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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的最佳投资
2017年度公开信



我们2017年度公开信是写给好朋友沃伦•巴菲特的。他在
2006年的时候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给了盖茨基金会，用来
抗击疾病，减少不平等现象。几个月前，沃伦要我们回顾反
思一下基金会的工作：哪些工作做得好，我们学到了什么，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下面是我们给他的答复。

在过去25年里我们看到了发生在世界上最贫穷人群身上的一
个故事，他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儿童
死亡人数减半，数百万计的女性得到赋权。这些伟大的进步
靠的不仅是沃伦和其他慈善家的慷慨捐赠、来自世界各地的
个人善款和穷人们自己的努力——还依靠捐赠国的巨大贡
献，而全球健康和发展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源自它们。

我们发表这封年度信正值这些国家激烈的政治过渡时期，包
括美国和英国的政府换届。我们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提醒每个
人，为什么外国援助依旧应当受到重视——因为改善其他国
家人民的生活符合我们自己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利益。通过防
止疾病扩散，我们可以拯救国内外人民的生命。通过刺激经
济发展，我们为自己国家的产品打开了新市场。通过减少冲
突，我们提高了自己的国家安全。通过扶持最贫穷的人群，
我们展现出自己国家最崇高的价值观。

我们最崇高的价值观之一——沃伦对我们基金会的馈赠便是
例证——就是相信对他人的生活进行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投
资。正如我们在年度信中对沃伦解释的那样，这种投资的回
报是巨大的。

2017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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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这封信
的初衷……



Warren E. Buffett 
 1440 kiewet plaza

Omaha, Nebraska 68131

Telephone (420) 346-1400

	 	 2016年12月12日

 
 
 
亲爱的比尔和梅琳达：

两年前是我作为伯克希尔公司CEO的第五十年，当时我借此机会向公司股东撰写了一份特殊报告。
我回顾反思了哪些工作做得特别好或者特别差，我都学到了些什么，以及未来我希望完成什么。

可能你们已经猜到，我最终成为这项举措的首要受益人。没有什么比动笔更有助于厘清思路了。

2006年我宣布向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五家基金会进行捐赠，现在距离那天已过去10年，我的子女
将那天戏称为“大爆炸日”。既然我们来到了10年里程碑，我想邀请你们动笔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就像我之前所做的那样。

除了我还会有很多人想要阅读你们的成果。许多人都希望了解你们的过往轨迹和未来方向以及其中
的缘由。同时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慈善事业的成功与商业或政府事业的
成功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在你们的信函中也可以谈谈你们夫妇是如何自我评价的，以及你们最终
想要交出一张怎样的答卷。

盖茨基金会将长期处于聚光灯下，因此基金会能够被大家充分理解显得十分重要。要做到这点，聆
听来自两位掌门人本人、直接的回答是最好的方式。

   
 
	 祝好， 
	 											沃伦

  
 
 
 
 
 

正是沃伦的这封来
信促使我们写下了
今年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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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沃伦：

10年前，当得知你要向盖茨基金会进行捐赠时，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是任何个人给予
他人金额最大的单笔赠款。

我们那时候就知道有义务向你提供一笔丰厚的投资回报。

当然，慈善与商业不同。我们没有销售收入和利润可供展示，也无法向你汇报股价。但有些
数字我们却一直在密切关注，并且使用它们来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衡量工作进展。

许多致力于拯救和改善生命的其他组织也树立了和盖茨基金会同样的目标。基金会与他们携
手并肩来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许多我们所关注的数字着眼点不仅包括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进展，也包括全世界所取得的进步——还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自身所扮演的角色。

沃伦，你的捐赠让基金会的财力增长了一倍，这使得我们能够扩大在美国教育方面的工作，
支持小农户，以及为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但在这份年度公开信中，我们将与你分享基金
会在全球健康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是我们慈善事业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绝大部
分。

我们将使用一些数字来展开这份信函的内容，而基金会的工作正是由这些数字所驱动。让我
们首先来看看最重要的一个数字：

比尔·盖茨（以下简称“比尔”）：如果只用一个数字来说明最贫困人群生活的改善情况，那
就是1.22亿——它代表自1990年起被挽救的儿童人数。	

梅琳达·盖茨（以下简称“梅琳达”）：每年9月，联合国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五岁以下儿童的
死亡人数。每年看到这一数字都会令我揪心，但也同时给予我希望。那么多孩子的生命不断
地在逝去，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但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孩子活了下来。

