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云：要爱政府但不要嫁给他们(全文) 

马云今天在达沃斯发表演讲，火到什么程度？据现场的新浪财经记者孙思远说，会场报名统计从昨天就显示"Full"，现场已经爆满。门票一秒内被

抢光，副总裁级别只有“站票”。名单上戴尔、诺贝尔奖得主艾德蒙-菲尔普斯、沃尔玛国际业务总裁等赫然在列。菲尔普斯是马云的超级大粉丝，他说

马云让他想起那些美国英雄，白手起家，创造奇迹。 

  而为了与马云对话，达沃斯论坛组委会特别请来了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查理-罗斯，全程英文对话，小编也是醉了，附有对话全文。 

  马云与 Charlie Rose 对话全文 

  主持人：马云，你为何要回到达沃斯？ 

  马云：七年时间不算短，上次我在达沃斯还是 2008 年。其实我首次参加达沃斯是在 2001，作为全球青年领袖。当时我从未听说过达沃斯。我来的

时候，到了瑞士之后，却发现许多年轻人在示威抗议，看上去很可怕的景象，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示威，他们回答说“反全球化”。当时我就纳闷，

“为什么呢，全球化是多好的事啊，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全球化？”随后我们又花了两个小时来到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一路经过各种检

查，我当时想“天哪，这到底是来参加论坛，还是来探监啊？” 

  但当我参加完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之后，我觉得特别激动。我听到了许多全新的观点，在大概三四年时间里，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全球化、

什么是企业公民、什么是社会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全新的观点，听到无数的领军人物，他们讲了什么是责任，这使我受益匪浅。2008 年和 2009 年，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认真工作，因为光靠谈话，我们永远无法赢得世界。因此我回去潜心工作七年，现在我回来了，我觉得可以有所

回报。我可以跟现在的全球青年领袖谈谈，谈谈我们过去的经历。 

  主持人：马云，现在阿里巴巴多大？ 



  马云：现在我们网站每天都有上亿买家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在中国所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有 1400 万。公司人数从最初的 18 个人发展到

了现在的 3 万人，从在我公寓里办公的 18 个人到现在四个办公区里的 3 万多人。与十五年前比，我们现在变大了，但我希望十五年后看现在，现在依

然是大的。我曾说过，十五年前，我们从一无所有发展成现在的规模，但我希望，在十五年后，人们看不到阿里巴巴和淘宝，因为所有都会化为无形而

无处不在。十五年前，我还要去讲电子商务，去讲中小企业如何利用电子商务或互联网把生意做到全国，但我希望，十五年后，人们会彻底忘记电子商

务，这就像如今的电力一样，现在不会有人把电力看成是高科技。我不希望十五年后，我们走在马路上，依然在讨论要如何利用电子商务去帮助企业。 

  主持人：2014 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 IPO 规模高达 250 亿美元，你对此怎么看？ 

  马云：我们的 IPO 盘子其实挺小的，区区 250 亿美元。我还记得，2001 年的时候我们希望从美国投资者手里融资 500 万美元，当时我们被拒绝

了，所以我说，以后我们再来，到时候会融资额会高一些。我们更看重的是，在融资 250 亿美元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用好这笔钱。这不仅仅是金

钱，这是全球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把钱给我们，希望我们的业务能帮助更多人，希望我们的业务能带给他们回报。因此，这对我来说，其实是增

加了我的压力。现在我们的市值已经超过了 IBM，超过了沃尔玛，现在我们的市值在全球可以排入前 15 之列。我问我自己和我的团队：“这真实吗？

我们可能还没好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几年前还有人在质疑阿里巴巴的模式，觉得阿里巴巴的模式很糟糕，也不能挣钱，当时觉得亚马逊更好、eBay

更好、Google 更好，但阿里巴巴的模式在美国找不到，但当时我就说“我们其实要比大家想的好得多”。但今天，我到了这样的规模，我要说“我们

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毕竟我们只是一家创立十五年的企业，平均员工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我们是一群年轻人，尝试着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

事业。 

  主持人：你出生在杭州，现在企业的总部也是在杭州？ 

  马云：对，人不能忘本。(你成长于六十年代？) 

  我出生在 1964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祖父是个小地主，因此解放后被认为成分不好。因此我在小时候就知道生活的艰难。 

