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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入世式学术”倡导管理学学者以回应和解决现实复杂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在研

究过程中与实践者、多学科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保持密切合作，是一种旨在满
足切题性、严谨性、影响力等多重标准的知识生产方式。本文以入世式学术是本土管理知识生
产的建设性方法论为出发点，详细阐述了入世式学术四种范式的特点，围绕世界管理学近80年
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包括美国通用汽车（GM）和中国华为公司以及Tushman的典范性学
术成果，论述入世式学术可以对本土及世界管理知识生产和理论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以
此为基础，本文倡导新时代的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要以史为镜，充分学习和吸收入世式学术
的方法论精髓，植根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在中国学术主体性哲学精神的指导下走出一条中西融
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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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将中国人口众多、公共卫生体系不完善、城乡差距大、省域政
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国情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凸显了国家、城市、区域、
机构等多层次多主体的有效治理问题，也呼吁中国社会科学界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学术使命和
学术责任，深入探讨制度设计、政策执行、关键干部与人才选用、资源科学高效配置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关键问题。这要求从事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者真正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探究经世
致用之学，产生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企业带来真正价值的本土管理知识。
作为一种认识论和研究范式，“入世式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倡导管理学研究者在研
究过程中要保持与实践者、多学科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密切联系，以回应和
解决现实复杂问题为研究出发点，以充分知情或者合作的方式生产、输出管理知识，最终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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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满足切题性、严谨性、影响力等多重标准的知识生产方式（Van De Ven，2007）。入世式学术
因其有助于构建与实践相关的高质量管理知识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生产本土管理知识
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法论（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
鉴于入世式学术在国内受众不多、影响力尚浅而又迫切需要的现实情况，本文尝试从学术
思想史的角度，以史为镜，史论结合，挖掘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管理学发展以来中外管理学思
想史上一些符合入世式学术的经典研究项目及其经验，旨在呼吁中国管理学界增强对入世式
学术生产方式及实践模式的借鉴和运用，从而期待在21世纪的互联网新时代促成生产更多高
质量的中国本土管理知识，进而构筑坚实有效的现代中国管理知识大厦。文章的结构安排如
下：首先是对管理知识类型和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必要性及现状的简要回顾；其次，系统介
绍了实践中管理学入世式学术的四种具体范式及其特点；第三，以围绕20世纪40—60年代通用
汽车（GM）、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为公司的相关研究以及Tushman教授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为范
例，详细论述了入世式学术四种模式在高质量管理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方面的优秀表现，并简
要论述了在考虑语言差异的“半全球化”时代进行全球比较管理研究的意义；第四，在历史案例
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入世式学术对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的重大价值以及开展入世式本土
管理研究的机遇、要求和建议；最后，文章提出走向新时代的中国本土管理学术发展倡议，即倡
导新时代的本土管理知识生产要以史为镜，充分学习和吸收入世式学术的方法论精髓，植根本
土企业管理实践，在中国学术主体性哲学精神指导下走出一条中西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创
新发展之路。
二、 本土管理知识生产的必要性
Van De Ven等（2018）将“本土化研究”定义为使用当地语言、当地主题和在当地有意义的
概念对当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旨在提出或检验能够在当地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解释和预测
现象的理论。科学的本土化研究必须反映本地概念和情境的独特性，这也默认了需要接受当地
的（主位的）视角，而不是外来的（客位的）视角（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
（一）管理知识的不同类型
Tushman等（2007）根据Stoke的研究，从切题性（relevance）和严谨性（rigor）两大维度区分
了管理知识的三种不同类型（如图1所示），提出了所谓“巴斯德象限知识”（Pasteur’s quadrant，
Pasteur为19世纪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的概念。其中，切题性偏重实践应用，严谨性关注理论
并寻求基本原理的理解。基于此，有价值的管理知识可以分为三类：（1）基础学科研究方面的管
理知识位于“波尔（Bohr）象限”，关注基本理论而不考虑实践应用；（2）与波尔象限相反，“爱迪
生（Edison）象限”侧重实践应用而不关注基本原理，其典型代表是咨询公司生产的管理知识；
（3）处于巴斯德象限中的是职业学院、商学院，其知识既要考虑基本原理，也要考虑实践应用，
二者不可偏废。与Tushman等西方学者关注管理知识类型不同，华人学者陈明哲注意到了管理
知识的纵向层次，指出管理知识从抽象到具体可分为四个不同层次：文化与哲学、系统性知识、
经验与案例、应用性工具；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在文化与哲学、经验与应用层次相对有优势，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系统性知识、应用性工具方面具有优势，未来管理知识的生产需要中西
融合或“文化双融”（Chen，2014；陈明哲，2018）。
（二）本土情境的复杂性、时代要求与本土管理知识生产
与传统的全球化思想不同，印裔国际商务战略学者潘卡基•格玛沃特（2010）提出世界实际
上是“半全球化”的，即使在互联网条件下，国家之间的文化、行政、地理、经济距离或差异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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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它构成了所谓的“CAGE”（“笼子”）框架。这意味着外部环境、文化、历史等很多因素需要
纳入商务与管理研究视野，在理论中加以反映（Ghemawat，2003）。
切题性
考虑实践应用
否

是

波尔象限
基础学科研究

是
巴斯德象限
职业学院
商学院

严谨性
寻求基本原理的理解
爱迪生象限
咨询公司

否

资料来源：Tushman等2007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上的“Relevance and
Rigor: Executive Education as a Lever in Shap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根据Stokes（1997）的研究结论改编。
图1

