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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文章的撰写可视为学术研究的开端和理论延展的基础，对于完善和提升现

有理论、建构新理论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撰写高水平综述文章极具挑战性，而撰写范式的
选择对于高水平综述文章的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科学地选择恰当的撰写范式，能够使研究主
题、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之间相互契合，显著提高综述文章的质量和水平。本文在对国内外大
量综述文章进行阅读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归纳总结了九种综述文章撰写范式，并从
多个视角对这些范式进行综合比较，期望能够为学者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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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综述文章的撰写可视为学术研究的开端和理论延展的基础，对于发现好的研究问题、避免
重复研究、更有效地开展学术对话、完善和提升现有理论以及建构新理论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此，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综述文章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撰写高水平综述文章绝非易事，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如果在撰写之前没有规划好科学的撰写范式和文章
的总体思路与逻辑布局，很可能就会写成诸如记账式、罗列式的毫无特色和贡献的综述文章。
为了促进和提高国内综述文章的学术质量，提升综述撰写范式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以
公开发表的综述文章为分析对象，对管理类综述文章的撰写范式进行系统归类与比较，进而详
细归纳出每种范式的特点和撰写要点。国外发表管理类综述文章比较集中和有代表性的顶级
期刊主要有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AMA），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AMP）。此外，本文还选择了国际管理学界公认的顶级期
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和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由于
这5个期刊及其刊发的综述文章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以2010—2018年发表于这五大
期刊上的综述文章为对象，对国外综述文章的研究范式进行深入分析和梳理。在国内，《外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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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管理》期刊具有最大的综述文章容纳量，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管理类综述文章的最佳
平台，展示了数量和质量皆为上乘的综述文章，向学者们呈现了一场综述文章的盛宴。因此，国
内主要以《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为例，对管理类综述文章的撰写范式进行梳理。
本文归纳出九种管理类综述文章撰写范式，并从多个方面对九种范式进行详细比较。本文
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1）在深入分析、整理、提炼国内外大量综述文章的基础上，从研究主题
和理论贡献两个维度，创新性地归纳出九种综述文章撰写范式，帮助学者对综述文章的分类形
成系统、整体的认知；（2）详细归纳每种范式的特点和撰写要点，为学者选择适当的综述文章撰
写范式提供依据和参考；（3）从研究主题、文献基础、理论贡献和代表范例等方面对九种综述文
章的范式进行比较，综合呈现了九种综述撰写范式的异同点；（4）在系统研究综述文章撰写范
式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展望，对于促进综述类文章的发展和完善，加强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互动交
融，提升本土管理研究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 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划分
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不可能“前无古人”。因
此，在开展学术研究之前，需要对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的已有研究进行全面深入地挖掘与思
考，以发现新的研究问题，进而完善、提升和拓展现有理论。综述文章通过科学系统地梳理理论
演进脉络，为衡量学术研究的创新点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管理类综述文章的撰写范式丰富
多样，但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撰写范式进行系统的分类与比较。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管理
类综述文章后发现，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选择与其研究主题和理论贡献息息相关。研究主题的
选择与确定是综述文章撰写的第一步和关键环节，理论贡献则是综述文章的灵魂。不同综述文
章在研究主题和理论贡献两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使综述撰写范式呈现较大差异。从笔者检索
到的综述文章来看，按研究主题的新颖程度可以归纳为成熟主题、新兴主题、创新主题、本土创
新主题4类，按理论贡献可以划分为理论完善、理论提升、理论拓展和理论原创4类。因此，本文
以研究主题为纵轴、理论贡献为横轴，将综述文章的撰写范式划分为九种（参见图1）。
综述文章的研究主题与其研究贡献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研究主题新颖程度的增加，其学术

创新

▲建构式综述

新兴

研究主题

本土创新

▲原创中国（东方）
管理理论

▲新兴主题的概念式综述
▲新兴理论或学派的综述

成熟

▲文献的系统梳理
▲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
▲基于元分析的综述
▲基于某一视角的综述
▲经典研究的回顾与比较

理论完善

理论提升
理论贡献
图1

13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7期）

理论拓展

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划分

理论原创

贡献也逐渐增强。如图1所示，成熟主题和理论完善交叉形成的象限涵盖了5种不同的撰写范
式。这一象限的总体特征是综述主题比较成熟，文献基础丰富，主要针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
理。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对现有理论的完善，通过综合呈现现有研究的发展脉络，辨别该研
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的未来研究议题和理论发展方向。新兴主题与理论提升交叉形成的象限涉
及2种撰写范式，这一象限的特点是聚焦新兴主题，已有文献相对较少，侧重于对国外研究的引
入与评价。这类综述文章能够加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对话与交流，对新兴主题和新兴理论发展
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创新主题与理论拓展交叉形成的象限主要涉及建构式综述撰写范式，已
有研究通常非常少，这一象限的特点是研究主题通常是从某一研究层面、视角对现有研究领域
或主题加以拓展，提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主题，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创新性。本土创新与理论
原创交叉形成的象限主要涉及原创中国（东方）管理理论的撰写范式。这一象限的特点是基于
本土化理论原创的目的提出研究主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主要理论贡献是推动东方
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对管理类综述文章撰写范式进行划分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取长补短，了解国内外管理
类综述文章发展的异同点，促进国内管理类综述文章的发展，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国内外综述
文章撰写范式的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国内外期刊各范式综述文章数目统计（2010—2018年）

范式一：文献的系统梳理
范式二：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
范式三：基于元分析的综述
范式四：基于某一视角的综述
范式五：经典研究的回顾与比较
范式六：新兴主题的概念式综述
范式七：新兴理论或学派的综述
范式八：建构式综述
范式九：原创中国（东方）理论
合计

AMA AMR AMJ ETP AMP 国外合计
77
6
2
11 14
110
0
0
0
0
0
0
0
0
1
5
2
8
7
1
3
3
10
24
3
0
0
6
4
13
11
2
2
2
3
20
7
3
1
1
4
16
1
6
5
1
4
17
0
0
0
0
0
0
106
18
14 29 41
208

