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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我并没想过要自己创业，那时最向往的
工作是写代码，做最好的产品经理。这个念头一直没
有变。”马化腾告诉本报记者。

马化腾在深圳上大学时，常在校园里跑步。彼时
若抬头望，既不会看到腾讯大厦、滨海大厦，也没有
如今深圳高楼林立的天际线，校园外只有农田和农
舍。唯一能预示一个商业帝国出现的，是他“那时脑

子里充满了对外面商业世界的向往”。
马化腾读的是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

其爱好恰也在此。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他把
很多精力花在了 C 语言的学习上，这是世界
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

“腾讯五虎”——五个创始人，除陈一
丹在深圳大学化学系外，三人都是计算机系
的同学。而且，陈一丹与马化腾在深圳中学
时就是好友。

马化腾这样概括几人特征：“我对产品
比较在行，知道我要什么，怎么实现，这方
面我想得比较清楚；张志东 （腾讯原首席技
术官） 绝对是个学霸，技术能力很强；陈一

丹 （腾讯原首席行政官） 从政府部门出来，非常善于
组建团队，对行政、法律和政府接待都很有经验；曾李青
负责市场，长得派头很像老板，我们一起出去大家都叫
他老板。”

马化腾说，“连我父母都没想到，我一个书呆子还可
以开公司。我更多的是想做产品，没想过开公司，领导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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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十问十答——

腾讯，在十亿人指尖起舞
本报记者 刘少华

5个月前，北京，100多名中外记者站在人民
大会堂南厅，看着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走上红毯。

2018年两会增设了代表通道，马化腾出现在
第一场。他身材精瘦、匀称，头发一丝不乱，一
身得体西装。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位潮汕
商人都一副谦谦君子模样。

马化腾显然有备而来。当场宣布，微信全球
月使用活跃用户总数，已经超过 10亿。5分钟
内，在几大新闻门户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等平
台上，这句话已被做成标题传遍了。

在话筒、录音笔和相机围堵中，马化腾穿过
人海，艰难地迈入会场。此时此刻或许是个转折

点，腾讯成为世上少数几个用户量超10亿的互联
网巨头。即便放眼人类历史，10亿用户级别的平
台也极为罕见。

日前，围绕着腾讯、深圳与改革开放年代，
本报记者专访了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

更多的是想做产品更多的是想做产品更多的是想做产品

怎么想到创业？怎么想到创业怎么想到创业？？

“当时的深圳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标本
城市。那时在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时不我
待’。老师们经常教导我们说，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
代。”马化腾感慨。“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以及深圳
务实创新的氛围，帮助我们不断成长，成就了我们的
梦想。”

“深圳之于腾讯，如同硅谷之于苹果。
这是一座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始终走在
改革开放的前列。”马化腾说，“我很感恩这
个时代，同样也感恩深圳。”

在深圳，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网络
的年轻人。马化腾成为第一代网民，并在
1995年开通了惠多网的深圳站，那时全国像
这样的站点也不超过 10 个。风云突起之
际，他在南方早早立起一面大旗。

从南向北，各地站点上所立着的，大都
是日后声名显赫的互联网精英，如丁磊、雷
军、求伯君、张小龙等。张朝阳即将带着尼

葛洛庞帝的 2 万美元回国创业，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媒
体实验室创始人的一本书《数字化生存》，预言了一个
全新时代到来——“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

尼葛洛庞帝无法预知的是，他的名言“预测未来
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创造出来”，在中国南方的深圳，
正由几个小伙子实践着。

“赛马机制。”问及腾讯如何在内部鼓励创新，马化
腾回答了四个字。

最著名的例子是，开发微信时，腾讯内部同时找了
三个项目组研发，包括原QQ团队、成都团队、广州研究
院的张小龙团队。最终，广州研究院的产品胜出。正是
在特殊的机制下，残酷的社交媒体竞争还没走出腾讯，

便完成了。
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却也大

为降低了失败的可能性。马化腾说，“在公司
内部往往需要一些冗余度，容忍失败，允许适
度浪费，鼓励内部竞争和试错。”

正是在实践检验中，“谁提出，谁领
军”“一旦做大，独立成军”成为腾讯内部
不成文的规定。QQ 秀、QQ 空间、QQ 游
戏，都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业务单元自
下而上的尝试。

同样珍贵的是，非常民主的企业文化。
“很多员工刚进来，发现我们怎么吵得

一塌糊涂，到后来会发现我们只是在讨论。
充分讨论后当然会慢一点，但能走得更深更远。”陈一
丹回忆。

“大家都知根知底，互相之间的互补性很强。”马
化腾告诉记者，“腾讯的企业文化也得益于此，更民主
一点，更多元化一点。很多中途加入的人才也能够带
着创始人的心态在公司里成长起来。”

