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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叫黄子材，我有两次从军经
历，一次是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日，一次
是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 因为在部队从
事情报工作， 特别是搞地下工作的，名
字都要改掉，目的不连累家属，所以取
名蒋杰。
小学毕业时， 我去学了两年生意，
先是在五金店，后来又到轮船公司。 我
一面学生意，一面读书，后来成了英文
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1937 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
人打进上海。 店长就跟我说：
“
我的店要
关门了，你爸爸妈妈逃难在上海，你们
还是团圆吧！ ”就这样，我就和逃难的父
母在一起了。 一年后，逃难结束回高桥。
爸爸那时在高桥镇小学做校医，校
长叫周永清（音），让我去做代课教师。
代课一年后，有一个老校长，叫张航之
（音），他看中我，跟我说：“你到我学校
来吧，我现在新办了一个学校。 ”我就去
了，小学教师又做了两三年。
当时， 高桥有几个学校蛮有名的，
一个是高桥中学， 另一个是育民中学，
还有高桥小学。 这时候，学校里出现了
一些进步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我就和
他们接近了。 这时我认识了吴华，她当
三青团”（国民党的抗日组织）的
时是“
一个分队长，那时国共两党有统一战线
关系，他们也在做地下工作，但是和共
产党的关系蛮微妙的，既有斗争又有团
结，相当复杂。 我也参加了
“三清团”。
抗战期间，蒋经国号召知识青年从
军，要招募十万人。 我想，这个机会很
好，可以参加抗战，我恨死日本人了，你
们知道亡国奴的滋味吗？ 另一方面，蒋
介石对于参军的青年有优待，如果将来
打仗不死，可以免费读大学。 我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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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我家里又供不起我读大学。 所
以，我参加了青年军，就是远征缅甸抗
日的部队。 抗战结束后，我就去读了军
校，变成预备役军官。 军校毕业后我就
复员了，然后就又去教书。
教书时，我对国民党的种种反动行
为感到愤懑，就参加了一些大学生的游
行，接触的地下党员就多了，一个叫李
东如（音），另一个叫董运谋，他是我的
入党介绍人之一，还有一个非常能干的
校干部，叫卜明（音），他也是我的第一
入党介绍人……在他的教育下，我参加
了浙东游击队。
浙东游击队（又叫“三五支队”）那
时有两支队伍，一支叫“钢铁”，一支叫
“坚强”，我在“坚强”队当副指导员。 我
有一个老朋友， 也是部队的一个指导
员， 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当副教授，他
写了一本浙东游击队的书， 其中有四、
五百字是描写我在浙东游记队时，从事
侦查工作的往事。
我入党是 1948 年 2 月 17 日，两个
入党介绍人，一个是卜明，他是 1999 年
去世的，曾任中国银行总行长、中央政
府政策办公室主任，正部级干部，很可
惜的是，他官做得太大，我没办法去看
他，（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后来（战争）打到宁波、绍兴。 在绍
兴安连（音，地名）成立军管会和警备司
令部。 那时候（组织上）跟我说：
“我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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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次军旅生涯