管理知识的不同象限

实际上，由于历史演化、社会发展阶段、地理地缘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中国与西方情境
相比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文化价值、思维模式、哲学观念等诸多方
面。在社会形态方面，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使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乡
土”特性和“关系取向”，以及与“西洋”所不同的“差序格局”（费孝通，2011）；这种“关系取向”和
“差序格局”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心理的认识必须以“场论”为基础，它认识到个体依存于社会网
络之间（何友晖和彭泗清，1998）。一项针对明清时期徽商和晋商的研究也指明了中国地域宗族
制度与商帮治理模式、商人共享信仰之间的内生关联（蔡洪滨等，2008）。在文化方面，李大钊曾
提出中西方文化有“动静”之分——“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
动是也”；张岱年和程宜山（2015）则系统阐释了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为纲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思想体系，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
一，而西方近代文化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与对抗。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
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哲学家就指出了中国人思维模式上具有重视辩证思维、强调直
觉思维而分析思维不发达等偏向，并倡导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1991；方克立，2008）。在更
为抽象的哲学层面，也有研究者指出了中国“通变”式思维与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之对比（田辰
山，2016）。台湾社会心理学界亦有黄光国等学者对比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西方文艺
复兴运动之后出现的“主客对立”，呼吁中国学者应在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构本土社会科
学的“微世界”，让“阴阳思维”和寻求心灵解说的“前现代”“冥思”修养变成一种“后现代”的智
慧，用“沉思”解决研究难题（黄光国，2013；黄光国等，2014）。
由此可见，走出管理学单一学科视域，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
对中西情境的差异已有较为深入的解读。实际上，最近数十年，在本土管理学领域也有不少学
者为此做出了努力。例如，成中英（2006）基于中国文化思想系统提出了所谓的“C理论：中国管
理哲学”；陈春花（2008）基于企业实践归纳提炼了本土领先企业成功模型；李平（2010）率先倡
导管理本土化研究新范式；韩巍（2011）呼吁从哲学和研究认识论范式上推进本土管理研究；蓝
海林和皮圣雷（2011）研究了中国转型期市场分割制度下企业集团化和多元化战略的模式和特
色；郭毅（2010）则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资源动员体制的管理影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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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国等借助台湾社会科学经验探讨儒家文化与本土管理学建构道路（黄光国等，2014）；陆亚东
等提出了基于东方文化和资源背景的企业战略成长的“合理论”范式（陆亚东等，2015）。
然而，需要指出，现代管理学理论大多源于西方，是基于西方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现实而
提出的，主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企业发
展过程的历史经验及影响①。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它们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
规范化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解释中国企业制度与市场环境、产权与政商关系、本土
国有企业运行逻辑、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企业的灰度管理、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等方
面也存在着明显局限。而生产本土管理知识恰恰是弥补上述不足的重要途径。
从本土管理知识的需求侧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已达世界第二位，世界500强企业
数量已位列世界第一，而且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突破，一大批中国本土
企业快速崛起。这不仅意味着业界对于适合本土管理实践的理论指导需求将大幅增加，也为生
产本土管理知识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现有管理学术研究
中，应用或发展西方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文章较多，量化实证检验范式居于主流，如何讲好中国
故事已成为当下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亟待破解的难题。毋庸置疑，罔顾情境的切题性、一味追
求严谨性的做法不仅限制了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甚至对管理学知识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有害
的（徐淑英和贾良定，2012；陆亚东，2015；陈明哲，2019）。
综合来看，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的生产与本土管理学研究，需立足于本土企业实践和多学科
全局，避免片面式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思考，审慎而行，才能在中西融合、古今融合、天地
融合的方向上探索出新道路（陆亚东，2015）。
三、 入世式学术作为一种管理知识生产方式
近十多年来，以美国组织管理学家Van de Ven为核心的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在全球范围
内呼吁和倡议入世式学术，以便生产与实践相关的高质量管理知识（Van De Ven和Johnson，
2006；Van De Ven，2007；Van De Ven和Jing，2012；Van De Ven等，2018；Tsui，2018）。这种管理
的入世式学术，要求研究者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复杂情境中实践者、多学
科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需求，以某种充分知情或者合作的方式生产一
种综合的解释性理论、干预性政策框架或特定行动方案，以更好地解释或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Van De Ven，2007）。入世式学术的典型过程如图2的“钻石模型”所示。
虽然近年来管理学界在解决管理研究与实践脱节方面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或改革建议，
也有学者对入世式学术的实践操作效果表示怀疑（McKelvey，2006），但是从系统完整性、操作
方法论、哲学和认识论基础等方面来看，入世式学术无疑是一种富有前景的兼顾严谨性和切题
性的本土管理知识生产方法论及研究范式（Van De Ven，2007）。因此，本文尝试回顾性地挖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管理学思想发展早中期的重要历史和典型人物，钩沉历史，臧否人
物，意图“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进而探究入世式学术在生产本土高
质量管理知识方面的成功经验、现实条件与未来前景。
实际上，国际战略管理思想界的资深学者Mahoney在回顾20世纪中叶战略管理的先驱性
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伊迪丝•彭罗斯，2007）时就已经发现了入世式学术作为一种管理知识生
产方式的重要价值。在2000年，他与合作者（Kor和Mahoney，2000）对该经典著作的回顾性分析
① 从管理理论发展历史看，进入21世纪以后以英语为载体的欧美管理理论发展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其内部也有所分化，欧洲兴起了
战略的实践观等各种新兴思潮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区域文化主体性诉求，这一趋势参见Whittington （2004）在《欧洲管理评论》创刊号上的讨
论。实际上，目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被视作正在进入本地学术“现代化时期”，而非全球英语世界的“后现代时期”。因而，这也意味着英美
管理学术在20世纪60—90年代的发展经验对当前中国更有借鉴意义，对英美管理学术发展教训的反思也有较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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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系统阐释了该理论的内容、生产过程和巨大影响。他们发现彭罗斯（Penrose）在其企业成长
理论正式出版前经历了多方面的互动型学习过程，包括：（1）对熟悉现实世界问题的经理人的
访谈；（2）与学生和同事的交流；（3）对企业成长经济理论的研究；（4）企业史的研究；（5）对企业
文献和年报的研究；（6）广泛的企业访问和观察①。在2016年，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彭罗斯就是
入世式学术的典范（Kor等，2016）。在这个过程中，她做到了：（1）由实践者明确界定和告知问
题及其要素，将研究建立在现实重大问题的基础上；（2）考虑和结合使用多个理论（甚至以当时
非主流的理论为主导）；（3）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或“三角验证”（即使用多个数据源和多种方法分
析数据）；（4）综合使用演绎、归纳及溯因逻辑进行推理，实现理论的严谨性和切题性二者兼备，
即进入“巴斯德象限”。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的一系列特点，彭罗斯于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
理论》达到了入世式学术的“钻石模型”的全部要求，因而兼具严谨性、切题性、基础性和创造
性，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影响力。
研究情境：研究问题、目的、视角
研究设计：
开发用于研究理论的变量或过
程模型

模型

理论构建：
通过溯因推理、演绎和归纳来
创造、详细阐述、论证理论

引入能提供研究路径和信息的
方法论专家和人员

引入相关学科和单元的知识型
专家和人员

标准—真理（趋近真理）

标准—效度

解决

理论

重复&匹配

问题解决：
与目标受众沟通、解释和商讨
研究发现
引入目标受众来解释意义和
应用

问题形成：
由远及近地情境性定位、基础
性界定、诊断和推理问题
引入有经验或了解问题的人
现实
标准—切题性

标准—影响

资料来源：翻译自Van De Ven所著“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07年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中第10页图1.1。
图2