比尔：2015年存活的儿童人数比2014年多。2014年存活的儿童人数比2013年多。这一数字每
年都在增长，如果全部加起来，在过去25年中共有1.22亿名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得到挽救。
如果儿童死亡率一直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这些孩子是无法活到今天的。

1.22亿
自1990年起被挽救的儿童人数

2017年度公开信

2017年2月14日

比尔  
沃伦，你曾经说
过：“价钱是你所
付出的，价值是
你所得到的。”没
有比这一数字更
大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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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张图表，它显示自1990年起儿童每年死亡人数已经下降了一半。

	 ©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伦敦，2014年9月27日

比尔：梅琳达和我2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儿童死亡率的图表。你也知道，我们前往非洲去看野
生动物，但被那里贫穷的景象所震惊。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阅读相关资料。让我们感到吃
惊的是，数百万非洲儿童那时正被痢疾、肺炎和疟疾夺去生命。而富裕国家的儿童不会因为
这些疾病失去生命。非洲儿童之所以丧命是因为贫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
的一件事情。

梅琳达：正是拯救儿童生命这一目标开启了我们的全球工作。虽然拯救儿童生命本身就是目
的，但我们之后了解到这样做也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果父母坚信他们的孩子能够存
活——如果他们有能力计划怀孕时间和安排怀孕间隔——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少生孩子。

比尔：当一位母亲可以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时，她的子女就会更健康，获得更多营养，心智
能力也会更高——父母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花在每位子女的健康和学业方面。这样家庭
和国家才能脱贫。挽救生命、更低的出生率和终结贫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我和梅琳达在全球
健康方面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早期经验。

梅琳达：这也是为什么降低儿童死亡率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基本上所有社会进步——营养、
教育、避孕药具的普及、性别平等、经济增长——都会使得儿童死亡率图表中的数据取得进
步，而每一点这样的进步也体现出社会的进步。

比尔：2001年在我向你的一群朋友谈论降低儿童死亡人数之后，你告诉我盖茨基金会所秉持
的价值理念与你的价值理念相符。而沃伦，拯救儿童的生命也与你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理念
相符：要明智地使用资源，在能避免的情况下绝不浪费金钱。

梅琳达  
这是我们婚前的事
情，但那次旅途中
的所见所闻从那一
刻起奠定了我们后
来婚姻的基调，
使我们成为了志
同道合的伴侣。

比尔  
这是我做的《经济
学人》杂志的剪
报。儿童死亡人数
下降的速度正在
变快：比之前预
测的速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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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们在香港旅行时决定在麦当劳吃晚餐的那场大笑吗？你说你来请客，接着把手往口
袋里一揣，竟然掏出了几张优惠券！梅琳达刚找出这张我和这位“豪客”的合影，它让我们想
起你是多么在意生意做得是否划算。正因如此，我们才希望你看看这个数字——1.22亿。拯
救儿童的生命是慈善事业中最划算的一笔生意。

梅琳达：如果我们细分这笔生意，其中最划算的当属疫苗。目前儿童基本疫苗的覆盖率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86%，并且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历史最低水平。儿童死
亡人数下降最大的原因就是疫苗。

全球儿童接种基本疫苗的比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86% 8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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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到2015年不同收入级别国家的三级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白百破）
三联疫苗覆盖率走势图

96%
86%
80%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年份

疫苗免疫
覆盖率（%）

高收入国家

梅琳达  
谁会在度假的时候
还带着麦当劳的优
惠券？也只有你！

比尔  
这张鼓舞人心的
图表来自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这是你的投资
产生实质效果
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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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疫苗是极佳的投资。目前五联疫苗可以让儿童一次性免疫五种致命感染，在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援助国家所需要的费用为每剂不到1美元。

比尔：而在儿童免疫接种方面每投入1美元，你将获得44美元的经济效益。这包括避免当孩
子生病，家长无法工作对家庭所造成的损失。

梅琳达：刚开始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有孩子无法获得疫苗。我们那时想得太天真了。服务大
众并不存在市场激励，之前我们并没有明白这一点。

比尔：穷人孩子想要获得疫苗，市场起不了作用，因为他们的家庭无法负担相应费用。但这
一点让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切入口。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购买基金让制药公司拥有足够多
的客户，那么这些公司就会因为市场激励的存在来研制、生产疫苗。

