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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的哲学：

个人价值 
优先

张瑞敏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家，海尔集团

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为了表彰他在管理创新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张瑞敏在国际管理领域被授予无数的奖项。在采

访中，他向我们描述了他独特的管理之道：将中

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管理方法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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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访谈。海尔的哲学：个人价值优先  | 《全球聚焦》杂志

《全
球聚焦》杂志：能简短地谈谈你早年的

行业与商业经历吗？

在我 1984年加入海尔时，海尔还是一个非常

小的企业，生产的冰箱质量很差，频临倒闭边缘。

工厂几乎没有什么管理。每天早晨工人到工厂报

个到，然后就回家。

我首先砸掉了一些存在质量问题的老冰箱，引

入了一些基本规则，例如“管理 13条规则”，规范

工人的行为。同时，我们也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但是高质量的产品一定出自高素质的员工。所

以我们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方法，例如自我管理小

组和日清管理系统来激发员工的创造性。

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变成了发明者和

合作者，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不久海尔就成为中

国家电行业的第一中国品牌。现在海尔已经成长

为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商（根据销售占全球

零售市场 10.6%的份额）。

《全球聚焦》杂志：在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同

时，你也非常热衷于推行网络化组织的概念。能

不能请你再详细解释一下吗？

2000年我对即将到来的网络时代非常激动。

因此在 2005年我就提出了人单合一的模式推动

海尔进行网络化转型。经过 13年的探索和实践，

海尔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网络化组织，从传统的

生产型企业转型为双赢的生态企业。

《全球聚焦》杂志：这是否与海尔的个人价值哲学

相关联？

海尔的发展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 “个人价

值优先”。企业说到底就是人，而管理就是调动

各种资源。

人单合一这一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整合全球

资源，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从字面上理解，人是指我们的员工；单就是用

户价值；合一意味着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

时实现个人价值。有单就有人。

基于这一思考，我们在海尔的转型过程中取消

了中层管理这一层级。最终，海尔将成为一个网

络化的组织，我们只有三类人：平台主、小微主

和创客。

《全球聚焦》杂志：人单合一模式对员工有什么 

影响？

员工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自我激励的个

体 — “自我雇佣、自我组织、自我驱动”。

这一模式在全球获得了认同和推广，因为全世

界的人都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成绩源于

我们通过人单合一模式实现个人价值的理念。

我们将它称之为“色拉文化系统”，在追求统

一的同时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的文化。这好比是西

餐中的色拉。色拉中的各种蔬菜保持原状，但色

拉酱可以起到统一的作用。

《全球聚焦》杂志：另一个哲学格言，是不是所有

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时俱进的？

海尔始终相信，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与时俱

进的企业。海尔通过不断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行业

领袖。但是时代在变。如果你无法及时更新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就会走向灭亡。美国著名

的组织理论专家戴维·蒂斯 (David J. Teece)曾

经这样说过，企业必须具备“动态能力”，也就是

不断更新其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海尔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蒂斯教授的理念。海

尔不断迭代内部组织架构，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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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聚焦》杂志：在你看来，下一个重大的技术

突破会是什么？

“物联网”是继互联网之后下一个重大的经济

事件。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演变成为生态圈之间

的竞争。

目前，电子商务作为一个平台很难满足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海尔正在打造的生态系统与物

联网包含的社会、共享与体验经济是完全一致的。

它能全方位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海尔不再是

一家家用电器的生产商，而是用户解决方案的服

务提供商。

例如，我们的洗衣机不再仅仅是洗衣服的功

能。成为“网络化家电”后，它可以影响洗涤剂、

服装和行业协会等等，共同组成服饰网络，所有

相关方共同为用户提供洗衣、护理、采购以及其

他全方位的服务体验。

每一个参与者参加的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

加入到一个共创和共赢的生态系统中。

随着物联网的到来我们将进入一个“个性化定

制化”或者“社区制造”的时代。我们建立了一个

工业互联网平台 — COSMOPlat，通过这一平台

用户可以全流程参与生产过程，实现“大规模定

制化”。

在许多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例如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 (IEEE)、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和国

际电工委员会 (IEC)，海尔在制订大规模定制化

国际标准方面正在发挥主导作用。

尽管德国和其他一些领先国家也在探索大规

模定制化模式，海尔率先建立了一条独特重要的

标准 — 零库存。这一标准是指产品不进入仓库

而直接交付用户。目前海尔的产品零库存率可以

达到 71%。

《全球聚焦》杂志：这一过程中，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最关心的管理教育将起到什么作用？

