演者动作

迅速*观众都不知金项链从何而来!
(表演准备)
白棉线一根*约 +,厘米长!火柴盒一个*把屉推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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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链一根!绕成一团!链的顶端露在外面!这一团金项链

藏在火柴盒的后半段内 "图 #$%&’(

图 #$%&
)表演方法*
双手和白棉线交代清楚后!左手拿着火柴盒!并提着白

棉线的上端(右手从火柴屉里拿出火柴一根!然后把火柴屉

推进!这时藏在盒里的金项链便落到左手掌中(再擦火柴!点

燃棉线的末端!右手把火柴盒放在桌上(左手提着棉线上下

晃动!棉线将烧尽时!捏着金项链的顶端!向下一丢!一条

金光闪闪的项链就突然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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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猜骰点

$表演现象%
桌上有三粒骰子&把每粒骰子向观众交代一下&以示没

有任何秘密’表演者说()我表演一套神奇魔术&我不在场&
请一位观众协助演出&其余的人在旁监督&先把这三粒骰子

掷一次&计算三粒骰子的和数是多少*再拿起其中一粒骰子&
看看它背面的数是多少*又将手中的骰子掷一次&它的数是

多少*这三次的数一共是多少&不让我知道’你们做完后&桌

上的骰子不要移动&我转身来看&就能说出三次总和数是多

少&不信来试一次’+结果猜了三次&都准确无误’
$表演准备%
骰子三粒’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很容易表演&而且效果也相当神奇’表演者离

开现场&在观众掷完骰子后&转身把桌上三粒骰面数目相加&
再加一个 ,&就是观众三次掷出骰子的数目总和’这是什么道

理呢*因为骰子共有六面&上下相对的两面数目&排列有一

定的规律&两数相加都是 ,’-的相对的一面是 .&/的相对

的一面是 0&1的相对的一面是 2&你可以拿骰子观察一下就

知道了’
例如第一次三粒骰子掷出的数目是 .323/&相加是 -/4

第二次拿出其中一粒 .&看看相对的一面是 -4第三次把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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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骰子再掷一次!如果是 "#观众把三次骰子数目相加是 $%
&$&"’$(!而表演者看到桌上三粒骰子数是 )*%*"!三数

相加是 +!再加上 ,!是 $(#因此!表演者说 $(就准不会错

了#人们常常忽视骰子数目排列的规律!看到你的神奇地表

演!就如同走到迷雾之中!不知其究竟了#

++-巧猜粉笔

.表演现象/
表演者在桌上放红*蓝*白三色粉笔各 $支!另有装粉

笔的纸筒"个#请观众随意把"支粉笔分别放进"个纸筒里!
不让表演者知道#等放完之后!观众可以随意拿一个纸筒交

给表演者#这时表演者用右手拿着纸筒!并把它移到背后!想

了一会!立刻就能说出纸筒里的粉笔是什么颜色!丝毫不错#
.表演准备/
红*蓝*白三色粉笔各 $支#装粉笔的纸筒 "个!式样

相同!没有机关#
.表演方法/
右手拿纸筒移到背后时!左手也跟着移到背后去!并随

即用左手揭去筒盖!取出粉笔在右手心里画上一道!然后迅

速再把粉笔放回筒里!并盖上筒盖#这时表演者脸上的表情

故意装成正在思索粉笔的颜色!同时用眼睛观察桌上其余两

个纸筒#等右手移到前面!经过偷看右手手心里画的粉笔颜

色!当然就可以准确地说出是什么颜色#这样!观众就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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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是你猜出来的了!

"##$巧连回形针

%表演现象&
牛皮纸一小张’回形针两枚’都没有任何机关’交代后’

把纸从左向右折 "()’在纸的左角和中间部分’用回形针别上

*图 "##+",’然后再把剩下的 "()部分向后折’用另一枚回

形针将纸的右角和中间部分别上 *图 "##+-,!

