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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锋
设立达摩院
瞭望技术趋势并布局

王坚是第一任作战指挥，2008
年从微软来到阿里后，顶着“骗子”
的名号，他闷头干了几件事：为阿里
云确定去IOE（去除IBM小型机、
Oracle数据库及EMC存储设备）的
技术路线，打造自主研发的操作系
统“飞天”，开创了AI体系，为阿里云
的崛起全面铺路。

在另一条与业务结合更为紧密
的路径上，时任淘宝技术总架构师
的张建锋开始了阿里史上的五彩石
战役——在淘宝和原淘宝商城（天
猫）之间“拆烟囱”，目标是打通两者
的系统，让用户购物不再是割裂的
体验。2009年，他的团队首次引入了
中间件和分布式架构，将淘系业务
背后的技术统一到一处。蒋江伟是
当时主要技术人员之一。

10年后，这次“拆烟囱”成就了
阿里的中台，也是今天在互联网巨
头和大量传统企业中正在践行的理
念和平台。

同王坚相比，第二任作战指
挥张建锋是那个继往开来的人。
2017年，张建锋在马云的支持下
设立达摩院，达摩院的角色是要
把阿里的技术家底儿做厚，所以
从第一天设立开始，它就不是单
纯的基础研究机构，强调技术要
有商业价值。如今包括顶级科学
家在内的大部分科学家都属于达
摩院旗下实验室。

达摩院为阿里瞭望技术趋势，

并辅之布局。在判断未来的云计算
平台竞争将是“软硬一体化”的全栈
能力比拼后，2018年9月达摩院旗下
成立芯片公司平头哥，并在一年之
后推出AI推理芯片含光800。如今在
国内云计算厂商中，阿里云拥有全
栈能力。

金榕
从阿里妈妈顾问
到领导机器智能团队

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主任金
榕，2014年加入阿里前曾在密歇根
州立大学任教。当时他应朋友邀请
担任阿里妈妈的学术顾问，通过将
从等用户来才计算广告推送改为提
前进行广告推送的计算，优化了推
荐矩阵，计算效率提升了30%，为阿
里妈妈广告推送机制作出了巨大贡
献。这次牛刀小试让他意识到，理论
知识能够跨越鸿沟，在现实世界中
落地并真正发挥作用，也让他第一
次看到自己的那些理论研究变成真
实影响上亿人的功能。

后来，金榕带领团队开发的上
传照片识别商品的拍立淘，成为每
天有近有2000万人使用的产品。这
段经历让他充满自豪感。如今金榕
领导的机器智能团队是达摩院里最
大的一个团队，拥有20多位知名大
学教授，近10位IEEE Fellow。

贾扬清
“AI架构大神”
学会自己退一步

今年3月，当“AI架
构 大 神 ”贾 扬 清 从
Facebook跳槽阿里时，
也有很多人表示不解。
这名80后在攻读博士
期间创立并开源了深
度学习框架Caffe，该框
架被广泛采用，贾扬清

也因此为业界所熟知。
在解释加入阿里的理由时，贾

扬清提到一点：他个人很喜欢赋能，
想让各行各业都能很好地使用AI能
力，技术最后需要经过产品和商业
的锤炼，这是一定程度上我来阿里
的原因。而这一点上，他认为阿里比
Facebook 更有优势和机遇。目前，
他担任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云智
能计算平台事业部总经理，领导阿
里大数据平台、机器学习平台的研
发工作。

贾扬清从一线开发转到管理岗
位的第一年，产出的代码量在组里
数一数二，这对于一位开发人员来
说，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但对于
一个管理者来说，就有问题了。贾扬
清后来意识到，作为管理者，真正要
做的是支持团队其他人实现能力的
最大化，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冲在前
线。“管理者要学会自己退一步，为
一 线 同 学 创 造 空 间 ，支 持 团 队
Scale 技术”。这是一名技术管理者
的成长感悟。

施尧耘
率领团队研制出“太章”
有望打破谷歌提出的“量子霸权”

2017年，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职业成就奖”
施尧耘担任阿里云量子技术首席科
学家时，外界很好奇他为何在自己
学术生涯的高峰加入阿里。施尧耘
坦言：量子计算机“吹牛”了20年，一
直是在纸上谈兵，为量子计算落地
做出贡献是这一领域研究者的最大
心愿。

