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生最欣慰与自豪的是：

孩子们比我强，

孙子们比孩子们更强。

历代王朝的衰落与崩溃，

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国防，

而是因为奢侈挥霍和荒淫无度。

要家族长青，须牢记古训：

勤以静心，俭以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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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 1929 年。从有记忆力开始，我所经历的就是战争，就是

逃难，就是灾难，就是死亡与贫苦。生命的旅途就是颠簸，充满变数，

前途总是渺茫莫测……

这与我目前的境遇完全是两极相反。

到 2015 年 5 月 12 日，我已在世上足足活了 86 年。我从未想过

会活到这么久，全家四世同堂共 96 口人，还掌握这么多的事业。

20 多年来，我偶有与新老朋友闲谈往事，多位友人都劝我写自

传，特别是母校东南大学（前身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顾冠群先生。

但我始终认为，天有不测风云，因前途未定而不敢枉自撰写。我的

故事最好是待盖棺论定，再由别人执笔。

2014 年春，定居美国的余洁龄兄弟邀我去中东做“《圣经》寻根

之旅”。十二天的旅行中，我们朝夕相处，每天游览《圣经·旧约》

中所叙述的古迹，沿途路上，博学广识的余兄弟随处给予很生动的解

释，印证《圣经》的记载。我们早晚都享受神的话，得益良深。在旅

途中，余洁龄兄弟总是引我闲聊往事，我也无章地随意叙述。想不

到分手 20 天后，余洁龄兄弟竟寄给我 106 页的《李文正兄弟行口述

记录》，阅后既高兴且感动。这本口述记录给我一个启发 ：或许我这

一生 87 年的经历仍有引人入胜之处，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回忆往事，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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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让我的子孙知道今天我这个庞大的家族事业是如何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一生坎坷才累积起来的。我希望能够让

子孙们真正了解“勤以静心，俭以养德”的真谛。此外，我的父亲尽

父职的故事和他的为人之道，或许可以感染我的子孙后代，期盼他们

世代相传，都能尽责做个好爸爸或好妈妈，都能做个尽责的国民。

我经历了多次残酷的战争，这些经历让我一生向往和平。世界

和平、社会和谐和家庭和睦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努

力引导家庭和睦、企业和谐、同事和同业间和谐，尽量做到尊重他

人的立场，求同存异，可以殊途但要同归。我希望这本《自传》能

够抛砖引玉，把这个理念提到更深一层和更丰富的范围。

这本书的写成，要感谢我的夫人和孩子们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

与鼓励，也要感谢我的助理周鹏先生的校正工作和陈楷才先生的印

尼语翻译工作。

我的经历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恰好是 20 年 ：

第一个 20 年（1929—1950 年）：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第二个 20 年（1951—1970 年）：与印尼共和国同步建设民族经

济的时代

第三个 20 年（1971—1990 年）：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流中发展事

业的时代

第四个 20 年（1991—2010 年）：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的时代

第五个 20 年（2011—至今）：成为子孙模范的老人时代

87 年一瞬间就过去了。历历往事，就像存积在档案室里没有整

理过的记录文件，零乱无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自传，连写日记的

习惯都没有，更没有写传记的经验。如何整理与叙述，其实真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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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于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独立，随即发行了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货币（ORI，OEANG REPUBLIC INDONESIA），逐步换回在

日本侵占印尼时期日本军政府发行的钞票。当时荷兰占据的区域也

发行了自己的叫 NICA 的钞票，所以从 1949 年到 1951 年期间，印

尼的市面上同时有三种不同的钞票流通。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货

币因印刷低劣，易于伪造，所以市面上有大量的伪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货币钞票流通，加上 8 年半的连续战争导致生产低落、物资奇缺，

由此引起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1950 年 3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财务部部长 Sjafruddin 先生采取