图 "##+" 图 "##+-
表演者做一个魔术动作’右手捏着纸的左边’左手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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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右边!向左右两方一拉!奇怪的是!两枚回形针脱离了

纸!而且连在一起跳了出来 "图 #$$%&’(

图 #$$%&
)表演准备*
牛皮纸一小张!大小和 +角纸币相同(用过的旧回形针

两枚(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道具没有秘密!表演时也不用手法!知道了

就能表演!只是在两手向左右对拉时!稍加用力!动作要快

就行(至于为什么两枚回形针能够脱离纸!而且勾连一起跳

出来!你可以再做一次慢动作!注意观察一下!就明白其中

的道理了(
如果用橡皮圈一个!套在两个回形针中间的纸上"图 #$$

%,’!然后用两手分别捏住纸的两边!用力向左右一拉!则

会出现另一种非常有趣的情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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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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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姓必中

$表演现象%
桌上有 &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面各写一个姓’共有 &个

不同的姓’排成上下两排’每排 (张卡片)
表演者说*+不管是谁’心中默记一个姓’只说出在上排’

或是下排)经过三次问答’我就知道他默记的姓是什么姓’绝

不会错’如果不信’现在可以当场一试),
观众们先后试了几次’都被表演者猜中’没有一次猜错

的’令人惊奇不已)
$表演准备%
白卡片 &张’任选 &个姓’例如*李-王-张-刘-陈-

杨-赵-黄’在每张卡片上各写一个姓)
$表演方法%
任意把写有不同姓的 &张卡片’分上下两排’每排 (张’

各姓之间没有固定的次序)摆好后’第一次问观众是在上排’
或是在下排.如果观众回答在上排’那么你就迅速把上排的

(个姓记牢’随即用右手拿桌上 &张卡片’放到左手上)方法

是先拿上排一张卡片’又拿下排一张卡片/再拿上排一张卡

片’后拿下排一张卡片/00这样拿完为止)如果先拿下排’
后拿上排也可以)从左到右拿’或从右到左拿’没有限制)这

是第一道程序 1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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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接着右手把左手中 $张卡片%一一分放在桌上%仍然是

上下两排%每排 &张’方法是先拿 &张卡片放在上排%后拿

&张卡片放在下排 (图 !"!#)*’如果先放 &张在下排%后放

&张在上排也可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也不受限制’等放

完卡片后%再问观众原来默记的姓%现在是在上排或是下排+
如果观众回答是在下排’

图 !"!#)
这时表演者便用右手拿桌上 $张卡片放在左手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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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次相同!这是第二道程序"至于它的奥妙所在!还需

要加以说明"因为在第一道程序时!经过一拿一放!已改变

了 #个姓所在上下排的排列位置!原在上排的 $个姓!现在

仍在上排的只有两个姓!其余两个姓已改在下排了!原在下

排的 $个姓!现在仍在下排的也只有两个姓!其余两个姓却

改在上排"所以观众回答在下排!只是第一次在上排 $个姓

中的两个姓了"当你迅速找出原在上排的 $个姓中的两个姓

时!就必须要把这两个姓记牢!这就是第二道程序的关键所

在"
第三道程序和第二道程序的方法一样!把手中卡片分放

在桌上!先放上排 $张!后放下排 $张"因为从第二次到第

三次又经过一收一放!又改变了第二次上下排的排列次序"第
二次在上排的两个姓!现仍在上排的只有一个姓了!第二次

在下排的两个姓!现仍在下排的也只有一个姓了"
放完卡片后!问观众默记的姓在上排!或是下排%你从

牢记的两个姓!在上排或是在下排里!一看就能知道观众所

默记的是什么姓了"

&’()神机妙算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一叠卡片!向观众交代清楚!卡片上面写着

,甲-字的有 .张!写 ,乙-字的有 .张!写 ,丙-字的有 .
张!写 ,丁-字的有 .张!共计 (#张 /图 &’(0&1"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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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张卡片完全弄乱#随即交给观众检查#没有什么秘密#
再由观众从中任意抽走一张卡片#并记住上面所写的是什么

