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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晚，在北大演讲结
束后，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
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
盖茨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探讨慈
善观点和未来技术发展。

以下为部分对话内容：

林毅夫：首先第一个问题，就
是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围绕着全
球化的质疑， 在发达国家更是如
此，在您的发言当中也提到了，但
是您本人是一个全球化的热情拥
护者， 对于全球化的质疑不仅出
现在高收入国家， 也出现在像中
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 现在中
国也有人说， 我们自己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为其
他发展中国家做事情呢？ 所以对
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您对于中
国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怎么去应
对这样全球化的质疑呢？

盖茨 ：国家变得富裕，更愿
意去支持那些贫穷的国家，我觉
得这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世界
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把自己国
家收入的 1%捐给了其他的国
家，比如挪威和瑞典，美国是捐
了 0.2%。 所以我想这些钱，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算是一个投
资，可以投资于人道主义，可以
用这些钱去挽救人们的生命，你
可以用它来挽救全世界人民的
1%的生命，而我们所面临的各种
各样的疾病，包括疟疾，你投资
于这些疾病就会产生深远的成
果，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投资
能够改善人们的健康，改善人们
的生活。

另一个角度，是更自私一点

的角度，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
加的和平、更加的稳定。 当我们
面对一些大流行性的疾病———
比如说流感———的时候，如果我
们能够防范它的世界性的扩散，
这就使得我们自己能够避免很
多的问题， 比如说难民问题，或
者是军事冲突，也能够使我们国
家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强大。

我想强调援助本身并不能
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针对
某些突发事件， 比如说饥荒，比
如说一些地区冲突来提供援助。

林毅夫： 中国自己还有很多
的问题，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穷
人，所以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盖茨：绝对贫困在中国还存
在，我很高兴看到习近平主席和
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贫困
的问题，我想其实就算是那些国
家非常贫穷，中国很贫穷的时候
也是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的，也
是无私地给非洲国家人民做了
很多无私的捐献，我们现在要继
续帮助这些国家，我觉得这样的
国家会给你们带来回报的。 一带
一路倡议现在得到了大家的欢
迎，很多国家纷纷加入，这是对
于未来的投资。 我认为国家不应
该仅仅只是这方面做出了一个
很好的表率， 中国能够走出去，
去帮助其他的国家，而且根据各
国的发展重点来进行帮助。

林毅夫：我理解您的基金会
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行动，就
是帮助中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
扶贫问题，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

个倡议。
盖茨： 我们之所以选择它，

首先是希望能够记录下中国在
扶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想这
样的记录和整理能够让我们学
习过去成功的做法，也能够让我
们知道如何完成扶贫工作最后
的这些目标，我想再过几年印度
也会达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分
享给其他国家。

另外，在营养、初级卫生保
健方面也是我们盖茨基金会很
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地
区， 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
做， 像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所以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些模
式来， 也能够应用于其他的国
家。 这里面用到的资金可能也就

是几千万美元，但它能够发挥重
要的撬动性的作用。

在非洲我知道有一些国家
已经在学习这些做法来进行扶
贫，那么我们也认为在这方面会
有很好的进展。

林毅夫：您的意思是很多方
面我们都有进步，其实彼此之间
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盖茨：是的，绝对是这样，盖
茨基金会也可以把一些国家的
做法介绍到其他贫穷国家去。

林毅夫 ： 您自己是一个富
人 ，把钱捐给了穷人 ，中国也有
一些富人，他们所做的慈善事业
可不像您那么多。

盖茨：可能现在不像我这样
多。

林毅夫 ： 他们可以向您学
习，您会鼓励他们做什么呢？

盖茨：其实我也是一直到了
50 多岁的时候才认识到要做慈
善， 我知道做慈善是有意义的，
在认识巴菲特先生之前，就已经
意识到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的
子孙后代， 可能并不是一件好
事： 对于我的子孙后代来说，对
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说，可能
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当时就
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退休的时
候，我要把这些钱全都捐出去。

2000 年的时候我已经 45 岁
了， 我开始在 53 岁的时候全身
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我知
道有些人比我年轻的时候，像扎
克伯格他们年龄比我小就已经
开始做慈善了。 我也知道，在中
国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来自
于房地产行业，来自于制造业等
这些富人在做慈善。 我刚刚和中
国的一些慈善家进行了晚宴，我
相信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发展得
很迅速。

当然，在这个慈善事业当中
政府会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
励大家来做慈善。 但是我想，虽
然现在的慈善事业发展不是那
么地成体系，但是我相信在中美
之间因为有了非常密切的对话，
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当中，
慈善事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

做慈善有很多的方式方法，
大家可以有自己做慈善的方法，
各国的国情并不相同，我相信做
慈善会很有意义。

盖茨对话林毅夫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盖茨回答北大学生的现场提问 朱兴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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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健康领域之外 ，我认为