施尧耘组建了阿里云量子计算
实验室，并率领团队研制出据称是
当前世界最强的量子电路模拟器
——“太章”，美国《连线》杂志称这
一发现有望打破谷歌提出的“量子
霸权”。

据澎湃新闻

11月22日，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
选结果揭晓，共选举产生新院士64名。其
中最小年龄为42岁，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孙斌勇。

据了解，孙斌勇1976年11月生于浙江
省舟山市，1995年被保送至浙江大学数学
系。在香港大学参加了莫毅明院士等人组
织的李群研习课程后，孙斌勇于2001年进
入香港科技大学，师从励建书院士学习李
群表示论，并于2004年取得博士学位。
2005年起，孙斌勇入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2011年，孙斌勇被破格
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他曾获2014年陈嘉庚青年科学
奖数理奖、2016年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奖、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11月2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
了孙斌勇。

记者：当你得知自己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时，是怎样的心情？

孙斌勇：觉得挺幸运、挺荣幸的。前两
天就得到通知，要来开会。接到这个消息，
先给老婆说了，她肯定开心；我妈妈也发
微信语音给我说，非常高兴，说我为孙家
村争光了。感觉家里人都比我开心。在11
月22日开的新院士座谈会上，（我）拿了院
士证。

记者：求学时，想过成为数学家吗？
孙斌勇：没仔细想。我们那时候学习

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辛苦，还是比较轻松
的。没兴趣班，老师不会总是逼着我们做
作业。我初中以前，作业在学校里面做得
差不多，回家就不怎么做了。我会看小说，
比较喜欢金庸、古龙。

那时常和同龄人一起玩，走得亲密的
朋友有五六个吧。我们在山上跑，去海里
玩。小学五六年级时，如果考了前几名，或
者进步很多的话，老师有时就会奖励几毛
钱，大家就买零食一起吃掉。暑假天天泡
在村里一条不知名的小河里，去钓鱼、捉
鱼；有时几个人配合，捉到一麻袋（鱼等），
我们就会带回家，弄点酱油，烤着吃。

初中考试前我会临时抱佛脚，把课本
背一背。回到家，有农活也会干一点，锄
草，种玉米、土豆类的。高中时，我总是跟
体育班一起练长跑，那时体力还不错。大
学里，有很多次半夜跟同学逛西湖，买半
斤麻花吃。大学时喜欢看搞笑电影。像周
星驰的《逃学威龙》《大话西游》等。

记者：看来留给你最深的记忆大都和
“玩耍”有关，那么，在你看来，“玩”对一个
人的成长有多重要？

孙斌勇：在玩中快乐就是目的。每个人
追求不一样，有些人想出人头地，让孩子上
各种兴趣班，但时间不要排太满了，否则孩
子就没有玩的时间。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
这很重要。我认为快乐是最重要的，比出人
头地更重要。考上好的大学不一定是最重要
的，这不是唯一目标。像我的女儿，我跟她
说，第一要玩得开心，第二，要学得好；而玩
得开心比学得好重要。现在的学生都苦，作
业太多，没有太多的自由时间，所有的学生
都在学一样的东西、天天做一样的作业，着
就没有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但其实，家
长或学生都应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像我女儿
每天晚上基本做作业会做到10点，有天她做
作业做到11点，我说不用再做下去了。

记者：截至目前，在你的学术生涯里，
有过低谷吗？

孙斌勇：还是挺顺利的。但是跟国外
同龄人相比，我进入专业数学研究领域太
晚，大学才真正开始。比如以色列的一个
数学家，他带的学生从初中就开始了。其
实把高等数学里面的数学观点，从基本的
一点一点往下讲，小孩子都能懂的。

记者：对志在科研的年轻人，有没有
一些建议？

孙斌勇：耐心扎实学习，坚持不懈钻
研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王春

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阿里巴巴王坚入选工程管理学部
11月22日，中国工程院发布了2019年

新增院士名单，共选举产生75位院士和29
位外籍院士。其中，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0
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9人、化工、冶金与
材料工程学部9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9
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8人、环境与
轻纺工程学部7人、农业学部7人、医药卫生
学部10人、工程管理学部6人。

其中，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
入选工程管理学部，他也是极少数来自民
营企业的院士。

