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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忠惠：“捐赠誓言”若不兑现，丢人
� � 6 月下旬的一天，北京。

乍看起来站在我面前的游
忠惠更像一个知识渊博的女性
学者。 她大约一米六八的高挑身
材， 微卷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
紧实红润的肌肤略施得体的妆
容，精致的窄边金丝眼镜，一身
淡粉色的套装，与颈间圆形的翡
翠项链相配，言谈之间透着沉稳
淡定劲儿。 一点儿也没有想象中
在商海中打拼了 20 年的企业家
的风范。

在游忠惠那位年轻干练、毕业
于英国名校的女秘书朱秋月眼中，
她的老板很多时候就像是长不大的
孩子。 朱秋月说：“她喜欢特别‘萌’、
特别‘cute（可爱）’的物件，你都无法
想象! 她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 ”

20 多天前，这位深圳市海云
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做
了一个令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决
定： 加入由比尔·盖茨夫妇和沃
伦·巴菲特发起的全球慈善行
动———“捐 赠 誓 言 (Giving
Pledge)”。承诺将半数以上资产捐
给慈善事业，成为中国内地首位
签署“捐赠誓言”的女慈善家。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 匆
匆喝了几口白粥算是吃了早餐
后，游忠惠轻轻倚靠在单人沙发
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捐赠誓言”若不兑现
丢不起这个人

2017 年 5 月 30 日， 游忠惠
加入了由巴菲特和盖茨创始、遍
布全球 21 个国家、已有 168 位富
豪加入的“捐赠誓言”。 游忠惠
说，加入“捐赠誓言”并非一时冲
动所为，而是审慎思考的结果。

2016 年，大约也是这个时间
点，牛根生成了代表中国第一位
加入该组织的慈善家。 一年后，
游忠惠与她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的同学董方军一起加入“捐赠誓
言”，至此，“捐赠誓言”中国成员
升至三人。

媒体消息传开，一时间游忠
惠也成了风云人物。 然而游忠惠
却说自己从始至终都很平静，压
根没觉得这是多么值得夸耀和
雀跃的事情。 相反，她倒觉得肩
头一下子就多了份厚重的责任。

在她看来，这可不是那种胸
口一热就许下承诺，过后又完全
抛至脑后的国际玩笑。 她说自己

永远不会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轻
许诺言。 她的原则是，要么不做，
要做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做到
位。 对她来说，加入“捐赠誓言”，
不仅关乎中国慈善家的国际形
象，更牵系着她最看重的个人诚
信与社会品牌。 否则，她说她丢
不起这个人。

1997 年，游忠惠在丈夫的鼓
动下开始自主创业， 她用 20 年
时间打造了中国教育信息化领
域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深圳
海云天公司，以“互联网+教育”
促成教育公平公正、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

2004 年，她一手缔造了以大
健康产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
优质项目———贵州梵净山生态
植物园，着意授人以渔，用产业
扶贫带动当地经济良性发展，造
福民众。

游忠惠说自己这些年是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凡
事不喜张扬外露，所以在加入“捐
赠誓言”这件事上，起初她的态度
并不积极主动， 主要是深圳国际
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对她期望甚
高，希望她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一
则为中国女慈善家树立榜样;二
则，她又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全
球善财领袖计划”2017班的班长，
英语很好，语言沟通无障碍，跟国
际慈善组织打交道有优势。 王院
长认为， 这时候全班同学几十双
眼睛都看着她呢， 如果作为班长
的游忠惠能够率先加入， 其他同
学必会有所触动和思考， 由此产
生积极的引领作用。

游忠惠当时并没有马上表
态。

做事一向审慎的游忠惠还
在认真琢磨的当口，她在“全球
善财领袖计划”2017 班的同学、
来自山东的企业家董方军已经
展开了积极行动———在此次赴
美交流活动中，董方军现场向盖
茨表态，说自己要加入“捐赠誓
言”。 盖茨听后非常的激动和高
兴，当即给了董方军一个热烈地
拥抱。

此时的游忠惠依然很平静，
想来想去，这事她还是得和自己
的丈夫商量商量，毕竟，“捐出一
半的财富用作慈善”可不是普通
的做好事、 帮助人那么简单，她
必须要听听与自己携手走过半
生的另一半会怎么想、怎么说。

丈夫一句“我支持你!放心去
做! ”的回答，让游忠惠本来有些
忐忑的心落定了。 丈夫支持她加
入“捐赠誓言” 的理由很简
单———对于热爱公益事业并长
期参与慈善活动的一家人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王院长诚意邀请， 盖茨也希
望有更多中国慈善家加入进来，
自己也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家
人又全力支持，经过慎重考虑后，
游忠惠决定加入“捐赠誓言”。

“捐赠誓言”前后那段时间，
游忠惠的身体状态并不好，频繁
往返美国， 时差还没倒过来，又
因感冒引发肺炎，最严重的时候
话都说不出来，但她还是克服了
身体不适， 顺利完成加入仪式。
按她的话说，诚信就是一个人的
社会荣誉、社会品牌，言必行，行
必果。

在游忠惠看来，她和其他两
位中国慈善家加入“捐赠誓言”
的意义在于，作为中国慈善家走
向国际的先行者，他们迈出了属
于自己的第一步。 未来一定会有
更多的中国慈善家，将其财富捐
赠给慈善公益事业。 虽说她个人
之力微不足道，但在她的背后还
有很多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伟
大而充满力量的慈善家做支持
和后盾，特别是深圳同心俱乐部
的很多慈善家们，一直是她学习
的榜样，也鼓舞着她风雨无阻地
走下去。