中国能够加速推动全球进步的
第二大领域是农业。

1975 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
产率以每年 12%的速度增长 ，是
非洲农业年增长率的四倍。 农业
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数巨大且不
断增长的中国人口的温饱问题，
还促进了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
的改善、农村收入的增加和贫困
人口的下降，并向其他产业提供
劳动力，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中
国经济发展。

引发中国当代绿色革命的
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中国在农业创新领域的投入
以及像袁隆平教授等杰出专家
们的努力。

……
自 2008 年起，我们支持中国

农业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开
发水稻新品种。 通过将这些品种
与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卢旺达
等国的本地品种进行杂交，我们
将得到高产量的耐逆境作物，增
加农民的收成和收入。

但是， 随着全球人口压力不
断增长，我们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中国科学家最令人瞩目的
研究成果之一是作物的超级光

合作用，这不仅能大幅提升粮食
产量，还能减少对灌溉和化肥的
需求。

我们还支持中国科学家开
展提高家畜健康水平的研究工
作，这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
和农村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我们正与中国商务部和农业
部合作，共同推进非洲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中国的第三大全球机遇是能
源创新。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
而且最近还宣布将在 2020 年前，
对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 3600 亿
美元。 无论从中国国内还是全球
商业长远机遇的角度而言， 这一
举措都将产生丰厚的回报。

知易行难。 中国现在需要如
何找到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技术
的平衡点，如何实现新型大规模
输电网的稳定性……这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我们也需要更多类
型的能源，在为了满足不断增长
的能源需求，这些复杂问题都需
要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实现温
室气体减排。

中国在这方面能开展的另
一项升级工作就是引领下一代
核能技术的发展。 下一代核技术
将更加安全 、廉价 ，并能克服目

前核技术面临的许多困难。 我投
资的泰拉能源公司正与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其他中国企
业合作，将为这一设想变为现实
搭桥铺路。

我曾有机会与习近平主席
多次会面，他在巴黎气候大会上
作出的承诺和领袖风范令我深
受鼓舞，他在众多领域内的承诺
都令我深受鼓舞，其中就包括他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领袖风范。
中国连同其他 21 个国家承诺在
今后五年内对清洁能源创新领
域的投入增加一倍。

我和马云先生，还有一些其他
中国投资者共同成立了一支 10 亿
美元的突破能源基金，用于支持早
期能源技术开发，将实验室里最好
的想法转化为市场产品。

中国拥有巨大潜力的第四
个领域是软件开发。 我还在微软
的时候，从中国各大高校走出的
计算机科学家和研发人员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促使
我们在北京成立微软亚洲研究
院，到现在一晃已近二十年。

目前，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
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
基础研究机构 ，聚集了 200 多名
全球顶尖的研究和开发人员以
及 300 多名访问学者。

……
技术也在推动中国公益慈善

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日益增长并
有巨大潜力的领域。 2015年，公众
通过中国四大在线捐助平台所捐
赠的善款高达 9.66亿元人民币。

腾讯公益基金会几年前发
起的“9·9 公益日”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 这证明当人们拥有便捷的
途径参与公益、 回馈社会时，他
们往往都会付诸行动。 去年，在
三天时间里 ，600 万公众———这
里面也许包括你们当中的一些
人———募集了高达 3.05 亿元人
民币的善款，为 3600 余个项目提
供了支持。 这只是公益慈善事业
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一个例子。

马云、马化腾、陈一丹 、牛根
生等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家已经
令中国个人财富总值跃居世界
第二，他们正积极采取各种行动
参与公益、回馈社会。

中国去年 9 月生效的 《慈善
法》开始为个人参与公益慈善活
动开辟了更多途径。 人们积极参
加各类重大公益慈善活动，比如
去年秋季在北大校园举办的第 6
届全球社会化媒体与公益峰会，
就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参与。

你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决定
加入公益慈善组织， 帮助弱势群

体改善生活。 不过即使不全职从
事这样的工作， 或者没有很多钱
可以捐赠， 你们依然可以通过其
他众多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
们可以花时间去了解一个新的议
题、为某个问题奔走呼吁，或者参
与志愿服务，这些都很有意义。

大家想想，如果你坚信自己
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该是多
么令人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的事
情。 而眼下正是大家施展才华的
最好时机。

……
你或许希望每一个在贫穷

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都能获得足
够的营养，以便在学校取得最好
的成绩；你或许希望研发一种能
够保护人们免受疟疾威胁的疫
苗； 你或许希望设计一款电池 ，
在夜晚照亮人们的书桌，或者研
发一项移动技术，有朝一日能帮
助人们开办自己的公司。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雄心壮
志要去改变世界 ， 就放手去做
吧。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也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环境了。 你们
每个人都拥有很棒的机会，我对
你们未来所能取得的成就充满
期待。 谢谢！

（3 月 24 日北京大学演讲节
选，据演讲稿、现场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