了货币改革措施，把票面 5 印尼盾（Rp 5）以上的 NICA 钞票予以

腰斩，钞票的左边半张以票面额的 50% 照旧流通，而钞票的右半张

按照票额的 50% 款额向印尼银行兑换 40 年期年息 3% 的国债。这一

措施的目的在于统一印尼共和国的货币，同时借此增富国库，并减少

货币流通量以遏止通胀。可惜，这一措施并没有伴以可行的经济建设

计划，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未能彻底改善印尼的经济困境。

印尼的独立是经历了 5 年的长期战争才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政

权，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是殖民地政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一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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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击后，无奈被迫以和平过渡方式给予各国独立。因此印尼民族

更具政治意识，独立后出现了 48 个政党。从此印尼党争不休，政局

不稳，极大影响了经济建设，导致金融颠簸、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9 年以后，西亚里夫定的货币腰斩政策可以说是彻底失败。

1959 年 8 月 25 日，印尼政府又一次采取货币改革措施，这次的

措施是把钞票的面额减去一个零，即 500 印尼盾票额的钞票只剩下

50 印尼盾的价值，1 000 印尼盾票额的钞票只剩下 100 印尼盾的价值，

同时客户在银行的存款超过 25 000 印尼盾者予以冻结其存款。这次

的货币改革目的主要是针对有钱阶层，可惜这项措施不仅把资金吓

跑，而且国内生产滞后，经济大局混乱，从而埋伏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苏加诺总统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政治家，他一生与殖民主义

斗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使他倾向于社会主义。他在执政期间，

极力提倡建国五项原则，潘查希拉（Pancasila）
a

成为印尼民族的政治

思想。他的外交策略是联合亚、非两洲曾经被殖民主义者侵略过的

民族，共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他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并成立

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印尼在苏加诺思潮影响下，于 1963 年与马

来西亚及新加坡进行对抗，并且继续与荷兰殖民地政府抗争，夺回

伊里安岛。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政治议题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奠定

了印尼民族的国际地位，加强了民族的自尊心。我们应承认，苏加

a	 潘查希拉：词源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即古代印度的佛教

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

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一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

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

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代名词，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

公正”五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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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总统是印尼的民族英雄，值得我们骄傲，配得上我们的尊敬与赞扬。

但是另一方面，印尼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西方各国针对印尼

政府采取了排挤、围攻和隔绝政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给予严厉打

击，更使印尼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 1953 年以前，印尼盾与美

元的汇率是 1 美元兑 5 印尼盾以下 ；到了 1959 年，印尼盾已经贬值

成为 1 美元兑 45 印尼盾 ；到了 1965 年后，印尼盾再贬值成为 1 美

元兑 3 500 印尼盾 ；而到了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印尼盾对美元

的汇率曾经贬值到 1 美元兑 18 000 印尼盾。

1965 年 12 月 19 日，印尼政府又进行了一次金融改革，把钞票

的票额去掉三个零，换一句话说就是货币贬值为千分之一，这是印

尼 1945 年独立以来连续经历的第三次货币大贬值，导致了循环性的

通货膨胀。1966 年的通胀率已达到 650%，而银行的存款利息高到月

息 20%，印尼的经济几乎陷入全面破产的境地。

1955 年到 1965 年期间，各政党之间争斗不休，几乎每一年都要

换内阁，政局动荡，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银根奇紧，呆账成堆。因此，

在 1967 年发生了一次银行大挤兑风暴，在 15 天内连续倒闭了 17 家

银行，如果当时中央银行不出手相救，我相信印尼的所有银行都会

倒闭。

尤其是 1998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侵袭了印尼的银行业，当

时整个行业陷入万劫不复的状态中，连印尼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

陷入破产的境地，必须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

行（World Bank）出手援救。经济危机引发政局动荡，最终导致苏

哈托政权倒台。

印尼独立以来，很多的时间都处在高通胀的经济状态中，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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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就是工薪阶层，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很长时间里，公务员每月

