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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美莲

在举国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和全国亿万人

民一样，满怀喜悦，欢欣鼓舞。

我是印尼归侨，1959 年从印尼邦加岛只身一人告别父母兄弟姐妹

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是抱着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心回国的。

回国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我从朝气蓬勃、满怀壮志的青年，成长到学

有所长、兢兢业业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壮年，又到了耄耋之年，就这样

经历了 62 个年头。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我在党和祖国的关怀培养

下幸福成长，并且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回首往事，我无怨无悔，并为

自己的初心感到自豪。

回到祖国感受大好河山

回到祖国，我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悉心安排和照顾。在北京华

侨补校学习期间，学校安排了教

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为我们系统复

习语文、数理化等高考需考的高

中课程。校领导还经常讲国际国

内形势以提高我们的觉悟。所有

这些都为我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

良好的基础。

1959 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头一

个十年。当时的中国就已呈现出

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面貌。其中

北京的十大建筑成为北京的新地

标新名片。学校在我们回国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即 1959 年 5 月

底，就带领我们去参观人民大会

堂。当我们被带入大会堂的会议

厅时，会议厅里硕大的五角红星

大吊灯还放在地板上，工人师傅

正要把它安装到几十米高的天花

板上。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但

工人师傅却没太费力就完成了，

我为我国工人的智慧和力量深深

震撼。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其它的

建筑，包括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工

人体育场、农业展览馆、钓鱼台

国宾馆以及华侨大厦，每一处都

有亮点和特色，每一处都有自己

的风采。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风

格和创新理念，既延续了民族的

传统建筑的特色，又体现了时代

的风貌。我们被告知，这十大建

筑的总面积是 67 万平方米，它

们在一年时间里完成，这真是不

可思议的速度！这使我感到，中

国共产党不但能打仗，而且也一

样能搞建设，能领导和组织建设

工作。

在参观了北京的十大建筑之

后，1959 年 7 月间，北京市委宣传

部又组织我们刚回国的 50 多位

归侨学生到祖国的工业基地———

东北的吉林省和辽宁省去参观学

习，让我们增进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认识，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在

