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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以平（印尼归侨）

我出生在印尼泗水，小学就

读于泗水民强学校，中学就读于

新华中学。新华中学是印尼最早

的爱国华校之一。校长申炳韶是

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大学时的同

学，他一直教导我们要热爱新中

国，每到“十一”国庆节时，都会组

织学生们参加泗水市华侨华人的

游行庆祝及华校联合举办的国庆

运动会。

在爱国精神的熏陶下，我经

常阅读《人民日报》，聆听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祖国的新闻一直激

励着我，渴望自己也能加入回国

行列。由于当时我还任泗水新中

学生会福利部部长，要组织及参

加接侨事务，因此迟迟无法实现

回国的愿望。机会出现在 1961 年

春节前, 当时是我大哥叫我放学

后给家里的商店补货，我偶然听

到有回国的船。时间紧急，来不及

和家里人商量，且我的护照和手

续早在 1959 年就已办妥,于是我

就自作主张把货款拿去买了两张

船票，打算与我妹妹一同回国。这

时离船期只剩 10 天，经过匆忙的

准备，我于 1961 年 2 月 22 日登

上“美上美”客轮，启程回国，并于

3月 9 日到达集美侨校。

当年，周总理非常重视归国

华侨，制定了“一视同仁，不得歧

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

政策。因此，集美侨校的师生有幸

都得到报名参军的机会。我也积

极报了名，并且顺利通过体检。但

因为我刚回国才几个月，就没有

被录取。一直到了 1963 年，学校

又有了征兵名额，我积极向学校

争取，并且态度坚决。虽然我已参

加高考，但宁愿不上大学，一定要

参军入伍。在我的坚持下，当年 8

月终于如愿以偿被批准入伍，成

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50 多

年前作为一名归国华侨青年，能

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士，一直都让我感到无限的自豪

和光荣。

特别荣幸的是，我还成为一

名国际主义战士，满怀激情地奔

赴援越抗美的前线，并且在战斗

中勇敢、机智地排除火炮故障，成

为全师第一批荣获三等功的战

士。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及

引以为傲的时刻。

参军到部队后，我就一直以

雷锋同志为榜样，积极投入训练，

高标准严要求地锻炼自己；主动

关心同志、帮助同志，在新兵连中

获得领导与同志们的肯定和嘉

奖。由于我的个子高大，被老团长

点名分配到“85 高炮连”，当上了

二炮手（装填手）。

年终打靶时,在靶场要试炮，

老团长点了我的名，问我敢不敢

打，我坚定地回答老团长“坚决

完成任务”。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老

话:“老兵怕操练，新兵怕打炮。”

我作为一名新兵还没进行过训

练，在老兵的示范下，发挥出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坚决勇敢地

装填发射，“轰”的一声顺利地把

炮弹打出去。发射完毕后，放松下

来自己才感到紧张，并且还有点

后怕，因为装填发射时不但声音

很响，而且炮膛的后座从我身旁

推出又复进，操作不当会非常危

险。

经历此事以后，我懂得为了

能更好地在战时完成任务，一定

要勤学苦练，平时多流汗，战时才

能少流血。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苦练军事技术，短短三个月我就

已经可以单独担任战备任务。当

时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台湾的飞

机经常进入大陆侦察，随时都有

战备任务。我还利用中午时间帮

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学习知

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行动得

到了上级的好评与肯定，因此半

年后我被提升为副班长, 一年后

被提升为班长。

1967 年 5 月 29 日，这是我永

远铭记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我

们连队开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

的战争。当天下午三点左右，连队

已经到达云南河口（老街），过了

桥就是越南，那天天气非常炎热，

祖国边境人民赶来为我们送行。

他们手拿水桶和水杯，深情地说:

“同志，请喝祖国的一杯水!”他们

真诚朴实的感情打动了战士，最

后一杯水意味着战争就会有牺

牲，我已准备为祖国的荣誉，为越

南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牺牲。

下午六时正，红河两岸同时

升起红旗，我们的队伍开始浩浩

荡荡越过红河桥进入越南境内作

战。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轰炸，

夜间行军不能开灯，也不能打手

电筒。即便如此，敌人还是很快发

现了我们的队伍，就在进入越南

境内两个小时后，一架美军战机

突然扑向我行军部队投弹，炸弹

在离汽车不到 500 米的地方爆

炸，道路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天

亮后我们才发现，所见之处已经

废墟一片，杳无人烟。越南民众已

经从城镇和乡村迁往较为安全的

山脚下的树林里。

7月 20 日，天刚亮我们就开

始准备战斗工作，正在擦拭火炮

弹药时，突然传来一级战备命令。

美军在这次的轰炸中共出动了百

余架战机，其中 28 架敌机向我部

所保卫的目标———安沛机场和

阵地狂轰滥炸，作为机场保卫力

量的高炮阵地更是敌机重点袭

击的目标，阵地被命中汽油弹一

枚，重磅炸弹四枚，子母弹四箱，

整条防线陷入一片火海当中。全

连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下，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怕牺