所得薪水只够七天的开销，其余的就要靠变卖家里的旧东西过活。

久了，家里的东西也卖完了，所以公务员身在办公室，心在惦记家

里的亲人要么是病了无钱医病，要么是孩子没有钱交学费，物价天

天涨，薪水又不涨，真是苦不堪言。这些公务员最后才发现，他们

手上掌握的权力是可以卖钱的，换来钱后日子过得很好。于是一人

做百人学，上行下效，从此印尼陷入官场贪污腐败的泥潭，这些腐

败的官僚又加深了印尼经济的萎靡不振。印尼人民现在正通过 KPK

（肃贪委员会）大力整治官僚的腐败行为，我深信这将是印尼独立以

来的另一次胜利。

我一生的第三个 20 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第四个 20 年

经历了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盆地转到太平洋盆地的时代。面对时

代的大转变以及印尼的政局动荡和经济颠簸，这些压力使得我养成

了高度的危机感，前程似乎总是风云莫测、祸福未卜。但是我也从

中悟出 ：危机就是生机的源泉，危机中总隐藏着巨大的生机。

印尼民族在过去的 65 年里，不论是经济或是政治都经历了大风

大浪的考验，这似乎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和百炼成钢的

必然现象。今天，印尼民族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成熟的

民主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印尼正在迈进一个

新的大世纪。

力宝集团是随着印尼共和国的经济与政治的成长而成长的，可

以说是与印尼共和国共患难、同成长。几十年来，同样也经历了大

风大浪，勤俭苦斗才有今天的力宝。

印尼共和国 65 年的艰辛历史就是我一生经历的大背景。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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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与印尼共和国的 65 年历史息息相关。这是我提笔写自传的起

点与动力。

我一生的头 20 年是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经历了四

次战争，首先是中国的军阀割据战争，其次是世界二战中日本侵占

印尼的战争，再次是印尼独立革命战争，第四次是在南京念大学时

遇到的国共内战。战争给我的体验是残酷、破坏、饥饿、死亡。经

过战争的痛苦，我彻底了解和平的可爱与幸福，也让我信守一生不

与人争的哲理，确信忍让和解才是成功的根基。



第一部分

第一个 20年（1929—1950 年）：

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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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正自传

将来用什么烧饭

我 5 个月大的时候，祖父（李进财）在老家福建省莆田县江口

镇新店村病重，父亲（李亚美）带着全家从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县回

老家探望祖父。不久祖父病逝，母亲与我留在家乡陪伴祖母。这一

住就是 6 个年头，到 1935 年我们才回到印尼玛琅。在这 6 年里，旧

中国地方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社会动荡，白天怕军警，夜里怕土

匪。新店村紧靠福厦公路，是兵家必经之地，村子里约有两百户人家，

除了一家姓陈的外，其他全是姓李的。我家是从郊上村移居到新店村，

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是第 6 代了。村子是一条长街，两端筑有堡垒，

乡亲们轮流值夜防匪。印象中，村民都有枪械以自保，生活过得很

不安宁，经常要逃到山上墓穴里躲避各派军阀的争战。在这个战火

纷飞的情形下，慈爱的祖母催促父亲尽早把我们带回印尼。

祖父有一位哥哥叫李添丁，他的一位长孙名叫李文熙，攻读军

校毕业后官至少校营长，是村子里唯一的军人。我有两个堂叔李仲

芳和李青松，是唯一到上海受过高等教育的。我祖父是村里的第二

富农，据说拥有大约 30 亩田地，家里祖业木匠，也经营放租，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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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里的放贷业务。记忆中的祖母很有智慧并且威望很高，村子

