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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罗村，
宽阔整洁的水泥公路四通八达，道
旁树冠如伞，绿荫若盖。绿树之
后，是错落有致的乡墅小院落，看
上去质朴自然、清爽舒适，每家院
落都停放着私家车。

“20 年前，乐罗可没这般美丽
富裕。”乐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梁
小明说，彼时的乐罗村脏乱差穷，
村路是坑坑洼洼、狭窄泥泞的土
路，村民居住在矮小破旧的瓦房
里。

乐罗助学促进会工作人员吴
先生说，乐罗曾是明代崖西农耕第
一大村，交通便利，商贸发达。可
改革开放的前20年，乐罗过得“大
倒退”。“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人心不
古，乐罗村将传承千年的重视文
化、重视教育的优良村风丢掉了。”

千年古村面对现代文明无所
适从，村风、民风、学风、家风大滑
坡，成为乐罗发展之困之痛，急需
破题。

学生的舞台

“站上助学文化节的舞台领
奖，看着妈妈在台下骄傲的笑脸，
还有同村小弟弟小妹妹们羡慕敬
佩的眼神。那一刻，我很震撼，也
很自豪。”

今 年 24 岁 的 周 才 貌 ，对 于
2016 年上台领奖时的画面，记忆
犹新。

周才貌父亲早逝，多年来母亲

含辛茹苦地将她拉扯大。但她小
时候很调皮，不爱学习，成绩也不
好，没少让母亲操心。

直到上初中后，母亲带她参加
了乐罗助学文化节。看到大哥哥
大姐姐满脸笑容地上台领奖，小才
貌内心很受震动，发誓从此后好好
学习，也要站上这个舞台，让母亲
面上有光、骄傲。

周才貌从初二开始发奋努力，
考上西北师范大学，并继续在海南
师范大学读研深造。因为周才貌
家庭贫困，乐罗助学促进会如今每
年还会为她提供 6000 元助学金，
直至她研究生毕业。

乐罗村的家长，更是对助学会
满怀感激。他们世世代代面朝黄
土背朝天，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
不懂怎么教育孩子，乐罗助学促进
会代替他们为孩子打开了一扇看
世界的窗口。

家长赵明洲尝尽读书少的苦
头，意识到读书才有出路、读书才
能改变家乡。他把希望寄托在孩
子赵颖身上，带她参加一年一度的

“助学文化节”，鼓励赵颖向考上大
学的同村孩子学习，赵颖也不负厚
望，考大学读研，样样没落下。

在乐罗助学促进会的长期鼓
励和关怀下，乐罗学子取得了一届
比一届优异的成绩：2005年，乐罗
仅有 11 人领奖，此后领奖的学子
越来越多，2018 年 73 人，2019 年
92 人，2020 年 100 人，2021 年 110
人。

乡贤的贤明

一批又一批孩子走上领奖台，
并从乐罗走向更大的舞台，幕后是
乐罗村传承千年文化、教育得以重
拾。

那些年，看着有文明底蕴的乐
罗走向式微，村里几位有情怀有爱
心有智慧的乡贤痛定思痛，决定为
这个日益衰退的古村找出路，谋发
展，作贡献。“如果起步辉煌、革命
进步的乐罗村就此没落，那我们这
一代人难辞其咎、难以赎罪，我们
一定要拯救乐罗、振兴乐罗。”这是
他们的共识。

他们决定从恢复乐罗村重视
教育的优良传统着手，鼓励村里的
年轻人好好读书，学知识学文化，
以教兴文，以文兴村。

2005年 6月，一批乡贤倡导成
立了以“博爱助学”为宗旨的乐罗
助学促进会，立志帮助莘莘学子圆
大学梦，以促进乐罗村学风、民风、
村风好转。

为规范管理，公开、公平、公正
发放助（奖）学金，乐罗助学促进
会 制 定 了《乐 罗 助 学 促 进 会 助
（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
助（奖）学金的资金来源、使用原
则、发放形式、资助标准、奖励标
准、申请程序等等。《办法》将每年
8 月 20 日定为乐罗助学促进会的

“助学文化节”，为当届受助（奖）
的学生举行颁奖典礼，以激励乐
罗的后起之秀向大哥哥大姐姐学

习，在全村掀起敬重知识和文化
的良好村风、学风。

梁小明说：“助学会成立至今
已是第 17 个年头，累计资助 1101
名大学生，真正做到不让任何一
个乐罗学子因为家贫失学。很了
不起！”

爱出者爱返

走进乐罗村委会办公楼，一
楼两处房间里有七八名年轻人
正在忙碌。“他们都是乐罗助学
促进会的志愿者，正在指导今年
考 上 大 学 的 学 生 填 报 申 请 助
（奖）学金。”乐罗助学促进会工
作人员陈先生介绍，志愿者是暑
假回村的大学生，都曾得到助学
会助力。

