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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5月26—27日，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与《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社成功举办

了“2018年中国创业研究前沿专题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VUCA与新时代的创业研究”。代
表性观点包括：（1）采用一体化视角将机会与资源整合在一起，并基于特定情境解读机会开发
行为与资源开发行为的关系，这有助于创业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其战略体系迅速有效地形成；
创业企业尤其要强调并关注情境维度和情境属性与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两大类行为的互动，
从创业生态系统视角强调机会资源一体化的互动与演进。（2）基于适配，即“Fit”视角研究了不
同要素的匹配对创新和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将单维影响拓展到了双维和多维交互视角，利用适
配观点为新创企业的双元创新和绩效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路径。（3）VUCA背景下响应机制的建
立，有助于创业企业迅速并有效地对竞争对手和外部网络关系的演变进行回应，利用信号理论
从竞争者行为互动视角为创业企业构建了一种可以指导其在快速迭代背景下制定战略决策的
理论体系。（4）认知理论作为创业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指导创业企业和创业者从认知风格和
认知变革出发探究它们对创业过程、创业学习和创业失败的影响，这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5）强调不同能力元素的独特性。创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能力体系
的构建与延伸，能力的动态演进及其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中国创业
研究学者应该从中国情境出发研究创业企业的能力多元化，如动态能力、即兴能力、响应能力
等，为创业企业勾勒出较为清晰的能力体系框架并指导它们披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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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VUCA与新时代的创业
研究”。此次会议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山
东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燕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等国内外
著名的院校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参会人数约80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董保宝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蔡莉教授、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葛宝山教授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编辑部宋澄宇主任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做了相应发言。在为
期两天的论坛上，共有来自国内著名大学的20多位创业管理学者就创业管理领域的前沿问题
和热点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互动式的讨论。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
呈现了一系列创业研究前沿观点，对以后创业研究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创业机会—资源一体化与情境
创业源于机会，而机会开发和资源整合是企业成功创业的关键。蒂蒙斯提出创业三要素模
型之后，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的互动性和整合性议题便备受学者青睐。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仍然
较少，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情境，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匮乏。本次论
坛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研究。
吉林大学蔡莉教授从整合视角提出了创业机会—资源一体化的开发行为及其与情境的互
动关系。她分别剖析了机会主导和资源主导的创业研究，认为在创业过程中，机会中有资源，资
源中有机会，创业机会和资源二者互为条件，需要整合机会和资源，从动态一体化视角重新定
义创业的概念，创业活动是创业主体动态整合创业机会和资源的过程。此外，蔡莉教授认为，机
会开发、资源开发以及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需要植根于特定情境研
究机会—资源一体化创业过程及其机理，尤其要关注情境维度和情境属性与机会开发和资源
开发的互动关系，强化情境时间维度对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影响的动态过程，此外还要着墨
于情境在发现型和创造型机会转化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此外，蔡莉教授
分析了创业生态系统与机会—资源一体化的互动关系，认为应该从多主体视角研究它们的互
动机制，尤其是探讨外部情境与生态系统内部情境交互作用对机会开发、资源开发及机会—资
源一体化的影响。蔡莉教授提出的情境视角（情境要素和情境属性）下的组织/个体层面（资源
与机会）与系统层面（创业生态系统）的多主体互动模型对未来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最后，蔡莉教授强调了中国的情境专属性和特殊性，呼吁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不同创业主体
（个人/团队/组织/行业/国家）和不同研究主题的独特性，从多元化视角来构建较为完整的创业
研究体系，并用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创业研究中的微观机理。
吉林大学葛宝山教授分别从基于单要素、基于创业过程、基于创业主体以及基于创业行为
的创业理论体系构建入手，提出了基于双要素的创业理论体系构建，强调机会—资源一体化行
为的整合，并从能力与学习视角分析了将动态能力作为解读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的方式，而
机会—资源一体化过程是组织学习的过程，也是动态能力形成的过程。一体化行为与学习的提
升和能力的演进具有强烈的互动效应。葛宝山教授最后强调了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创业研究
需要创建创业生态、细化创业思维、构建创业战略并分析创业机制，依托中国特殊情境来研究
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及其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买忆媛教授解析了创业研究中的唯变所适，深度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的创业
活动。她借鉴《周易》中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解读了创业研究中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并非
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创业活动会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与条件，而表现为不同
