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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王赟

群居动物的落寞感

“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他以过来人的眼光，会给你一个指导。
他会通过对人的判断、对你过去做过事情的
判断，告诉你你最擅长的是什么，还有多大
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10月15日晚间，在杭
州阿里巴巴总部，与齐鲁晚报记者谈及马云
时，阿里巴巴CMO（首席市场官）王帅仍认
可自己对马云的这一评价。

17日，在纽约，马云作为唯一的中国企
业家代表，与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基斯
坦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一同参加亚洲
协会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首届“创变者”颁
奖典礼。

上台领奖的马云又穿上了很少穿的西
装，打上了领带，梳起了油光的分头。在现
场，马云告诉观众，“小就是美的”，他站在这
里，是代表所有的“小人物”。发言最后，马云
举着阿里巴巴上市时穿的特制淘公仔T恤
透露了他的“成功秘诀”：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原《中国贸易报》副总编孙燕君曾受邀
到马云家里做客，看到的是大片草坪、法国
式的别墅，还有一辆宝马760Li。这辆宝马是
国庆60周年庆典版，全国只有60辆。

马云像一个孩子王，带着阿里巴巴一大
队人，有高管、中层、员工、司机，一块儿玩军
棋、看超女。“他就是一个群居动物，喜欢热
闹。”

在阿里巴巴的年会上，马云把自己表现
得淋漓尽致。2009年9月，在阿里巴巴成立十
周年庆典上，马云一身经典朋克造型亮相，
并开口唱了两首英文歌。此前一年的年会
上，马云身穿白色纱裙，头戴金黄色假发，扮
演公主的造型让很多人念念不忘。

但在外人看来，马云常常无法理解。在
将淘宝商城改名为“天猫”的时候，很多人觉
得，这个名字完全是个笑话。如今来看，这些
人或许会恍然大悟。

孙燕君记得，马云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幅
画，据说是花了几十万拍得，上面画着一个小
女孩，有着“红卫兵”的装束，画家属于写实
派。“那是他当时收藏的艺术品。”孙燕君回忆
说，“你说他没有变化，不可能，但是一些底色
的东西，比如乐观积极爽朗的个性没变。”

马云的一位朋友说，“他的激情是从跟
别人的聚合沟通过程中来的，许多思维是需
要跟别人碰撞的。”

但在公众场合，马云很多时候表现出
来一种落寞感，他有时候会找一个角落发
呆愣神。

优米网创始人、曾创办《赢在中国》等栏
目的原央视著名制片人王利芬是在2005年
达沃斯年会世界经济论坛上认识的马云，后
来邀请马云做了《赢在中国》的评委。她将马
云这种状态称为“零度”，“他清醒地知道学
习谁、怎么学。”王利芬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创业时期的马云曾在北京呆过几年，和
其他创业者一起住在地下室里，一位同事甚
至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头与草根齐”。

一天，当时还没加盟团队的金建杭（现
任阿里巴巴总裁）请马云他们吃饭，十几个
人在潘家园桥附近找了个每位58元的自助
烤肉馆。

“李琪和孙彤宇嫌跟我们一起吃不过瘾，
另叫了一桌。他们也不干别的，就把肉一盘一
盘拿过来烤，等堆满了一桌子，他俩一下子吃
光了，可把老板吓坏了。”金建杭回忆。

吃到高兴，马云掏出一串钥匙摇了摇，
“等将来我们创业成功了，每人一辆宝马车、
一套法国别墅。”

“那是地下室的钥匙。”有人喊道。一阵
哄堂大笑。

老师的一面

在阿里巴巴，马云有着老师的一面。

“他是1964年的，我1974年（出生），从眼
光到胸怀，我跟他没法比。他是企业的领袖，
但他又像一位老师。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一样的，都在为阿里巴巴做事，从这方面讲，
我们又像战友一样，并肩作战。”王帅说，“我
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从来不怕他，好的是他
也从来不用我怕他。”

谈及早年的教师经历，马云曾说，作为
教育者，他相信知识会改变人的生活。阿里
巴巴的创业团队有18个人，有三个人是老师
出身，四个人是马云的学生。

“老师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引导向上，更
积极地看待社会和人生，这种积极因素在老
师的身上体现得更浓烈一些。而学生，理想
主义的色彩偏重。在我们的创业团队里，不
会说今天没有钱挣了或者有小摩擦，就过不
下去了，不是这样，整个团队的学习曲线仍
像最初创业那样。”金建杭说。

