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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罗春柏从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当从找他谈话
的市领导口中得知，关工委是为青少年办
实事的，他便服从市委安排，“退而不休”，
于2012年9月起担任珠海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一干就是10年。

事实上，他对青少年的关爱由来已
久。10多年来，罗春柏一直坚持对石狗
村、东安村部分家庭困难的小朋友每年给
予数千元的资助。只要到村里，他一定会
去探访小朋友们。

60岁的郭润妹是石狗村村民。2008
年上半年老伴因病去世，下半年儿子车祸
早亡，唯一相依为命的孙子小豪，出生脚上
就有先天残疾。郭润妹一个人咬牙坚持，
拉扯着孙子长大，靠每个月的低保补贴和
种菜卖菜维持生计。

第一次见到小豪，罗春柏摩挲着孩子
的头，眼睛里全是心疼。他联系到市红十
会等相关单位，送小豪到广州进行手术治
疗，因为去得及时，小豪的脚得以矫正，终
于能正常行走。得知因为缺乏营养，小豪
的身体一直不好，罗春柏还时不时买营养
品送过去。

如今，已经上初中的小豪，功课在班里
名列前茅。

莲洲镇东安村村民郭炳好，儿子小强
出生40多天时，丈夫因病去世。小强在两
个半月大时，查出患有地中海贫血（重型），
在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前，每20天就要输
一次血来维持生命，昂贵的医疗费用让母
子俩不堪重负。

罗春柏得知情况后，和关工委的同志
一起，通过多方协调，给小强送去了药物和
医疗器械。2018年，小强终于等到了合适
的骨髓配型，罗春柏欣喜万分，找到了各方
资源，发动企业组织捐款，3天就筹集到善
款30万元。小强最终顺利完成了手术。

“我告诉孩子，是罗爷爷让你有了重新
活一次的机会。”说起这些故事，郭炳好泪
花点点。

“小强，听你妈妈讲，你身体恢复得不
错，学习也有进步，真不错，有困难和爷爷
讲。”说到孩子们，特别是困难家庭的孩子

们，罗春柏就像“痴人”，讲不完的话，操不
完的心，做不完的事，仿佛已经忘了自己已
经是一位老人。

近年来，在罗春柏的带领下，市关工委
经过深入调查，把珠海现有需要帮助的困
难青少年情况概括为“三失一欠”（失学、失
业、失足、身体欠健康），写出调查报告送市
委，得到市委重视，作为专项工作来予以推
进。调查报告得到广东省关工委和中国关
工委的充分肯定，并采纳了“三失一欠”的
提法，在全国使用。

珠海市关工委对“三失一欠”困难青少
年的帮扶工作，被中国关工委列入“全国关
心下一代帮扶十大工作品牌”之一。在他的
带领下，市关工委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为更好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
珠海市关工委邀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热
心企业成立了“珠海市关心下一代协会”，
对“三失一欠”困难青少年进行帮扶。自
2013年以来，共筹集资金1700多万元，帮
扶1.8万人次，向1600多名大、中、小学生
提供助学金700多万元。

今年，罗春柏为进一步深入实施“五
老”关爱下一代工程，继续擦亮“三失一欠”
困难青少年帮扶工作品牌，就在4月初，他
又着手拟定了《市关工委 市关心下一代协
会联系村困难青少年家庭帮扶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市关工委在两个村选取困
难青少年家庭，每户每月给予1000元资
助。更重要的是，随着方案的落地实施，市
关工委、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在石狗村、东安
村开展长期帮扶工作的模式被固定下来，
帮扶的联动化、常态化、长效化自此得以实
现。

夕阳西下，远处山峦披上晚霞的彩衣，
温暖人心的故事却怎么讲也讲不完。依然
有村民拉着我们，还想再说说罗主任，“他
跟我们村的事儿还有很多呢……”