里的族亲们都很尊重她。

四叔给我讲过一段我小时候的事情。约莫 4 岁的时候，有一天

我突然很认真地问祖母 ：“咱们村子的人现在都靠山上的木材烧饭，

但山上的木材几乎都要砍光了，将来我们要靠什么烧饭？”当时祖

母很镇定地回答说 ：“孩子，你问得好。神造宇宙是完美的，已经为

人做了完整的安排，树烧光了可以再生长，并且必定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代替，你不用担心。”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也是唯一的男孙，所以祖母最疼爱我，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拣最好的食物给我吃。在家乡的 6 年，

我几乎都是陪祖母睡，她庇护我，谁都不敢责骂我。1935 年当父亲

要带我们回印尼时，我连着哭了好几天，拖着祖母不放，舍不得离

开她。

有一天，祖母带着我去一个寺庙，那里很清静，风景秀美。我

至今很清楚地记得她认真对我说 ：“孩子，家乡虽然很美，但是你看

这里的人因为没有本领所以都很穷。你必须到外国去学本事，学好

本事再回来，替家乡做事。孩子，出去是为了回来。”

我永远记着祖母这句话，“出去是为了回来”，但一直不明白其

间真义。1990 年我又回到莆田，踏上故乡的热土，一刹那我终于悟

出祖母想要告诉我的意思。家乡穷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工业是因

为没有自来水和电。我决定邀请亚洲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共同集资建设莆田湄洲发电厂，希望

把湄洲湾建成中国的石化工业中心和钢铁工业中心。乡亲们在家乡

的自来水厂大门前放置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饮水思源”四个

第一个 20 年 ：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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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正自传

大字作纪念，看到这四个字就想起祖母叮嘱我的那句话，“出去是为

了回来”。

1935 年，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印尼。同船百余乘客都

是从厦门上船，在泗水港口上岸。泗水天气炎热，我们满身汗渍，

必须耐心地排队接受荷兰殖民地政府移民官的审查。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红毛蓝眼、又高又大的白种人，他们都神情高傲、盛气凌人，

把中国人当成犯人看待。当时我好怕好怕，天气又闷热，不由得想

起祖母与家乡，我又哭了，妈妈抱着我安慰我，叫我不用怕。

到了玛琅我就去南强学校念书，认识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位

家里开餐馆，有一次在他家做游戏玩耍时，突然听到前面餐厅的荷

兰人大吵大骂，原因是服务员端食物时把拇指压在了盘子上，荷兰

人认为这是不卫生、不礼貌，但这在当时的印尼是很正常的事。那时，

荷兰人经常会因为芝麻小事而闹事，因为他们自认是统治者，总想

高人一等。

9 岁失去妈妈的痛苦

我 9 岁的时候，妈妈怀上妹妹，那时乡下没有医院，妇女分娩

都在家里请接生婆助产。当时一家人都在房外等待，只听妈妈在房

里大声喊痛，听说是难产，父亲坐立不安，一家人都很焦急，但又

无可奈何。最后妹妹生出来了，但妈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我

就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父亲在屋中央挂了母亲的照片，摆设香桌，

在七七四十九天中，他每天不到凌晨 5 点就早早准备了素菜，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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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烛，念经超度。父亲常呆呆地凝望亡妻遗像，独自流泪。七七过

