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怒放的生命”到
“你鼓舞了我”，马云开启
阿里制度传承

9月10日晚，阿里巴巴20
周年庆活动将近收官，杭州奥
体中心突然出现一片亢奋的
欢呼声。一辆卡车搭载着重
金属风乐队从跑道一侧驶出，
朋克装扮的马云更是给观众
带来了惊喜，马云开唱了。

一首《怒放的生命》。马
云选这首歌的确很配他当晚
的卸职演说：“世界这么好，机
会那么多，我这么爱热闹，哪
里舍得这么年轻就退休离
场。咱们换个江湖见。”

要知道，上次马云以朋克
装出场，是10年前的阿里巴
巴10周年庆。

那年，马云45岁。
本以为这是当晚活动最

大的彩蛋了，怎料，新晋董事
局主席张勇同样是一身朋克
打扮，登上了舞台，一首《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
随之而来。

前有马云“怒放的生命”，
后有张勇“你鼓舞了我”，二人
又同样以朋克风出现，相唱相
随，让当晚阿里巴巴舵手“权杖
交接”这一严肃的事儿，变得轻
松起来。

此后，蚂蚁金服董事长井
贤栋领头，30多位阿里巴巴合
伙人与张勇并肩同框，又是一
曲《朋友》，将现场观众的热情
再次推入高潮。

显然，阿里合伙人用这种
方式向马云、阿里员工、合作

伙伴传递一个信号：请对新团
队放心。

制度传承，显然是马云留
给这场交接的最大亮点。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注意
到，马云此次首谈卸任阿里巴
巴董事局主席一事，他表示：

“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十年。
今天不是我的退休，是制度传
承的开始。不是一个选择，而
是制度的成功。”

为了此次传承，马云早已
有意淡出。对于“马云就要不
上班了”，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采访中发现，阿里内部对此出
奇的平静。一方面是因为，即
便是阿里员工、即便你在杭州
阿里西溪园区上班，一年也未
必能见到几次老板。更有甚
者，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阿里
员工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另
一方面，自去年马云宣布“交
棒”计划，虽有一年过渡期，但
整个阿里集团的工作轴心已
实质性转向张勇。

一家公司的传承问题无
非两种：家族延续或者创始人
转移。前者主要适用于单一
股份型公司，后者主要适用于
存在几个联合创始人的公司；
前者风行上千年，后者流行于
新经济崛起之后。李泽楷接
班李嘉诚，徐小平、王强把新
东方留给俞敏洪，是上述两种
传承模式的集中体现。

这位阿里巴巴的“灵魂人
物”，在公开信中数次强调制
度的重要性，并称他的交棒

“标志着阿里巴巴完成了从依
靠个人特质，变成依靠组织机
制、依靠人才文化的企业制度

升级”。他也说：“只有建立一
套制度，形成一套独特的文
化，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
的接班人体系，才能解开企业
传承发展的难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教务长兼讲席教授柯滨说：

“公司小的时候，一个人拍板
问题不大；一旦公司壮大，这
样的风险就非常大。”

他相信，马云卸任的短期
影响很难说，毕竟集团需要时
间过渡，但长远而言这对企业
发展有积极意义。

“阿里巴巴长期的制度建
设，让整个团队不断稳健，看
得出这家公司已经不是马云一
个人的事情……这样的传承越
早越好，也有利于下面的人更
好地放开手脚，获得更多机
会。”柯滨指出。

20年的所有决定和
钱无关，隐退前再次主导
价值观升级

“过去20年，有人说马云
你运气真好。”马云否认了这
一说法，“其实不对，阿里犯过
的错误，不比任何一家公司
少，但我们也做了很多重要选
择。每次重大决定，从来没有
从商业利益出发。20年的所
有决定，都跟钱无关，我们在
思考，投入和技术，是否和价
值观和愿景吻合。”

阿里价值观，是马云为阿
里留下的最大财富。在20周
年年会上，阿里巴巴发布“新六
脉神剑”：以“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为使命，价值观由六句
阿里土话组成——客户第一，
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因为信
任，所以简单；唯一不变的是变
化；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
低的要求；此时此刻，非我莫
属；认真生活，快乐工作。

这是马云主持编写的阿
里价值观，在内部被称为“新
六脉神剑”（企业价值观）。

据其内部员工表示，“新
六脉神剑”诞生历时14个月，
其间，阿里巴巴举行了5轮合
伙人专题会议，9场组织部成
员讨论，超过2000多条员工
建议，修改超过20稿。

马云曾提到，“阿里巴巴
在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决定，都
不是因为这个业务能赚多少
钱，没有思考这个业务能赚多
少钱，而是来自我们的价值取
向”。价值观让阿里巴巴在困
难和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依
然敢于坚持。淘宝、支付宝、
阿里云的诞生，阿里在诸多时
刻的取舍和选择，背后的决策
之源均是被称为“六脉神剑”
的阿里价值观。

