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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渊以下简称为记冤院您这次特意
赶到平昌袁看了开幕式有何感受钥

马云渊以下简称为马冤院开幕式还是
让我很感动遥 首先看到韩国和朝鲜联合
入场袁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袁因为这
背后肯定有很多人的努力遥 第二是非洲
很多国家袁可能没有钱袁没见到过冰天
雪地袁也组队来参加遥 第三是看到韩国
组委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
的文化和思考袁包括繁荣尧生态尧高科
技袁可见奥运会在不断进步遥

记院阿里巴巴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全
球合作伙伴袁难度也是非常大遥 中国大
陆历史上也只有联想一家袁而且联想只
做了一个周期渊一届冬奥会和一届夏奥
会冤遥 这次阿里巴巴签下这么大的大单袁
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钥

马院第一袁这次竞争确实比较激烈袁
因为很少有一家 渊TOP冤 公司持续那么
长袁我们这次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到 2028
年遥 第二袁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袁我们
没东西可卖袁别人卖手机尧卖电脑尧卖饮
料尧卖服装袁我们啥都没有可卖遥 但我们
希望通过中国的科技力量来帮助奥运
会袁让奥运会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袁更多
小国家参与遥

说实话袁很多人问我袁你们到底出
了多少钱钥 我还真不知道出了多少钱袁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意义非常大遥
这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公司比我们更有
钱袁但把渊与奥运会的冤共同理念和思想
用技术去展现出来的并不多袁 阿里巴巴
希望用技术去展示小而伟大尧小而美尧小
可以变强以及公平竞争袁 我觉得这是我
们今天可以做到的袁也是我们的出发点遥

记院 听说您当时在跟巴赫见面之
后袁很短时间就促成了这次合作遥 是阿
里巴巴打动了国际奥委会袁还是国际奥
委会打动了您钥

马院我刚去国际奥委会与巴赫主席
见面时袁我以为只是客套一下遥 那天是
星期六袁巴赫本来要回德国袁但听说我
来了袁他就等着我遥 我们见面聊了大概
20分钟后袁突然觉得就像野坠入爱情冶一
样袁他也挺喜欢我袁我也挺喜欢他遥 以
前袁我脑子里并没有觉得奥运会是这么
大一个东西袁因为以前我对体育接触不
多袁但就是这短短二十几分钟袁我们就
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遥 我们每次见面袁都
像 Soul Partner渊灵魂伙伴冤一样袁这种感
受是不一样的遥 实际上我们在一起袁他
从没谈过一分钱袁 我也没谈过一分钱袁
但是我们觉得理念是一致的遥 双方团队
在合作过程中袁也非常快乐遥 所以到底
谁吸引了谁钥 我想我和巴赫主席之间存
在着彼此信任以及对未来共同的想法遥
他的理解超越了我袁我的理解可能也在
他意料之外遥

记院 那您觉得您与
巴赫主席最大的共同点
是什么钥

马院展望未来袁我们
必须要有未来观尧 全球
观和全局观袁 我觉得要
让不同的东西整合在一
起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袁
面向未来遥 数据时代奥
运会到底应该怎么样钥
我觉得这些理念是我们
两人非常一致的遥 阿里
巴巴 19 年来就是相信
年轻人袁 我们就是相信
野小的冶袁野大的冶 当然我
也不排除袁 但我们偏向
于野小的冶和年轻人遥

记院您刚才说因小而美尧因小而伟
大袁阿里巴巴最近也拍了以野小而伟大冶
为主题的奥林匹克宣传片袁 挺震撼的遥
阿里巴巴本身是一家科技公司袁为什么
拍的这个宣传片会侧重人性角度和人
文关怀钥 这是否因为跟奥林匹克精神更
契合钥

马院我觉得这是我们跟奥运会共同
契合的一方遥 当时阿里巴巴创业的时
候袁我就希望用互联网技术去帮助那些
野小的冶渊公司和个人冤袁这个从来没改变
过遥 因小而美尧因小而伟大袁我们并不觉
得阿里巴巴到今天才有这个情怀袁19年
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袁 今天也一样遥
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袁每次开会我
也在问这个问题袁我们以前没钱都可以
有理想袁今天有钱了袁大家没有理想了袁
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呢钥 这些钱是帮人实现理想的袁我们的
理想是让更多人实现理想遥 不能实现了
我的理想袁这世界就这样了遥 昨天开幕
式我看到很多非洲代表团就一个人袁这
些人如果能够实现理想袁如果能够帮助
更多这样的年轻人袁那我觉得科技才有
意义袁钱才有意义遥

记院平昌冬奥会一结束渊冬奥会冤就
进入野北京时间冶了遥 在中国举办的冬奥
会袁大家也都比较关注遥 以前作为一家
中国企业袁 能够为北京冬奥会做点事
情遥 而现在作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
伴袁这个平台会更大遥 您觉得阿里巴巴
能够为北京冬奥会做些什么钥

马院第一袁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广告
商袁我们没东西可卖遥 第二袁奥运会是个
巨大的品牌展示平台袁对品牌发展有好
处遥 但是我们思考的是袁因为我们袁奥运
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钥 对于北京冬奥会袁
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袁 就是和 2008年
北京奥运会有什么区别钥 跟东京奥运会
有什么区别钥 跟平昌冬奥会又有什么区
别钥 我觉得平昌也好袁东京也好袁都是持
续东亚时代的发展遥 过去的奥运会是以