如同管理，管理教育应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

变化。互联网使管理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企业

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这一转变对管

理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使商学院基于线性管

理设计的课程在非线性管理的环境下失去了关联

性。在互联网时代，管理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实际

参与新的管理实践，而不是仅仅学习过去的成功

故事。

71%
海尔率先建立了一条独特重

要的标准 — 零库存。这一
标准是指产品不进入仓库而

直接交付用户。目前海尔的

产品零库存率可以达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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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聚焦》杂志：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今天的管

理者有什么建议？

海尔的人单合一颠覆了传统的经济人和社会

人概念，将员工重新定义为自我激励者。

人单合一认为，员工可以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

同时实现个人价值。我想这是这一模式在全球管

理学术界获得高度认同的重要原因。

我前面提到，物联网是互联网之后下一个重

大的经济活动。许多人认为物联网就是人工智能。

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将人工智能看成是物联网的

基础而不是目的。

支持物联网的技术是人工智能，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如果我们拥有了物联网就拥有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仅仅是支持物联网的技术。

我们需要“节点”去感知用户的情感和需求。

这些节点就是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应该是

第一位的。但是未来的人才不能够仅仅来自企业 

—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人力资源部。通过互联网，

整合我们所需的人才。所有人才应该一起努力创

造最好的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

正如《易经》中所说的那样，变才是唯一的 

不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抱变革，与时俱进。

张瑞敏访谈。海尔的哲学：个人价值优先  | 《全球聚焦》杂志

ALL PICTURES COURTESY HAIER GROUP

我们需要“节点”去感知用户的情感和需求。这些节

点就是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应该是第一位的。

但是未来的人才不能够仅仅来自企业 —  整个世界
都是我的人力资源部。通过互联网，整合我们所需

的人才。所有人才应该一起努力创造最好的用户体

验和用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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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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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力量  | 作者：丁远

丁
远办公室的书橱，摆满了有关财务、资本、

法律、公司案例的各种中英文版本的书。

不过，有一本《孔子与苏格拉底》引人注目，在那

一排书橱中，它看上去最厚，而且类型特别。孔

子是中国圣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人，他们分

别代表了东西方哲学的起源。他们的思维方式不

同，然而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通的地方。

一定意义上，丁远所在的办公区，代表了孔子

与苏格拉底的“握手”，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物

理空间。

丁远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

办的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成立仅

25年，但已经追赶上很多百年名校，进入全球

商学院第一梯队，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MBA

排名全球第五。

对于这个超乎寻常的成长速度，无论是学院内

部人士，还是外界的看法，大都会将一大部分权

重，归因为时代的力量。

中欧的腾飞有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推动，有中国

人热衷于教育所形成的人才底蕴的支撑，也有中

国经济几十年持续狂飙突进，形成了一大批全球

重量级的企业的助力。

当一个机构的命运，与时代趋势紧密捆绑时，

这家机构无疑会对这个时代，拥有超乎寻常的敏

感性。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惰性，我们的挑

战来自我们自己。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新的机会。”“中国对外

投资，是这个经济体量和经济发展阶段必

定要走的一条路。”⋯⋯近日，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会计学教授丁远

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就中欧的发

展动因和当前的宏观趋势做了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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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远无疑处在这个机构的最前端，这给了他超

乎常人的大局观，也有助于他对这个时代拥有独

特的洞见。 

加入中欧前，丁远是欧洲最著名商学院之一 

—— 巴黎高等商学院 (HEC) 的终身教授。他

自 2003 年起兼职到中欧授课，到 2006 年正

式从 HEC 辞职加入中欧，随后历任教授、系

主任，不断接受新的挑战。4 年前，丁远开始

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全面负责中欧的学术发

展规划。 

他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

他说，“去全球化的这个事情，想是可以想，

做是根本做不到”，英国脱欧的结果，将给反全

球化者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他认为中国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应