乐罗助学促进会是乐东第一
个社会助学组织，发起者因为经
验不足，曾在前期出现资金管理
不善的情况，同时影响力低无人
捐款，启动资金很快花光。

“2013 年、2014 年，面临捐资
不景气的窘境，促进会主要成员
多方筹措资金 20 万元发助（奖）
学金”。有人劝说助学是个无底
洞，要及时放弃，别把自己都赔进
去了。”吴先生说，乡贤们秉持“久
久为功”的理念，凭着大爱与责
任，咬定助学不放松。

2016 年后，邢孔云、陈求魁等
一批志愿者，在乐罗村民中建起
10 多个 500 多人的微信群，倡导

“ 捐 款 助 学 ，重 在 参 与 ，贵 在 坚
持”，捐资助学成为乐罗村民每年
引以为荣的善举。

终于，乐罗助学促进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海
南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助学组织，
乐罗村民也把自己的孩子登上

“助学文化节”领奖，视为高光时
刻。

乐罗助学促进会也得到乐东
县、镇、村三级党组织和社会的关
心与支持，乐罗五个村（居）委会
把助学会看成全乐罗奉献爱心的
公益平台，每年组织助学捐款，乐
罗籍外出人员、企业家及村队干
部带头捐款。随着影响力的扩
大，外村人、社会爱心企业也加入
助学捐款行列，使助学会拥有较稳
定的捐赠群体。

据统计，乐罗助学促进会成立
以来，共接受助学捐款 359 万元，
资助乐罗学子 1101 人，资助金额
288万元。

一个个优秀学子从乐罗走出，
他们奋发上进、茁壮成长，更懂得
感恩，懂得回报乡梓和社会。被资
助过的大学生陈永轩，从海南师范
大学毕业后，联系发起“助力青春，

梦想课堂”暑期公益支教行动，带

领 20多名海南师范大学志愿者来

乐罗中学支教。

几百位受助大学毕业生走上

工作岗位后，积极回馈家乡，成为

捐资助学的新生力量，实现了捐资

助学良性循环。

千年古村里 莘莘学子生
乐东乐罗村以教兴文，自发形成的助学促进会16年来累计资助1101名大学生

本报记者 林林 通讯员 邢福特

■陵水

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再利用”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龙仕炜）近年

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建筑
废弃物排放量也在急剧增长。对此，陵水积极引进
建筑垃圾粉碎生产线，将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化处
置，不仅填补了建筑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空白，而且
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再利用”，变
废为宝。

在陵水丰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建筑垃圾处理
场，偌大的场地内机器轰鸣，挖掘机正将混杂着混
凝土块、废砖头的建筑垃圾运至传送带，通过建筑
混合垃圾再生处理，建筑垃圾中混杂的轻物质、金
属以及其他杂质等被分拣剔除。据了解，混凝土
块、废砖头、石头等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变成再生
骨料，可用于路基填充、铺路或制成建筑材料等。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公司引进破碎比大、生产效
率高的液压多缸高速圆锥式破碎主机，大大提高成品
率和降低运行成本。为了不让施工噪音及其施工扬
起的灰尘影响附近居民，整个场地的洗车用水及除尘
系统由专门的三级沉淀方式处理，既解决建筑垃圾处
置、消纳问题，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环境污染，真正实现
了建筑垃圾的减量化、科学化、资源化处理。

据统计，目前，该项目第一期投产一年能处理
20万吨左右的建筑垃圾，每年预计可以减少 50亩
的堆产。第二期将加大投资，处理量将增加到 50
万吨。

除了解决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问题，改善生态
环境和生活环境，陵水丰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还积
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给当地困难群众提供就
业机会，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贡
献企业力量。目前，该公司主要面向困难群众及军
人家属等群体招聘了 20 多名工作人员，促进当地
群众就业。

■东方

华侨农场
为2491名职工补缴社保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感谢政府，把我们多年
补缴社保费问题解决了，让职工干部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东方市华侨农场职工吴志诚开心地说
道。据悉，东方华侨农场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聚焦问题抓整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
社保费补缴问题，为2491名职工补缴社保金20712
万元。

吴志诚 1997 年进入华侨农场从事橡胶管理工
作，至今已有24载。自工作开始，由于历史遗留问
题，华侨农场未帮其缴纳社保，对此他深感焦虑。
如今，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推动下，他的社保费已全
部补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像吴志诚这样未缴社保的华侨农场职工共有
2491 人。东方市华侨农场通过成立社保费补缴工
作领导小组，实行领导班子分片包干责任制，多举
措解决社保费补缴过程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

经过逐一开展排查、资格审核、公示等工作后，
截至 7 月 31 日，东方市华侨农场共完成 1992 年至
2017 年间，2491 人 20712 万元的社保费补缴。至
此，职工社保费补缴工作全部完成。

乐罗乡贤为学子们颁发助（奖）学金。 通讯员 邢福特 摄 有着良好村风、学风的乐罗村。 通讯员 邢福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