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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人们意外 广大的一块地区。根据画
发现一组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七幅战国末 法和图的磨损程度，考古学
期的木板地图，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 家判断，第一组图的绘制时
可携带地图
间早于第二组。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用现代地理学家的术语说，地图是对“所
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
选择的空间信息的结构性再现”。对“空间信 点，
有以下两点值得说。
息的结构性再现”，话显得很高深，其实，地图
一是以水系构成图面
是极为质朴的东西。应该说，每一个生活着 的总体框架，两个图组都是
的人都要使用地图，而每一个有生活能力的 如此。经对比，图上所画的
人，也都会画一画简单的地图。在街上问路， 水系与现代相应地区的水
碰到耐心的人，他会用手指在一个方便的平 系图基本相似。水系是最
面上，甚至干脆在空气里，给你比画出一幅路 容易识别的地表网络，所以
线图。地图专家们认为，这类比画的图示是 在经纬坐标发明以前，水系
人类最简单的地图，而在空气中比画的图示 常常作为地图编绘的基础方位框架。首先把
则是寿命最短的地图。
握住了水系，然后再确定其他地理要素与水
当然，也有寿命极长，时间达数千年的地 系的相对位置关系，这样，就可以画出一幅比
图。人类之使用地图，肇始于没有纸张，更没 较准确的地图了。
有印刷术的遥远世纪，
那时的地图可以画在地
第二是地图符号使用的成熟。地形、水
上、
石壁上（这两类当然不能携带），
以及皮子、 系、居民点、交通线，这些现代地图的四大要
木片、泥板、石板（这些还可以携带）等一切可 素 ，在 这 些 地 图 中 都 已 有 了 相 应 的 表 示 符
以施展图画的东西上。在我国古代，
有人为了 号。小方框内加文字表示居民点，由线条表
表示地形的高下，
还有用谷米堆成山丘形状的 示河流与道路。地形方面主要是山脉，图上
做法，
有些关于地图的书籍，
借用这个典故，
称 以曲线表示山脊。图中这些符号都是抽象的
为
“聚米图经”
。可见，
为了再现生活的环境大 线条，而抽象化正是地图语言成熟的标志。
地，
古人曾灵活机动地想了不少办法。
另一组重要的早期地图是在长沙马王堆
1986 年在甘肃省天水市一处叫放马滩的 墓葬遗址发现的几幅地图，它们的年龄也已
地方，人们在修建房屋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一 经有两千多年了。
组战国秦汉墓地。随后考古学家进行了正规
1973 年，因施工，在长沙郊区的马王堆发
的发掘，出土了约 400 多件文物。其中的一 现了几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在其中的第 3 号
号墓中出土了七幅战国末期的木板地图，它 墓中发现了三幅画在丝帛上的地图。一幅是
们分别用墨线绘在 4 块大小相似的木板的正 《地形图》
（又称《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
反两面上。这些木板长约 26 厘米，宽约 15— 图》），一幅是《驻军图》，还有一幅是《城邑
18 厘米，厚约 1 厘米。这些地图依据考古发 图》。其中《城邑图》损坏严重，已很难做整体
现的地点，被称为放马滩地图。
辨认，而另外两幅图则保存尚可，经过仔细拼
放马滩地图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 对，基本复原出图上的内容。其中《地形图》
可携带地图。放马滩木板地图所画的内容， 内容丰富，
具有代表性。
是战国晚期秦国所属的邽县地区，有河流、山
这幅《地形图》长宽各 96 厘米，方位是上
脉、道路、居民点（形状的符号）等。图上还有 南下北，与后来上北下南的普遍做法不同。
文字注记，对道里远近、森林的分布进行简略 地图表示的范围主要是西汉初年所封的长沙
的说明。地图取上北下南的定位。
国的南部，即湘江上源之一的深水（潇水）流
这七幅地图可分为两组，表现不同的地 域、九嶷山、南岭及附近地区。图的最上部，
区。第一组是表现以邽县为中心的渭河上游 也就是最南部，还有南海湾的一角。范围真
几条支流所经的地带。第二组表现的是燔史 是不小！
闭（关）
（位于秦岭与陇山的交汇处）周围比较
（19）

如果说当时国家之间飞机、坦克、士
兵数量乃至导弹数量，都只是一个量的竞