字#不让表演者知道#然后把其余 !$张卡片还给表演者%
表演者把!$张卡片迅速看了一遍#随即能说出观众所抽

出的卡片上#写的是什么字%接着又表演几次#都准确无误%

图 &’!(&
)表演准备*
卡片 !"张#每张只有扑克牌一半大#分为四份#上面分

写甲+乙+丙+丁%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的秘密并不在卡片上#而是巧妙地用数码代替

文字#从数码上计算出来#因此#一般人很难猜透其中奥妙%
甲字用 &代替#乙字用 !代替#丙字用 ,代替#丁字用

-代替%甲+乙+丙+丁 -张一组#其数值之和等于 &’#七

组总计是 $’%表演者先把甲+乙+丙+丁 -个字所代替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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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牢记!看见什么字!即能转换成数字"见甲是 #!见乙是 $!
见丙是 %!见丁是 &"按照这个道理!表演者把 $’张卡片数

码相加的总和比’(少几!所缺少的数就是观众所抽卡片文字

的代替数字"如缺 #是甲!缺 $是乙!缺 %是丙!缺 &是丁"
还有简单办法)每张的数码相加满 #(时!丢开不累计!

把零数继续加下去!最后总数不满 #(!按总数比 #(少几!再

从这个数字转换成文字!就知道观众所抽的卡片上写的是什

么字了"
例如双手展开 $’张卡片!逐一过目"见到丁时是 &!见

到丙时 %!&*%+’"继续下去!又见丁是 &!’*&+##"丢

开 #(不累计!只剩 #!见到甲是 #!#*#+$"见到丙是 %!$
*%+,"又见到丙是 %!,*%+-"见到丁是 &!-*&+#$!#(
丢开不累计!剩 $"这样再继续下去!到 $’张加完为止"

甲.乙.丙.丁 &张每组不限于用 ’张牌!多几张.少

几张还是用同样方法处理!但太少了就会使观众缺少神秘感"

#(%/数字魔术

0表演现象1
不让表演者知道!由观众随意选 2个数字!先排成一个

最大数!再排一个最小数!然后两数相减!得出差数"观众

只要说出前三位数字!或只说后三位数字!表演者就能很快

地算出差数是多少"
例如 2个数字是 ,.$.’.%.$.’!排成最大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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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数是 !!"#$$%两数相减是 ##&$’#(观众告知前三位数是

##&或告知后三位数字是 $’#(表演者都能立即算出差数是

##&$’#(
又 如 最 大 数 是 )#’"!&%最 小 数 是 &!"’#)%差 数 是

#"*+)#%观众告知前三位数是 #"*%或告知后三位数是 +)#%
表演者都能算出差数是 #"*+)#%累试不误(

,表演准备-
白纸一方(钢笔一支(
,表演方法-
这套数字魔术的关键%是差数有一定的规律%即个位数

与十万位数%十位数与万位数%百位数与千位数%它们的和

数是固定不变的(以 ./0/1/2/3/4%)个字母分别代

表差数的 )个字码%其公式是5.647&*%06378%162
7+(因此知道 ./0/1"个数%就能知道 2/3/4"个数(
相反%知道 2/3/4"个数%就能知道 ./0/1"个数(以

上的表演%就是根据这个道理算出来的(

&*’9卷纸换位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两张长方形纸%一白/一红%交代清楚%没有

其他秘密(然后把白纸放在桌上%红纸放在白纸的上面(又

拿铅笔一支%交代后%把铅笔放在两张纸的下端(双手用铅

笔把两张纸一起从下向上慢慢卷起来%等卷完以后%请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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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红纸!白纸的上边"表演者把铅笔向下滚动"红纸和白

