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06 年，沃伦·巴菲特先生将他
大部分的财富捐赠给盖茨基金会 ，
用于减少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 最
近他问我们这笔投资为世界上的贫
困人群带来了哪些改变， 这是我们
简短的回答。

亲爱的沃伦：
你十年前的这份礼物让我们激

动得无言以对。 这是任何个人给予他
人数额最大的单笔赠款，我们也意识
到自己欠你一笔巨大的投资回报。

在这封信中， 我们将与你分享
一些突出的成绩。 我们会将焦点放
在全球健康上， 因为它不仅是我们
慈善事业的起点， 而且在我们的工
作中占据了绝大部分。

我们没有销售收入和利润可供
展示。 但我们在密切关注着一些数
字， 并且使用这些数字来指导我们
的工作及衡量我们的进展。

让我们从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开
始。

1.22 亿： 自 1990 年以来被挽救
的儿童生命

梅琳达：每年 9 月，联合国都会
公布上一年度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人数。 每年看到这一数字都会令我
揪心，但也同时给予我希望。 那么多
孩子的生命不断地在逝去， 这是多
么悲哀的一件事， 但每一年都有更
多的孩子活了下来。

比尔： 如果把每年比上一年多
存活的儿童人数加起来， 在过去 25
年中共有 1.22 亿名五岁以下儿童的
生命得到挽救。 如果儿童死亡率一
直保持在 1990 年的水平，这些孩子
是无法活到今天的。

梅琳达： 虽然挽救儿童生命本
身就是目的， 但这样做还能带来其
他方面的好处。 如果父母相信他们
的孩子能够存活， 并且他们可以获
得避孕药具来计划怀孕时间和安排
怀孕间隔， 他们就有能力选择生育
几个孩子。

比尔： 当一位母亲可以选择生
育孩子的数量，她的孩子将更健康、
获得更好的营养， 心智能力也会更
高———父母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和财
力花在每位子女的健康和学业方
面。 这样家庭和国家才能脱贫。

86%：全球儿童接种基本疫苗的
比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梅琳达： 目前儿童基本疫苗的
覆盖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并且富
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为
历史最低水平。 这解释了我们何以
在改善儿童生存状况方面取得巨大
进步———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下
降最大的原因就是疫苗。

100 万：出生当天死亡婴儿人数

比尔：对婴儿来说，出生当天格
外危险。 在出生第一个月内死亡的
婴儿超过 250 万。 在减少新生儿死
亡上， 人类并没有取得像在其他领
域取得的那样大的进步。 目前，新生
儿死亡占所有儿童死亡的 45%，而
1990 年该比例为 40%。

梅琳达 ： 但一些非常贫穷的
国家 ， 通过鼓励母乳喂养和增加
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参与接生工
作 ，提高了本国的新生儿存活率 。
我们在非洲资助的医疗卫生中心
正在从事尸检的工作 ， 这能帮助
病理学家更加了解造成新生儿死
亡的原因 。

45%：儿童死亡中与营养不良相
关的比例

梅琳达： 营养不良使孩子更容
易死于儿童疾病。 它还会阻碍儿童
的正常生长发育并影响他们的认知
发展。

比尔：营养不良扼杀了地球上
人类绝大部分的潜能 。 我们资助相
关研究 ， 找到关键的营养物质 ，并
且找到让这些营养物质进入贫困
国家儿童膳食的方法 。 当研究人员
获得这些发现后 ，会有更多儿童充
分发挥出自身潜力 ，而这将改变全
世界 。

3 亿：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
药具的女性人数

梅琳达： 这一数字是历史最高
记录， 但仍有 2.25 亿生活在发展中
国家的女性不能如愿以偿地获得和
使用现代避孕药具。 这非常不幸。 避
孕药具能挽救生命和减少贫困。 当
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将怀孕间隔延长
至三年或三年以上，她们孩子活到 1
岁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一倍。 当女性
能够计划怀孕时间和安排怀孕间
隔， 她们就更有可能去提高自身的
教育水平、 获得收入和养育健康的
孩 子 。 由 此 产 生 的 是 更 大 的 繁
荣———这开始于让女性拥有选择孩
子数量的能力。

7500 万： 印度参加自助团体的
妇女人数

比尔：贫困是性别歧视的帮凶。
社会越穷，女性的权力就越弱。女人
是否可以出门， 是否可以和其他女
人交谈，是否可以工作挣钱，这一切
都由男人说了算。 世界上最穷社会
中男权至上的现象让人瞠目结舌。

梅琳达：好在当一个社会变得更
加富裕时， 女性在该社会中的地位
也随之提高。 但生活在贫穷社会的
女性如何现在就争取到更多的权
利？事实上，女性可以从其他女性身
上获得更大的力量。 目前仅在印度
一国，就有大约 7500 万女性参与自
助团体。 也许这些团体成立的初衷
是为了帮助女性获得贷款或分享健
康实践， 但是团体开始正式运作之
后， 女性成员可以自由决定未来的
发展方向。 这才是真正的女性赋权。

