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 美国一位慈善家
的辞世惊动世界 。 纽约时报
发表长篇讣文，称其为“著名
的银行家、慈善家”———他就
是美国最显赫家族的传人 、
亿万富豪及慈善家大卫·洛
克菲勒，享年 101 岁。 他的爷
爷老约翰·洛克菲勒创立标
准石油公司， 成为美国第一
位十亿富豪和世界首富 。 他
的父亲小约翰·洛克菲勒因
倾力慈善事业而闻名。 大卫·
洛克菲勒本人则领导过摩根
大通 的 前 身大 通 曼 哈顿 银
行。 2015 年， 为庆祝百岁生
日，大卫·洛克菲勒捐出 1000
英亩土地。 至此，洛克菲勒家
族不只 “富过三代 ”，且繁荣
至六代。 洛克菲勒家族在传
承巨富的同时， 也传承着改
变社会的家族精神。

大卫的爷爷老洛克菲勒
于 1913 年创办洛克菲勒基
金会， 以现代基金会模式影
响美国乃至世界。 此后，洛克
菲勒家族先后建立了洛克菲
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
基金会等十多个基金会。其父
亲小洛克菲勒继承了老洛克
菲勒的慈善精神，创办中国北
京协和医院等。洛克菲勒家族
至今已传至第六代，二百多名
成员。他们大多虽然不再是超
级富豪，但却在科学、环保、艺
术、 慈善等社会领域产生更
为广泛的影响。

家族传承或言接班的话
题古今相似、中外有之。 伴随
改革开放， 我国第一代创富
人群正步入交接班阶段，“二
代接班” 由此成为近十年来
的热门话题之一， 有的二代
甚至因此成为 “网红 ”。 人们
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 大多是
二代能否接班以及能否接好
班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二代
不如一代， 缺乏吃苦创业精
神，怕他们接不好这个班，应
了古语那句 “富不过三代 ”。
赌博、 酒驾等时而爆出的丑
闻，似乎又佐证了这一观点。

对于富二代， 虽然他们
自己未必喜欢这样的称呼 ，
也未必喜欢接班 ， 但早晚都
要接，这是自然规律。 不管社
会、老一辈有没有做好准备 ，
也不管他们自己做没做好准
备，接班是必然的。 关键是，
他们应该接什么班？ 如何接
好这个班？

接班 ， 首先是把企业继
续做下去， 成为合格的企业
管理者，继续为企业、为社会
创造财富， 也就是要接好财
富创造、财富传承的班，这是

毫无疑问的。 人们议论较多
的，也正在此。 人们担心这些
富家子弟因为生活优越而缺
乏创业精神， 弄垮长辈的基
业。 实际上，作为市场经济和
全球化孕育出来的新一代 ，
大多数富二代受过良好的教
育，且有丰富的社会历练，未
见得不成。 关键在于，他们是
否明白并接受肩上的责任和
使命，真正付诸努力。

接班最重要的 ， 不只是
接好聚财之班， 还要接好社
会责任的班，或言善财之道 。
很难想象， 一个不明白财富
真正价值的人 ， 可以珍视财
富、善用财富。 而恰恰是在这
方面，舆论关注的较少。 洛克
菲勒家族能够繁盛六代 ，至
今未出现争产风波 ， 除了合
理的家族信托等财富传承机
制， 慈善精神的传承功不可
没。 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了
老洛克菲勒授人以渔的慈善
理念 并 全 身心 投 入 慈善 事
业，一生捐出 5 亿美元 ，超过
他一半身家， 为家族赢得美
誉。 大卫·洛克菲勒承袭家族
精神， 也承诺将过半财产捐
赠给慈善事业。 如今，洛克菲
勒基金会、芝加哥大学、洛克
菲勒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 ，
包括中国北京协和医院 ，洛
克菲勒家族的影响已经远超
商业，遍及世界。

无疑 ， 洛克菲勒家族是
家族传承的榜样。老洛克菲勒
深知财富可以造就人，也可以
毁灭人的道理， 其家族传承的
秘诀并非商业的传承， 而是精
神的传承，即善财之道。慈善不
但塑造家族声誉， 更是家族凝
聚的重要纽带。多年来，其家族
约两百位成员会定期举办慈善
聚会，商讨如何善用财富，帮助
世界。 时过百年，如今，美国第
一代财富巨擘中，已少有洛克
菲勒家族的繁盛和影响力。

一手财富 、一手慈善 ，在
传承经济财富的同时传承精
神财富。 实际上，在这方面 ，
我们的青年一代具有很大潜
质。 他们是全球公民，知识更
加丰富，信息更加全面，思维
更加多维 ，具有平等 、独立 、
创新精神。 只要多加历练和
引导， 真正认识到肩负的社
会责任和财富的真正价值 ，
必有一番作为。 这方面，反而
是老一辈的思维和舆论的导
向没有跟上脚步 ： 接班的观
念重在 “守富 ” 而不是 “善
财”，强调“经济责任 ”而不是
“社会责任 ”———这恰恰是我
们应该集体补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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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准精准扶贫发力

3 月 5 日 ， 李克强总理政府
工作报告在教育 、环保 、就业 、服
务 、科技创新 、社会政策等方面
做出了新一年工作部署 ，也提出
要依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 ， 促进专业社会工作 、志
愿服务发展等 ，强调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大的短板 ，要深入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

公益慈善事业是要有全局意
识的 ，精准扶贫就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 关系国家发展的大局 。
从区域上讲 ，老少边穷地区是重
点 ，从内容上讲有教育 、环保 、医
疗 、创业就业等诸多内容 ，公益
慈善是该有可为的。