后很长很长的岁月里，父亲想起母亲仍常暗自流泪。

父亲从此既当严父又是慈母，他经常要替我补衣、洗澡，晚上

又要催我放尿，凌晨 5 点必起床烧香念经，思念亡妻，然后督促我

念书。下午从学校回家，稍微休息一下又督促我写一面小楷、两面

大楷，教我临摹柳公权的字帖，并讲解关于中国文字的布局和结构。

他说中国文字中每个字就是一幅画，只有懂得字的布局和结构后，

再练习笔力才能写好中国文字，他也教我念尺牍学写信。在玛琅的

兴化同乡，只有父亲懂得书写信函，因而每天都有乡亲带家信请父

亲解读并复信，慢慢地我也熟悉了他们通信的内容以及彼此之间的

亲戚关系。父亲指导我关于通信两方的身份、关系和称谓，他让我

替乡亲们代笔，那一年我才 11 岁。能替父亲增光，为乡亲做事，我

非常高兴。在学校里我是班长，也担任学校月刊的主笔。

一张彩票的故事

有一次听说买彩票可以发财，我用积攒的一盾钱换回一张彩票，

时间到了我就注意查对彩票号码是否中彩。父亲看到后，怒气冲冲

地把彩票夺去，在我面前撕碎，并打了我三下手，警告我 ：发财必

须靠流汗，不可侥幸靠赌博、靠运气，不可坠入邪途。

父亲非常严肃地告诫我 ：不可接受别人的馈赠，接受馈赠就会

欠下人情，就易受控于人 ；做人必须自在、自敬。他也常常训导我 ：

赐比受更有福。有一次，三叔母送我一包小零食让父亲看到，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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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要我把零食还给三叔母。我衣服破了或者掉了纽扣，都是父亲在

夜间替我缝补，鞋子坏了他也自己修理。空闲时他常常讲《二十四孝》

和《陶朱公理财十二则》的故事。买连环画版的《三国演义》叫我看，

然后才看《三国演义》的正本。父亲循序渐进地引导我研习中国文

学和吸收中国文化。如果说今天我能有一些成就，这都是父亲的功劳。

他真的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我亏欠他太多太多。

日本军队的残酷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印尼，我们第一

次看到日本军人。他们在每个十字路口设立检查站，居民过街必须

对日本军人行 90 度的鞠躬礼。经常有日本军人因看不顺眼就随意打

人耳光并罚站烤太阳，日本人比荷兰人更凶，更蛮不讲理。

当时东爪哇玛琅县有 62 位兴化乡亲组织了福建兴化同乡会，简

称为“福兴会”。福兴会在日军进驻后仍未解散，被日本军队误当作

是中国的抗日机构——重庆的“复兴会”。有一天的凌晨 5 时，这 62

人同一时间被抓进监牢，父亲与三叔也包括在其中，他们被关了三

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得自由。这 62 位同乡经受了非人的酷刑折

磨。据说这些酷刑包括拔指甲、走玻璃碎、反吊、灌水、毒打、火刑、

饿肚、终日晒站、不让睡觉等。福兴会的主席卓克丁乡长被打死在

牢中，其余的放出来后要养伤一年多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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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父母的小赌徒

父亲及三叔被日本军队抓去了，我就必须自立谋生。在日军

占据玛琅期间，每条街道的居民必须轮流守夜。在守夜时我认识了

3 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同乡，守夜无聊，他们赌牌为乐，亦教我赌

牌，从此我夜以继日地跟那 3 位同乡赌牌。我赌输了，已经把父亲

积蓄的一些金饰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大笔赌债。这 3 个人每天到家

里穷凶极恶地讨赌债，我受到威胁逃跑了，连续十多天都不敢回家。

有一天，我跑到母亲的墓地痛哭，突然间我清醒了 ：这是一个骗

局，是成年人骗小孩子的把戏。因为当时我才 12 岁，他们都已经是

二三十岁的大人了。想清了这点，顿时心里很踏实。我恨他们大人

骗小孩，突然间勇气百倍，很从容地回到家中，开了店门，继续营业。

不久这 3 个人就来了，很凶恶地向我讨债。我很镇定地痛责他们成

年人骗小孩的恶行，警告他们 ：过去的事我不追究，希望他们从此

不要再来，否则我将向在泗水的一位很有地位的叔公以及我的校长

揭发大人骗小孩赌博的事情，并要求追回我交给他们的金饰品。我

的理直气壮，竟把他们吓跑了，从此再不来向我讨债。我这个没有

父母管教的小赌徒从此得到解放，重新做人，一生不敢赌博。我永

远记住父亲的那句话 ：发财必须靠流汗，不可侥幸靠赌博、靠运气。

我的校长罗异天先生

日军占据玛琅期间，只许有小学并必须加开日文课，每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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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操场举行升日本国旗并唱日本国歌的仪式。因为没有中学可

