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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李光耀 

 

刘遵义1 

 

2015 年 8 月 

 

摘要：已故李光耀先生，为新加坡建国之父。他也是柏拉图《理想国》书中所说

的哲人王，是一位大战略家、一位廉洁的独裁者、一名绝对的实用主义者。纵观

每一个世纪，如他一般的人屈指可数，他不仅具备本身国家的视野，更有能力去

实现他的视野，在世界上留下永垂不朽的足迹。 

 

1. 简介 

 

已故李光耀先生是我予与最高崇拜和尊敬的极少数人之一。他引领新加坡走

向独立建国，在他同僚众人的协助下，为新加坡的永续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他总为新加坡感到自豪，而新加坡人民对李光耀、对国家的自豪感，也不遑多让。

几个月前李光耀先生逝世，新加坡举国上下弥漫着由衷又真切的哀思，新加坡人

对李光耀的敬爱和情感，跨越种族、社会阶层和各年龄层，即便是未曾体会先辈

建国道路上的艰苦与奉献的年轻一代，也深受感动。对此，李光耀应该感到非常

高兴、非常骄傲。 

 

 

 

 

 

 

                                                        
1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史丹福大学李国鼎经济

发展荣休讲座教授。作者想在此感谢刘麦嘉轩女士提供的宝贵意见和说明。不过，本文中的所有

观点都源自于作者本身，并不代表或反映作者所属各机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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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加坡的建国之父 

 

新加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奇迹。它不像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小岛，没

有任何资源。它有着多元种族、语言和宗教。在新加坡人里——华人、马来人和

印度人——其中华人和印度人根源都不在此。几个世纪下来，他们来来往往，而

华人尤其如此，很少人以此为家。它的周围邻邦也不全然友善。在这些不利条件

下，李光耀还是设法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国家。 

李光耀最初认为新加坡的未来会和马来西亚联邦走在一起。这个联邦包括了

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天然资源。他积极推广宣传，

支持这项计划，在 1963 年，引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遗憾的是，这段联

姻并不长久，1965 年，李光耀被迫同意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立建国。 

李光耀和新加坡唯有向前看。1959 年至 1990 年，李光耀先是出任自治的新

加坡的首长，继而出任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加坡邦首长，在新加坡独立后担任新加

坡总理。他带领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新加坡的实

际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0 年的 59 亿美元增长至 1990 年的 715 亿美元，年均增长

率为 8.3%，更在 2014 年达到 2 千 950 亿美元（据 2014 年汇率）。同样，新加坡

的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从 1960 年的 3 千 585 美元上升至 1990 年的 2 万 3 千

458 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6.3%，更于 2014 年达 5 万 3 千 976 美元（据 2014 年汇

率），跻身东亚前列，仅次于澳门的 8 万 9 千 333 美元。与之相比，日本 2014

年的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 3万 1千 823美元。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功故事。 

“新加坡建国之父”，这个称号李光耀当之无愧。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一新国

家和享有共同价值的国民，同时又富有多元文化、种族及宗教的和谐社会。他为

每一个新加坡人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新加坡人都以身为新加坡人为荣。

而真正了不起的是，新加坡人对国家绝对忠诚，对捍卫他们的政治及社会制度坚

定不移。李光耀逝世，新加坡人体现出由衷又真切的敬爱和情感，更佐证了他们

对国家的那股热爱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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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代“哲人王” 

 

李光耀正是柏拉图《理想国》书中所说的一代“哲人王”。在儒家家长式传

统中，他也是一名最优秀的统治者。他不仅是新加坡的乔治·华盛顿。更直观地

说，他是“新加坡之父”——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家庭，而李光耀就是一家之长。

正因为此，他坚信自身必须要对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生活福利负责。他以极其严

正的态度看待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角色——不仅要如父亲般培育、供养，还

要兼顾教育、德育。也正因为人民需要教导和指导，李光耀认为对信息散播、教

育制度和媒体的管控是极为关键。对他而言，一个正处在发展之中的小国家是承

受不起内部分歧和潜在的政治僵局，对 1960 年代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动荡时局更

