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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良：

□令狐空

提起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华人首富，人们总会想起香港的李嘉诚，还有马云、马化

腾等内地巨富。这么多的华人首富，谁在巅峰期最有钱呢？

答案出人意料，他不在内地，也不在香港，更不在台湾。而是在华侨华人众多的一

个国家———印度尼西亚。

他的名字叫林绍良，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海口镇。上世纪 90 年代，他被称

为“亚洲洛克菲勒”，一度位列世界第六富豪，这是华人在财富榜上的最高排名。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既励志至极，又堪称“与魔鬼共舞”。

出身福建

1916 年，民国刚刚成立 4年，整个中

国在军阀割据中风雨飘摇。

在福建省海口镇牛宅村，诞生了一

个叫林绍良的小男孩，虽说祖辈以种田

为生，倒也家境殷实。

难能可贵的是，在多数村民不念书

的情况下，父母对教育很重视，7 岁就把

他送到了私塾。他不仅记忆力强，还勤奋

好学，喜欢读历史类的书籍，深得老师赞

许。

15 岁时，林绍良结束了学业，在父

亲的小面店中帮忙。没过多长时间，他就

弄懂了流程，开始了独自经营，竟然赚了

不少钱。

然而，这一年正是1931年。“九·一八

事变”刚刚爆发不久，人心惶惶，村里很多

人下南洋谋生，林绍良也关闭了面店。

在艰难支撑了 4 年之后，年迈的父

亲因病去世，国民党又在四处抓壮丁。母

亲担心他也被抓走，就劝他到南洋投奔

叔父。

1938 年春，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印

度尼西亚爪哇的古突士镇，在叔父的花

生油店里当学徒。

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

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

时的印尼也不平安，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已踏上这块土地。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

济凋零。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生

意难做好，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

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于是，林绍

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这个办法

真管用，花生油的销售额成倍地增长。

两年后，林绍良有了些积蓄，就想独

立创业，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

啡粉的生意。他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

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

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

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林绍良每

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

活时，深感艰苦岁月对他日后事业的发

展影响极大。他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

起磨练，才会有所进步。”

这段岁月虽然艰苦且挣钱不多，却

增长了他的经验和胆识。而这些经验和

胆识，让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改变命运

1945 年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印度尼西亚获得了独立。

但虎豹刚退豺狼又至，原先的殖民

者荷兰人卷土重来。好不容易获得独立

的印尼，又打响了抗荷独立战争。

从小爱看史书的林绍良，敏锐地感

觉到印尼一定会获得胜利，而乱世之中

充满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巧的是，中华总会给他安排了一个

任务，藏匿一位被荷兰情报人员追捕的

高级领导。在一年多的掩护工作里，他和

这位高级领导结成了好友。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高级领导，竟

然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

这层关系，林绍良结识了总统和许多军

方高层，其中有一位叫做苏哈托。

彼时荷兰的殖民军进攻凶狠，封锁

了各种物资，印尼的局势非常不利。林绍

良却从中看到了机会，豁出性命进行了

“与魔鬼共舞”

