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前生于 1893 年 10 月，

原名李玉坤，祖籍福建南安梅山

竞丰村，今天的梅山镇旧时称芙

蓉乡。幼年的李光前家境贫寒，

靠替人放牛来增补家用。早早深

知生活的艰难，也让李光前磨炼

了身处逆境奋发求生的意志。

19 世纪末，在竞丰村石马埔

的那一座红砖大厝（李光前故

居）里，曾住着李氏家族十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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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村放牛娃，一文不名

踏进南洋，最终打造起庞大的橡

胶、黄梨王国，并一跃成为金融

巨子，他就是巨资捐建厦门大学

的陈嘉庚爱婿、新加坡大学首任

校长李光前。

作为一代海外华商巨子，李

光前创办的企业，被誉为“君子

企业”，总是稳扎稳打、量力而

行，从不打肿脸充胖子，从未欠

过别人一分钱，其经商之道有何

独特之处呢？他们“富不过三

代”，家族产业跨越百年，其长青

之术又有何卓越之处？

走进国内外公认的“最美大

学之一”厦门大学，首先印入眼

帘的一组琼楼玉宇般建筑，就是

建南楼群，这是厦门大学标志性

建筑，它就是由李光前先生捐建

的。

“2017 金砖国家厦门会晤”

发行的那一枚纪念邮票，作为厦

门城市风貌地标性建筑的首选，

赫然在目、首当其冲的居然是厦

大建南大礼堂。厦门大学人口研

究所研究生导师、土耳其中东大

学孔子学院首任院长郑启五教

授说：“连我这个老厦大人都大

吃一惊，幸福得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建南大礼堂’居然抢在了

厦大一百年校庆之前，率先登上

了‘国家名片’，而且还是令我厦

门城蓬荜生辉举世瞩目的金砖

会晤中国国家名片！”