现在， 公益慈善领域宽项目
多， 但围绕精准扶贫发力的还略
嫌不够。 主要问题就是缺少扶贫
的针对性和综合型。

笔者经常到贫困地区， 贫困
家庭贫困的原因往往是多因素
的 ， 如因病导致家庭债台高筑 ，
劳动力受到影响或力难支撑 ，适
龄子女教育不能完成 ，子女就业
又受到技能和知识的限制 ，家庭
生活质量低下 ，在社区或村落中
社会地位相应下滑 ，同其他家庭
的合作共谋受到影响 ， 如此等 ，
就不是简单地给些扶贫资金能解
决的。

公益慈善组织， 在精准扶贫
问题上， 要和政府合作， 要利用

政府的基本数据、基本渠道、基本
政策， 借力发力， 才可能取得效
果。

综合考量贫困的原因， 才能
有针对性地综合解决精准问题 ，
不要单一解决某一问题或一味地
给钱了事。 如在医保的基础上帮
助医病，在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
基础上加大其他困难的补助 ，在
有基本劳动能力基础上加大科技
支持和培训， 在有特色资源和技
能的基础上加大家庭产业的开发
与支持， 在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
既有格局基础上加大集体经济的
参与和获得， 在政府资源的基础
上加大政策倾斜和组织扶持 ，在
家庭人员合理安排基础上走出去
打工加大家庭经济供给能力等 ，
不一而足。

精准扶贫实际要实现贫困家
庭的自造血、 自运转能力的综合
提升， 才能避免返贫。 如按照纵
向思维， 只做一个项目或一类项
目，对于一个贫困家庭（亦或是一
个区域），是解决不了贫困的横向
关联和互为原因的问题的 。 因
此 ， 公益慈善组织对于精准扶
贫， 既属责无旁贷， 更要因地制
宜、综合运作、创新前行。

� � 近期 ，有不少人收到一则不
切实际的虚假信息 ， 称寻找有
500 万 元注 册 资 金的 社 会 组 织
对接一笔巨额捐赠 ，但需要社会
组织先把 15%的手续费转到某
个账户 ，才能获得捐赠 。 有不少
“好人 ”信以为真 ，开始在网上转
发这一消息 。“好人 ”为什么会上
当呢 ？

第一 ，“穷 ”。
不少 “好人 ”一直在付出 ，看

到有个机会可以获得回报 ，则欣
喜若狂 。 当然 ，受限于物质条件
的匮乏 ，“好人 ”们通常较少会去
进一步考虑机会成本 ，即成功和
失败的可能性需要付出的成本
有多大 。不会分析的后果是严重
的 ，通常这类 “好人 ”容易成为骗
子的目标客户 ，因为心里防御较
弱 ，更倾向于接受 。 如果给到一
个高期望值预期 ，由于言行一致
性陷阱 ，“好人 ”会因为对于高预
期回报的期待 ，而忽视对于高预
期隐含的重大问题 。有的甚至会
在对方的请求或者恭维下答应
帮忙找合适的组织去做这个事
情 ，为了实践自己言行一致的诺
言 ，从用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让相

信 “好人 ”的人上当受骗 。
坚持言行一致之前 ，我们需

要想想 ： 我们为什么要帮对方 ？
我们认识吗 ？对方为什么要把钱
给你 ？

第二 ，缺乏法律意识 。
《慈善法 》规定公益组织只

有 10%的项目行政经费 ，如果了
解这一条 ，则看到 15%的手续费
回扣的时候会感觉明显这个事
情很不靠谱 。“好人 ”如果缺乏公
益组织实际运作经验 ，同时又不
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自然
无法判断这些消息是否值得相
信 。

基金会是着眼于长期的发
展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 ，加之一
般对于基金会的管理相对比较
规范 ， 会按照法律法规办事 ，所
以都不容易上当受骗 。骗子一般
会告知对方说钱走不了对公账
户 ，要走私人账户 ，从而通过撤
单来达到让非基金会从业者和
进入骗子陷阱的朋友中招 ，导致
损失财物 。

第三 ，缺乏查证技能 。
在信息化时代 ，很多消息是

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去查证

真实性的 。
例如五六年前 ，有个四川马

乡小学需要衣服的信息传遍了
各个 QQ 群 ，而且过一段时间就
重复出现 。但信息中校长电话号
码却是来自广东的 ，很明显的是
个诈骗电话 ，然而却被 “好人 ”们
积极转发 ，流行了至少两年 。 直
到有新闻记者深入当地去调查 ，
并发布相关报道 ，才逐步减少了
此类信息的传播 。

第四 ，懒惰 。
在当下 ， 人手一部智能手

机 ，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接入
互联网 。 只要拒绝懒惰 ，肯花上
一分钟查证信息的真实性 ，就可
以避免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上当
受骗 。

从我做起 ，阻断假消息是很
有必要的 。一旦你掌握了查证的
技能 ，身边的朋友也会提高防范
意识 。如果你有一个有查证能力
的朋友 ，还有一个是经常给你发
“喝汽水会得白血病 ”的朋友 ，你
会更愿意和谁接触呢 ？相必应该
是睿智的具备查证能力的朋友
吧 。 人以类聚 ，身边有越来越多
优秀的朋友 ，你也就会越来越优
秀 。对于生活品质有较高需求的
朋友 ，可以多看果壳网的谣言粉
碎机 ，很多网上疯传的谣言在这
里都会有一个良好的归属 。

而 “懒 ”的正确做法应该是 ：
精要主义 。 限定自己的关注圈 ，
减少无用的群 ，清理给你发垃圾
广告和谣言的朋友 ，拒绝陌生人
加好友 ， 只关注优质的公众号 ，
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
并且坚持做 。让我们成为精要主
义者 ， 骗子就很难接触到我们 ，
也就不会上当受骗 。

为什么“好人”容易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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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应该接什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