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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烟火气
马亚伟

别让“志愿者”蒙羞、制假者得利
江德斌

有报道指出，每逢假期，就有不少大
学生选择参加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而大
学的奖学金评定、保研、出国机会也或多
或少与学生志愿服务有所关联。但是，个
别学生选择在网上购买一纸志愿服务证
明，甚至这些证明还盖有公章。除了纸质
证明外，在全国最知名的志愿者管理服务
信息系统以及志愿中国下面的“志愿汇”
APP上，一些淘宝商家甚至能够为购买者
录入志愿时长，包括志愿活动时间、志愿
地点也能随意填写。

本来需要付出辛勤汗水和宝贵时间
的志愿服务，变成了只需花钱即可在网上
购买到的一纸虚假证明，“志愿证明”变成
了金钱交易，花130元就可增加30个小时
的志愿时长，这“爱心”除了过于廉价也充
满了欺骗。

高校鼓励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初
衷是好的，出台将志愿服务与各种奖励挂
钩等激励政策也是为了提升大学生们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但是，学校主
张的是真实行为而非弄虚作假。于情，学
生花钱购买虚假“志愿证明”，违背了学校

的初衷，理应受到处罚。学校应加强对志
愿服务信息的审核，对有造假行为的学
生，可以采取教育批评、撤销奖励加分、记
入学生档案等措施予以惩戒。于理，购买

“志愿证明”本身就是不诚信行为，歪曲了
“志愿者”的定义，亵渎了志愿服务的公益
属性和奉献精神，不提高其造假代价恐怕
会助长歪风。目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二条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处 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此外，不
妨将大学生购买“志愿证明”的行为纳入
个人征信记录，令造假的学生在未来升
学、求职就业、贷款等方面受到一定影响，
以此遏制伪造“志愿证明”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
的证件、印章涉嫌触犯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此也有相应规定。而电商平台自
己也有相应的准则。《淘宝禁售商品管理
规范实施细则》规定“非法服务、票证类”

属于禁售范围，其中就包括“伪造变造国
家机关或特定机构颁发的文件、证书、公
章、防伪标签等，非法或仅限国家机关或
特定机构方可提供的服务”。可见，淘宝
商家销售虚假“志愿证明”的行为已涉嫌
违法，电商平台应依法予以处罚，严重者
可考虑全面禁售甚至封店，并将违法商家
信息提交给有关司法机关，以便进行下一
步的调查和责任追究。同时，还可锁定商
家违法交易记录，供学校、志愿中国等机
构对照查询，以辨识大学生志愿服务信息
的真伪。

事实上，目前在淘宝等线上平台销售
的除了“志愿证明”外，还有行驶证、车牌、
学生证、结婚证等其它虚假证明、证件。
假证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销售，扩大了销售
范围，使得造假行为更加隐秘难查。平台
应加大对商家违法售假行为的监管，可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排查能力，提升精
准打击力度。监管部门亦要履行职责，督
促平台加强日常管理，严格审核商家销售
商品，不能放纵商家的违规行为，对于违
法线索更要及时采集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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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防止“心理中暑”
刘 希

世情笔谈

这些天我不知怎么了，一早起来，心里就烦
躁不安，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本来拟好的
写作提纲，一个上午过去，脑子像棉花堵了一
样，仍只见不成文的几句，还动不动想发火。有
几次跟领导抬扛，弄得领导心里极为窝火。我
这个往日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随时随地都
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前些日子，母亲将室内的所有盆栽，都拿到
阳台上去享受太阳光。看着心爱的花在阳光里
被暴晒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我竟然对母亲发火
了。言辞很粗、语气很重，母亲气得不得了，并
且扬言要收拾东西回老家。我一向是个孝顺的
孩子，一直和母亲相处融洽，我从来都是以母亲
的快乐为最大的快乐，从来不会这样的，我这是
怎么了？母亲气鼓鼓地数落我：你疯了，真是疯
了。我也觉得，我现在这样子，非疯即傻。打电
话向做心理医生的表姐求救，她听完我的苦恼
后安慰我：你这是典型的“心理中暑”啦，这些
天，天天三十八九度，调节不当，还真是要误
事。没事，你在心上“装”一个“心理空调机”，绝
对会慢慢好起来的，不要怕！’“心理中暑？”我还
第一次听说，难道这中暑，除了身体有可能虚脱
外，心理也会跟着虚脱无力？表姐耐心地讲给
我听，她说35度以上的温度，日照超过12小时，
会导致情绪和认知行为的紊乱，容易让人产生
心理中暑，一旦心理中暑，就会情绪烦闷，心情
低落、爱发脾气、喜欢骂人等等情绪和行为异
常。

