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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之家

垂钓时空

养花弄草

花鸟鱼虫

绘画天地

史海钩沉

说起汉王刘邦，不少人赞同“他
是一位高明政治家”的评价。确实，
刘邦身上具备了政治家所应有的一
些基本胸怀和素养。

作为高明的政治家，应当具有
良好的口碑，赢得群众的支持。刘
邦虽然出身于社会下层，没有受过
良好的教育，早年在乡间的名声也
不怎么好，但参加义军、投身于反秦
大业之后，给人留下的却是一个长
者的印象。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
在跟项羽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

当时，楚怀王曾与诸将约定：先
入关中灭秦的封为关中王。但一些
老将认为，关中百姓饱受秦王朝严
刑峻法之苦，应当派一位为人宽厚
的长者去安抚。项羽为人狡诈残
忍，刘邦素来为人宽厚，因此派后者
去比较合适。最终，楚怀王决定派
刘邦率军入关。刘邦入关灭秦后，
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与民

“约法三章”。百姓持牛羊酒食犒
劳，刘邦也婉言谢绝……类似举动
赢得了民心，百姓唯恐刘邦不做关
中王。

项羽在听说刘邦入关之后，担
心刘邦借机称王，赶紧率军入关，但
又怕投降的秦军入关后造反，竟连
夜将 20 万秦军降卒全部坑杀。入
关后，又杀死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
婴，焚烧了王宫，把金银财宝和美女
搜刮一空，“所过无不残破”，彻底丧
失了民心。在其后的楚汉战争中，
虽然刘邦屡战屡败，但在关中百姓
的支持下，依托稳固的后方基地，最
终击败项羽，夺取了天下。

作为高明的政治家，应当深通政
治谋略，识大体顾大局。项羽入关后，
听说刘邦要称王，不禁大怒。刘邦为
了消除误会，防止同项羽发生军事冲
突，竟冒着风险赶赴项羽的军营。鸿
门宴上，凭借政治家的勇敢和智慧，说
服了项羽，避免了直接发生冲突，为后
来的胜利赢得了时间。

大将韩信率军平定齐国后，派
人给刘邦送去一封信，希望刘邦任
命自己为假王（代理国王），镇守齐
国。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
阳，看到韩信的信后，勃然大怒。一
旁的张良、陈平见状提醒：我军正处

于不利的境地，你也无力制止韩信
称王，不如顺水推舟，否则就有可能
生变故。刘邦一听，立刻醒悟并改
口：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
王，做假的有什么意思。于是，派张
良为使者，册封韩信为齐王，让他带
兵攻击楚国。从当时的局势来看，
这真是非常关键的一招。因为项羽
也正派人去游说韩信，齐国策士蒯
通也劝韩信保持中立。

作为高明的政治家，应当能够
忍辱负重，不争一时之气。楚汉战
争开始时，刘邦趁项羽东征齐国之
机，率各路诸侯讨伐楚国，攻占了楚
国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并仗着
人多同项羽决战，结果却遭大败，伤
亡惨重，刘邦仅率数十骑逃离，父亲
和老婆都被俘虏。经过这次教训，
刘邦在后来的战争中避免同项羽直
接交战，而是攻击他的部下，使得项
羽疲于奔命。

楚汉两军在广武对阵时，项羽
提出“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刘邦
却回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尽
管项羽同汉军交战百战百胜，但地

盘越打越小，人也越打越少。在垓
下战败后，项羽凭借个人的勇猛突
出重围，到达乌江边上。乌江亭长
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
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却说：“我
与江东弟子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
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
面目见之！”一代枭雄忍不得一时之
气，最终自刎而死。

作为高明的政治家，最重要的
是能够识人用人、知人善任。楚汉
战争开始时，刘邦和项羽帐下都网
罗了不少人才。但到后来，真正的
人才大多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
总结战胜项羽的原因时，说了这样
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
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
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
我擒也。”这个分析也充分体现了刘
邦作为高明政治家的见识。

来源：人民网

篆书是中国书法书体
的始祖，有了篆书后才逐渐
形成隶书、楷书、行书和草
书。

篆书由金文、石鼓文发
展而来。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本着文字简化、方便，便
于交流、使用的原则，将大篆
统改为小篆，确定为官方的
正书。篆的意思是“琢”，表
示笔划、线条圆转和庄严。

