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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Business School Receive the Family of Zhao Xicheng $40 Million Donation

华裔企业家族向哈佛捐巨资
� � 近日，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
赵锡成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哈
佛大学商学院克雷斯基 (Kresge)
大厅里，代表赵锡成家族基金会
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 4000 万
美元。

此次捐赠，其中 3500 万美元
将用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兴建一
座以赵锡成已故妻子命名的新型
高级管理培训设施———“赵朱木
兰中心”，其余 500 万美元将用于
设置“朱木兰及赵锡成家族奖学
基金”，专门资助获奖华裔学生。

在捐赠前夜，赵锡成说，他之
所以选择捐款给哈佛大学商学院，
是为了纪念爱妻朱木兰平凡而伟
大的一生，以及留给后人的宝贵精
神财富，同时也是因为赵家和哈佛
大学 40多年的历史渊源。他说，哈
佛大学并不随便接受任何人捐
款，只有值得尊敬的人的捐款才
会被接受。

教育治家
成就独特哈佛缘

赵锡成是一位成功的企业
家，是华裔移民中的佼佼者。 最
令其自豪的是培养了 6 位优秀
的女儿，而且 6 个女儿都获得了
美国名校颁发的学士和研究生
学位。

赵锡成的 6个女儿都曾经在
他的公司工作过，从最底层做起。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赵小兰大学
毕业后在福茂集团工作时， 就显
露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穿着一身便装的赵小兰没有
化妆，但仍然风采照人。 她表示，
这次是哈佛大学 375 年的历史上
第一次以中国女性名字命名一个
研究中心。 1979年毕业于哈佛商
学院的赵小兰是赵家长女， 对朱
木兰的教育方式深有体会。

当问到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
时，赵小兰表示，中国人非常看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人际
关系的基础往往是“你为我做些
什么， 我也会为你做些什么”，是
非常短视的。 而中国文化是建立
在对人和人关系的理解上， 是一
种长期的观点。“有很多中国来的
交换学生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的
友谊很肤浅。 美国人推崇个人主
义，首先会想到自己。中国人总是

被教育首先想到别人。 非常感谢
父母给我们的传统中国文化教
育。他们经历了很多，只有家庭和
教育是我们生活中永恒的主题。 ”
赵小兰看着父亲说。

回忆赴美时光
痛苦成为财富

他们还共同回忆起刚来美国
时的情景。 赵小兰说：“40年前我
们刚来的时候， 亚裔人口还不到
1%。没有人重视中国，也看轻中国
人。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美国人都希望多了解中国。 ”

赵锡成回忆说，他是 1958 年
甲级船长特种考试中取得全台湾
第一名， 并创下最好成绩的记录
后，得以留学美国的。由于签证的

关系，他只能只身来美。当时他们
育有两个女儿， 而朱木兰已有 7
个月的身孕， 但还是坚定地支持
赵锡成出国深造。 一家人直到 3
年后才在美国得以团聚。

“现在看起来，我们所受过
的痛苦，都非常值得怀念。 ”赵锡
成说。

“我认为我父母的成功，不在
于他们赚了多少钱， 而在于他们
是好人，愿意为社会做贡献，同时
也为华人移民开拓了新的天地。
这次给哈佛大学的大笔捐款，就
是要证明中国人只要有条件、有
能力，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同时
也希望让其他人受到鼓舞， 为社
会做出贡献。 ”赵小兰如是说。

我从中国来
希望为中国做点事

据了解，赵锡成不仅在美国
积极参与慈善和资助教育活动，
在中国大陆也为中国航运与造
船事业发展，尤其是为中国航海
教育出钱出力。 他与夫人朱木兰
女士一起在中国创立“木兰奖学
金”，主要奖励航海、轮机专业品
学兼优的学生。 2007 年，在朱木
兰去世之前，他们捐款 100 万美
元给上海海事大学新校区建造
了一个配备了最先进设备的航
运仿真训练中心。 中心建好时，
朱木兰已经去世了，于是命名为

“木兰航运仿真纪念中心”。 赵锡
成还捐款给母校上海交大，2008
年建成“木兰船建大楼”。 他说：

“我是从中国来的， 希望为中国
做点事。 ”

赵小兰曾经自豪地说过：“如
果要我发表成功感言， 我只会说
是因为我背后一直有个坚强的男
人，他就是我的父亲赵锡成。 ”

而赵锡成当年在领取第 62
届“奥尔杰(Horatio Alger)杰出美
国人奖” 时则说出了一番语重心
长却又颇富哲理性的话：“我经常
鼓励年轻人要永不放弃， 在美国
有自由广阔的发展天地， 不需要
关系、不需要背景，也不需要很大
的经济基础，只要你有梦想、有目
标、有自信，遇到困难不气馁，抓
住每一个机会， 尽最大的努力勤
奋工作，你就会梦想成真。 ”

（据《侨报》）

链接>>>

赵锡成(James Chao)，美籍华
人，现任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驰
骋美国航运界数十载，成就斐然。
曾获颁第 62 届“奥尔杰杰出美国
人”奖，被誉为华裔航运巨子。

赵氏家族是哈佛商学院建
院百余年历史上，唯一有 4 位女
儿均就读商学院的杰出家庭。 赵
锡成长女赵小兰 (Elaine Chao)于
2001 年 1 月 11 日被时任美国总
统的乔治·布什提名出任劳工部
长，并于 2009 年获得连任。 她是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
华裔人士，同时也是内阁中的第
一位亚裔妇女。

� � 赵氏家族培养了 6 名优秀的卓越女性，图为其中 5 位与赵锡成
在捐赠现场合影，她们分别是（后排左起）赵安吉、赵小甫、赵小美、
赵小亭和赵小兰（前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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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奖励在教学、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四川大学教师和学生；设立教师奖励基金、学生奖励基金、科学研究资助基金、事
业发展基金、校园建设基金以及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其他基金项目；资助学生社会团体活动；加强本基金会与国内国外各界的联系与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71号

2010-04-22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号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行政楼 406、408室

85402139 互联网地址 在建

杨泉明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610065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5,644,261.54

本年度总支出 5,907,662.2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901,540.5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6,121.7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3.0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1%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30,525,735.86 0.00 30,525,735.86

24,806,222.18 0.00 24,806,222.18

1,008,300.00 0.00 1,008,3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5,736,735.34 50,477,502.13 流动负债 92,473.80 99,743.66

其中：货币资金 25,384,882.09 49,821,813.4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32,878.30 负债合计 92,473.80 99,743.66

净资产合计 25,644,261.54 50,410,636.77

资产总计 25,736,735.34 50,510,380.4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5,736,735.34 50,510,380.4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5,569,347.27 50,193,542.6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4,914.27 217,094.1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48,301.58 30,525,735.86 30,674,037.44

其中：捐赠收入 0.00 30,525,735.86 30,525,735.8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121.70 5,901,540.51 5,907,662.21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5,901,540.51 5,901,540.51

（二）管理费用 5,361.70 0.00 5,361.7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760.00 0.00 76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42,179.88 24,624,195.35 24,766,375.2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刘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