表姐还告诉我，心理中暑，内因的作用很
大，需要从自身找出症结所在。没事时，听听优
美而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想想老家大片的松林，
设想一下，自己躺在松林里，耳边鸟语花香，松
涛阵阵，好不快乐。休息时，看看轻松的节目，
听听有趣的相声，陪孩子到公园走走，多享受亲
子的乐趣，在心里装上一台这样的“心理空调
机”，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心静则凉。夏天少
发火，不但感觉凉爽，对心脏也有好处。

表姐的话听着有些道理。于是，多年前珍
藏的世界钢琴名曲又被我翻出来了，蒙了灰的
影碟机又被我擦拭一番，像新的一样，我看着它
们，仿佛又回到当初，回忆起和爱人精挑细选，
下定决心要买它们的喜悦与幸福。做家务时，
放上一段舒缓的舒伯特名曲，让优美的旋律在
夏天里流淌，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女儿嚷着
要去公园划船，我立马就同意了，我还向母亲认
了错，向领导坦承自己的态度有些过激……因
为时时让心里多想些些幸福、快乐的事情，我和
他人的关系，又渐渐恢复到原来的融洽。

看来，在心里装一台“空调机”，别让自己
“心理中暑”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酷暑难
耐的夏天，你是否也有此打算呢？

呵护梦想
王国梁

生活小品

回眸之间

夜

曲

苗
青/

摄

诗意与烟火气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诗意比较阳春白雪，
烟火气比较下里巴人，一个雅，一个俗，根本没在一个层面上。
不过呢，能把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子过得诗意盎然，让雅与俗和谐
相融，是不是也是一种生活境界呢？

有人说，柴米油盐中诞生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多么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啊，把烟火之气上升到文化的层次，不就雅了吗？
不过我等普通主妇尚且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充其量是做几个
小菜犒赏家人，与文化扯不上关系。那么，这柴米油盐中的诗意
从何而来？融入凡俗中，爱上烟火气，并且把烟火之味经营出诗
的韵律来，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以前我是抵触厨房的，觉得厨房是塑造“黄脸婆”的地方。
朋友曾经指着自己脸上的斑说：“瞧见没有，都是让油烟给熏
的！咱们女人怎么这么命苦，难道活该就要在厨房里葬送自己
的青春和美丽？”她脸上露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概，决心
要揭竿而起，誓与厨房决裂，追求自己向往的诗意人生。

她带我去茶楼喝下午茶。那样的氛围，绝对够诗意，小资得
不得了。午后的阳光慵慵懒懒地照进窗子，光线一寸一寸移动
着，时光的脚步慢悠悠的。茶楼里音乐低回，茶香弥漫。两个密
友，窃窃私语，说生活，谈未来，谈着谈着就把人生的禅意总结出
来了。谈话正当佳境之时，朋友手机响了，她“噌”地起身：“糟
了！时间早到了，赶紧接孩子，然后卖菜、回家做饭！”

到底是无法摆脱缭绕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平凡人间，烟
火岁月，是生活赐予我们的礼物，学会悦纳吧！

我是偶然发现厨房里的诗意的。某天，我的心情大好，买回
来一堆红红绿绿的蔬菜，还有活鱼、鲜肉、调料等等。我突然有
了一种创作热情，就像灵感突现一样。我把这些东西摆放在餐
桌上，很想对着它们抒情：啊，亲爱的食材们，一会儿工夫，你们
就会成为桌上的美餐！

这一会儿工夫，是一个多么美妙而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我
像是个伟大的魔术师，西红柿、辣椒、黄瓜，油、盐、酱、醋，在我的
手里“翻云覆雨”，悄然发生着改变。就说一道简单的白糖拌西
红柿吧，白莲花一样的磁盘里，两三个西红柿，切成七八瓣，撒一
点白糖，味道三分酸，七分甜，十分美味！这难道不是一首轻快
的小令吗？生活其实就是一首诗，做菜也是。

家人回来了，立即奔到餐桌前。我指着一桌美味说：“先别
吃，你们看这些菜，还保留着原本的天然颜色，红绿搭配，多漂
亮！这就叫‘桃红柳绿春常在’，开吃！”丈夫笑着说：“瞧你矫情
的，吃个饭还整这么多事！”我呵呵地笑了，要把烟火气的生活过
得诗意一些，需要的就是几分矫情呢！

