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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赵国的教训是深刻

的，代价是巨大的，从赵国

的兴亡过程中，我们能学

到很多经验教训。这些经

验教训，对于我们当下为

人处世或者管理一个单位

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要重视人才，更要有
发现人才的慧眼。千里马

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伯乐

比千里马更重要。廉颇、

李牧是上帝送给赵国的厚

礼，是赵国的“国之栋梁”、“无双国

士”，面对这样的千里马，赵国国君

愣是看不到、用不上，甚至还自毁长

城，秘密处决了自己的“千里马”。

如此对待人才，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初韩国

要把上党郡送给赵国，这个看起来是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实际上是个大

大的陷阱，赵国国君不和大臣们商

量，仅仅听了亲戚的建议“不要白不

要”，然后就接收了上党郡，并且没有

做好和秦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

结果长平之战，一战损失 45 万大军，

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所以，我们在做

决定之前，多听听不同意见。广泛征

求意见，搜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再

做决定，能让我们的决定更有可能是

正确的。

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事物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主

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我们要抓住

主要矛盾，注意次要矛盾。但是赵国

完全不是这样，抓住次要矛盾，忽视

主要矛盾。当时，秦国是赵国的战略

上的敌人，燕国是赵国战略上的盟

友，赵国应该团结燕国对抗秦国，但

是赵国面对同样“不懂事”、老是骚扰

自己的燕国，分不清矛盾主次，对着

燕国一顿猛打，连打 4 年。秦国坐收

渔翁之利，趁机壮大了自己，先后吞

并了赵国、燕国。

赵国，就这样一个原本强大的诸

侯国，在历史上如同流星一样划过，

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值得思考和学习

的亮光。

很多读者提到沙丘之变，第一个想到的

历史事件是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故沙丘宫（今

河北邢台附近），赵高、李斯在此篡改遗诏，拥

立胡亥称帝，这个事件史称“沙丘之变”，也有

史学界称为“沙丘之乱”。这只是在沙丘发生

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战国时期赵武

灵王被困于沙丘宫。这件事情司马迁在《史

记 赵世家》中有详细的记载：主父（赵武灵

王）及王（赵惠文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

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

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

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

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

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

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

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

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

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

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

诸侯。这段话很清楚地介绍了一代明主赵武

灵王被饿死在沙丘宫的过程。这个事情，也

是赵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此以后，赵国的

国君一个不如一个，很快就成了秦国的案上

鱼肉。

沙丘这个地方很奇特，除了跟秦始皇、赵

武灵王有关之外，还跟另一个帝王有关：商纣

王，著名的“酒池肉林”就是发生在这里。

用人失误

长平之战临时换帅。长平之战发生在

赵孝成王时期。当时秦国想要韩国的上党

郡，韩国觉得秦国是虎狼之师，给秦国就是

助纣为虐，与其把上党郡给秦国不如给赵

国。赵孝成王不跟大臣们商议，听了自己

弟弟的建议，接收了上党郡。于是秦赵之

间爆发了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初期，赵国

主将是廉颇，秦国一直占不到便宜，于是就

用重金，收买了赵国重臣，使用反间计，换

下了廉颇，换上了赵括，后来就是那个纸上

谈兵的将军。秦国那边得知反间计成功之

后，秘密换上大将白起，倾全国之力，15 岁

以上的男子全部上战场。白起何许人？那

是战国时期的战神，绰号“人屠”。果然，白

起用计诱赵军倾巢而出，然后用精锐骑兵

将赵军一分为二，使得赵军首尾不能相顾，

围而不打。赵军回城回不了，打又打不出

去，被困在营地内两个月之久，后来营地内

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长平之战，秦俘虏

了赵国 40 万大军，后来白起将这 40 万赵军

全部活埋。

近臣误国。赵国最后一任国军赵王

迁，宠幸近臣郭开。郭开何许人呢？他毁

掉了赵国两位大将：廉颇、李牧。当时长平

之战之后，赵国被秦国打急眼了，想起了原

来的老将廉颇，于是赵王迁就安排使者去

探望廉颇，郭开因为和廉颇有旧仇，就用重

金收买了使者，告诉使者应该怎么回复赵

王。后来赵王问使者，廉颇怎么样？使者

说了一句很要命的话“廉将军虽老，尚善

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

老，遂不召。郭开就这样毁了廉颇。郭开

后来还毁了李牧。李牧也是赵国的重臣，

大将。是秦国最害怕的将军之一。在郭开

的谗言下，李牧被赵王迁从前线撤了回来，

更大的错误是，赵迁居然下令让人秘密逮

捕李牧，秘密处决。李牧死后两月，赵国被

秦灭。

战略错误

分不清矛盾的主次。赵国的主要敌人

是秦国。但是赵国老是打燕国。一方面是

因为燕国骚扰赵国，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赵

国的战略判断出现了错误。燕国骚扰你，你

出兵教训他一下就可以了，赵国在赵孝成王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年，连续四年攻打燕