的形式与作用，这就要求创业者和创业研究者均要遵从“唯变所适”的规律。她从目前中国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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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分析了无论是解决中国创业实践的紧迫问题，还是抓住新的研究机会，均
离不开中国的特殊情境，在“求变”中依托中国转型经济这一特殊背景来深度探讨创业研究的
新问题、寻求创业研究的新思路、把握创业研究的新方向。
吉林大学周培岩教授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解读了宏观政策与创业行为的关系，他认
为，已有研究对税收政策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较少，关于创业行为的研究更多的还是聚焦于微
观层面。他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十九大”召开这一特殊情景，从机会—资源一体化的视角对税收
政策与个人创业行为进行分析，依据政府和市场强弱划分了四个象限，以此分析创业行为，从
机会—资源一体化新视角下的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成长阶段三个阶段分析税收政策与个人
创业行为的关系，这对于个人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利的创业政
策提供了一定借鉴。
山东财经大学陈寒松教授基于V（volatility，即易变性）、U（uncertainty，即不确定性）、
C（complexity，即复杂性）A（ambiguity，即模糊性）视角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前沿，利用
词频分析法提出了当前创业研究的热点议题，并指出在我国转型升级的经济背景下，环境不确
定性问题更加明显，并且在客观层面上，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情境有着很大不同，这进一步强化
了在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深入开展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
二、 “Fit”与创业
当前，关于不同创业要素关系的研究，多数聚焦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单维（unidextrality）
影响，忽略了多维要素的组合共变（co-varied）效应。Fit，即适配，它将单维影响拓展到了双维和
多维交互视角，从较为全面的视角解读了创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全面了解创业的发展过程。
吉林大学葛宝山教授基于Fit视角分别提出了创业的双要素、三要素和四要素的适配体
系。双要素的适配模型包括机会与资源的适配（如机会—资源一体化）、学习与能力的适配、网
络与认知的适配以及环境与特质的适配等，而三要素适配模型包括环境—机会—资源的适配、
网络—资源—机会的适配、环境—手段—机会的适配，而四要素适配模型包括环境—机会—资
源—特质的适配、学习—能力—资源—机会的适配、网络—学习—能力—机会的适配以及网络—
学习—资源—机会的适配，从全要素视角出发分析上述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及其交互对竞争
优势和创业绩效的影响能够窥创业之全貌，解创业之疑惑。
目前从Fit视角分析创业关键要素主要是从双维角度出发，现分述如下。西安交通大学苏
中锋博士从创业制度环境入手，研究战略柔性与创业战略制定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制度环境
与战略柔性的交互对创业战略制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制度环境与战略柔性的交互
对创业战略制定具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将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整合在一起，加
深了我们对创业制度环境与战略柔性的交互对创业战略制定的影响，进一步从情境视角解读
创业战略制定的关键影响因素。吉林大学曹琦博士从VUCA情境出发，基于高科技新创企业样
本，分析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交互对绩效的影响，并打开了上述关系之间的黑箱。她从双
元理论出发提出了，对高科技新创企业而言，双元创新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与绩效之
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从Fit视角整合了网络嵌入的两个核心维度，展示了关系嵌入与
结构嵌入的互动在促成双元创新中的重要性。
除了双维交互视角，还有研究从三维交互视角分析创业现象。常州大学于小进基于多案例
分析了社会创业企业如何成长的问题，探究了中国情境下社会创业企业的成长机理。社会创业
企业通过实物拼凑、技能拼凑、市场拼凑、人力拼凑以及制度拼凑等拼凑方式的交互和组合来
获取内外部资源，从而构建市场合法性地位，最终实现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成长。实物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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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拼凑以及市场拼凑的三维交互注重于市场合法性的获取进而推动社会创业企业经济价值
的实现；而人力拼凑和制度拼凑的交互能够更好地构建社会合法性以推动社会创业企业社会
价值的实现。
三、 创业响应机制与创业战略决策
创业活动既要随时间而变，又要契合空间的动态性变化。创业响应机制的建立为创业企业
把握时空转变的脉络，理解创业发展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战略响应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令人
“魂牵梦绕”的研究热点，任何企业想要实现基业长青都离不开“快、狠、准”的战略响应机制，尤
其是特定情景下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回应。
华中科技大学叶竹馨博士从创业企业如何克服竞争对手企业频繁且快速的迭代所带来的
挑战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在技术变革与产品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繁、快的情况下，拥有“新进
入缺陷”的创业企业必须尽早识别竞争对手企业的迭代方向及内容，制定有效的响应机制来构
建快速迭代背景下的竞争优势。她从信号理论出发分析了创业企业对于竞争对手企业关键技
术变动信号的识别机制及其应对策略，即从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解读了针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创
业企业构建合作网络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从创新视角分析了创业企业逆
向创新的路径选择以及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解构了创业企业塑造边缘优势的路径选择，也即
通过增强企业知识强度、强化竞争者导向并利用资源拼凑以实现创业企业的成长。这一研究可
以指导创业企业在快速迭代背景下制定战略决策的理论体系，总结创业企业成长的一般过程
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尤其是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究中国的“关系”对于
创业企业战略决策体系的构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无独有偶，吉林大学罗均梅博士也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交互视
角研究了双元创新对创业企业的价值。她认为，网络响应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把握外部网络演进