入世式学术钻石模型

在中文管理学界，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近期发表“从入世治学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
究”一文②，利用作者经历的两个中外典型研究项目——“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和中国情境
下与“势”有关的组织变革理论发展，详细论述了开展入世式学术的基本过程：它分为“问题规
划”（切题性）、“理论构建”（效度）、“研究设计”（趋近真理性）和“问题解决”（影响）四个阶段（如
① 有趣的是，在彭罗斯专著的内容中，原计划安排一个由杜邦分立的炸药企业的详尽案例研究，后因篇幅限制而未包括在内，案例随后
发表在哈佛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企业史评论》，参见彭罗斯（Penrose，1960）在文首的说明。实际上，这也佐证了彭罗斯在发展其企业成长理
论时不仅运用了经济学主流的演绎推理方法，也综合运用了（案例研究）归纳方法和溯因推理等思维方法。关于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构建方法
的更详细分析，参见Kor和Mahoney（2000）第111—113页的讨论。
② 井润田2012年开始在国内学术界推介入世式学术，最初称为“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参见井润田和卢芳妹（2012）。在该方法论引入初
期，国内也有人称之为“参与式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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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所示），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让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实践者、其他学科研究者、政策制定
者等）参与到四阶段活动中，并且严格地遵守相关的分过程标准，从而促进管理理论和实践知
识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在Van De Ven（2007）的专著中已提出了入世式学术在实践中的四种
范式的划分，它基于两个维度：（1）研究的目的是对基础性问题进行描述、解释、预测还是要对
应用型问题进行设计、评估或行动干预。（2）研究者在研究时是作为外部观察者还是内部参与
者的立场。基于此，入世式学术的现实类型分为四种细分模式：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与
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政策评价科学、企业行动研究（见图3）（Van De Ven，2007）。
研究问题/目的
描述/解释

外部分离

设计/干预

面向专业实践的
获悉参与者信息的
政策/设计、科学评
基础研究
估研究
1
3

研究视角
2
内部关联

与知情者的
共同知识生产

4
面向委托人的
行动/干预研究

资料来源：翻译自Van de Ven所著“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07年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中第27页图1.2。
图3

入世式学术的不同类型

考虑到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文章已对该方法论的四个过程及其经验进行了详细阐
述，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入世式学术在实践中的四种具体类型及其不同特点，并在文章以下部分
对其分门别类加以阐述。①
1. 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研究用于描述、解释或预测社会现
象。这种形式既包括了基础社会科学的传统方式，研究者身处社会系统之外进行观察，也充分
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利益相关者和被研究者的意见与反馈。其中，其他视角的研究者、利益相关
者和被研究者扮演建言者角色，研究者主导和管控所有研究活动，并依据自己的判断综合形成
理论。
2. 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合作研究）。与基础研究相比，合作研究这一类型更关注研究
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配合。合作研究团队通常由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组成，双方联合行动
以生产面向复杂问题或现象的基础知识。这种分工旨在充分利用不同研究团队成员的互补性
技能，包括内部人员的实践经验和信息优势。合作研究主要关注同其参与者共同利益相关的基
础问题，因而与下述3、4象限的入世式学术的类型相比，应用导向较少。
3. 政策评价科学。这种类型的研究被称为“设计或政策科学”或“评估性研究”，它不仅是描
述或解释某一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获取基于证据的知识，以明确不同方案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的效果或相对成功概率。研究人员对所要评估的设计或政策通常采取一种外部视角并保持距
离，这是因为基于证据的评估需要多个案例的比较，与个案保持距离则是基于对评估结果的合
法性和公平性（不偏不倚）的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是必要的，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
制，因为他们有机会影响与他们相关的评估性研究决策。在入世式学术模型中，这些决策包括
①随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苏宁、小米、中国建材、海底捞、抖音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关注实践的管理学者已经越来越深刻
地认识到运用入世式学术的细分范式开展翔实而实用的本土管理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2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8期）

