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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川：从骄傲到勇气的穿越
陈于蓝

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拥有工学学士、硕士以及

EMBA 学位。现任搜狗公司 CEO、董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清

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联席院长、计算机学科顾问委员会委员。

视频会议接通后，王小川出现在镜头里。

与往日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略有不同，他留着板寸，没穿西装，

少了些商务范儿，却多了分率真的学生气。

“（板寸是）自己在家里推的。”王小川随和地笑了笑，开始接受我

们的采访。

初逢良师，结清华不解之缘

1996 年，王小川因获得国际奥

林匹克信息学竞赛金牌，进入清华

大学计算机系。从小学时就对计算

机与编程颇有兴趣的他，如今回忆

起当初选择清华计算机系的原因，

直言当时的自己觉得进入清华计算

机系是一个最高的梦想。1996 年，

清华成为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三所高校

之一。在王小川看来，要想进入清

华计算机系，“你得极致优秀才有

机会”。

其实早在国家集训队期间，王

小川就与清华计算机系结下了不解

之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吴文

虎教授，当年正是集训队的教练。

除了吴教授在学术上的权威性之外，

王小川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

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要求。吴

教授非常看重学生的德行，强调要

给国家作贡献。此外，王小川在高

中时期就听说了清华“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他深知锻炼

身体的重要性，也一直坚持长跑。

在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不仅使

王小川在编程技术上更加精进，也

锻炼了他的勇气。“记得我在中学

的时候胆子很小，不敢上课举手发

言，但是到了集训队后，能够解题，

并能举手上台给其他集训队的同学

分享你的思路，这变成一个非常重

要的考核。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

上去给别人讲我的思路，对我自己

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多年后再次回忆起当年集训队

的经历，吴教授对自己的影响让王

小川颇为感慨：“他是一个教育家，

他在培养人，教和育两方面都做得

非常好。”

笃志创新，取他山之石攻玉

刚进入大学的王小川，也曾有

一段难熬的适应期。

从小学到高中，他从未有预习

与复习的习惯，而面对大学的学业

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学习

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被逼

王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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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既让王小川觉得极富挑战

性，同时也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与

团队合作意识。“项目的成功，更

多的还要依靠整个科协的组织。”

王小川意识到，要做成一件事，

不同于埋头做一个技术项目，还需

要思考怎么进行团队合作，怎么得

到外界的支持与认可，怎么把影响

力做起来。智能体大赛的创办令他

很有成就感：“创造了一个生命体，

它也许会延续几十年。”

回忆智能体大赛的创办过程，

王小川提到了与他同届并担任系科

协主席的周枫。“当时周枫拎出一

个时间表来，每条线什么时间完成

什么工作，在项目的计划与组织方

面，我认为他发挥了很多能力，让

我学到怎么去组织一个大的项目。”

王小川与周枫于同一年入读清华计

算机系，住在同一层楼。“他有自

到了“绝处逢生”的地步。

大一结束的暑假，王小川去考

了驾照。“书没同学读得好，我拿

个驾照能够让自己‘平衡’一下，

激发自己从其他方面找补。”王小

川笑着说道。

为了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王小川在大二的整个学期，每天下

课都去上自习，到了饭点就去吃饭，

吃完饭接着学习。极强的自律性与

坚韧的意志使王小川走出了学业上

的困境，进入大三后，他已经可以

辅导其他掉队的同学了。

清华园里，计算机系，王小川

开启了他的创新之路——加入计算

机系科协，从干事到部长，从部长

到副主席……谈起这段经历，王小

川有许多话说。

在担任系科协副主席期间组织

智能体大赛，是他记忆中的高光时

刻。“第一届叫‘坦克旋风赛’，

比赛是我命题的，我要贴海报、引

导大家报名……”