争的话，那么那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
引发的是质的突破——世界武力的格局
一下子被打破了，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老
大。
这是苏联绝不能接受的，唯一的办
法，
就是尽快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怎么造？在短时间内凭空造出一颗
原子弹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办法
——通过间谍，得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
密。
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是绝密中的
绝密，连给总统写信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爱
因斯坦都被“谢绝入内”，要在美国发展间
谍，
搞到原子弹的核心机密，
谈何容易？
为此，苏联在美国铺下了一张广泛而
秘密的间谍网，主要目标就是发展能参与
到“曼哈顿工程”的各类美国科学家，希望
他们能够为苏联提供制造原子弹所需的
一些数据和资料。
很多科学家认为，原子能的开发利用
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负责人之一，朱利叶斯·罗森堡进入了
苏联间谍网的视野。但是有一个问题，朱
利叶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为什么要帮苏
联呢？实事求是地说，
“ 二战”刚刚结束，
苏联确实拥有很多优势。
首先，在“冷战”的铁幕尚未落下以及
愈演愈烈之前，苏联和美国是反法西斯战
线上的盟友，
并不是敌对关系。
其次，在整个“二战”的欧洲战场上，
哪怕盟国媒体再三低调处理，但全世界还
是都知道，苏联红军是与法西斯德国血战
的绝对主力。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苏
联红军还是具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在很
多犹太人的心目中，在英美盟军一开始作
战不利的前提下，苏联红军是帮他们“复
仇”的英雄——罗森堡夫妇，都是美籍犹
太人。
最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深深震撼
了很多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
科学家，开始感到恐惧——人类放出了一

个可以瞬间毁灭自己的恶魔。所以，相当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美国单一掌握核武器
将成为不稳定的根源，世界需要另一个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来相互制衡。
而且，在很多科学家心目中，原子能
的开发利用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应被
一个国家垄断。
通过不断地侦测，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吃惊地认识到：美国当时真的有一批科学
家，心甘情愿地为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
为留在西方世界，一谍报人员供出了
苏联“地下网”
美国彻底认识到一切，是从 1944 年左
右开始的。1944 年，
“ 二战”接近尾声，法
西斯的败局已定，美国的情报部门把注意
力从欧洲移回了国内，开始彻底清查苏联
在美国布下的谍报网。
这一行为的起因之一，是苏联驻加拿
大领馆的一名叫伊戈尔·古曾科的谍报人
员—当时苏联已经警觉到了美国的行为，
进而开始全面撤回自己的谍报网，但是古
曾科出于种种原因，
希望留在西方世界。
要想留下，就要有“投名状”。古曾科
供出了他所知道的苏联地下谍报网络，从
而牵扯出了一名叫纳恩·梅的英国原子核
物理专家——正是通过梅的帮助，苏联人
知道“小男孩”是铀–235 做的。
查到这一地步，加拿大就开始与美国
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合作了。通过和英国
军情五处的合作，美国情报部门又挖出了
一个人：英国的原子核物理博士克劳斯·
福克斯。和从事原子核
物理基础研究的纳恩·梅
不一样，福克斯直接参与
了“曼哈顿工程”。
通过福克斯这条线，
联邦调查局又摸出了一
名叫哈利·戈尔德的化学
家。1950 年 5 月 22 日，联