梅琳达：这就是慈善的魔力。因为慈善不需要财务回报，所以慈善能够达成商业所不能做到
的事情。但是慈善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在需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前资金就可能枯竭了。这也
是为什么要想产生可持续的改变，企业和政府必须发挥相应作用。

比尔：因此我们与企业和政府携手，一同设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旨在向全世界每一个儿童
提供疫苗。该联盟将负责研发疫苗的公司、负责提供资金的富裕政府以及负责将疫苗送到大
众手中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接洽。自2000年起，该联盟已经帮助全球范围内5.8亿名儿童接种疫
苗。美国是该联盟最大的捐助国，其他捐助国有英国、挪威、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这
是富裕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梅琳达：但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仍有1900万名儿童尚未获得完整的免疫接种，而他们当
中的许多孩子还生活在冲突地区或偏远地区。他们的政府必须更加努力，为这些孩子接种疫
苗。这一点对于再次将儿童死亡人数减半这一目标而言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在2030年前将
儿童死亡人数降低到3百万以下。

比尔：我们有能力达成这一目标，但需要了解更多情况。儿童死亡率图表代表着巨大的成
功，但它也掩盖了一些我们目前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的领域。比如这一庞大的数字：

比尔：去年，大约100万名婴儿在出生当天死亡，而在出生第一个月内死亡的婴儿共有250多
万。由于总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新生儿死亡比例随之上升。新生儿死亡人数目前占儿童死
亡总人数的45%，而1990年该比例为40%。

从下面的饼状图中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新生儿死亡原因主要有三个：败血症及其他感染；

100万
出生当天死亡婴儿人数

比尔 
我们相信这样的
投资相当于30年
前买入伯克希尔
公司的股票。

梅琳达 
人一生中最危险
的时刻就是降生
后的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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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即新生儿无法获得充足的氧气；以及早产，即婴儿提前出生。

 

梅琳达：数十年来，医疗专家都一直在努力防治这样的病症，但效果不佳。当一个巨大挑战
来袭而你又没有答案的时候，关键得问：“有没有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好？”

比尔：没错，这是我在Gapminder.com上找到的一张图表，该表与我们在全球健康领域所做
的许多工作相关，它表明健康与财富呈函数关系。当财富增长时，健康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这一关系在全球各国表现得非常一致。但是新生儿死亡率这一数据却存在着极大的方差，这
种方差不仅仅体现在新生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系上。表中存在一些积极的异常值：有些贫穷
国家比更富裕的国家做得好，并且比其他贫穷国家做得好得多。

死亡人数仍然很高
2015年，260万儿童在出生第一个月死亡
死因

29%
 早产

27%
脑病（窒息和脑创伤）

6%
肺炎

9%
其他

7%
其他新生儿紊乱

9%
先天缺陷

13%
败血症和其他感染

来源：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I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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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人均收入（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2011年价格水平）
基于来自GAPMINDER.ORG的免费资料 ——创作共有授权条款

新生儿每1000名活产的死亡率

新生儿死亡率：18.7
人均收入：1550美元

新生儿死亡率：3.6
人均收入：53400美元

新生儿死亡率：37.8
人均收入： 1680美元

卢旺达

中国

印度

马里

比尔 
Gapminder是我
们了解全球健
康领域和发展
事业实际情况
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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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看到那些国家找到方法真是让人异常兴奋。2008年至2015年，卢旺达这一非洲最贫
穷的国家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30%，该比率下降到了千分之十九。而马里虽然和卢旺达有
着类似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该国新生儿死亡率却为千分之三十八，为卢旺达的两倍。

卢旺达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卢旺达所采取的行动成本之低，任何一个政府都能负担得起：
在婴儿出生的头一个小时和前六个月完全采用母乳喂养；使用卫生的方式切除脐带；以及使
用袋鼠式护理：通过母婴皮肤接触来提升婴儿体温。这些操作都能够大大降低新生儿死亡人
数。

比尔：但卢旺达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操作本身。我们目前正在为印度的一项研究
提供资金，该国开始采用接生注意事项清单。这让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只有当拥有正
确工具、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参与到接生工作才能产生实质效果。卢旺达的秘诀在于专业医
护人员参与接生的比率比原先增长了一倍。

