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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人物

陈乐宗：唯有教育能改变生命
香港尖沙咀 ， 恒隆广场 23

层，晨兴集团的办公室处处体现
着传统中国元素 。 过去数十年
来，这家投资公司的履历上写着
搜狐 、携程 、聚众传媒 、第九城
市、小米等众多声名显赫的企业
名字。

陈乐宗， 晨兴集团创始人 ，
身上做学问的儒雅气质远远多
于投资家的凌厉。 “我本来就是
搞科学的。 ”相比凌厉的投资家
面目，他更看重做学问的身份。

掌管恒隆广场的恒隆集团
是陈乐宗兄长陈启宗的事业。 陈
氏兄弟数十年来在香港延续父
辈荣光，创造财富神话。 2014 年，
两人以 29.5 亿美元的资产总额
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上位
列第 17 位。

可是陈乐宗的生活似乎与
一般人印象里的香港富豪相去
甚远， 他说：“财富是身外物，我
有我的生活方式，财富再多我也
不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需求非
常简单，有一些事情我是不会做
的。 我不会开什么名贵的汽车，
我开的就是一个普通大众汽车，
性能质量都很好，足够了。 ”他手
上戴的是普通电子石英表，但是
他和他的家族一样，对于支持社
会公益和科学、 教育的发展，常
常一掷千金，慷慨大度。

陈乐宗说，慈善可以改变人
的处境， 但不能改变人的心，社
会也无法进步 ，因此 ，唯有教育
能改变生命。

投资也公益

陈乐宗本行是个科学家，他
是现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曾任
哈佛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研究员。
他说：“因为我自己是搞科学的，
所以我对科学方面的支持比较
多。 ”眼下陈乐宗个人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一些带有公益性的投资项
目上， 比如和他的哈佛校友们正
在重振一个研究核辐射对人影响
的哈佛大学的实验室。 此前这个
实验室一度停摆， 日本地震福岛
核电站危机之后，他和校友们认

识到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癌症新

药的生物技术研究项目等等。 他
说：“这几年被美国 FDA 批准的
新的癌症药， 一个疗程都是几
万，上十几万美元一个疗程。 我
总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他
投资的角度之一就是要降下来
这些药物的成本， 让更多人受
益。“现在我最关注的是做一些
带有公益性的投资，比如怎样把
小儿肺炎疫苗的成本降下来。现在
这个疫苗在美国需要 260 美金一
针， 我和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合
作，希望投资新技术使这个价格未
来降到 26块美金， 或者 2块 6毛
美金。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投资行
为，实际上包含一个很重的社会公
益性目的在里面。 ”陈乐宗说。

黄山脚下的学贯中西梦

在中国大陆黄山脚下的徽
州有一所中西合璧的“晨山学
校”， 这所非盈利学校由晨兴集
团投资， 开设从小学到高中 12
年一贯制教育。 其教育理念被描
述为：“根植于本土， 盛开于国
际”。 而陈乐宗担任这所学校的
董事会主席，他对未来这所学校
的理想毕业生的描述是：“要学
贯中西，对学问有好奇心”。

陈乐宗说道：“我在哈佛的
时候， 接触了近百个中国留学
生， 他们能考入哈佛当属精英，
但当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却
发现他们中有人言之无物，内在
匮乏。 固然考试成绩好，但人文
涵养非常有限。 可见，构建成长
的基础是在中小学，我希望我们
的学生能广泛地阅读东西方的
经典，知识面宽，是涉猎广泛的
通识人才，而不是只会考试。 ”

陈乐宗的中文古文功底非
常扎实，至今仍用古诗词和很多
老友写信和对话，各种典章和体
裁，信手拈来。 他谈及重视传统
的重要性时说：“无论是十八世
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或是二十世
纪中国的五四运动， 历史都证
明，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是人类

社会做不到的。 传统是文化内涵
的容器， 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尊重传统并不等于守旧、 反动，
也不等于拦阻创新，根植于传统
反而令人更能诠释其人生的何
去何从，也能让人更有信心面对
不稳定的未来。 ”

“在现今的教育体系下，我认
为华人学生最缺乏创新精神，而
西方的大学和中学教育非常鼓励
创新精神。我期望这所学校，能培
养出未来有创新思维的国际化人
才。最重要的是，我期望我们培养
出来的学生拥有奉献社会的价值
观， 成为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的栋梁之材。 ”陈乐宗说。

陈乐宗并不参与晨山学校
具体事务，学校的管理团队阵容
堪称豪华———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北京大学附中原校长康
健任晨山学校督学，北京最大的
国际学校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原
中学校长 Richard Mast 任晨山

学校校长。 学校的顾问团队包括
哈佛大学教授、国际数学大师丘
成桐博士美国教育部前副部长
SnsanSclafani、知名学者和哲学家
周国平等。

陈乐宗坚持晨山学校一定要
用非盈利性的方式设立， 因为教
育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事业，需
要耕耘和“静待花开”。 他认为仅
靠拨款等财政收入并不能持之以
恒地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教育。