是啊！23年的牵绊，23年的故事，怎
么能在一天内说尽呢？它们已经深植在乡
亲们的心中，就如天边温柔的云霞，守护着
村落的宁静。

不退休的“罗爷爷”

一句“跟进到底”的承诺，他坚守了23年
——珠海市关工委主任罗春柏用心用情扶贫帮困

初夏时节，一场骤雨刚过，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石狗

村绿意盎然，空气里淡淡的清香直沁心脾。

“罗主任来了！”有村民眼尖，一声呼喊，快步相迎。正

在鱼塘里干农活的几个村民，闻讯也放下手头的事情赶来

问好。

头戴洗得发旧的鸭舌帽，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走

进村里的人，正是珠海市关工委主任罗春柏，围拢、握手、

谈笑，罗春柏问得细致，村民们也毫无拘束，话匣子一打

开，大家如同好久未见的亲人。

这一回，罗春柏又带来几位企业家，一路把他们领到

村里的困难青少年家里了解情况。他还带来一个好消息：

就在前不久，市关工委制定了《市关工委 市关心下一代协

会联系村困难青少年家庭帮扶实施方案》，可以按月为孩

子们提供帮扶资金了！

“共产党员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家的事儿，我们会

跟进到底。”在珠海西区的两个偏僻山村里，一句斩钉截铁

的承诺，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穿透23年时光的隧道，至

今仍温暖抚慰众多村民的心。

位于乾务镇东南头的石狗村，村
子并不算大，只有375户人家。穿村
而过的小河涌碧水汤汤，波光粼粼的
鱼塘星罗棋布。这里水产养殖业
远近闻名，其中光是锦鲤养殖一项，
就占到珠三角市场的50％。

“去年，我们村还被评为珠海市
文明村，现在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了。”听说记者过来了，67岁的石狗
村原党支部书记张郁明不顾雨天路
滑，说什么也要过来聊聊，老人家略
显激动地说，“石狗村有今天，多亏了
罗主任！”

时光回溯到1999年，彼时，斗门
尚未撤县建区，地处偏僻的石狗村，集
体穷，村民也穷。有点本事的，早就跑
到外头闯荡。待在家里的，多是种点

甘蔗、粮食，打点零工，一年到头勉强
温饱。

“村里处处都是烂泥路。”张郁
明说，石狗村村民都知道，下雨天，
要小心翼翼和泥路“抢鞋”，“一只脚
陷进泥里，刚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
进去了。”

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甘
蔗。现任村党总支书记梁树民苦笑
着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种甘蔗一
年四季都需要人，夏天带着草帽去，
雨天披着雨衣去，干不完的活儿，大
年初一也要去砍甘蔗，一直忙到清
明节。”

尽管如此辛苦，但因为种植结构
单一，常常增产不增收，光景越来越
差。很多村民将怨气，出在了村干部

身上，人心浮动。1999年，赶上村干
部换届，张郁明走马上任没多久，那
年6月，村里一些人聚集起来，要徒
步去市里反映情况。

一路走到南屏镇街口，正在大伙
儿情绪激动时，时任珠海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的罗春柏到了。

那是急匆匆追来的张郁明第一
次见到罗春柏。时隔23年，他仍然
记得罗春柏当时面对村民说出的坚
定话语，如军令状一般字字铿锵：“共
产党员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家的
事儿，我们会跟进到底。”

化解基层矛盾，解决群众急需，
等不得，慢不得。把大伙儿用大巴车
送回村里后，罗春柏随即一头扎进了
村子。村民们七嘴八舌争着议论，有

人质疑：“市里来的干部是不是转悠
一圈就走了？”

罗春柏没有辩驳，他认认真真地
听，手里揣着一个本子，群众的诉求，
他一字不漏记下，还要再梳理清楚重
点，给大伙复述一遍。街头巷尾、田
间地头，到处留下他的身影。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对于村里的
基层情况和破解方法，罗春柏心里已
经有了底。而眼前一件事情，就要马
上动起来，他忘不了，送村民回来时，
那泥泞的村路让大巴车无法掉头。
他忘不了，一家家一户户地走访时，
裤腿、皮鞋沾满的泥。