梅琳达：我亲眼目睹过这些举措是如何挽救生命的。我在马拉维的一家医院，当时一名护士
抱着一名窒息的女婴冲了进来。女婴全身发紫，医护人员使用了一个价值五美元、简易的呼
吸袋和面罩装置对她进行心肺复苏。接着他们把她放在婴儿保温箱中，她身旁是一名同样窒
息的男婴。医生告诉我女婴会活下来，但是那个男婴由于是在路边分娩的，已经回天乏术。
我看到他艰难地喘着气。那一幕直到今天仍然令我感到心痛。

比尔：助产人员能够拯救数百万名婴儿的生命。但是有些婴儿窒息的病例连专业人士都束手
无策，原因在于我们仍然不够了解造成婴儿窒息的原因。

梅琳达：六七年前，比尔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这些死婴进行尸检来找出死因呢？”他的这
一建议惹恼了一些卫生官员。

比尔：他们说：“我的老天，这绝对不行！”一个医疗领域的知识黑洞就摆在我们眼前，但对
于我们想要刨根问底的行为，这些官员似乎认为是对死者的冒犯。还好有一位研究人员找到
了如何最大程度降低尸检破坏性的方法，而且当我们询问家长是否同意尸检的意见时，他们
中的大多数表示愿意。

梅琳达：悲痛中的人们通常愿意为找到解决方案而努力。

比尔：2016年7月12日，图中的这名男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户人家出生。三天以
后，男婴去世了。而他的父母友好地允许我同在尸检现场。	

梅琳达：比尔访问的站点属于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防治监测网络（Child	Health	and	Mortalit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Network，简称CHAMPS）的一部分。该网络搜集儿童生病和死亡原
因的数据。站点医生获得组织样本后，便开始分析可能造成婴儿死亡的原因。接着他们可以
将样本寄送到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那里的病理学家可以使用特殊的染色剂和核酸测试来找

梅琳达 
我先生单刀直入解
决问题的方式可能
会让人感到不快。

比尔 
他的父母决定
将悲痛化为他
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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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界上任何一种可能导致婴儿死亡的病菌。20年前，连最富裕的家庭都用不上这一技术，
而如今它却可以拯救最贫穷家庭的婴儿。

比尔：这一研究对于拯救更多的新生儿至关重要。仅仅了解新生儿死于窒息、败血症或是早
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出造成这些病症的原因，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进行防治。沃
伦，这是我们所资助的最令人兴奋、事关重大的工作：解决谜团来拯救生命。

梅琳达：这是另外一个与儿童死亡率图表相关并给我们带来挑战的数字。营养不良是造成
45%儿童死亡人数的部分原因。	

营养不良不等于挨饿。营养不良的儿童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热量，但是无法获得适当的营养物
质。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肺炎或者痢疾这样的病症——也更容易因为患上这些病症而死
亡。

但是更好的营养状况不仅仅只能预防死亡。

比尔：当我第一次到非洲旅行的时候，我会跟村子里的小朋友见面，然后试着猜出他们的年
龄。我经常猜错，这让我感到惊讶。我认为只有七八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已经十二三岁了。
这张照片是一组来自坦桑尼亚的九岁小朋友们，他们的身高都不到同龄人的中位数。由于发
育不良，他们没达到健康身高，这是因为他们的膳食中缺乏关键的营养成分——或者由于他
们的母亲在怀孕时营养不良，造成他们营养物质缺失。

45%
45%

营养不良相关因素造成 
儿童死亡的百分比

132 厘米 世界卫生组织9岁儿童标准身高

梅琳达 
营养不良不仅
仅是指挨饿。

比尔  
一个严重营养不
良的孩子死于肺
炎的概率是正常
孩子的九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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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扼杀了地球上人类绝大部分的潜能。发育不良的儿童不仅仅是比全球的同龄人矮，
在认知发展方面也落后于他们，而这会限制这些孩子们一生的发展。在全球健康领域营养是
被忽略的最大发展契机，它能够释放出一波又一波的人类潜力——但仅有百分之一的国际援
助投入到了基本营养方面。

梅琳达：有不少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在婴儿出生的第一个小时和前六个月完全采取母乳喂养
是第一项也是最简单的干预方式。这将给儿童营养状况带来长期的好处。专家们也在探寻如
何培育出具备更高营养水平的农作物，以及如何在食物供应里添加关键的营养物质，比如在
食盐或者食用油中进行添加。