是如此。 

然而，他的家长式作风大多在见诸于法律上。通过法律，合法与非法之间有

一条清楚的界线。这里不存在专断独裁——只有那些自己要去越界的人才会受到

提控。没有人会说新加坡是个没有法治的地方。 

李光耀是“唯才是用”的信徒。正如中国几千年来所奉行的，李光耀要为新

加坡政府挑选全国最顶尖、最闪耀的人才。他有异乎常人的自信，这都源自于他

的智慧；在出现难题时，他也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理解。他从长远的角度来作决

定，与其采取权宜之计，他更倾向做正确的事，绝不为了短暂的优惠而牺牲长远

的利益。在几个课题上，如在新加坡推广普通话、控告《华尔街日报》和按新加

坡法律对一名外国籍青年实施鞭刑，李光耀不理会政府同僚的反对，也不顾忌短

期内在国内外的名望下跌，他只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 

李光耀是一位治国大师，他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怎样去行使威权，为人民谋

求福利。设立中央公积金是一大妙举。尽管雇员和雇主都得将一定比率的雇员工

资（目前是 16–19%）来缴付公积金，但却显著提升了新加坡的国民储蓄率，为

新加坡人民的退休生活提供了可靠的生计来源，也让他们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另一方面，公积金也能为新加坡的两个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和政府投资

集团——提供资金，用于海内外投资。新加坡也有一套健全的土地利用政策——

会根据房产价格的增幅来调整每年用于建屋计划的土地发放量。房产价格增幅越

大，则更多用于建屋计划的土地会进入市场，控制未来房价走势，从而让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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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买得起自己的住房。 

 

4. 一位大战略家 

 

李光耀是一名大战略家。他有长远大局观，对新加坡的强弱项了若指掌。再

者，他极富创意、想法新颖，能跳脱思维局限。他思索着新加坡该如何融入全球

经济和地缘政治里，同时为新加坡达到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他的眼光不局限于

新加坡，他与许多世界领袖都建立起了紧密的私人关系。他们会向李光耀咨询建

议。他的影响力，也让新加坡的影响力，跨出了新加坡的版图。 

1965 年被迫离开马来西亚联邦后，新加坡这个新生国家如何生存？李光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联系，不仅要获取他们的

官方承认，还要尝试说服他们，继续将新加坡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以及跨国公

司中心。新加坡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让新加坡在不全然

友善的邻邦包围下，能有喘息的空间。 

第二，若仅从军事角度来看，新加坡这个小岛的防卫并不简单。和瑞士一样，

新加坡采用的战略可称作“刺猬战略”。刺猬身型小，身上披着布满尖刺的外衣，

能让攻击它们的对象痛不欲生，从而阻挡可能遭受的攻击。新加坡装备精良，通

过应征兵员和后备军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召集近百万大军。若想成功入侵新加坡，

必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三，与周围所有邻邦维持友好合作关系，在必要时采取集体行动，这完全

符合新加坡的经济及安全利益。因此，在新加坡的推广和支持下，一个由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创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也

叫“亚细安”），在 1967 年成立。随着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加入，

东盟阵容现已扩大。不管是在探讨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事务及项目方面，如“东盟

自由贸易区”（AFTA）；还是与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方面，如东盟加三、东盟加

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简称 RCEP）等自由贸易区，以及主要关

注安全课题的“东盟地区论坛”等，东盟已被证明是一个最有效的讨论平台。 

东盟以外，新加坡也在尝试维持一个平衡的外交政策。例如，它在台湾海峡

两岸之间,能维持几乎“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新加坡多年来都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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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进行军训，直到近期才开始在中国大陆进行军训）。双方的高层领导，包括

蒋经国先生和邓小平先生，大都对李光耀极为尊重，信任有加。他被视为一名既

诚实又公正不阿的中间人。1993 年，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与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会面，毫无意外地在新加坡举行。这是自 1949 年以来，海

峡两岸的第一次高层次会面。 

就此而言，毫无意外地,新加坡也是最后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东盟成员国。

新加坡这么做，是想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维持良好关系，避免因人口大多数是华族，

就给人在对外政策上就一定是亲中国的印象。在此问题上，新加坡愿意追随东盟

其他成员国之后。 

 

5. 一位廉洁的最高领袖 

 

拜李光耀所赐，新加坡政府绝对是东亚最廉洁、甚至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

为此，李光耀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第一，新加坡施行“高薪养廉”的政策，

为政府公务员提供极为优厚的薪资。新加坡政府部长一年的工资普遍超过 100

万美元，将近美国内阁部长年薪的四至五倍。相对于国家生产总值，他们的薪金

也肯定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任何一名政府公务员若被发现贪污舞弊，他将毫

不留情地被控上法庭，依法律接受最严厉的惩罚。这个双管齐下的政策效果卓著，

杜绝了新加坡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 

其实，新加坡大可不必为公务员提供这么优厚的薪资，但李光耀旨在吸引最

顶尖、最闪耀的人才为政府工作，诱使他们将公共服务设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他

坚持政府公务员的报酬，一定要比得上私人领域能给他们的最佳就业待遇。他首

先提出将政府高级官员的薪金调整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挂钩，让他们对

新加坡的经济表现负责。新加坡在反腐反贪课题上的成功，表明了华族人即便舍

弃“关系”，依然能很好地推行公共及私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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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养接班人 

