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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比尔·盖茨夫妇发布 2019年信
总结基金会“九大意外”

2 月 12 日， 比尔·盖茨与夫
人梅琳达·盖茨一道发布 2019 年
度公开信，与公众分享了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

“盖茨基金会”）近二十年内在全
球健康和发展领域中发现的“九
大意外”，包括对非洲、家庭基因
检测、温室效应、数据歧视、青少
年犯罪、民族主义、厕所、教育以
及贫苦女性使用手机等九方面
的思考。

据了解，自 2009 年全职担任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以来，比
尔·盖茨每年都选择在年初发布
亲笔年信， 今年是第 11 次发布
年信。

近年来，盖茨夫妇及盖茨基
金会通过多种渠道树立自身“乐
天行动派”的定位，即坚信可以
通过行动改变未来。 此番年信主
打“意外”，既指出全球正面临的
意想不到的挑战，也揭示了公众
意料之外的种种发现，可看做是
对“乐天行动派”的又一次注脚。

正如盖茨夫妇在今年年信
中所说：“九大意外……有些让
人忧虑，有些给人启迪，但无一
不激励我们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
大家也能获得同样的鼓舞，并付

诸行动。 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变
得更好。 ”

非洲是最年轻的大陆。 全球
老龄化趋势仍在持续，但非洲人
口的年龄尤其是撒哈拉以南仍
然很年轻。 这既可能成为资产，
也可能成为负债。 未来取决于年
轻人能否获得优质的健康服务
和教育。

家庭基因检测能预防早产。
科学家们对基因检测公司用户
自愿提交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
析，发现早产与负责调节人体如
何利用矿物质硒的一个基因存
在潜在关联。 类似这样的发现能
够帮助医生让更多的孕妇足月
生产。

今后四十年，全世界每个月
都将新建一个纽约市。 全球建筑
体量到 2060 年预计会翻倍，生
产这些建筑需要的钢铁、水泥将
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 如果要解
决气候变化，就要让所有导致气
候变化的行业都实现近零排放，
其中包括建筑材料的生产。

数据也存在性别歧视。 全球
关于妇女和女童的数据大量缺
失。 例如，我们不知道发展中国
家的妇女去年收入多少、拥有多

少财产，女孩花在家
务上的时间比男孩
多多少。更好的数据
能帮助决策者采取
行动，改善妇女和女
童的生活。

全球的也是民
族的。“民族主义”这
个词含义丰富，其核
心是将本国的利益
放在首位。然而本国
利益至上并不意味
着与世界其他地方
脱离，对全球最贫困
的人口投资能让所
有人都变得更加健
康和安全。

跟青少年学习愤怒管理。 去
年在芝加哥的一所高中里，梅琳
达参加了一群十几岁男生的讨
论小组，这是最出乎意料的体验
之一。 看到这些年轻人比她更早
学习这项技能， 让她深受触动，
组员之间的相敬相亲也让人颇
受感动。

厕所还是一百年前的老样
子。 十九世纪就普及的冲水马桶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的改观了。
虽然在富裕国家，这依然是个不

错的选择，但对于那些无力承担
下水道系统建设或维护费用的
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不是一个行
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全
球仍有 20 多亿人口无法用上体
面的厕所，他们的排泄物未经处
理就直接暴露在环境里。 如果能
够重新发明无需连接下水道的
厕所将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课本正在变得过时。 美国
的课堂正在借助数字化学习工
具取代传统的又重又贵的课
本。 当前的大学生越来越需要

在学业、赚钱，甚至养家之间进
行平衡， 因此这些在线工具催
生的新学习方法对他们来说更
加受益匪浅。

在贫困女性手中，手机的作
用能发挥到最大。 对于全球最边
缘化的女性而言，手机不只是为
了让日子更便利，而且能够开启
全新的生活。 女性不仅可以通过
手机获得服务和机遇，还能让社
会移风易俗，打破已经固化的性
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综合报道）

2018年美国 50大慈善家榜揭晓
最大捐赠者未列入榜单

当地时间 2月 12日，美国“慈
善纪事” 网站公布了 2018年美国
50大慈善家榜单， 一向被批评缺
乏慈善行动的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贝佐斯（Jeff Bezos）首次上榜并荣
登榜首，其捐赠额 20亿美元，超过
了另外两位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
马克·扎克伯格捐赠之和。