仁爱之心扎根
生活处处“公益”

熟悉游忠惠的人对她的选
择不会感到惊讶。 这么多年来，
游忠惠一直走在慈善与公益的
道路上，从未停歇。

除了担任深圳市海云天投
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拓维信
息董事、海云天科技董事长等职
务，目前游忠惠还参与着多项社
会工作，其中包括担任广东省政
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民革
深圳市委副主委等职务。

多年来，在统战部的指挥协
调下，民革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一
直在坚持做慈善公益活动。 但凡

有时间，游忠惠就会和这些老领导
一道，翻山越岭地赶赴贵州毕节的
贫困山区， 到当地帮扶对象那里
去交流探访。游忠惠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这些老领导身上所投射
出的力量和品格，让她深受感动，
由此也激发了自己勇于面对困难、
努力践行公益使命的信念。

贵州老区山高路险，交通极
为不便，每次去必须要经过四五
个小时长途车的颠簸。“等到一
路摇摇晃晃到达目的地，浑身都
快散架了。 ”游忠惠说。第一次去
那里探访后返程的路上，她暗暗
在想：“以后再也不来了! ”

但每年到了探访时间，看到
那些大多已是耄耋之年的民革
中央老领导毫无懈怠、始终保持
着最初的热情和积极参加活动，
心生惭愧的同时，游忠惠觉得自
己更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特别
是每当想到那些贫困地区的群
众渴望被关注的眼神，她觉得身
体里的正能量会不断地迸发喷
涌，鼓舞她克服困难，笑对艰苦，
无畏前行。

游忠惠笑说自己对“公益”
有着许多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
和理解，“多给服务生小费”只是
她善待别人的一个小小事例。

此次与全球善财领袖计划
班的同学一起赴美探访的过程
中，入驻酒店时，她主动给了服
务生 20 美元的小费， 请他帮忙
将自己和同学们的行李一并送
入房间———通常客人给服务生
的小费是 2 美元。

游忠惠说这是她这些年以来
一直坚持的习惯。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 她都会尽可能地多给
服务生一些小费。 这点钱对她来
说不算什么， 但对服务生来说不
仅是额外的收入， 还能帮他们补
贴家用。她认为自己这么做跟“炫
富”无关，仅仅是“慷慨地对待”劳
动者，除了尊重服务生的劳动，让
他们感激难忘的同时， 也塑造了
中国游客良好的礼仪形象。

游忠惠的秘书朱秋月说，游
忠惠还有一个习惯，每次离开酒
店退房之前，都会将房间垃圾集
中收纳到垃圾桶，将床铺拾掇整
齐。 她曾经好奇这样做的意义何

在，游忠惠回答：“既帮助清洁工
减轻了劳动量，自己也形成了良
好的卫生习惯，体现了自身素养
的同时，注重细节，体谅他人的
付出，不也是在做‘公益’吗？ ”

正如游忠惠在“捐赠誓言”
中所说：“向上，使人增长智慧和
财富， 在追求事业发展方面，立
足主营业务， 把企业做大做强。
向善，则是珍重生命，尊重自然，
心怀善意，广播善缘，这使人心
态阳光健康，增加福报。 ”

游忠惠很感恩自己的家庭，
她始终觉得，若不是自幼生活在
一个幸福温暖的环境里，不可能
造就今天的自己。 她生命中有关

“慈善和仁爱” 的原始烙印也是
来自家庭，这也成为她义无反顾
踏上公益之路的第一动力。

在游忠惠眼里，她的父亲是
一个非常具有领袖气质的男人，
母亲善良包容， 还做得一手好
菜。 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父母是
家族中众多亲朋好友的“偶像”。
她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每次有乡
下亲戚进城找营生，都会先来投
奔她的父母， 因为他们知道，在
这个家里，他们能够得到关爱和
善待。 游忠惠说，她遗传了父亲
的领导力，也继承了母亲的善良
宽容，这对她的人生价值非凡。

游忠惠认为自己人生道路
上另一大“幸运”，就是遇到她的
丈夫。 祖籍重庆的游忠惠身上依
然 保 留 着 巴 蜀 人 的 性 格 特
质———重庆妹子做事干脆利落，
风风火火是出了名的。“每当我
在战略上要采取果断强势的时
候，我先生在战术上就会部署得
很细致，凸显严谨和周全，这样
做事情最终往往能够打一个漂
亮仗。我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 ”
让游忠惠更为宽心和安慰的是，
在做公益做慈善这方面，丈夫比
她还要开通和超前。

游忠惠坚信：当一个人向外
散发的都是仁爱、宽容、善良的
正能量，这种气场不仅会影响和
感染到别人，得到的回报也会超
出预期。 她自己就是明证：因为
一路走来，无论做事业还是做公
益，她都秉承了八个字：“善行天
下，仁爱无敌”。

� � 6 月 30 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慈善展望：培育公益领袖 引领
财富向善”大师课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国际创新中心开讲，游忠惠受邀出席，并作为“全球善财领袖计划
（GPL）”项目优秀学员代表发表演讲，分享多年来投身慈善事业的心路历程以及赴美学习交流的心得感悟。

游忠惠参加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并与比尔·盖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