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在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1号12点

42分的时候，我们的数字渐渐接近400亿了。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400亿元人民币用十

吨卡车大概要运四十五车，或者是铁皮火车

大概要有七八节，全是人民币。

马云：

感谢中国的妇女。

记者：

所以你要正式为网上所谓的每个

男人背后都有个败家的女士，为她们证明一

下，她们其实用自己特殊的方式甚至喜爱的

方式在为经济作着贡献。

马云：

这些败家的女人，你们查一下统

计，我没看到这个数据，但我可以保证很多女

人是为孩子、为老公买的，为爸爸妈妈买的，

女人挺厉害，女人比男人考虑别人多多了。

记者：

你知道吗，黄渤为了见你，今天是

跨越了千山万水，他本来在剧组拍戏呢。

黄渤：

今天说是过来狂欢的，一开始也

是给我选了红颜色的衣服，我一想今天肯定

马云的也是红色的，怕撞衫。今天我们特别

合适，一看长相都打了折扣的。

记者：

夸张一点说，你第一次知道世界上

有一个叫马云的时候，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黄渤：

世界上不仅仅是有我这样一个先

天条件这么好的人在奋斗着。

记者：

（对马云） 网上有张照片你特别

气宇轩昂地走出来，上面配的是“昨天你对

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好像是

说上市前后的改变，这肯定不是你的内心独

白，对吗？

马云：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充满

着感恩，别人以前不给你钱是正常的，因为

你以前大家看不懂你，你公司太小，你的商

业模式大家听不懂， 而且你自己也未必成

功。所以我觉得这次去，人家一下子给这么

多钱，我说他们给的不是钱，给的是信任。

记者：

我听说你在敲钟前夜哭了，我想

一定不是因为别人给了你那么多钱你哭了。

马云：

我敲钟的前夜哭了？我没有哭。

记者：

到目前为止，除了中国大陆外，在

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们有交易的这些市场，

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马云：

大概194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网

购，我觉得这只是一点点的东西，因为真正

最后我希望的是阿根廷能够跟挪威做生意，

挪威的人能够买到刚果的，刚果的能够跟菲

律宾买卖。全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通过十

年到十五年努力，你想到任何国家任何东西

都能够买到， 而最慢72小时能够送到货，这

个是我们希望打造的平台，把淘宝变成一个

全世界的平台。

记者：

支付宝什么时候会上市？

马云：

我倒是没有想过什么，但是应该

来讲支付宝一定会上市，小微金服，上市的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钱， 而是让更多参与者

能够分享。也很遗憾阿里巴巴没有办法在A

股上市，各种原因，我希望支付宝有这个机

会。所以大家都在共同的努力，让参与者共

同分享。

记者：

目前有哪些是你们坚决不会进入

的领域？

马云：

我经常讲，没钱的时候，你缠着别

人，有钱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缠着你，机会

太多了。CEO的职责就是说NO，不吻合我们

的使命，不帮助企业、不帮助消费者的事情

我们一定不做。第二，未来十年我们希望为

健康和快乐产业做点事情， 不看到这点，我

们就不做。第三，我们进入以后，只是瞎捣乱

的，我们也不做。

未来要把平台做多大

任何国家的任何东西都能买到，最慢72小时到货

感谢中国妇女

女人挺厉害，比男人考虑别人多多了

记者：

刚才说双十一目前是你最喜欢的

数字， 喜欢到已经把它去注册成了商标，这

会让其他小伙伴觉得比较艰难， 比如说东

东、宁宁，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什么时

候成老马家的了，本来我也能用的。

马云：

第一，双十一的商标本来就不是

我们的， 双十一这个节日也不是属于我们

的，我们的同事在设计的时候，三年以前就

注册了，三年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双十一必须

要成为全球化。

如何变成一个全球化？中国企业吃了很

多亏，商标管理、知识产权方面，一直以来我

们都是跟在别人后面，我也是在媒体上面看

见阿里巴巴注册了双十一，这帮年轻人真的

有远见、有想法。当然我们真正的出发点不

仅仅是一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双十一

的核心想法是能够变成全部消费者分享快

乐的这一天。 我们欢迎任何人来使用的，其

实今年我们花了很多心思让很多的商家来

参与，包括线下的百货公司、百货大楼，但是

我们杜绝一样事情，在双十一的时候，恶意

竞争， 伤害消费者利益和伤害其他商家，因

为这本来是一个狂欢日， 不要搞成不舒服，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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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

