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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小伙到“外家”的小山

村与人合伙开荒

近日，记者走进荔浦大塘镇苏结村唐乐
乐的蜜柚园，只见硕大的柚子挂在枝头，煞
是喜人，连片的蜜柚林散发着清香，工人们
忙着采摘分拣一个个金黄色的柚子，一派丰
收繁忙的景象。

“柚子园面积有 230 多亩，由我和妻
子一起经营管理。”唐乐乐告诉记者，他本
人是桂林市瓦窑人。是什么魔力，让这位
80 后生长在城里的小伙子乐意来到这个小
山村开荒破土、日晒雨淋呢？

原来，此前唐乐乐开了一家生态农业公
司，积累了一些农业方面的经验技术。他在
荔浦大塘镇苏结村，也就是他妻子的家乡，
看到连片的荒坡和山岭，想想当前消费者对
食品要求更环保、更生态、更绿色，决定运
用自身掌握的农业技术，到这里发展生态农
业经济。为此，小两口还特地去福建省平和
县参观了当地举办的柚子节，并从那里选择
了适合桂林种植的蜜柚品种。随后，他们在
荔浦租好了适合种植蜜柚的岭地，一开就是
230 多亩。

2013 年初，唐乐乐和 4 个股东合伙，
把蜜柚树苗种下地。由于没有经验，遇到寒
冬冻死了部分树苗，管理也不到位，造成果
树生长缓慢。在这个阶段，唐乐乐还是只投
资不参与果场的建设与管理。到 2015 年
后，由于各个股东意见不统一，果园的状况
一天不如一天，大家投入的资金眼见要打水
漂，唐乐乐也一度对这项投资失去信心。
2016 年，由于股东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其他几位股东纷纷要求退出。为了挽回局

面，唐乐乐开始专心打理果园，并再次专程
跑去福建进行考察学习，了解到柚子的营养
价值及市场前景，坚信选择种植蜜柚是对
的。学习回来后，他一鼓作气把 3 个人的
股份都顶了过来，最后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
股东，他成了最大的股东。

唐乐乐一边经营家里的生意一边接手果
园管理，自己也从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功
夫不负有心人， 2017 年中秋，果园出产的
第一批蜜柚上市了，产量有 3 万斤左右，
当时零售价为 5 — 6 元一斤，不到一个月
就销售完了，买果的人都表示认可蜜柚的品
质打算当回头客。初尝成功的滋味，唐乐乐
有了坚持做下去的信心和动力。

原生态种植精心管控，蜜柚

以好品质引来客商

经过数年的经营，今年唐乐乐种的蜜柚
进入了第一个丰收年，预计可采摘 6 万公
斤左右蜜柚，带来 25 万元左右的销售额，
明年果园的蜜柚将达到高产期，收益将更可
观。

在唐乐乐的果园里，蜜柚林下野草丛
生，他并没有让工人使用除草剂将其全部除
去。原来，唐乐乐清楚，施用除草剂对果树
所产的水果品质也有影响。为了确保果品的
质量，生产出真正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唐乐
乐有意让果园“杂草丛生”，草长得太茂盛
就让雇请的村民人工拔草。日常的果园管护
也只使用生物农药，不使用毒性农药。除此
之外，果园的水肥管理也很讲究，用的是生
物有机肥、农家肥，浇灌的水是没有污染的
山泉水。

在日常的管护中，唐乐乐也注重多重管
护，当蜜柚还是拳头般大小的时候就进行套
袋防护，减少病虫害侵袭幼果的机率，随后
加强水肥管理。唐乐乐还严格把控每棵蜜柚
树的产量，不定期淘汰一些小果和“歪瓜裂

枣”类果子，保证柚子的品相。功夫不负有
心人，唐乐乐果园的蜜柚渐渐有了口碑，常
有广东、贺州的果商到他的果园拉货。

蜜柚丰收，村民在家门口打

工增收

“在我的果园长期做工的有 7 人，每
人一天有近百元工钱。”唐乐乐介绍，在他
的果园务工的大都是无法外出打工希望能在
家门口挣钱的村民。除了请长工，需要剪
枝、除草、施肥、摘果之际，果园还要额外
增加务工人员，因此，在唐乐乐的蜜柚果园
内，常年都有村民在务工劳作。村里的陶阿
姨之前因家庭原因不能外出务工，平时有空

只是走东家串西家与人唠家常，现在她经常
到果园干一些施肥、除草的活，能赚不少钱
贴补家用。“白天做工，晚上还能照顾到家
里，很不错。”陶阿姨说。村里像她这样
“上班”的女性村民不下 20 人。