对王小川而言，大赛的最大难

题是参赛选手提交的代码水平可能

无法达到预期。王小川联系了当时

的计算机集训队，将坦克旋风赛这

一题目变成了集训队选拔的题目。

写代码能力极强的集训队成为了大

赛的专业队，为参赛者们提供了可

供改进的代码，从而撬动智能体大

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也为大赛未

来持续的高水平发展带来了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集训队的十几位同

学最后也都进入了清华计算机系就

读，对更高水平的追求被潜移默化

地埋入了计算机系学子的内心，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计算机系人精益求

精。

第一届智能体大赛很成功，比

赛现场有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清

华的校领导也来参观。这项比赛被

学校评价为“寓教于乐”，升格成

为了校级比赛，由此成为四大校级

比赛之一。智能体大赛到如今已有

二十年的历史，王小川也一直关注

着这项由自己参与创办的赛事，长

期为赛事提供赞助，心系今日清华

计算机系学子的发展。

智能体大赛的创办，也为王小

川的创业之路打下基础。“我当时

大三，带上师弟们一块工作。要让

他们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意义，要

组织协调进度、时间，要命题，要

开发比赛平台，还要对接代码。”

2013 年 9月 16日，在搜狐媒体大厦，马化腾、张朝阳、王小川（中）接受媒体采访，

同时宣布了腾讯注资 4.48 亿美元战略入股搜狗，成为搜狗最大单一股东的消息。



35

2020 年第 9 期

己不同的一些视角，给了我很多启

发。”

王小川在读大学期间写了一个

FTP 的搜索引擎，想让整个计算机

系学生的电脑都能被检索到，从而

共享音乐、书籍和一些学习资源。

说起这段经历，王小川是自豪的：

“这是我擅长的事情，我做得很极

致，在里面加入了智能化……比如

同一个文件有的同学用中文命名，

有的用英文，我的搜索能识别这两

个是同一个资源。”而他当时还无

法解决的，是将这个搜索引擎共享

给大家——如果每个人都安装一个

执行程序，数据库可能会被“撑爆”。

后来，周枫面对相似问题时的

做法令王小川深受启发。“他写了

一个网站，上面有个搜索框。他精

通的不是技术，而是向外界学习，

用到了最领先的趋势性理念。”在

王小川眼中，这件事让他看到，如

果欠缺了一些关键的环节，所提供

的产品完成度就不够。

与周枫、庄莉一起参加数学

建模比赛的经历，也令王小川印象

深刻。周枫运用领先的数学工具

MMA 解决问题，这个方法给他带

来启发。在参赛期间，他熬了三天

三夜，写了 80 页的论文，“去交

论文时腿都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

走路一样”，王小川说。

大三时，王小川与许多计算机

系的同学都进入了ChinaRen实习。

在国内互联网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

的时候，他们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互

联网发展的大潮，见证并经历了互

联网经济历史性的变革。

在小小的计算机公司里，环顾

四周，前后左右全是清华计算机系

的同学。据说当时的计算机系有近

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在 ChinaRen 工

作。长期住在校外，维持正常的教

学秩序并不容易，学校的老师们虽

然心里着急，却并没有认为这是“不

务正业”。“计算机系是一个比

较开放、能够给大家空间的院系，

有很好的氛围。”王小川说。他还

看到了计算机系人的一大特质——

“领导给你一个题目之后，你总觉

得有办法把它解决。其实那种自信

满满的状态，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他也提到，或许是师出同门的原因，

当时的团队对于事物理解的视角还

是单一，“而一个团队要有战斗力，

多样化与多元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实习时，他们经常连续工作很

长时间，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天只

睡四个小时，住在写字楼里，躺在

办公桌下都能睡着，这段经历艰难

但颇有收获——王小川在几个月时

间里长了近 40 斤，“对技术本身

是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为后来从事

这个行业的工作或者说事业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户”。王小川回忆，当

年最后既成功毕业还同时坚持工作

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个。对他而言，

这是极限的挑战，“在极限下工作，

我认为在那个时候还是挺爽的一件

事。”

