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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刘

邦建国之后，经历了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修生养息、恢复

生产，在外交方面，停止了

大规模的战争，面对匈奴的

挑衅，刘邦及其继任者，包

括吕后在内的当权者，都对

匈奴采取忍让、和亲的政

策，以和亲换取和平，为西

汉初期恢复国力、逐渐强盛

争取了一定的时间。到了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经济

发达，国力强盛，已经有了

对抗匈奴的实力。汉武帝刘彻就决

心彻底改变这种以和亲换和平的方

式，决定不再忍受匈奴的挑衅和欺负

了。于是血气方刚又有雄才大略的

汉武帝开始谋划，调整对匈奴的外交

政策：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变忍

让和亲为武力斗争。对匈奴外交政

策的调整，其标志性事件是一场没能

打起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

称为“马邑之谋”。

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时期，有个

爱国商人叫聂壹，因为经常往来汉匈

边境，深得匈奴人的信任，汉武帝就派

他去匈奴以取得匈奴单于的信任，便

于将来诱敌深入。同时，汉武帝安排

大臣们讨论，对匈奴的外交策略。大

臣们形成了以韩安国为首的有主和派

和以王恢为首的主战派，两派之间各

持己见。最后，汉武帝拍板决定：打！

于是这场战斗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农历六

月，汉武帝派遣精兵 30 万，命护军将

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

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

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

率 3 万多人出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东

北），准备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

其退路，争取一举全歼匈奴主力。

匈奴那边，聂壹不辱使命，深得

大单于信任，后来聂壹说，他有手下

数百人，能斩杀马邑县令，举城而降，

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

派大军前来接应，以防汉兵。匈奴单

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主力 10
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

县） ，并派使者随聂壹先入马邑，等

斩杀马邑县令后进兵。聂壹随后返

至马邑与县令密谋，杀死一名囚犯，

割下首级悬挂在城门之上，伪装为县

令头颅，欺骗匈奴使者，使者信以为

真，以为马邑得手。

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后，率领大

军向马邑方向进军。大军来到距马

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沿途有牲畜，

却无人放牧，引起了单于的怀疑。于

是匈奴攻下一个边防小亭，非常不巧

的是，原来都已经清空的小亭，因为

一个尉史（低级军官）返回小亭被匈

奴发现并俘获。在威胁下，尉史将汉

军的计谋全部说出。单于听后惊了

一身汗，继而大喜，说道：“我得到尉

史不上汉天子的当，真是上天所

赐”。于是封尉史为“天王”，并下令

立即快速撤军。

就这样，匈奴主力部队从汉朝布

好的口袋阵门口溜走了。汉武帝前后

谋划了近十年的“马邑之谋”也泡汤了。

历史上芸芸众生，绝

大多数都是小人物，在以

记载帝王将相为主的史籍

中，很难找到他们详细的

事迹，偶尔出现的，也是充

当“路人甲”，一闪而过。

但是也有一些“路人甲”，

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这些小到不起眼

人物，大多没有留下姓名，

在当时也不怎么被人关

注，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

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们

中的一部分，改变了帝王

将相的命运，他们某些不

经意间的举动，影响了历

史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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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人无善志，虽勇必伤。

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积爱成福，积怨则祸。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

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

……

上述让人耳熟能详的

句子出自同一本书《淮南

子》。这本书的主编是淮南

王刘安。刘安不仅是个文

学家，还是音乐家、发明

家。他的琴弹得很好，还是

豆腐的发明者，所以当您吃

豆腐的时候，别忘了豆腐的

发明人是刘安。上面这些

事情，只要能做到一件，人

一辈子就足矣。不仅如此，刘安还是

淮南国的国君，刘邦的孙子，汉武帝

的叔叔。汉武帝对这个叔叔尊敬有

加，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刘安基本上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西汉王朝大