国。在这期间，秦趁机占领了赵国在山西的

大片土地。赵国不仅仅打燕国，打齐国，打

魏国，打匈奴，四处打仗，导致国力下降。

战略错误是讨好秦国。吕不韦被封为

文信侯的时候，赵国居然拿出一大块土地送

给吕不韦。赵国的土地是赵国先祖和将士

们用生命换来的，历时多年打下来的江山，

现在你居然拱手让给别人，而且是让给自己

战略上的敌人，你说气不气人。

战略错误是不信自己的大将。赵孝成

王元年，燕赵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赵孝

成王想齐国的田单（火牛阵的发明者）帮

忙带兵，就送给田单 57 座城池。赵国当时

有一个大将比田单更适合，那就是赵奢，

他曾任燕国一个郡的太守，对燕国地形、

布防和作战习惯了如指掌，赵奢自我推荐

带兵攻击燕国，并且断言，田单带兵不如

自己带兵抗燕，但是赵国国君对此建议不

予采纳，还是“高薪聘请”了对燕国不太熟

悉的田单带兵。结果果然不出赵奢所料，

“外援”田单让赵国损兵折将，然后拍拍屁

股走人了。

外扰内困

燕国在赵国北面，秦国一打赵国，燕国

就在背后骚扰赵国。本来赵国是阻挡在秦

国和燕国之间的国家，燕赵之间的关系是

“唇齿相依”，赵孝成王十年，秦国攻打赵国，

杀了赵军 10万，占了 20个城池，燕国趁火打

劫，占了赵国 2 个城。赵孝成王十五年，燕

使者出使赵国，送了 500 金厚礼给赵国重

臣，并从中了解赵国成年男子都死在了长平

之战中，目前国内只有 15 岁及以下的男

孩。燕国随即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派老将廉

颇带兵抵抗，大败燕军。

昏君误国

赵国人杰地灵，名将辈出，但是昏君

多。赵武灵王算是一个明君，但是后来自己

也被饿死在沙丘之地。他的后代就一代不

如一代了。赵惠文王守业，赵孝成王毁业，

赵王迁“结业”。

一声叹息，赵国
为什么要为赵国“一声叹息”

不少喜欢《史记》的读者，都为赵国的结局感到惋惜，笔者也不例外——从实力上讲，赵国

实力远在秦国之外的其他几个诸侯国之上，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兵强马壮，人

才众多，但是赵国却早早地被秦国所灭，是第二个被秦灭的诸侯国，仅排在韩国之后。作为战

国时期强大的诸侯国，赵国自从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之后，逐渐变得强大起来，甚至可以

以一己之力和秦国抗衡，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却成为秦横扫六合过程中，第二个被灭

的国家。所以，许多读者为赵国发出“一声叹息”：赵国作为战国中后期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

原本是不应该那么早被秦国吞并的。

战国时期四大名将白起、廉颇、王翦、李牧，其中有两位是赵国人，一个是廉颇，一个是李

牧。这两员大将，每一个都是让秦国十分头疼的将领，只要有他们在，秦国就难以攻克赵国。

赵武灵王改革之后，伴随着赵国的逐步强大，赵国甚至一度还有要灭掉秦国的打算，这个

在六个诸侯国中，是唯一的一个想灭秦，而不仅仅是防御秦的国家。但后来，伴随着

赵国“沙丘政变”、赵武灵王被饿死在沙丘宫之后，赵国迅速没落，没落的速度之快

让人不可思议，没落的过程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么，赵国到底是如何迅

速没落的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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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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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健康安全的抗菌内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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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近日，花开海上生态园推出了