比尔：这些都是颇有前景的方法，但是营养问题仍然是全球健康领域最大的谜团之一。国家
变得富裕之后营养状况会得到改善，但是与新生儿存活率不同，我们在营养状况方面并没有
看到明显的积极异常值——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的儿童是普遍营养充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目前在这一领域为更多的研究提供资金，并敦促各国政府做同样的事情。关于营养的重大发
现就在前方等着我们。当研究人员找到它们之后，会有更多儿童充分发挥出自身潜力，而这
将改变全世界。

梅琳达：这是另一个我们密切关注的数字。在发展中国家，超过3亿妇女使用现代方法避
孕，这在历史上尚数首次。这一数字达到2亿历经了数十年，而从2亿达到3亿只用了13年的
时间——这在拯救生命方面影响重大。

比尔：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妇女两胎间隔时间为三年或更久，那么胎儿顺利成长到一周岁的
几率就能增长一倍。从长期来看，妇女使用避孕药具以及安排怀孕间隔的能力成为降低儿童
死亡人数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沃伦，你曾把自己的投资理念与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击球理论进行比较。威廉姆斯等待的
是合适的投球，你等待的是合适的交易机会。而沃伦，我所讲的这些正是这样的机会。同疫
苗一样，避孕药具是史上能够拯救生命的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梅琳达：避孕药具也是史上最伟大的除贫创举之一。当妇女能够计划怀孕时间和安排怀孕间
隔，她们就更有可能在学业方面取得进步，获得工资收入——那么她们就更有可能拥有健康
的子女。

比尔：她们孩子的数量也更有可能控制在她们的抚养能力范围以内。这会减轻政府公共服务
的负担，让更多的女性成为劳动力，政府也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儿童教育。

3 亿
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药具的女性人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00

270

280

290

2.7亿

2.77亿
2.84亿

2.91亿

3亿

梅琳达  
沃伦，当我第一
次公开宣传家庭
生育计划时，你
发给了我一条信
息：“有胆识，做
得对。”我还保留
着那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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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后，整个国家就走上了脱贫的道
路。但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过去50年中每一个成功脱贫的国家都扩大了避孕药具的普及
程度。

比尔：刚建立基金会那会儿，我低估了避孕药具帮助家庭脱贫的能力。我认识到这一点是因
为梅琳达很会讲故事——这包括她提取故事素材的能力。当我还在微软上班的时候，她每次
外出考察回来都会与我分享途中的所见所闻。有一次数据上说家庭生育计划诊所“储备充足”， 
但梅琳达了解到这些诊所实际上只提供避孕套，而大部分女性都不会要求她们的另一半使
用。

梅琳达：那次旅途中跟我交流过的妇女大都提到了避孕药具。我还记得在尼日尔碰见的一位
名叫萨迪的母亲，在我们交谈时，她的六个孩子都在争相引起她的关注。她告诉我：“如果
让我再生孩子是不太公平的，我连抚养现在这六个都很困难。”

在肯尼亚的一个贫民窟，我遇见了一位叫玛莉的年轻母亲，她使用废牛仔裤布料制作背包并
出售，以此为生。她邀请我到她家中做客——那是她平日缝纫布料和照看两个年幼孩子的地
方。她使用避孕药具的原因正如她所说：“日子过得艰难。”当我问道她丈夫是否支持她这样
做时，她说道：“他也知道日子过得艰难。”

比尔：目前发展中国家仍有超过2.25亿名不希望怀孕的女性无法获得避孕药具。印度北方邦
最近一份对年轻人的研究表明，64%的20岁以下的已婚女孩希望能够推迟怀第一胎的时间，
但是只有9%的受访者使用了现代的避孕方法。

梅琳达：“家庭生育计划2020”是盖茨基金会参与的一个全球合作伙伴项目，该项目计划在
2020年之前将能够获得避孕药具的女性人数再提升1.2亿。我们目前重点关注南亚和非洲，在
这两个地区分别只有三分之一和少于五分之一的女性使用避孕药具。

比尔：这一数字在过去四年中增长幅度最大，但如上图所示，任务时间已经过半，但目前我
们只完成了既定目标的四分之一。我们需要提速。

梅琳达：目前的挑战在于要在避孕药具方面给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种选择，这样她们能够从中
挑选符合自身情况的避孕方法。	

390

360

330

300

270

自2012年起+30.2

目标
+120

来源：家庭生育计划2020
现代避孕方法包括宫内避孕器（IUD）、安全套、口服避孕药和避孕针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发展中国家中使用现代避孕药具的人数
总人数，单位：百万人