一知名门户网站围绕“网民网购

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9%的被调

查者表示对网购有一定程度的依赖，

12%的人表示依赖比较严重。 心理专

家认为，“网购成瘾”其实是一种心理

问题。“网购成瘾”的人常常会超出自

己支付能力地购物， 这在心理学上叫

冲动控制障碍。 通常有病态性购物的

人会合并其他类型心理障碍， 例如抑

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问题。

症状：不买就不满足

“网购成瘾”的人，在购买之前，先

会进行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控制不

住购物的冲动，最后还是买了，过程中

会很有愉悦感， 买完之后可能又会后

悔。这种病态性购物症患者的目的不是

商品，主要是对“买”这个行为上瘾。

“网购成瘾”的患者常常会买大

量本身并不需要的物品， 甚至当不购

物时，人会高兴不起来，总有一种说不

明白的“不满足感”。而一旦消费，这

些人就会变得兴奋起来， 甚至不顾自

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买下自己喜欢的

所有商品。

病因：四大原因买不停手

为何会网购成瘾？心理专家分析：

首先，因为从众心理的驱使。从众心

理导致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感染和影响

而放大购物欲，偏离了正常的消费目的。

其次，出于贪便宜的心态，容易产

生盲目消费和过度消费。

再次，缘于缓解压力的需要。每个

人会寻找不同的渠道为自己解压，购

买行为会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多巴胺

的物质，让人产生愉快感。所以，一些

人的网购行为其实是为了享受购物过

程，而非实际需要。另一个直接的原因

则是网购时不见钱去，只见东西来，有

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宣泄情绪在里面。

最后，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快节

奏的生活， 让不少都市人的生活变得

单调、乏味，网购过程带来的满足感令

他们难以自拔。

心理专家认为，对网购过度依赖，

有可能发展成一种心理疾病。 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樊平认为，“如

果网友一旦沉迷于网络购物， 喜欢宅

在家中， 必然会影响与他人的沟通交

流。长期足不出户，远离公共空间，会

让人丧失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

【马云的背后】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个默默

奉献的女人， 而马云成功的背后有千

千万万个“败家”的女人。

【老公的对策】

“各位男同胞注意啦，记得

10

日

晚

10

时以后，打开老婆的网银和支付

宝，输入三次错误密码，才上床睡觉。

11

日清早起床，第一件事是再打开老

婆网银和支付宝，输入三次错误密码，

再去上班。切记

!

”

【老婆的反击】

“各位女士注意， 双十一当天，如

果你起床打开购物网站， 采购完毕准

备支付时， 发现支付宝和网银已被你

家贼汉子锁死， 请不要惊慌。 货到付

款，切记

!

”

【女友的策略】

女朋友刚刚对我说：“有一个好

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

”

我说：“那先听坏消息吧。”她说：“双十

一我准备买十万块东西。” 我心里一

惊：“那好消息呢

...?

” 她一拍我肩

膀：“双十一半价哦

!

”

【夫字的含义】

老婆为什么要用老公的钱？ 因为

“夫”字倒过来是“

￥

”，丈夫反过来是

念“付账”。

【买卖与杀害】

老公看完新闻对媳妇说：“北京的一

个快递员一天送了二百个快递，猝死！”