专为孩子举办的暑期“花海奇妙夏

令营”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在两天

一夜的活动中，不仅可以吃烧烤、看

电影、露营，还可以认识夜间的花卉

和昆虫，增长知识。

傍晚 6 点，迎着落日余晖，一场

露营烧烤大餐在花开海上生态园的

花之舞草坪正式开始。五组家庭带

着自己的孩子，有的在烧烤架前忙

碌，有的则围坐在桌旁边吃边聊。

有家长拿着长枪短炮，记录着落日

最后的美景，小朋友们则一边大快

朵颐，一边静静地等待着夜幕的降

临，迎接他们的，就是一场“花海奇

妙夜”。

晚上 7 点半，“花海奇妙夜”活

动拉开帷幕。“小朋友们，你们看到

睡莲了吗？它们现在处于一个半开

半闭的状态，夜间才会开放。还有

一种叫子午莲，因为他们下午睡觉，

清晨 5 点左右醒来。”跟着讲解员围

绕着花海一路走一路看，小朋友们

有各式各样的新发现。一圈下来，

不仅小朋友们收获颇丰，家长们也

觉得这一体验别样有趣。“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小孩在家里看不到这样

的东西。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夜晚

户外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我觉得

很有趣，小朋友也感到非常开心。”

家长沈珍笑着说。

玩累了，还可以坐在草坪上看

看露天电影，吹吹晚风，感受大自然

的氛围，还可以伴着虫鸣迎接第二

天的朝阳。

“花海奇妙夏令营”自从 2018
年举办以来，每年暑期都会固定开

办。今年受疫情影响，首场活动于7
月 30 日启动。“我们设置了丰富的

活动内容，包含寻找花海、认识昆

虫、装饰种子画框等。活动的初衷

就是让孩子走向大自然，同时也希

望家长和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相

处，促进家庭关系。”花开海上生态

园运营部副总经理包晓东介绍说。

记者 朱奕 实习记者 杨惠聪

相关链接>>>
一名家长加儿童，两天一夜的

价格 398 元，增加一名大人的价格

99元。一天的价格则在99元，烧烤

费用自理。更多活动内容可关注

“花开海上生态园”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 勾瑞）近日，廊

下广陈两地市场监管所组织开展

“沪浙暑期科普快检体验营”活动，

旨在丰富沪浙毗邻地区未成年人暑

期生活，让未成年人知晓日常安全

知识，了解市场监管模式。

在廊下广陈毗邻工作站，小朋

友们正聚精会神地听取市场监管工

作人员对快检仪器设备的介绍，并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自动手体

验。随后他们来到山塘村卫生室，

参观药房和智慧健康小屋，深入了

解药品分类、储存条件和标签标识

等知识。“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食品

和药品安全知识，令我的暑期生活

更充实了，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这样的活动。”廊下镇小朋友蒋

烨磊说。广陈镇小朋友沈鼎浩则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他认识到，生活中

还有好多知识是他要学习的。

此外，本次体验营还融入了“四

史”学习教育和“毗邻党建”的内容，

通过参观毗邻党建展示馆，培养小

朋友们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

伴着沉沉暮色，来到社保中心绿

地，一片绣球花海在晚风中随波荡

漾，新修的人行步道两侧绿树苍翠，

不仅可以欣赏夏日美景，还能呼吸新

鲜空气。而在闪亮的庭院灯和地坪

灯的映照下，好几名阿姨转着花伞跳

起了广场舞。

在以前，这样的景致难以看到。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绿地品质，完

善绿地的生态效益、景观效果和社会

服务功能，自今年 3 月起，区园林管

理所对社保中心绿地、金一东路宾馆

西侧绿地以及石化四村南侧绿地实

施街心花园升级改造，总面积达到

10076 平方米。目前，三处街心花园

的升级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本月起

正式对外开放。

除扩大空间、丰富绿化层次外，

这次升级改造的三个街心花园中还

新增设了庭院灯、景观灯、园路、长

廊、坐凳等附属设施，既保证了市民

夜间游园的安全性，提升绿地的功

能性和服务性，也可以更好地满足

附近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等多种需

求。

“街心花园改造的时候我就一

直在关注，天天盼着这里能够早点

开放。现在终于开了，我和老伴早

晨锻炼也来，晚上散步也来，开心得

不得了。”家住石化四村的赵阿姨高

兴地说。

记者 项竹彦 王巧月
通讯员 黄蓉 裴云欢

疫情期间，出门戴口罩、外衣勤

消毒已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惯，为

了得到“从里到外”的保护，具有抗

菌效果的贴身衣裤也成为不少消费

者的选购产品。区消保委提醒选购

和使用抗菌内衣（裤），应注意以下

几点：