党的领导下，全国的面貌都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第一站是吉林省省会

长春。我还记得，我们到达时已是

傍晚，当地立即组织我们和长春

市侨联一起联欢，次日我们就被

带去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在这

座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工厂中，我

们见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

们在自动流水线上调试组装解放

牌汽车，这是我们这些刚刚回国

的归侨们从未见过的。大家心里

不知道有多高兴，个个满脸笑容，

站在流水线旁合影留念。我以前

在印尼生活时也见过不少汽车，

但那都是外国的。现在看到了我

们国产的解放牌汽车、红旗牌轿

车，心里倍感亲切。我告诉自己，

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

现的。在长春我们还到地质宫参

观，也留下难忘的印象。之后我们

还参观了沈阳市机床厂、抚顺市

露天煤矿、鞍山的鞍钢等，感受到

祖国处处都充满生机活力，蒸蒸

日上。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海滨城市

大连。看到大连美丽的海滨风光，

徜徉在海边沙滩，拣起美丽鲜艳

的形形形色色的贝壳和长长的海

带，我们仿佛又回到印尼的海边。

然而这里是祖国的大连。它一点

也不比印尼的任何海景逊色。

短短数天的东北之旅结束了。

它让刚刚回国的我一下子亲身感

受到祖国的幅员辽阔，山河的壮

丽，更加惊叹于我们的党在新中

国成立仅仅十个年头，就把国家

治理得这样好。这也使我下定决

心，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回到北京后，我满腔热情地

投入到高考复习中去，争取考上

自己心仪的大学。功夫不负有心

人。1960 年我顺利考上北京矿业

学院（即今中国矿业大学），学习

自己选择和热爱的煤矿专业。在

大学期间我发奋学习，勤奋钻研，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业务

水平。在这过程中，我和其他同学

一起到全国最大最好的矿井，如

抚顺矿务局、唐山煤矿、北京京西

矿务局、河南平顶山矿务局等参

观学习。到哪里我都和煤矿工人

同吃同住同下井，培养吃苦耐劳

的精神。到毕业时我响应组织的

令人难忘的时刻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国庆游

行，当时的场景令我难忘。当队

伍走到天安门广场时，我们的

脚步都放慢了，仰望天安门城

楼，此时敬爱的毛主席和国家

领导人正向游行队伍招手，我

们都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此外，我还曾多次和学校的

其他同学一起到机场迎接国家

贵宾，有幸多次见到敬爱的周

总理，也见到过刘少奇主席和

夫人王光美，见到过西哈奴克

亲王和夫人。特别难忘的是，由

周总理亲自关心指导的《东方

红》音乐舞蹈史诗刚推出时，在

人民大会堂公演，我们学校分

到很少票，但班干部分给我一

张，而且座位是二楼前排。因此

我看得非常清楚,得到了最高级

别的艺术享受，这是让我永生

难忘的。

另一次难忘的时刻：1964

年 10 月 16 日晚上，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

到校园，刚开始我听到校园

内有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

到看到号外才知道原来是这

个特大好消息。于是我满怀万

分激动的心情，加入游行队

伍，不停地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毛主席万岁”！那天晚上

彻夜难眠，我想到中国共产党

能领导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打

败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也能

攻克被外国人封锁的尖端科

学技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人民前进的步伐。我对听党的

话，永远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

定。

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尽管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是我自己选择的，但到要离开

生活了六年多已经很熟悉的首

都北京时，我的心里难免不舍

和留恋。因为北京是祖国的心

脏，是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

中心，在北京的六年多的生活

给我留下太多极为美好的回

忆，是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

重要阶段。如果没有这期间的

进步，我也不会有以艰苦为荣

的价值观，不会有下到最基层

的决心。此外，离开北京也意

味着要和弟妹分开。这也是心

里感到不舍和难过的原因。但

是我既然做了这个选择，我就

义无反顾，坚定地走上工作岗

位。

到工作岗位的过程也是我

毕生难忘的经历。当时，我对

新工作毫无了解，乘坐火车到

了徐州，下车我就要了一辆三

轮车去到徐州矿务局，但是到

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

作单位不在那里，而是在市外

几十公里的地方，我只好又请

三轮车师傅把我带到长途汽

车站。因为身边还有随身行李

很不方便，我便求助三轮车师

傅帮我买车票。三轮车师傅热

心地帮助我，直到帮我上了长

途汽车。到达车站后，我还被

告知，单位离车站还有大约一

公里的路程。我正在发愁怎么

带着沉重的行李去到那里时，

又有一位邮递员好心地用他

的自行车载我的行李，使我顺

利到达。然而，这也还不是我

真正的工作单位。我的工作单

位是在离这里还相当远的基

层矿。局里让我在招待所住

一夜，次日再走。我哪里肯？

连夜就赶到了我的工作单位

韩桥矿，当晚住在招待所里，

第二天就真正到了矿井。整

个过程让我亲身体验：在党

的教育下，整个社会都崇尚

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的精神。

我感到，我们国家处处都有

好人。

我在韩桥煤矿的韩桥井只

工作了不到一年，组织上把我

调到夏桥井。对于工作调动我

毫无二话，坚决服从，无论在

哪里都用自己的全力做好工

作，把自己当成工人师傅的朋

友，和大家打成一片，融洽相

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

家对我这新来的技术员没有

什么意见，我也就没受到什么

冲击。我总是兢兢业业工作，

老老实实做人，因此在国家恢

复正常的体制后，大家就把我

选为贾汪区的人民代表。后来

又把我选为徐州市的人民代

表，后来又连续几届当选徐州

市的政协委员直到退休。我把

这一切当作党对自己的信任、

委我以重任，因此我也就不遗

余力地尽力工作。在局各级党

组织的关怀培养下，我由技术

员升为工程师，又从工程师升

为高级工程师。我也在自己的

工作中全力以赴，为国家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亲友相伴安度晚年

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我

的三个子女全都进入大学，并

且都留在南方工作。我退休后

也迁到厦门居住，并加入印联

会，积极参加印联会的各项活

动。我的外孙女今年大学毕业，

保送读研究生，并成为了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还有一个

孙女刚刚参加高考，也将开始

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 于 2012、2013、2019 年

赴印尼雅加达和邦加，参加槟

中校友会，主题是为邦加成立

一座三语学校。这是造福子孙

的百年大业，我积极带头响应

建校捐款的号召。在短短的 7

年中，一座建筑面积 1685 平方

米，耗资近 400 万人民币的槟

中培育大厦就落成了。在大厦

下方，用红色砖块砌成的校徽

图案上刻有捐款人的名单，大

家看了后都非常激动，纷纷合

影留念。

回首我回国 62 年的往事，

也是回首我们国家在这期间

一步步前进的历程。我为自己

回国前所做的抉择和立下的

初心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觉得

自己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走的就是正确的道路。今天我

们国家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在实

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光辉目标，

并且一直走向更加辉煌的未

来。

号召，坚决要求到最艰苦最基

层的煤矿去。尽管组织上本来

考虑我的归侨身份，希望我留

在城市里条件好点的单位，但

我想“好儿女志在四方”，我愿

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兑现回

国时的初衷，让自己的青春在

那艰苦环境中开放出鲜艳的花

朵。

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年 月在印尼邦加槟中培育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