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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军、游忠惠加入“捐赠誓言”背后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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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全球善财领袖计划 GPL 学员
董方军、游忠惠承诺将半数以上
资产捐给慈善事业，正式成为签
署“捐赠誓言”的宣誓人。 这是继
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
始人牛根生之后，再度有来自中
国大陆的慈善家宣布加入该慈
善行动。

那么，“捐赠誓言”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组织、打算做些什么事
呢？ 财富身家达到何等水准才有
可能加入？ 该组织的约束力来自
哪里、谁来监督？ 三位中国成员
加入的意义何在？

因向善而加入

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慈善合作伙伴关系主任罗伯
特·罗森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
“捐赠誓言”是一项公众承诺，签
署者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
将半数以上资产捐给慈善事业。

“捐赠誓言”的目标是倡导捐赠，
针对社会上最紧迫的问题进行
讨论并寻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与所有加入“捐赠誓言”的
企业家、慈善家一样，董方军与
游忠惠表示，希望通过自身的行
动，直面解决全球环境、能源、健
康等棘手问题，改变弱势群体的
命运和未来。

董方军说：“我想通过加入
‘捐赠誓言’，和所有有志于推动
中国慈善界‘革命’的慈善家们，
用四两拨千斤的勇气和努力，把
有限的财富和精力，投入到从中
国慈善事业顶层设计到民间普
及的发展轨道，促使更多的慈善
家关注和加入‘捐赠誓言’，带动
更多国人参与慈善公益，将中华
民族优秀的慈善公益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

董方军表示，愿景和期望固
然很美好， 但推动中国慈善界

“革命”并非易事，因其是一个系
统性的工程。 它需要顶层设计、
政府引导、社会呼应、全民参与，
才有可能完成。 他愿意将压力变
为动力，以一己之力，在这方面
做出努力尝试，承担考察、调研、
设计以及推动的中国慈善“革命
先行者”。

游忠惠在“捐赠誓言”中特
别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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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目前加入“捐赠誓言”
的三位中国宣誓人都是本院成
员，作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掌
门人”， 院长王振耀说自己深感
欣慰。 他说：“前边还有牛根生，
现在董方军和游忠惠又能加入
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
号。 中国的慈善家，能够和世界
上 160 多位慈善家站在一起交
流分享，这对我们的国家、民族
和社会特别有意义，对其个人和

家族同样意义非凡。 这是作为一
个人，生命内涵提升到了崭新的
阶段。 ”

不靠法律约束

说起“捐赠誓言”，网友们最
关心的无非是三个方面———
一是程序复不复杂， 二是财富
“门槛”有多高，最后就是谁来监
督的问题。

罗伯特·罗森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加入“捐赠誓言”的流
程并不复杂。 每位选择立下誓言
的人都需要签署一份公开声明，
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说明作出捐
赠承诺的理由。 通过捐赠誓言的
官方网站错误！ 超链接引用无
效。 可以浏览最新的捐赠誓言参
与者名单及其公开信。

据王振耀介绍，拥有财富的
规模和数量是“捐赠誓言”成员
入门的第一考量要素。 他说，在
美国，只要企业规模或个人资产
的财富总量达到 10 亿美金，就
可以考虑承担社会责任，亦可说
已经具备了加入“捐赠誓言”的
基本条件。

“就算加入了‘捐赠誓言’，
最终没有履行承诺怎么办？ ”

“‘捐赠誓言’有没有法律层
面的约束机制，谁来监督？ ”

类似这样的坊间质疑也正
是“捐赠誓言”令世人关注的核
心问题———按照美国慈善法和
遗产法相关规定，加入“捐赠誓
言”的当事人有权阻止关于该誓
言是否最终兑现的公共信息披
露，而且盖茨和巴菲特也并未硬
性要求宣誓人一定要证明什么。

罗伯特·罗森表示，“捐赠誓
言”是一项道德上的承诺，而不
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捐
赠誓言并非为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或任何其他特定项目
或组织寻求支持。 承诺做出巨额
捐赠的人们因为共同的信念连
结在一起。 他们彼此分享慈善经
验和理念，共同为回馈社会做出
行动。

王振耀也强调，“捐赠誓言”
是一个慈善家的自我承诺，是一
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其自律意义
远远大于社会监督。

“比如一个企业家做得很
大很成功， 只要他能够遵纪守
法如实纳税， 人家也是一个合
法公民，没有人能够强迫什么。
所以‘捐赠誓言’无需法律部门
的追究或行政部门的介入，它
就是自觉自愿的行为。 慈善家
们勇于加入， 并能够履行这样
一个口头承诺， 恰恰也是体现
其人性之美好本真的最佳证
明。 ”王振耀举例说。

董方军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他觉得这样的“捐赠誓言”要
比白纸黑字写进合同、体现在文
字上，用法律条款做“紧箍咒”更
为重要和有效。

“因为这相当于全世界人
民、全国人民、全社会对我的监

督， 这对我的家族也是
很好的自律和约束。 在
荣誉和激励下形成的自
我约束，更有意义。 ”董
方军说。

中国慈善家
贡献受到肯定

在采访中，王振耀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不远
的将来，“捐赠誓言”组织
中的“中国军团”必将日
益强大，影响力更甚。