蜜柚种植管理步入正轨，唐乐乐便谋划
着下一步的发展。“目前，蜜柚园已投入资
金 150 多万元。销售方面，我们已和南宁
的连锁便利店进行合作销售，加上自营的网
络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
唐乐乐表示，今后的主攻方向是发展“农业
+生态、农业+文化”模式，把传统农业做
深、做细，打造自己的蜜柚品牌，打造一个
无公害的生态绿色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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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近年来，各类电信
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如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
诈骗，冒充社保电力工作人员诈骗，冒充电
视栏目中大奖诈骗，冒充熟人诈骗，冒充汽
车、房产退税诈骗，六合彩诈骗等等。许多
群众一时不慎，被骗子钻了空子，导致巨额
财产损失。昨日，记者本人就亲身遭遇了一
种新的电信诈骗方式——— 短信验证码骗局，
还差点中招了。

12 月 11 日 12 点 30 分，记者接到一个
电话号码为 0771 — 6715386 的来电，号码
所在地显示为广西南宁/崇左。接通电话
后，对方是一名广西口音的女性，她说：
“您的移动积分很多，可以兑换保温杯、电
热水壶等礼品。”记者回复说：“你是电信
诈骗吧。”接着就要挂掉电话。该女子赶紧
说：“我真的是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绝对

不是什么电信诈骗，那些骗子都是要身份证
号码和银行卡号码的，我们工作人员不会要
这些隐私信息，就是免费兑换积分送礼品，
不然您的积分过完今年就要作废了。您只要
告诉我邮政地址就可以了。如果您不相信，
我现在马上用中国移动 10086 的官方号码
给您发一条短信。”

几秒钟后， 10086 发来一条短信：
“欢迎登陆广西移动官方 APP ，短信验证
码： XXXX ，有效时间 15 分钟。温馨提
示：请您妥善保管验证码信息，切勿泄
露。”由于仍在通话中，记者没有注意到温
馨提示的内容。

对方接着说：“您收到短信了，可以证
明我确实是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麻烦您告
诉我验证码。”

记者当时懵了，就告诉了她验证码。接

着，该女子又说：“我已经帮您兑换好保温
杯了，将通过中国邮政寄给您。我马上再通
过 10086 给您发送一条短信过去，您告诉
我验证码就可以发货了。”

很快， 10086 又发来两条短信，其中
一条显示记者的手机号码已开通“和包支
付”功能(原来未开通)；另一条则显示：

“您的手机号将登录和包账户，验证码是
XXXX，若非本人操作建议直接回复 DJZH
冻结账户，切勿提供给任何人。风险提示：任
何人索取此验证码均为诈骗。”此时，记者
终于醒悟，挂掉电话，并冻结了和包账户。

随后，记者来到中国移动桂林分公司中
山路营业厅。一位客服人员在了解事情经过
后表示：记者遇到的情况肯定是电信诈骗，
因为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客户时，
肯定是用移动手机号码，而不可能是座机；

中国移动只会将短信验证码发给用户，绝对
不会要求客户通过短信或电话进行所谓“回
复验证码”的操作；工作人员也不会通过电
话联络方式为客户办理积分兑换。

另外，中国移动积分商城官方网站也在
显要位置发布了《近期部分客户积分被盗兑
的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客户提高安全防
范意识，切勿轻信陌生网址链接、透露身份
证信息、手机客服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
息，避免资金损失。”

记者还在网上搜索查到：今年 2 月，
北京一所高校毕业生小许因为向骗子提供手
机短信验证码，导致支付宝、银行卡信息都
被攻破，所有银行卡的资金全部被转移。

记者希望以自身的经历，提醒广大读者
警惕这种验证码骗局，小心中招。

记者亲历“短信验证码”骗局险中招
提醒：不要将验证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轻信所谓的积分兑换

本栏目由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
(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协办

心理咨询电话： 0773-2320697

丈夫总是

偷看我的手机，

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受寒潮天气影响，资
源县于 12 月 8 日下午开始气温持续走低，特别是到 9 日
凌晨，资源县高寒山区部分公路路段出现桥梁和道路结冰
情况，资兴高速公路也于当天凌晨 2 时许开始实施全线
交通管制，不允许车辆通行。面对严寒天气和道路结冰情
况，按照资源县公安局党委的部署要求，资源警方及时行
动，全警出动，分成多个执勤小组前往各结冰路段执勤和
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指挥疏导交通和维护道路秩序，并
及时对被困人员和车辆实施救援。