怎么会是“建南大礼堂”呢？

令郑启五教授惊讶的是，建南大

礼堂首先它压根就不是会晤的

场所，且排资论辈，在厦大校园

里，建南大礼堂的资格远没有建

校初期的“群贤楼”来得有历史；

论高度与规模，建南大礼堂也没

有“嘉庚楼群”来得顶天立地；但

建南大礼堂的来历的确好生了

得。

建南大礼堂建成于 1954

年，由陈嘉庚督造，他的女婿李

光前捐资。这座仅仅三层的建

筑，安排在厦门海边的一个高高

耸起的坡地上，看上去极为壮

观，且中西合璧，富丽堂皇。据郑

启五教授介绍，在厦大所有建筑

中，让校主陈嘉庚倾注最多心

血的当为建南大礼堂。他曾满

怀激情地说：要让所有进出厦

门港的轮船首先看到厦大的大

礼堂！建礼堂时，最关键的是大

跨度的横梁，当时钢材作为军

事物资，被美国严密封锁，陈嘉

庚不得不从印尼进口最优质的

原木替代。据郑启五教授介绍，

陈嘉庚曾为此愁肠百结，正在

这时，重工业部的代部长何长

工到厦门视察，为此特批 7 条

从苏联进口的钢轨。

李光前与厦门大学的深厚

渊缘，源于他与陈嘉庚的特殊关

系。1916-1927 年，当时的李光前

受聘于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任橡

胶贸易部经理，成为陈嘉庚身边

最得力的事业助手。更由于李光

前的卓越才能和品德，深得陈嘉

庚赏识，1920 年，李光前与陈嘉

庚大女儿陈爱礼结婚，成为陈嘉

庚的女婿。

李光前在陈嘉庚的谦益公

司工作 10 年后，自创公司，不过

他仍对陈嘉庚的公司及私人业

务，始终如一地进行协助和支

持；而且他一生常以陈嘉庚为榜

样，并继承和发扬陈嘉庚热爱祖

国、热爱桑梓、热心文化教育事

业及慈善福利事业的优良传统。

对于李光前来说，与岳父陈嘉庚

有知遇之情、翁婿之情，亦有朋

友之情，他更是陈嘉庚精神不折

不扣的传承者之一。在事业上与

陈嘉庚默契配合，在精神上是师

承关系，李光前能成为继陈嘉庚

之后又一位以倾资兴学而彪炳

青史的商界人物，这在中国近现

代商业历史及华侨史上都是空

前未有的。

人，他的祖上殷实，但到了李国

专这一代，因生意经营不善家道

中落。1893 年李光前在这里出生

时，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 10 多

平米的小屋子。后来，李光前在

新加坡当小学教员时，睡在教

室，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怕蚊

子咬？他笑道：“我从小是被蚊子

养大的。”