  主持人：你申请了三次高校，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 



  马云：不是的，中国有高考制度，如果要想上大学就要高考，我考了三次。当然我有过许多失败，有些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小学时候就有两次期

末考试不及格，考中学时也失败了三次。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在我的家乡杭州，当时只有一所中学，是一年期的，因为当时我所就读的小学实在太差，

没有中学愿意接收这里出来的学生，所以小学只好自己办了一年的中学。 

  主持人：被拒绝的感觉如何？ 

  马云：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接受。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拒绝我们。你知道，我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学，在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到处求职，我求职三十次，全部遭到拒绝。我去应聘警察，人家说“啊，你不行”，我甚至去肯德基应聘服务员，当时肯德基来到中国，来我所在的

城市开店，总共有 24 个人去应聘，结果 23 个人都被录取了，我是唯一那个没有被录取的人。去应聘警察的时候总共有五个人，结果四个人都录取，又

光是我没有被录取。对我来说，当然有些沮丧，这样被人拒绝。哦，我还要提醒你，我还被哈佛大学拒绝了十次。(你跟他们说了十次想去，但他们还是

拒绝？)对，所以现在我有时会想，某一天我会去那里教书。 

  主持人：这倒可以考虑……尼克松去过杭州，随后杭州就到处都是游客，然后你有了机会学习英语？ 

  马云：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从十二三岁的时候忽然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没有学习英语的地方，连英语学习的

书籍都很缺乏。所以当时我就跑到了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每天早上我就带着外国游客去逛，这样做了九年的义务导游。他们就教我说英语。这改变了

我的人生。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我从来没有在海外求学一天。有些人就很惊讶，说，“啊，马云，你的英语怎么这么好，你说起英语来像西方

人”，这时我就告诉他们，这是九年时间的训练结果。这些西方的游客开阔了我的眼界。这些人跟我说的话是如此新颖，是如此不同于我从学校里，我

父母那里听到的事情，因此我现在养成了习惯，不管我看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我都会用两分钟去想一想。 

  主持人：这就是为何马云变成了 Jack Ma？ 

  马云：其实 Jack 这个名字是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女士给我取的，当时她到杭州旅游，我们认识了并成为了笔友，但马云这名字对她来说很难发

音，她就问我有没有英文名字，我说没有并让她给我取一个。她说她父亲叫 Jack，老公也叫 Jack，因此让我也叫 Jack，我说好啊。 



  主持人：1995 年第一次去美国？ 

  马云：对的，1995 年，当时我是跟着国内工程队来美国修高速公路。 

  主持人：然后第一次接触到了因特网？ 

  马云：我在西雅图首次接触到了互联网，在一个叫做美国银行的建筑里，我不知道现在美国银行这幢建筑还在不在，我的朋友那里开了小小的办公

室，面积大概比这里十分之一大一点，里面有些电脑，然后他跟我说：“马云，这就是因特网”，我说“什么是因特网”？他说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任何

想要的东西。当时的系统是 Mosaic，网速非常慢，我就想，我不要用这个。我也不想在上面打字，因为当时计算机在中国非常昂贵，我想我万一弄坏

了，我可赔不起。我朋友坚持说，你试试看。于是我就坐下来，输入了 Beer，我不知道为何会选择这个单词，可能是因为拼写容易吧，当时就出来了，

有美国啤酒、德国啤酒和日本啤酒，但是却没有任何中国啤酒。于是我搜索第二个词“China”，结果什么数据都没有 

  主持人：完全没有？ 

  马云：没有，根本就没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于是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点中国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很难看的中国网页，

大概就是我的翻译公司的大致信息，但结果令人震惊。我们的网页 9 点 40 份上线，结果 12 点半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马云，你有五封

Email？”然后我问“什么是 Email？”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非常激动。他们说“啊，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中国网站，你在哪里，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吗？”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

思。值得做。 

  主持人：为何取名阿里巴巴？ 

  马云：当我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想，因特网是全球化的，因此我们的名字也要国际化，当时最火的名字是雅虎，我想了好几天，最后我觉得阿里巴

巴是不错的选择。那天我在洛杉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服务员，“你听说过阿里巴巴吗？”她说“当然，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于是我跑到街上，问

了大概一二十人，所有人都听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我觉得这名字不错，阿里巴巴是 A 开头的，因此阿里巴巴总是排在前面。 