竞技为主袁 现在是以展示各国文化为
主袁同时展示各国在新时代怎样用高科
技来展示我们的情怀尧文化和精神遥

对于北京冬奥会袁我们希望可以积
极参与遥 我们不是一个赞助商袁更不是
一个广告商袁 我想用今天中国对技术尧
互联网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理解袁把
奥运会提升到一个不同的阶段遥 我们觉
得这才是北京冬奥会应该给未来奥运
会举办地尧运动员和野粉丝冶带来的不同
东西遥 你今天卖这个袁明天卖那个袁总有
人卖过你袁但是你如果能够参与改变历
史的过程中袁就不一样了遥 这一点非常
重要遥

记院让我们聊聊体育吧遥 大家知道
您比较喜欢太极尧搏击遥 现在奥运会没
有一个中国的原创项目袁而韩国尧日本
都有遥 其实中国体育界很多人在努力袁
想把诸如武术或者龙舟推进奥运会遥 如
果您有投票权袁您会如何选择钥

马院我本人并没有说一定要把某一
项运动推进奥运会遥 对阿里巴巴来讲袁
任何项目袁 中国选手晋级我都很高兴遥
我没有选择权袁但我个人觉得袁如果我
们能够参与到奥运会的进程中袁让昨天
的奥运会和今天的奥运会不一样袁这个
比哪个项目进入奥运更重要遥 其次袁在
过去几年袁中国渊原创的赛事冤在加入奥
运会的过程中取得了进展袁但一定要塞
进一两个项目进奥运袁功利性太强也不
行遥 我觉得慢慢来袁有的是时间遥

记院现在在年轻人当中袁电子竞技
非常非常火袁商业市场很大袁国际奥委
会现在都承认了电子竞技遥 在您的家乡
杭州袁将要举办 2022年亚运会袁亚奥理
事会已经宣布把电子竞技列入正式比
赛项目遥 电子竞技尧电子游戏争议比较
大袁您是怎么看的钥

马院第一袁我相信任何一个运动刚
进入袁都有人反对尧有人支持遥 第二袁电
子竞技和游戏是有差别的袁我觉得我国
对游戏的管理可能需要加强遥 如果把电

子竞技变成一种运动项目袁要有很好的
标准遥 如果真要进入奥运会袁我们要问
电子竞技很多问题袁它为奥运会的精神
和价值带来什么钥 它的标准尧公平在哪
里钥 我是很好奇袁不敢说电子竞技是好
是坏遥 我是比较反对沉溺于游戏袁特别
是现在的游戏让很多家庭和孩子失去
未来袁我特别地愤怒遥 但是如果电子竞
技能够找到一条很好的健康游戏之路袁
能够找到真正的体育价值和精神袁我觉
得也不错遥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袁不敢
说我是专家袁但我认为应该倡导体育精
神和价值遥

记院最后一个问题遥 这些天网上都
在说袁中国有马云尧马化腾袁国际上出了
一个马斯克 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
人尧 特斯拉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冤袁渊用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冤把他的跑车发到太
空中去了遥 您觉得马云和马斯克谁更厉
害钥

马院 我觉得竞和争是两回事情袁我
们共同要竞袁未必要争遥 在公司内部袁我
希望大家多竞袁少争遥 至于马斯克袁我觉
得他是位很了不起的创业者遥 每个人的
领域不一样袁 苹果和香蕉一定要去比
较袁每个人的说法肯定不一样遥 作为一
个同样的创业者袁我对他的远见尧勇气尧
胆略非常之钦佩袁也祝贺他遥 但是拿我
们两个去比较袁 或者和马化腾去比较袁
没必要吧钥 一比较反而就麻烦了袁他有
我们没有的东西袁我们也有他没有的东
西遥 但是我们都互相尊重遥 我觉得这世
界上应该不同而美丽袁每个人都应该不
一样袁有的人愿意上天袁有的人愿意下
海曰有人愿意往东袁有人愿意往西曰有的
人喜欢高科技袁 有的人喜欢商业多一
点遥 我喜欢用技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
式袁这么多年来袁我从未改变过这一点袁
那就是对生活的热爱遥 我希望技术让人
类生活得更好遥

专访结束后袁 闲聊时马云对记者
说院野你的问题提醒了我遥 我要向马斯克
发个贺电浴 冶

新华社记者在平昌冬奥会上问马云院您和马斯克谁更厉害钥

“我与巴赫是‘灵魂伙伴’”

阿里巴巴成为奥委会顶级赞助商遥 据阿里巴巴方面介绍袁 阿里巴巴将为奥
运会打造一个全球电商平台曰借助阿里巴巴在数字媒体方面的技术及专长袁发展及
定制面向中国用户的奥林匹克频道遥 此外袁阿里巴巴将输出自己的大数据能力袁协
助奥运会加强对奥林匹克品牌的保护袁实现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遥

2017年 1月袁阿里巴巴集团成为国际
奥委会顶级赞助商要要要全球合作伙伴
渊TOP冤袁双方的合作延续到 2028年遥 平昌
冬奥会是阿里巴巴成为 TOP之后的首届
奥运会袁新华社记者在阿里巴巴位于江陵
奥林匹克公园的展馆袁对其董事局主席马
云进行了专访遥 以下是访谈实录遥

阴许基仁 姬烨 耿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