了评估性研究的目的（问题设计）、用于评估的标准和模型（研究设计）以及如何分析、解释和应
用研究发现（问题解决）。
4. 行动/干预研究。采用“临床式”干预路径去诊断和处理特定委托人的问题。行动研究在
开始阶段是诊断委托人的特定问题或需求，研究者会使用基础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知识，尽最大
的可能去理解委托人的问题。但这些知识并不一定能完美适配于委托人的特定情境问题，需要
更进一步的调整。行动研究项目通常包含多个试错的过程。行动研究者认为需要通过全面细致
的干预与合理的判断来分析问题，这需要与委托方的人员一起进行较长时期的互动、专门培训
和组织咨询，并最终形成一套解决方案。
入世式学术的四种类型适合处理不同的研究问题。究竟哪一类型最合适，则要基于主导研
究者的研究兴趣、研究问题本身的社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及主要研究者决定采取的研
究视角等情况而定。本文第四部分的示例性回顾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四、 管理学历史上的入世式学术：示例性回顾
在管理学的历史上，入世式学术有着丰富的成果。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早在20世纪
40—60年代已涌现出《公司的概念》（彼得•德鲁克，2006）、《企业成长理论》（伊迪丝•彭罗斯，
2007）、《战略与结构》（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2002）、《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艾尔弗雷德•斯
隆，2005）、《公司战略》（安索夫，2009）等多项奠基性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入世式
学术的经典成果从《从优秀到卓越》（吉姆•科林斯）、《基业常青》（吉姆•柯林斯和杰里·波拉
斯）、双元组织与持续创新（Tushman）、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卡普兰和诺顿）、蓝海战略（金
和莫博涅）、破坏性创新（克里斯坦森）、动态环境下的战略法则（艾森哈特）到实业界流行的精
益创业、从零到一、设计思维、商业模式画布、平台战略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基于日本企业界
的实践，还产生了诸如TQM、Z理论、JIT与丰田模式、知识创造型企业、公司核心竞争力、时间
基础的能力竞争等入世式研究成果。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实践界大放异彩，而且也对全球
管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本部分，基于管理学历史、成果典型性和影响力等综合考虑，我们选择了围绕GM（通用
汽车）和华为这两家中外著名企业的相关研究，在学者方面则选择了入世式学术的代表性人物
之一、现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Tushman教授作为典范，以其典型研究为例对入世式学术的四种
类型及其影响进行较为详细的示例性说明。
（一）围绕GM的入世式学术：20世纪40—60年代
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1918—2007）是全球企业史的杰出学者、战略
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生前长期任职哈佛商学院教授。他在1962年的经典著作《战略与结
构》中提出“结构必须跟随战略”的管理命题，随后演化出战略管理学中的“战略—结构—绩效
（SSP）”研究范式。这本书的主题是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以及它们的组织结构如何被重新塑造以
适应这种成长。钱德勒选择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公司和西尔
斯公司这4家企业作为主要案例来研究向多部门组织结构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提出一个战略与
结构互动的理论框架来说明战略如何影响组织结构这一过程。钱德勒的研究是以外部观察者
的视角对通用汽车等企业进行案例现象的描述与解读，而后归纳出的战略与结构关系的理论
框架，侧重于对案例的组织结构由职能制（U形）向多部门结构（M形）转变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和学术解释，提炼出其背后的基础理论和通用性规律，因而属于第1种入世式学术，即“获悉参
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
作为卓越的经济史专家，钱德勒在书中翔实的历史描述与经验总结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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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经济学、战略管理和组织学三个领域的学术发展方向（Whittington，2008）。他对M形组织
创新的描述和战略与结构匹配产生效率的观点，撼动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为交易成本理论、
多元化战略和组织权变理论提供了新的启示。例如，Oliver Williamson（威廉姆森）在20世纪
70年代就利用交易费用观点对企业内部的等级结构和组织创新、特别是M形组织相对于U形
组织的优劣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进一步推动了其后二十多年企业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
（Williamson，1981）。哈佛商学院的一群企业政策与战略博士生受他的影响，开始利用更多的
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多元化类型、组织结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战略教授
Richard Rumelt在1974年的博士论文就开创了全球范围内以经济学研究多元化战略效率及“战
略—结构—绩效”研究范式的先河（Rumelt，1974）。此外，钱德勒对于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关注也
与当时刚兴起的企业资源基础观遥相呼应；书中通过企业历史提炼一般性理论的研究路径也
鼓励了企业历史研究、纵向研究和案例研究等范式的兴起和发展（Whittington，2008）。
《公司的概念》（彼得•德鲁克，2006）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早期的著作，它首次将企业视为
一种“组织”，并将对组织的研究确立为一个学科，进而产生“组织管理学”——对现代公司型组
织的结构与功能、制度和社会人文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德鲁克指出，传统的社会学只知道
社会和社区，但“组织”既不是“社会”，也不是“社区”。《公司的概念》首次尝试解释一个大型公
司组织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它所面临的挑战、问题和所遵循的基本原理。由于前期撰写了《工
业人的未来》（1942）一书，德鲁克受到了通用汽车公司邀请，从外部顾问的角度对它的管理政
策和组织方式进行研究，历时18个月。然而《公司的概念》并未聚焦于通用汽车公司自身的问
题，而是转向了引导企业关注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所担负的责任不仅仅是股东的期
望，更是它的管理阶层、一线员工以及它所在社区的发展与安宁，只有承担起如此重任的企业
才会有持续的未来”。在当时，这是一本极少见地讲述企业的“局外人”从“内部”进行长期细致
调研的著作。德鲁克将通用汽车公司视为一个原型，他认为通用汽车所面临的议题具有较强的
普遍性和推广性，《公司的概念》中的指导和建议对于营利和非营利大型组织甚至不同行业的
现代组织都适用。显然，《公司的概念》可归入入世式学术的第3种类型。
通用汽车总裁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则属于入世式学术的第2种类型——“与知情
者的共同知识生产”。德鲁克获得了研究经费，得以深入通用汽车内部，但《公司的概念》一书却
没有反映出通用汽车公司领导者的想法。通用汽车公司的本意是立足于商业，遵循经济逻辑，
希望德鲁克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探究通用汽车公司的问题，着眼于如何提高通用汽车的市场竞
争力，如何更好地回报股东。但德鲁克转向了社会逻辑，更关注多元利益相关者，带着“对未来
（美国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自己的认知框架与理念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过程进行分
析，更像是借题发挥，这有悖于通用汽车请他来调研的初衷。斯隆对此十分不满，决定要拿出证
据，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通用汽车公司，于是便有了经典的自传性著作《我在通用汽车的岁
月》（艾尔弗雷德•斯隆，2005）。该书基于斯隆本人的经历、回忆和印象的同时，也参考了相关的
历史档案记录和同事的讲述。书中叙事以董事会为中心扩展到生产部门，包括日常管理、执行
官员、政策委员会、研发和行政组织，以及与生产部门之间的互动。斯隆聚焦于他所认为的对通
用汽车演化史影响最大的因素——通用汽车分权组织的起源和发展、相应的财务控制以及在
激烈竞争的汽车市场上通用汽车以自己的方式所表现出的对“经营”这一概念的理解。从现代
工业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些也属于典型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涉及的核心内容。这意味着
斯隆等实践者的反应也确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据德鲁克自己的描述，他当时并非没有向
GM提出过具体的管理建议，在出版该书前，他随书稿附上的一封信中提出了相关的公司行动
建议——包括重新考虑GM的政策合理性、最大的雪佛兰分部从公司分立单独成立一个公司、

2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8期）

调整公司内部的劳工关系等，但这些建议未能得到公司管理层的重视，甚至引起强烈反对，这
部分是由于当时他们具备的管理知识的不足，另一部分则是基于私有企业具备公共性质这一
观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不能得到认同（彼得•德鲁克，2006）。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德鲁克的《公
司的概念》这本著作以及他所参与的当时通用汽车公司内部“我的工作以及我为什么热爱它”
竞赛的调研报告却被日本人推崇备至，在书出版和报告写成后被很快译成日文，并以此为模板
来改造企业的员工关系，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企业管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彼
得•德鲁克，2006）。
显然，作为德鲁克与高管通信形式的通用汽车公司行动建议和内部研究报告的《我的工作
以及我为什么热爱它（调研报告）》以及钱德勒给公司高管信函，是基于内部调研而为通用汽
车公司所提供的干预性的指导建议，属于“行动/干预研究”入世式学术，即本文图3所说的第
4种入世式类型。
综上，围绕GE的入世式学术研究类型如图4所示：
研究问题/目的