  主持人：你以前说过，要创建阿里巴巴，就要创建信任？如何创建信任？ 

  马云：因为我们做的是互联网生意，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么如果没有相互的信任，又怎么能在网上做生意？对电子商务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信任，我首次来美国融资的时候，我跟风险投资者说，许多人就说“马云，你这个不行，在中国做生意靠的是关系，网上怎么做生意？”我也知道，

没有资信信用和信用体系，生意不可能做成。因此在过去的十四年，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了建设信用体系，信用记录系统。你知道，查理，我今

天是如此自豪，因为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人们之间并不相互信任，政府啊个人啦媒体啦都不相互信任，觉得对方是不是在诈骗，但在我们的平台上每

天有 6000 万笔交易达成。人们之间相互不认识，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可以给你发货，虽然你不认识我，但你给我汇钱。我不认识你，我却可以把这

个包裹寄给你，我不认识他，但他却可以将货品运往大洋彼岸世界各地，这就是信任。每天至少有 6000 万次的信任发生在我们平台。 

  主持人：但你是创建了担保账户，只有收到货才放钱？ 

  马云：这是我们的支付宝。说起来这个还要感谢达沃斯，这是个很重大的决策。因为最开始三年，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信息交换的在线市场，看看你

有什么我有什么，双方谈了很久但却迟迟不能交易，因为无法支付。我也跟银行谈过，但银行都不愿意做，觉得这肯定做不起来。因此，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办，因为如果我自己做支付体系，这是违反中国金融法律规定的，因为我没有执照，但我如果不做，那么电子商业就没有前途。当时我来到了达沃

斯，听了许多人对领导力的阐释，领导力也意味着责任，在我听了那场讨论之后，我立刻给我那些在我杭州公寓里办公的同事打电话，“现在就开始

做，如果将来要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开心，要有人去坐牢，我马云愿一力承担。”因为构建信用支付体系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如此重要，但同时

我也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不好好做，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想要贪钱、洗钱或破坏信用规则，我会把你们送进监狱。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有人说这是支付

宝是我有史以来“最愚蠢的想法”， 

  当时我说，我并不在乎笨不笨，只要有人用就好，现在支付宝有 8 亿用户。 

  主持人：支付宝是私营的，不是阿里巴巴上市公司的，所以你从来没有从政府那里拿过钱？ 

  马云：从来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想要，但后来我决定不要。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想从政府口袋里挣钱，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垃圾企业。企业应该想着从

客户那里，在市场中挣钱，要想着帮助客户取得成功，这就是我的理念。 



  主持人：也没有从中国的银行那里拿钱 

  马云：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想要，现在他们追着要给我，但我不想要了。 

  主持人：你和政府的关系。有人说政府限制了你的竞争，所以才能如此成功。 

  马云：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最初的五年……再早之前，我曾给国家的外贸部做项目，当时是 1997 年，我做了 14 个月，当时我就觉得不

能靠政府去做电子商务。后来我自己做了公司，我就跟同事讲，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要尊重政府。许多人都说，啊，政府有审查之类，

但我觉得这是企业的机会，也是企业的责任，去跟政府沟通，让政府看到互联网如何发挥作用。 

  主持人：所以你跟政府说，你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 

  马云：对的，许多人都选择对抗政府。在开始的十二年里，只要任何人来我的办公室，我都会坐下来跟他们谈，互联网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创

造就业岗位，为什么互联网能帮助中国进步。我觉得，互联网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因此如果能说服政府里的某些人，那你就有了机会。现在

我变得非常健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跟太多的人聊过天的缘故。 

  主持人：如果政府找打你，让你给政府做事？ 

  马云：通常来说，如果政府找到我，让我做事，我会说，不。但我会推荐他们去找可能会感兴趣的朋友。但如果他们坚持要我做，那我可能会接下

来，但我不会收钱，这样下次他们可能不会再来找我。但最近我们为某些政府部门做了些事。比如每年春节的时候，火车票总是很难购买，成千上万的

农民工要回家过年，但当他们想在网上购票时，购票系统总是崩溃，五年来都是如此。因此我就跟我的年轻人都说，去帮帮他们吧，但千万不要收钱，

因为我不想看到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因为买不到票而无法回家。这不是盈利的项目，其实这也不是为政府。这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民工，让他们不用在寒