的方向，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响应外部网络的变化，确保企业网络结构中选择和保留的合作伙伴
的资源、能力与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保持一致，此外，网络响应能力可以确保新企业内部非正
式网络和正式网络高度融合，促进知识的吸收与转化，为双元创新和绩效的提升提供知识基
础。她的研究发现，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的交互与双元创新正相关，而且，双元创新在网络
导向、网络响应能力的交互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作为一种动
态性能力，网络响应能力在驱动双元创新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价值，不仅即时回应了外部网络关
系变化对新创企业造成的冲击，更为新创企业构建动态响应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而且，
她的研究从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交互的视角阐释了双元创新的前因，丰富了双元创新的
研究，同时也丰富了网络导向与网络响应能力相结合的研究。在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情境下，
双元创新能够将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的优势结合，为新创企业基于时空变迁构建动态的
创业响应策略奠定了基础。
四、 创业认知、创业学习与创业失败
创业认知理论是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VUCA视角下认知风格、认知能力与认知
变革的研究对创业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尤其从创业过程视角出发分析创业
认知风格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创业者的创业实践，影响了创业者创业失败后的再次创
业意愿，挑战了创业者的创业思维能力，提升了创业者的认知变革能力以使其更好的感知、适
应环境的变化。而基于认知的创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够确保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创业方
向的正确性，还强化了纠错行为的实践价值，使得创业者在面临创业失败时能够从容面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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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业心智，提升再次创业意愿。
燕山大学张敬伟博士基于互联网企业的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过
程中，认知与行动是如何互动演化的，尤其关注新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在认知与行动的互动
中形成的。他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初始商业模式认知体现为商业概念假设和商业逻辑假设，
创业者基于类比推理或概念组合形成商业概念假设，并通过已有经验的思考和新信息搜集形
成商业逻辑假设。创业者初始的商业模式认知成为学习行动的起点，指引后续的创业学习行
动，驱动创业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种认知指引创业者有目的地展开行动，而不至于迷失在创业
环境的未知之中，从而使得学习行为更能产生适用的反馈。此外，在初始商业模式认知指引下，
创业者会采取持续的内部检验与外部检验、直接检验与间接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商业模式的
商业概念假设和商业逻辑假设进行检验。商业模式认知的调整同样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而
不是单纯的接受反馈就变动的“条件反射”，而接受到反馈后拒绝改变原有认识是认知刚性产
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的认知结构刚性程度并不相同，相比商业逻辑假设，商业
概念假设更难发生变动。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探讨了情境对认知与行为关联的影响，正是企
业资源的约束性，使得创业者主动采取一种延后的行为，从而出现了“这样想却并不这样做”的
情况，这进一步凸显了资源约束对于创业者认知与行为的限制作用，为以后探究上述关系做了
较好的铺垫。而燕山大学韩静基于单案例研究样本，分析了创业者的模式识别、信息加工和认
知变革的关系。她认为，当创业者进行基于已有范例而不是原型的启发式加工时，更容易引发
认知复制，当创业者进行基于已有原型的启发式加工时，更容易引发认知创新。当创业者在已
有原型或范例基础上进行分析式加工时，若所产生的决策是在原有原型或范例基础上的改变
时，更容易引发认知适应，但当所产生的决策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原型或范例时，更容易引
发认知创新。这一研究将认知心理学的模式识别整合到信息加工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双加工系
统，即信息加工内容和信息加工方式对于认知变革的影响，构建了创业者认知变革的过程模
型，这不仅为创业者传递了更多的原型和范例，以便其做出更加准确快速的创业决策，也有利
于创业者利用具有不同认知偏好的其他创业团队成员来构建异质性创业团队，确保创业的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侯飞博士从认知理论出发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探求了影响
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分析了创业意愿的产生机理，并结合情境化因素提出了创业激情、角色
榜样与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他的研究表明，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个
体情绪层面的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最大，从认知视角关注个体层面的情绪发展，激
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可以增强其创业信心，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创业的可能性。学校层
面的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较强。这进一步表明了创业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大学生的创业认知，锻炼其创业思维能力，加强创业认知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驱动大学生去理
性创业。虽然角色榜样对创业意愿影响的总效应最低，但应该看到，大学生可能受家庭成员创
业经历的影响与鼓励，会形成特定创业认知思维与提升创业认知能力，产生创业信心和创业想法。
南开大学王晓文博士探究了创业失败情境下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她认为，连续创业
意向是在主观因素与作用于主观的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创业者在上一次创业行为失败后的
一定时间期限内进行新的创业行为的内心倾向程度，而创业失败从能力提升与认知改变两个
方面影响了创业者的连续创业意向。她从个体层面的认知心理视角出发，以失败学习和消极情
绪作为关键前置因素，将自我效能与风险偏好作为重要的传导路径，深化并细化创业失败情境
下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构建了失败情境下连续创业意向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
凸显了创业认知与创业学习的重要作用，解释了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在创业意向形成中的中