陈乐宗说：“你看美国的大
学， 现在美国顶尖的大学都是
所谓私立大学， 当然他们私立
也是非盈利性质的。 如果你回
看 50 年前，全美国最强的大学
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但
是随着加州政府财政不好，类
似伯克利这样依靠公费运营的
大学就在走下坡路。 美国私立
大学的抬头， 可以显示出民间
捐赠是大学能保持优质教育的
一个源泉。 ”

支持科教事业的家族传统

陈氏家族的财富史源远流
长，兄弟二人的父亲陈曾熙 1923
年就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豪家
庭。 陈家的财富史一直是与慈善
史相伴而行，而这正好体现着这
个家族良好的财富观。

陈乐宗回忆道：“父亲在我
们兄弟俩很小的时候，就非常乐
意支持教育，记忆中，只要是和
教育有关的事情找到他，需要他
的支持，他都从不过问细节和辨
别真假，都会全力支持。 ”

父亲陈曾熙曾将遗产捐出
成立基金会，而他们的伯父陈曾
焘与夫人许启明于 1997 年在香
港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
内教育和医疗。 陈曾焘还是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联合书院的校董，以及香港大学
教学科研基金创会董事，为教育
捐助良多。

1997 年，陈启宗和陈乐宗兄
弟在美国共同发起成立了晨兴
基金会，开拓出一个兄弟俩做慈
善的独立平台。 该基金会捐助支
持了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哈佛
大学、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等。 在中国，晨兴
基金会为中国科学院捐赠晨兴
数学楼，建立晨兴数学中心。 同
时，陈启宗还与著名华人数学家
丘成桐教授一起设立“晨兴数学
奖”，以奖励 45 岁以下达到世界
级水平的华裔数学家。

而近年来晨兴基金会的最
大手笔应该就是 1 亿港元捐建
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 此前，
香港中文大学拥有四所老式学
院：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
院和逸夫书院，而在晨兴书院的
示范下，和声书院、敬文书院及
伍宜孙书院纷纷成立。 晨兴书院
院长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莫里斯。 陈乐宗在晨兴书院开幕
式上曾说：“晨兴书院不仅鼓励
学生学习，而且也教他们要服务
社会。 ”

6 月 9 日，2014 巴西 FIFA
世界杯开幕前夕， 中国银监会
公众教育服务中心与 Visa 共同
在京举行“理财足球世界杯体验
区”揭幕仪式。 这是国内首个利
用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互动体
验区，让大家有机会通过银监会
公众教育服务中心和 Visa 专门
为 2014 世界杯定制， 且充满动
感的理财足球游戏来测试自己
的金融知识水平。 同时，2014 青
少年理财足球大赛的图片展也
将在公众教育服务区展出。

中国银监会公众教育服务
中心与 Visa 合作， 力图让金融

知识的学习过程更富有趣味
性。 理财足球游戏中的每一个
环节都设有金融知识小问题，
答对了便有机会过关并射门得
分。 该游戏也可作为老师的辅
教工具在课堂上使用。 由中国
银监会公众教育服务中心作为
指导单位，Visa 公司主办，上海
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承办的
2014 青少年理财足球大赛从
2014 年 4 月到 6 月在全国近
20 所中小学举行， 上万名学生
参与了该项赛事。

中国银监会消费者保护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面向青

少年的金融知识教育 , 对于帮
助青少年掌握经济金融常识、
树立科学的财富理念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此次银监会与 visa
公司的合作尝试， 寓金融知识
于足球游戏之中， 为青少年提
供轻松的金融知识学习平台，
获得了广大老师、 同学和家长
的喜爱。 银监会将持续加强与
银行业金融机构、 国际组织的
共享与合作，吸收国际经验、整
合行业资源、携手社会各界，开
展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面向青
年、少年、儿童群体的金融知识
教育活动。

Visa 中国区总经理廖光宇
表示：“Visa 于 2013 年在中国启
动了‘金融教育发展合作伙伴
计划’，该计划是我们积极携手
政府部门打造金融教育平台的
努力成果之一。 而理财足球大
赛是充分利用公众对 2014 巴
西 FIFA 世界杯的浓厚兴趣来
向中国青少年传授个人金融基
础知识的一个绝佳活动。 在青
少年的早期就学习基础的个人
金融概念与知识， 将有助于他
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并为他们
能拥有一个更安全的财务未来
奠定基础。 ”

为满足社会公众对了解金
融知识的渴望，2013 年银监会
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金
融知识进万家” 金融知识宣传
服务月活动。 全国银行业超过
20 万个网点参与活动， 设立户
外集中宣传点 8 万余个， 出动
宣传人员 109 万余人次， 提供
咨询 8400 多万人次，发放宣传
材料 8500 多万份，发送公益宣
传短信 2.6 亿余条， 投放宣传
片和宣传广告 108 万余条 ，取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获得积
极的社会反响。

（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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