冷的冬夜去火车站排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购买车票。 

  主持人：雅虎和杨致远？杨致远给你投了 10 亿美元？ 



  马云：我对所有投资者都心怀感激，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在雅虎时代，许多人都说，马云疯了，竟然在做这样模式的东西。许多风险投资者愿

意投钱，都是因为投钱项目的模式在美国已经存在了，但阿里巴巴是没有先例的。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我疯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被《时代》杂志报道，我

就被称为“疯狂马云”。我觉得疯狂也不是坏事，我们很疯狂，但我们并不愚蠢。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同意我的看法，每个人都

觉得我们的主意是好的，我们其实是没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感谢所有给我们投资的人，我也很高兴很自豪能给他们带来好的回报。 

  主持人：美国隐私问题，谷歌和苹果都有类似遭遇？如果政府说，你现在手里很有多数据，要你提供如何？ 

  马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还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对于任何政府来说，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或者反恐，那么我们就必须配合，如果涉及到

犯罪调查，我们也会配合，但除此之外就不会了，我们是一个企业，数据是极其宝贵的。如果我们把数据给别人，这会造成灾难。但说到隐私权，我觉

得，在几百年前，人们可能愿意把钱放在枕头底下，而不愿意把钱交给银行，但现在我们知道，银行管钱的方式要比个人保管钱的方式安全得多。隐私

权也好，安全性也好，我们现在也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一代会想出方法，在未来的一二十年，肯定会看到重大突破，我对此充满信

心。 

  主持人：IPO 让你觉得万事皆有可能，但也有人说 IPO 只是开始？ 

  马云：最开始，当我还是年轻时，我总是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现在我觉得并非一切皆有可能。现在要考虑其他许多方面，要考虑到客户，要考虑

到社会，股东和员工等。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工作，那么各种可能性当然还是有。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充满热情。在最开始的五年，我考虑的最多的

是如何生存。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命运得以改变，我很激动。因为最初三年，我们的收入是零，但我们还是心怀激情努力工作。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有

次我去饭店吃饭，当我想付账的时候，服务人员会过来说，“先生，你的账单已经有人替你付了”，而且还留了纸条：“马先生，我是阿里巴巴的用

户，我通过您的阿里巴巴平台赚了许多钱，我知道您现在尚未盈利，所以这顿我先替您付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忽然有人给我

送了雪茄，我并不抽雪茄，那个人也递了纸条：“谢谢您，我是您的客户。”还有一次，我去北京的香格里拉酒店，当我下车的时候，我给开车门的门

童说，“谢谢你，马云，我女朋友现在开网店，赚得比我多得多。”这些事情说明，如果你不去做，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如果你努力去做，至少是

有希望的。 



  主持人：收入是来自广告？ 

  马云：来自广告和交易的收费很少 

  主持人：很少 

  马云：是的，广告费很低，交易费也很低。我们要做大规模，现在我们有大概 1000 万卖家在卖东西，成交量仅次于沃尔玛。因此即便是收费很

低，我们的收入规模也很可观。说起沃尔玛，五年前有个沃尔玛的高管来到杭州，他跟我说“马云，你们做得不错……”我说“对啊，说不定十年之后

我们就会比沃尔玛还大。”他说，“哈，想得美。”但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超过沃尔玛，在销售额上。因为对你来说，如果想要增加一万新客户，

那么你要建设新仓库，要这个那个，但对我来说，只要服务就可以。 

  主持人：现在跟沃尔玛市值相比如何？ 

  马云：我不知道，一会儿查查看。 

  主持人：对未来有何打算？ 

  马云：我们的名字是阿里巴巴，我们是一家互联网企业，恰好来自中国。我们的创业精神与全球各地的著名企业家毫无差别。我还记得创建阿里巴

巴的那天，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如今上百万的中小企业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产品，有超过 3 亿消费者在我们的平台上购物，享受低廉的价

格和迅捷的服务。因此我就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到全球的中小企业？如果我们能帮助挪威的企业把产品卖到阿根廷，而阿根廷的消费者可以在网上

购买来自瑞士的产品。我的设想就是类似电子 WTO(eWTO)，可能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在上个世纪，WTO 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让许多大企业把生