1901 年，李光前的生母林和

姊病逝；林和姊是他父亲李国专

在厦经商时娶的一位美丽、贤慧

的厦门姑娘。后因生意难做，李

国专南渡新加坡谋生。1903 年，

李光前随父亲来到新加坡，其下

南洋经商的传奇一生就此开始。

正是幼年在家乡十年的贫寒日

子，养就了他日后身处逆境而奋

发求生的意志。在后来的商业生

涯里，李光前经历了全球经济大

萧条时创业的艰辛，且在事业有

成时连遭二次战争的冲击，但所

有的困顿和挑战，都没有击垮李

光前！

李光前曾在新加坡的英印

学堂和养正学堂就读，1908 年回

国求学于南京暨南学堂、清华学

堂和唐山交通（今西南交大）等

名校；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积极

响应，并加入同盟会。1912 年，在

国内中断学业的李光前，再次南

返新加坡。1915 年，李光前从美

国留学回来，进入爱国侨领庄希

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

文秘书及涉外联络工作，由此开

始经商生涯。

1916-1927 年，经庄希泉再

三劝说，李光前受聘于陈嘉庚的

谦益公司。他从公司小职员做

起，工作 2 年任橡胶贸易部经

理，成为陈嘉庚最得力的事业助

手，当时，李光前 23 岁。据陈嘉

庚回忆录，1917-1920 年，李光前

所在的谦益公司，每年的盈利皆

在 80 万至 100 万元之间；在当

时来说，已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正由于陈嘉庚在新加坡

的企业经营顺利，厦门大学在初

创时期经费充裕，才能采取重金

礼聘名教授的方略。当时的厦大

规定，教授月薪最高可达 400 大

洋，讲师 200 大洋，助教 150 大

洋，而当时的私立复旦大学校长

及专任教授的月薪是多少呢？最

高的仅有 200 大洋。这一切与李

光前的超凡经营能力有关。

陈嘉庚“慧眼识快婿”，愿意

把长女托付给李光前，更因为赏

识李光前，陈嘉庚很快把公司的

所有橡胶业务交予李光前管理。

1920 年，27 岁的李光前与陈嘉

庚大女儿陈爱礼结婚，成为陈嘉

庚的女婿。

此后 20 年间，由于李光前

能完美地融合东方传统美德和

西方现代管理经验，创办了南益

精神，公司获得迅速发展。创办

于 1927 年的南益橡胶公司，最

初叫南益烟叶，翌年就改名南益

橡胶，创办资金来自于他通过投

资胶园赚到的第一桶金。当年有

个英国商人准备回国，想把马来

西亚麻坡的 1000 英亩胶园以 10

万元价格出售。李光前经调查后

决定购买，却被得知此事的岳父

陈嘉庚一番训斥，认为这有风

险。

敢闯敢拼的李光前认为，政

府有意在此附近开公路，日后交

通完善，车来人往，胶园可能成

倍增值。最终，李光前筹集款项

把胶园买了下来，并以家乡名字

取名“芙蓉园”。1928 年，公路修

建，这片胶园暴涨二、三倍后被

李光前以大约 40 万元高价出

售，净赚 30 万，并用这笔钱在麻

坡创办南益橡胶公司，出任董事

长。到上世纪 30 年代时，李光前

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

户晓的橡胶大王了。

1964 年李光前回国治病，

受到了周总理亲切接见。第二年

春，他专程到厦门大学参观，并

受到时任校长王亚南热情接待，

陪同参观游览了他巨资捐助的

校园。李光前是岳父陈嘉庚的

“影子”，都是一生关注于慈善及

教育事业；他曾任新加坡大学校

长，对新马地区的教育事业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被新马社会推崇

为“华人中的第一人”。

1952 年，李光前创立了“李

氏基金”，积极资助包括厦门大

学在内的文教及慈善事业。1964

年 71 岁时，他更把他在南益集

团拥有的全部股权 48%捐给李

氏基金。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数

额啊！即便是今天，它每年分得

的股息，更是几千万，甚至整亿

元。

1967 年李光前逝世之后，李

光前的子女即公开对外宣布：家

族设立的李氏基金，决不因李光

前先生的去世而有任何影响，家

族后代仍秉承先辈遗志，遵照李

光前“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

愿，继续支持科技、文教活动。

继承嘉庚宏愿，倾资兴教如

一。在金钱观方面，李光前与岳

父陈嘉庚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

处。陈嘉庚的金钱观：金钱如肥

料，宜施不宜积。积则愈积而愈

流毒，施则无施而不繁荣。而李

光前的金钱观是：圣人不积，既

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

多。对于财富，李光前的态度就

是对金钱不要积下，要散出去，

不做守财奴。

李光前的后代继承父志，继

续捐资办教育，继续为社会做贡

献，让李光前未尽的功业，代代

相传，这也是其家族企业基业长

青的一个成功之道。

李光前育有 6 名子女，长子

李成义博士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去世，享年 95 岁。李成义是新

加坡非常知名的企业慈善家和

社区领袖、新加坡李氏基金主

席，与父辈及外公陈嘉庚一样，

他是一生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

慈善家，曾被评为“国际十大儒

商”之一。

“关爱那些不幸的人”是李

成义的慈善理念，多少人在他的

帮助下受益并且成长。他曾于

1993 年、2004 年两次回到梅山

老家，在新加坡卧病在床时，仍

不忘一再叮嘱胞弟李成智：“一

定要让（家乡）贫困生读上书。”

李成义 1921 年生于新加

坡，作为家中长子，他 1946 年留

美回到新加坡，即进入家族企

业———南益集团。1955 年，李成

义慢慢接手家族的李氏集团在

印尼的生意，10 年之后，他成为

掌管整个李氏集团的总裁、家族

二代掌门人。他的太太张冶华，

是一位印尼华人，也是一位医

生。

从 1928 年李光前创立那一

家橡胶烟房算起，到如今已发展

为一个跨国多元化大企业集团，

其家族企业已屹立 90 多年，且

仍然欣欣向荣。更令人惊奇的

是，它竟然打破了华人家族企业

“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跨越三

代仍然稳如磐石、充满生机与活

力。那李光前家族做长做久的传

承术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运用“分工分业不分

家”传承模式，是基业长青的重

要保证。李光前的三个儿子，子

承父业。且各自分工分业，分别

继承父亲的称号，并在三大领

域上创新发展，他们分别是“橡

胶大王”李成义、“黄梨大王”李

成智和“金融大王”李成伟。

第二，传承嘉庚精神，兼济

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嘉庚精神，

以及李光前的精神，不仅有其儿

孙传承，如今在吉隆坡，更有许

多富商如陈友信、陈凯希等联合

设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来

推广。而这，不也是传承与发扬

慈善精神的最好境界吗？

（选载自《一波说》）

深受陈嘉庚器重

下南洋

精神传承，热心教育事业

爱国侨领、东南亚橡胶大王、教

育家慈善家李光前先生

李光前故居

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