该正面地去看待外部的批评”，因为“你做的事情

确实对全球有影响”，而且“你希望被大家当作一

个大哥来看的话，你就要负起责任来”。

他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趋势无法阻挡。他

说，中国对外投资，是这个经济体量和经济发展

阶段必定要走的一条路。

作为这个学院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丁远更多扮

演的是一个组织管理的角色，这无疑会承担更多

的责任，意味着众人需要在学院管理委员会判断

的方向下，一起去冒险。

在一个舒适区，大家不会有动力去改变，但面

对未来的趋势，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做出调整，

这就是学院领导层与丁远的任务。

历史上，中欧展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进化路线：

从将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最高效地拿进来，进化

到开始做对于中国商业案例的开发、内部人才培

养和知识的研发，以及现在正在做的：实现把中

国企业“带出去”的目标。

完成这些转变是痛苦的。“人会有惰性，就是

我在内部推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还

是有一定的难度。”丁远说，不过现在好很多。

去全球化的这个事情，想是可以想，做是

根本做不到

丁远  
副院长兼教务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法国凯辉会计学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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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如同他鼓励的，中欧的教授要深入

一线，参与企业顾问或者进入企业的董事会。 

“上课讲的是你自己写的案例，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上课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丁远说。

他自己也是如此。丁远经常为许多跨国企业和

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也是几家公司的独立

董事；他曾经创办的“丁远指数中性基金”，成为

中国大陆地区金融会计学术界对冲基金的先驱。

类似的经历，对于学员而言，会更有说服力，

这也形成了中欧教授的特点。这个机构对于教

授参与企业管理“通通鼓励”，仅有的要求就是： 

不能“到外面去上课”。

这样的要求对于很多人是有挑战的，教授除了

有非常强的学术背景，能够在世界级的刊物上发

文章之外，还需要落地到企业的实战中去。

特别是对于新人而言，就是一个门槛极高的挑

战。即使有中欧平台的系统支持，中欧教授的压

力也是非常大的。

趋势的力量  | 作者：丁远

采访丁远的地方就在他的办公室。他办公桌上的

物件很多，但码放整齐。他的背后书橱里前述的那

本书的主题，已经映射到了他的桌面上的物件。

当天没有飞行计划，但双肩背包仍挂着行李

牌，放在他的办公桌的中央；桌面最右手侧的前

方是一个胶囊咖啡机；桌面的最左侧是一小盒铁

观音，一个紫砂茶杯放在旁边。

如果说从全球商学院“摘桃子”，是中欧的 1.0

版本，那么形成自身的教授培养能力，是中欧的

2.0版本。现在，中欧似乎正在准备迭代为 3.0

版本：在新的条件下，服务于企业的国际化。

即使中欧一直以国际化特色闻名，丁远说， 

他们要解决好“新能力的增长”。“把那些事情做好”，

不然，新的国际化需求来时 , 这些最铁杆的校友

企业，“可能就不跟你玩了”。

Q：您认为作为商学院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

特质？

丁远：我经常跟同事们讨论，（商学院的管理

者与企业的 CEO）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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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的一个本质是，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和

扩张规模，两个都很重要，我们叫成长性。

我经常跟同学、同事讲，size doesn’t matter，

商学院的规模不重要。全世界对一所商学院的评

价，一致公认的所谓商学院里领袖级的机构，没

有一个指标跟规模有关。

规模扩张时，往往你的组织能力、你的品牌、

你积淀下来的这种气质是被摊薄的。但学校气质

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两者实际上是矛盾的。

这也是中欧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的。

如果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首先，我们生在

特别好的地方 — 中国。然后又遇上了特别好的

时间 — 90年代中期，几乎享受中国整个改革开

放、经济腾飞的机会。

第三，因为特定的治理结构，我们做事情比较

专注。中欧做到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企业

从中层到高层的管理层的培训，不管是学位课程，

还是非学位课程。别的什么也没干，而且规模也

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按照中国那些著名企业成长的速度来看中

欧的发展，现在的学位课程一年也只招 1000个

学生，成长得很慢。但这并没有影响中欧在短短

的 25年时间里，确立了在中国商学院里面的领

袖地位，甚至现在亚洲领先，进入全球第一阵营。

这一背后，我们做的就是聚焦、积累以及品牌

和影响力的打造，而不是追求规模，这很重要。

商学院和企业很不一样，一个企业不可能说不追

求成长，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追求的是培养人才，而不是追求盈利，这

个一定要搞明白。除此之外，商学院的院长和一

个企业的 CEO差别并不大。

Q：中欧出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不过随着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大环境正在经历新的变