意做到了全世界，如今，互联网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将产品卖到五湖四海。 

  我觉得我们可以为 20 亿消费者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为中国之外的 1000 万家企业提供服务。你知道，我们帮助美国华盛顿州的农民，去年卖了

300 吨的樱桃到了中国。有一次美国大使跟我说，“马云，你能不能帮我们卖点樱桃？”樱桃，水果！我就说，行啊，为啥不行。当我们开始推销美国



樱桃的时候，樱桃还都在树上。所以我们开始推广网上预订，80,000 名中国消费者预订了美国樱桃，等到樱桃成熟，48 小时内美国樱桃就运到了中

国。 

  中国的消费者是如此开心，当然我们也接到了投诉，说为什么只有那么点，为什么不能多卖点。2 个月前，我们又卖了 200 吨坚果，我们还卖过阿

拉斯加的海鲜，因此如果我们能卖樱桃和海鲜，我们为何不能帮助美国和欧洲的中小企业卖东西给中国消费者呢？中国消费者也有需求。中国和亚洲新

兴市场有 20 亿的消费者，我们要考虑如何帮助他们买到全球各地的东西。 

  主持人：俄罗斯市场呢 

  马云：我们在俄罗斯市场做的不错。如果没记错，我们现在大概是俄罗斯排名第二或第三大的电商。去年我们在俄罗斯开展了一场活动，因为许多

俄罗斯年轻人都希望从中国买东西。你知道，如果一个俄罗斯女孩在网上订购中国的产品，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到货？两年之前是四个月。即便如此，她

还是愿意买。但在开展活动之后，现在我们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把东西运进俄罗斯。 

  主持人：你还在好莱坞出现，你在哪儿干嘛呢？ 

  马云：我喜欢好莱坞创新和数字理念。我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喜欢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为何喜欢他？)因为他纯粹，从不放弃。

人们认为他很笨，但他心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概 2002 年和 2003 年……不不不，应该比这个还早。当时我因为找不到互联网领域的合适出路而苦

恼，于是我跟我的朋友去看电影，那本电影就是《阿甘正传》。我一看就觉得我们应该向影片主人公学习。 

  永远相信自己，不管别人如何看待，都始终保持简单纯粹。 我也非常喜欢里面的台词“人生就如同一盒巧克力……”，我自己也不曾料到今天会坐

在这里和你查理对话，我从未想过，但我今天做到了。十五年前，在我的公寓里，我对我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努力工作，如果我们能取得成功，

那么中国 80%的年轻人就可以取得成功。我们的父辈都穷困潦倒，我们的叔伯无权无势，银行没有给我们借过一块钱，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毛钱，只能

靠我们自己努力拼搏。” 

  主持人：你最担心什么？ 



  马云：我最担心如今的许多年轻人会失去希望，失去了梦想，开始怨天尤人。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阶段，被人屡次拒绝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当时也很

沮丧。但后来我们发现，世界充满机会，我们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看待这个世界。我从好莱坞的影片中获得了许多鼓舞。 

  主持人：但你在好莱坞是为了生意，你是想要做电影生意，对不对？ 

  马云：我想做电影的生意。我们是电子商务公司，我们有许多产品都需要物流系统来支撑。但电影和电视等产品却不需要物流。而且电影可能是让

中国年轻人理解世界的最好产品。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英雄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往往看上去像坏蛋，但等到灾难来临，他们挺身而

出的时候，他们才成为英雄。最后所有的英雄都活了下来。但在中国影片中，英雄大部分都死掉了，只有死了才能当英雄，所以没人愿意当英雄。 

  主持人：所以你想要改变中国人对英雄的定义？ 

  马云：我想让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就生活着许许多多的英雄。 

  主持人：你现在开始写武侠小说了吗，还是仅仅是看而已？ 

  马云：我看武侠小说，现在也开始自己写点东西。我觉得这很好玩。在武侠世界里，你可以想象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你运气好，勤学苦练，