纸跟着展开#奇怪"现在白纸却跑到红纸上面来"而红纸又

被白纸压到下面了#
表演者再把红纸在上!白纸在下"再用铅笔卷起来"结

果"红纸又变到在下"而白纸却变到在上了#
$表演准备%
红纸!白纸各一张"长 &’厘米"宽 (厘米#铅笔一支#
$表演方法%
这套魔术道具非常简单"也没有手法"适合于家庭晚会

表演"而且效果有趣#纸和铅笔并没有秘密"关键在于两张

纸摆放的高度不一样"只要错开斜放就行了 )图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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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等铅笔把两张纸卷完&还要继续卷几圈&然后放开两纸

的上端&再请观众用手按住&你即把铅笔向下滚动&这时两

张纸便跟着展开&结果就自然会出现红纸在下&白纸在上的

奇迹了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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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练习时!参看 "图 #$%&#’的两张纸的摆法!假如

效果不好!请从两方面研究(第一!是否两张纸错开斜放的

角度不对路)第二!是否卷完两张纸后!继续再卷的次数少

了)只要经过几次练习!就能掌握它的规律!达到一次成功*

#$+,积木升降

-表演现象.
表演者对助演者说(/我今天变一套精彩魔术给你看*0接

着指着桌上三个扁圆形木块说(/你看两个是红色的!一个是

白色的!我现在把白色木块放在中间!上下各放一个红色木

块!我能把白色木块变到下面!再从下面又变到上面!你相

信么)0助演者的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态!又把三个木块!逐

一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没有怀疑!仍放回桌上*对表演者说(
/你变给我看吧*0

表演者便把白色木块放在两个红色木块的中间!叠成竖

直的圆柱形!对助演者说(/你看清楚!白色木块是在当中!
我要它变到下面去*0接着拿起一个圆柱形罩筒!里面空空*
当刚要罩上三个叠起来的木块时!这时助演者便迅速把罩筒

抢过来!看看筒里!确是空空的!这才放心!并把罩筒还给

表演者*
表演者即拿罩筒罩住三个木块!然后做一个 /下降0的

手势!随即揭去罩筒!这时白色木块果然降到下面了*助演

者感觉奇怪!为什么三个木块先是红1白1红的次序!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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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成红!红!白的次序呢"
表演者随即拿去上面一个红色木块#把它放到桌面上$接

着再拿起叠着的另两个木块上红!下白#放到红色木块的上

面$这时三个木块的排列次序#又是原来红!白!红了$然

后表演者再用罩筒把木块罩住#在上面做一个魔术动作#用

手向上一挥#随即揭开罩筒#说也奇怪#白色木块真的变到

上面来了#成为白!红!红的次序了$助演者再拿三个木块

仔细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观众对此变化深感新

奇$
%表演准备&
扁圆形木块三个#每个直径 ’厘米#高 (厘米$一个漆

白色#两个漆红色#上下周围漆一道黑边 )图 *+(,*-$圆柱

形铁皮框一个#大小能罩住两个叠直的木块#框里漆黑色#框

外上半段漆红色#下半段漆白色#两个颜色中间漆一道黑色

分隔#两头也漆黑色$从外表看#好像两个木块叠直放在一

处 )图 *+(,.-$木制圆柱形罩筒 *个#大小能罩住铁皮框#
它的高度要比叠直的三个木块高一些#在上口内侧四围加一

道贴边 */(毫米$筒里漆黑色#外绘饰图案$在筒底向上 (
厘米处#挖一个小圆洞#它的直径约 *厘米#以便拇指按进

洞口 )图 *+(,0-$表演前#把铁皮框暗藏筒里#白色的一端

朝下$
%表演方法&
先把三个木块#按红!白!红的次序叠好#然后用罩筒

罩住木块#拇指要顶紧筒上的洞眼#不能放松 )图 *+(,1-#
否则筒里藏着的铁皮框就要滑出来$接着做一个 2下降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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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势!再揭去罩筒!这时拇指要捏松点!里面的铁皮框就会