面对资兴高速公路大叶岭隧道和资龙公路老线隘门界
出现道路结冰的情况，当地交警部门立即派出增援警力前
往该结冰路段执勤，开展指挥疏导交通、摆设提示牌、巡
查路面、铲冰除冰和开展事故预防工作。执勤中，在道路
结冰情况不严重、不影响车辆安全通行的公路执勤点，执
勤民警提醒过往司机谨慎驾驶，注意道路安全；对滞留在
高速公路上的货运车辆，民警则通过警车带路等方式带领
滞留车辆驶入安全区域；对结冰严重、车辆无法通行的路
段，执勤民警一律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只允许安装防滑
链的车辆通行，客运车辆则严禁通行；对前往隘门界雪景
区欣赏雾凇景观的车辆和人员，执勤民警要求他们将乘坐
的车辆全部停留在安全区域，游客一律步行前往欣赏风
景。此外，在一些交通要道、车流量大的路段，执勤民警
和辅警还积极协助公路、交通部门，开展撒盐融冰、铲冰
除雪等工作，争取及早将道路打通，保障过往车辆安全顺
利通行。截至 12 月 11 日 16 时许，受气温升高影响，除
资龙公路老线隘门界路段因结冰严重无法通行实施交通管
制外，资兴高速公路已全线恢复通行，其他出入资源的主
要线路都未出现道路结冰情况，车辆均能安全通行，道路
通行秩序一切正常。

资源高寒山区

公路结冰
当地警方全力以赴确保道路安全

为了种植出原生态的

农产品，几年前，住在桂

林市区瓦窑的唐乐乐将家

搬到了荔浦的“外家”农

村，租了 200 多亩地。

靠着勤劳，加上原生态的

管理，去年以来，他种植

的 200 多亩蜜柚获得丰

收，给他带来了不少收

益，也带动了一些当地村

民就业。

工人们挑着
采摘的蜜柚归来。

捧着金色的
蜜柚，唐乐乐满脸
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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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女士提问：我和丈夫恋爱 3 年后结婚。婚前我
俩很相爱，也没有什么矛盾，但结婚后，他好像变了，对
我疑神疑鬼，多次偷偷翻看我的手机。我对家庭很用心，
我想好好地生活，但因为他偷偷查看我的手机这个事情，
我们争吵了好几次，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感情和生活。我该
怎么办？

桂林市心理医院咨询师刘训答：王女士您好，您的丈
夫在生活中没有能够尊重您的隐私，偷偷翻看您的手机，
遇到这种隐私被触及的情况，我能够理解您的不舒服感
觉。您来寻求咨询，相信您也想继续维持您的家庭关系。
您的爱人的行为有不适当的地方，但我们是否能够换个沟
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您生气和争吵是可以理解的，但生气争吵这样的解决
方法似乎没有帮助缓解关系，反而让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处理方式，一些可能有利于您
家庭关系的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您的爱人翻看您手机的
原因，可能来自他的不安全感。对于你们刚组建的婚姻家庭
关系，他可能还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是否可以一起来谈一谈
关于他翻看您手机的原因，了解他的想法，然后给他回应，
这或许能够帮助缓解您爱人的担忧。另一方面，你可以告诉
您的爱人您所需要的隐私空间，他随意翻看您的手机，会让
您感到不被尊重和信任；或者向您的爱人表达您对美好家
庭生活的向往，告诉他您对他翻看您手机的情绪反应，这
样的行为会让您很生气，并影响您的家庭关系。如果这些
都不能解决问
题，可以鼓励
您的爱人接受
心理咨询，以
帮助他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行
为。

记者张苑
整理

象山城管开出

首张小广告罚单
本报讯(通讯员蔡林珊 记者李慧敏)12 月 10 日早

上，位于翠竹路的一家医院在未经行政机关许可的情况
下，在翠竹路、环城西一路沿街立面、路灯杆上张贴小广
告 10 余张，被象山区城管大队立案处理，当事人被给予
500 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据悉，这是象山区城管针对乱
贴小广告行为开出的首张罚单。

当天上午，象山区城管大队通过巡查发现了上述新贴
的某医院招聘小广告，随后执法队员找到医院负责人，告
知其乱张贴小广告违反《桂林市城市管理条例》，并依据
《桂林市城市管理条例》责成医院自行清理所有张贴的小
广告，并对其处以罚款 500 元。该医院负责人表示愿意
改正错误，接受处罚。象山区城管大队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一直以来，非法小广告由于数量多、难以追溯违法
当事人，执法人员往往只得采取直接清理的手段，非法小
广告也因此难以根除，对市容市貌造成负面影响，今后他
们将加大对违法小广告的查处、处罚力度。

据了解，在庆祝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假期加周末的 4
天时间里，象山区城管全员上岗开展“三乱”(摊位乱
摆、广告乱贴、非机动车乱停放)整治行动，共清理小广
告 260 余处。此外，还出动了执法车 50 余辆次、执法队
员 1156 人次，对象山区重点路段进行检查，督促规范经
营 680 户，清理非法占道经营 754 摊，暂扣游动商贩三
轮车 12 辆，暂扣夜市摊烧烤架 2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