媳妇说：“这么年轻就死了太可惜了！”老

公回过头对着正在网购的媳妇语重心长

地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感性的女人】

女性说到底还是感性的， 对于一

些小动物总是无法抗拒，例如路虎、悍

马、捷豹、宝马等。哦，还有天猫。

【门卫的壮举】

零点零分某小区几十栋高层仍灯

火通明。那是一种寂静的明亮，没有电

视的嘈杂，没有夫妻的争吵，只有鼠标

嗒嗒嗒的响。小区门卫室的王大爷默默

注视着这一切，思索良久，又点上一根

烟，最终坚定地关掉小区总电闸。那一

晚他为小区业主挽回了上亿元的财产

损失。那天是公元

2014

年

11

月

11

日。

双十一凌晨忙啥

看系统能否顶住压力,最关心包裹能否安全送到

报告显示

男性网购比例高于女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

显示，过去8年间，中国的网络购物交易额从

2006年的258亿元， 飙升到2013年的18477亿

元，翻了近71倍。

很多人认为， 女人天生喜欢用购物来缓

解压力， 所以女性通常被认为是网购的主力

军。但上述《报告》显示，除了2008年网购用

户性别比例基本持平， 以及2009年男性比例

明显要低于女性外，从2010年到2013年，网购

用户中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 比例分别为

54.5%、60.9%、62.6%和54.5%。

此外，男性网购的人均金额也高于女性。

首先，男性在首选网站半年的人均购物金额高

于女性， 达到1220.7元， 高于女性的1000.3元

220.4元。购买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男性比例，

达到31.6%，女性只有23.4%，低于男性8.2%。高

达52%的女性半年内在首选购物网站购物500

元以下，而男性只有46.5%，高出男性5.5%。

其次，若按网购花费金额划分等级，等级

越高，男性比例越高；在顶级消费者中男性占

比69.1%，是女性用户的两倍多。虽然女性网

购的时间长，但从销售额来看，男人的网购消

费实力绝对强劲。

网友吐槽

这不科学，老婆购物我买单

《报告》中的有关网购数据能否证明男

人比女人更“败家”呢？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质

疑，称“这不科学”。有网友叫苦：“老婆总是

拿我账号买啊！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10号一一已被抢注”吐槽道：“这

调查准么？有多少男人网购，只是为了给自己

女人清空购物车而已？不让女人过购物节，第

二年就要过光棍节啊！”

网友 “一杯絔水” 表示：“别的我不知

道，反正，我的账号都是我媳妇儿在用，有五

分之一是给我买的，不过，我没有选择权。”

就连部分女网友也现身说法。网友“鱼

知冬” 坦言：“我都是用老公的账号买的。”

网友“窗台的小花”则表示：“我在网上买东

西，用男朋友的支付宝天经地义。这调查太不

准了，还是马云说得靠谱”。

据了解，今年9月24日，马云在出席克林顿

全球倡议年会时曾经透露：“阿里巴巴70%的买

家是女性”，并称之为“阿里巴巴的商业机密”。

那么，关于网购情况的调查，怎样才能得

出更准确的结论？网友“书山有路”有话要

说：“调查时最好还是多问问男网友，‘你的

账号不是用来给老婆或女友买单的吧？’”

感谢

马云为“败家女人”正名

为孩子买、为老公买、为爸妈买

女人考虑别人比男人多多了

报告说了，

男性用户才是网购主力

在“双11”网购狂欢节到来之际，一组“颠覆常识”的数据和结论引发了

热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日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女

人爱败家”与现实并不相符。网购用户中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网购人均

金额也高于女性，买得比女性更加频繁的男性用户比例更高。

记者：

双十一的凌晨开始，你在忙什么？

马云：

我零点去看了一下我们系统的压

力可不可以压得住， 然后100亿以后我去了

一下菜鸟，最担心的是后面几天的物流配送

有没有问题，物流配送是最大的问题，销售

不是问题。

记者：

问问您，哪一个时刻的数字最刺激，

是一分十一秒过第一个亿， 还是三分钟的时候

过十亿，还是三分二十八秒的时候过百亿？

马云：

我数字倒是没有觉得很吃惊，我

去了作战室，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守在这儿，

前面几秒钟出来过洪峰线的时候，那种畅通

无阻，大家鼓掌，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

这种技术的突破，是超越人类原来没想象过

的东西。所以，我看年轻人当时设计的每一

秒钟要交易八万笔， 这种畅想现在变成现

实，洪峰线起来，我也不知道女人等那么长

时间，山呼海啸地过来，洪峰线冲过，大家鼓

掌的时候，这个是很震撼的。

记者：

很多人预测今年最终的数字将会

定格在至少五百亿，靠谱吗？

马云：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四百

亿、五百亿、六百亿这些数字都不会成为纪

录，所以我也没多大的关心，但是我关心在

于今天这个情况下，如果卖四百亿、如果卖

五百亿，有多少包裹得寄出去，得安全地送

到，路上不能有故障，不能下雪，不能下雨，

这些事情我比较关心。

回应注册“双十一”争议

我们欢迎任何人来使用,但我们杜绝恶意竞争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得注意：

网购上瘾

是冲动控制障碍

五折、秒杀，“双十一”特价热潮

迎面扑来，很多老婆都按捺不住了，购

物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一旁，老公吓傻

了眼。于是，各种段子就来了。

谁该“剁手”

制图 王雪

马云成功的背后

站着万千“败家女”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马云昨接受央视采访时，黄渤作为嘉宾出席

段子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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