篆书在书写中除很少
的圆点以外，基本上都是直
笔 或 者 曲 笔（指 弯 的 笔
划）。楷书、隶书中的横、
竖、撇、捺、点、钩等笔划都

是从篆书的直笔和曲笔变
化而来的。篆书的直笔分
为横直和竖直两种，曲笔则
分为弧、复弧和环等三类。
篆书的笔法比较简单，行笔
基本都为中锋、藏锋，中心
提笔和按笔较少，笔划表现
得均匀、圆润。曲线笔划转
折时多为圆转而不出棱角，
粗细也比较均匀。

由于篆书是我国最早
的通用文字，因此它的形态
比较复杂，对于现代人来说
识别上有一定的困难，所以
它在现代多表现为篆刻印
章供人们欣赏。

养狗原本是一件开心
的事，但狗狗的叫声，会影
响到邻居们的生活。面对
精力旺盛的狗狗，如何才能
让它安静，下面介绍的这四
个妙招，让你的狗狗安静不
乱叫。

1.运动消耗法
让狗狗运动，不仅可以

消耗其体力，还能使它在精
神上得到满足。玩累了自
然就会好好睡觉。不过，这
种方法用在斑点犬和金毛
寻回犬这类天生“运动员”
的身上，效果会稍差一些。

2.视而不见法
狗狗就像是小孩，你越

是纵容它，它就越喜欢在你
面前撒娇耍赖叫个不停。
如果你转身离开，不闻不

问，狗狗就会觉得自讨没趣
收声了。

3.注意力转移法
很多狗狗之所以乱叫

是因为无聊，你可以在它狂
叫的时候，用它最喜欢的玩
具逗引它，绝大多数狗狗会
立即跑去玩它的玩具。

4.软硬兼施法
对待狗狗还得软硬兼

施。一位国外的动物行为专
家做了一个实验，当狗狗叫
的时候就摇铃，狗狗闭嘴后
就拿点心吃，同时赞美狗
狗。时间长了，狗狗再听到
铃声的时候自然就会安静下
来。但如果你的狗狗软硬都
不吃，还是换别的招数，训练
狗狗，总是要花一点时间和
精力，不能三分钟热度。

招财鱼是一种性情比
较温和的热带观赏鱼，对于
有饲养经验的鱼友来说，招
财鱼的饲养难度并不大。

招财鱼对水质的要求也
不是很高，水质呈现中性或
微酸性，水温保持在22℃至
26℃左右即可。

除此之外，招财鱼性格
温和，很适合混养，能和招财
鱼混养的热带鱼种类有鹦鹉
鱼、龙鱼、地图鱼等。

招财鱼混养需要注意的
是，招财鱼同类之间混养容

易发生撕咬等情况，很少有
混养成功的案例。

招财鱼好养，最重要的是
招财鱼很皮实，对于蔬菜、水
果不怎么挑剔。

整体来看，养好招财鱼，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饲养招
财鱼需要及时处理掉残渣，
粪便等，其次有强大的过滤
系统作为后备支撑，对于水
质的保持没有多大问题。水
温控制尽可在正常范围内，
有助于招财鱼生长，也可避
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家庭养花，一般场地狭小，没
有多少肥料来源，常常让养花爱
好者发愁。其实，家家户户厨房
里，就有很多可以利用的高效有
机肥，只要及时收集，就可成为
很好的肥料，让花草更好地生
长。

将菜、豆壳、瓜果皮放入缸坛
内，加盖密封，经两三个月发酵腐

烂后,就可以对花草进行施肥了。
变质的黄豆、花生米及鱼内

脏、鸡鸭羽毛、鱼骨头等，加水发酵
腐烂后，可成为含氮、磷、钾的优质
有机肥。但注意，一定要腐熟，用时
要掺水稀释。

淘米水中含有蛋白质、淀粉、
维生素等，用来浇花，会使花草更
茂盛。

洗牛奶袋、洗鱼肉和煮蛋的
水冷却后浇花，可增加土壤养分，
促使花草生长。

吃中药时，熬药的剩渣，是绝
好的养花肥料。因为花草生长所
需要的氮、磷、钾等元素，在中药
中几乎全有。把中药剩渣置于缸
里或大一点的容器里，掺拌些新
鲜土质，再浇些水，沤上一段时