事实上，阿里的价值观也
经历过一系列发展和演化，在
阿里巴巴创立之初，就确立了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

使命。2004年，阿里巴巴将
“成为一家持续发展102年的
公司”定为愿景，并正式形成
了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
变化、诚信、激情、敬业的“六
脉神剑”价值观。

马云表示，过去20年，阿
里因为价值观而与众不同。
未来20年，阿里应该也必须
因为坚持价值观而与众不同。

舍与得哲学，马老师
的新江湖在哪里

马云交棒，诠释了他的舍
与得哲学。

制定航线，摇旗呐喊，犹如
定海神针，又信任新人，培养人
才，愿意放权……马云对于阿
里的意义，不言而喻。两者互
相成就，两者也密不可分。

马云转身之时的阿里，
4600亿美元市值，国内第一，
全球科技领域前五，从体量上
来说已然是庞然大物，且其旗
下支付宝、天猫、淘宝等产品
应用，已深刻进入到人们生
活，成为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演讲过程中，马云多次哽
咽。最后，他抱拳告别：这个
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要
去玩玩，也有很多不美好的东
西我要去折腾。退休不意味
着离场，希望未来的江湖青山
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未来，马云会去做什么？
或许他早已列好了计划。

就在去年9月10日，阿里
官方微博放出的马云新名片
上，印有乡村教师代言人、TNC
（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
联合国世界妇女峰会联席会议
联合主席等十余个身份。

“我不会停止下来，我觉得
阿里巴巴它只是我梦想中的一
个而已。我今天还很年轻，我
还有很多地方没去折腾，还有
很多事想做。”这是10日晚，马
云在现场留给观众的话。

交棒后的马云，从此在阿
里功成身退了吗？

事实上，他虽然辞去了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一职，但他
并没有离开阿里巴巴。目前，
马云仍然拥有两个身份——
阿里巴巴001号员工和阿里
巴巴合伙人。

在阿里巴巴的体系中，董
事会的大多数董事人选由合伙
人提名。也就是说，谁当董事
局主席要经过合伙人同意。而
阿里巴巴有两个“永久合伙
人”，其中之一就是创始人马
云，另一位则是蔡崇信。

此外，近年来被媒体广泛
关注的另一热点是传说中的5
人委员会。

坊间有传闻，马云、蔡崇
信是5人委员会的永久成员，
其他3个席位会换届。这个委
员会负责对合伙人新增候选

人提名，由所有合伙人投票，
得票 3/4以上即可通过。此
外，5人委员会还决定合伙人
奖金。也就是说，委员会掌握
着合伙人系统的人权与财权。

但从这一治理结构看，马
云股权的多寡、是否担任“前
台”的董事局主席，并不影响
其在“后台”对阿里方向盘的
实控，更何况，阿里巴巴精神
领袖这一职责，马云是不会也
不能卸任的。

后马云时代，推进全
球化、内需、大数据云计算

张勇不是阿里巴巴的“十八
罗汉”，却让马云尊重且信任。

张勇对阿里最直观的贡
献是造出了天猫，捧红了中
国的“双11”，让淘系电商由

“菜场时代”迭代至购物中心
时代。此后，天猫成为阿里
生态圈的第一品牌、第一支
柱，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商打
通中国线上市场的“门户”。
进而其交易规模先后击败了
亚马逊、沃尔玛，在全球零
售业笑傲风云。

2018年9月10日，马云
宣布了“权杖交接”计划。而
在阿里内部看来，该消息宣布
的那一刻，标志着公司已实质
性进入了“张勇时代”。

今年5月15日，阿里公
布了2019财年第四季及全年
业绩，这是拟新任董事局主
席张勇交出的第一份成绩
单。2019 财年，阿里营收
3768.4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净利润802.3亿元，同
比增长31%。

新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张勇当晚登台演讲，
宣布了阿里巴巴新的五年计
划目标：服务全球超过10亿
消费者，通过平台继续成
长，实现超过10万亿人民币
以上的消费规模。

“我们希望做一家好公
司，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我
们的合作伙伴过得比我们
好。”张勇说。

他透露，为此，阿里巴巴
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内需、
大数据云计算三大战略，同时
全面推进“阿里巴巴商业操作
系统”的建设。作为数字经济
平台，将用面向数字经济的商
业、金融、物流、云计算等数字
基础设施，更好地帮助企业客
户全面走向数字化经营和智
能化经营。

为了阿里的战略，马云之
前已经密集布局，赶赴多地密
集洽谈合作。8月22日，河南
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
同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数字
经济方面达成战略合作。

如今，马云身退，但他对
阿里的影响依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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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传承和价值观是他留下的最大财富

马云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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