王振耀认为，改革开
放近四十年走到今天，中
国的财富人群已经进入
到了一个财富和家族传
承的特殊转型时期。“如
何管理财富”这个问题不
解决好，不仅不利于财富
家族发展壮大，更会对整
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解决此问题的最好
方法就是和全世界最大的慈善
家们在一起， 分享经验的同时，
提升自我，各个家族也会促进。

王振耀表示，牛根生、董方
军、游忠惠就是中国慈善家尝试
与国际慈善界牵手共进的先行
者。 而加入“捐赠誓言”，其意义
不单单是提升中国慈善家的国
际影响力，还可以积极扎实的推
动中外慈善家互通有无，加强双
方在慈善公益领域的合作交流。

“比如最简单的，由我介绍
和推动的、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
和保尔森基金会的合作。 他们在
中国进行湿地保护培训，开展对
湿地的鸟类保护救助等，那就是
各自拿 100 万美元；比如洛克菲
勒家族和老牛兄妹基金会合作，
探讨怎么培养中国优秀的青年
慈善工作者，也是双方各拿出一
定比例的资金，然后启动项目开
始干。 ”王振耀介绍。

董方军表示， 自己从加入
“捐赠誓言” 那一刻起真正开始
意识到，从此不再是他一个人或
一个小群体做公益慈善，而是在
世界范围内组成了一个和谐团
结的大家庭，惠及更多人群。 这
样的知识和经验在书本上是无
法得到的。

采访中,罗伯特·罗森也对中
国慈善家为国际慈善事业做出
的努力和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
他说：“除了捐赠誓言的中国签
署者如牛根生、 董方军和游忠
惠，还有马云、马化腾和陈一丹
等中国许多成功的商业领袖，他
们将财富持续用于推动慈善事
业，成为社会楷模。 ”

罗伯特·罗森认为中国慈善
捐赠的规模与影响力尚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第一代财富创造企
业家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慈善领
域政策环境的改善和新型社交
媒体技术的应用普及为慈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
将有望引领世界，开创独具特色
的慈善发展新模式。

王振耀说，像牛根生、董方
军、游忠惠这样的慈善家能够有
勇气跻身于国际慈善大潮，不断
的学习和观察，学会奉献，让全
世界都对中国的富裕人群另眼
相看，这也打破了之前多年来国
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家旧有的认
识---只知道办企业赚钱而不
具备社会责任，由此也改变了中
国社会的整体形象。

“捐赠誓言”背后的公益教育

比尔·盖茨不仅是“捐赠誓
言”的创始人，也是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的发起人和捐助人之一。
他之所以愿意投入一定的时间
和金钱来扶持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也因该学院“慈善引领社会
文明”的教育愿景与其公益理念
不谋而合。

王振耀表示，要想实现这一
愿景，公益教育的专业化和社会
化普及是必需且主要的良性通
道。

“大家通过学习善的理念，
计划善的项目，同时调整和规范
善的行为。 这样的公益教育，对
于财富人士而言，首先是具有了
全球视野，然后是建立对财富理
念的全新认识。 ”王振耀说。

王振耀表示：“比如说牛根
生，在学院顶级慈善领袖培养项
目‘“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当导
师， 他可以和全球的慈善名人，
比如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家族、
各种国际慈善家族进行交往，在
这种频繁多元的国际交往中，使
得他对慈善公益有更多思考，这
也是他后来加入‘捐赠誓言’的
一个认知基础。 ”

董方军说自己的慈善公益
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和改变也是
得益于深圳公益学院的公益专
业教育。 原来他是以一个小公
司、小基金会的视角来做慈善公
益，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带动更
多的人来一起向善、 一起做好

事。 因为他意识到，公益机构做
的再多，也不如影响和带动全社
会的人都来做公益和慈善所产
生的社会效果。

“再好的慈善公益理论，都
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验证。 他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有时候身边
的慈善榜样的言行举止带来的
感染力和影响力， 更胜书本教
育。 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盖茨
和巴菲特带给他和学员们的公
益影响力。 ”王振耀强调。

王振耀向《公益时报》记者
描述了牛根生 2012 年初次探访
时年 96 岁的戴维 .洛克菲勒 (已
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去世) 后的
种种感慨。

“他吃得非常简单啊，不是
什么山珍海味；坐的车也不是什
么豪车，世界知名富豪原来是这
样生活。 ”王振耀回忆起当时牛
根生说及此事时吃惊的表情。

因“捐赠誓言”与盖茨结缘
的董方军说，他发现盖茨已经把
对慈善与公益的诠释与认知，毫
无保留地付诸于工作和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这种从骨子里散发
出来的、没有矫饰与伪装的高尚
令他由衷感佩。

王振耀说，这样的慈善家才
真正可信可敬。

正如当年巴菲特本人在捐
赠誓言中所说：

“在我有生之年或大去之
际，我将把至少 99%的个人财富
捐献给慈善事业。 ”

“我的家人和我不会为我们
的非凡好运感到罪恶， 相反，我
们充满感恩。 假使我们把多于
1%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
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会因此加
强。 然而， 剩下的 99%财富却能
对他人的健康与福祉产生莫大
影响。 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
指明了道路：留下的财富够花即
可，其余则赠予社会，去满足更
多需求。 这份捐赠誓言，就是我
们踏上慈善之路的开始。 ”

� � 当地时间 5 月 9 日， 比尔·盖茨先生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部
会见国际公益学院 GPL 全体学员。 受这次善财之旅以及“捐赠誓言”倡议感
召，董方军与游忠惠相继决定加入“捐赠誓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