牲，沉着应战。天空中敌机的轰

鸣声，地面上高炮的怒吼声，战

士们的杀敌声，震耳欲聋，现实

真的很残酷。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不

受干扰，坚守炮位，沉着地指挥开

炮，但只发射了第一发炮弹，火炮

就出现故障，由于复进机漏气造

成炮膛无法立即自动复位。我是

二炮手出身，得知第二发不能发

射，为了保证射击的顺利，我凭借

平时的扎实训练，硬是用肩膀使

劲把炮膛推进复位，就这样连续

发射四发（比其他班多发一枚），

圆满地完成射击任务。此战后，因

为我的事迹比较突出，许多兄弟

部队前来向我们取经，同时我也

光荣地成为全师第一批荣立三等

功的战士之一。

感谢这 6 年的军旅生活，我

参加了 99 次战役，每时每刻都可

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时在摄

氏四十多度高温下，坚守阵地两

三小时，甚至一整天，晚上也只能

睡一两个小时。这锻炼了我的意

志，培养了我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的军人作风。

退伍之后，我坚持以一名合

格老兵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国营

工厂从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提

升为保卫科长，兢兢业业工作了

30 多年的时间。后来在外资酒店

发挥余热，担任酒店保安部经理。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尽力地贡

献我一名老兵、一位普通归国华

侨的微薄之力，为祖国的建设添

砖加瓦。

从 1961 年回国到今年虽然

过去了 58 年，我见证了年轻的共

和国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我也

为自己能亲身参与到这个伟大国

家的建设中而感到无比自豪。

每次回到印尼探亲，我总能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使在海外的游

子们腰杆直了、硬了；当然，祖国

的强大稳定和谐，也让我拥有了

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儿女都

已经成家立业，三代同堂，其乐融

融。

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

退而不休，仍积极参与厦门市印

尼归侨联谊会的会务工作。积极

为侨友服务，努力把“厦门印尼泗

水同学会”、“厦门印尼新中校友

会”的工作做得更好。

□李惠娇（印尼归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风云际会、沧桑巨变。而今

我也容颜老去，青春不再，可记忆

却依然。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初心不变。

我是 1966 年从印尼回国的

华侨青年。当时一批批的华侨学

生告别亲人，毅然回到祖国的怀

抱。然而在集美侨校的三年，亲眼

看到的却是文革动乱的景象。我

们回国读书的愿望成了泡影。情

绪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失落。我

们天天盼望黎明的曙光。

1969 年秋天，我和广大的全

国青年，遵照伟

大领袖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的教导，走

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永定插

队落户，开始了苦乐生活。下乡四

年，从大城市来到落后的山区农

村，考验着每个知青的心灵。在农

村我们卷起裤脚，扛着锄头，要学

会农耕，挣工分换取粮食。上山砍

柴用于生火煮饭；种菜养鸡养鸭

养兔子，用于改善伙食。那时地瓜

也是重要的食物，我们开垦土地

种地瓜……知青把最美好的青春

年华都洒落在这片土地。知青以

包容和谅解，在广阔天地里努力

使自己有一个闪耀的亮点。我们

知道祖国也是在默默关注着我们

的前行。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

道路，是因为我们的命运与祖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年后“知

青”成为了我们青年时代的符号

和印记。

在永定四年后，我有幸到大

学里再学习。“知识改变命运”这

句话，我深有体会。毕业后到工作

岗位，新的社会环境、新的人际关

系，是我必须全新学习的过程。我

在厦门明达玻璃厂工作敬业爱

岗，对工作满怀豪情，奉献所有的

智慧，受到领导的好评。这一晃就

是 30 年。

退休后身处宜居的城市，我

扬帆再起航，确立了新的生活态

度。在厦门生活了 35 年，见证了

厦门的沧桑巨变和繁荣昌盛。厦

门从一个曾经的偏僻边防小城，

成长为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

城市。厦门有完善的交通体系，百

姓的出行更加便捷。有四通八达

的公交线路和 BRT，地铁陆续建

成，动车通往祖国的大江南北。

2018 年厦门以高分顺利通过卫

生城市复审，再次获得“国家卫生

城市”殊荣。厦门民风文明、垃圾

分类治理有效，生活走向富裕。厦

门有 6.4 万人参加老年教育，俗

称“老年大学”。老年人开始探索

更加潮流的生活方式。学习跳广

场舞，社区组织开办微信培训班。

通过微信，老人们开阔视野，结识

心灵相通的朋友。中国人旅游的

地方已经不满足在国内，纷纷走

出国门，见识世界各地的美景和

美食。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我们追梦新时代，厦门再出

发。

光阴似水，岁月如歌，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平时注意平衡饮食

锻炼身体是我养生的态度。我觉得

热爱生活，懂得从平淡中领略生活

的乐趣，才是健康幸福的晚年。元旦联欢会会场，与郭光辉主编分发《印联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