介机制，为创业者在面临创业失败的情形下如何创新重塑新的创业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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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晓文博士提出了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即不同的特质与认知决定了创业者是异质性
的，而创业者异质性的因素可能在整体上影响着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因此，未来研究的
一个可能方向是形成系统而有层次的创业者分类标准并将之与创业者认知过程相结合，以增
强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说服力与现实意义。此外，由于创业团队组成的多样性和易变
性，将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理论相结合，可以形成独特的创业团队创业意图研究视角，解读连续
创业意向的影响机理。
五、 企业能力的动态演进与创业
能力是创业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基础性的运营能力发展到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再
到响应能力和即兴能力，企业能力一直是创业研究中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议题。柯林斯和波勒
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提出了“变”是企业发展中的常态，能力的跃迁是任何企业打破常规、
“唯变所适”的要义所在。在转型情境下的中国，创业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只有
深入探究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体系，深入剖析能力层级体系及其运行机理，深刻认识创业企业
能力的本质，才能使创业企业与动荡环境相适应，提高创业成功率。
吉林大学郎春婷博士研究了创业企业能力层级模型的构建及其互惠式运行机理。基于对
环境动态性回应的程度不同，她辨析了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即兴能力的差异，并认为，即兴能
力主要是自发地对意料之外的和不可预知的事件做出反应的能力，动态能力主要是对低动态
环境的波动做出反应的能力，而运营能力主要是利用现有的既定计划在稳定的环境中运行的
能力。就先前的计划而言，运用即兴能力时计划并不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但可以通过学习如何
应对新情况从而达到“有计划地自发”，动态能力依赖于在给定计划下发挥灵活性，而运营能力
依赖于在正式的计划下发挥作用。就它们蕴含的本质而言，即兴能力具有非结构化的、即时反
应的、新颖的本质，并且在狭小的“机会窗口”下发挥作用；动态能力具有结构化的、相对稳定
的、在规律化基础上变动的本质，从而在计划和执行之间的大窗口起作用；运营能力具有高度
结构化的、稳定的、规律化的本质。另外，即兴能力建立在“自发反应逻辑”上，通过自发性和直
觉对新情况做出反应，相反，动态能力建立在计划机会的逻辑基础上，通过强调有规律的灵活
性发挥作用，但是运营能力完全遵循正式的计划，并且注重效率和稳定性，注重于细节。她所构
建的能力层级体系以“并行的三只手”作比喻，认为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是企业生存
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三种能力，构建了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的三层级创业企业能
力层级模型。运营能力是零阶能力，环境动态性较低时，企业运用运营能力开展经营活动。动态
能力是一阶能力，环境动态性中等时，企业需要重新整合配置资源、能力，运用动态能力应对环
境变化。随着环境动态性程度的不断提升，超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边界，此时企业需要采用即兴
能力（高阶能力）应对高程度的环境变化。最后，郎春婷博士提出了创业企业能力层级模型互惠
式运行机理，即无论是运营能力与动态能力之间，还是运营能力、动态能力与即兴能力之间的
运行机理都是双向的，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资源基础、能力基础的同时，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使前
者有所提升，这是一种互惠式机理。
中国人民大学郭海博士从动态能力视角分析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技术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
的影响。环境的急速变化要求企业必须动态地适应，在这一视角下，利用式创新减弱了价值主
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而探索式创新加强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而
面对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时，利用式创新进一步减弱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但探索式创新却加强了价值主张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对于从商业模式创新
和双元技术创新整合视角研究新创企业的绩效提升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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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吴娟博士从创业学习的视角研究了新创企业即兴到惯例的形成机理。她认为，即
兴行为能够有效帮助新创企业应对意料之外事件的发生，在高度动荡的环境下，对新创企业的
存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即兴行为往往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组织
惯例的形成既可以使组织在适应变化时保持稳定性，还可以通过对组织惯例的重组提高组织
的灵活性。同时，组织惯例是构成组织能力的重要方面，对新创企业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吴娟从学习视角提出了即兴到惯例的形成路径以及机理模型，即，从即兴行为是企业不断
“试错”创造知识的过程可以看出，新创企业的即兴行为和组织惯例之间以新知识的产生和转
化为关系纽带。也正因此，新创企业的创业学习行为为新知识从产生到在组织内固化成为组织
惯例提供了转化的途径。而交互记忆系统是团队学习对团队绩效产生作用的解释机制，即在交
互记忆系统的辅助下，新创企业的创业学习行为更有助于新知识在组织内快速转移和吸收，即
更有助于将组织内有效的即兴行为快速转化形成组织惯例。
六、 创业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策略
西方管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解构思维，将复杂的管理学问题简易化和模块化，利用假设深
度解构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是中国学者应该学习的思维方式。对
于创业研究学者而言，必须善于解构，重构中国创业研究的框架，并利用中国特有的情境化数
据，采用案例、实证以及定性等多元化的方法来展示中国创业研究的成果。目前，中国创业研究
中的方法论也是百花齐放，新的方法也不断呈现，例如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等，不仅驱动了国内创业研究的发展，也为中国创业研究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
发表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
东南大学杜运周教授从加强创业理论与方法匹配视角，介绍了组态思维与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他指出，这一方法超越了定性与定量的划分界限，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