外国经济与管理
46
3
3
78
37
59
18
8
4
256

总 计
156
3
11
102
50
79
34
25
4
464

从表1中可见，能够比较明确地进行综述撰写范式定位的国外综述文章总量是208篇，国内
发表于《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的综述文章总量是256篇。通过对2010—2018年发表于国外五
大期刊和《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的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分布统计，可以看出国内外管理类综
述文章在撰写范式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国外管理类综述文章更倾向于采取文献系统梳理
的研究范式（范式一），占其综述文章的绝大部分。这类文章的研究主题通常比较宽泛，侧重于
对研究主题或研究内容的全面系统梳理。相对而言，国内的综述文章撰写范式更加分散和丰
富。国内处于前两位的是专注于某一特定视角的撰写范式（范式四），以及聚焦于新兴主题的概
念式综述范式（范式六）。范式四在国内的兴起，显示国内学者近年来开始注重研究领域或研究
主题的交叉。范式六紧随其后，说明国内学者近年来非常注重对前沿理论或新兴主题的引入和
发展。对新兴理论、学派或新兴主题的综述，能够加强国内外管理学科对话，融入中国情境因
素，从而提升中国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高度、深度，并体现中国特色。对经典研究的回顾与比较
（范式五）以及文献系统梳理（范式一），也是国内学者采用相对较多的研究范式。经典研究通常
具有高权威性，如对诺贝尔奖学者研究贡献的回顾，对管理理论构建和发展有突出贡献学者的
研究观点和研究贡献进行回顾，这些权威学者通常来自于国外，国内甚少。总体来看，综述文章
更注重对研究脉络的细致刻画和梳理，并融入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提升。比较而言，对综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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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并不是特别关注，如范式二基于扎根理论的文献综述范式国内比较少，国外则没有。范
式三基于元分析的综述的应用在国内外都较稀少，但元分析综述文章在国外顶级期刊上已有
发表，可能成为国内外学者努力突破的方向。总之，不同的撰写范式具有不同特点，适用于不同
类型的研究主题，学者们需根据不同研究主题选择最契合的综述文章撰写范式。
三、 不同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体例布局和撰写要点
虽然综述文章并没有固定的结构标准，但并不表明综述文章的结构安排无规律可循。为了
更好地理解九种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写法，接下来将以国内外典型综述文章为范例说明不同
范式的体例布局、特点和撰写要点。关于典型范例的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标准：一是范例数
量，鉴于国内外不同范式发展的异同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国内外各选择1篇文章作为每种撰
写范式的范例；二是研究领域，从对国内外期刊的综述文章梳理来看，近年来，创业领域发展速
度较快，理论创新和突破比较明显，因此，典型案例选择更聚焦于创业领域；三是综合考虑研究
主题的创新性和研究贡献的大小。由于研究主题的创新性及其理论贡献水平是划分综述文章
撰写范式的主要依据，因此在筛选范例时，首先对研究主题和理论贡献做出科学判断；四是根
据撰写特点选择典型范例，结合每种范式的撰写特点，优先选择范式特点突出的综述文章；五
是参考发表时间、引用率和学者知名度等多种因素对类似文献做出取舍。
（一）范式一：文献的系统梳理
范式一主要针对成熟主题进行综述，文献基础非常丰富，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梳理，
对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形成全方位的理解与认知，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或有价值的研究议题。范
式一具备如下特点：（1）关注成熟研究主题，通常已具备大量的文献和深厚的理论基础。（2）由
于涉及文献量巨大，一般需要基于多个视角将研究内容划分成若干研究主题。（3）由于文献搜
集、筛选、归档、阅读、整理、归类、梳理的工作量巨大，该范式综述文章的撰写需要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4）范式一是国外综述文章撰写的主流范式，在国外更有影响力，此类综述文章可
以发表于国外顶级期刊。如AMA中的文章大多是对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梳理，进而
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或研究议题。
本文以Ravasi等（2018）发表于AMA的文章为例说明国外这种范式的撰写体例。该文基于
6个视角对组织声誉形成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对40年来关于组织声
誉形成的研究进行总结与概括，指出研究现状及研究贡献。第二部分分别叙述6个视角下组织
声誉的概念与形成方式，这6个视角分别是博弈论视角、战略视角、宏观认知视角、微观认知视
角、文化社会学视角和沟通视角。第三部分关注组合视角，即在组织声誉的研究过程中贯穿2个
或2个以上的视角，提出视角组合中3个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包括稳定与变化的关系、控制与
争论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分析层次的联结。第四部分通过时间轴的形式纵向梳理了40年来组织
声誉形成研究视角的动态转变。国内以“新创企业成长战略：资源拼凑的研究综述与展望”（祝
振铎和李新春，2016）一文为例。该文聚焦于快速发展的创业资源拼凑理论，梳理资源拼凑的已
有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引言指出资源拼凑对新企业突破创业约束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资源拼
凑的三个关键概念（现有资源、资源将就和资源重构）进行解读和拓展，指出资源拼凑在创业活
动中的关键作用。第三部分对比分析资源拼凑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关联和异
同。第四部分为资源拼凑理论的研究视角与主题演化，对创业资源拼凑的前置因素、测量与功
效、特征与主题演化进行文献梳理。第五部分提出资源拼凑在社会网络关系利用、企业成长等
实践中的管理启示。第六部分从资源拼凑的持续性或退出机制、拼凑对创新的影响、互联网时
代拼凑实施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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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系统梳理的综述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一般没有严格的结构要求，主
要包括引言、研究内容的系统梳理和未来展望，重点在于对大量文献的研究主题、理论基础和
研究脉络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2）引言部分需要交代清楚综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文章
的主要贡献和特色。（3）研究内容的系统综述并非对已有内容进行简单梳理，而是要在深入理
解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归纳和评析，如从时间、视角、理论、研究层
次等多角度分析。其中大多数文章都将一个较为宽泛的主题或领域划分成不同子主题，研究主
题划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非常关键。（4）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未来研究议题。这类文章的主要贡
献在于能够综合呈现某一领域或主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脉络，对研究主题的推进和理论的进
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范式二：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
基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综述撰写范式是运用扎根理论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已有
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扎根理论是一种通过数据和资料的不断浓缩与升华产生理论的质性研究
方法，包括经典扎根、程序化扎根和建构型扎根三个理论分支，这三个分支在数据来源、理论产
出和编码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关于扎根理论和编码方法的选择，综述文章中通常阐述得
并不详尽。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范式通常具有如下特点：（1）适用于研究历史较长，文献相对丰