再碰到好的师父，你就成为了武侠中的大侠。因此当我很繁忙感到疲倦或焦虑时，我就阅读武侠小说。 

  主持人：你现在还练太极吗？对你有什么意义？ 

  马云：我喜欢打太极，太极代表着阴阳相生的哲学。这是一种关于平衡的哲学。比方说市场竞争，有人说，你现在跟 eBay 竞争，你会不会讨厌

eBay，我说绝对不是，eBay 是一家优秀的企业。这是一推一档的关系，太极就是如此，你来这里，我去那里，你攻上路，我攻下路。这就是平衡。虽

然我个子小，但我可以腾跃，你就无法腾跃。太极代表的就是这样的哲学。我在业务中也运用这样的哲学，首先要静下心来，一切都会有结局。要保持

自身的平衡。同时，业务竞争也有乐趣在其中，这并不是战场，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有人倒下，也不见得一定有人赢。太极就是寻求这样的平衡之

道。 



  主持人：阿里巴巴改变女性的生活？ 

  马云：首先，多年以前，我想要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想要改变世界，必须要改变自己。自身改变更加重要，也比改变世界更加简单。其次，

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改变世界或许是奥巴马的任务，我的任务是让我的团队感到愉快，如果我的团队愉快，那么他们就会去让我们的客户感到愉

快，我们的客户都是中小企业，客户开心，我们当然也开心。 

  说到女性，阿里巴巴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女性员工。 

  主持人：多大比例？ 

  马云：大概在上市之前的两三个月，有个美国记者来到阿里巴巴，他问我，“马云，阿里巴巴有多少女性？”我说，“怎么啦，为什么问这个？”

后来我查了之后才知道，在我们的员工中，女性占了 47%，其实真正的比例应该是 51%，因为之前我们收购了一些企业，而这些企业中的男性员工较

多，所以拉低了女性员工比例。 

  主持人：在高管层中有女性吗？ 

  马云：33%的管理层都是女性。在最高层的管理的人员中大概有 24%的女性。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等高管职位都有女性担任。跟她们共事非常舒

服。在这个世界，如果要想取得成功，那就必须让其他人变得更加有力，要鼓舞其他人的成长，如果让其他人比你更成功，那你自己也可以取得成功。

我觉得女性对其他人的关注往往会超过对其自己的关注，她们总是更关心子女、丈夫和父母。这方面女性要超过男性，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更加友

好。 

  主持人：是否担心中国经济放缓？ 

  马云：对此我毫不担心。我觉得中国经济放缓要远远好过让经济继续以 9%的速度增长。如今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要继续保持 9%的

增速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中国保持 9%的增速，那一定会出问题。你永远都看不到蓝天。你也永远提高不了质量。中国应该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如



果中国有许多文化内容，类似于好莱坞电影或体育这样的内容在 GDP 中，那么情况会更好。这就像人的成长，人的身体不能一直长长长，到了一定阶

段，就要开始增加文化、价值和智慧，中国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主持人：你在印度见了莫迪？ 

  马云：还没见，但我会去印度。 

  主持人：现在你是世界上最富的人，阿里巴巴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除了阿里巴巴，你还想要什么？ 

  马云：过去三个月，我真的很不开心，总是听到有人说现在马云是中国首富。 

  主持人：也有人说是世界商界明星 

  马云：但，我好像不是。十五年前，在我的公寓里，我的妻子也是最初创业的十八人之一，我问她：“你希望看到自己的丈夫变成富人，当然是杭

州的富人而不是中国的富人，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呢？”她回答：“当然是受尊敬的人。”因为那时候我俩都觉得我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富人。当时我

们想到的都是如何让企业生存下来。我认为，如果你有 100 万美元，这是你的钱，如果你有 2000 万美元，你会有许多问题，要考虑通胀要考虑买什么

股票之类；但如果你有 10 亿美元，这已经不是你的钱，这是社会投给你的信任，社会觉得你能比其他人更好地支配这些钱，因此我觉得，我现在手里

有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利用现有的影响力和金钱，我们应该对年轻人投入更多精力。现在我觉得，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学校教书，跟年轻人在一

起。告诉他们一些事情，跟他们分享一些经历。所以这些钱不是我的，我只是恰好在管理这些资源，我希望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主持人：告诉年轻人你的故事 

  马云：对，要告诉他们我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会有很多人有被拒绝三十次的经历。 



  关键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放弃，要学习阿甘，我们始终拼搏，始终寻求自我改变，我们不会怨天尤人。那么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如果有人

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最后出了差错，如果他总是抱怨别人，那么他永远不会有机会；相反，如果他懂得自我审视，能找到自己身上这样和那样的错误，这

样的人才会希望。（听译：路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