留下!把上白"下红的两个木块盖住#而上红"下白的铁皮

框罩在外面冒充木块!看起来便成为红"红"白次序了#在

观众看来白木块果真降到红木块的下面了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然后把最上面的红色木块拿下来!放到桌上!交代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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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拿铁皮框!注意要捏紧下面!连同暗藏的两个木块!放

到红木块上面!但不要齐整对直!要稍稍错位!免得铁皮框

会自动滑下去!这时是红"白"红的次序 #图 $%&’()*接着

拿起罩筒!罩住铁皮框!并把错位对直!同时拇指顶紧筒洞

里的铁皮框!趁机缓缓地把筒底落到桌面 #图 $%&’+)*随即

做一个 ,上升-的动作!用拇指顶紧筒洞里的铁皮框!一同

提 起!这样一来!就露出 白 木 块 变 到 两 个 红 木 块 的 上 面 了

#图 $%&’.)*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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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报复原

%表演现象&
表演者拿出半张报纸’用双手分别捏着报纸上端的两角’

横向展开’放在胸前’把报纸前后交代清楚(接着从报纸中

间撕开为两半 )图 !"#*!+(然后把撕成两半的报纸重叠起

来’再撕成两半’这样连续撕成 ,条(

图 !"#*!
表演者在最后重叠报纸时’把其中一条掉落在地上’但

他自己却不知道(又把重叠的报纸横过来’从当中撕开’分

成两半’再重叠起来撕一次’这样手中便有一叠纸片(
表演者把手中报纸片’轻轻地摆动几次’双手一抖’再

向左右分开’这些撕碎的报纸片’又恢复原来整张的样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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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一条!他急忙四处寻找!结果在地上找到掉落的一条报

纸 "图 #$%&’(!拣起来向手中报纸一拼!凑得很整齐!确实

是在撕报纸时落下来的)

图 #$%&’
*表演准备+
同样报纸两张!取其同方向的两个半张备用)将一个半

张横放!折成 ,条!撕去左边 #条!把它用少许浆糊粘在另

一个半张的左角上方"图 #$%&-(!再把撕掉一条的报纸直折

成 .条!又横折三次!合成一叠!用少许浆糊粘在那半张完

整报纸的右上角!因折叠起来的报纸嫌厚!用一枚头发夹子

夹住!以免松开来)再把完整的半张报纸从左向右对折起来!
贴有一叠的报纸!隐藏在对折起来的报纸下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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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表演方法(
先从桌上拿起半张报纸)两手分捏着报纸上方的两角)把

粘有一叠报纸的一面朝自己的右方)并用右手拇指按在它的

上面)其余四指在报纸前*交代报纸的背面时)左手在报纸

前向右拉)右手在报纸后向左推)两手交叉把报纸转了一个

身)让观众看清报纸的背面*这时右手拇指仍然按住一叠报

纸朝自己)观众就看不见秘密*然后交叉的两手捏着报纸恢

复原状*再分三次把报纸撕成 +条)趁机把粘在报纸左边的

一条撕下来)故意掉落在地上*
把+条报纸横折两次)每次都对折撕开)共有%,片报纸)

把它们一同折起来)捏在右手里)同时把贴有整张报纸撕下)
向下一抖)就展开一长条*再用两手分捏着两个角)向左右

两边拉开)整张报纸就出现在胸前*
表演者先是笑容满面)尔后突然一怔)用右手指着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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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 !条"随即东找西寻"发现在地上有一条报纸"蹲下身

体去拣报纸"趁势利用左手中的报纸遮掩"右手迅速将手中

一叠撕碎的报纸片"塞进右边裤袋里"然后把地上一条报纸

拣起来#再拼凑在左手的报纸上面"成为完整的报纸"这也

证明确实是原来撕碎时掉落的报纸"现在复原了#

!$%&剪纸不断

’表演现象(
火柴盒一个"抽开内屉"里面满满一盒火柴"把火柴全

部倒在桌上"再拿火柴装上半盒#然后拿一张纸条"把它套

在火柴屉的外面"并将纸条的两端露在屉外 )图 !$%*!+"再

把屉子推进火柴盒"尔后请观众用剪刀把屉外纸条的中段剪

断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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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表演者在火柴盒上做一个魔术动作&随即把纸条从火柴

