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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怀柔区泉河街道湖光社区，义务为社区办了十年板报的王延江，写一块新板报。他身后停着的就是他这些年用来拉废品的板车。

外来“破烂王”10 年义务出板报
租住在怀柔湖光社区，每周更换 9 块黑板报，既是社区治安巡逻队成员，又是垃圾分类指导员
王延江拿起抹布，
擦了擦
黑板上的错别字——粉笔灰
腾地从空中落下。一行顿挫
有力的板书出现在黑板上。
3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半，
怀柔区泉河街道湖光社区，
20 多 位 居 民 在 他 身 后 用 手
指点着：
“ 瞧，老王写的字多
好，这人真干净，谁能想到还
是个收废品的？”
王延江将没用完的彩色
粉笔丢入竹篮里，
推着板车往
家走。板车上，凳子、两把格
尺、
粉笔，
画板报的工具应有尽
有，
就是少了收废品的杆秤。
57 岁 的 王 延 江 ，房 山
人，2003 年来怀柔租住，与废
品打了 10 年交道。
可他现在想把更多时间
投入到湖光社区中，在那里，
他义务画了 10 年的黑板报，
如今既是社区治安巡逻队成
员，又是垃圾分类指导员。

讲究
爱干净与不问脏累
王延江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穿戴整洁、性格随和。上
身是合体的夹克，脚下是黑
色休闲皮鞋，黑黑的脸膛上
总挂着微笑。
但他偏偏喜欢干出板报
这个又脏又累的活儿。
刚到湖光社区收废品
时，赶上 2003 年的“非典”。
那时，湖光社区居委会缺画
黑板报的人手。他揽下了
11 块黑板报。
此前，他曾在门头沟的
一个国有煤矿车间工会干了
4 年宣传工作。因煤矿合
并，他下岗了。
矿上的黑板可以活动，
写起来方便。但在湖光社
区，黑板固定在墙上，遇到下

雨天，
任凭雨水冲刷，
条件好点
的，
会藏在空调外挂机下“避
雨”，有时刚画好的线会被冲
得稀里哗啦，
他就重画一遍。
妻子崔文金知道王延江
是个爱干净的人，每次回家
都要先擦手。但有一次清洗
黑板时，女儿送给他的白色
旅游鞋被黑水弄脏。
“闺女那时还没工作呢，
花了几百块钱给他买的鞋。”
崔文金说，回家后，王延江被
埋怨了一顿。
王延江没舍得扔掉那双
鞋，把它们干脆当成了“工作
鞋”，画板报时专用。

“我闲不住，晚上回家后还喜欢
看电视，拉二胡，第二天早晨 5 点多就
睡不着了，画板报也算是一块阵地，
起码能让黑板上面不贴小广告，10 年
下来，干习惯了，如今退休经济条件
好些了，我也不想怎么收拾废品了，
就想着尽量帮居委会。”
——王延江

用心
从废品中淘板报素材
去年，因为锅炉房要改
造，挂在锅炉房墙上的两块
黑板被拆了下来，于是，王延
江每次只需更新 9 块黑板报。
为保证每周更新一期，
王延江不能总依赖居委会提
供的内容，尽管他誊写的大
部分内容都要和居委会当前
的中心工作密切相关。王延
江不会上网，最近才学会看
手机短信，但他还是尽量发
掘身边的素材。
刚接手黑板报时，他就
写了一首自编的《谈痰》：
“每
个人都吐痰，随地吐痰惹人
烦……”湖光社区的高老师
从康教中心回来后，就被这
个黑板报吸引。
高老师退休前专职教语
文，
他的夸奖让王延江很得意，
但没高兴多久，
就被高老师挑
出了错别字，
“我是个仔细人，
从那时起写板报就更仔细了。
”
即便收废品，王延江也
不忘为黑板报搜集素材。
前些天，他的板报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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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怀柔区泉河街道湖光社区，王延
江与自己写的黑板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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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雷锋专刊，
“有众读毛选，
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
而
且得精神”，这是董必武 1963
年 2 月为雷锋创作的诗，
就是
他从废品堆里淘出来的。
有时，别的社区还会找
他当“外援”。有一次，因为
全区要进行黑板报大赛，龙
湖社区居委会主任就到湖光
社区，专程等王延江收完废
品，力邀他出山。
2006 年，在怀柔区黑板
报大赛上，王延江为湖光社
区和西园社区创作的黑板报
均拿到第二名。

岁高龄的李大爷，行动不便，
家里煤气罐没气时，
就把王延
江叫来帮忙上下 4 层楼搬煤
气。问帮了多长时间？王延
江说3年，
老人说有4年了。
去年，王延江终于真正
搬入湖光社区，虽然还是租
房，但“算是在这里安家了。”
“就在我们居委会后面，
老王以后下来帮忙更方便
了。”居委会主任李桂荣可高
兴了，有一次，因为要找人在
横幅上写字，她一个电话过
去，
“ 老王就穿着拖鞋，从楼
上跑下来了。”

取信
从租房客到社区一员

收获
为人实在收废品遇
“绿灯”

王延江是房山人，妻子
虽然妻子没工作，儿子
是 怀 柔 人 。 2003 年 才 到 怀
要娶妻没钱买房，画完 9 块
柔湖光社区附近租房生活。
板报多耽误一天的钱，家里
前些年，
小区居民确实对
有一大堆的理由要他出力，
王延江有些风言风语，
“每个
但王延江自从包下来小区的
月没个三四千报酬，
他会干这
黑板报，就没打过退堂鼓。
个？
”
湖光社区居民万时容说。
“他是个说到做到，要做
但随着时间推移，
不解和
就 做 到 最 好 的 人。”结 婚 32
猜疑逐渐被理解与支持取代。 年，崔文金理解丈夫，还成了
特别是 2009 年，随着原 “王式板报”的忠实 fans。
物业公司撤出湖光社区，这
“他写的字和画的小花
个有着 30 年历史的老旧小区
好看，但他不会画人。”
由居委会托管，开始了居民
“他父亲一直教导孩子
自治，邻里关系愈发重要，王
们要多做善事，积善德。”妻
延江的热心肠派上用场。
子崔文金说。
万时容也发现，不管多
一般而言，政府机关的
忙，王延江几乎都是有求必
库房都不让收废品的随便
应，小区楼栋的下水道经常
进，怕丢失贵重物品。但有
出毛病，需要有人干疏通管
些机关向王延江大开绿灯。
道的脏活，
“ 别人不愿干，但
“人家都到处吆喝，他都
老王基本上每次都去。”
不怎么吆喝。”湖光社区居委
作为湖光社区的垃圾分
会副主任卢振芳觉得王延江
类指导员，他手下有 11 人， 和其他收废品的不一样，
“因
“下属”刘淑霞说，每天清晨
为老王比较实在，有很多老
6 点集合时，王延江总提前
顾客，这片除了他谁能有政
到，而当刘有事请假，王延江
府机关的顾客啊？”
还会帮她把当天工作干完。
他说，自己从无烦恼，乐
小区 10 号楼住着一个 80
观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