我总结了，心中有热爱，柴米油盐也能演奏出平平仄仄的韵
律来。诗意烟火气，实在是人生妙境。

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鱼喂食。然后坐进飘窗，看
窗下的鱼塘，看水中的锦鲤自由地悠游。

所有的鱼，我都会给他取一个名字，每天看他们嬉戏游玩，
看的时间久了，就能了解每一尾鱼的性格。那尾红顶白身的，我
叫它丹顶鹤。那尾有着金色鳞甲的，我叫他金三甲，还有一尾白
底黑花的黑背就叫青衣。他们各有各的脾性，有的优雅，有的活
泼，还有的羞涩。青衣就像一个贵妇有着妙曼的身段，看见食物
慢慢悠悠一步三摇从水底浮上来，吃相甚是优雅，然后慢慢游向
深处。金三甲像个勇士，看准了目标猛冲过来，鱼食吃到以后就
突然沉入水底。丹顶鹤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非常活泼调皮，左
边冲下，右边冲一下，还上下翻滚露一下白白的肚皮，在水中一
闪如星光。有勾引人的嫌疑，碰见食物就吃一口，然后又到处乱
窜，像个到处惹事的熊孩子。

鱼塘的四周和内壁全部用黄皮石砌成，因为石质细密光洁，一
下雨整个鱼池都闪动着金色的光芒，路过的人每每都会停下脚步
观看，心直口快的会称赞一番：你家鱼塘值钱的，清一色黄腊石。

八年前，我们刚刚迷上石头的时候，也以为是黄腊石。每天
一下小雨，我们就往江边跑。

那时佩琅桥下正在清理河道，江边堆满从新安江挖起来的
沙石，经过一夜暴雨的冲刷，露出亮亮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仿
佛有着灵气的，远远看见在雨水中闪着金色的光，我们便冲过
去，以为捡到至宝。

石头有大有小，各种形状，小的我一个人就能把它搬到路边
的车上运回家，太大的可以当桌面凳子，一两百斤搬不动，我们
就用小石头盖着，第二天特意找一个三轮车去搬。如此往复，整
个夏天我和老公两人找遍了新安江沿榆村方向的所有河道，一
个夏天过去我们的小院子里就堆成了一座山。

房子装潢的时候，在前院的东南角挖了一个鱼池，因为后来
内行人说我们捡的这堆金黄色的石头没一个是黄腊石，虽然内
心有些失望，但我想把这些化大力气搬回家的黄皮石砌进鱼池
的内壁，大的砌在鱼池四周当台面，一定好看。

期待了几十年的鱼塘，梦境般突然实现了。内心骚动而满
足，鱼池刚刚砌好便迫不及待买了几条小鱼放进去养，结果没两
天小鱼都死了。后来百度才知道新鱼池有水泥气，是养不得生
灵的，有毒。需要用水养半个月以上才可以放养鱼虾龟螺。为
避免牺牲，我差不多耐住三个月的性子，才在花鸟市场买了第一
批锦鲤放进去，买来鱼食和面条喂养它们。开始总是隔三差五
会死掉一条，后来慢慢才了解：鱼是饿不死的，倒会撑死，所以慢
慢养成定点定时定量喂养他们。

现在这鱼塘已经八年了，其间也换了不少鱼。鱼池和水，是
唇齿相依的关系，缺失了任何一方，这鱼塘就荒废了。唯有相容
互让，鱼池要年年清理杂草淤泥，水要时时注入活水，这鱼塘里
的生灵才会生生不息。

上中学时，老师在班上把我
的作文当范文，朗读给同学们
听。我使劲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偷偷对同桌说：“我要当作家！真
希望我的文章将来能刊登到报刊
上，变成铅字！”

同桌撇了撇嘴说：“老师念你
一篇作文就美成这样！我的作文
都被老师念了很多次了。其实作
文很简单，人人都能写好。老师也
说过，写好作文离成为作家还有十
万八千里呢！我觉得你没什么写
作天赋，不过是刻苦用心罢了。现
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是脚踏实地把
功课学好。”同桌是班长，习惯板起
面孔教训人。我的热情被她浇了
一盆冷水，心里不由沉沉的。

我明白，我的梦想如同一粒
柔嫩的小芽，如果不精心呵护，就
会被严寒与风霜摧残掉，消失得
无影无踪。我在内心对自己说，
坚定梦想，勇敢追逐，不管我的梦
想是不是开花结果，一定要让它