富的研究主题。（2）在研究设计部分使用扎根理论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编码过程中作者通常
有一些预设，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要加强研究者与文献之间的互动，提升编码的科学性和
可靠性。（3）扎根理论要求学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有敏锐的直觉和归纳范畴的能力，其
在综述文章、案例文章和实证文章（主要用于新概念的量表开发）中都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本文梳理的国外五大期刊中目前尚无使用扎根理论进行文献综述的范例，这里通过两篇
国内文章来说明这种范式的撰写体例。一篇是“基于扎根理论的创业网络研究多视角分析与整
合框架构建”（单标安等，2011），该文在研究设计部分交待了文献数量和编码过程，编码文献的
数量是63/128/150，即通过初筛得到创业网络国外文献150篇，进一步筛选得到128篇，最后选
择实证类以及提出明确命题的文献63篇。通过对文献的扎根编码共得到7个聚焦编码。根据聚
焦编码，将创业网络划分为4个研究视角，即资源视角（管理学）、关系视角（社会学）、认知视角
（心理学）和经济视角（经济学），并对4个视角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脉络进行分析。未来展望部分
再一次使用编码方法对已有创业网络文献当中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提炼。另一篇是“中国企业
外部情境架构构建与研究述评”（苏敬勤和刘畅，2016），该文经过初筛得到国内相关文献1
720篇，进一步筛选后得到405篇。在研究设计部分对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进行编码，基于
PEST（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框架进行归类，得出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PEST框架体
系，并对现有研究的情境化深度及理论贡献进行分析。该文在篇章布局、理论逻辑、规范性、可
读性，以及理论提升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可以将其作为此范式的写作范文。
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撰写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一般分为引言、研究设计、主题
梳理、研究贡献等部分，其中研究设计和主题梳理是文章中最重要的内容。（2）需要提供文献搜
集与筛选的科学依据，交待清楚文献来源和数量。（3）基于扎根理论的综述需要对筛选的文献
进行编码，并以此作为划分研究主题的重要依据，而后对不同主题的研究脉络和框架进行系统
梳理。（4）研究主题的科学划分非常重要。严格来说，文章中的编码过程主要服务于主题的划分
和不同主题的研究现状梳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使用扎根理论的综述文章，编码内容与研究
主题梳理对应性不强，即主要根据主范畴来划分研究主题，但副范畴与研究主题梳理之间未建
立起有机联系，需要加强对应性。
（三）范式三：基于元分析的综述
基于元分析（meta-analysis）的综述撰写范式是利用元分析这一量化方法对实证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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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的梳理。其实质是以同一研究主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结果为研究对象，在严格设计的基
础上，运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对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客观、定量的综合分析。由于传统文献
综述的主观性较强，容易引起偏差和误差，甚至常常出现不同综述者意见相左的情形，因而在
批评者看来缺乏科学性。元分析通过增大样本量来增加结论的可信度，解决研究结果不一致的
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传统文献综述的不足（王永贵和张言彩，2012）。基于元分析的综
述撰写范式具有以下特点：（1）元分析综述方法通过增大样本量提升文章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帮助学者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揭示单项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得出更为客观的普适
性结论。（2）元分析适合于有足够实证数据支撑且某些关系或假设存在较大争议的研究问题。
（3）需要在已有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整合形成新的模型和假设，重新整合的理论模型和假
设通常包含调节效应关系。（4）元分析的文章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影响力，能够在国外顶级期
刊上发表。近年来，国内管理学权威期刊中元分析文章的刊文量也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例如，Schwens等（2018）基于元分析研究了国际创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文献回顾的基
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主要研究国际创业的三个维度（国际化程度、范围和速度）对企业绩效影
响的主效应，以及知识强度的调节效应。在方法部分，它筛选出41篇实证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在
41篇文章中提炼出相关实证数据，主要包括出版期刊、样本量、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和回归系数。由于不同的实证文章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有必要对变量测量进行编码，以确
保变量测量的一致性与可靠性，进而运用元分析方法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吕鸿江等（2018）基于
元分析研究了多元领导力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及情境因素和方法因素的调节作用，对多元领
导力影响领导力效能已有研究结果存在的分歧做出回应。该文在理论回顾和假设部分对现有
文献进行理论整合，提出新的理论模型与假设，理论模型主要涉及多元领导力对领导力效能影
响的主效应，以及情境因素（团队类型、团队平均任期、文化差异）和方法因素（测量方法、数据
属性）的调节效应。在研究方法部分交待了文献搜索与文献选择的标准，以60篇实证文章作为
样本。而后对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领导力类型、团队类型、团队平均任期、文化差异、领
导力测量方法、有效样本、数据属性和效应量等进行编码，解决变量测量问题。接着遵循
Schmidt和Hunter（2014）的元分析过程对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CMA2.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与分析，主要包括效应值转化、同质性检验、出版偏倚检验，进而验证理论模型与假设。
这类综述撰写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元分析文章的结构基本相似，涉及两个主体内
容，一是基于大量实证文章的梳理，整合形成新的理论模型和假设，模型当中通常包含调节效
应关系；二是整理、提炼并利用已有实证文献中的实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假设。（2）元分
析中的调节变量主要指整体研究样本中所包含的系统差异因素（如测量因素和情境因素），用
于解释主效应在方向和大小上的差异。（3）元分析的文献基础仅包括实证文章，要详尽地描述
从实证文章中提取的有用数据，数据的选择与研究问题息息相关，一般包括出版期刊、样本量、
相关系数、回归系数、使用的统计软件、效应量等指标，提取的数据需要在文章中列表或者放在
附录中。（4）元分析过程主要包括效应值转化、同质性检验、出版偏倚检验和敏感度分析等。
（四）范式四：基于某一视角的综述
从某一独特视角切入对某一相对宽泛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往往能够更
深入地挖掘已有文献的研究进展脉络，使研究领域或主题更加聚焦，并且有可能形成领域或主
题的交叉，从而对现有研究领域和主题进行理论拓展。基于某一视角的文献综述是目前国内较
为常见的一种综述文章范式。采取这种范式可能基于以下原由：第一，对该主题或领域的文献
全集进行综述的文章已经存在，重复研究的理论贡献不大；第二，基于独特视角切入有利于对
文献进行更深入的文本挖掘，并能够在视角选择上体现综述研究的特色。此范式具有以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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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适用于较宽泛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视角的选择非常关键，属于国内学者目前比较钟