红大紫，很多大臣和诸侯王都争相讨

好他，刘安在淮南国则是为所欲为，

可以横着走遍淮南国。

人一旦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就

容易得意忘形，一旦得意忘形，就会

“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想到，刘安

的“不测风云”居然是一个小到根本

不值得一提的小人物——雷被（音

pi），“被子”的“被”，在他的名字里发

音是“劈”。这个名字放到现代，真是

令人一哆嗦——“雷劈”。名字雷人

没有用，这个人就是一个小小的郎中

（官职名称），在淮南王眼里根本不值

得一提的一个官员。事情的来龙去

脉是这样的……

刘安的太子刘迁，喜欢练剑，到处

找人比试剑术，找了很多身边人，都比

不过他——其实是人家放水，因为不能

赢只能输。身边人的放水，让刘迁膨胀

到了不认识自己的地步，于是他就要找

当时剑术高超的雷被比试，雷被不肯，

因为明白人都知道，这种比试根本没办

法进行：输了，一世英名就毁了；赢了，

在淮南国就混不下去了。但是太子刘

迁很执着，一定要比，而且一定要人围

观。没办法，雷被只好屈从。比试过程

中，太子步步紧逼，雷被步步退让，但是

刀剑无眼，雷被一不当心伤了太子。这

下太子大为光火，雷被很害怕。这时恰

好赶上西汉朝廷要抵御匈奴，在全国范

围内征兵，雷被就想报名参军，借机逃

离淮南国到边关抗击匈奴。但是刘迁

不肯放雷被走，就在他父亲淮南王刘安

面前说雷被的坏话，刘安偏听偏信，让

郎中令免了雷被的郎中职务，而且不准

他出淮南国，实际上是将其软禁起来

了。这样一来，雷被一无官职，二无自

由。但他是个血性男儿，被人欺负到了

这个份上，他肯定要讨个说法的。到哪

里讨说法呢，比淮南王官大的，只有一

个人，汉武帝刘彻。于是雷被趁监视他

的人一不留神，连夜逃往京城，到了京

城马上向汉武帝上书申诉冤屈。汉武

帝下令让有关部门审核，审核的结果是

淮南国被削去两个郡，刘安觉得自己被

羞辱了，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举兵造反，

兵败，自杀，一气呵成。淮南国太子刘

迁、王后被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

满门抄斩。淮南国被降为九江郡。

一场比剑牵出的一个小人物，就

像导火索一样，引发的爆炸，炸飞了

整个淮南国。这是淮南王刘安及其

太子在事发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情，如果想到了，他们也不会欺人太

甚。所以无论在多高的位子，都不要

去欺负他人，无论官做多大，都要保

持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

一碗羊汤决定的胜负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了这

么一件事：宋文公 4 年（公元前 607
年）春天，楚国命令郑国讨伐宋国，

宋国就任命华元为将，抵御郑国的

进攻。华元将军为了鼓舞士气，让

人杀羊熬汤，吩咐下去：所有将士，

每人一碗羊汤，吃饱喝足，一鼓作

气，击败敌人！于是大家伙儿每人

一碗羊汤，吃饱喝足，精神抖擞地摆

开阵势，准备和郑国军队决一雌

雄。阵势摆好了，宋国将士们个个

摩拳擦掌，士气很足，只待华元一声

令下，杀向敌军。就在这时，出现了

奇怪的一幕：只见华元将军的战车

一马当先，直奔敌阵！宋国的将士

们都愣了——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郑国士兵也有点看不明白了：这还

没开战呢，对方主帅怎么先往敌人

这边人堆里扎的？

战车上的华元也蒙圈了：咋了这

是？这驾驶员是不是出了问题？他

一边喊停，一边尝试阻止车夫。但是

他的司机，一边驾车，一边大喊：“分

羊汤的时候，你做主；打仗的时候，我

说了算！”