念，所以只好留校，我小学毕业了三次。南强小学的校长罗异天先

生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他的中国文学造诣很高。他教解古文很有

经验，深入浅出，教了《左传》等书目。记得我很难掌握“而”字

的运用，罗校长就在我的作业上写了这么几句 ：“应而而不而，不而

而而，而今而后，而已而已”。看完我顿然领悟，掌握了这个“而”

字的应用并体会到其中的奥妙。

罗校长也向我传授“三民主义”的真谛，我非常感兴趣。有一

次我问罗校长人类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别？他借了一本《萍踪寄语》

让我阅读，这本书是中国当时一位名记者邹韬奋先生写的。他叙述

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黑人工人阶级受迫害的情况，然后

再介绍关于帝国主义的可怕，亚洲人受迫害的情况。我深深地认识到：

一个民族必须自强，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日本进攻爪哇岛的初期，到处都发生抢劫，社会动乱，当时大

家都说这是印尼原住民排华。可是罗校长告诉我，这不是排华，是

因社会政权真空期而引发抢劫和动乱，是穷与富对抗的必然现象。

我理解了。

到南京中央大学求学

1945 年日本投降了，印尼宣布独立。独立革命战争在泗水爆发，

与英国军队发生巷战。不久后，英军把泗水移交给荷兰殖民军政府，

随后荷兰军队攻占了玛琅。印尼独立革命军就撤退到附近的村镇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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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抗击荷兰。当时在玛琅附近有一支印尼军队是由伊曼·苏卡尔多

（Imam Soekarto）中校领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结为

忘年之交。有时我奉命到附近的荷兰军营侦察，回来向革命军汇报 ；

有时也帮印尼军队到泗水买药品，我觉得工作得很有意义。

荷兰殖民政府计划分拆印尼，通过建立“东印尼共和国”达到

分而治之的目的。我听说有一位萧玉灿先生领导的组织决定阻止这

个阴谋。萧先生发动东爪哇的华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立即响应

这个号召。荷兰殖民政府对萧先生这个组织发动攻击逮捕，当时大

约有一百多名学生被关进玛琅罗窝噶瓦鲁（Lowokawaru）监牢。我

侥幸逃脱，离开印尼远赴南京。

在泗水的叔公李亚金交游甚广，介绍我认识一位在上海的姓陈

的兴化人，他经营兴化的龙眼干、布匹和豆类，是一位很有实力的

商家。与他相处了三天后，他介绍我去南京拜会当时国民党国防部

的一位高级将官吴鹤云中将。当时我希望应考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但因我是在极度紧迫的状态中离开印尼的，匆匆忙忙中什么文件都

没有带，幸亏经过吴鹤云中将的帮忙，网开一面，才得以参加考试，

并最终经过面试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这应该归功于父亲和罗异天

老师的功劳，没有他们两位辛苦细心的教导，我绝对无法考进国立

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当时刚从重庆搬回南京四牌楼，还是很凌乱，尚未进

入正常状态。1946 年美国士兵在北平强奸一名北大女学生引起全国

大抗议，南京各学校也纷纷上街游行抗美，我也是积极参与的一分子。

参加青年学生的抗美运动，让我的思想更加“左”倾。

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军阀残暴的侵略与破坏，经过 8 年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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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抗日战争于 1945 年终于战胜日本，收复失地，全民欢腾。这时美

国全力支持国民党并给予三百万大军的美式武器装备，蒋介石发动

剿共内战。民心开始动摇，官员趁机贪污，经济失控，通货开始恶

性膨胀，物价几乎每天上涨几个百分点，法币已贬值到无法流通的

地步，政府被迫改发“金圆券”钞票，可是几十天后又不值钱了。

政府又必须改换新的钞票“银圆券”，可是银圆券的寿命更短，只有

一个月就失效了，市场拒收。老百姓只好进行易货贸易，物物交换，

粮食开始短缺，民不聊生。

当时国民党政府拥有三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竟然在短短两年

内被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军队击垮了，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