爱的范式。（2）关注独特视角下的研究，细化综述主题的着力点。（3）文章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
独特视角的提出，实现不同研究主题、不同研究领域或不同理论之间的交叉与融合。
例如，Burton等（2016）发表于ETP的综述文章基于职业视角对创业研究进行述评，这类研
究将创业视为职业发展轨迹中的一步，认为创业能够为职业发展积累能力与资源。该文第一部
分为引言，指出基于职业视角对创业研究进行回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介绍了管理研
究中的职业理论，将职业视角划分为成就（attainment）和阶段传递（stage passages）两个维度。第
三部分对职业视角下的创业研究进行梳理。第四部分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王伟毅和李乾文
（2005）的“创业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研究”一文首先在引言中论证了为什么要基于创业视角研究
商业模式，强调商业模式研究正是从创业领域出发，日益吸取战略管理知识，从而向人们昭示
商业模式有可能成为理解创业研究与战略管理两个领域的新途径，指出商业模式本质、构成要
素及结构、商业模式与战略关系、模式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对理解创业过程和创业者的作用具有
一定启发性。随后从创意是商业模式的萌芽、商业模式的本质、商业模式的组成要素、商业模式
与战略的区别、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商业模式的分类研究、商业模式研究的未来课题、商业模
式的实践意义8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基于某一视角的综述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一般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对切入视
角的论证，二是基于独特视角对研究主题进行细分，三是基于研究主题的细分对研究内容进行
梳理。（2）独特视角的提出是文章的关键，为什么以此为视角进行文献梳理？如何基于该视角进
行文献的检索和聚焦？该视角对研究主题发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必须交待清楚。（3）需特别
注重研究视角的选择对已有理论发展和拓展的贡献，力求推动不同研究主题、不同研究领域或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五）范式五：经典研究的回顾与比较
对于一些较为宽泛，具备丰富文献基础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并不对已有文献
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而是另辟蹊径，对该主题或领域的一些经典研究进行回
顾与比较。此撰写范式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主题较为成熟，旨在将某一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
的经典研究做全面、深入的呈现。（2）这一范式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对“经典”的甄别和评价上，
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对经典模型进行回顾与比较，二是对某知名学者的研究贡献进行梳理。前
者需要以一定的标准选择有价值、有意义和有影响的经典模型，后者需要选择有知名度的学
者，通常以著名奖项（如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理论创立者为对象展开综述。（3）经典研究的回
顾与比较范式对综述作者把握“经典”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经典研究回顾与比较的一种典型形式是聚焦于研究领域的经典模型，进行回顾与比较。例
如，Moroz和Hindle（2012）发表于ETP的文章对创业过程的经典模型进行回顾与比较，该文共
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指出评估已发表的创业过程模型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提出评估创业
过程模型应考虑的因素。第三部分构建了创业过程模型的评估标准，包括模型类型，关键要素
/阶段/事件，变量/因素/活动，研究方法，分析单位以及普适程度6个方面。接着对搜集到的32个
创业过程模型进行比较，筛选出4个典型模型。第四部分利用构建的创业过程模型评估标准，重
点对Gartner、Bruyat-Julien、Sarasvathy和Shane所构建的模型进行述评，指出4个模型的优势与
劣势。第五部分指出现有创业过程模型的优点与缺点。第六部分结论与展望部分提出亟需对已
有创业过程模型进行提炼与升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提出普适性强的创业过程模型
以更好地指导创业实践。国内学者中，董保宝（2008，2012）、方世建和孙薇（2012a，b）、方世建等
（2013）对经典模型的回顾与比较范式的应用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这里以“经典创业模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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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比较”（董保宝和葛宝山，2008）一文为例。该文将经典创业模型划分成要素均衡型和要素主
导型两大类，要素均衡模型是指模型中的各个要素互相协调、均衡发展并发挥作用，主要回顾
和评价了Timmons、Gartner、Sahlman所构建的创业模型。要素主导模型是以某一要素为主导来
协调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回顾和评价了Wickham、Bruyat和Julien、Zahra和George、
Haiyang Li（李海洋）以及Jain所构建的创业模型。而后基于资源、机会和环境视角对8个创业模
型进行比较。接着对国内经典创业模型进行回顾，主要分析和评价了刘常勇所构建的创业模
型，最后对国内外创业模型的异同加以比较，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经典研究回顾与比较的另一种典型形式是对知名学者的研究贡献进行梳理，知名学者一
般是某一研究主题的创立者、开拓者，对某一研究领域具有突出贡献，如《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4—2018年每年都刊发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理论贡献的述评文章。由于本文所
梳理的五大期刊中没有理论贡献述评的范例，因此选取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期刊
上著名学者Zahra撰写的对创新创业研究先驱者Andrew Van de Ven的理论贡献述评（Zahra，
2016）一文，说明国外这类文章的撰写体例。该文第一部分为生平及学术道路，介绍了Van de
Ven教授的学术发展平台与学术成果。第二部分回顾了Van de Ven在创业领域的研究，包括其
在创业过程、制度创业、创业情境、公司创业等方面的研究贡献。第三部分回顾了Van de Ven在
创新领域的研究，重点回顾其对创新管理核心问题和组织学习方面的研究贡献，同时介绍其主
持的MIRP（minnesota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项目。第四部分总结了创新创业领域的研究
要点，提出创业情境、创业生态系统建构、创业者角色多样性、纵向研究等若干发展方向。国内
的方文丽和方世建（2018）评述了全球创业研究奖得主谢恩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该文包括引言、
生平及学术道路、学术思想渊源、主要学术思想和贡献、范式构建和研究推进、结语6个部分。第
一部分指出全球创业研究奖得主谢恩教授的研究具有广泛性、理论深入性及创新性。第二部分
主要描述了谢恩教授的学术发展平台及主要成就。第三部分分析了谢恩一系列思想框架的理
论基础，包括市场过程理论、分散的个体知识、企业增长和组织协调理论。第四部分主要回顾了
谢恩在创业个体、创业机会、创业过程、创业过程中的组织情境4个方面的学术思想和贡献。第
五部分主要归纳谢恩的学术思想对创业研究领域的影响，包括对创业研究核心议题和范式的
影响，对建构独立的创业学科的影响，以及对推进创业研究的贡献。第六部分再一次强调谢恩
在创业研究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并且指出创业研究中新的议题和方向。
经典模型回顾与比较综述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结构一般为引言、模型选择标
准、经典模型回顾和比较、未来展望几部分，其中经典模型回顾与比较是文章重点。（2）能否对
经典模型进行科学的甄别、剖析与评价是决定综述文章质量的关键，有时需要对经典模型进行
适当的分类，并要客观清楚地交待模型的选择标准和分类标准。国内这一范式的综述文章尤其
需要加强对模型选择标准的阐述。（3）对经典模型的剖析通常需要深入挖掘模型建立的背景、
理论依据、适用范围、分析层次、分析视角、主要观点和研究贡献等。
知名学者理论贡献述评综述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一般包括生平及学术道路、
学术思想渊源、学术贡献、未来展望几部分，其中学术贡献一般包括理论和方法两部分。（2）述
评对象的知名度是判断文章价值与意义的首要标准，一般是某一重大奖项的获得者或理论的