华元一拍大腿，明白了：唉呀！

分羊汤的时候把司机给漏了！

还没等宋国军队采取紧急措施，

华元的车子已经冲入敌阵。郑军立

马将其围住，宋军主帅，眨眼成了俘

虏。就这样，还没有开战，宋国就战

败了。这场战斗因为一碗羊汤决定

了胜负，华元将军在做敌人俘虏的时

候，做梦也想不到是这个结果：这是

一场做了充分准备的战斗，从各种角

度分析，自己都应该是获胜方啊，结

果敌方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自己给拿

下了。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有在分羊

汤的时候考虑周到，忘记了还有个车

夫。

那个车夫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

有，却左右了一场战斗的胜负。

一棵桑树引发的战争
在《史记》中，有两段文字记载

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因为采桑而引

发的战争。《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初，楚边邑卑（音：bei）梁氏之处女

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

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

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

去。”《史记楚世家》记载：“初，吴之

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

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

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

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

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

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两段

记载，事情基本一致，区别就是《吴

太伯世家》的记载是两个女的因为

争夺桑树而发生的矛盾，《楚世家》

记载的是两个小孩子因为争夺桑树

而发生的矛盾。不管是女人还是孩

子，事情就是村民争夺一棵桑树，产

生了矛盾，这两个村民打了一架，然

后一个村的村长火大了，就带人把

另一个村子灭了，被灭的村子所在

的郡县大夫怒了，就发兵报仇，灭了

获胜的村子。然后两个国君都生气

了，发兵互殴……后来的结果是，吴

国把楚国打得躲进郢都不敢出来，

楚国很害怕，就高筑墙广积粮，闭门

不出。从此以后，吴楚两国矛盾加

深，相互之间攻伐不断，直到吴国为

越国勾践所灭，楚国为秦国王翦所

灭，然后才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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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