2018 年， 这 50 名慈善家的
捐赠总额为 78 亿美元， 远低于
2017 年的 147 亿美元。

“慈善纪事”网站指出，一些
美国最大的捐款者没有出现在
该榜单上，这是因为该网站的统
计方法并不包括多年的分期捐
赠。 此外，该网站指出，“并不是
所有的慈善家都公开他们捐赠
的细节。 ”

首善：杰夫·贝佐斯

很长一段时间来， 作为世
界上最富有的人， 贝佐斯由于
缺少慈善举动而受到批评。 然
而去年， 贝佐斯旗下的贝佐斯
第一天基金 （Bezos Day One
Fund） 捐出大约 20 亿美元，该
基金是一家“帮助无家可归家
庭的现存非营利组织”，并正在
“低收入社区创建新的非营利
一级学龄前教育网络”。 据《福
布斯》 报道， 贝佐斯目前身家
1360 亿美元， 在宣布离婚计划
前，他与麦肯齐·贝佐斯共同创
立了这项基金， 后者和贝佐斯
一起出现在名单上。

次席：迈克尔·布隆伯格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净资产为 560 亿美
元，位居慈善事业 50 强第二位。
这位纽约前市长曾为包括艺术、
教育、环境、公共卫生团体和旨
在改善世界各地城市政府的项
目在内的此事事业捐助 7.67 亿
美元。2017 年他捐赠了约 7.02 亿
美元。 彭博慈善机构的一位代表
还指出，迄今为止，布隆伯格的
毕生捐助已经超过 64 亿美元。

曾经的首善：比尔·盖茨

2018 年，一些著名亿万富翁
的排名下滑。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在 2017
年名列第一位，2018 年落到了第
十二位。他们的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估计捐款 1.38 亿美元。
去年，他们捐赠了约 47.8亿美元。

“慈善纪事”网站显示，总体
而言，盖茨夫妇通过基金会和其
他家庭基金会捐赠了 455 亿美
元，最早可追溯到 1994 年。 盖茨
与亿万富翁巴菲特共同制定了
捐赠承诺，邀请亿万富翁承诺将
大部分资金捐给慈善机构 。
（2018 年， 巴菲特以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股票的形式，向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了近 26
亿美元，但他并没有出现在名单

上，因为这是一笔质押金额更高
的年度分期付款。 )

马克·扎克伯格

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
希拉·陈（Priscilla Chan）在榜单
上的排名也从 2017 年的第二位
（当年他们捐出 20 亿美元）下滑
到 2018 年的第七位，他们通过硅
谷社区基金会的“陈-扎克伯格
捐赠人建议基金” 捐赠了大约
2.14 亿美元。 然而，扎克伯格的
代表指出，这个数字并不能反映
出这对夫妇 2018 年的捐款总额。
自成立以来，这项倡议总共提供
了 18 亿美元。

2018 年，Facebook 经历了动
荡的一年，扎克伯格受到了金融
冲击。 根据彭博社的亿万富翁指
数，2017 年底， 扎克伯格的资产
接近 730 亿美元，2018 年底，扎
克伯格的资产约 530 亿美元。 他
目前身价为 650 亿美元。

最富有的人不是最大的捐
赠者

虽然名单上的很多人都是
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并非所有人
都是，这表明并非所有美国最富
有的人每年都向慈善事业捐赠
大笔资金。 在《福布斯》美国 400
富豪榜中， 只有 21 位出现在去
年的美国 50 大慈善家榜单上。

关注未来

去年捐赠活动最引人注目
的特点或许是，许多最大捐赠者
都强调未来。 许多捐赠者正在支
持促进人工智能（AI）或其他技
术进步的工作。

美国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
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
施瓦茨曼是最关心未来的慈善家
之一，他在美国 50 大慈善家榜单
上排名第 4。 他想要让美国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因
此他向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了 3.5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究。

并非所有的慈善专家都对
大额捐赠者对未来的关注感到
惊叹。 一些批评人士说，这些努
力往往缺乏问责制和透明度。

快速捐赠

与此同时，家庭基金会的专
家弗吉尼亚·埃斯波西托指出，
越来越多的美国最大捐赠者正
试图在活着的时候捐出自己的
钱，而不是建立永久性的机构。

尽管盖茨夫妇和巴菲特说
服美国亿万富翁将至少一半的
财富用于慈善事业的努力，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快速捐
赠的兴趣，但并不是所有最大的
捐赠者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综合报道）一向被批评“吝啬”的杰夫·贝佐斯登上首善宝座（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