外部分离

描述/解释

设计/干预

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

面向专业实践的政策/设计、科学
评估研究

 钱德勒：
《战略与结构》

 德鲁克：
《公司的概念》

研究视角
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
内部关联

 斯隆：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

图4

面向委托人的行动/干预研究


通用汽车内部报告：
《我的
工作以及我为什么热爱它
（调研报告）》
 钱德勒给公司高管信函

围绕GE的入世式学术类型举例

（二）Tushman的双元组织与创新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
Tushman是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讲座教授、领导力开发项目和DBA项目负责人。在40多年
的科研、教学、培训和咨询工作中，他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
技术变革、组织双元能力、经理领导力和组织适应与创新等领域的研究涵盖了前述入世式学术
的四种不同类型，并且相互协同，取得了世界级的影响力。本文以下略举数例，以述其要。
在“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方面，Nadler和Tushman在1980年发表的“组织行为诊断
的模型”一文基于开放系统理论视角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组织运行与诊断组织问题的通用模
型，被称为“N-T组织一致性模型”。这一模型描述了组织运行的“投入—转化过程—产出”三个
部分中多种要素对组织产出的影响，试图提供一个能将组织视为包含了多个子系统的整体系
统的理论框架。其中，N-T模型中将影响组织绩效的内部因素分成了“关键任务/次序、正式组
织、非正式组织、个体”四类共六种匹配关系的协作系统。N-T模型是Tushman进行的组织管理
领域“基础研究”的开始和一个重要理论开发的例子。事实上，在随后的近30年科研中，
Tushman进行了不少这方面的经典研究。例如，在2005年发表的“管理战略冲突：一个针对创新
流的高层管理模型”一文指出，组织的持续性发展需要高层管理团队有效地管理探索和利用两
种矛盾活动，这种战略冲突会带来管理上的巨大挑战，而成功处理这种挑战必须在高管团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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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有成熟的体制与机制（Smith和Tushman，2005）。在上述研究中，Tushman和合作者均采用
了外部立场，基于多元理论视角，遵循演绎逻辑，围绕组织与管理的基础问题提出了解释性的
整合理论框架。
Tushman通过IBM案例探讨动态能力和双元性的两篇论文属于“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
产”类型。2007年，他们在《加州管理评论》发表“IBM的动态能力：驱动战略付诸实践”一文，其
合作者中Harreld时任IBM营销与战略高级副总裁，另外一位O’Reilly Ⅲ则是任职斯坦福商学
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与Tushman教授的研究重点正好互补。他们详尽描述了IBM如何从一家
濒临失败的科技公司重新崛起为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成功经验（Harreld等，2007）。它
基于20世纪末IBM的“让大象跳舞”转型实践和创新型战略规划经验，通过动态能力视角整合
了战略业务设计模型（战略洞察）与组织一致性模型（战略执行），解释了IBM将战略洞察一步
步转为可落地的战略行动的过程，提出了后来被战略咨询界广泛推崇的IBM业务领先模型。实
际上，此模型的执行部分就是Nadler和Tushman在1980年所提出的N-T组织一致性模型，而战
略设计部分则整合了当时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战略业务设计操作模型（武亚军和郭珍，2020）。
在2009年，他们三位继续合作，又在《加州管理评论》上发表了“组织双元性：IBM与新兴业务机
会”。他们首先简要回顾组织演化理论中尚未应用到组织发展的部分，进而阐述这些研究如何
丰富了组织双元性、动态能力和组织适应等方面的研究。结合IBM的实践经验，他们解释了
IBM如何借助已有成熟业务和技术——所谓的“利用”，同时又借助新兴业务组织（emerging
business organization，EBO）——所谓的“探索”，以实现组织双元性与动态适应环境变革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回应了演化理论关于组织多元选择的观点，也展示了IBM在适应外部环
境的大量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或工作机制，包括如何识别和发起一个新的EBO，如何开
展试验使EBO成长，如何将成功的EBO转为成熟单元，同时继续繁衍新的EBO等等。
在“政策评价科学”方面，Tushman与O’ Reilly Ⅲ合作，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总结提炼出组
织变革与创新政策的若干指导框架。在1997年Tushman和O’ Reilly Ⅲ合著《赢在创新：领导组
织变革与更新的实践指导》一书，后于2018年被引入中国，即《创新跃迁：打造决胜未来的高潜
能组织》。它从组织体系的四大构件——即N-T模型的四个组织要素，包括任务/次序、人才、正
式组织和文化——入手，通过分析四大要素之间的一致性来诊断企业问题并发现跃迁式创新
的机会，为企业如何实现“右手利润、左手创新”的组织双元能力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实践指
南，体现了实践经验与管理学理论的有效融合。在书中，他们结合瑞士手表、半导体、IBM、
FedEx、GE等案例阐释其论点，其解决方案和建议基于管理实践导向，从实战中提炼，也得到了
大量的实践检验。他们指出，书中所介绍的方法并不需要外部顾问和复杂技术，从CEO到基层
的各级管理者都可广泛使用，所开发的组织模型是引导组织变革的有效工具，而其前提是管理
者理解组织的独特文化和组织成员行为。实际上，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应用到管理实践
中，即便是一线管理者也能从书中获得许多实践性指导和有益洞见，帮助他们应对和管理组织
变革问题。在2008年，Tushman和O’ Reilly Ⅲ更进一步结合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发表了“作为
一项动态能力的双元性：解决创新者的两难”一文，将组织双元性嵌入动态能力理论框架中，然
后结合现实案例提出组织双元性应在何时纳入组织设计范畴等若干行动建议框架，这与其哈
佛商学院同事、创新大师克里斯坦森强调互联网新业务在结构上需要完全独立于旧业务有明
显不同（O’Reilly Ⅲ和Tushman，2008）。
“行动/干预研究”方面，Tushman等（2007）在“相关性与切题性：作为实践与研究杠杆的管
理教育”一文中有多处讨论，并且基于其领导力培训项目实践指出，传统的商学院教育没有处
理好理论与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据过去的领导力培训项目经验和实地调研指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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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管理学教育，行动学习项目在提升个体和组织绩效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是商学院
桥接严谨性和切题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对64位参与哈佛商学院“引领变革和组织更新
（LCOR）”管理教学项目经理人的访谈，他们发现行动导向式管理教学可以使业界管理者与研
究者深度互动和链接。实际上，文中讨论了IBM利用该项目促进了业务设计与实施的连接的过
程，前面所述的IBM业务领先模型（BLM）就诞生在此过程中。在这一系列的企业行动学习项
目中，Tushman所在的哈佛商学院与IBM合作，IBM的相关负责人精选出一系列公司层面的问
题，在3天半的工作坊中Tushman指导大家讨论行动计划及其相应的实施工作。通过这种方式，
Tushman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平时难以获得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并在坦诚、务实和专业性的有效
结合中取得了优秀的实践绩效。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介绍的论文和著作只是Tushman教授进行的入世式学术活动的一小
部分成果。直到最近十年，他还非常关注智能互联时代企业如何持续变革和创新从而保持可持
续发展。在这方面，他和合作者一起出版了实践指导类书籍《领导可持续变革：一种组织视角》
（Henderson等，2015），与年轻学者一起合作发表论文探求对企业平台、众包和用户创新等有效
机制的理解（Felin等，2017），以及对在位企业的创新适应中认知与情绪框架的灵活性来源进
行更深入的学术探讨（Raffaelli等，2019）等。
综上，文中讨论的Tushman研究成果的入世式学术类型如图5所示：
研究问题/目的
设计/干预

描述/解释
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
外部分离

研究视角

《组织行为诊
 Nadler和Tushman：
断的模型》（1980）
 Smith 和 Tushman：
《管理战略冲
突：一个针对创新流的高层管理
模型》
（2005）
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

面向专业实践的政策/设计、科学
评估研究
《创新
 Tushman 和 O’Reilly III：
跃迁：打造决胜未来的高潜能组
织》
（2018）
 O’Reilly III和Tushman：
《作为一
项动态能力的双元性：解决创新
者的两难》
（2008）
面向委托人的行动/干预研究

《相关性与切题
 Harreld 等：
《IBM 的动态能力：驱  Tushman 等：
性：作为实践与研究杠杆的管
动战略付诸实践》
（2007）
内部关联
理教育》
（2007）
 O’Reilly III等：
《组织双元性：IBM  引领变革和组织更新（LCOR）
与新兴业务机会》
（2009）
项目 举例
图
5 Tushman 研究
成果的入 世式学 术类型
图5