盒里抽出来&结果还是一根长纸条 ’图 !"#$()*

图 !"#$(
+表演准备,
拿一个火柴屉&把屉底去掉&再把边框剪去一半&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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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段白纸条粘在边框的中段!然后套在一个有火柴屉的外面

"图 #$%&’(!再套上火柴盒)白色较牢的纸条一条!长短适

合表演用)当然!这长纸条和粘在边框上的纸条!它们纸质

是相同的)剪刀一把)

图 #$%&’
*表演方法+
表演者将抽出的火柴屉交代时!暗藏的一段边框!仍留

在盒里!也可预先把边框的两端粘在盒的内壁!使它固定不

动)在抽屉,关屉,抽纸时!都是左手捏着有暗藏边框的一

端!以便遮掩秘密)

#$-.画报盛水

*表演现象+
画报一张!正反两面交代后!将画报下半截向前对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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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大小 $图 !%&’!(!)*+再分成三等份+将左边一部分

向右折+右边一部分向左折 $图 !%&’!(#)*+折成一个扁筒

形纸袋 $图 !%&’!(,)*-在扁筒形纸袋的上边沿分一个口+
把一杯清水从上口处倾倒入纸袋内 (图 !%&’#)-

图 !%&’!

图 !%&’#
表演者把折叠的纸袋的上端+从朝上转成朝右+再从朝

右转成朝下+又从朝下转成朝左+最后再从朝左转成朝上+转

.#/#. 精巧魔术 !!%招



一个 !"#度$恢复了纸袋上口原来朝上的方向%按照常理$倒

进纸袋里的水经过如此转了一圈$一定会流出来%奇怪的是$
不见一滴水流出来%表演者为了证明纸袋里没有藏水$还把

折叠的纸袋展开$仍是一张画报$并交代正反两面$没有任

何秘密%
表演者又把画报折叠成扁纸筒$对着玻璃杯一倒$竟从

纸袋口倾倒出一杯清水%
&表演准备’
用两张画报粘合成有夹层的一张$中间夹藏一个(尪)形

的薄膜塑料袋$右管比左管稍短$左管上端是开口$右管上

端是封口$下面的横管与左右两管相通 *图 +#,-!.%
塑料袋的前后两面$用胶水只在当中涂一直条$不要全

涂$否则水灌进去不能撑开来%塑料袋藏在夹层画报的上截

正中处$袋口与画报上边沿齐平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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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报粘合方法要注意!胶水涂在左"右"下三边的边沿

上!上边沿的塑料袋口不要涂胶水#塑料袋前后靠着的画报!
也不能全涂胶水!只在局部涂一点就行!否则两张画报合紧!
清水灌进塑料管里!也不能撑开!清水的容量就减少#

$表演方法%
把一杯清水灌进纸袋里!实际上是把清水灌进塑料袋口

里!这时清水贮藏在塑料袋下部的横管里 &图 ’()*+,’-.#
接着把纸袋由朝上转成朝右!使原右管转到下方!管里清水

流到原右管里 &图 ’()*+,/-.#再把纸袋由朝右转成朝下!
原右管倒置转到左方!水仍在原右管内 &图 ’()*+,0-.#再

转成朝左时!切记不可大意!要把纸袋的右侧稍向上提!使

纸袋略带倾斜样!以便袋中的水流到左管和下横管之间 &图

’()*+,1-.!否则水便会从左管口流出袋外#然后把袋口还

原朝上!再展开纸袋!交代前后面!观众是看不出秘密的#
最后把画报再折叠成纸袋状!左手持杯!右手把纸袋上

端朝下倾斜!袋内的水就从左管口流出来 &图 ’()*+,+-.#
另外!清水究竟灌进多少为适宜!应事先做一次精确试验!以

免水过多在纸袋转向时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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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岁寒三友