在清华学习的七年里，王小川

对“追求极致”有了更深的理解。

大一时恰逢比尔·盖茨访华，他接

触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企业之一，

也使他感受到与世界的连接，从而

对自己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计算

机系就读期间，身边有许多优秀的

朋辈，使王小川有了强大的自驱力，

在每件事情上都拒绝妥协，追求做

到极致。

在 ChinaRen 实习的经历对他

而言，是“学以致用”，他更希望

的是“做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做

发自内心想做的事。”

创新创业，以清华情怀自勉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创

业，这是一个极少数人能成功的事

情。”在王小川看来，只有极少数

人既拥有自信与灵感，又有好运气，

同时还能不断修正自己，这样的人

创业成功的概率才会比较大。

在走出清华之后，王小川加入

了搜狐。工作地点在五道口附近，

王小川有了“清华东门守门员”的

绰号。工作之初，他接下了“开发

搜索引擎”的重任。虽然当时整个

团队只有 6 个人，但怀着一股子冲

劲，王小川并没有觉得这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以清华学生的骄傲

不会觉得有做不到的事，尤其是一

个技术活。”事实证明，压力与责

任越大，激发出的能量也越大，王

小川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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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发现在一种使命驱

动下做某些规定动作，会难一些，

但在艰难的地方，也有意外的收

获。”搜狗搜索引擎的开发对搜狗

输入法的诞生、对王小川而言，是

一个契机。“整个开发过程是一根

将后来种种成就串联起来的藤蔓”，

王小川说：“每一件事对你整体人

生经历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清华毕业后的王小川，仍然拥

有一个清华系的管理团队。同为清

华人，大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同

样卓越追求，同样尊重技术，并且

“从一开始工作就会更顺利地互相

信任”。

王小川的创新之路从未止步，

当年他首创了三级火箭模式，如今

又投身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与新

华社合作推出了虚拟主播。他认为，

无论输入法、浏览器，还是三级火箭，

都是提升用户表达的能力，而人工

智能是与他对技术的理解最为契合、

也最符合未来趋势的一项技术。

“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创

造价值”是他创新最大的动力源泉。

搜狗近年来致力于将 AI 技术深度

应用在智能翻译领域，这契合了搜

狗的使命——“让表达和获取信息

更简单”。王小川毫不吝惜对这项

技术的喜爱：“人类在交流时，让

语言相通，是极其神圣和有使命感

的一件事。AI 来了之后，翻译会变

成更性感、更有价值的一件事……

搜狗在翻译软件方面的开发与更

新，是团队价值的实现，是技术意

义的体现，是与这个世界特别相关

的一件事”。

回首整个创业历程，王小川说

不敢称自己为成功的极少数人。在

他看来，有技术背景的人创业更习

惯于靠自己，吸引和自己相类似的

人，以技术发明来创造价值；而在

领域里，如果要做大事，还需要更

多地识人，寻找相应的人才。

走出清华数年后，王小川又重

返清华学习。谈及回到清华读博这

一选择，他这样解释：“我认为我

有必要在技术领域里继续生根，包

括跟技术大拿们有更多对话。读博

是重新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通览

技术前沿的内容，找到问题并解决，

我觉得这样的训练过程有利于建立

思维结构，从而帮助我和顶尖的技

术人才做更好的沟通。”

王小川也对清华精神有了新的

理解。“到后来发现很多事不光拼

技术，还有技术背后的自信，对社

会作贡献的理念。清华的老师们，

包括很多毕业的清华人，身上都洋

溢着对使命感的追求——不只解决

温饱，不仅仅有存在感，而是愿意

切实作出贡献，做有价值的事情。”

为了助力计算机系的发展，王

小川捐建了天工智能计算机研究院。

“让计算机系有一个物理载体，将

大家聚集在一块，孕育出更好的文

化，增强更多人的信心，建立更好

的沟通。”这是他对研究院的期望。

王小川希望由清华这个起点完

成“从骄傲到勇气的穿越”，未来

也许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将骄

傲抹去，变为一种勇气”。

Sogou 搜狗上市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