说起马云，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
誉主席柳传志这样评价：社会舆论应给予阿
里巴巴宽容，马云常将利益让给别人，他是
重名誉轻金钱的人。

马云1999年在杭州城西湖畔花园创立
阿里巴巴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年。如今，16

幢202室的房门看上去很普通，中间一竖三
横四根主框架组成一个“丰”字，门板没有刷
漆，木板纹路还清晰可见，只是有些陈旧。有
阿里员工说，这里现在是作为阿里的新项目
培育基地，不方便外人参观。

1998年起就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位居民
说，“马云是赶上好时机了，现在你要做，做
一辈子也做不到他现在的成就。”

“创业者多去看别人失败的原因，成功
的原因千千万万，失败的原因就那么几个。”
至今，马云这段视频仍挂在优米网上，马云
的励志讲话变成很多创业者的自我鼓励。

“当时和马云谈起想做《赢在中国》时，
我说如果有什么价值观的话，就是让大家重
新认知今天的企业家，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历
史舞台上，有更多人可以通过创业来实现自
己的人生。”王利芬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马
云说，他非常认同这两个价值观，基于这样
的价值观，他很愿意做这档节目。”

马云曾说过，做企业最快乐的一部分，
至少对自己来说，就是能对未来做出贡献，
这不仅仅是赚钱，更是要健康地赚。我认为
最重要的事情，是唤醒人们。

不得不承认，阿里巴巴是个很伟大的公

司，改变了很多不可能的东西。如马云所说，
确实唤醒了很多人，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美国
上市的敲钟人之一——— 山西农民、淘宝店主
王小帮。

“我是一个农民工，通过淘宝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这个平台给了我机会，我很感激
和感谢。”王小帮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做淘宝
多年，心得就是，客户是第一位的，要认认真
真做好服务。

“马云也是一样，比如这次他邀请的去
美国（敲钟）的几个人，站在阿里的角度看，
我们都是他们的客户。”

王小帮真正见到马云，是在2009年青年
创业中国强比赛上。那次，他问马云，自己什
么时候才能像别的淘宝店主一个月卖几万、
十几万？

“马云说，五万也好，十五万也好，那都
是结果。不管赚钱不赚钱，都要做好每一笔
生意，认真对待每个客户的评论，不管对你
是表扬还是批评，总有一天你的成交量会像
他们。”王小帮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几年
我一直按照他的说法做。”

顿悟

首届“创变者”颁奖典礼对马云的获奖
介绍是这样写的：在十岁那年，马云每天早
晨骑40分钟自行车来到杭州的宾馆，只是为
了和外国游客练习英语。那是他具备全球视
野的第一个标志。

北京、上海、香港、纽约……这些城市都
留下过马云创业的足迹，但只有杭州，才是
阿里巴巴和马云的大本营。上市后第一时
间，马云就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宣告自己
没有移民计划。

“杭州扶持着我，扶持着阿里巴巴度过
了最困难的时期，阿里巴巴永远是杭州的阿
里巴巴。”马云说，“杭州的休闲对我的影响
非常大。小时候我经常去茶室听故事，听说
书先生讲三国讲岳飞，这拓展我的想象力，
或许也培养了我的表达能力。在西湖边上学
英文，让我从上千个老外那里了解了许多外
国的故事，开阔了眼界。”

导演张纪中认识马云，就喜欢听马云吹
牛。导演冯小刚说，马云料事如神，七八年
前，马云在杭州一间别墅里做了一个预言，
在冯小刚的印象中，马云当时是这么说的，

“小刚，三到四年的时间，我将协助王中军把
华谊兄弟打造成一个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国产电影单片可达到1
亿美元票房。”

马云爱穿中式衣服，爱打太极拳，跟着
学习太极的师傅是正宗的门派传人，直接就
从高处着手。

他的好友、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说，
马云学习太极一开始就讲究神息相通，反正
太极拳最好的词全都用上去了。他往往不是
用身体在练，是用思想在练。佛教里面有两
个很有名的词，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
悟”。有的人可以顿悟，比如马云，找到一个
商业模式，十几年就可以做到1000多亿的市
值，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学的。

王利芬回答齐鲁晚报记者提出的对马
云的印象时说，马云的创业，启发了自己的
创业，“马云是我非常尊敬的或者说非常钦
佩的创业者，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非常义
气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马云的另一位朋友说，“60后”的奋斗
史是“集体杀毒”的过程，所以要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锻炼历练反思。在他看来，每个
人走过40岁后，都是被命运磨砺出来的，这
是宿命，不是悲观。

