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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

超过 200位慈善家加入“捐赠誓言”
承诺捐出半数以上财富

美国时间 5 月 28 日，“捐
赠誓言” 宣布， 自 2018 年以
来，共有 19 位慈善家加入“捐
赠誓言”， 使加入倡议的宣誓
总人数增加到了 204 人，分别
来自全球 23 个国家。

今年是“捐赠誓言”提出
的第九年。 随着来自中国、挪
威、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
的慈善家的加入，“捐赠誓言”
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是由盖茨夫妇与沃伦·
巴菲特在 2010 年发起的一项
全球性、跨世代的倡议，致力
于鼓励全球最富有的个人和
家庭在生前或遗嘱中将大部
分财富投入慈善事业，以帮助
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

“我们由衷地欢迎今年
‘捐赠誓言’ 的宣誓人加入这
个大家庭， 在短短 9 年时间
里，这个大家庭的人数就已经
突破了 200 人。 ”沃伦·巴菲特
说道，“世界上有很多默默地
辛勤工作，努力为他人创造更
美好生活的人们，他们甚至为
此做出个人牺牲，这让我们备
受启发和感动。‘捐赠誓言’宣
誓人的慷慨体现的是同一种
精神。 ”

在“捐赠誓言”的新宣誓
人中，有很多已经从事慈善事
业多年。 他们资助的领域包括
气候变化、教育、扶贫、医学研
究、医疗服务、经济发展以及
社会公正等。 这些个人和夫妇
来自金融、科技、医疗和房地
产开发等众多行业，为解决最
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承诺捐出
自己的大多数财产。

2016 年， 蒙牛集团创始
人、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 创始人牛根生
应比尔·盖茨邀请加入“捐赠
誓言”，成为首位加入“捐赠誓
言”的中国大陆慈善家。

2017 年 5 月 30 日， 东方
汇泉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董事
局主席、北京东方君公益基金
会会长董方军和深圳市海云
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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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根生之后，再次有来自中国
大陆的慈善家宣布加入该慈
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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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誓言”是一项公开
的承诺，签署这个承诺，意味
着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将半
数以上资产捐给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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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新加入的 19 位慈
善家中， 有两位来自中国，

分别是来自内地的刘道明
和 来 自 香 港 地 区 的 Ben
Delo（中文名：本迪洛）。

刘道明于 1957 年生于湖
北洪湖，汉族，毕业于武汉城
建学院， 获得工程学硕士学
位。 他曾荣获“2016 年度中国
建筑产业现代化推动力人物”

“2016 中国房地产品牌贡献人
物”“博鳌论坛·2017-2018 年
度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等
称号。

2016 年，他创办了美好公
益基金会，在社区建设志工服
务站，组织培训志工，为社区
孤独、老弱、贫困人群提供帮
助。

1990 年以来，他累计为社
会慈善事业捐款 2 亿余元，并
于 2004 年荣获“爱心中国———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慈善
人物”称号。 他多年担任湖北
省慈善总会荣誉会长，致力于
推进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
展。

在捐赠公开信中，刘道明
写道：“一个人， 因为有爱，内
心才会充满力量； 一个企业
家，因为承担社会责任才会让
生命更有意义。 ”

Ben Delo 则是一位计算
机科学家，也是比特币及其他
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平台
BitMEX 的联合创始人。 他于
2005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伍斯
特学院，获得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专业双重一等学位。

Ben 毕业后加入 IBM 担
任软件工程师，并在工作期间
获得数项发明专利。 后来他在
对冲基金 GSA Capital 和摩根
大通银行开发高频交易系统。
2018 年，随着 BitMEX 成为全
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
Ben 也成为英国最年轻的白手
起家的亿万富翁。

作为有效利他主义的倡
导者，Ben 一直关注全球的抗
灾减灾工作以及保护未来世
代。 他和妻子 Wong Pan Pan
在香港生活。

在捐赠公开信中，Ben 写
道： “我现在的目标是如何
最好地利用我的财富做善事。
对我而言，这意味着通过资金
支持，保护未来世代和人类的
长远发展。 ”

据悉，目前已加入“捐赠
誓言”的 204 位慈善家，其年
龄从 32 岁到 94 岁不等，分别
来自 23 个国家， 包括澳大利
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塞浦
路斯、德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以色列、马来西亚、摩纳
哥、挪威、俄罗斯、沙特阿拉
伯、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士、
坦桑尼亚、土耳其、乌克兰、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和美
国。 美国的捐赠人来自 30 个
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其中以加
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宣誓
人数量最多。 （据盖茨基金会）