Tushman研究成果的入世式学术类型举例

（三）围绕华为实践的入世式管理学术：20世纪90年代至今
作为一个本土新兴企业的典范，华为一直是中国入世式管理学术的重要研究对象。华为公
司自1987年创业起，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成长为如今的国际通信业科技型企业航母。近二十多
年来，商界和学术界针对华为的研究层出不穷，遍及企业管理创新与公司基本法（黄卫伟，
1998）、华为研发管理（张利华，2009）、均衡发展模式（吴春波，2009）、企业战略模式（武亚军，
2009）、战略领导（武亚军，2013）、人力资源管理（黄卫伟，2014）、管理哲学（田涛和吴春波，
2015）、管理变革（吴晓波等，2017）、双元能力与知识管理（董小英等，2018）等多个领域。这些成
果的研究范式大多符合入世式学术的基本逻辑，也充分说明入世式学术非常适合开展本土企
业案例研究。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1996年任正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六教授全面梳理华为过去经验、现实
挑战和未来行动纲领，其结果就是2年后颁布的《华为公司基本法》（共103条），它可以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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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为的行动/干预研究的成果，即第4种“入世式学术”。随后公开发表的合著《走出混沌》
（黄卫伟，1998）则作为对华为基本法的解读和理论说明（其中包含了任正非在基本法编写中的
谈话记录），汇集了“共同生产”和“干预研究”两种成果。华为公司的行动及上述成果也代表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率先系统尝试构建战略管理体系的一个早期成功范本。
田涛和吴春波长期担任华为公司的管理顾问，他们合著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2015）系统介绍了华为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开放、妥协、灰
度”“自我批判”等企业战略思想、价值观与管理哲学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解读，可视为是第1种入
世式学术“基础研究”。该书得到了华为高层管理者的认可，并由华为大学内部教员推荐给受训
员工进行阅读。武亚军（2009）的“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
的理论探索”一文同样可归为“基础研究”。文章探讨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的制度与产业的复杂
动态特征及传统文化特质的战略影响，提出了本土新兴成长型企业需具备战略复杂—简练双
重性的理论观点，反映了CAGE框架下与西方不同的本土情境特点。
继续担任华为顾问的黄卫伟在2014年又联合华为内部人士推出了华为内部文件汇编三部
曲之一的《以奋斗者为本》，也即华为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书中的上部《价值卷》首次全
面整理了“全力创造价值”“正确评价价值”与“合理分配价值”的内容，折射了华为价值管理的
政策精髓与核心条目，可看作是“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的入世式学术。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许多重要成果如下：吴春波的《华为没有秘密》（2016）、《华为没有
秘密Ⅱ》（2018）、吴晓波等人的《华为管理变革》（2017）以及武亚军（2013）关于任正非认知模
式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华为的管理哲学、人力资源政策、变革管理和领导人战略思
维模式等，更偏重于从外部专家视角探讨源于华为的通用解释性理论问题，可归为入世式学术
中的“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类型。董小英等最近出版的《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
（2018），也是从外部专家视角入手，其内容既有组织双元性基础理论的提炼总结，也有评估干
预的内容，可视作“基础研究”和“政策评价科学”两种类型并存。
华为大学主编的《熵减：我们的活力之源》整合了内外部专家的研究成果，解释了华为企
业管理中的“熵减”原理。黄卫伟等人的华为系列研究，如《以客户为中心》（2016）、《价值为纲》
（2017）等，以及彭剑锋等人的“华夏基石E洞察系列”中的华为研究——包括最近结集出版的
《激荡2019：从思想的云到实践的雨》（彭剑锋等，2019），多来自与华为内部人士合作和调研后
所进行的整理和概括性抽象总结。武亚军和郭珍（2020）在借鉴Tushman等人的IBM业务领先
模型（BLM）基础上结合华为的战略管理实践与相关资料，总结了华为业务领先模型：HWBLM，从战略经营与管理角度解释了华为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见图6）。
与IBM的BLM模型相比，HW‐BLM模型突显了三个独特元素（“三特”）和四个创新特质（“四
新”），体现了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企业长期持续成长须依赖的三个关键作用机制及四个重要价
值创新环节——产权与内部治理的制度奠基作用；企业宗旨的战略引领作用；考核与价值分配
的人才激励作用和产权动态优化作用；华为价值观的创新；战略领导力创新；竞争战略创新；战
略执行中关键任务的流程化、解码化和整合化创新。HW‐BLM模型对转型发展经济中追求长
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或人本型企业有广泛而重要的借鉴及应用价值①。葛明磊（2015）在入职
工作和实地调研基础上，整理归纳了华为大学“人力资源业务伙伴”项目（HRBP）的人才培养模
式。上述研究皆可归入“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2018年开始，彭剑锋、吴春波等与华为合作
① 此处，HW-BLM模型中特别指出了华为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就如IBM-BLM模
型中把IBM价值观作为模型底座一样。在其他企业的借鉴和应用中，需要根据HW-BLM基本框架，塑造适应自身特性的企业价值观并开展系
统的战略经营、组织实施和变革管理。该模型的应用要求参见武亚军和郭珍（2020）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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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总纲（讨论稿）》，则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源政策研究为华为新
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改革出谋划策，并且已在华为内部试用修改，目的是进行具体的行动
指导，符合“行动/干预研究”的特征。
领导力

企业宗旨

产
理
权
与 部治
内

战略

执行

市场洞察

组织结构
市场结果
业务
设计

战略
意图

关键任务
依赖关系

人才

考核与
价值分配

差距
业绩
机会

氛围文化

创新焦点
华为价值观

资料来源：来自武亚军和郭珍《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业务领先模型：HW‐BLM 框架及应用前瞻》一文，《经
济科学》2020年第2期。
图6

华为业务领先模型（HW-BLM）

综上，前述华为研究与入世式学术之间的关联可总结如图7所示：
研究问题/目的
设计/干预

描述/解释
获悉参与者信息的基础研究

面向专业实践的政策/设计、科学评估研究

外部分离
研究视角

 吴春波：
《华为没有秘密》
《华为没有秘密 II》
 吴晓波等：
《华为管理变革》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董小英等：
 田涛、吴春波：
《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
《“战略框架式思考”、
“悖论整合”与
 武亚军：
（部分）
企业竞争优势：任正非的认知模式分析及管理
启示》
《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部分)
 董小英等：