化，这会对中欧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新挑战？

丁远：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惰性，我们的

挑战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中欧起步时什么都没

有 — 连自己的教授、校园都没有，却能做成现

在这样。

我们现在可能是在给自己加压，客观定位的话，

以后的事情肯定比过去更好做。现在我们有这么

好的底子，虽然复杂程度提高了，但也有很多优势。

所以我非常积极地跟同事讲，中国经济发展的

新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新的机会。这一点

上我们非常幸运。

前几年，我们非常快地做了一个转型， 这个转

型有好几步。

最初，中欧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模式、理论、

课程、研究成果带到国内，请进海外教授，翻译

成中文，马上在这上课。那时国内什么也没有，

所以能做这件事就是最领先，因为别人做不出来。

转折点在 2007-2008年那段时间，中国企业界

的人对光听“外来和尚念外来的经”已经没兴趣了，

他就想让你对中国的管理、实践有一些总结。

也是在这时，中欧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稳定、

有规模的自己的教授团队，开始做内部研发，到现

在已经拥有全国商学院研发能力最强的一批教授。

在英国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评选出的中

国大陆地区商业、管理、会计等大领域内的高被

引学者中，1/3是中欧的教授。

我们教授每年产生的教学用新案例，原创达上

百个。和中国其他商学院相比，中欧在新案例开

发和案例教学成果方面都遥遥领先。

现在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过去几年，我们努

力的方向是把中国企业带出去。因为从 2014年

开始，中国变成对外投资的净输出国，中欧作为

一所商学院，怎么帮助中国企业做好这件事？

比如，我们现在和复星集团、健合集团合作。

复星收购五大奢侈品品牌，复星时尚的 CEO和

HR负责人都是中欧的校友，他们对学校非常认

可，所以他们就想着怎样再跟学校合作。

一个中国集团把五个国家的五个著名品牌都买

来了，怎么管理？这就面临很多新问题。我们在

合生元已经做了项目。怎样带着我们中国的高管

们重新认识世界、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一个

方向。

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怎样更好地向海外介绍

中国，这是从去年开始加大力度在做的，因为我

们看到新的需求。

最早的时候，跨国公司重视中国市场，或者把

中国作为一个加工基地，它就会有一块中国业务，

但总部是把这块外包给它在中国的团队做。

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2018年中国已经是

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跨国公司现在对中国市场

越来越重视，很让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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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力量  | 作者：丁远

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2018年中国已经
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现在利润有一半来自中国，

他们当然对中国重视，他们要所有未来新一代高

管必须要懂中国。

不过，随着全球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此外，国外名牌商学院的 EMBA或国际MBA

课程中，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

他们要做 China Immersion Program， 在全中国

找合作伙伴，他们最希望找中欧合作。但因为我们

容量有限，所以今年会精挑细选近 30个。相当于

中欧给他们提供整个课程中的一个模块，这是一个

比较客观正面对外介绍中国的非常好的窗口。

Q：你认为商学院未来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丁远：我们只服务中高层企业管理人才，这

就对教授知识的实效性、实用性、接地气提出了 

要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教授队伍的建设和 

一般高校不一样。我们要求教授有非常强的学术

背景，能够在世界级刊物上发文章，这是基础。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希望走得更高，能够原创

一些系统的企业案例。教授上课时，不是拿哈佛

的案例，而是拿他们自己写的案例上课。

再高一个层次，希望这些教授能够去企业承担

顾问、董事这种职务，参与到一些企业的决策当

中，再把这些经验带回来。

中欧教授的最高层次，是上课讲的不是你写

的案例，而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是那个演员，上课的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有

一批教授已经能够做到这样。我上课讲的所有案例

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同学的态度便完全不一样。

比如讲资产优化，我在课堂上讲古井贡的案例。

当时我担任他们的审计委员会主席，我和同学们

讲我是如何跟我们的校友、古井贡的董事长曹杰

两个人，携手把公司的资产剥离，而这只股票的

股价又是如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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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黄钰昌教授，他是上海家化和宝钢的独

立董事，也是薪酬委员会的主席，他给学生讲薪

酬体系的设计，人家就是要听。

现在这样的教授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参与的事

情越来越多，参与回来又把这些写成案例，这是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非常系统地鼓励教授做这些事情。

我们唯一不准干的事情，就是教授到外面去上课，

跟学校竞争，别的通通鼓励。唯一要求他们年底

出个报告。

我们现在告诉学生，中欧教授在中国多少家公

司做顾问做董事，这是我们很骄傲的事情。这才

是最终形成我们教授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Q：中欧是怎样系统地鼓励教授做这些事情的？