溃败。战争逼近南京了，市内难民乱窜，治安已经失控，到处发生

抢劫，加上货币失去价值，货品不流通，南京市都快断粮了。国立

中央大学几乎已经停课，教师大多走了，学生也走了，宿舍里只剩

下几个人，我们已经三天没有东西吃，只靠饮水止饥，天气又冷，

真是饥寒交迫。新街口天天都有难民冻死在街旁，惨景实在无法形容。

在南京面临绝境的我举目无亲，徒叹奈何，突然想起荷兰驻南

京的大使馆，灵机一动，现出一线希望，只好硬着头皮向大使馆求助。

经过深入问诘之后，结局大出意料 ：我得到了大使馆的安排，离开

困境到达香港。

战争是多么残暴、残酷，它是饥饿、贫苦、死亡的根源，从残

酷的战地到了香港才体会到和平是多么可贵，发动战争的人有罪过，

必应受到惩罚。在香港我向印尼驻港领事馆申请回印尼，但因为在

逃难中我手上没有任何证件无法获批。辗转听说我的老战友伊曼·苏

卡尔多先生现已是少将，担任印尼共和国驻缅甸大使，我于是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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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帮忙，他很讲义气，替我证明身份。我又回到了我的出生地——

印尼。

在香港等候回印尼签证期间，恰好遇到一位乡亲李文珠，他很

同情我的困境。当时他在香港一家亲戚店里工作，收留我晚上住在

店里的桌子上，每天清早我必须赶到西环的市场里上厕所和洗澡。 

丽梅的信救了我一命

在香港等待签证期间，白天闲来无事，就去逛书店或图书馆，

专门拣反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刊来研究《资本论》。因为这些反对的

作者大多已经做过深入研究，我通过这些反对言论，来印证一些马

克思的真正的资本论理论。我也和一些朋友共同切磋关于社会主义

的理论。这些日子让我更坚定了我的理想，世界上的一切祸害都是

由于帝国主义而产生，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拯救这个世界。经过一

些朋友的鼓励，大家决定一起经过天津去延安，出发的船票都准备

好了。

在没有动身之前，我写了一封信给爱人李丽梅。她先我一步回

印尼，我每晚想念她，在梦里更想念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她。但为

了理想我又不能不离开她，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大家都说我瘦了。

我一直盼望着她的回信，每天在看信箱，但总看不到信，心中难过

到了极点，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

奇迹来了，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丽梅的信来了，

她说 ：她也每天在等候我的信，等待着我回印尼。她十分担心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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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延安后再也看不到我，她没有力量去想象未来的事，只是无奈，

无奈，永远无奈。

看了她的信，我心都碎了，整夜失眠流泪。第二天早上，朋友

们催我动身上船去天津，那时正挂着三号风球，我叫他们先走一步，

容我再考虑考虑。想不到半小时后风球已升为八号，我已经没有机

会上船。那时狂风暴雨，实在可怕，不久一声巨响，有一条船被卷

上岸，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船着火烧了起来，一整天后台风才过去。

次日报纸刊出新闻 ：那条去天津的船因风浪原因，船内运载的化学

品相互碰击而失火，船上的乘客无一幸免全都遇难了。读完报上的

消息我全身凉了一半，丽梅，感谢你，你的信救了我一命，感谢神

的恩典。

我一生第一个 20 年经历了四次战争和五个朝代。9 岁失去妈妈，

11 岁时父亲被日军抓去，我变成孤儿，必须自力更生，学习谋生。

人生多坎坷，这是一个多苦多难的 20 年，也是一个难得的磨炼的机

遇，让我识事体，有耐力，有理想，敢面对困难。我想：有危必有机，

在苦难中总会隐藏着无限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