看标识
应购买标识齐全的抗菌内衣

（裤），规范的标识除包含企业名称、

地址、产品标准、安全类别等信息

外，还应包括产品的抗菌性能、抗菌

类别、特点及使用注意事项（例如

忌用范围）等内容，如果局部或贴

补部位有抗菌效果，标识上也应体

现出来，有抗菌等级的产品标识应

包含等级，无抗菌等级的产品标识

应包含抗菌的类别，产品是否耐洗

等内容。

重防护
应尽量选购浅色、宽松、柔软、

透气的内衣（裤），即使选购了抗菌

内衣（裤），依然要注重个人卫生防

护，不能认为商品具有抗菌效果，就

可以预防、缓解或治疗某些疾病。

勤换洗
仔细阅读商品的维护保养或洗

涤说明，内衣（裤）首次使用前都应

洗涤，以清除可能存在的残留化学

物质；每日穿着后用温水单独手洗，

使用专用的洗涤剂并避免用力揉

搓，洗后应在通风透气处晾干，避免

阳光暴晒；有些商品的抗菌效果会

随着穿着、洗涤次数的增加而下降，

建议消费者定期（2 至 3 个月）换新

抗菌内衣（裤）。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近

日，区卫健委召开“医疗付费”

一件事现场会，演示了“无感支

付”和微信线上支付相关流

程。7 月 30 日开始，前往市六

医院金山分院就诊的患者可以

体验“无感支付”和微信线上支

付的便捷。

即日起，全区 19 家公立医

疗机构正式上线使用“医保电

子凭证”，患者可以通过“医保

电子凭证”在各医疗机构就医

扫码结算，无需携带实体医保

卡、社保卡。市民在随申办申

领医保电子凭证，签约信用就

医无感支付，并绑定银行卡，

在医生诊间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医保费用部分自动从医保

账户结算，自费部分自动从银

行卡扣除，实现无感支付。无

需再前往收费窗口或者自助

机结算。

与此同时，在市六医院金

山分院就诊的患者在微信申

领医保电子凭证，并关注“金

山健康”微信公众号，在医生

开完处方或者检验检查申请

单后，可以马上微信公众号

“门诊缴费”栏目中查询到本

次收费的信息，点击支付后就

能同时将医保部分和自费部

分进行结算，无需前往收费窗

口或自助机结算。

目前，区卫健委正在加快

推进“医疗付费”一件事，8 月

底 ，全 区 19
家医疗机构

门急诊都将

实现无感支

付和微信线

上支付。

本报讯 （通讯员 俞翔）眼下正

是火龙果成熟上市的黄金季节。在

上海枫梅果园火龙果种植基地内，一

株株碧绿的火龙果树攀附在立架上

向外伸展，工作人员正忙着将错落在

枝头的红艳果实一一采入篮中。

果园中种植的是火龙果中的极

品——“蜜宝”，个头虽不大，但着实

惹人垂涎。“看着皱巴巴的，但撕开表

皮时就会发现，‘蜜宝’的果皮特别

薄，而且皮肉不粘连，颜色也是特别

的深，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花粉香。”

基地负责人李金东介绍道，“这段时

间温度高、光照充足，果子都在陆续

成熟，每天有500斤左右。”

据介绍，果园火龙果种植面积约

为 10 亩，亩产在 2000 斤左右。一株

火龙果在一年中，可以先后结出 6 至

8批次果实，从 7月中下旬开始采摘，

可 以 持 续 采

摘到 11 月下

旬 。 每 个 果

子 的 成 熟 时

间在 40 天左

右，采摘周期

近半年，无形

中 缓 解 了 果

农 销 售 的 压

力，而且也给

市 民 朋 友 们

提 供 了 足 够

的组团时间。

市场上的火龙果大多来自国内

南方地区或越南等地，由于运输的原

因果实到了 6 至 7 分熟就得采摘，而

本地种植的“蜜宝”则要等到 8 分熟

以上才会采摘，成熟度更高，甜度可

达到20度以上。

目前，正值红心火龙果集中上市

期。为满足市民朋友需求，火龙果种

植基地还提供采摘体验，采摘价格在

18元/斤左右。售卖价格则按大小计

价，价格在 8 至 15 元不等，有兴趣的

市民朋友可以前往体验或购买。

花开海上生态园推出“花海奇妙夏令营”

露营识虫观夜植 暑假别样新体验

沪浙暑期科普快检体验营举行

毗邻地区未成年人暑期生活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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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夜游又添好去处
三处街心花园8月起对外开放

地产火龙果香甜上市

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火龙果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火龙果

小朋友跟着讲解员认识昆虫小朋友跟着讲解员认识昆虫

随着“黑格比”远离，回归副

热带高压的控制，以多云天气为

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热力升级，高温也是“水涨船

高”，炎热体感迅速来袭．下周一

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37℃左右，市

民须做好防暑降温。

记者 陆辰丽

台风过后 高温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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