丁远：顾问和董事都是企业自己发起的，而这

对中欧教授来讲是很容易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年要教上千个高管，这

些高管就是公司的一把手、二把手。这些人天天

就在寻摸着找人、找拐棍。所以他上课听得好， 

心仪你，课后自然会来请你。

主要的问题是新进中欧的教授，怎样迅速让 

他们成长起来，变成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域的专家，

能够发论文。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很快跟企业界有

紧密关系。

我们做这个很有系统性。一方面，进来的教授

从讲师、助理教授到副教授都有导师。另一方面

非常重要，新来的教授和校友、企业都不认识，

我们会安排教授访问企业。

我们和一些非常有管理理论实践价值的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企业对我们开放它们的内容、管理

经验和场地，中欧的教授和同学去访问写案例。

然后我们把实境教学放到那里。

这个学习效果非常好。所以新来的教授，我们

都会鼓励他们去写案例。

这样就给机会，后面就是考核，做不出来就

下来。总结起来说，中欧教授的待遇很好，资源

很多，压力很大。

Q：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有上百年的历史，中

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商学院之一，也只有 25

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和海外企业同

台竞争，中国的商学院怎样帮助中国的企业家参

与到国际竞争中呢？

丁远：首先，中欧的成功实际是借力的成果。

全球商学院排行榜，能够在一二十年内进入其中

的学校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学校。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中国人和印度人爱读书，中国和印度在商学院

里积累了大批人才，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在美国

的商学院里，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也是华裔教授

和印度裔教授。

这两个国家内部建立一些好的学校，设立好的

机制，能够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吸引回来，很

快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学校。

中国商学院的迅速崛起，是因为中国人愿意读

书，中国商学院相当于借腹怀胎。你接受人家整

个正规的商学院教育和研究教育，再回来任教。

我们这里大部分的教授不仅是在海外念的博

士，而且是在海外的名牌商学院任教多年，大部

分拿到终身教职后再回的中国。



13

这是 25年能够成就一所商学院的核心原因。

其次，中国企业的发展，像雷军讲的，风口大

猪都飞起来。最新版世界 500强企业名单中，有

126家美国公司，120家中国公司，几乎相当。

这是说规模相当，但是管理能力不一定。

马云今年年初讲到企业要练内功，我看到他们

在讨论这些，我挺高兴。当一个市场要讲效率，

要练内功，我们的价值就出来了。

前几年，我们承认商学院同学间交际的重要性，

但不相信这是主要的。

我们一直认为学习效果、知识的传达和管理经

验的提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跟谁做同学混个

圈子。

只要有人在，肯定会有圈子，但圈子肯定不是

主要的，主要是来学习。所以马云的这句话证实

了，我们坚持了 25年的这条路是对的。

帮助企业练内功，未来的担子肯定会越来越重，

怎样帮他们提升，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

们做得好，可以占到先机。

因为我们是一所中国的商学院，我们和校友已

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商学院的第一次正

规学习是在我们这里完成的，所以他们再有什么

需求会很自然地再跟我们来谈。而且我们也了解

他们，知道风险在哪里。

Q：未来几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继续全

球化和走出去的时机吗？

丁远：第一，大数据反映出来，2016年， 

中国对外投资达到最高点 2000亿美元。2000亿

美元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金额不到 12.5%，而中国

的 GDP占到全球 GDP的 18%。

结论很简单，这两个都是流量，如果流量比流量，

对外投资还没有完成中国占全球 GDP的比例。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 

是 2014年后才发生的。再往回看，2007年之前，

中国的对外投资几乎不存在。

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看上去多了，但实际上这

么多年来在海外投资积累下来的存量很少。

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法国的 GDP只有中国

的 1/3-1/4，但是法国海外投资的存量是中国的 

5倍，因为法国投了几百年了。

把这两条放在一起，说明中国对外投资是中

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体量和阶段必须走的一条

路。所以，这条路肯定还会走下去。

未来每年中国对外投资 1000亿到 2000亿美

元是很正常的，2018年虽然被打压了，但 2018

年的数据也会超过 1000亿美元。

这个已经掉不下来了，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经济

规模，就是那些小项目做做加起来都不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和对外

投资是一个常态的事情。

趋势的力量  | 作者：丁远

有关作者

丁远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法国凯辉会计学教席教授。

我们一直认为学习效果、知识的传递和 
管理经验的提升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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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力资源 
面向未来
艾梅柏·威格莫尔·阿尔瓦雷斯 (Amber Wigmore Alvarez)
质疑我们是否在有效培养明天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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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力资源面向未来  | 作者：艾梅柏·威格莫尔·阿尔瓦雷斯 (Amber Wigmore Alvarez)