投诉地址：石化蒙山路1109弄8号

3楼（东）

投诉电话：57935522

消费的参谋消费的参谋 维权的后盾维权的后盾

空调成为大家的夏日“救星”，

有人认为空调就要整晚开，只要关

了温度立马上来；有人认为偶尔关

一次不光省电，还能让空调也休息。

那就一起来看看空调的正确

“打开方式”吧！

空调是怎么制冷的
空调就是热量的搬运工。空调

凉爽的风不是凭空出现的，空调制

冷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周围的热量

搬到室外去，所以空调外机特别热。

空调搬运的热量主要分为两

种：

室内物体发出的热量。如你身

上的热气、还有电器发热的热量

等。外界进入室内的热量。如偷偷

从门缝溜进来的热空气。所以，人

越多的话，空调要搬运的热量就越

多，肯定就更费电。所以“开空调一

个人开也是开，几个人开也是开”这

句话是不对的。人越多，越费电。

长时间开空调是否合理
以变频空调为例：

当室内温度达到空调机预设的

温度时，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止工

作；当室内温度有所抬升，超过设

定的数值时，压缩机才会再次启

动。而反复开启空调肯定会对压缩

机有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

一直开着空调对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有好处。

如果白天家中无人，晚上下班

后到家开启空调，可以到第二天早

晨五六点钟，然后再关闭。如果家

中一直有人，建议在中午时开启空

调，到后半夜的凌晨 2点钟左右即可

关闭，然后开窗通风。因为此时外

面温度已经降低，自然风更凉爽舒

适。

如果只是短暂外出（不超过一

个小时），关闭空调后，外面的热气

又会偷偷溜进来，再开空调，压缩

机要重新启动，还要把屋里的热量

转移出去，会更耗电。所以出去买

买菜，遛遛狗，取个快递啥的，就不

用关空调啦！

制冷模式or除湿模式
入伏了，天气闷热又潮湿，很多

人都会选择“除湿模式”，那么除湿

和制冷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制冷：空调的制冷功能，是指在

模式状态下，空调的压缩机与吹风

机持续运行工作，在室内温度达到

预设低温时才会停机。

除湿：空调的除湿功能，是指在

模式状态下，空调的吹风机一直保

持低速运行状态，而压缩机则是间

歇性工作运行，以保持室温接近于

预定的温度水平。

看到这大家就知道了，空调机

在制冷状态下比较耗电，而在除湿

状态下是比较省电的。

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除湿

模式虽然很省电，但它在相对较

高的温度下却难以达到制冷的效

果。而且除非是梅雨季环境，否则

长时间处于除湿模式会造成压缩

机使用寿命的减损。

本报讯 近日，山阳田园的南瓜

派对已正式启动。市民可前往观赏

黄瓜型、葫芦型、香梨型和灯炮型等

形态各异的南瓜。

据了解，山阳田园这些奇异南瓜

是从上海农科院引进的新型杂交品

种，共 26 个品种，大部分品种兼具食

用和观赏功能。在山阳田园内，部分

南瓜上绘画美丽的图案，制成独一无

二的艺术品，保质期可达半年之久且

不易破碎，可放心摆放，但不宜碰水。

山阳田园还有以奇异南瓜为造型的

南瓜厕所，被评为“上海最美公厕”。

除了观赏，还能玩耍。山阳田园

以南瓜为主题举办了田园趣味运动

会，开展多米诺南瓜骨牌、南瓜抱等

活动，在开发孩子智力的同时，还能

强身健体，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此外，还有田园大灶南瓜宴，市

民也可自己动手DIY南瓜饼，以及体

验制作南瓜灯的乐趣。据悉，以上活

动均可体验，二十人成团，需要提前

预约。想要入园的市民可以提前在

家完成随申办的登录认证和场馆预

约，入园前出示随申码、预约码和身

份证，随后至指定地点购票入场。

赏奇异南瓜、品尝南瓜宴……

山阳田园南瓜派对启动

形态各异的南瓜形态各异的南瓜

本报讯（记者 朱磊 朱林 通讯

员 徐欢）近期，我区无花果、水蜜桃和

梨等水果陆续上市，让市民大饱口福。

无花果：个大味甜营养高
无花果具有较高药用价值，对消

肿解毒、便秘、喉痛等都有很好的效

果，受到不少市民喜爱。眼下正是无

花果成熟上市的季节。

来到亭林镇上海迎亮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浓郁的奶香味就扑面

而来，一颗颗红紫色的无花果像灯

笼一样垂在枝头间。通过品种改

良，该基地种植的无花果不光个头、

糖度好于往年，亩产量也达到 2000
斤。

无花果是一种渐次成熟的作物，

采摘周期可以维持到 11 月份。与外

地无花果不同的是，本地产无花果都

是挂果到 8 成熟才进行采摘，因此新

鲜度和口感上要更优于外地品种。“我

们的果子一般中秋节之前称为夏果，

夏果比较大、口感糯，八月份是口感最

好的时候。”上海迎亮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杨卫东介绍道。目前，基

地礼盒装一盒 18只，售价 80元，散称

在15元一斤左右。

梨：皮薄肉脆最解暑
亭林镇金门村有一处梨园，走进

园内就能见到成片的梨树，每棵树上

都结满了黄绿色的梨，工作人员正顶

着烈日采摘装货。

据介绍，目前对外销售的有“早

生新水”和“翠冠梨”两个品种。后期

还会有圆黄、黄花梨等品种陆续成

熟。

“早生新水”果实扁圆形，果皮浅

黄褐色。开始采收期为 7 月 15 至 30
日，为早熟梨。口感松脆，汁水饱满，

甜度杠杠的。“翠冠梨”果实近圆形，

黄绿色，又称“六月雪”。果皮细薄、

肉脆汁多、味浓鲜嫩、汁丰味甜。最

大的单果重可达500克。

水蜜桃：蜜甜汁丰满口香
走进朱泾镇大茫村的一个露天

桃园，桃香浓郁扑鼻，放眼望去，绿树

掩映间，一个个红彤彤的水蜜桃挂满

枝头。水蜜桃种植户张培根和搭档

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第一批水蜜桃已采摘上市。今年

由于受连续的梅雨影响，预计产量在

5400斤左右，只有去年的一半，但张培

根自信地说：“虽然今年产量下降了，但

我们家的水蜜桃质量始终不变。”