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的优势，使创业学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到了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基于整体的分析视角，
组态思维与定性比较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作条件变量不同组合方式的组态，也整合了案例研究
与变量研究的优势，并通过集合分析发现要素组态与结果的集合关系，有助于回答多重并发的
因果关系、因果非对称性和多种方案等效等因果复杂性问题，使得因果复杂性分析在方法实现
上得到了有效支撑。由于结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优势，这种QCA方法既适用于小样本、中等
样本的案例研究，适用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也大大提升了理论的实践切题性，使组态比较分
析在创业学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创业研究方法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吉林大学朱秀梅教授基于《外国经济与管理》已发表的论文，分析了综述文章的撰写范
式。她认为，高水平综述文章的撰写是很有挑战性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对文献系统梳理帮
助我们提炼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突破性的实证研究问题，形成系列研究，有利于研究思路的
打开和研究的顺利开展，为后续研究开辟了一条通途。朱秀梅教授通过分析提出了综述文章写
作的九大范式，范式一是基于扎根理论的文献系统梳理，范式二是基于元分析的文献系统梳
理，范式三是经典模型的回顾与比较，范式四是基于某一视角的文献梳理，范式五是一些新主
题的概念内涵式梳理，范式六是某一领域或主题在中国的研究进展，范式七是针对某一理论或
学派进行综述，范式八是理论本土化和东方管理以及范式九是建构式研究，并通过发表在《外
国经济与管理》杂志上的具体实例逐个分析了上述综述范式的写作逻辑及其特点，展现了创
业研究领域宏大的理论领域和理论分支，对于创业研究学者捕捉前沿话题、梳理复杂研究主
题、把握脉络纵横的复杂知识体系，均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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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焦豪教授作为SSCI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杂志
的副主编，从学术论文撰写方法以及发表策略出发解析了创业研究成果在发表时如何选择合
适的刊物、如何匹配期刊的要求等方面，并结合一些顶级刊物详细分析了不同英文期刊对理论
与实证研究的要求有何不同。他的报告对于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应的创业文章具有较
好的指导意义。
七、 结

语

创业机会—资源的一体化行为整合了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等核心要素，探索整合性因素
对创业实践的影响；同样，Fit机制与创业研究也紧密相关，它将影响创业研究的因素多元化，
进而能够使我们了解创业实践和创业过程的全貌；而创业响应机制有助于创业企业制定即时
的创业战略，修正快速迭代过程中的战略偏差；而作为近几年来创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创
业认知对创业实践，尤其是创业学习和创业失败以及创业意愿的影响力逐渐加重，创业认知思
维的培养成为影响创业实践的关键因素；能力作为创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体系已经至
臻完善，但其中的能力体系层级关系及其深层次的关系机理仍需要深度挖掘。创业研究的方法
论可谓百花齐放，基于特定方法的研究议题已有很多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上，这也进一步扩大
了中国创业研究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当然，上述所
有研究仍旧要植根于中国的特殊情境之中。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号召力，十九大的召开为当前
中国的创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要素，十九大之后走向新时代的创业研究更应该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与时代同行。VUCA情境下的创业研究也必然要求创业研究学者运用创新性思
维，总结以往创业研究的成果，开辟创业研究的新路径。我们在学习西方解构思维的同时，还应
该提出有效的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命题，通过总结创业实践经验和系统化的创业理论来
建构中国特色的创业研究体系。把握时代脉搏，兼收并蓄东西方的研究精髓，立足于中国情境，
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自己的创业理论，并以此指导创业研究的发展。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必
将为未来创业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VUCA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New Era:
Summary of 2018 Forum on the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Dong Baobao, Luo Junme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Summary: On May 26—27, 2018, a forum of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was convened by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and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The topic of it is
“VUCA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New Era” , and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evolution perspective suggests that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coevolve in their
differentiated structures, they are mutually conditional and interdependent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ource-based view suggests that resources are the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unique resources form opportunities. The opportunity-led perspective argue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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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a collection of opportunity discovery,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opportunities shape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coevolution perspective gives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ation behaviors of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by which, it contribute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and the prompt and