非常荣幸收到“捐赠誓言”的
邀请， 很早就知道你们通过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世界作
出的伟大贡献， 我很高兴有机会

和你们一起交流学习， 并为社会
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出生于中国湖北省洪湖
农村 ，小时候家里很穷 ，初中毕
业就在农村种地 ，18 岁时参军
入伍离开家乡 ，32 岁开始创业 ，
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 ， 有了今天
的一点成就 。 我很清楚是时代
的发展进 步才 有 今 天的成 就 。
因此 ，从 1990 年开始 ，我累计向
社会慈善捐款 2 亿余元 ； 并长
期担任湖北省慈善总会名誉会
长 ， 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
的发展 。

2016 年，我注册成立了美好

公益基金会， 在社区建设志工服
务站， 组织培训志工， 为社区孤
独、老弱、贫困人群提供帮助。

一个人，因为有爱，内心才会
充满力量；一个企业家，因为承担
社会责任才会让生命更有意义 。
因此，我愿意以你们为榜样，代表
全家人共同承诺 ， 捐赠资产的
70%用于老年人和农民的脱贫帮
困； 愿意与所有热爱公益事业的
人共同努力， 用自己的毕生精力
和财富， 为人类的健康生活和文
明进步而努力奋斗！

再次感恩你们的邀请！
刘道明

加入“捐赠誓言”公开信

盖茨夫妇与巴菲特

16 岁那年，当我作为一名英
国学童被要求列举出未来志向
时， 我回答得很简洁：“电脑程序
员，互联网企业家，百万富翁。 ”非
常幸运地， 我已经超越了这些目
标， 我也心怀感激地能够在此签
署这份誓言。

我如今的志向是让我的财富
发挥最大的善意。 对我来讲，这意
味着资助能守护子孙后代和保护
人类长久繁荣的事业，这包括缓和
那些导致人类灭亡或永久性限制
我们潜力的风险。 我的工作理念受
到了哲学家威 廉·麦 卡斯 基 尔
（William MacAskill）和有效利他主
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的启发，
后者提倡通过理性思维和详实证
据作出有助他人的最佳决策。

我处于多种原因选择了这一
聚焦点。简单来说，我相信所有生
命都有价值， 包括我们的后世子
孙。 我希望通过探寻创新科技所
展示的挑战和机遇， 能够让我们
在下个世纪中迎来一片广阔和非
凡的未来。 我也有信心我们目前
的这一代人能够审慎行事， 为我
们的后代守护这样一片非凡的未
来。事实上，我们可能就正处在这
样一个关键时刻。

人类福祉在近几个世纪中被
大幅度地提升，暴力和极端贫穷的
现象已有所减少，繁荣程度、接受
教育程度和寿命均得到增长。 如果
这些趋势能够继续保持或加速，我
们的后代人数将是现在的百万倍，
并且可享受前所未有的生活质量，
可完成非同寻常的事业。

然而， 今天可能是我们历史
上最兴旺的时代， 也可能是最危
险的时代。 我们遥远的祖先并不
掌握能够引发人类灭绝的科技 ，
而我们掌握；核安全不能被忽视，
极端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也是真实
的；往前看，诸如人工智能和合成
生物学的尖端科技将带来崭新 、
复杂的挑战。

一言蔽之， 我们从未处于现

在这样一个位置———拥有毁灭未
来的能力， 但未必拥有认真负责
驾驭这一能力的智慧。

若要安全地度过这一关键阶
段，我们需要携手共进。我们须打
破边界， 制定超越自身寿命以外
的计划。 在采取行动以减少特定
威胁带来的风险的同时， 我们还
必须提高我们以同一种文明形式
协同行动的能力， 从每个人的利
益制定决策。 在我们对最紧迫的
问题和其解决方案有所认识的同
时，我们还急需认识更多。

我意在将我的慈善事业指向
上述领域， 同时也对未来的可能
性持好奇和开放态度， 因为很可
能当下我们对未来的一些聚焦领
域仍毫无所知。

虽然这些目标非常宏远，我仍
然受到致力于这些长期目标的同
伴承诺者和日益增长的慈善家群
体的鼓舞。 慈善家群体的成功故事
展示了我们得以怀揣远大抱负的
资本， 尤其是当我们不畏目标长
远、脚踩风险和偶尔失败的时候。

我期待着向同伴承诺者学
习，并与之携手。感谢比尔和梅琳
达·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发起这项
重要的倡议！ Ben De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