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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公安部队英模大会纪念章、全国人民慰

问纪念章、三等功纪念章……一枚枚珍贵的纪念

章串起红色足迹，记录下了一名公安部队宣传老

兵的优良传统和务实作风。

近日，记者来到朱泾镇东林居民区，走近 86
岁高龄的蒋永久，听他讲述那峥嵘岁月里的故事

和63年不变的初心。

听过枪炮声才能入党

“我在浙江和安徽军区几十年，所以我的金

山话不太好，别看我有浙江口音，其实我是一名

土生土长的金山人，1933年我出生在金山县张堰

镇。”采访伊始，蒋永久爽朗地介绍道。1949年12
月，他从金山县张堰浦南中学高中肄业，1950年1
月参加松江干校学习。

蒋老的入党故事要从当兵说起。1950 年 5
月，17岁的蒋永久在淞沪警备区兼华东公安部队

入伍。经过部队整整 6 年多的战斗与磨炼，1956
年 7月，23岁的蒋永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如

今，有着63年党龄的他，对于入党时的情形，仍记

忆犹新、历历在目，蒋老郑重地说：“那个时候我们

入党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听过枪炮声才能入党。”

五十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国人

民从充满硝烟的战斗中浴血重生，在当时的时代

背景下，对共产党员的考核非常严格，只有真正听

过枪炮声的人才有资格入党。

峥嵘岁月无怨无悔

在部队的32年间，蒋永久先后任军、师、团政

治机关创作员、工作员、宣传干事，师政治部组织

科、宣传科、文化科科长。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

出，他曾先后荣立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二次。在

近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朱泾镇基

层党建资料实物展上就展出了蒋永久的两枚纪

念章，一枚是华东公安部队英模大会纪念章、一

枚是全国人民慰问纪念章，每一枚纪念章背后都

有着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传递一份正能量。

1951 年，在华东公安部队英模大会上，蒋永

久负责会场布置以及纪念奖章设计，他也是华东

公安部队政治部三名参会人员之一，由于参与奖

章设计的突出贡献，蒋永久荣获一枚华东公安部

队英模大会纪念章。

1953 年 1 月，蒋永久代表公安十六师，从上

海前往浙江海防前线，解放沿海岛屿。他直接参

与战时政治宣传工作，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不怕

苦不怕累，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因此获得殊荣，荣

立三等功一次。

1954年，全国所有解放军都获得了一枚全国

人民慰问纪念章，当时正在公安十六师服役的蒋

永久也获得了一枚纪念章。

勤学善思与时俱进

1981年底，蒋永久转业回到家乡，任职于金山

县交通局。至此，从1964年结婚后就分居两地达

17年之久的夫妻俩人终于得以团聚。1993年，蒋

永久从金山县委宣传部退休。退休后的蒋老始终

坚守初心，继续在社区发挥余热。自2012年起，他

和几位老干部、老党员一起参与到东林居委会组

建的“长青驿站”，共同为社区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蒋永久特别热爱绘画，他的笔名叫铁浪，他

以这个笔名发表的木版画《听毛主席的话》刊登

在当时部队美术作品选集上。此外，他的许多绘

画作品也在《金山报》《朱泾社区报》等刊登。

1993年，蒋老的左眼视网膜脱落，左眼几乎失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创作，至今已有数

百幅绘画作品。

“散步、看报、背唐诗、写日记……这是我退休

后每天要做的事，活到老学到老，思想上与时俱

进。”蒋永久的晚年生活丰富充实，他坚持每天阅

读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环球时报》等报纸

堆在他的书桌上。

其中，背唐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蒋永久笑着

说道，“唐诗三百首我现在能背一百多首呢，坚持

每天背诗是为了保持我的记忆力。”而蒋永久的坚

持不仅在背诗，中学时代就开始记日记的他，日记

本编号已经编到了33册。谈话间，蒋老翻开了近

来写的日记，日记本里还夹有剪报、邮票等，主要

记录每天日常、所思所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蒋

永久一直坚持自学，学习党的新思想、新理论，他有

一本厚厚的摘抄本，习惯随时记录。

“祝金山和朱泾发展得更美好，祝我们伟大的

祖国乐业、富强、繁荣、强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蒋永久为祖国和家乡送上了祝福，同时他勉

励青年党员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爱党爱国、明礼守纪、勤奋上进，并写下初心寄语，