间，等药渣腐烂后变成腐烂质土，
就可施用了。一般放在花盆中
部，效果更好。

鸡蛋壳内不仅含有机磷，而
且还饱含丰富的钙、铁、锌、镁等
微量元素。先将鸡蛋内的蛋清洗
净，然后晒干，捏碎，即可作基肥
使用，也可以在开花或结果前两
三周开沟埋入土中。

住进刚装修的新居，常
会出现头晕、流泪、失眠、乏
力、关节疼痛及食欲减退等
症状，医学上称之为“新居综
合征”。其原因是建房及装
修时用的水泥、石灰、油漆、
涂料和三合板等各种材料，
均会散发出对人体有害的物

质，如甲醛、苯、石棉聚乙烯
和三氯乙烯等，这些物质通
过皮肤呼吸侵入人体血液
中，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

要消除新居综合征，除
了保持居室的良好通风外，
在居室内放养一定数量的花
卉植物不失为一种既美观又

有效的好方法。例如芦荟、吊
兰、虎尾兰、君子兰、龟背竹、
天竺葵、万年青、铁树、百合
花、杜鹃、月季、菊花、蔷薇等，
它们在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
的过程中还会吸收诸如甲醛、
苯、铅、三氯乙烯等有害气体，
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居家养花巧积肥 篆书的特点和书写要点

四招让狗狗不乱叫

怎样才能养好招财鱼

新屋入住先养花

刘邦何以堪称“高明的政治家”？

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
就是三伏天，气温一般都不
低于35摄氏度，这时水中的
鱼，会游到水深的地方乘凉，
钓友就很难钓到鱼。

虽然天气炎热，鱼不好
钓，但这时候，鱼生长速度最
快，会到处觅食。如果我们
掌握了一些小技巧，钓鱼也
不是一件难事。下面我们就
来介绍一下，如何在三伏天
钓到鱼。

钓鱼的时间
晴天钓鱼，一般出行时

间：凌晨3点到4点之间；晚
上10点左右；太阳刚落山后
的傍晚。这些时间段气温较
低，也是鱼儿外出觅食的最
好时机。

阴雨天，是垂钓的好时
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

以选择在小雨中垂钓。雨天，水中的氧气
含量会增加，鱼儿这个时候很活跃，此时
会有很多的渔获哦。

饵料的选择
天气炎热，水温会很高，选用甜、素、

香、硬些的饵料比较合适。由于荤味较软
的饵料容易引来小鱼，最好用颗粒饲料或
玉米粒作饵料。泡好的玉米可以挂钩用，
也可以打窝使用，诱钓效果非常不错。

如果饵料选用面食，要在里面加少许
白糖或蜂蜜，再将面和硬些、搓饵要大些，
这样能避免小鱼闹漂。

钓位的选择
三伏天，水面温度高，但水底还是比

较凉的，所以要选择树荫下、深水处钓鱼，
因为树荫下面的水温肯定比其它区域的
水温低，所以这里是鱼最喜欢的地方。

三
伏
天
如
何
钓
到
鱼

养花弄草

画眉鸟变瘦了，不吃东
西，鸟的会主人担心发愁。
画眉鸟是一种机灵鸟，不吃
东西有很多种原因，那如何
治疗画眉鸟变瘦呢？下来一
起了解一下。

喂食活虫
画眉属于杂食性鸟类，

它喜欢吃各种昆虫，如蚂蚱、
蟋蟀、蜘蛛等，在野外生活
时，多数时间都是以虫为
食。画眉入笼后，吃虫的机
会大为减少。但为了给画眉
调整饮食结构，增强营养，使
它正常发育，要经常给笼养
画眉吃些虫。

饲料饮水
鸟入笼后，首先就是要

解决吃食与饮水的问题，鸟
的食物不宜加入过多的动
物与植物蛋白。饮用一般
自来水就可以。鸟的大便
成型了就能表明鸟有正常
的消化功能，你使用的鸟食
也基本合格了。

喂食方法
洗好笼子后，就可以直

接把鸟食放置在笼板底，让
鸟自己去吃食。

每天要定时喂三次黄
粉虫和口袋虫,但不能多
喂,一次两到五只即可,这
样鸟自然会慢慢长好。最
好不要断食，让画眉鸟每天
都能吃好喝好，这样下去画
眉鸟就不会变瘦了。

喂食画眉鸟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