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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写本叙述了我在新加坡的
成长过程、我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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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我在英国四年的大学生涯和政治理念的
形成、以及我为成立人民行动党所作的准备工作。
李光耀,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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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撰写了回忆录（上卷），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年
轻一代，不能把安全、稳定与繁荣看成是理所当然
的，而是需要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共同营造和维
护的。所以，当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和时代媒
体有限公司提议，出版简写本让我们的学生都能阅读
的时候，我感到高兴。
这个简写本叙述了我在新加坡的成长过程、我在
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经历、我在英国四年的大学生
涯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以及我为成立人民行动党所作
的准备工作。它也叙述了我和我的同僚怎样跟共产党
组成联合阵线赢得选举、成立政府，后来又怎样跟共
产党分裂，并同他们进行斗争。本书也描述了我们在
马来西亚期间，面对种族恐吓，为马来极端分子所左
右，直到1965年8月9日被要求退出马来西亚而独立的
过程。这是一个同新加坡人有关的故事。新加坡人必
须了解过去、明白目前的处境，以便为将来作好更加
充分的准备。
李光耀
2000年

Printed in Singapore by Craft Print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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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光耀回忆录》不单是一个人的故事，其实，
它也是新加坡的故事。由李光耀资政亲自撰写的这部
回忆录，是我们了解新加坡从殖民地到独立的曲折过
程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新加坡政治
发展的最重要史料。
不过，对一般的学生来说，要阅读这部长篇著作
可能会有时间和文字上的困难。简写本正是为帮助学
生阅读回忆录和吸取其中的精华而出版的。
回忆录简写本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希望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引起学生们更大的阅读兴趣。简写本撷
取原著的精要，用较浅白的文字表述，以减少阅读上
的困难。
简写本分为三册，分别叙述李光耀的童年和青少
年时代，他投身政治后同共产党人的斗争和争取新马
合并以至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的曲折过程。每册各有
重点，书名分别为《磨练的岁月》、《骑在虎背上》
和《合并起风云》。
简写本分别由周国灿、韩山元和何子煌执笔改
写，吴俊刚编审校订，并经周清海教授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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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练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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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快乐的大家庭

祖孙三代的历史
我国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是于1923年9月16日
在新加坡出生的。父亲叫李进坤，母亲叫蔡认娘。
李进坤19岁结婚，新娘才15岁。
李进坤是富家子弟，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
育。他修完初级学院文凭课程后，
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担任仓
库管理员。
蔡认娘受的教育
不多，但是她的性格
很坚强，精力充沛，
很有头脑。她用全副
的精神抚养孩子，使
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
专业人士。她也是个
烹饪能手，对烹煮土

李光耀和父亲李进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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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华人的菜肴尤其在行，还出版过一本《李夫人食谱》。

在轮船上工作，多年

李光耀家族的历史，可以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说

同英籍船长、大副和

起。他是客家人，1846年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诞

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

生，长大后，搭乘帆船过番到新加坡来。后来他和华

果。他常把这些经历

族少女萧唤娘结婚。她也是客家人，在新加坡出生。

讲给孙儿李光耀听。

1882年，李沐文赚了钱，荣归故里，娶了第二个

英籍高级船员给祖父

祖父李云龙

祖母邱念娘

妻子，盖了座大宅院，还捐了个小官。但是他的发妻

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却拒绝跟他回中国去。她和儿子李云龙留在新加坡。

李光耀的外祖父叫蔡金鼎，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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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就是李光耀的祖父，他在1871年生于新加坡，

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没受过正规的英

在莱佛士书院念过书，后来当了配药师，接着改行担

文教育，但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

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航海期间，他在中爪哇三宝垄

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上面发

一

子邱念娘结婚。那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去世，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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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郎26岁，新娘