“我们会跟进到底。”他再次向大
家重复这句话，“先把大家出行的问
题解决了！”

从一句承诺开始

“你知道在石狗村修一条路有多
难吗？”张郁明说。

当罗春柏提出来，要帮村里修一
条6米宽、5公里长的出村水泥路时，
连村民们都是不相信的。但望着大
伙儿盼修路的眼神，罗春柏决然回
答：“再难也要修！”

从生分到熟悉，从熟悉到信任，
有时候，只需要实实在在地干成一件
事。

此后几个月时间里，罗春柏牵
头，与交通、公路等有关部门一起实
地勘察，最终，一条投资约300万元、
全长5公里的硬底化道路顺利施工
完成。

有一个细节，因为资金原因，原
本计划6米宽的路，只得修成4米宽，
但罗春柏坚持要留下 7 米宽的路
基。十几年后，这条路果真从4米拓
宽成6米半，大一点的车也能通过，
至今方便着村民出行。“要有发展的
眼光。”罗春柏这样说。

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了，如
何通过产业致富，带动群众持续增加
收入？罗春柏一直在思考着，多番考
察、取经，最后，他认为水产养殖业，
最适合石狗村的资源禀赋。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要发展水
产养殖，低压供电线路架设是前提。
为此，当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工作繁忙的罗春柏亲自参与到拟
方案、找资金中。

张郁明还记得，罗春柏带着当时
的珠海供电局的有关领导一起来到
村里。什么时候能开工？什么时候
能完工？现场就确定好了。

在罗春柏的努力下，水产养殖供
电线路很快架设完成，村民们只要打
开鱼塘里的增氧机，马达一响，汩汩
水流搅动，鱼在水底就有了氧气，不
必浮到水面了。

张郁明等一班村干部的积极性
也被“拱”了起来。3名党员拿出家
里的42亩承包鱼塘来，作为养殖青
蟹的试验基地，并对生活困难的农
户在养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重点
帮扶。

已故党员罗善根，当年是村里的
养虾“专家”，带领村民将原来的甘蔗
地开挖成标准虾塘，建成水产养殖示
范区，手把手地给乡亲们传授养虾技
术和防病、治病方法。

当年，石狗村试养南美白对虾
即获得成功，平均亩产225公斤，每

亩纯利2600多元，是种植甘蔗的4
倍多。

如今，石狗村的水产养殖更加四
处开花，南美白对虾、四大家鱼、鳗
鱼、观赏鱼、鲈鱼等等品类繁多，不愁
销路。

从石狗村往西北走 35公里左
右，斗门区莲洲镇东安村，又是一个
留下罗春柏无数身影的地方。

离着村党群服务中心老远，也能
听到东安村党委书记周卓荣的声
音。嗓门大，个子也大，皮肤黝黑，走
路带风，这是一个敢作敢为、雷厉风
行的人。

就是这么个硬角色，2008年刚
刚当上村主任时，第一件事就是响应
村民们的呼声，把罗春柏请到村子里
来看看。这里，又有什么故事？

2002 年，时任市委副书记、市
纪委书记的罗春柏，带领市纪委
的同志主动与当时经济发展较为
落后的斗门区莲洲镇东安村挂钩
联系。

为何选择东安村？此前，东安村
刚刚与附近的中心村合并，村两委班
子不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各吹各
号，很多工作都无从开展，村集体经

济越来越差。
63岁的原东安村老书记周昔光

回忆，那时候村里召集党员干部开
会，大家都是高高低低，跷腿坐着说
小话，各算各的“小九九”。

了解情况后，罗春柏亲自和村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促膝谈心，讲透道
理。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使该村两
委班子消除了芥蒂，村支书和村主任
的手又握到了一起。

