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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夫妇发布 2020年度公开信

回顾盖茨基金会二十年带来的变化
美国西雅图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
发布了 2020 年度公开信 《放手
一搏》。 今年 1 月， 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
基金会 ”）成立 20 周年 ，盖茨夫
妇以此契机在今年年信中回了
过去 20 年中， 全世界及盖茨基
金会工作发生的变化。

盖茨夫妇在年信开头表示 ，
这封信的灵感来自好友沃伦·巴
菲特多年前给予他们的鼓励 ，
“竭尽全力 ，放手一搏 （swing for
the fences）”———“要将我们全部
的力量和所有的资源倾注于那
些一旦成功， 便能拯救生命、改
善生活的大赌注。 ”

当今的世界与 20 年前不可
同日而语，但盖茨夫妇认为：“盖
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
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
成效的生活，这仍是驱动我们工
作的首要原则。 ”

在过去 20 年中， 盖茨基金
会总共捐赠了 538 亿美元 。 其
中 ，45%用于全球发展项目 、29%
用于全球健康项目 、16%用于美
国本土项目及 10%用于其他慈
善项目。

在今年年信中，盖茨夫妇选
择基金会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
育领域的工作以及承担的风险
进行详细阐述 ，因为 “健康和教
育是实现更健康 、更美好 、更平
等的世界的关键”。 此外，他们还
分享了在气候危机和性别平等
这两个议题上的见解，并表示这
两个议题会 “影响我们未来 20
年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全球处
于疫情当中， 在年信发布之前，
盖茨基金会已于 2 月 5 日承诺
投入最高 1 亿美元，用于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中国相关机构以及
其他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相关机
构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盖茨夫妇正密切关注疫情
发展，并坚定承诺为全球应对行
动作出积极贡献，力争早日控制
住疫情。

“即使处在这样一个挑战重
重的时刻———其实也恰好是在
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如既
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 、 研究人
员 、政府领袖 ，还有那些奋斗在
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
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
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盖茨夫
妇写道。

全球健康： 推广疫苗和抗
击艾滋病的巨大进步

“健康改善对于脱离贫困至关
重要。 ”比尔·盖茨在年信中说。

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自己
在未退休之前就将一大部分精
力投入慈善事业的原因就是，当
时他对许多低收入国家儿童死
于可预防疾病的数量感到震惊，
尤其是预防这些疾病的疫苗在
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早就广泛使

用的。 而市场和政府都无法独自
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盖茨基金会在创建之
初就将目光首先投向全球健康
领域，并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以号召各国政府与相关
机构共同筹措资金购买疫苗，并
将这些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
的儿童。

当 时 ，Gavi 面 临 两 大 挑
战———是否能筹措足够的资金，
说服制造商以发展中国家负担
得起的价格提供疫苗？ 是否能说
服各国政府为儿童接种这些新
的、尚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

比尔·盖茨在年信中坦率地
说：“我们当时并不确定能取得
哪些效果。 ”

但 Gavi 给出了令人鼓舞的
答卷。 到 2019 年，Gavi 已为超过
7.6 亿名儿童接种疫苗， 避免了
1300 万儿童的死亡。该机构也成
功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
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例如，一剂
能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
苗在过去的价格是 3.65 美元，现
在降至不到 1 美元。

梅琳达·盖茨认为，Gavi 的
大力投入是盖茨基金会迄今为
止做过的最好的决策之一。

然而，她也表示：“如今，全世
界 86%的儿童可获得基本的免疫
接种……但是， 要覆盖剩下的
14%，要比实现这 86%的过程难的
多。 这 14%的孩子，是世界上边缘
化程度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

Gavi 现在正在加强与多个
国家的合作，用更有针对性的手
段，为特定地区无法接种疫苗的
孩子提供帮助，并正在为下一个
五年的工作筹集资金，希望能激
励更多的资助方共同参与，进一
步推广这个成功案例，从而惠及
所有儿童。

为应对艾滋病及另外两大
疾病的不断扩散，2002 年， 盖茨
基金会又资助成立了“抗击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以
下简称“全球基金”）。 该基金与
Gavi 有着相似的目标———向低

收入国家引入能够挽救生命的
药品、技术和项目。

和 Gavi 一样，全球基金也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 仅仅在 2018
年，在项目实施的国家中，就有
将近 1900 万人获得抗艾滋病毒
治疗。

梅琳达·盖茨表示， 过去的
20 年中，科技在攻克艾滋病问题
上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世界
对于如何运用新科技的理解也
在不断进步。 同时，她也指出，在
与艾滋病的抗争中，仅靠医学干
预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关注
……是什么在阻止他们（感染
者）寻求预防和治疗手段，以及
那些在临床试验中行之有效的
治疗手段为什么没法在日常生
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她说。

公共教育： 为低收入家庭
和有色人种提供机会

在美国， 个人想要获得成
功， 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虑，涉
及种族、性别、出生地、父母收入
水平等，而教育则是这些变量中
极其重要的因素。 这也是盖茨基
金会在美国始终关注基础教育
（K-12）和高等教育的原因。

