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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月 10日教师节， 对于
马云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一
天。 当天，在阿里巴巴 20 周
年年会上， 马云正式宣布将
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职位。

其实， 马云的离任并非
心血来潮。 马云说：‘为了这
一天，我认真准备了 10年。 ’

早在 2009 年，马云便公
开透露自己将会离开董事长
职务。 虽然这一言论曾引起
很多人的不解， 但它在昨日
得到了印证。

谈及今后， 马云表示：
‘不当阿里巴巴董事长，不等
于我退休，我不会停下来，只
是换个江湖继续折腾。 ’

马云口中的江湖不是别
的， 正是他一直关注的教育
以及公益领域。

马云：走下“生意场”，投入“公益圈”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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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1964 年 9 月 10 日， 马云出
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似乎从那个
时间开始，马云便与“教师”这个
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云曾经经历过两次高考落
榜，直到第三次，他才被杭州师范
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1988 年，马云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并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
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任
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

也正是在这一年，“教师”这
一职业真正进入了马云的世界。

1995 年 3 月，马云从杭州电
子工业学院辞职创业。 1999 年 9

月 9 日， 在杭州的一间公寓里，
阿里巴巴正式成立。 此后的 20
年，马云一直将自己的精力倾注
在阿里巴巴的建设和发展上，但
教师这份职业却始终是他心中
绕不开的一段经历。

“教师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
马云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
这样表述过。

2018 年 5 月 13 日， 正值杭
师大学 110 周年校庆，马云返校
交流时曾说：“我最喜欢的、做得
最好的工作，还是当老师。 ”

2018年 9月 5日， 全球 XIN
公益大会，马云说道：“最后，我还是
会回到当老师这一行。 我做老师能
得心应手， 而且也是性格决定的，
我对很多东西充满好奇和想象。 ”

2018 年 9 月 10 日， 马云宣
告一年后即将卸任阿里巴巴董
事长时，他也曾明确表示：“想回
归教育，做我热爱的事情会让我
无比兴奋和幸福”。

在马云看来，创业成功是幸
运，而支持教育是他毕生的使命
之一。

“很多人做一点点才是公益”

翻开马云的微博， 你会发

现， 马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
签———乡村教师代言人。 马云身
上浓厚的教育情结让他坚持回
馈教育。

2014 年 12 月， 马云个人出
资成立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重
点关注乡村教育。

2015年 9月 16日，马云公益
基金会启动“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每年一届寻找 100 位优秀乡村教
师， 持续三年给予每人共 10万元
的现金资助与专业发展机会；

2016 年 7 月 4 日，马云公益
基金会正式发布“马云乡村校长
计划”， 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
出 20 位优秀的“乡村教育家”，
在 3 年内共给予每人 50 万元的
支持；

2017年 11月 11日， 马云公
益基金会在贵州发布了第一所
“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试点
学校， 志在解决当下农村中小学
面临的具体问题， 让乡村寄宿制
学校的儿童健康生活、阳光成长；

2017 年 12 月 11 日，“马云
乡村师范生计划” 正式启动，项
目计划 10 年内至少投入 3 亿
元，为乡村教育发现和注入新生
力量，为中国培养未来教育家。

除了教育， 环保领域也是
马云公益版图
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2015 年 4
月，马云联合沈
国军、朱保国等
企业家发起成
立“桃花源生态
保护基金会”，
致力于用公益
的心态、科学的
手段、商业的手

法来保护自然，一寸寸地建立保
护地，守护那些人类必须捍卫的
生存空间。

去年的全球XIN公益大会现
场，马云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公益观
点：一个人做很多不是公益，很多
人做一点点才是真正的公益。

2015年，阿里巴巴 16周年年
庆当天，马云向全体员工发出了一
项特殊的 KPI———每人每年完成 3
小时公益志愿服务。 2017年 9月 5
日，阿里巴巴向全社会发出“人人 3
小时，公益亿起来”倡议，并上线了

“人人 3小时”公益平台。
在很多人眼中，马云的公益

实践可能太过高调，但在马云看
来，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唤醒每个
人心中的善良，让每个人都参与
公益。

“很多事情我想‘折腾’”

去年，网上爆出了马云的一
张“新名片”。 其中，有这么几个
头衔引起关注：阿里巴巴一号公
益志愿者、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主
席、 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乡
村教师代言人、桃花源生态保护

基金会联席主席、大自然保护协
会全球董事。

此前，马云在接受彭博电视
台访问时透露，他会把更多的时
间和财富用于教育和公益事业。

“在教育领域，我可以做独
特的、不同的、马云式思维的事
情。 我会向比尔·盖茨、沃伦·巴
菲特这些世界上伟大的公益家
学习很多，但我想要用我自己的
方式来做点事情。 ”马云说道。

在马云的卸任演讲中，马云
明确表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
不美好、不对的事情、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我自己觉得，仍有很
多想去折腾的事情， 例如教育、
公益和环保等。 ”