成长起来，人生有梦不觉寒，让梦
想温暖自己。

有空的时候，我背诵唐诗宋
词，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同桌
嘲讽我说：“你背多少篇也成不了
作家！”我反驳说：“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相信多
多积累肯定能提高文学素养。”同
桌丢给我一个不屑的眼神，继续
扎入题海中。

结果是，同桌考上了名牌大
学，我却落榜了。虽然我一直坚
持写作，写了很多篇文章，可是没
有一篇发表过。那些文字，沉落
在我的书桌里，丑丑的见不得光，
很是让我自卑。我想，同桌当初
的话或许是对的，我没有天赋，那
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会像飘出天外
的气球一样不知所踪。可转念一
想，我又觉得梦想不应该被嘲笑
打败。别人的嘲笑是一把双刃
剑，可以打败你，也可以成就你。
把嘲笑当成动力，做出个样子来

让嘲笑你的人看看，既是对嘲笑
无声的回击，又能离自己心中的
梦想更近一步。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有放弃

自己的梦想，而且比原来更努力
了。成长的历程是艰辛的，我遭
遇过很多嘲笑，但我已经学会了
淡然一笑，呵护着梦想继续前
行。参加工作第一年，我的一篇
文章终于在县报发表了。看到自
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兴奋地
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
个同事看着我得意的样子，终于
忍无可忍，说了句：“不过是县报，
这种小报根本没人看！”虽然我又
被浇了冷水，但我这次只是微微

一笑，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几年后，我发表的文章越来

越多，好些大报刊都发过，也被很
多人称为“作家”。我清楚，我离
真正的作家还有很大的距离，但
毕竟我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想当初，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自
己的文章能变成铅字，那将是对我
最大的鼓舞。如今，梦想真的变成
了现实。所以我相信，只要你不惧
嘲笑，再遥远的梦想，用心呵护，用
心去追，也能抵达成功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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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之交、生死之交、忘年之
交、车笠之交、酒肉之交……想必
您都不会陌生，“点赞之交”不知
您可有了解？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各种“圈”应运而生，同时也催
生了各种网络现象、网络词汇，

“点赞”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
网络语言，它最初起源于各大社
交网络，表示对某个内容的赞同、

喜欢和支持。如今在微信、微博、
贴吧、QQ空间等社交软件或网页
中，设计者都加入了“赞”的功
能。被“赞”的数量能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人气或者被关注的程
度。现如今，“点赞”已从虚拟的
网络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

我身边的绝大部分朋友都有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前几年在他

们的“鼓动”下，我也下载安装了
这款应用软件。一开始，我的朋
友圈里只有联系非常紧密的十几
位亲戚朋友，后来人数逐渐多了
起来，有同行，有驴友，有编辑，有
文学爱好者……后来，只有一面
之缘的人在分别的时候，也掏出
手机，要求扫个二维码，添加到微
信通讯录里，不好驳面子，只得应
承。那天闲翻手机，忽然发现微

友已达数百人，顿觉一惊。
一页页地滑动屏幕，许多名字

竟然一丁点的印象都没有了。什
么时候添加的？谁主动加的谁？
加完之后聊过没有？要不要发个
信息试试对方知不知道我是谁？
会不会早就把我拉黑了？一连串
的问号如泉水一样，不停地冒出来。

将此心情编成一条信息，又
配了张图片，发在了朋友圈。不
多时，有人开始点赞了。逐一看
过，有邻居，有同学，有同事，还有
几个不熟悉的人。出于好奇，私
发去一条消息表示感谢，当然更
多的是试探对方的“真面目”。一
来二去，终于明白，彼此谁也不记
得谁了。此时再细究当时的添加
细节已然没有意义，便问他既不
相识，为何点赞？对方呵呵一笑，

发来一条哲句：赞是为了被赞。
这话着实让我感到有些惭愧，说
实话，我很少给别人点赞，只是喜
欢默默地欣赏和关注。而我那条
朋友圈发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已
经超过八十个赞了，这更让我心
生愧疚。

那天出门，遇到几年不见的
老邻居小林。彼此寒暄过后，他
问起我女儿是不是该上小学了。
我深感诧异，说：“前几天我不是
还刚发过一条去参加孩子家长会
的朋友圈吗？对，当时你第一个
给点的赞，所以我记得特别清
楚。”小林搔搔后脑勺：“嗨！我这
人‘见圈就赞’，当时真没注意你
发的什么……”

呼！我吐出一口气，或许，这
就是所谓的“点赞之交”吧！

点赞之交
翟 杰

忽有所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