effective formation of the strategic system. Start-up enterprises therefore should especially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mensions and attributes of contexts and exploitation behaviors of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and lay stres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f opportunity-resourc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2） Most of rec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factors have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singl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dependent
variables such as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ignoring the co-varied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The research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t”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matches of different elements
on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making the effects of which witching from uni-dimensional to dualdimensional, even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which can not only give new paths for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new ventures, but also explain the full picture of
complex entrepreneurial phenomena.（3） An extensive body of knowledge exists on how stiff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outcom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es, bu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understanding how and why new ventures evolve and
chan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hange dynamically with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survive, new
ventures need to grasp the clues of these changes and establish response mechanisms, which helps the
start-ups to respond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to competitors and to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xt of “VUCA”.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the signal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scholars can formulate a synthesized theoretical system to explain the diverse
responsive actions, which can guide the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fast iteration. （4） The
cognitive theory, as one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guides business start-ups and
entrepreneurs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cognitive style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cognitive change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s’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after previou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Cognition refers to the capacity to mentally process, comprehend and manipulate
information. Cogni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to a great ext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ensure the correctness of dir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corrective behaviors, which in turn can help entrepreneurs face the
failure of business calmly, and therefore promote the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again. （5） It is not
excessive to emphasize the uniqueness of cap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entur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extending of the capability system.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apabi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have been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c context of China, it is advisable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ers to study
capability diversification, such as dynamic capability, operational capability，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
responsive capability, and so on, to outline a coherent framework of the capability system for business
startups, making them go smoothly on the guidance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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