内部关联

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
面向委托人的行动/干预研究
《熵减：我们的活力之源》
 华为大学：
《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
 黄卫伟等：
 中国人民大学“华为六君子”：
《华为公
《价值为纲》
司基本法》
 彭剑锋等：
《激荡2019：从思想的云到实践的
《华为公司人力资源
 彭剑锋、吴春波等：
雨》
管理纲要2.0总纲
（讨论稿）
》
 武亚军等：
《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业务领先模
 黄卫伟等：
《走出混沌》
（部分）
型：HW‐BLM框架及应用前瞻》
《项目HRBP后备人才培养的探索
 葛明磊：
性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
 黄卫伟等：
《走出混沌》
（部分）

图7

围绕华为的入世式学术类型举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分别是在特定时期的美国市场经济和中国转型
发展经济情境下进行的，并且以特定语言发表——分别是英语和汉语，其研究成果中的一些本
地化假定或前提往往是隐而不彰的，并且不涉及全球应用有效性问题。实际上，在国际比较研
究或者以国际语言（英文）发表的本土企业的入世式研究有利于将CAGE框架等所强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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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差异纳入学术考虑范围之内，并提出有普遍意义的新理论或新框架。例如，著名华人国际
商务学者陆亚东在考察来自中国等非发达经济的跨国企业的成长时，就发现全球化过程中新
兴经济体的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和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这与其所面临的特定的社会、
法律与规制、科技、组织和市场等环境状况有关，在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后他提出了新兴经济体
跨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跳板理论（Luo和Tung，2007）、跨国企业发展的阶段性模型和创新模仿
能力的CHAIN框架（Luo等，2011a）、跨国企业成长的复合基础观（Luo和Child，2015）等新观
点。实际上，他在更早研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特征时，就发现了这些企业在适应本地复杂
的文化、制度和经济元素时形成的“大双元能力”，而这与发达经济跨国公司的双元能力显著不
同（Luo和Rui，2009）。基于这些系统观察与对比，他与合作者敏锐而正确地提出在全球战略管
理学术研究中要推进“比较战略管理学（CSM）”，并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比较战略管理研究框
架”（Luo等，2011b）。近年来，他更明确地提出全球企业要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长期发展，必
须在文化上吸收东西方优势实现融合创新，而有效的全球战略管理研究也需要在认识论上实
现中西文化双融，特别是吸收借鉴东方的阴阳辩证系统观及哲学智慧，因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形
式逻辑和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西方认识论体系对于如何有效管理高度复杂性、悖论和高度不
确定性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借助中国老子的阴阳辩证观及其深层哲学智慧来帮助面对今日世
界悖论管理之巨大挑战（Luo和Zheng，2016）。
五、 总结与展望
（一）入世式学术对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具有重大价值
通过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尽管每种范式有不同的研究目
的、立场和研究方式，但前述的四种类型的入世式学术都可以产生富有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的
管理知识，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本土管理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大力倡议中国管理学发展中
积极借鉴并注意平衡四种入世式学术生产方式，促进多种管理知识的繁荣和共存。第二，历史
上以工业经济之典范——GM为基础的入世式学术曾对美国为主要诞生地的现代公司管理和
组织理论、战略管理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管理学发展的
起步阶段，我们理应以此为镜像，聚焦现代中国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济典范企业的
入世式学术研究，以此推动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大发展。第三，近二十年来围绕中国典范企
业华为的相关研究说明，管理的入世式学术曾经而且正在对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的生产产生重
要的推动作用与实践价值，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进一步深化这种基于重要本土典范企业实践
的学术研究，并且应该也能够从中挖掘出更大的管理学理论意义——就如同美国管理学术历
史上Rulmelt、威廉姆森等从钱德勒的综合案例研究中获得的理论启发一样。第四，美国杰出管
理学者Tushman教授40多年的学术生涯很好地说明了入世式学术的知识助推作用，而且他的
案例说明，四种入世式学术可以在一位优秀的管理研究者身上得到综合运用，并取得良好绩效
和世界级的卓越贡献。因此，我们期待中国本土有更多管理学者能走出单一范式的束缚，尝试
多元综合的入世式管理学术。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来自美国经济社会情境下GM和
Tushman的示例，还是中国情境下华为的示例，开展入世式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共通的；而
从本土知识生产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尚处于现代管理学术的发展初期或起步期，学术发展方
法论的关注点需要回溯美国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本地（英文世界）管理知识建构的历史经验，
并结合当下中国实践和未来的需要，综合借鉴多种方法论及其精髓，进而促进高质量的契合中
国本土情境的管理知识的生产。
（二）入世式本土管理研究的新机遇与要求
正如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指出的那样，“入世治学是进行严谨的本土化研究的一种