王坚现年57岁，在2008年以首席架构
师身份加入阿里巴巴，此前在微软亚洲研
究院任职常务副院长。王坚是阿里云的创
始人，过去10年，他主持研发了中国唯一自
研的云操作系统——飞天，突破世界级技
术难题，实现中国云计算从0到1的突破。

2017年，飞天获得中国电子学会15年
来首个科技进步特等奖，是云计算核心关
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成功实践。

据阿里方面介绍，王坚最
为知名的成就之一，是带领阿
里云工程师，自主研发了中国
的云计算操作系统——飞天，
实现了中国云计算从0到1的
突破。王坚作为民营企业技术
带头人的代表当选，这也意味
着民营企业科研力量逐渐成
为国家科技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王坚是阿里云创始人，中
国唯一自研云计算操作系统
飞天的提出者、设计者和建设
者，推动中国IT产业从IOE
（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
和EMC存储）向云计算转变。
2017年，飞天获得中国电子学
会15年来首个科技进步特等
奖，是云计算核心关键技术自
主创新的成功实践。

2008年，在阿里的IT架构
中，淘宝和支付宝使用的绝大
部分都是IBM小型机、Oracle
商业数据库以及EMC集中式
存储。当年用户激增，数据越
来越多，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
半之间，服务器的处理器使用
率都会飙升到98%。

当时全球企业的数据库
基本都是Oracle，而阿里巴巴
拥有亚洲最大的Oracle集群，
计算规模达百TB级别。按照当
时淘宝用户量的增长速度，
Oracle集群很快将无法支撑业
务发展，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算力不足。尽管当时阿里已开
始把数据迁移到更大规模的
Greenplum，但后者在百台机
器规模时就遇到瓶颈，给业务
增长造成极大阻碍。此外，Ha-
doop之类的开源技术在可靠
性、安全性上也遭遇了天花板。

2008年9月，王坚带着解
决大规模算力瓶颈的任务加
入阿里。他发现，无论是Ora-
cle还是Greenplum、Hadoop，
都不是大规模数据计算的最
优解，要研发一套新的技术架

构来换掉阿里巴巴的旧引擎。
新的架构需要足够便宜，

而且为了满足阿里巴巴庞大
的计算任务，这套系统至少要
比IOE表现更好，能同时调度
数千台计算机。王坚需要从零
开始建立这个云计算系统。
2008年10月，这套云计算系统
被团队定名为“飞天”。

飞天是国内首个大规模
分布式计算系统。2008年底，
王坚首创了以数据为中心的
云计算体系结构，并确定为飞
天的体系架构。构建了“先全
局聚合、后逻辑切分”的计算
资源管理模型，解决虚拟化技
术路线造成的计算资源分易
聚难、弹性能力不足等难题，
实现计算资源在全球范围跨
数据中心的扩展和调度，满足
大规模数据处理的要求。

中国电子学会鉴定认为：
飞天系统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
控，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对我国乃至全球互联网
产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动
作用，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云计
算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成
功实践。2017年中国电子学会
科学技术奖中，阿里云主导的

“飞天云操作系统核心技术及
产业化”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这是该奖项设立15年
来首次颁发的特等奖。

阿里方面表示，目前中国
1000多位两院院士大多来自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国
企等。而王坚是其中少数来自
民营企业的技术人。王坚带领
团队攻关的云计算，在全世界
最前沿的领域取得突破，并以
技术推动了中国云计算产业
的蓬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
王坚的入选可谓意义重大：这
象征着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正补上结构性的短板，民营企
业开始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新“引擎”。

主持研发云计算操作系统飞天
实现中国云计算从0到1的突破

王坚是谁？

王坚只是一个缩影。
成立20年以来，阿里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在38位合伙人中，有三分

之一是技术出身。在六万余名科学家、工程师中，有10多位IEEE FELLOW、30
多位知名高校教授，先后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450多篇论文。根据普华
永道发布的《2018年企业科技创新企业1000强》报告显示，阿里在国内所有科
技公司中研发支出占比位居第一，跻身世界顶级科技公司行列。

在王坚身后，阿里巴巴集团CTO张建锋（花名“行癫”）、高德总裁刘振飞、
阿里云智能基础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蒋江伟等一批内部人才成长起来。

不止王坚 令人惊讶的
顶级科技公司的推手们

中科院新当选42岁院士孙斌勇：

玩得开心
比学得好重要

王坚

孙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