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拘捕
了戈尔德，随后发现了大
量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
据。
(17)

父亲和林浩政委指挥第 有救了！
”
五旅和十六团、十七团及地
这时，一位老大娘拉着两个孩子走到王
方武装 1.4 万人，与敌人展开 殿元班长面前，急切地说：
“ 同志，不行啊，鬼
殊死搏斗。11 月上旬，在海 子把整个山都围住了，领着这么多人突围，会
阳县战场泊村召开了营以上 连累你们的，你们自己走吧。这两个孩子是
干部会议，确定了“保存有生 烈士后代，爹妈都是打鬼子牺牲的，上级把他
力量”，采取以“营连为单位” 们寄养在俺家里，绝不能让他们落到鬼子手
“分散活动，分散坚持”的方 里，
你们想办法把孩子带出去吧！
”
针，粉碎敌人“大扫荡”
。
听了奶奶的话，两个孩子哭了起来。扛
23 日，日寇在“拉网式大 机枪的高个子战士赵亭茂抢上前一步说：
“班
扫荡”中组织 5000 余人在胶 长，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只要俺有一口气，
东乳山马石山地区收网，牟 豁上命也要把他们带出去！
”
平、海阳、栖霞等县 6000 余
一名稚气未脱的小战士王文礼，攥着手
名抗日群众和一批共产党军政人员被拉入 里的枪来到王殿元身旁，说：
“班长，开路的任
“网”内，处境十分危险。
务交给我，一定要把大家都带出去啊，我们是
21 日晚，父亲和林浩政委率军区机关沿 胶东的子弟兵，生死也要和乡亲们在一起！”
马石山西侧向南转移，在十七团一营和军区 王文礼，此时刚刚 19 虚岁，却已当了 4 年八路
特务营护卫下，抵达海阳所镇，当敌人从三面 军战士了。在他三岁时，亲娘被饿死，后来随
合围马石山之际，连夜迎敌向水道转移突围， 爹讨饭度日艰难长大，日本鬼子侵入胶东后，
与日伪军擦肩而过。23 日，进至棘子埠村，跳 父子俩一起参军，编到十三团七连，儿子在六
出了包围圈，保证了对全区部队反“扫荡”作 班当战士，父亲在连里当司务长。由于王文
战的不间断指挥。
礼打仗勇敢，刚满 18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个山坡上茂密的松林中，
“ 十勇士” 是一名出色的八路军战士。
找到约 200 余名聚集在一起的群众。人群中
班长王殿元看着几位战士，坚定地说：
有的看到八路军到来了，立刻兴奋起来，感到 “今晚无论如何要带群众突围出去！
”
有了希望
为确保突围成功，
“十勇士”
和被围的当地
在日寇包围马石山时，胶东军区五旅十 群众研究突围路线，
并请到一位熟悉这一带地
三团七连二排六班 10 名同志，班长王殿元，战 形的牧羊老人当向导。动员群众突围时，
王班
士赵亭茂、王文礼、李贵、杨德培、李武斋、官 长说：
“不要害怕，要安静，听指挥。”在确定突
子藩等赴东海军分区执行完任务返回途经此 围方案后，王殿元亲自到鬼子封锁线探路，察
地，当得知有众多群众和地方干部被日寇包 看敌情，赵亭茂、王文礼等则分头把群众带到
围在马石山、情况十分危急时，
“十勇士”果断 马石山西北面的山沟里，
做突围前的准备。
决定：
“ 留下来，救群众！”他们决定潜入敌人
子夜时分，鬼子封锁线的火堆还在燃烧，
包围圈，
带领群众突围。
但枪声已沉寂下来。折腾了一天的日伪军人
趁敌人包围圈尚未完全形成之际，
“十勇士” 困马乏，
突围的时机到了。
借助混乱和植被的掩护沿着沟壑一步步接近马
王殿元把全班战士召集在一起，说：
“火
石山，
在敌人疏于戒备的一个山坳处，
悄悄潜入， 堆旁的敌人不多了，有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岗
寻找被包围的群众。在一个山坡上茂密的松林 哨，
其余都回帐篷睡觉去了，
咱们立即行动。
”
中，
“十勇士”找到约 200 余名聚集在一起的群
战士们把乡亲分成两队，
顺着三里长的山
众。人群中有的看到八路军到来了，
立刻兴奋起 沟向选定突围的沟口移动。当接近沟口时，
王
来，
感到有了希望，
一下子把10位战士围起来，
用 殿元让赵亭茂照看好那两个孩子，
他亲自带领
期待的目光争相介绍被敌人包围的情况。
李贵等三名战士分别登上沟口两侧的山脊，
向
王殿元告诉大家：
“ 老乡们，别害怕！我 不远处山包上的两个火堆迂回摸去。只见火堆
们是十三团的，大家不要惊慌，现在敌人把山 旁几个黑影一闪，
只几秒钟工夫，
火堆旁的哨兵
围得很紧，但咱们地熟、路熟，肯定能突围出 已被班长他们干掉，
两堆火也随即被扑灭。这
去。等到天黑后，我们带大家一起突围，有我 一切群众都看得真真切切，心中既紧张又兴
们在，就有大家在。
”
奋。随着班长发出的信号，
战士们带领群众奔
恐慌的群众看到自己的队伍，也看到了 向沟口，
霎时间便消失在夜色中。