比尔  
每次梅琳达外出考
察的时候，她会跟
所有人交流并带回
一些无法从图表
中获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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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一种方法是一款药效可持续三个月的避孕针剂，装置非常小巧，药物和针头合起来不
过巴掌大小。该针剂操作便捷，光是设计本身就有助于避孕药具的普及。我与一位带孩子来
打针的女性交谈时，她说：“我的打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为什么我要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
走上20公里路才能打到针呢？”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医疗人员会去她的村子给她打针，她
再也不用去遥远的诊所找护士了。未来她还可以在家里给自己打针。

比尔：这些改变正在发生，而这令人振奋。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老大难”的挑战：如何确保
人们理解避孕药具拯救生命、终结贫困的作用。

梅琳达：公众倡导者十分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最好的倡导者莫
过于当地社会中德高望重的人士。几年前在塞内加尔的时候，我拜访了几位伊玛目，他们当
时说到避孕药具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其中一名年轻伊玛目的几个孩子年岁相差很小，他
告诉我们：“我的妻子死于难产，这都是我不让她使用避孕药具造成的，而现在只剩我独自
抚养我们的孩子。”说完他的泪水便淌了下来。如今他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拯救着他人的生
命。

比尔：男性的支持很关键，特别是丈夫的支持。但是还有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其他女性
的支持。

比尔：贫困是性别歧视的帮凶。社会越穷，女性的权力就越弱。女人是否可以出门，是否可
以和其他女人交谈，是否可以工作挣钱，这一切都由男人说了算。男人还能决定是否可以打
女人。世界上最贫穷社会中男权至上的现象让人瞠目结舌。

梅琳达：这对社会也危害不小。限制女性的权利会让所有人都贫困。好在当一个社会变得更
加富裕时，女性在该社会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如果一位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年轻女性等
到国家富裕那天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利，又有何意义？她当下要如何争取到更多权利？

7500 万
印度女性自助团体的人数

比尔  
这句话是博诺
(Bono，本名保
罗·大卫·休森)
曾经对我说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
记。他在用词表达
方面颇有一套。

梅琳达  
女性权利和社会财
富呈正相关。在性
别平等方面做得最
好的国家有丹麦、
瑞典和挪威。男
权至上最严重的
国家有尼日尔、
索马里和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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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梅琳达和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社会的变革源于人们之间的交流——这正是女性团体的
神奇之处。如果你去一个村里观察，很难看到男性团体中的所有成员之间互相分享信息。通
常情况是村里有一位最大的领导、还有几位服务该领导的幕僚以及一群在这几位幕僚手下工
作的人。这种等级制度扼杀了交流，让人们无法谈论真正重要的事。女性团体就没有这种阻
碍，所以她们更擅长传播信息，推动变革。

梅琳达：目前仅在印度一国，就有大约7500万名女性参与自助团体。我们希望能提升这个数
字。也许这些团体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女性获得贷款或分享健康实践，但是团体开始正式
运作之后，女性成员可以自由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女性赋权！

比尔：让我们触动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印度的性工作者建立一个社会团体，让她们有一个
可以谈论如何预防感染艾滋病毒的地方。我们这么做是希望她们互相鼓励，坚持要求客人使
用安全套。但我们当初的设想还是太过局限了，这些团体除了帮助这些女性预防艾滋病毒感
染以外，为她们在人文关怀方面也带来了非凡的裨益。

梅琳达：这些团体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帮助成员减轻耻辱感。这些女性受尽他人的排
斥，唯一接受她们的只有彼此——减轻耻辱感以后，内心的创伤才会开始愈合。因此当比尔
几年前告诉我他安排了与一些妓女会面时，我为他感到骄傲。我也这么做过。作为一名在民
风保守的德州达拉斯长大，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的女孩来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与性
工作者会面，并且在会面结束后对她们产生钦佩之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比尔：沃伦，如果我们可以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让你亲眼看看你的投资情况，那么我
们很可能会带你去见见性工作者。我在班加罗尔见了一些性工作者，听她们述说自己的生活
时，我落泪了。其中一名女性告诉我们，她被丈夫抛弃了之后开始从事性工作——这是养活
她的孩子们的唯一办法。她所在社区的人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逼迫她的女儿退学，这弄得
她的女儿跟她势不两立，还以自杀相胁迫。