 

李光耀非常了解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一项政策，不管再好，需要落实一段

时间方能见效，而且，只有当公众认同政策可以长久实施，这项政策才能有效执

行。因此，政府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延续性是成功的绝对关键。为确保政策长远

落实，则一套可靠的领导接班人计划必不可少。李光耀在世时，已经精心安排了

接班人。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被许多不太友善国家环绕的小国，实在经受不起国家

内部动荡或冲突。 

1990 年，李光耀卸下担任了三十多年的总理职务，由吴作栋先生接班。2004

年，吴作栋交棒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先生。李显龙也是现任新加坡总理。在

1990 年至 2004 年期间，李光耀继续在内阁担任资政，并在 2004 年至 2011 年间

出任国务资政，从而确保领袖交替之际，新加坡依然安稳并且持续落实长期计划。 

除了领袖接班计划，我也很欣赏李光耀的政党——人民行动党招募新血的方

式。一般而言，已经掌权的政党，特别是长时间执政的一方，都不太会积极吸纳

新党员。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向执政党靠拢自然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大家

也自然会蜂拥加入，根本不缺党员。而政党要做的，不过是设置一个相应的筛查

机制而已，以审核新党员。然而，李光耀却不是这么想的。政党能吸引许多人加

入固然可喜，但只能吸引为了潜在利益而来的人，却不一定认同政党的理念和方

向，长久而言，这样是否可行？所以政党必须摒绝那些只图利益之徒。人民行动

党非常积极鉴定和吸纳人才，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新移民，他们也许不会加

入，甚至从未想过参政，但都在网罗之列。积极招收新党员，有助保证党内的素

质、诚信和可靠性。 

 

 

 

 

 

 

 

 



7 
 

7. 绝对的实用主义者 

 

李光耀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他原则分明，但不拘泥于主义，必要时，他也

愿意依实际情况作出改变。例如，他曾是最积极推动 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

的一人。他当时认为，成立联邦可以保证新加坡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能推动新

加坡成为东南亚的政经中心，提升新加坡的地位。但在 1965 年，当新加坡无法

再留在联邦已成定局，他接受事实，为新加坡制定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回想起来，

这条道路甚至走得更好。 

李光耀也曾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960 年代末，为减缓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

他实施了二胎政策。随着经济成长及失业率降低，他逐步调整这项生育政策。1990

年代末起，新加坡也曾推行鼓励生育计划（但似乎不太奏效）。同样地，新加坡

的高等教育政策也曾大转弯。在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政府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

财务援助，送到世界顶尖大学留学。这项政策非常成功，让新加坡最优秀的学生

能接受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教育。另一方面，李光耀不希望新加坡有太多无所事事

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会对他的政策构成挑战。于是，他关闭了南洋大学。此

后多年，新加坡只有一所高等学府，即新加坡国立大学。直到后来新加坡的人力

资本落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南韩和台湾，这才回转了高等教育政策。

于是，南洋大学复办，成为南洋理工大学，还陆续开办了其他多所新大学。 

无论是从哲理上还是道德上，李光耀强烈反对赌博。他不赞成新加坡赌博业

合法化，也反对在新加坡设立赌场。但他愿意妥协，最终也接纳新加坡赌博业合

法化。但赌博业刺激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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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 

 

李光耀成功治理新加坡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对中国起

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他们致力学习新加坡经验，借鉴新

加坡的政策，加以落实。问题是一个政党或政府，在以政治为优先的同时，该怎

么通过强调自由企业与个人创业的市场制度，来推动经济发展及成长呢？新加坡

的成功模式是否适用于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 

李光耀在国内外也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有的人认为他过于专制；有些则批

评他太过家长式作风。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绝对没有人可以贬谪他是

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或者是说他是武断或反复无常的人，或是不遵重法律的人，

更不能指责他从不把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确实，很少人能像李光耀那样，对国家有高瞻远瞩的愿景，并成功将之实现，

在世界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放眼整个 20 世纪，我认为只有土耳其的穆斯塔

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中国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和南非的尼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按年代排列）能和他相媲美。不仅是新加坡人，世人也会永远记得李光耀，作

为后人效仿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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