开拓者。（3）学术贡献归纳部分通常将学者的学术成就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分别介绍其有代
表性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
（六）范式六：新兴主题的概念式综述
这一范式主要关注当下研究的热点或新兴问题。例如，近年来各种类型的领导力成为比较
热门的话题，学者们倾向于围绕新兴的领导风格进行文献梳理，如创业型领导、领导者情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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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差别对待、自我牺牲型领导、领导力涌现、时间领导、包容型领导、谦卑型领导等。此类综述范
式具有以下特点：（1）通常涉及一些新兴研究主题，在日常学术研究中需要注重培养与提升识
别和挖掘新主题的能力。（2）因为主题比较前沿，评审者对这类综述文章所使用的方法、文献来
源的科学性、文献梳理的系统性等方面的要求通常较为宽松。（3）在这类文章中，读者容易捕捉
一些前沿问题和变量，这类综述文章对于新兴主题的理论发展往往极具推动作用。
例如，Nambisan（2017）发表于ETP的文章提出数字创业是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创业机会的
识别、发展、实现和改进的过程，数字创业是创业的新形式。该文第一部分为引言，对比分析了
传统创业与数字创业的差别，论证了数字创业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数字技术和创业研究，分
析了数字技术的3个关键要素，包括数字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分析了数字创业过
程、数字创业产出以及数字创业多主体的构成。第三部分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创业的影响，包括
数字组件的再编程性和重构性打破了创业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数字平台的自生长性加
强了创业机会的动态性与辐射性，数字基础设施突破了创业过程不同阶段的界限。第四部分从
创业主体的角度介绍数字创业，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创业机构和主体变得更加分散和不
固定，促使创业个体和机构之间基于价值共创进行动态有机整合，形成独特的数字创业模式。
第五部分结论提出该文的研究贡献和对数字创业的未来展望。蒿坡等（2017）的“领导力涌现研
究综述与未来展望”一文包括引言、领导力涌现的概念及测量、领导力涌现的理论基础与路径、
领导力涌现的实证研究、未来研究展望5个部分。领导力涌现强调由员工个体所表现的水平的、
自下而上的非正式领导力过程，指在团队内部个体对其他成员所表现出的领导力的感知过程，
与自上而下的传统领导理论存在本质不同。由于涉及新兴主题，所以该文首先辨析了领导力涌
现的概念，分析其测量方法，而后从内隐领导理论和期望状态理论两个视角揭示了领导力涌现
的理论基础和路径。然后系统梳理了领导力涌现的实证研究，对其前因变量、作用效果、作用机
制（中介机制与调节机制）以及特定类型领导力的涌现进行分析归纳。最后从4个方面提出个体
领导力涌现的未来研究方向。
新兴主题的概念式综述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一般包括核心变量的概念辨析、研究
现状梳理和研究展望三部分，其中核心概念的辨析和梳理是文章的主体内容之一，对引入国外
新主题和新概念非常重要。（2）由于主题新颖，涉及文献较少，有些文章并不交待文献来源和文
献数量，但是这方面有待改进。（3）需要阐述新兴主题的概念、构成和测量，有时需要在对相关
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作者的观点。（4）研究现状梳理部分要对核心变量的前因变量、结
果变量、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梳理，形成既有成果的整合研究框架。（5）通常情况下，核心主题
的研究存在巨大研究空间，有必要针对梳理过程中发现的不足进行未来展望。
（七）范式七：新兴理论或学派的综述
这一范式同新兴主题的综述范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主要关注新兴理论或学派的发展，强调
与本土管理的对接，奠定了本土理论形成的基石。新兴理论或学派的综述撰写范式通常具有以
下特点：（1）以新兴理论为选题通常更能够吸引读者。（2）要求学者有很强的理论理解和扩展能
力，能够交待清楚新兴理论的内涵、发展脉络和应用。（3）国内学者的上乘研究需要与中国哲学
思想建立有机联系，与本土管理对接，实现中西方理论的对话，并推动本土理论的发展。
例如，Vaara和Whittington（2012）发表于AMA的综述文章主要回顾了“战略即实践”
（strategy as practice，SAP）学派的研究。第一部分引言强调了“战略即实践”学派的重要性。第二
部分介绍了学派的理论渊源。第三部分关注2003年以来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文章，对“战略即
实践”理论学派进行回顾，包括学派的四大特征、SAP的工具和方法、SAP的影响因素、战略实
践者的作用4个方面。第四部分重点关注这一学派发展的5个关键方向。肖建强等（2018）也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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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清晰展示了该学派发展的基本脉络、哲学基础、基本原理、应用范例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创
新性地将“战略与实践”研究的哲学基础与“知行合一”观加以对比。该文包括6个部分，在“战略
即实践”学派的兴起部分主要提出了“战略即实践”的3P整合框架，明确了什么是战略、谁是战
略家、战略家做什么3个问题。在“战略即实践”的哲学基础部分，对比了“筑造”模式、“栖居”模
式与“知行合一”模式，意味着从“计划战略”到“战略即兴”、再到“战略即实践”的转换。在“战略
即实践”学派的原理、应用与扩展部分，除了阐述其原理和应用范例之外，主要分析了“战略即
实践”理论与制度理论、惯例理论、身份理论和叙事理论的对话与比较。在未来展望部分从行动
者、行动导向、行动逻辑等方面比较了它与中国古典“知行合一”观的异同，展望了研究本土管
理实践和建构理论的新机会。虽然这两篇同样主题的综述文章在行文逻辑上有所差别，但是两
者都关注“战略即实践”这一新兴理论，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两大方面进行叙述。值得一提的
是肖建强等（2018）一文不但对“战略即实践”学派的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更与中国哲
学思想“知行合一”观进行对话。
新兴理论或学派的综述撰写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文章一般从理论学派的起源、发
展、应用、拓展和未来趋势几方面进行梳理。（2）由于关注的大多为新兴理论或学派，所以文章
一般不交待文献来源和数量。（3）在理论学派的发展应用部分，通常需要列举理论应用的案例，
使读者对理论应用建立更好的认知和理解。（4）国内学者在撰写此类文章时，需要注意与中国
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以提升文章的理论贡献。
（八）范式八：建构式综述
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主题的既有文献往往很少，这时可以借鉴相关领域或主题的已有研究
成果，采取建构式的思路展开综述研究，在综述过程中融合学者自己的观点。在秦宇和郭为
（2011）的“管理学文献综述类文章写作方法初探”一文中也多次强调建构式综述具有极高的价
值，能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与重点。建构式综述文章通常具备如下特点：（1）需要对已有领域或
主题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研究进展和研究问题具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
上，从新的层面或视角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扩展和引领现有研究，创新性和突破性比较明显。
（2）由于主题较新，容易产生辐射效应，可以形成后续的系列实证研究成果。（3）研究具有一定
的挑战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即有些评审专家有可能因其理论依据不足而并不认可对这
种较新主题的探索和尝试，因此，需要注意提高文章的理论性、科学性、可靠性、逻辑性和严谨性。
例如，Cardon等（2017）发表于AMR的文章在评价创业激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团队
创业激情（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TEP）是创业激情研究的重要拓展。现有关于创业激情
的研究大多关注个体创业激情，但是以创业者为主的英雄式创业已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
变化，新企业的创业成功是创业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必要关注新企业团队创业激情的产生
以提升新企业的成功率。该文将团队创业激情定义为团队成员共享的积极情感和集体身份。随
后基于自上至下和自下至上2条路径、情感转移和身份形成2个过程建构了团队创业激情的产