(表演现象)
表演者左手拿着一小本子的上端*右手拿着本子的下端+

左手将本子向上拗*右手拇指在本子下端边上缓缓地往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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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一页一页地往上翻!观众看到每页上面都是空白"图 #$%
&#’(表演者从桌上拿一张纸片!大小和本子一样!上面写

有 )松*字!放到本子的上面!当做第一页(然后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把本子翻动起来(这时本子的每页上面都看到写

有 )松*字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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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把写有 !松"字的第一页取下#放回桌上#另拿

一张写有 !竹"字的纸片#放到本子的上面#两手翻动本子#
观众看到本子每页都是 !竹"字$接着又换一张写有 !梅"字

的纸片#两手再翻动本子#每页上面却变成了 !梅"字$最

后拿去本子上面 !梅"字纸片#再翻动本子#每页仍然是空

白无字$
%表演准备&
用图画纸裁 ’(张纸片#每张纸片长 )*厘米#宽 +厘米$

每张分 ’段#左右两段各长 *,-厘米#中间一段长 .(厘米$
在第一张纸片正面中段写 !梅"字#字的正面朝左/在

左段的左边沿正中处写小 !松"字#字的正面也朝左/在左

段的右边沿正中处写小 !空"字#字的正面朝右$这两个小

字是暗记#给表演者看的#因此用铅笔写也可以 0图 .(*1’
2.34$在第一张纸片的背面中段写 !松"字#字的正面朝右#
右段写 !竹"字#字的正面朝左$纸片的背面#是指纸片的

正面从下而上翻个身 0图 .(*1’2)34$
其余的 )5张纸片也都按第一张正面写 !梅"字#背面写

!松6竹"二字#但正面做暗记的 !松6空"两个小字不写$
最后一张纸片的正面中段#仍按第一张纸片写 !梅"字#

背面中段写 !松"字#字的正面方向也一样$只是背面右段

与第一张纸片写的不同#在右段的右边沿正中写小 !梅"字#
字的正面朝右/右段的左边沿正中写小 !竹"字#字的正面

朝左 0图 .(*1’2’36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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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张纸片都写好后&把它们折成 %层&折的方法按图

’!"#$%(!)*所示&实线 +,表示折叠后&第一层向外凸起

的右边缘&虚线-.表示折叠后第三层向内凹进的左边缘&第

一/三层比第二层短 "01厘米 ’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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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张纸片折叠后’顺着一个方向重叠起来’写有暗记的

小 (松)空*字是第一张’写有小 (竹)梅*字是最后一张’
成为一本小本子+

又裁纸片三张’长 !"厘米’宽 ,厘米’纸片竖直’分别

写 (松*)(竹*)(梅*三个字’表演时’做本子的封面用+
-表演方法.
三张封面纸片放在桌上’把重叠的 &"张纸片当作本子’

左手拿着上端’右手拿着下端+
第一张写有 (空*字暗记的一边朝下’用右手拇指捏着

下端边缘慢慢地下移’纸片就自动一页一页地向上翻动’观

众 就 看 到 每 页 都 是 空 白 无 字+接 着 右 手 拿 桌 上 一 张 写 有

(松*字的纸片’交代后’放在本子的上面’左手趁机把重叠

的纸片转 !/"度’使写有 (松*字的暗记朝下+然后右手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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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朝下!然后右手拇指按着下端边缘向下移"这时本子一页