“大部分40多岁的人都非常积极地过好
每一天，但是我们开始相信命运。每个人的
成功都是无数机缘巧合，马云懂这个。人到
中年后，这个群体的差别不在于成功不成
功，不在于拥有的财富多少，差异在于是不
是心存感恩和敬畏。”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刘志浩 实习
生 邵鲁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导导师师马马云云
不同人眼里的马云，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群居动物，喜欢热闹，

激情从和别人的聚合沟通中得来，思维和别人碰撞。但在公众场合，马
云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落寞感，有时会找一个角落发呆愣神。

在更多人的描述中，马云更像是一位导师。今年他50岁了，成为中
国大陆首富，但他不会像其他成功者那么低调而隐晦，他仍会像几十年
前那样，努力告诉对方最擅长的，积极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并把做企业
当做快乐的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唤醒人们。

（上接B01版）

阿里百川还将依托淘宝平台，授权
APP导入淘宝O2O链条，实现淘宝账号登
录，接入交易体系，打通推广、支付、后台管
理的全链条。

张勇说，基于阿里以数十亿计的海量
选品和海量商品数据支持，开发者可以在
APP内迅速完成个性化商品推荐、交易及
展现的全过程，实现APP的电商化升级。比
如母婴导购APP“妈妈值得买”，通过百川
消费者画像的智能推送服务，用户的留存
率提升50%。

天猫、菜鸟物流、虾米音乐、神马搜
索……10月16日，经过长达19个月的筹建，阿
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在北京宣布成立，并同
时更名为蚂蚁金服，其全称为“浙江蚂蚁小微
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创始人之
一彭蕾出任董事长兼CEO，业务包括支付宝、
众安在线保险、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网

商银行（筹）等。
小微金服的前身即浙江阿里巴巴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如今更名为蚂蚁金服，阿里
旗下金融业务去阿里巴巴印记的意图已经
十分明显。除了名字之外，据上个月网商银
行获批时阿里公布的信息，蚂蚁金服的公司
法人代表已由马云变更为彭蕾。

有消息称，蚂蚁金服或将于数年之内上
市，而且很可能会选择在国内上市，一旦蚂
蚁金服上市，将至少给予阿里巴巴93亿美元
的回报。

寻找新的激情

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马云除了扶正未来
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 给成
为百万富翁的员工寻找新的激情。

“特别不希望阿里巴巴老员工像当年
的万元户，特别不希望我们这些人熬了五
年八年，一会儿就没了。这些钱现在来看

不少，未来看不算什么，我们公司还在布
局之中。”马云对他的团队提出了新的希
望，全球化背景下，今天你在以色列，第二
天可能就调去意大利。我们要有这种胸
怀，在互联网人眼里，任何一个国家跟一
个村庄没什么区别，我们必须用这种胸怀
去看这个问题，当我们思考全世界有这么
多中小企业需要服务的时候，你才知道你
有多渺小。

“这一个月来，与其讲兴奋，其实感受
更深的是责任、敬畏和感恩。包括马总在
内，整个管理层，我们对未来持有危机
感——— 不是担心未来没有机会，而是担心
能不能实现大家的期待，兑现对大家的承
诺。”17日，阿里巴巴CEO陆兆禧接受齐鲁
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陆兆禧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上市带来
的，是必须围绕全球的中小企业，推动这个
生态系统在全球发展。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
小企业的路线，继续坚定不移地帮助消费

者。全球化不等于简单地在国外建一个工
厂，全球化的核心思想是以全球化的价值体
系，为别的国家和中小企业创造价值，去改
变和帮助别人。

“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成为真正的社会企
业，让我着实觉得兴奋的一件事，就是能和
两万多名同事将这个梦想在更壮阔的图景
下共同持续推进。”

在马云心里，让阿里巴巴改变社会是
一个概念，“我在浙江丽水看到同样的电
饭煲，现在供销社卖的又贵又老式，淘宝
卖的又便宜又好。现在很多农村，劳动力
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孩
子，我们想让这些孩子和你们的孩子一
样，也可以用上电子产品，用上我们的云
OS来接受教育。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
有意义，因为我们将改变的是千千万万
人。”

在马云这个概念的背后，是真实的社会
问题，阿里巴巴还在走这条改变之路。

17日，马云作为唯一的中国企业家在首届“创变者”颁奖典礼上发言。 阿里巴巴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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