“敬祝你们，进步、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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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3年铁年铁笔写初心
——记公安部队宣传老兵蒋永久

□沈欢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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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蒋永久在浙江大陈岛检查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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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头望向皎洁的明月，不由得再次想

起那次难忘的经历，它给了我太多的启发，

也让我真正明白了永不言败的含义。

回乡下养病的这些天，奶奶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我。当我病好了，奶奶累得胃病

复发了。爸妈不在身边，看着脸色发白，弯

着腰，扶着肚子的奶奶，我决定去村里的小

药店为奶奶买药。

此时，夕阳西下，天色已晚。静穆中，

只听到虫鸣，如五花八门的乐章。

从奶奶家出发，需经过几户稀稀落落

的人家，一条小河，才能到达。距离很远，

就算是在白天，我也没有一个人走过。

大病初愈，脚还有些无力，步伐还有些

虚浮，深吸一口气，我迈开脚步，在乡间的

小路上走着。朦胧的月光与隐约的昏黄灯

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耳畔偶有犬吠，回

荡在寂静的夜晚。走过几家墙门，都是紧

紧关着，不见一个人影。

忽的，一抹黑影倏地蹿过，我吓得浑身

一颤，连退几步。不久，我回过神来，大着

胆子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只野猫。我

惊魂未定，不知前面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等着我，我心生退缩。但奶奶痛苦的神

情浮现在我的眼前，不行，我不能放弃。定

了定神，擦了擦冷汗，我为自己鼓气，继续

前行。

最后一抹灯光被甩在身后，只在远处

夜幕中镶嵌着点点荧光，不知究竟是星光，

还是未熄灯的人家。在黑暗中，手电筒成

了我唯一的勇气，我颤抖手，紧握着它，探

照着周围的一切。几丝寒风在我身后刮

过，把背上被汗水打湿的衣物吹得冰凉。

呼呼的风声，细微的水声，隐约的蛙声混杂

在一起，令我有些害怕。恐惧占据了我全

部的思绪，令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刚后

退几步，另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现在

放弃，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看着远

处似是药店灯光的萤光，我心一横，不再犹

豫，努力克服心中的恐惧，坚定地向前走

去。

100 米，50 米，10 米，药房的灯光在被

汗水模糊的视线中近了，我心中一喜，连忙

向前跑去。

紧紧护住怀中的药盒，我急切地走在

回家的路上，当我看见屋前奶奶的身影时，

顾不得其它，高举着药盒，向前冲去。在奶

奶欣慰感动的目光下，我心中似泛起了滔

天巨浪，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不容易，真

不容易，我终于做到了！

这次经历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每每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就会