一页地向上翻动"观众就看见每页上面都是 #松$字!
接着把 #松$字纸片取下"放回桌上"换取写有 #竹$字

纸片"这时左手趁势暗将手中一叠纸片翻转 %&’度"随即把

写有 #竹$字纸片放在本子上"有 #竹$字暗记的一端朝下!
然后右手拇指按着本子下端边缘向下移"左手向上拗"本子

一页一页上面都出现 #竹$字!
右手再拿起 #竹$字纸片"放到桌上"换取 #梅$字纸

片"左手暗把本子的上端掉转成下端"有 #梅$字暗记一端

朝下"右手把 #梅$字纸片放在本子上面"两手仍用前法翻

动本子"观众看到每页上都是 #梅$字了!
最后右手把 #梅$字纸片取下"放回桌上"左手趁势把

本子翻身"使有暗记 #空$字朝下"再翻动本子交代一下"每

页上又变成全是空白无字了!
为什么每次翻动本子"每次上面的情况不同"第一次是

空白无字"第二次是松字"第三次是竹字"第四次是梅字"第

五次又是空白无字呢(因为纸片有长有短"互相间隔排列"所

写的字"有在左页"有在右页"有在正面"有在背面!所以

每次逐页向上翻动时"只能出现一个字"观众看来就觉得奥

妙了!

%%’)书页复原

*表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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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拿一本儿童画册!翻开给观众看清!是一本普通

的儿童画册"请一位观众上台监督表演!并由他任意说一个

数目"表演者根据观众说的数目!在儿童画册里找出这一页!
当众从画册上撕下来!再给台上观众过目!证明没有错误"然

后表演者把这页纸撕成碎片!团成一个小纸球"拿起魔术棒

对碎纸球绕了几圈!又吹了一口气!放下魔术棒!打开碎纸

球"奇怪#已变成完整的一页了"请台上观众检查!确实与

原来页码相符"表演者又把变整的一页撕成碎片!放到手帕

里!包起来放在画册上面!做一个魔术动作后!拿起手帕包!
用力一抖!碎片没有了!表演者翻开画册!被撕下的一页却

完整的出现在画册里!请台上观众检查!确实是原来的一页!
并且完好如初地装订在画册里"

$表演准备%
相同的儿童画册三本!在两本画册里!找出第 &’页的一

张撕下来!这两张第 &’页!一张揉成纸团!放在桌上手帕的

后面!旁边放一根魔术棒"另一张第 &’页贴在第 &本完整的

儿童画册里页!做表演时用!其余两本缺页的画册无用"夹

层手帕一条!做法是用两条相同的手帕叠在一起!它的 &个

边都缝连起!留一边不缝!做成夹层的通口"
$表演方法%
拿贴有第 &’页的儿童画册!请一位观众上台!说一个一

位数或是两位数!尔后乘 (!又乘 )!积数一定超过 *++!你

说这数目太大了!画册上没有这么多页数!请他再用第一次

说的数目去除"观众算出的商数!一定是 &’"你就把画册中

所贴的第 &’页撕下来!给台上的观众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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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把这张第 !"页撕碎#揉成纸团#藏在右手里#虚做

放进左拳$然后右手取桌上魔术棒#趁势丢下手中暗藏的碎

纸团#迅速拿起手帕后的纸团#并移到左手$再用魔术棒向

左拳晃了几下#随后向观众展开纸团#变成一张完整的第 !"
页#再把它撕碎#放进手帕夹层内#把手帕包起来$以后提

着手帕的夹层边#抖散手帕包#自然没有碎纸了$
至于为什么观众说的数字#结果都是第 !"页%这是应用

数学原理#凡是某数乘 &#又乘 ’#积数除以某数#商数是 !"
的道理$所以书页选用第 !"页#就万无一失了$

(")"( 精巧魔术 **+招



主要参考书目

!"#现代魔术入门$ 刘树正 刘廷玉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 ’月

("#魔术大观园$ #杂技与魔术$编辑部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 )月

*"#外国新魔术$ 孙师敏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 %月

+"#魔术世界$ 傅腾龙 陈容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 !月

’"#中国古典魔术$ 杨小毛 葛修瀚译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年 *月

-"#西洋迷你魔术$ 刘京胜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年 *月

)"#魔术万花筒$ 傅腾龙 徐秋编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年 &月

&"#扑克魔术 !,,例$文丛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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