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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大学山东分校
学员在西溪园区近距离感
受阿里发展和文化。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韩都衣舍创始人赵
迎光、小狗电器创始人檀
冲都是我们的学员。”淘
宝大学山东分校业务负责
人张彬谈起淘宝大学走出
的大佬如数家珍。不同的
是，之前大佬们在北京、
杭州才能接触到的最新培
训课程，山东学员在家门
口就能听得到。未来可
期，他们中或将走出更多
的本土企业大佬。

大佬们为什么要去上淘宝大学？
淘大山东分校要打造本土电商大佬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谷婉宁 实习生 冯子涵

学员评价：
一次信息爆炸的头脑风暴
上完林达老师的课程
后，一位来自聊城的学员感
慨道：“信息量太大了，我
要回去好好消化，感觉刚刚
经受了一次头脑风暴的洗
礼。”
这次是山东分校的首次
开课，让学员们没想到的
是，课程内容远远超出他们
的预期。由于学员大多来自
传统企业，所以这一次的课
程主要围绕传统企业转型，
讲师林达本人做过传统企业
经营，现在又从事互联网电
商业务，因此课程理论内容
和实际案例分析极为贴近现
实。
在淘宝大学严格的评价
体系中，学员们对于讲师的
满意度近乎百分之百。据
悉，淘宝大学有认证讲师200
余名，山东分校成立后陆续
为山东省商务 厅 、 山 东 省 经
信委提供培训支持，在产业
转型、组织变革、智能制
造、商业创新等方面提供新
思维。同时，淘宝大学山东
分校以培训中心、培训基地
的方式为市县政府提供全年

人才解决方案。本次淘宝大
学聊城培训中心在杭州首次
开课，学员们被企业转型、
管理文化等课程和阿里文化
体验、优秀企业参观深深吸
引。
淘宝大学培训学院副院
长刘国峰表示，教育在阿里
的布局里是重要的一个板
块，包括职业化的教育、平
台化的教育、针对创业者的
湖畔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
等，因为教育可以为阿里巴
巴的发展进行赋能。
在阿里巴巴的愿景中，
2036 年帮助一千万家中小规
模 电 商 持 续 盈 利 ， 服 务2 0 亿
消费者，解决一亿人的就
业。“淘宝大学未来会更好
地服务平台的网商创业者。
因为要帮助一千万家中小企
业盈利，就必须要发挥培训
平台的作用，才能帮助这些
企业更好的找到做生意的方
式方法。”刘国峰说。
“当然，淘宝大学服务
山东要靠分校去完成，”刘
国峰表示。淘宝大学山东分
校 自5 月25 日 挂 牌 以 来 ， 借
助齐鲁晚报在山东地区的媒
体影响力和阿里巴巴在电商
培训领域的资源优势，搭建
本地电商人才成长平台，为
山东企业战略转型和山东经
济动能转换提供人才支撑。
目前，山东分校已于聊城、
临清落地培训中心和培训基
地，结合当地产业进行人才
培育和专业赋能。

淘宝大学认证讲师林达为学员们“现身说法”。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三个月就迭代一次课程
淘宝大学是基于阿里平
台上的商家和客户而推出的
培训课程，淘宝的平台规则
变化之快、活动之多，用户
有目共睹。张彬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淘宝大学所有的课
程必须跟上平台的变化，培
训大纲的课程每三个月就要
迭代一次。
据介绍，淘大的老师不
是员工，而是平台上优秀的
卖家。因为只有实操的卖家
才是最熟悉不断变化的平台
规则。比如即将临近的“双
11 ”，在活动之前，讲师会
从实操层面把规则最新玩法
传递给学员。
而要成为讲师门槛是非
常高的。
张彬说，每年淘大都会
有一次大型的讲师认证，所
有讲师都要参加。“因为我
们要确保讲师一定是最了解
规则的，这要求他自己有一
线有实操经验。因为有一部
分讲师可能赚到钱了，就不
在一线实操了。”
这只是最基础的，更重
要的是，讲师自己店铺数据
也必须是非常好的。讲师通
过平台报名后，系统会首先
筛选讲师店铺数据，如果其
店铺经营情况一般，则很难
成为讲师。
数据匹配之后，才能进
入面试阶段，讲师先要自己
录制讲课视频，让评审先筛
选一遍，过审的才能有机会
进去下一步复审。
经过多轮筛选，综合评
分达标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讲
师。而成为讲师之后，他们
每一次授课，都会让学员打
分，对讲师进行评价。
淘大的课程体系也并不
是随意设立的，每一门课
程，都是讲师、淘大小二、
优质卖家等共同研发出一个
标准课程。在这个基础上，
讲师每一堂课具体内容会有
所不同。
以服饰行业为例，淘宝
大学和ifashion 合作，根据不