生的希望，一个村干部说：
“八路来了，我们就
(完)

立规矩时要请孩子参与进来
立规矩不是凭空想象，不能说“我觉
得应该如何就如何”，如果脱离了实际情
况，那么这样的规矩就是没有意义的，执
行起来也会困难重重。所以，立规矩之前
要对实际情况进行评估，而评估的对象不
仅仅是孩子，
也包括我们自己。
立规矩首先要确定的是孩子的年龄
情况 结合实际情况做出计划
年龄是立规矩的一个基础性门槛，通
俗一点来说，就是要确定孩子在他那个年
龄段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能笼
统地给他立一个不符合他年龄的规矩，否
则他可能会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执行或遵
守这个规矩。
不过，虽然孩子在某个年龄段会有
“能做”与“不能做”的区分，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不能有所超越，可以提出一些需要他
跳一跳才能够到的要求。
对于年龄小的孩子，那些一定不能做
的事情，要不断地向他强调“不可以”，以
此来增强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如，不能
触碰电源插头，不去插拔插座。随着孩子
的成长，他对挫折、困难的承受能力应该
越大，所以一些规矩也要随着他的年龄增
长而进行不同程度的变化，或者重新立下
新规矩。
接下来，便是要确定一下孩子的心智
成熟程度。孩子长大了却并不代表成熟
了，他的年龄与心智成熟程度并不一定是
成正比的，有些八九岁的孩子反倒比十一
二岁的孩子更懂事。所以，要从几个方面
来确定孩子是不是真的成熟了。
比如，他是不是能正确看待长辈的要
求，是否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不能妥
善处理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可
以接受得了失败，对自己
的损失能否坦然对待，等
等。
当发现孩子能摆脱
那种遇事就哭泣、总是依
靠无理取闹来获得自我
满足的状态，在事情面前
可以有自己的处理态度，
对待周围人也充满了理
性的时候，可能我们以后
的教育工作、立规矩这件
事就会相对容易许多。
但是如果发现孩子还不

够成熟，也不是不可以立规矩，而是所立
的规矩要符合他的实际心智成熟度。比
如，不能给３岁的孩子立７岁孩子的规
矩。再有，就是等待孩子成长。教育孩
子，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急不得。做妈妈
的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要
有自己的主见才行。
为孩子立规矩前 要看看我们自己存
在哪些问题
我们需要评估自己已有的条件，看看
还缺少什么，还需要再完善些什么，争取
能在日后立规矩时，
做到万无一失。
首先是看看我们自己存在哪些问
题。前面我们已经进行过自我检查，那么
不管是外在的表现还是内在的习惯，如果
有问题，就要重视起来，可以将自己看成
是给孩子立规矩的一个界线，参照自己良
好的表现，来让孩子变得更好。
接着是看看周围环境对我们可能造
成的影响。相比于孩子，环境对我们的影
响要更大一些，无论是感情、婚姻、家庭问
题，还是人际、工作压力等其他问题，又或
者是孩子的种种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此
而处于焦虑中，而这样的情绪可能就会导
致我们在处理问题时陷入不冷静的状
态。跟孩子立规矩是需要冷静的一件事，
不要带着控制孩子的情绪去做。
对于环境的问题，我们要学会自我调
节，多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另外，如果
婚姻不幸破裂了，只有自己一个人照顾孩
子，这时候也要坚持原则，有了问题，可以
去亲戚、朋友那里寻求帮助，也可以让他
们来代替自己的另一半对孩子产生影响
与帮助；如果后来组建了新家庭，也要联
合新的另一半，一起真正地承担起照顾、
教育孩子的义务。无论是教育孩子，还是
自我成长，都需要把理性作为前提。给孩
子立规矩也不例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不仅仅是给孩子立规矩，更多的是给我们
自己立规矩，只有自己做到了，才能“理直
气壮”，当然最好还是“理直气和”
“理直气
平”。这样，家庭的氛围才能更和乐，对孩
子的教育才会更轻松有效。
请孩子参与到立规矩的过程中来 在
双方都理性时提出计划
立规矩绝对不是单方面地下命令，妈
妈和孩子双方都要参与到立规矩的过程
中来。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