“折腾”是马云对自己的评
价，也是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老师的身份一直是马云引以
为傲的一个称号。 在他的新名片
中，“老师” 紧紧附着在“马云”身
后。在 2019年教师节这一天，马云
卸任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职位，
朝着自己心中热爱的方向走去。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换个
‘江湖’折腾，咱们后会有期。 ”马
云表示。

———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 ，
而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
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
度的成功。

———未来 30 年世界会发生
很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是技
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远远
超过大家的想象，这次技术革命
是人类有史以来将会发生最深
刻的变化 。 无论是人工智能也
好， 无论是大数据还是我们快进
入的 5G 时代， 所有都希望解决
人类三个问题，可持续发展、普惠
和利他。 这个世界如果做不到可
持续发展， 这个世界如果不能普
惠，技术普惠、金融普惠、机遇普
惠，不能做到让别人更好，这个世
界会变得越来越乱。 如果技术不
能解决这些问题， 技术就毫无意
义，不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这个
世界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

———如果过去的 20 年是互
联网公司的 20 年 ， 那么未来的
30 年是用好互联网 技术 的 30

年，这个互联网时代是给每个人
的机会，只有你是否愿意改变自
己，所有的阵痛都只能通过改变
自己来完成。 不要试图去改变别
人，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昨天的
自己，未来的世界如果你希望成
功 ，你的企业想成功 ，你个人想
成功 ，那你记住 ，你不仅仅要为
自己着想， 你要为别人着想，为
世界着想，为未来着想。

———21 世纪，不管你是什么
样的组织，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
不是要做大， 你不应该做强，你
要做好，善良是最强大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次重要的
选择，每次阿里巴巴在关键的时
刻 ，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们
从来没有从商业的利益出发，我
们做的决定阿里从 20 年前到现
在 ，所有的决定 ，重要的决定都
跟钱无关，我们都思考所做的决
定 ，所投入的技术 ，所做的产品
是否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是否
是按照我们的使命 、愿景 、价值

观而出发的。
———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

不是为了打败对手，而是我们希
望给世界带来更好的变化。 我们
不想也不愿意变成一家强大的
公司 ， 我们只希望致敬在社会
上 、在世界中 ，在老百姓用户面
前、心里我们是一家好的公司。

———强大的公司不容易，但
要做好公司更难， 强的公司是商
业能力决定的，而好公司是担当、
是责任、是善良。 过去 20 年的努
力阿里巴巴拥有了最好的人才，
最好的技术，最热的资源，但这不
是我们可以炫耀的资产， 这是社
会对我们巨大的信任， 社会把最
好的人才， 社会把可以开拓技术
的精力，把很多的信任给了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感恩， 每个人
都在说感谢， 但我希望阿里人感
谢社会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行
动去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
希望未来 20 年我们的责任是用
好这些资源，这些人才、技术让世
界更加绿色，让世界更加普惠，让

世界更加可持续发展。 同时，让这
个世界变得更加柔软与温暖。

———我们希望技术是善意，我
们希望技术给人带来的是希望而不
是绝望， 我们希望阿里巴巴在未来
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化， 给世界带去
机会， 给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帮他们
卖货， 帮全世界的小老百姓获得金
融的支持，让全世界的货能“货通天
下”，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全球化，我
们更希望技术， 阿里巴巴今天是一
家技术公司， 技术的强大在于它给
社会带来的价值， 给人类带来的温
暖。 阿里云，阿里巴巴所有的技术部
门、技术人员有自己的能力、想象力，
给世界带来机会。 技术必须向善，我
们也必须明白，14亿的人口制造业
不会给中国带来很多就业，未来中国
巨大的挑战是就业，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发展更多的能够创造就业的服
务业， 是阿里人今天你们手上的资
源、人才和技术应该全力以赴。

———至于我自己 ，我把我自
己想得很明白，人生不是你取得

了什么，而是你经历了什么。 世
界那么美好，有那么多事我都想
去体验都想去尝试一下，而且世
界上还有那么多不美好、不对的
事情，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自
己觉得我是要去折腾折腾。

———2013 年我离开了 CEO
的岗位 ， 我本以为我不会那么
忙，我以为当董事长会轻松很多，
没想到过去的 6 年我比以前更
忙，不当阿里巴巴董事长，不等于
我退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阿里
巴巴只是我很多梦想中的一个而
已，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年轻，我自
己觉得我有很多地方我都想去玩
玩，都想去折腾。 很多事情教育、
公益、环保这些我一直在做，但我
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花更多的
时间，也许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过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启新的生
活， 我不当这个董事长我确实相
信世界那么好，机会那么多，我又
那么爱热闹， 哪里舍得这么年轻
就退休。 我希望，青山不改，绿水
长流，后会有期，谢谢大家。

马云卸任演讲摘录

马云的“公益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