叫梁亚顺，就是李光耀的外祖母了。她也是客家人，

13

才16岁。那是1899

来自婆罗洲。她跟蔡金鼎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

年的事。1903年，

的年轻寡妇。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最早的一

邱念娘在三宝垄生

个，就是李光耀的母亲蔡认娘。

同当地一个华族女

了财。

下了李进坤，也就
是李光耀的父亲。
李云龙在孩子出世

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

童年往事

后不久，便把妻子

李光耀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

和孩子接到新加坡

研究的朋友来给他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结果取了

定居。

“光耀”。但是他的祖父很仰慕英国人，就给他多加

李云龙的生活

了个洋名Harry。李光耀说：“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

很西化，这是他

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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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蔡金鼎

外祖母梁亚顺

然取了Harry这样一

然而，他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

个洋名。所以，当最

戏上。他们斗打架鱼。他们通常在浅沟里抓打架鱼。

小的弟弟祥耀在1933

抓到了就倒进玻璃瓶子里让它们打架，一直到两条中

年出世时，我说服父

的一条惨败而逃为止。他们也斗风筝。风筝是自己

母亲不给他取教名，

制作的。还在线上涂上了掺有碎玻璃的浆糊，干了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

以后，能割断对方风筝的线。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

督徒，他们倒接受了

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当然，像那个时候其他的孩子

我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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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李光耀很顽皮。他回忆说，大约4岁的
时候，有一回他把父亲的一瓶名贵润发油弄得一塌
糊涂，结果惹得父亲光火，拉着他的耳朵，把他的头

一样，他们也玩陀螺和弹子，而且是以比赛的方式进
行的。李光耀相信：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
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
在衣着方面，当年他没有花俏的衣服和鞋子。

按在一口水井的井栏上。他感觉耳朵痛得几乎裂开。

他穿的是简单的胶

这件事，他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底帆布鞋，只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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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李光耀也不肯用功读书，他的父母亲很
担忧，就叫庆喜舅父每天监督他准备隔天的功课。
虽然他觉得这个舅父没有学问，也只好听话。

穿。
在阅读方面，

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结了婚的女儿住

由于当时可供儿童

在娘家是常有的事，所以李光耀一家也在外祖父家住

借阅的图书不多，

了一个时期。李光耀就在这个快乐的大家庭里，同三

价钱又高，所以他

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

通常购买廉价的惊

他也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小孩玩

险小说来阅读。稍

耍。他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捉蜘蛛和“叩头虫”。

大时，他便开始利

把“叩头虫”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它便会叩头似

用莱佛士图书馆。

地敲响盒子，发出声音。孩子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

图书馆的书每次可

“叩头虫”发出的声音最大。

以借阅两个礼拜。

小时候的李光耀大部分时间
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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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阅读兴趣很广，不过较喜欢西部小说而不是侦
探小说。

离开乡村
李光耀的童年，大部分是在乡村地方度过的。他

学校假期，李光耀一家人常到外祖父坐落在菜市
的树胶园木屋去度假，在那里通常住上一个星期。他
们是乘坐牛车去的，乐趣无穷。

们一家，就住在外祖父那座直落古楼的大浮脚楼里。
当时的直落古楼，是远离市区的。
但是后来，李光耀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
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而他的父母
亲这时也决定离开大家庭，便租了纳福路（Norfolk

外祖母的病
李
光
耀
传
记

1934年，李光耀的外祖母患上了肺结核，病得很
厉害，诊治她的西医最后绝望了。庆和舅父赞同大家

Road）的一座小浮脚楼住。他们是在1935年底搬进
去的。第二年，书院开学时，李光耀一家已经住在市
区。童年的乡野生活，到这时也就告一段落了。

的意思，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

一

供奉水果、鲜花和椰浆饭。供品还必须放在一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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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马来船里，送进大海。后来船翻覆沉了下去，

17

巫医告诉庆和舅父，必须安抚鬼神，演马来戏，

巫医说是鬼神们不高兴，而且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
气。结果，到了第二天，她就去世了。那时候，
李光耀才11岁。
后来，他上了中学，读了物理和化学，也吸收了
一些西方医药的知识，想起巫医在治疗外祖母时的
情形，不觉怀疑巫医是骗人的，因为他看见巫医替外
祖母舔背，然后把像血一样的东西吐在盘子里。这样
难道就能治病吗？不过奇怪的是：在西医束手无策之
后，巫医却能让病人多活了四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