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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每一个人渴望并追
求的东西。 社会越进步，人类似
乎越来越感觉不幸福，因为我们
往往并不把快乐生活当成最大
的成功，而是把财富或者权力作
为幸福的衡量标准。

财富和权力是相对的，绝对
的财富和权力不如和身边的人
相比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更让人
感到快乐。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住房可大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
都一样小，它依然能满足人们的
居住需求，如果在旁边建造起一
座豪华宫殿，那么那间小房子在
人们眼里立刻会成为窝棚。

信息社会将全人类连接成
神经网络般的超级有机体，改变
了我们对距离和时间的感知，人
群的社会关系 、组织方式 、认知
和边界都在发生变化。 新技术令
人即使关在家里也会明显感觉
到自己的贫困和不足，羡慕不可
企及的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

恐惧的博弈

400 年前， 两位科学家结束
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恐惧。 伽利略
推测由于重力存在使得地球依
其轨道围绕太阳运转，牛顿揭示
了宇宙运动的终极秘密，人类放
弃了自然界这个几千年以来恐
惧敬畏的统治者， 认知了火灾、
干旱、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

农业社会的到来，因粮食的
产生， 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财
富。 东非大裂谷形成时，原本生
活在东部的猩猩必须从树上下
来直立行走，适者生存，学会劳
动和创造工具，才具备更强的生
存能力。 冰期来临，渔猎生活被
迫结束，人类创造出农业以获得
食物， 生产工具和土地成为财
产，粮食就成为了财富。 农业带
来定居导致人口增长，需要不断
扩大生产规模出现协作，协作产
生领导者和组织， 演变成国家，
形成文明。

粮食成为财富，土地成为财
富。 农业社会几千年的纷争，则
是围绕财富展开的，人类不断向
大自然的抗争转变成为人与人
之间的博弈，恐惧感充斥社会。

如何解决恐惧感， 心安何
处？ 信仰成为了人类创造的很长
一段时间的主要关怀。 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 集中出
现了思想和创造性上的大爆发，
世界不同角落的文明同时产生
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
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印度奥义
书的圣人们和佛祖释迦摩尼，希
伯来文明中犹太教的众先知。

宗教和学说之所以拥有大
量信徒，不仅是因为他们对人类
正在经受的苦难提供了一套解
释，还让信徒持有了对幸福生活
的美好憧憬。

富裕与贫穷

人类为什么不喜欢贫穷？因为
贫穷带来恐惧和不安全感，恐惧没

有食物、住
房，恐惧得
不到医疗和教
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恐惧感和不
安全感不断升级为更高的欲望，除
了绝对意义上的生存需求，还有相
对意义上的差距比较。

富裕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绝
对意义上，人类是在不断取得成
功。 100 年前不论你是处于财富
和权力巅峰的显贵，还是身无分
文的穷人，都无法逃脱肺炎或肺
结核的魔掌，而现在只需简单的
药品就能治愈。

在相对意义上，人类则越来
越失败，富裕带来财产不可避免
地正在过度集中，1%的美国人拥
有全国 40%的财富，0.2%的中国
人拥有全国 33%的可投资资产。
富裕带来工作不安全感的指数
不断攀升、吸毒、家庭破裂，甚至
引发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
的不满与怨恨， 包括气候变化、
食品安全、贫困等世界性问题。

在稳定繁荣的社会，财富集
中是必然趋势。 公元 1500 年，世
界上最富裕国家意大利的人均
GDP 不会超过最贫穷国家人均
GDP 的 3 倍；2018 年，美国的人
均 GDP 则超过最贫穷国家人均
GDP 的 150 倍。

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
学院的研究表明，约有 70％的家族
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
到第三代， 只有 3％在第四代及以
后还在经营。如果这个数据适合中
国的家族企业，会发生什么呢？ 有
数据显示，未来 5~10年，中国将有
300万家族企业面临传承。

财富的归宿

人的观念、行为以及后来的
成就，很多是由当时所处的经济
和社会环境决定的。 在充满饥饿
感的竞争市场中，企业家往往因
为消灭竞争占据支配地位而获
得巨额财富，但财富的转移使得
他们最终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人。

189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由
时任加州州长的富豪利兰·斯坦
福和妻子捐赠， 大学以其伤寒去
世的小儿子小利兰·斯坦福为名，
利兰·斯坦福告诉妻子：以后所有
加利福尼亚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孩
子。斯坦福的财富来源途径，是利
用州长和参议员的职位对掌控加

州政坛， 阻止竞争对手
进入而控制铁路运输，

以此长时间聚集财富。
1910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

立，其捐赠时间跨度之长、规模
之大和成就之显著，领衔美国及
至全世界公益事业。 1913 年，洛
克菲勒做出决定，在当时的中国
北平筹建一所最好的医学院和
附属医院，至今仍是中国最好的
医院和医学院。 洛克菲勒主导市
场，主要是利用美国南方改良公
司的协议，向克利夫兰的炼油商
施加破产威胁，之后收购这些企
业达到行业垄断。

1911 年， 卡内基基金会成
立， 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
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
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
2006 年，巴菲特宣布将 85%的财
产（约 370 亿美元）捐给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他送给盖
茨一本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的《财富的福音》，盖茨读此书并
以警句“拥巨富而死者耻辱”自
勉。 卡内基巨额财富的由来，则
是他的上司兼导师汤姆·斯科特
把一些股票隐藏在其名下，这件
事成为他摆脱卑微地位、一跃走
上财富大亨的最初契机。