元旦是什么？

晚上和儿子聊到节日，他说：
“七夕是爸爸妈妈的节日，年是怪
物的节日 ， 中 秋 是 吃 月 饼 的 节
日。 ”我问：“那元旦是什么节日？ ”
“吃蛋的节日。 ”一时卡壳儿，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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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从未给他说过元旦。
那元旦是什么呢？ 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民俗专家萧放教授曾
说：“元旦作为一个节日， 缺少文
化内容。 从名字上讲，它是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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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就到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工作吧。 ”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建设开始了。
1952 年，我就转业，先后在浙江省建设
局、浙江省监狱等工作。 后来一直搞运
动，我也因为在曾经搞情报工作，经常
和国民党的那些人搞在一起，许多事情
说不清楚，我也吃了很多苦头。
反右开始，我就带着家人孩子回到
祖籍高桥落户。 因为我是残疾军人，也
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做看仓库等
工作。 家庭全靠老婆支撑，她在国棉三
十二厂工作，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我经常对家人来说，我那么多战友
都牺牲了，我虽然受了许多委屈，但是
人还活着，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1979 年，落实政策平反时，我只提
了一个要求，就是恢复党籍，一点都没
有提其他补偿。 我 1979 年退休，过了两
三年就被列为离休。
我是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所以我经
常教育儿子，党是光荣伟大的，希望他
们做红色接班人。 他们两个也很争气，
我很满足。
1992 年， 镇里面要写地方志和党
史，聘请我去当主编，所以（高桥）第一
部志是我写的，但是没有出版。 后来，高
桥镇党委书记葛芳莲（音）介绍我给人
写家谱，后来写得东西越来越多，经常
投稿。
我觉得， 我们这种老共产党员，性

己的节日，但从立法上讲，它却又
是个从西方引来的洋节。 元旦是
个尴尬的节日。 ”
也正因为这份“尴尬”，我们
把他过成了无所谓的节日。 就放
假多一天，有没感觉呀；我们把他
过成了拖延症缓冲期的节日。 一
年计划总是在元旦那天定， 实施
却在新年过后来； 过成了逃避现
实的节日。 我还年轻，新年过后才
大一岁，那时候责任才更重。
其实关于元旦有个美丽的传
说。 在 4000 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
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
很受广大百姓爱戴， 但因其子无
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
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传给了
品德才能兼备的舜。 尧对舜说：
“元旦，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
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 ”
后来人们把尧死后， 舜帝祭祀天
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 当作一年
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
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
旦。
听完，儿子告诉我：“妈妈，我
懂了， 元 旦 是 皇 位 要 传 好 的 日
子。 ”
“
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 ”
我想元旦的意义在于好的传承，
在于吐旧纳新；元旦是新的开始，
愿所有的人过好每一年，每一天，
从开好元旦这个头开始！

命都已经交给国家了，国家有难，做做
好事是应该的。 所以，后来汶川地震和
有的地方发生雪灾等灾情困难时，我都
积极捐款……
我今年 98 了， 我觉得最开心的就
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各方面蓬勃
发展。 特别在看到习总书记检阅军队时
的场景，我特别开心，热烈盈眶。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全看在眼里，
非常了不起。 我最大心愿就是能活到
100 多岁，再多看看这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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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桥村成陆稍晚于高桥，但之后数百年仍是高
桥地区荒无人烟的“北荡田”，直到清初才有移民前
来垦荒定居，清末民初三官桥、凌家木桥形成小镇。
村内无名门大儒留下史乘， 语焉不详的传说也鲜
少。 解放初土改、互助合作当事者大多离去，80 年代
成立村档案室，大事才有记录。 2016 年，高桥镇选定
凌桥村作为村志编写试点村，我受命主编村志。
修志从来是难事，多少功夫始写成。 这期间走
访村老，有一得则谢。 实地查看，有一悟暗喜。 白天
阅读资料，发现史实赶快摘录。 晚上梦有灵感，马上
披衣记之。 收集甄别、列表分析、构思起稿、打印校
对，忙也、乐也，虽累伤了眼睛，做了三次手术，但看
到《凌桥村志》刊发，了却平生心愿，自感对得起村
委、村民、家族，也就释然无悔。
盛世修志，古稀之年能完成《凌桥村志》，实乃
人生快事。 诗二首，谨以献给凌桥乡亲，献给伟大的
新时代。
星转斗移四百年，结庐垦荒起人烟。
发湮正讹推敲累，拾遗补阙桑梓贤。
慎述前日功与过，点赞今人后争先。
以史为鉴进退在，美好生活谱新天。
砥砺几稿历经年，如痴如梦亦如烟。
走访钩沉书生累，投辖座谈乡老贤。
振铎民舆反思过，试点村志正气先。
多少功夫写始成，一片愚诚可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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