想到这件事，想着只要永不言弃，勇往直

前，就能取得成功。人生没有失败，因为我

们永不言败。

指导老师：岳月清

家风是一种传承，是一种爱的

体现，更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表

现，所以家风是我们每个人家庭之

中缺一不可的。现在，就让我给大

家分享一下我家的家风。

孝顺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导我“惟孝

顺父母，可以解忧”，那个时候的我

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直

觉得只要对长辈们毕恭毕敬就可

以了，可伴随着我慢慢的长大，以

及爸爸妈妈的言行举止，我渐渐明

白了这句话的潜在含义。

奶奶由于肺部手术在上海医

院动了手术，妈妈便辞职在医院

照顾奶奶，小到喂饭擦身换衣服，

大到陪奶奶做康复治疗各种检

查。爸爸则是一休息便跑到医

院，轮换照顾奶奶。那段时间看

到爸爸妈妈憔悴的面容，但是脸

上还是洋溢着开心的面容，他们

用行动给我验证了这句话，使我

对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

们在不断的长大，长辈们也在慢

慢变老，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

的所能给他们带去欢乐。有空可

以带他们出去旅旅游，有空多跟

他们聊聊天，多分担家务。千万

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

风不止”。

吃苦耐劳
在我房间的墙上悬挂着这样

一幅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

曾记得中专的第二年，我很

迷茫，是选择就业还是继续读大

专，好在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他

跟我说，他那时候没有读书的机

会，所以早早的就业了，你现在长

大了应该懂得知识就是力量这个

道理，年轻就应该多学习，日后锻

炼的机会还有很多，你要知道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爷爷相信

你。这些话让我很受用，不光在

学习上，还是在我的社会实践中，

每每想要放弃时，我总会告诫自

己、勉励自己。于是乎，我凭着自

己的能力找到各式各样的兼职，

如超市促销员，导游等等，以此来

充实自己的空闲时间，增加社会

经验。

乐于助人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经

常听长辈们跟我说起，而我对这句

话的理解就是不要看轻任何一件

小事，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应该能帮

就帮。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随

手，对于他人就能起到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在校期间，我经常去敬老院当

志愿者，陪敬老院的爷爷奶奶唠唠

嗑，散散步，以此排解他们的寂

寞。说实话，我很喜欢我们医院组

织的下乡义诊活动，虽然对我们来

说微不足道，但是每回看到老人们

一早就拿着检查单来就诊，可以让

他们更加了解自身的身体健康情

况时，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欣

喜。

家风正才能安居乐业，所以我

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树立良好的

家风，这样才会形成良好的国风，

这样我们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富强，

共创美好的中国梦。

“今天是老鼠联合国第 66次全球大会。本

次会议的主题为：如何防范猫侵袭我们的家

园？”只听联合国大厦下的下水道里传来了声

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老鼠们在秘密

开大会呢！

“我宣布：本次会议正式开始！”只听老鼠

秘书长庄严的声音响起来，“猫，这种可怕的动

物，因人类大量饲养，越来越猖狂了。我们的

老鼠基本上每天都要死去几只。今天我们召

开会议，就是为了想办法来抵御猫的侵袭！”

一只年轻力壮、高大威猛的老鼠站了起

来，中气十足地说：“我们可以组建一支‘老鼠

敢死队’！一起去报仇雪恨！”

话音刚落，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者就说：

“这可不行，我们虽然人多，但他们一个抵我们

十个。再说了，他们人也不少，一个压下来，我

们就倒下一大片，这买卖太亏了！”

听了这话，鼠民们纷纷点头。突然，一只

瘦弱的小老鼠说：“既然敌不过，那我们就不要

去招惹他们，退一步，海阔天空。”

“ 不 行 ！”“ 不 可 能 ！”“ 我 反 对 ！ 我 反

对！”……抗议声此起彼伏。

这时，老鼠秘书长大喊一声：“肃静！”全场

瞬间鸦雀无声。

“还有谁有办法？”老鼠秘书长大声问道。

鼠民代表一个个都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突

然，一只机灵的小老鼠站了起来，说：“我们可

以派人在猫脖子上挂个铃铛，猫一动铃铛就响

了，我们就能跑了！”

大家听了，一致叫好，“好！”“太妙了！”“厉

害！”……

“可谁去把这铃铛给猫带上呢？”老鼠秘书

长提出了最重要的一问。

排水管里突然安静下来了，随即又吵闹起

来了。“他，他，他！”“我不行——”“不不不

——”“我不去！”“他去！”

……

所以，任何事只说不做，都是无用的。

幼儿园的时候，我最喜欢跟同学们一起玩

各式各样的游戏，印象最深的是老鹰抓小鸡的

游戏。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玩老鹰抓

小鸡的游戏，我们选小强当老鹰，选小红当母

鸡，我和其它小朋友当小鸡。

游戏开始了，小鸡刚准备好，老鹰就往东扑

一下，母鸡马上往东挡一下，护住了身后的小

鸡。突然，老鹰加快了速度，母鸡毫无防备，一

只小鸡被抓住了。过了一会儿，老鹰又加快了

速度，可是这回被早有防备的母鸡拦住了。母

鸡带着小鸡东奔西跑，转的我们都有点头晕

了，老鹰趁这个机会又抓住了一只小鸡。最后

剩下的两只小鸡非常聪明，老鹰要去抓他们

时，他们先站在原地不动，等老鹰靠近他们身

边时，他们的身体一闪，让老鹰扑了个空。就

这样，老鹰连续扑了几个空，但是在老鹰不断

的努力下，最终还是抓到了那两只小鸡。游戏

结束后，大家还在笑个不停。

每当我回想起过去游戏的场景，还能感受

到当时的开心和快乐，真希望能有机会再与同

学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通过这个游

戏，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遇见困难，要像老鹰

那样，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风景 枫泾中学 蒯乐 指导老师：李春

三条家训

勇往直前
老鹰捉小鸡

老鼠开会

征稿启事
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作文、书

画、摄影、剪纸等各类作品。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级、姓名，

以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便于稿费发放。

亭林医院 费妤婷

金盟中学九（2）班 周文星

海棠小学四（6）班 陆夏安

罗星中学六（2）班 孙彭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