2000年 1月，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成立， 旨在促进全球
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 盖茨将
近 580亿美元的资产捐献给基金
会， 其进而成为资产规模最大的
慈善基金会。 世界首富的财富来
源同样充满传奇，公司创办之初，
DOS 并不是微软开发的，大多数
构思与微软没有关系， 微软也没
有为开发出过资金， 因此微软公
司获得 DOS 所有权的合约后来
被奉为“世纪协议”。

捐赠的动机

梭伦改革时，富人为了政治
投资而进行捐赠。 公元前 594
年，梭伦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
政兼仲裁”， 通过改革将财富与
担任公职的资格结合，提高了财
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当时的富
人为了证明担任公职资格而踊
跃承担公益事业，富人追求荣誉
以保持特权地位。

柏拉图捐赠财产资助门徒进
行研究。公元前 387年，古希腊人
柏拉图在雅典创立了“柏拉图学

院”，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
认知的研究， 将学院连同一片肥
沃的土地捐赠， 柏拉图学院是世
界上最早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显著
的特征是普遍的社区公益活动，3
世纪开始， 很多人遇到困难寻求
寺庙的帮助； 道教在其蓬勃发展
的时期，也是以普济众生为怀，参
与修桥铺路等公共设施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
是宗族互助，以北宋范仲淹的义
庄为滥觞， 利用田租以赡族人。
与历代王朝国家的政府救助相
比，宗族互助在直接性、效率性、
广泛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

中世纪欧洲教会凭借组织和
影响统揽公益事业。由于教会征收
捐税，救济的贫困多因教会剥削行
为所引起，且不肯以教会资金作为
直接救助，采取迫使教众捐助经费
的做法，引起社会严重不满。

英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决裂，
没收了大量教会土地。 英国通过
立法改变教会统揽捐赠，将捐赠
管辖权和统筹权收入政府管理。

1601 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颁布实施《慈善使用法》，捐赠的
管辖权收归政府。 1620 年，一批
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
抵达美洲大陆，慈善的基因从英
国源源不断流入美洲，为后来美
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美国带动了捐赠组织化的
发展。 1750 年到 1800 年，美国建
国初期提出允许非营利组织以
及其他的公民组织、协会、社团
的成立。 特别是 19 世纪中期以
后，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积极参与
社区建设，把商业理念带入公益
事业中，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和医
疗，还形成了大量的有全球影响
力的非营利机构。

参与方式正在变化。 老一代
企业家选择进行遗产捐赠，现在
的年轻企业家习惯将财富捐出
去并参与管理。 2015 年，1984 年
出生的扎克伯格宣布将持有的
市值超过 700 亿美元的 Face－
book 股权 99%捐出，这是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

捐赠的动机是多元的。 无论
是基于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价值
观认可，还是作为理想主义者改
变他人命运的美好愿望，或是基
于同理心、亲戚及周边朋友因为

某种社会救助类的问题受到影
响等， 包括基于社会价值的交
换、政治投资，提高个人或者企
业的社会地位，都是对美好社会
的一种愿景。

为先行者鼓掌

14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在欧
洲发生的文艺复兴，提出了以人
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
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
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人
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随着生产力和专业化的不断
进步，1820 年以来人类经济呈现
出爆炸性的增长， 现代资本市场
与通信技术、 科技创新驱动的经
济快速增长。 今天的繁荣大都来
自 100 年前的发明，汽车、飞机、
电器等在 1900年时并不存在。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才
能保持持续的增长与繁荣？

差距一目了然。 长江商学院
教授薛云奎对中国制药行业 128
家上市公司分析，2018 年总收入
6157 亿元人民币，销售毛利 3006
亿元，销售费用占毛利 51.23%，研
发费用仅 271.8 亿占比销售毛利
的 9.04%，中国药企一半毛利用于
推广营销；相比之下，美国辉瑞制
药一家企业 2018年销售收入 536
亿美元，18.88%毛利用于研发。

进步正在发生。 一年前，华
为公益广告片《基础研究与基础
教育》在 CCTV-1 首播，发出了

“让教师成为最伟大的职业，用
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的
时代声音。 在这部 3 分钟的短片
里，出现了很多中小学课本里的
科学大咖，他们厚积薄发而取得
的划时代突破和脚踏实地、不懈
探索的精神，今天，仍在造福社
会，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华为公司 2018 年销售的总
收入 721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593亿元人民币，在研发上的投入
费用高达 1015 亿元人民币，若将
研发费用降低一半， 净利润实现
翻倍增长。 2018年中国研发总投
入是 19677.9亿元，华为一家企业
研发经费占比总量 5%左右。

无独有偶。 曹德旺的成就同
样令中国企业家们侧目， 福耀玻
璃占据国内市场 70%份额， 全球
市场 30%份额； 他创办河仁基金
会，累计捐赠超过 80 亿元。 曹德
旺说， 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
己的觉悟， 如果每个行业都有人
执着地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联系
起来，而执着于这项事业的人，不
但能够成为自己这个行业的领
袖，为自己与社会创造财富，而且
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这个大舞台，
为世界创造价值和财富。

财富的分配井然有序，本质
是以追求进步为前提的能力和
目标。 开放的时代，新技术和财
富带给人类的，最终将是更加幸
福和快乐的生活。 人的本性是不
会发生变化的，遵循规律并推动
财富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我们为
先行者鼓掌！ （本文作者系《公益
时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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