3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8期）

建设性方式，通过参与和沟通不同社群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本土化研究既可以追求本地知识创
新也可以追求全球知识积累”。最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实践中涌出了大量优秀本
土企业的案例，研究者也可以低成本地获取大量的多媒体资料，这些都预示了在当下开展入世
式本土管理研究的巨大机遇。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智能化、创新
创业的兴起以及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研究本土管理问题提供
了典型场景。一批世界级企业或正在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优秀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
小米、苏宁、京东、中国建材、海底捞、方太、滴滴、抖音等，它们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提供
了大量有价值的实践素材和现实的需求牵引。
在上述形势面前，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者亟需走出象牙塔，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研究
目光重新投向本土管理实践，素材扎根，方法精良，在进行大规模多类型的入世式学术研究的
基础上建构“管理的中国理论”。我们既需要不直接为实践服务的纯学术产品，更需要能对中国
管理实践产生影响的实践型理论与应用型知识，需要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提升的基础上发展
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武亚军，2015）。
需要指出的是，高质量的入世式研究需要更高水准的“冶炼术”，并需要付出前所未有的艰
辛努力。首先，入世式本土管理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感知有较高的要求，它要求中
国管理学术共同体中众多学者具有植根本土发展中国学术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其次，对实
践素材与案例事实的“三角验证”也要求研究者真正摆脱急功近利的研究动机，与研究对象开
展长期有效的深度交流与对话。第三，高质量入世式研究需要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学习与融合，
它既依赖于本土学者能否创造性地吸收包括“入世式学术”在内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精髓，
还依赖于学者在分析问题时真正做到“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且需要追
求极致的学术精神的回归，“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陈明哲等，2018）。
（三）走向新时代的本土管理学术发展倡议
在21世纪互联网革命所引发的智能互联新时代，倡导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不仅由于目前
高质量本土研究匮乏的现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所谓的“世界是平的”可能只是表象，印裔战略
学者潘卡基•格玛沃特（2010）所提出的“半全球化”或“笼子中的全球化”（“CAGE”差异框架）才
真实反映了全球化的真相。这里我们在CAGE 前面要加上L，特指语言（Language）的差异——
如英语、汉语或德语等的不同影响。考虑L-CAGE框架，这意味在中国所指的学术概念的含义
与它们的英语对应词原本的含义可能相去甚远。比如“辩证法”相较于“dialectics”，更有相反相
成的含义（田辰山，2016）。实际上，在中国管理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学者们对汉语及其背后
蕴藏的历史与中国传统哲学等探究较少，这愈发引起我们的思考，半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新时
代亟需彰显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学术，发展“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打造有扎实根基
的中国管理知识大厦。必须指出，要实现这一宏大的历史性目标并不容易，它需要中国管理学
术共同体共同承担大量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学者群体要大力开展具有新时代哲学精神指导的
学术研究（方克立，2008）。
首先，我们需要树立实践思维与主体意识。中国的管理及管理研究的主体是中国人，加强
哲学主体性原则，在融合西方管理研究范式思维和中国辩证思维基础上进行融合创新。一方
面，它要求我们深入探讨西方管理研究范式包括入世式学术背后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吸收
其方法论与研究哲学精华（黄光国等，2014；武亚军，2015）；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我们发扬中国
辩证思维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世界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张奎
良，2005；方克立，2008）。我们需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逻辑的基本原则，既关心现实
状况，也要回溯历史过程，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方克，1985），同时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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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2016）。实际上，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与中国的通变互系思维之间的结构差别，往往成为两
种文明背景中的人们在认知和判断上相互误解的关键（田辰山，2016）。因而，我们更需要坚持
辩证的综合创造观，在辨识东西文化优劣短长的基础上，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
“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张岱年和程宜山，2015），这样才能真正
在管理理论发展上实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其次，要拓展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与机构差异化定位意识。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
由学术机构（大学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学术期刊、学会及教育管理部门和大量教育背景不同的
学者群体等构成。要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本土管理知识体系的发展，需要各个学术机构、学术
期刊的领导者勇敢承担历史责任，根据自身的资源与使命，大力开展学术创业或创新实践，如
成立新学术期刊或促使期刊转型、举办名家专栏、组织学术专题特刊和凸显办刊特色等一系列
新举措；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等学术机构也需要根据
新时代商学发展的趋势提出新使命、调整学术定位或提出创新型解决方案①。事实上，美国的
管理学学术期刊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就处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之中，目前仅就美国管理学
会范围内就设立多种不同导向和定位的学术期刊，如以发展管理理论为定位的AMR（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以发表经验研究为主的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以管
理实践者为主要对象的AMP（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以管理教育与学习方法为
定位的AMLE（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等。此外，美国管理学界还有若
干面向管理者及经理人的实践导向类知名刊物，如《哈佛商业评论》（HBR）、《加州管理评论》
（CMR）和《斯隆管理评论》（SMR）等等。上述简单比较的一个明显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教育
管理与媒体出版部门需要减少或放松对学术刊号的管制，让学术思想在刊物差异化定位和充
分竞争中繁荣发展。
再次，要提升本土管理学者的学术定位意识与“入世治学”方法论技能。尽管前述GM、华为
案例和彭罗斯、Tushman为入世式学术提供了优秀范例②，但在目前中国学术环境下其实施过
程中仍有诸多困难和限制性因素，亟待管理学者提高学术定位意识与“入世治学”的方法论技
能。一方面，大量的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管理学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志向在“理
论—实践”之间确立合理的策略定位（武亚军，2015）；另一方面，有志于发展本土管理理论的学
者需要提升多种入世式学术技能。以“与知情者的共同知识生产”为例，研究者或是以“局外人”
从“内部”进行长期细致调研，或是与知情者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与信任关系并获得相应的研
究协作。管理学者可以参考以下方式与实践者建立联系，拓展入世式学术研究的机会：（1）为企
业、政府、事业单位等提供咨询服务；（2）兼任企业外部董事或担任专业咨询公司的顾问；（3）依
托高校案例中心，借助MBA、高管培训班等在职学员，合作开发研究型和教学型案例；（4）与政
府机构、学术组织、行业联盟等平台合作，由平台牵头对关联组织进行调研等。当然，管理学者
没有必要亲自运作企业或组织，而是应明晰自身所肩负的学术责任，深入了解管理实践，获得
翔实系统的多种资料，在为企业和各类组织提供有价值服务的同时，借鉴多类型的“入世式学
术”方法路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入世式学术是西方管理学者基于西方现实情境和研究环境所提出的
方法论和认识论，我们需要辨识入世治学模式本身适用的现实前提与哲学假设（武亚军，
2020）。在中国本土文化与研究情境下，学者们对该模型进行修改、调整和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① 中国的若干著名管理学院已经在这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可贵的尝试，如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设立了行业研究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设立了全球浙商研究院以及构建“商学+”开放平台模式等。
②前述的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就是图3所示的入世式学术的第一种类型的范例，她能在充分听取企业实践者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深度
案例研究、实地观察、与奥地利经济学派之博士导师兼同事的讨论，结合已有市场非均衡理论及多种实践素材进行综合创新，成为企业资源基
础观和国际企业成长理论的拓荒者和先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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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融入中国本土研究情境中，研究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熟悉入世治学模型并使之合法
化（Van De Ven和井润田，2020）。毕竟，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和管理学，既是社会启蒙的科学，也
是社会设计的科学（厉以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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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into History to Find out that Our Way Is not
Lonely: A Brief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roducing
Indigenous Management Knowledge with
Engaged Scholarship
Wu Yajun, Ge Minglei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Engaged scholarship is the constructive methodology of producing indigenous
management knowledge,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or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management knowledge related to practice, providing a constructive methodology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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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2）How could we better propose important and valuable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finding
research ques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context, participating in relevant theoretical
dialogues through identifying theoretical gaps or inappropriate underlying premises, and deepening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trac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g., Confucianism or Taoism）?
（3）How could we choose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duct valid operation to improve research
quality? For example, scholars should properly match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i.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mixed research method）with various research
questions, select appropriate samples and procedures, and conduct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operation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designs. Our work could provide indigenous
scholars with vivid cases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good Chinese management stories are, and also offer
them practical directions to develop and frame outstanding Chinese management stories. We hope that
our analysis of these research cases could inspire scholars to focus on Chinese management phenomena
and shed light on the way Chinese scholars study indigenous problems.

Key words: Chinese stories;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designs;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宋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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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knowledge. As a kind of epistemology and research paradigm,
engaged scholarship advocates that management researchers should keep close contact with
practitioners, multi-disciplinary scholars, policy-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ombine historical theories to explore some class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nagemen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agement in the 1950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4 kinds of engaged scholarship paradigm,
elaborating classical history cases in the past 80-year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uch as GM, Huawei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Professor Tushman, and illustra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engaged
scholarship in promoting indigenous and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c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engaged scholarship to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loc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the opportunities,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loc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then advocate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knowledge should take the history as a mirror, absorbing the methodology
essence of engaged scholarship, and taking root in indigenous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s. Fin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hilosophy spirit of academic subjectivity in China, we will take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oad of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engaged scholarship; research paradigm; historical case; Huawei; academic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宋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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