关于林绍良暴富的原

因有很多，诸如擅长用人、

立足民生、注重信用、勤俭

奋发，他本人也留下了许

多经商名言。诸如“自己所

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

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

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

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和独裁总统苏哈托的关

系极铁。而这位总统简直

就是恶魔，一上台就发动

了“9·30 屠华事件”，连印

尼官方缩水的遇难者数据

都是“45 到 50 万左右”。

识于微时的友谊是坚

固的，苏哈托对林绍良极

其信任。

1968 年，苏哈托赋予

了林绍良丁香进口专利

权，而丁香配制的香烟利

润极丰。凭借着这项专利，

林绍良轻易成为了“丁香

大王”。

一年后，从小就经营

小面店的林绍良，又瞄上

了面粉的生意。彼时的印

尼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因

为效率低下，粮食无法自

给。

林绍良就向政府提

议，成立现代化的面粉加

工厂，结果得到了一大笔

国家拨款，还获得了全国

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

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

林绍良的面粉厂已经成为

亚太第一，能够满足印尼

国内 85%的需求，人送外

号“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

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

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

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

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

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

即投资 1 亿美元巨款，建

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

达 100 万吨。此外他还建

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

仅 3 年时间，林绍良的水

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

泥产量近 1000 万吨，约占

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

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

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

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

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

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

得土地 2100 公顷，成为印

尼最大房地产商。林氏集

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

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

20%。于是，林绍良又成了

“地产大王”。

在林氏实业王国中占

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金融

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

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

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

有 30 亿美元，但其金融业

的总资产却达 40 亿美元。

林绍良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的祖籍国，他知道自

己的根在中国，他那“爱国

爱乡、造福桑梓”的赤子情

怀一直萦绕在心。林绍良

不仅热衷于家乡的公益、

教育事业，也在中国改革

开放的浪潮中，作为侨商

的带头人回乡投资。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

来，林绍良曾先后独资或

与海外同乡华侨合资捐献

于家乡多项公益事业，其

中，如福清闽江调水工程，

华侨总计捐资人民币 4 亿

元，他一个人就掏了一个

亿；与林文镜先生共同捐

款 5000 多万元修建 10 公

里长的福清进城道路———

元洪路；捐 2000 多万元建

海口镇龙江新大桥；另外

有福清海口侨联、元洪路、

元华路、海口元载文化中

伤痛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

30 年的繁荣划上了句点。

货币大幅贬值，失业人数暴增至

千万，燃油和粮价飞涨，无数抱怨的民

众走上了街头，要求进行全面彻底的

改革。

等到 1998 年初的时候，面对着愤

怒的民众，首富林绍良联合其他富商，

用卡车装载着面条、大米、汽油分发给

穷人，一些华商还发起了募捐。

但几个月后，局势彻底失控，独裁

总统苏哈托在 1998 年 5 月 21 日发表

演讲后，辞去了 32年的总统宝座。

退位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在

辞职的前几天，他的家族和军方的一

些人，还为了延长统治转移矛盾，把祸

水引向了华人。

有钱的华商见形势不对，纷纷逃

到了国外避祸，林绍良也带着家人逃

到了新加坡。但更多的，是来不及逃跑

的华人。

199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印尼

又掀起了一次排华的“黑色五月暴

动”。雅加达、棉兰、巨港等城市成为了

“死亡之城”，到处都是针对华裔的暴

行。

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统计的

数据，暴乱造成 1188 人死亡，伤亡近

万人。而这个数据是严重缩水的，究竟

有多少华人被害，谁也说不清。

更令人气愤的是，许多丧心病狂

的暴徒毫无悔意，洋洋自得地宣称“是

为了保护国家”。

经过这次暴动，以首都雅加达为

核心基业的林绍良损失惨重。但瘦死

的骆驼比马大，后来的他，把产业交给

了儿子打理，2004 年的时候依然可以

排在华人富豪榜第 41 位。只是再也达

不到原先的煊赫地位。

2012 年 6 月，96 岁的林绍良在新

加坡去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人生。

没有民族强大的依靠，即便是首

富，个人命运也如浮萍一样。

引发误解

网络上总有这样的论调：3%的华

人掌握了印尼 80%的财富、四大来源

于福建的家族，在印尼的财富多过一

亿百姓。

当中国人听到这种阐述，自然是

心潮澎湃，感叹我们华人就是厉害。但

是，这个数据严重夸大，且极容易引发

误解和反感。

印尼的华人很富有，甚至被称为

东方犹太人，而他们的经历也像极了

曾经的犹太人。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犹

太人已经站了起来，但在种种高压政

策下，印尼华人仍然地位尴尬。

没有军事支撑，没有政治力量，所

谓的安全都是用冰晶堆成的宫殿和剧

院，再美丽壮观也抵不过烈日的来临。

（中国新闻网、《东方商道》《华人周刊》）

一次豪赌。

他主动向军方提出，

承担运送军需物资的重

任。在研究了地形和海路

后，通过巧妙的回旋绕过

了层层荷军封锁，把从新

加坡购买的军需物资，一

次次安全地送到了印尼

军中。

后来的印尼，真的赢

得了独立战争。而林绍良

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军需物

资的行为，既收获了丰厚

的利润，还赢得了军方高

层的信任，更与苏哈托结

下了深厚友谊。

1965 年，苏哈托发动

军事政变推翻了印尼开国

总统，从此开启了长达 32

年的执政生涯。

在这位好友的助力

下，本就擅长经商的林绍

良如虎添翼，成为了世界

级的富豪。

心、海口元载中学、海口中心小学校

舍、龙田三中元洪楼、龙田初级中学、

福清一中元洪楼……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1995 年

时，他旗下集团的总资产高达 184 亿

美元，拥有 640 家公司，是整个东南亚

地区的首富，还被美国《投资家》评为

“世界 12 大银行家之一”，被誉为“亚

洲的洛克菲勒”。

然而，与独裁总统为伍，就像与魔

鬼共舞一样凶险。1998 年发生的事件，

使他的商业帝国元气大伤，更是印尼

华人挥之不去的伤痛。

爪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