梅琳达·盖茨表示：“有数百
万的美国人———尤其是来自低
收 入 家 庭 和 有 色 人 种 的 学
生———无法得到相同的机会。 ”

但相比起在全球健康领域的
工作， 基金会在美国公共教育上
的努力还未收到相匹配的成效。

“如果在 20 年前被问起，我
们会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做的
最冒险的工作，而美国教育是我
们最可靠的选择。 实际上，这二
者的结果恰恰相反。 ”梅琳达·盖
茨解释说，“在全球健康方面，有
许多证据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轨，
比如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 反
观美国教育，目前尚未达到我们
的最低期望。 现状对美国学生来
说依然不乐观。 ”

目前，美国小学一个班的平
均学生数为 21 名，其中 18 名能
从高中毕业， 但只有 13 名会在
之后一年内接受高等教育，而且

仅有 7 名会顺利获得大学学位。
同样的例子放在拉丁裔学生群
体中，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
降至 6，非洲裔则只为 4。

更加棘手的是，即便是在教
育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难对哪些
方法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得出一
致的结论。

当然， 梅琳达·盖茨表示：
“进步比我们希望的更难， 但这
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放弃。 ”

在这一领域， 盖茨基金会发
起了“盖茨千年学者计划”，16年
间， 先后为两万名有色人种学生
提供了全额大学奖学金， 为他们
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比尔·盖
茨更认为这是基金会在该领域做
过的最有满足感的事情之一。

通过 20 年的尝试，比尔·盖
茨得出的经验是， 在教育领域，

“想要大规模推广解决方案十分
困难……一旦这些项目触及十
万量级的学生后，我们便无法继
续取得预期的效果了……扩大
教育项目的影响力需要根据师
生的具体诉求量身定制”。

基金会如今已将基础教育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支持一些针
对当地情况开发的特定解决方
案上，即“学校改进网络”，从而
帮助更多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低
收入家庭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
并继续接受大学教育。

2018 年，加入了该网络的芝
加哥北格兰德中学，从芝加哥最
差的学校之一跃升成为该市最
好的学校之一，其 95%的新生都
处在顺利毕业的正轨上，而该所
学校的学生基本都来自充满暴
力、饥饿和其他问题的社区。

气候危机：
减缓排放与主动适应

在全球健康和美国公共教
育之外，基金会也对其他全球性
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 对于
比尔·盖茨本人来说， 是气候变
化。 沃伦·巴菲特也同意在这一
问题上同样需要采取“放手一
搏”的态度。

研究表明，如果每个人都能

获得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那么
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富裕、 健康、
公平。

但不少欠发达地区都存在
严重的电力短缺，每当太阳降落
后，整个村庄都会陷入黑暗。 14
年前， 全球 8.6 亿人口面临这一

“能源贫困”问题，其中 6 亿人生
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400
万生活在印度。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
不加剧气候变化。 比尔·盖茨认
为，为了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
放”，需要同时做到减缓和适应。

“减缓”指的是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这需要进一步推广现有
的解决方案， 也需要大量的创
新，创造和推广那些可靠、价格
低廉、 可在低收入国家使用的
“零排放”能源。

“适应”则指的是适应气候
变化。 比尔·盖茨希望基金会在
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发挥关键作
用， 帮助农民抵御气候变化，比
如研发不同地区气候的农作物
品种，帮助农民收获更多粮食。

性别平等：
撬动三个杠杆实现目标

梅琳达·盖茨坦言， 盖茨基
金会在性别议题上参与较晚，而
且公开谈论性别平等这一议题，
也是一种冒险。 但她同时表示：
“真正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
站出来发声。 ”

“不管你出生在这个世界的
哪个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
人生将更加艰难。 ”有数据进一
步揭示了这句话的残酷性。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
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少两
年。在发展中国家，五分之一的女
性会在 18 岁之前结婚，而且在家
庭内部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高收入国家，性别不平等
则突出表现在职场上。 男性成为
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龄女性高出
70%， 有色人种女性的情况更会
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
重排斥。

梅琳达·盖茨认为：“我们需
要大胆尝试新方法，同时撬动三
个杠杆来消除不平等。 ”

首先，帮助女性在关键部门
快速获得晋升，因为更多女性在
关键位置上获得决策权时，就会
产生更多惠及所有人的决策；其
次，消除所有背景的女性在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最后，由于
性别不平等触及社会方方面面
的问题，任何应对措施都需要有
广泛的基础，这需要审慎地激励
广大合作伙伴，共同改变社会的
常态与期待。

在盖茨基金会成立 20 周年
之际，盖茨夫妇表示：“我们依然
乐观，也依然选择放手一搏。 我
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公平公正
地分享创新带来的成果有多么
重要。 我们相信，进步应该惠及
每一角落的每一个人。 ”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