“腾讯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高枕无忧，每一个时
刻都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刻”。马化腾向记者感慨，“我
们曾几次遇到公司濒临倒闭的窘境，但最终还是挺过

来了。”
腾讯档案室中，留了些泛黄的旧报纸。

旧档案里，2002年的“IT经理人商业周刊”以
《腾讯与自己赛跑》为题，对这家只有 4 岁的
年轻企业进行了深度解读。从那时起，马化
腾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我们的最大敌人
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马化腾还记得，OICQ 用户数一骑绝尘
之际，腾讯的资金危机，竟然到了只剩1万元
现金的地步，此时恰逢纳斯达克泡沫破灭
……腾讯十分幸运，在6个月的时间窗口中，
找到了投资者。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马化腾直言，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异常残
酷，没有侥幸，必须一直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和危机感。

“千亿元公司的没落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常说巨人倒下
时，体温还是暖的。”

“我非常乐意担当产品经理的角色，我会关注每一
个细节，调动公司的人和资源持续改善，直到让用户满
意为止。”马化腾表达着他对产品的热爱。“但在改善的
过程中，最好不要单枪匹马。要发挥自己所长，同时要
找伙伴一起来做，这样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

马化腾所说的伙伴，一定包括“微信之父”张小

龙。比起一向低调的马化腾，张小龙更为深
居简出，几乎没有媒体接触过，甚至在微信
成功后，马化腾不得不亲自出面，替他应对
采访。

张小龙是腾讯产品经理文化的绝佳代
表。与马化腾一样，他以“用户体验”为核
心价值观。微信简单干净的界面和操作方
式，来自其极简主义的审美。他看上去不善
言辞，却做出了全世界最热门的聊天软件之
一，每月有超过10亿人在上面说个不停。

张小龙曾专门拿乔布斯和马化腾开过一
个玩笑，他说，乔布斯能在 1 秒内让自己变

成“白痴”，马化腾能在 3秒内做到，而他自己则需要
5秒。把产品做简单，自己要先变成傻瓜。

对最好的产品经理来说，魔鬼在细节中。有一
次，张小龙问一个同事，微信 3.1 与 3.0 的会话列表有
什么修改？对方回说没看出来。张小龙自答：“会话列
表每一行高度少了两个像素。”

我乐意当产品经理我乐意当产品经理

“过去，我们总在思考在商业上什么是对的。但
是现在，我们要更多地想一想什么是能被社会所认同
的。过去，我们在追求用户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奔向
成功的速度和激情。但是现在，我们要在文化中更多
地植入对国家、民族、行业、未来的责任和敬畏。”马
化腾说。

年近 20岁的腾讯，曾因诸多产品贴近年
轻人，而被贴上低龄化标签。如今，伴随着
互联网改变中国，这家公司正以非常严肃的
面目介入重大社会话题讨论。

比如，2013 年开始，马化腾在不同场合
多次提及“互联网+”。2015年两会，马化腾
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
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

从腾讯出发，对社会发展提出看法与办
法，此非孤例。本报记者买到五本以马化腾
为第一作者的书，《数字经济》《分享经济》

《互联网+》《指尖上的中国》《粤港澳大湾
区》，每一本都关切重大话题，从实践者角

色，整理了观察结果，提出了发展建议。
马化腾觉得，腾讯以及很多在深圳成长、发展起

来的企业，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
者。“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希望用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的力量来助力改革开放，助力民族、国家与
文化的复兴。”

让企业最受尊重让企业最受尊重

务实创新的务实创新的
氛围氛围，，成就了我成就了我
们的梦想们的梦想

为何成功于深圳为何成功于深圳？？

“腾讯的成功是一连串偶然机会的集合，靠的是
在探索路上，善于接招。”早在 2002 年，马化腾便曾
向媒体感慨。

毋庸讳言，中国互联网的前半段充斥着模仿甚至
直接抄袭。比如，OICQ 的直接模仿对象是 ICQ，全

世界第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没过多久，1999
年 8 月至 9 月，腾讯便两次收到美国在线发
来的律师函，明确指出其行为侵权。腾讯只
好将OICQ仓促改名QQ。

如陈一丹所言，中国互联网公司皆生于
草莽。然而，包括腾讯在内的中国公司，不断
以微创新完成着弯道超车。

最为直接的例子是，2005年，来自美国
本土的聊天软件 MSN，在向 QQ 傲慢宣战
后，大败而归。其所未料的是，在收到ICQ
律师函几年后，QQ 早已超越了聊天功能，
变成虚拟空间中的个性表达，语音、音乐、
视频、网络游戏、在线交易无所不包。