生和影响模型。自下至上指团队成员激情通过情感转移过程和身份形成过程促进团队创业激
情的形成。自上至下指团队创业激情对团队成员的激情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产生影响，并影
响团队过程有效性、团队凝聚力以及团队绩效等团队产出。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团队层面拓
展了创业激情研究，厘清了团队创业激情的概念，基于情感和身份理论构建了团队创业激情形
成和影响的动态多层次模型，揭示了团队创业激情形成和影响的关键因素与过程，为团队创业
激情在创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框架和思路。朱秀梅等（2017）针对创业学习研究存
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创业学习的概念体系过于简化，创业情境融入不足，创业学习与组织
学习的概念区分不足；二是主要聚焦创业者创业学习，创业者的英雄主义色彩浓厚，创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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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布性本质被掩盖，员工、团队和组织等不同层面学习主体的作用基本被忽视），以创业学习
转移为主题展开研究，在构建创业学习概念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创业者、员工、团队和组织等
不同层面主体之间的创业学习转移机制，很好地解答和回应了创业学习研究存在的这两个问
题，在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突破性。由于该主题很新，可借鉴的文献很少，因
此，在创业学习概念体系构建（5W1H模型的构建），创业者、员工、团队和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创
业学习内涵与特征，主体之间的学习转移机制等方面均需要提出新观点、新主张和构建新的研
究框架，以建构式的思路和逻辑深层次地揭示创业学习转移的机制与路径。该文的主要贡献在
于揭示创业学习的动态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创业者、员工、团队和组织等不同层面的创业学习
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创业学习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各显其能，直至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学习型
组织，使新企业的生存、成长和发展获得重要保障。
建构式综述撰写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建构式综述文章首先需要对已有研究主题的
现状和问题进行清晰的论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拓展，提出新的研究主题，并论证
该主题的创新性和拓展性，提出建构式的主张、观点或框架。（2）新的主张、观点或框架的提出
需要体现较强的思辨性和创造性，能够较大程度地促进现有理论的发展，同时需要加强论证的
科学性和可靠性。（3）与其他综述范式相比，建构式综述具有明显的拓展性，紧密契合主题的研
究成果非常少，需要扩大文献范围，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九）范式九：原创中国（东方）管理理论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情境与西方主流理论的简单对接、东西方理论的浅层次对话
单向输入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本土理论发展和有效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需求，其中包括一批有
影响力的东方管理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开始关注东方管理并致力于构建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
论。同时，许多国内权威管理学期刊也对这一研究趋势做出回应，专门开设东方管理专栏，除了
接收高水平文章外，还邀请著名的东方管理学者展开对话和访谈，并且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召开
专门的东方管理论坛。如2012年美国管理学年会（AOM）的主题是“West meets East”，《外国经
济与管理》“东方管理”专栏编委会组织专题“如何参验理论边界？在实证研究中应用阴阳理
论”，成功召开IACMR2018专业发展工作坊。原创中国（东方）管理的综述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研究主题具有很强的突破性和创新性，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创造性，学术贡献突
出。（2）能够甄别和选择出具有管理理论潜力的哲学理论和思想，透彻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的
要义，并能够将该哲学理论和思想进行延展，引申到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以构建原创中
国理论。（3）这一范式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学者们应抓住中国本土管理研
究的关键转型期，专注于构建原创中国管理理论。
本文以“合理论——基于东方文化背景的战略理论新范式”（陆亚东等，2015）一文为例说
明这种范式的撰写体例与研究逻辑。该文指出西方理论的快速发展中存在明显的窘境，如传统
的战略管理理论具有基于归类—权衡—选择过程的清晰易辨的架构，这种思维逻辑固然可以
帮助具备独特资源的企业厘清发展思路，却给那些资源能力特征并不显著的中小型企业的战
略选择带来了困惑。针对这一问题，亟待中国学者运用东方哲学和东方智慧来解惑。中国拥有
悠久深厚的哲学理论和思想，以及源于上古、成于秦汉、盛于唐宋的丰富商业史，由此凝练出的
“合”理论是东方文化背景下解决中小企业战略选择困惑的战略理论新范式。西方理论与中国
情境相结合而成的“中国管理理论”，本质上是在西方管理理论体系中延展出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部分，其与原创中国管理理论仍相去甚远，在面临中国独特的转型与新兴经济情境时，仍显
力不从心，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全新管理理论或管理范式（管理的中国理论）呼之欲出。陆亚东
等（2015）正是基于此背景展开“合”理论研究，是在结合东方文化背景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
基础上所做的一次理论探索。该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阐述了具有鲜明东方文化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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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管理理论——“合”理论的渊源，解释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如何为“合”理论提供重要的基础
和土壤；详细阐述了“合”理论的复合、联合、结合和相合4个方面构成的哲学及管理学要义，将
哲学思想与管理思维进行深度融合；结合中国企业案例，呈现了“合”理论的基本范畴与研究概览。
原创中国（东方）管理理论的综述撰写范式具有如下撰写要点：（1）主体内容通常包括论证
理论的哲学渊源，对比东西方理论基础的差异，将理论的哲学和管理学要义进行深度联结，利
用实践进行理论验证，其中对比东西方理论基础的差异旨在体现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表明中
国本土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将理论的哲学与管理学要义进行深度结合是建立本土
管理学理论的核心过程，需要有机融合哲学思想与管理思维，立足于中国情境，紧密结合中国
管理实践，构建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3）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思想博大精深，如五行论（人
本管理）、道本体论（无为管理）、孙子兵法（造势与应势）、阴阳认识论（灰度管理）、悟性方法论
（直觉想象力）和禅宗的应用等，中国管理学者需要深入研究这些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并
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碰撞、融合，推动中国原创管理理论构建。
四、 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比较
不同的撰写范式适用于不同的研究主题，科学地选择恰当的撰写范式，能够使研究主题、
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之间实现最佳的契合，事半功倍，进而显著提升综述文章的质量和水平。因
此，在撰写综述文章时，需要分析和把握不同撰写范式的本质特征，力求在综述文章撰写时选
择和采用最为恰当的撰写范式。九种综述撰写范式在研究主题、文献基础、主要内容和理论贡
献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表2所示），这些差异构成了范式选择的基础。
表2