那位母亲承受了社会的蔑视、女儿的怨恨、性工作的风险和去医院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屈
辱，在医院里没人愿意理她、碰她、与她交谈。然而在那次会面中，她却能带着尊严地向我
讲述她的故事。这个团体中涌现出的女性领导是如此的坚强，对其他女性成员也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梅琳达  
女性从何处获得发
声的力量？从其他
女性那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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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这些社会团体根据他们成员的需求扩展其使命。她们为了彼此倾尽全力。她们设立
快速拨号电话网络以应对暴力袭击。她们建立了鼓励大家存钱的体系。她们利用金融服务帮
助一部分人创业，从而离开性工作岗位。

比尔：让这些女性团结起来，互帮互助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而在团体成立的初衷——预防
艾滋病毒感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多份文件证实，印度性工作者坚持要求客人使用
安全套有效地防止了艾滋病毒向一般人群传播。对这些女性进行赋权让每一个人受益。

梅琳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全球健康行动中的一大任务就是接受那些被社会排挤的人——向
被边缘化的群体伸出援手，努力让他们回归主流。于我们而言，“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不仅仅
是一个原则，也是一大战略。创造各种各样的新工具固然好，但如果没有推动平等事业，那
就不是在真正地改变世界，只能算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比尔：当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机遇，家庭和社会就会欣欣向荣。性别平等无疑会释放女性
的潜能，但其实这也会释放男性的潜能。性别平等可以解放男性，使他们能够与女性成为平
等的伙伴，从而受益于女性的才智、坚韧和创意，而不是将精力浪费在打压女性的这些天赋
上。

比尔：在过去25年里，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半。如此惊人的成就应该会让大家感到更加乐观才
是，但是这一成就几乎不为人知。据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仅1%的人知道我们消除了一半的
极端贫困，而99%的人低估了这方面的进展。那次调查不仅仅是测试人们的知识；也是测试
人们的乐观程度——而全球在这方面得分不高。

©经济学人报纸有限公司，伦敦，201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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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  
这是《经济学人》
的一期封面。图中
显示到2030年可能
几乎没有人会处
于极端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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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乐观的心态极其可贵。我们永远都需要更多的乐观精神。但是乐观不是盲目地相信
明天会自然而然地变好，而是坚信我们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沃伦，我们在你身上看到
了这种精神。不是成功造就了你的乐观，而是乐观造就了你的成功。

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尤其可贵，我们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挫折。我们尚未研制出艾滋病毒的疫
苗，或是一种有效的杀菌剂——一种女性使用后可以阻断艾滋病毒感染的药膏。这都让我们
感到十分失望。而且我们还以为更有效的疟疾疫苗到今天早该出现了。

比尔：另外我们在结核病领域也很久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了。我们认为就快要找到一种极佳的
全新诊断方法了，但是目前还未找到。研究人员在一款结核病疫苗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我
希望现在人们就能拥有这样的疫苗。

最崇高的事业永远都需要更多资金。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卫生事业打击如此
之大。如果金融危机没有发生，我们可以从捐赠国那里获得远比现在多的援助。

梅琳达：但是如果你保持乐观，失望归失望，你并不会因此得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的结
论。

比尔：我最喜欢的书籍之一就是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著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该书认为暴力从长期来看已经大幅减少。这一论点让人们大为惊讶，因为人们容易低估人类
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事实上，从许多重要方面来看，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
代。全球贫困在减少，儿童死亡率在降低，识字率在上升，全球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地位在改
善中。

梅琳达：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分裂，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这方面的例子。但是纵观历
史长河，分裂时期通常是在社会消化新的多样性时出现的。社会变得更加包容，拥有更多关
爱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有目共睹，如今该领域正受到政府的重
视和公民的支持。科学家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比尔：沃伦，这种对全球健康的重视来源于同理心——也正是促使你捐献财富、回馈社会的
原因。

梅琳达：我们正努力地带着你的同理心，加上你的乐观，融入科技，运用战略，与合作伙伴
们一起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使用你的馈赠的。

比尔：我要是说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乐观，想必你也不会吃惊。

梅琳达：我们比起以前也更加心急。

比尔：特别是急着实现这个目标：

比尔：公开信的结尾部分我们想谈谈我们心目中最神奇的数字——零。这是基金会每天都在
为之奋斗的数字：零疟疾、零结核、零艾滋、零营养不良、零可预防死亡；穷人孩子和其他
孩子之间实现健康零差别。