得知村里的四五顷主排河常年
淤塞，罗春柏又积极筹集资金，帮助
村里改造供抽水系统。更令村民们
想不到的是，罗春柏和纪委的同志，
以党员组织生活的名义，亲自到村中
义务劳动，从清淤到整理河道，与大
伙儿一起干。村里老人说，在罗书记
的带领下，大家一个个奋勇争先，几
十年没见过村里人这么齐心干活的
场面了。

因地制宜，分析村集体经济资
源和区位优势后，罗春柏又指导村
干部，对村的土地、鱼塘、山林、水
库等自然资源整合开发，探索可持
续发展的农村新型项目，村里一步
一台阶，一年一个样，发展得越来
越好。

为村民修路，为产业“找路”

东安村后备干部周卫瑜印象最
深的是，见到困难群众，罗春柏问得
总是特别细，“他记得住所有人的名
字。”

“李新梅，上次说到的家里的困
难解决了吗？现在药能保障吗？”

“黄灶妹，这回看你精神可比上
次好多了。”

“关泽明，那么大的病都扛过来
了，以后就剩下好日子了，要有信心！”

在这两条村里，罗春柏牵挂的人
太多太多。

东安村村民周丽伟说起，自己
40岁时曾被确诊为甲亢，严重的时
候连走路都成问题，这个沉默的中
年汉子曾一度消沉。“真的绝望了，
差点就想去死了，可这一家大小怎
么办啊？”

后来，是罗春柏自掏腰包，资
助他的两个孩子上学。他还记得

“罗叔”拍着他肩膀，略显责备地
说：“别灰心丧气的，钱的事情我
们大家来想办法，病要治好，孩子
上学不能耽误。”最后，罗春柏还
联系相关医院为周丽伟进行了专
业治疗。

现在，周丽伟当上了饲料厂的员
工，两个儿子也都参加工作，一家四
口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罗主
任是我们一家的恩人！”说到这里，周
丽伟哽咽了。

更多的改变悄然发生着。
在东安村,罗春柏帮助村里一批

没有稳定工作的青年到德豪润达、格
力电器等企业上班，使得农村剩余劳
动力也得到安置。

了解到东安村还有个别失足
青年，罗春柏心生一计，组织力量
从阳江买了一批鹅苗，发放给他
们，还提供饲料，并且联系好肉鹅
的收购单位，让他们尝到了靠自
己双手劳动获得报酬的喜悦。

家里经营着40亩鱼塘，专养罗
氏虾的石狗村村民梁国锐高兴地说，
每年利润少说也有50万元，买了房
子，添了车子，日子越来越有希望了。

在石狗村，罗春柏修了一条“产
业路”，在东安村，他把目光落在了一
条“学生路”上。

当时，村中学生到村小学上学极
其不便，一下雨，孩子们跌跌撞撞，稍
不留神就会摔倒。罗春柏多方协调，
把原来的泥巴路拓宽、硬化。竣工那
天，孩子们在路上来来回回地奔跑，

欢快的笑声随风传得老远。
村民们都说，没想到，市里的

“官”还真行，一点架子都没有。走在
村里，群众老远看见就打招呼，有啥
事也乐意跟他说。

罗春柏总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关心困难
群众，关心孩子们，形成的力量、带来
的改变，才是巨大的。

这些年，他多次带队把一批批
的爱心人士请到了石狗村、东安村，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讲困难群众和
孩子们的故事。一位企业家第一次
到石狗村时，把身上的钱都翻了出
来，他说，“罗书记，我知道您的意
思，放心吧，有我们。”

罗春柏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生
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罗主任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2021年1月26日春节前夕，市关工委主任罗春柏（左三）像往年一样，到斗门区莲洲镇慰问困难青少年家庭。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李森 林琦琦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2014年1月17日，市关工委主任罗春柏（左一）给斗门区莲洲镇东安村村民郭炳好
的儿子小强送去了地中海贫血治疗药物及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