九种综述文章撰写范式的比较

撰写范式 主题
文献基础
主要内容
文献的系统
文献基础丰富，底
成熟
对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
梳理
蕴深厚
基于扎根理
文献较为宽泛，文 对文献的研究主题、基础理
成熟
论的综述
献数量相对较多 论、研究脉络进行编码梳理
基于元分析
一定数量的实证
成熟
的综述
文章

在已有实证文献基础上整
合形成新模型与假设，并利
用文中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验证假设

基于某一视
与选定视角有关
成熟
角的综述
的文献

以独到视角切入，对较为宽
泛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
进行文献梳理

理论贡献
形成对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
的全方位认识与理解
系统、客观地呈现某一主题或
领域的研究现状，指出研究问
题，以进一步完善理论发展
需要在梳理和分析已有文献
的基础上整合形成新的模型
和假设，具备一定程度的理论
完善性
能够从新颖的研究视角推动
已有研究的理论发展，全方
位、多层次地了解研究主题，
扩充研究的外延

范例
Ravasi等（2018）；祝振铎
和李新春（2016）
单标安等（2011）；苏敬勤
和刘畅（2016）
Schwens等（2018）；
吕鸿江等（2018）

Burton等（2016）；王伟毅
和李乾文（2005）

Moroz和Hindle（2012）；
有代表性的文章，
以经典研究的梳理为主，但在
经典研究的
对经典研究进行甄别、分析
董保宝和葛宝山（2008）；
成熟 文献数量不一定
文献的甄别与比较方面体现
回顾与比较
与评介
Zahra（2016）；方文丽和
很多
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完善性
方世建（2018）
新兴主题的
对核心概念的内涵、构成和 以文献梳理为主，对新兴主题 Nambisan（2017）；
新兴 文献数量较少
概念式综述
测量进行辨析
的理论发展极具推动作用
蒿坡等（2017）
对某一新兴理论或学派的
Vaara和
新兴理论或
理论提升主要体现在西方理
新兴 文献数量较少
起源、发展、应用、拓展进行
Whittington（2012）；肖建
学派的综述
论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对接
梳理
强等（2018）
文献跨度较大，需 发展和完善研究主题的概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现有 Cardon等（2017）；
建构式综述 创新 借鉴相关主题或 念体系，提出新的观点和主
理论
朱秀梅等（2017）
领域的研究成果 张，构建新的框架
甄别、选择和梳理哲学理论
哲学理论与思想
以理论构建为主，将哲学思想
原创中国
本土
和思想，将该哲学理论延
的相关研究，成果
与管理思维深度融合，形成原 陆亚东等（2015）
（东方）理论 创新
伸、拓展和应用于管理理论
较为丰富
创中国管理理论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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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研究主题的新颖程度与文献基础息息相关。对于主题和领域比较宽泛、已
有文献众多、以成熟主题为梳理对象的综述文章，通常需要从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脉络等
方面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这类研究主题的综述文章有更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对综述
方法的要求往往也比较高，如有些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方法或元分析的量化综述方法。但
并非所有综述文章都基于文献全集进行梳理和回顾，有些研究会基于某一独特视角进行文献
梳理，并在切入视角方面体现独创性，有些综述文章则对经典研究进行回顾与比较，如对某一
领域或主题的经典模型进行回顾与比较、对知名学者的理论贡献进行述评。从这类综述文章的
理论产出看，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能够系统地呈现某一主题或领域的研究现状，指出存在的研
究问题，以引领和完善现有理论的发展。
对于新兴研究主题，由于已有文献较少，概念体系尚不成熟，通常需要对核心概念的内涵、
维度和测量进行梳理。以新兴理论或学派为研究主题的综述文章主要对理论学派的起源、发展
和未来趋势进行梳理，对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并关注新兴主题引入后的未来研究方向及研究
议题。除了要梳理理论进展之外，国内综述通常需要与东方管理情境建立有机联系，与本土管
理进行对接，加强中西方理论的对话和融合。
有些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发展到一定阶段，通常会出现研究瓶颈。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
进行建构式综述，需要在对现有研究形成深刻认知的基础上，从新的研究层面或研究视角提出
新的研究主题，并对现有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找到可借鉴的理论成果，进行初步的理论建构。这
类文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已有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创造性，能为后续研究指明方
向和重点，可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
以创建原创中国（东方）理论为目标的综述文章，其创造性和思辨性最强，理论贡献也最
大，需要在透彻把握中国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学的引申、扩展和应用，将中国哲学思想
与管理思维深度融合，对哲学理论的哲学和管理学要义进行梳理和论证，以构建原创中国理
论，情景化和本土化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主题创造性、理论深入性和内容思辨性。
五、 结