6 年前，土生土长于大茫村的张

培根从无锡回到家乡，开始试种起了

阳山水蜜桃。这一品种被称为“果中

皇后”，它细嫩、柔软、甜蜜、滋润，深

受市民喜爱。

为防止虫蛀鸟啄，张培根会给

每个果子套上果袋，不仅不会产生

农药污染，还能让果子保持水分，更

充分地吸收营养。水蜜桃娇嫩，都

是现采现摘，再经过人工筛选，小

果、裂果、瑕疵果都不要，特别是阳

光充足的地方，果实会变得越发鲜

红，口感更甜。当一口咬下去，桃肉

细腻、汁水丰盈，一股清甜涌上舌

尖，满口留香。

本报讯（记者 杨嘉婕 刘祚伟）
7月 25日晚，金山城市沙滩首届沙滩

夜市温馨开放，现场有美食有海景还

有星空，浪漫又温馨。

百米长的海边长廊灯光闪耀，十

多个花车摊位排成一排，售卖各种美

味小吃。这里聚集了火辣美食，还有

冰淇淋、冰凉饮品和高颜值网红蛋糕

等甜品让游客一享夏天的清凉滋味。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金山农

民画摊位，售卖丰富多样的金山农民

画文创产品，“安家”布包、金属扣皮

质笔记本、面膜、拖鞋、钥匙扣等，充

满巧思。最值得一提的是啤酒摊位，

今年金山城市沙滩也是首次对外出

售酒精性饮料，一大口啤酒下肚，沁

人心脾的爽就蔓延开来。

现场还有乐队驻唱，悠悠的民谣

增添了一种慵懒和浪漫的气息。过

道上有造型可爱的小丑和小朋友们

打卡拍照，也有小情侣们打闹嬉戏。

坐在摊位边的桌椅上可以看到月光

下微微泛起波浪的海面，和帆船上的

点点灯光，别具一番风味。

“我们今年在金山城市沙滩开设

沙滩夜市，精心布置了 11 辆花车摊

位，从今年开始把景区的营业时间调

整到晚上 9:30，这样的话能让游客在

晚间的时候感受另一番金山城市沙

滩的风情。我们首届金山城市沙滩

沙滩夜市持续到 9 月 20 日。”金山城

市沙滩值班经理崔晓松介绍说。

海景星空搭配美食

金山首届沙滩夜市开放

三伏天吃羊肉、喝羊汤已

成为金山人的习惯。羊肉具有

补虚祛寒、温补气血、益肾补

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之功

效。暑天，人体能量消耗比较

多，用羊肉补充能量，是很合适

的。

凌晨两点，当人们还沉浸

在梦乡中时，位于松隐地区的

阿君羊肉店已开始为新一天

的生意做准备。

据悉，该店所有的羊都取

自金山本地。羊肉洗净冷水

下锅，煮至沸腾，撇去浮沫炖煮

两个小时。肉在锅里翻腾，初

始的羊膻味在火与水的作用

下，变成了盖不住的肉香味，在

空气中弥散。天没亮，羊肉还

没好，就有食客赶来静静等

待。随着天慢慢亮起来，露天

的桌子上人慢慢多起来。过了

早市喝羊汤的热闹劲儿，店里

橱窗中开始忙碌起来，陆续有

食客打包热气羊肉、羊杂。这

家开了 18 年的小店，通过新鲜的食材、

精准的火候，将羊肉的鲜香发挥到极致。

松隐地区还有很多家羊肉店，每天

早上锅中冒出的白烟吸引着市民起早

尝鲜。

又
到
三
伏
天
吃
羊
肉
的
时
候
了

本周末都是晴热天气，最高气

温维持在 35℃，直冲高温线。下周

初，云系略有增多，有阵雨打扰，气

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 32℃左

右，暑热略缓解。 记者 陆辰丽

周末高温来袭
最高35℃暑热逼人

乐队在沙滩夜市表演乐队在沙滩夜市表演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