没过几年，微信便复制了这一壮举。从模仿移动
聊天工具 Kik 开始，微信在不断迭代中推出了诸多创
新。其中，60 秒内的语音功能，成为现象级交流方
式。而微信公众号平台，则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生态体
系。这些创新源自腾讯，为国外同类产品所未有。

“以前腾讯像个八爪鱼，什么都做，过去几年我
们回归到自己的核心业务，专注做连接，聚焦在‘科
技+文化’的战略上。”马化腾觉得，腾讯如今只有

“半条命”，核心业务以外的领域，都交出去给各行各
业的合作伙伴了。

微信上的“购物”一栏，打开便是京东首页。微
信钱包里，“腾讯服务”只列了8个；“第三方服务”则
列了 11个，都来自腾讯的合作伙伴。有文章列举了互

联网界对腾讯的不满，“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
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
地超越”。

那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著名的“3Q
大战”，2010 年 9 月 27 日，360 发布“隐私保
护器”，专门搜集 QQ 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
私；腾讯宣布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
QQ。大战一触即发，两家企业进行了旷日持
久的诉讼。

这两件事，尤其是“3Q 大战”，成为腾
讯一个重要转折点。硝烟未息之际，马化腾
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邮件，“古往今来的历史
告诉我们，被愤怒烧掉的只可能是自己。”他

明确表态，“也许今天我还不能向大家断言会有哪些变
化，但我们将尝试在腾讯未来的发展中注入更多开放、
分享的元素。”

8 年后，2018 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
马化腾再次重申，腾讯要成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助
手，助力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说到底，这是腾讯的一次“改革开放”——改革
自我，开放给外界。

企业中什企业中什
么角色重要么角色重要？？

“腾讯用户群体非常多元，涵盖各个年龄层，遍
及全球各地。”马化腾说，腾讯诞生之初，就自然而然
地产生了“强用户导向”的理念，并一直延续下来，

“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

互联网历史上，10 亿级别的平台凤毛麟
角。但是，腾讯对“海量用户”早已再熟悉
不过，早在QQ时代就面对过数亿用户。

“我 们 是 奔 着 因 去 的 ， 不 是 奔 着 果 去
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一丹的回答颇有
些禅意。“面对 10 万用户和 10 亿用户时，区
别的确很大。第一个是能力区别，你只有靠
多年经验积累，才能到一定基准之上，为海
量用户提供服务；第二个是责任区别，无论
做加法还是减法，都要非常谨慎，从 QQ 到
微信都是这样。”

马化腾说，腾讯有些创新可能看起来不
显眼，但是确确实实地解决了当时用户普遍

存在的需求。“平时我花大量时间使用我们的产品，从
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把握产品走向和用户体验，找出
不足，迭代完善。我自己一直坚持这么做，身体力行
感染和带动他人。”

“我热爱仰望浩瀚的星空，也非常关心前进的方向
以及脚踏实地跋涉的每一步。”马化腾告诉本报记者。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一篇名为《腾讯没有梦想》
的文章，在 2018年春天刷屏。作者认为“腾讯正在丧失

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变成一家投资公司。”
一天之内，此文成为全民话题，多篇文章

加入讨论。本质上，这些文章在讨论的，正是
2010年之后，腾讯开放策略带来的现状。这似
乎是两难，过去腾讯因参与一切而成为公敌，
如今腾讯因开放而被认为没有梦想。

马化腾在给本报记者的回复中，提到了“梦
想”二字。这句话他在2010年在给全体员工的
信中提到过：“腾讯的梦想不是让自己变成最
强、最大的公司，而是最受人尊重的公司。”

腾讯有多在乎这个价值观？知乎上，一位
叫胡帆的腾讯互动娱乐高级工程师晒出了腾

讯食堂的餐巾纸外包装，上面写满腾讯价值观，“正直”
“合作”“克制的力量”“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

正中间是几个醒目的大字：“反思我们离最受尊敬
还有多远。”

腾讯还有梦想吗腾讯还有梦想吗？？

马化腾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探索路上善于接招探索路上善于接招探索路上善于接招

如何突出重围如何突出重围？？

更民主，更多元更民主更民主，，更多元更多元

怎样保持竞争力怎样保持竞争力？？

没有哪一没有哪一
天高枕无忧天高枕无忧

是否有最是否有最
难过的阶段难过的阶段？？

以 前 就 像以 前 就 像
““八爪鱼八爪鱼”，”，现在现在
只有只有““半条命半条命””

为何从封为何从封
闭走向开放闭走向开放？？

如何面对如何面对
十亿用户十亿用户？？

一 切 以 用一 切 以 用
户价值为依归户价值为依归

互联网改互联网改
变中国变中国，，腾讯腾讯
做什么做什么？？ 助力改革助力改革

开放开放，，助力民助力民
族复兴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