语

学术研究犹如攀登高峰，看清周围的山峦，找准“巨人的肩膀”，才能更有效地抵达巅峰。毫
无疑问，这一过程中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好的综述文章需要对文献进行全面合理的检索，对主
要文献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以创造性的研究范式和逻辑布局向读者呈现已有研究的演进脉
络和主要进展。从综述文章的理论贡献来看，有的文章对现有理论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向我
们呈现了完整全面的理论演进脉络，对于理论完善起到重要作用；有的文章对新兴和前沿主题
的概念和测量及研究进展进行了辨析与回顾，对于推动新兴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有些学者以
构建和创造中国原创理论为己任，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现有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
融合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有的综述文章都彰显出其在管理理论发展中巨大且不可或缺
的作用。本文以国外五大管理类期刊和国内的《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为主，在对大量综述文
章进行阅读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归纳总结了九种综述文章撰写范式，并对这些范式进行综
合比较，希望能够为学者们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同时，本文可能存在提炼的综述撰写范式不
够全面、认识片面等研究局限。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发现管理类
综述文章撰写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点。
第一，选题要有一定的宽度、深度和高度。宽度指综述文章应关注不同研究主题或研究领
域之间的交叉融合，选题时需要开拓眼界以扩大研究边界，发散思维以加强知识融合。深度指
应深入挖掘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立体多维地呈现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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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高度指综述主题应承古创新，着眼于前沿主题，引领理论研究方向，提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
实践价值。同时，学者们需要关注管理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争端和矛盾，并与管理理论建立有机
联系和对话，选择兼具理论和重大实践价值的研究主题。
第二，文献搜集要科学、全面和客观。梁启超曾说：“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
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文献搜集直接关系到综述
文章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可靠性。综述文章大多需要提供文献选择与筛选的科学依据，交待清
楚文献来源和数量，文献检索过程中要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文献的参考价值。需要说明的
是，文献齐备只是相对而言的，综述撰写时应重点关注与研究主题最为密切、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第三，要对研究主题和文献进行科学细分。研究主题的科学细分能够建构综述文章的骨
架，将大量繁杂的文献及其主要观点加以科学归类，从而使综述文章条理清晰。好的综述文章
要融入作者的思想精髓，文章作者不能被动消极地堆叠已有研究成果，要发挥极强的思辨性和
创造性，立体综合地呈现现有研究的框架和边界，明确阐述已有研究的理论进展、主要学术贡
献和存在的研究问题，并提出有价值的未来研究议题。
第四，引言要能够吸睛。与其他类型文章一样，引言最能考验学者的撰写水平，好的引言能
够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综述文章的引言要有清晰的逻辑架构，
严谨的理论论证和简洁的语言，要交待清楚选题的重要性，论证清楚为何对此问题进行综述，
其理论贡献是什么。目前，大多数学者更重视对实证和案例等文章理论贡献的撰写，综述文章
的理论贡献通常比较笼统，因此，理论贡献不够深刻是目前大多数综述文章存在的共性问题。
第五，做好综述文章的“综”与“述”。从字面理解，“综”即综合，需要对文献资料进行全面收
集、归纳、整理，使文献更精炼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即评述，需要对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系
统的评述。综述文章是对现有文献的综合与评述，是作者对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的研究背
景、主要成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等内容进行评述的科学性论文。一篇好的综述文
章要“纵横交错”，既要反映研究问题进展，又要进行国内外的横向比较，能够贯穿历史、现状和
未来趋势，成为理论发展的新开端。
“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好的综述文章是对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是学者们在继承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奠定新的研究基础，搭建新的研究平
台，不断见证一个学科的持续发展。综述文章撰写与学科发展息息相关，它需要学者们付出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共同努力促进管理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展望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研究和拓展。
第一，注重视角交叉融合。管理学科的外延边界不断扩大，需要更多关注不同学科、不同视
角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合补短，以合促长，合则成体，合则聚势（陆亚东等，2015）。视角之间交叉
融合可以加强理论之间、学科之间的开放利用和互补协同，实现共赢。这就要求学者们能够有
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阅历，对研究主题进行发散性思考，在学科边界以外获得创意，增加学科
之间的动态性与均衡性，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和谐包容的学术研究理念与氛围。
第二，关注新兴研究主题。从管理类综述文章的梳理来看，不同研究主题的综述文章数目
并不相当。一般来说，成熟研究主题的综述着力点选择较为容易和准确。研究成果较少的新兴
主题，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搜索，要求学者具备足够的探索和创新能力。需
要注意的是，某研究领域的文献量大小并不能反映研究主题的价值，文献多表明前人已攀登到
很高的山峰，再攀登就是更高的山峰，文献少的主题并非不重要或价值小，可能是前人未曾发
掘的领域，“开荒”研究可能会产生更多有影响力的原创研究成果。新兴主题的发现与探索可以
反映出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从全球视野推进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与发展，考验学者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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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分析和应用能力。
第三，加强建构式综述。每位学者都是“探索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是在“寻求答案”，
更是在“建构问题”。一个好的建构式综述，关键在于能够挖掘文献资料中的精髓，发现研究的
问题和瓶颈，从新的层面和视角提出新的研究主题，拓展和引领现有理论的发展，并能够在有
限的资料中找到最有价值的信息，建构启发性的研究构架。
第四，构建原创中国理论。东方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相较于西方理论体系所强调的“唯一
性”，东方文化更加强调“变化”、“均衡”与“兼得”，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可明确描述或
者说可复制的成熟管理理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方情境与西方管理理论体系的拓
展已经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交汇，我们不应满足于在西方管理理论体系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管理理论，而要植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企业实践，探索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新的理论范式，建
构本土原创的管理理论，走出中西融合、古今融合、天地融合的理论探索道路（陆亚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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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iting Paradigm of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in
Management Science
Zhu Xiumei, Yang Sha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Summary: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 of the new theory. However, it is a vital challenge for scholars to write an excellent literature
review paper, and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choose a proper writing paradig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domestic review papers and enhan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riting paradigm, our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ading and analyz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and comprehensively compares these paradig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concentrated and representative top journals of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ar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AM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 a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AMP）. In addition, our paper also selec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and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commonly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mmunity. At home, the “Foreig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has
the largest literature review capacity, providing scholars with a best platform for publishing management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Therefore, our paper summarizes the writing paradigms of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in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AMA, AMR, AMP, AMJ, ETP and
“Foreig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rom 2010 to 2018.
Our paper innovatively summarizes nine writing paradigm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research theme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oposes the future prospec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literature review papers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on
of indigenous research. Different writing paradigms are suitable to different research topic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writing paradigm scientifically can achieve the best fit among the research subject,
research content and writing paradigm,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paper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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