比尔 ：事实上 ，从许多重要方
面来看 ，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
最好的时代 。 全球贫困在减少 ，儿
童死亡率在降低 ， 识字率在上升 ，
全球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地位在改
善中 。

梅琳达： 乐观不是盲目地相信
明天会自然而然地变好，而是坚信我
们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在很多

方面，我们正在促使这个世界变得更
好———全球贫困在减少、儿童死亡在
下降、识字率在上升、世界各地女性
和少数族裔的地位在提高。

比尔：沃伦，我要是说我们现在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乐观， 想必你
也不会吃惊。

梅琳达： 我们比起以前也更加
急切。

比尔：特别是急于实现这个目标：

0：一个神奇的数字

比尔： 这是我们基金会每天都
在为之奋斗的数字： 零疟疾、 零艾
滋、零结核。 小儿麻痹症离这个神奇
的数字最接近。 1988 年，全世界共有
35 万新增小儿麻痹症病例， 而去年
只有 37 例。

梅琳达： 这些病例仅存在于尼
日利亚北部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的部分地区。 给冲突地区的孩子接
种疫苗既困难又危险。 预防接种团
队为了给每个孩子接种甘冒风险 ，
我们感佩于心。

比尔： 如果冲突地区的局势足
够稳定， 今年我们就将见证人类历
史上最后一例新增小儿麻痹症。

沃伦， 这些数字展示了全球健
康领域的成功和挑战。 有些问题依
然存在，因为它们很难解决。 但我们
充分相信人类的智慧、 能量和同理
心。 在这封信的结尾，让我们展望一
下光明的未来。

小儿麻痹症将很快成为历史。 我
们在有生之年将得见疟疾被根除；再
没有人会因为艾滋病而死亡；患结核
病的人将减少；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将
营养充足；儿童死亡在发展中国家将
变得和在富裕国家一样少见。

我们不确定这些事件究竟哪一
天会到来，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事件
将来发生的先后顺序， 但有一件事
我们十分确信： 未来将会让悲观主
义者感到惊讶。

感谢你的信任，沃伦。 我们不会
让你失望。

———比尔和梅琳达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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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发布 2017年年信

比尔·盖茨向巴菲特做“投资汇报”
巴菲特的 300 亿“投资”

不禁要问，是怎样的一笔捐赠
让盖茨夫妇在十年后用公开信的
形式做回应呢？

2006 年 6 月 25 日，有“股神”
之称的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签署捐赠意向
书， 决定向盖茨基金会在内的五
个慈善基金会逐年捐出其在伯克
希尔公司(Berkshire Hathaway)85%
的股票， 当时价值约合 375 亿美
元， 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
慈善捐款。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
震惊了全美，要知道，在此前的几
十年中， 巴菲特虽然一直涉足慈
善，但始终坚称在去世后才会捐出
所有财富。

而在这笔令人咋舌的捐赠承
诺中，六分之五的股票，即 1000 万
股将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当时价值
大约 310 亿美元，交由盖茨夫妇管
理，用于支持全球健康与发展。

据了解，这笔捐赠以每年 5%的
方式进行， 即当年 7月盖茨基金会
收到 1000 万股的 5%（50 万股），以
后每年 7月基金会都会收到剩余未
捐股份的 5%（2007 年 47.5 万股、
2008年 45.125万股……）。 巴菲特
也因此成为盖茨基金会的理事，与
盖茨夫妇共同管理基金会， 但表示
并不会干涉基金会的投资方向。

可以说，这是盖茨基金会至今
最重要的一笔捐款。 从捐赠收入

上，仅在 2006 年当年，巴菲特的第
一期捐赠（折合 21.5 亿美元）就让
盖茨基金会的总资产翻番。 到今天
的 11 年中， 盖茨基金会已陆续收
到巴菲特的这笔承诺捐款近 200
亿美元。 从轰动效应上，世界第二
富向首届首富捐赠，其慈善带动力
是无可比拟的。

作为捐赠人， 巴菲特在致盖茨
基金会的信函中明确了三项要求：
第一， 盖茨夫妇至少有一人在世并
执掌基金会管理事务；第二，基金会
必须保持慈善属性；第三，从捐赠生
效的第三年起， 盖茨基金会每年必
须做出与上一年巴菲特所捐来金额
同样的慈善支出， 并且再将基金会
5%的资产也用于慈善支出。

而在盖茨基金会资产因此翻
倍后不久，巴菲特便鼓励盖茨效仿
他的做法， 每年写一封公开信，汇
报基金会在慈善领域的工作，同时
谈谈盖茨对慈善、对这个世界的思
考。 这便是盖茨夫妇每年发布年信
的由来。