0神奇的数字

梅琳达  
没有挫折，就
不会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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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对零的追求也许是我们慈善事业和商业的最大区别。在私营部门，企业的目标就是
要持续经营。而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关门停业更让我们开心的事了，因为这意味着我
们的目标全部达成。

比尔：小儿麻痹症离这个神奇的数字最接近。你我经常谈论小儿麻痹症。你儿时见过现在的
孩子从来没见过的情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拄着拐杖，依靠铁肺呼吸机呼吸的孩子的照
片。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依靠疫苗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但它依旧在全球其他地方肆虐。
为消除小儿麻痹症，在1988年诞生了全球消除小儿麻痹症倡议，当时每年有35万新增病例。

去年有37例。

梅琳达：这37个病例仅存在于尼日利亚北部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说实话，沃
伦，我们以为小儿麻痹症到如今早该绝迹了。但是给冲突地区的孩子接种疫苗很难——而
且危险。预防接种团队为了给每个孩子接种甘冒风险，我们感佩于心。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的坚持不懈也让我们深受鼓舞。他们早在我们加入之前就已经是这场战斗的
中坚力量，而且冲锋陷阵，从未止步。他们明白从35万例降到37例已是惊人的成就，但只有
达到零才代表成功。

比尔：很快再也不会有孩子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跛腿，这令人兴奋。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们既然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那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在小儿麻痹症上。答案是因为根
除小儿麻痹症将能拯救生命——因为零的神奇力量。当小儿麻痹症被根除后，原本用于小儿
麻痹症的资金可以用来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而且从根除小儿麻痹症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可以
用来改进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体系。

梅琳达：根除一种疾病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效果也会惠及全球。高涨的乐观情绪会为全球健康
事业引来更多的能量、人才和资金，而这会加强抗击麻疹、疟疾、结核病以及艾滋病所做出
的努力。

比尔：沃伦，当你宣布向我们基金会进行捐赠时，你要求我们要敢于放手一搏。为了根除小
儿麻痹症，全世界正在奋力一搏。全球健康领域取得的很多成功都没人注意到，但小儿麻痹
症不同。每个人都在关注。如果冲突地区的局势足够稳定，今年我们就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
后一例新增小儿麻痹症。

全球范围内的小儿麻痹症病例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根除小儿麻痹症倡议（G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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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  
我去年在小儿
麻痹症上花的
时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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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沃伦，你是我们认识的最争强好胜的人了。（不然你怎么会因为桥牌输给你妹妹就
把计分纸吃下肚？）但除却做生意……还有桥牌……还有高尔夫球方面……你是我们认识的
最慷慨的人，把你一生的所得都捐给别人，并信赖我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深感这份责任重大。为了确保你的投资能够持续获得高回报，我们未来要比过去拯救更
多的生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将你的资金东捐一笔，西捐一笔。我们一直在用它来构建一个合作伙
伴的生态系统，通过分享彼此的聪明才智，改善人们的生活，消除疾病。

比尔：盖茨基金会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员，但这个生态系统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它包括一个
全球疾病数据库，帮助国家把钱花在刀刃儿上。它引导科研资源流向可以改善穷人生活的研
究；吸引科学家进入全球健康领域，鼓励其他领域的专家将他们的发现用于抗击感染性疾
病。

建立这个生态系统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我们亟需这个系统来应对未来的挑
战。小儿麻痹症虽难，疟疾则更难。生殖健康虽难，营养问题则是难上加难。拯救五岁以下
儿童虽难，拯救新生儿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

然而，我们还是很乐观。生态系统不断增长的能力使我们有机会破解谜团，拯救生命——在
这封信的结尾让我们展望一下光明的未来：

小儿麻痹症将很快成为历史。我们在有生之年将得见疟疾被根除；再没有人会因为艾滋病而
死亡；患结核病的人将减少；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将营养充足；发展中世界的儿童死亡将变得
和富裕国家一样少见。

我们不确定这些事件究竟哪一天会到来，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将来发生的先后顺序，但我们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未来将会让悲观主义者感到惊讶。

感谢你的信任，沃伦。我们不会让你失望。

——比尔和梅琳达

又及：人们总是问我们他们能如何支持抗击儿童死亡的事业——我们总是满怀信心地建议他
们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他们一直以来出色地服务于全世界的家庭和儿童。我们希望您
的捐赠将激励更多的人加入。

梅琳达  
沃伦，你说过如
果监狱房间里的
三名狱友都会玩
桥牌的话，你不
介意去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