同层级、不同发展阶段、不
同类型的商家设计定向线上
课程，打造精准特色商家圈
子和多样化成长体系。例如
腰部卖家渴望了解精细化运
营、数据化运营、内容营
销；头部卖家则迫切需要学
习财务税务、股权、投融
资、组织管理、人员管理等
知识。而线上+ 线下的结合方
式，也精准解决了商家痛
点。
学员类别不同，配给的
讲师层级也不同。像赵迎
光、海尔的一些高管虽然不
是系统内的认证讲师，但是
也来给学员们上过课，其针
对的是总裁班的学员。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而
最终放弃。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
看热闹，很多人以为看看就
能学会的东西，但其实并没
有那么简单。
近几年，市面上出现了
很多拷贝和模仿淘宝大学的
培训机构，培训结果参差不
齐。而即使最严苛的知乎网
友，对淘宝大学在引导新人
入门、提升电商运营方面的
作用，其评价都是积极和正
面的。

常态化学习
是每个企业应该关注的

中 研 普 华 报 告 显 示 ，目
前 ，中 国 有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15000 余个，对整个中国经济
的贡献达到30%以上。国家级
开发区数量从2011年的219家
增长到2015年的364家，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13 . 5%。
我省几乎每个市都有自
己的产业园，其中包括数量
庞大的电商产业园。
林达说，自己也经常参
加各地的产业园剪彩，但是
最后发现很多产业园后期真
正发展起来的并不多，这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配套跟不
上，影响了人才的流入。
“我们刚来西溪湿地的
时候，这里配套还没起来，
周围方圆三公里只有一家拉
面馆，我们来的第一年老板
就买了一辆奥迪，第二年又
买了一辆汉兰达。”林达
说，地方配套真的很重要，
县域政府打造产业园尤其要
注重把配套搞起来。“从事
电商的都是年轻人，本来县
域就离一二线城市较远，如
果再配套跟不上，肯定吸引
不了年轻人。”
同时，他也指出培训的
重要性。“电商发展速度太
快 了 ， 年 初 学 的 到 ‘ 双1 1 ’
就过时了，用不上了。这就
是为什么部分地方政府有培
训无组织，看上去很繁荣，
但收效甚微的原因。”

阿里巴巴平台上涌现出
了大批经验丰富的商家，淘
宝大学把他们的经验收入系
统，复刻经验，并通过系统
赋能更多商家和企业。
淘大认证讲师林达表
示：“对瞬息万变的电商行
业来说，常态化学习是每个
企业都应该关注的，最常态
化的学习就是工作即学习。
应该鼓励从业者去尝试一些
不同的内容，去突破自己的
工作职责的概念。”
“现在平台玩法变了，
以前大家都抢着打爆款，可
是现在是内容营销时代。在
淘宝上刷着文章、看着直播
也能卖货了，除了淘宝，在
优酷看连续剧、抖音上刷短
视频也能边看边买。商家面
临着新的机遇，但也是很大
的挑战。”
林达说，电商行业一天
不学习，就可能被时代给落
下，所以不应当把培训当作
是一门短期的入门教育，而
应当长期关注，长期与圈子
里的人交流。
就像刘国峰说的：很多
人参观了阿里之后，都壮志
雄心想把阿里的运营模式、
管理模式搬到自己公司，可
是后来发现真正实施起来，

要改变有培训
无组织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