汇报：用数字说话

众所周知，慈善事业与商业投
资不同，慈善机构无法把销售业绩
和利润回报展示给捐赠人。 但和以
往一样，盖茨夫妇的第九封年信仍
然用衡量工作进展的数字来填满
这份“答卷”，而显然，在盖茨基金
会和其全球伙伴的共同推动下，这
些数字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挽救 1.22 亿儿童生命、全球基
本疫苗普及率 86%、3 亿发展中国
家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手段……这
样的一份“投资汇报”无疑能让巴
菲特喜笑颜开，也能让全球捐赠人
对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产生信服感。

当然，盖茨基金会也直面攻坚
未果的领域：每年 100 万新生儿死
亡、45%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仅
1%的人知道慈善领域所取得的成
绩……此刻，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
又敲击着读者的心灵，也指明了基
金会未来的工作重心。

展望未来，基金会用了一个特
殊的数字“0”。

年信表示，盖茨基金会正努力
向“0”靠拢：零结核病、零艾滋病、
零疟疾、贫困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
的差距为零……

信中提到：“走向零可能是商业
和慈善之间最大的区别。 在私营领
域， 目标是始终营业。 而在慈善领
域， 再没有什么比可以关门大吉能
让我们更开心的了！ 因为那将意味
着我们已经达成了宏远的目标。 ”

全球健康是“汇报”重点

如今，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在四
个领域展开：致力于以科技挽救发
展中国家人们生命的全球健康领
域，致力于帮助赤贫人口摆脱饥饿
与贫困的全球发展领域，致力于提
高美国中学教育的美国本土项目
领域和致力于政策倡导的全球政

策与倡导领域。
在第九封年信中，盖茨夫妇把

阐述重点放在了全球健康领域。
从设立基金会以来，降低 5 岁

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一直是基金会
的核心工作之一，而在挽救儿童生
命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则是对疫
苗的投资。 年信举例说明售价不到
1 美元的基本疫苗可以轻松打败五
种致命疾病，而据研究显示，儿童
时代在疫苗上每花 1 美元，就能在
未来得到 44 美元的经济回报。 因
此，基金会希望通过开发疫苗和提
供购买基金， 到 2030 年将儿童死
亡数量下降到 300 万。

基金会表示，目前，在难以攻
克的新生儿死亡率上，不少发展中
国家已做出了表率，其中，卢旺达
在八年间把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
45%， 柬埔寨的该项数字目前也下
降了超过一半……

今年的年信没有过多地直接
提及贫穷问题，而是以“避孕”为切
入口，点明避孕与脱贫的关系以及
说明贫困是性别歧视的帮凶。

年信指出，许多南亚和非洲国
家的妇女缺乏现代避孕手段，无法
控制生育的节奏，导致无法供给孩
子足够的营养和教育资源。 而越是
在贫穷的社会中， 妇女的权利越
少，更加重了这一现象的泛滥。

乐观的行动派

盖茨基金会经常将自身定位

为“乐观的行动派”，在这封年信的
结尾，盖茨夫妇再次阐述这一概念
的含义。

如今， 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与
25 年前相比已经下降了一半，但
据最近的调查发现仅有 1%的人知
道如此重大的进步。 盖茨基金会
认为， 这说明了整个世界的悲观
情绪。

年信提到：“乐观是一种策略
性的资产。 成功并不能创造乐观，
但乐观却指向成功。 乐观也不只是
相信事情会变好的信念，而是坚信
我们可以通过行动让事情变好。 这
在我们一次次面临失望结果时尤
其重要。 ”

盖茨引用认知心理学家史蒂
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论断“世
界实际上正在变好”， 认为“现实
中，人们往往低估了真实世界进步
的幅度”。

年信举例脊髓灰质炎（小儿麻
痹症） 的新发病例从每年 35 万降
低到几十例的过程，并表示今年有
可能在全球根除这一疾病。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需
要世界各地人们的联手努力，用乐
观主义的浪潮，投注精力、智慧、资
源到全球健康事业中去。 ”年信结
尾写道，“我们感谢巴菲特先生的
慷慨捐赠以及对全球健康的热忱，
我们正在致力于把这份热切关注，
加上乐观精神、科技与策略，与我
们的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致力于
挽救更多的生命。 ”

美国时间 2 月 14 日清晨 ，盖
茨夫妇一年一度的公开信在全球
发布。

从 2009 年起， 作为每年的开
年“重头戏”，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以下简称 “盖茨基金会”）
都在年初将这样一封信展现在关
心基金会的人士眼前，回顾和展望
基金会的工作重心和成果。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基
金会 （每年慈善支出约 40 亿美
元）， 如何向捐赠人汇报工作是每
年年信的重点之一，而去年又恰逢
沃伦·巴菲特向盖茨基金会承诺捐
赠 300 亿美元十周年，于是，今年
的这封年信风格大不同于以往，可
以看做是一封由盖茨夫妇向“投资
人” 巴菲特递交的一份 “投资汇
报”。

《公益时报 》在第一时间拿到
了这封题目为 《沃伦·巴菲特的最
佳投资》的年信 ，并为您解读这份
回应“投资人”的“答卷”，看看第一
大基金会是如何做“投资汇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