在
全球我们看到传统的人力资源选拔流程正

在瓦解。

直至今日，学术机构的职业发展服务一直围

绕着“职业发展教育”与“职业发展咨询”两个维

度进行设计的，此后才会考虑招聘企业关系。

现在该是颠覆这一模式、彻底改变思维的时

候了。就像切换到新的工作习惯或者工作流程需

要大脑进行新的联系（神经可塑性）一样，我们现

在需要重新思考“就业”这一概念了。

只有真正理解组织的招聘需求、活动计划和

岗位描述后，我们才能成功掌握新的诀窍，设计

出能真正满足企业需求的课程。

招聘企业（“人才探子”）视角

曾几何时，企业和组织的人力资源部都将自己

的双眼紧紧盯住那些最顶尖的学术机构，这一一

度非常流行的做法正在迅速变得过时。一些优秀

的企业开始瞄准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学校（它们自

己的话），在竞争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寻找最杰出

的候选人。然而，要在“人才潜力”和“竞争比例”

之间取得平衡依然是一场艰难的战斗。简单来说，

如果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人力资源方法，那么它

们就会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资源去瞄准雷达上的

每一所学校。

尤为甚者，各行各业的招聘企业所使用的关

键术语以及已经融入其招聘目标的文化（STEM、

人才与多元性、包容性），再加上最严厉的工作

许可要求（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和成功的潜力，这

一切需要复杂的协调配合与画像定位。

以上这些也是人力资源科技最关注的内容。说

到人力资源科技，它已经不能算作是新的趋势了，

它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以至于全世界

的会议都在讨论这一现象。

简单来说，如果企业依然采用

传统的人力资源方法，那么它

们就会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资

源去瞄准雷达上的每一所学校

第二和 
第三梯队
简单来说，如果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人力资

源方法，那么它们就会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

资源去瞄准雷达上的每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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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招聘周期和候选人的求职行为是至关重

要的。基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求职网站上发布

的 1907个实习和兼职机会以及 24万人次的浏

览量，我们发现一季度（1-3月）是企业发布就业

机会的旺季。

虽然学术机构经常扎推第四季度安排校园招

聘活动，但是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平台

上一季度可安排的广告位是 9-11月的两倍之多。

同样地，一季度吸引的潜在求职者的浏览量也是

最多。

至于寻找实习 /兼职机会，学生在三月最积极，

其次是二月；而浏览 /应聘转化率最高的也是 

三月，紧随其后的是四月。详见图表 1。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科技公司都来

自非人力资源背景。事实上，在一些人看来，人

才物色和招聘是复杂程度最低的地方，同时也是

最容易展现价值创造（成本 /时间 /招聘质量）的

地方。

学术视角

鉴于学术机构的使命与整体目标的战略相关

性，从事职业发展服务的专业人员和员工需要与

关键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学生、校友、教授以

及既是企业合作伙伴也是招聘企业的公司和组织

建立紧密的联系，有效地满足其需求，这是至关

重要的。

职业发展服务中心需要了解人才测评领域的

知名公司（例如 Cut-e、北极海岸以及 Pymetrics

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才。同时它们还需

要明白，人力资源职能必须与企业在客户体验领

域获得的成功相匹配。

学术机构需要与人力资源职能部门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高等管理教育的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

应该学习，未来的甄选流程与候选人体验将如何

更多地以数据为驱动，如何更加灵活，延续性如

何更强。

人才视角

虽然有时要真正了解学生的思维模式很难，但

是招聘企业还是很想获得候选人求职行为与偏好

的相关知识，这样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人才大

战中设计更好的战略。

在对来自 98个国家、387所采用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职业服务平台的近 10万名活跃学生 /

毕业生用户进行分析后，我们对全球求职者的求

职行为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见解。我们的发现表明，

为了在 2019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校园招聘战

略应该实行进一步优化。

图表 1 2018年实习与兼职岗位表现情况

招聘广告数量  

平均浏览量  

平均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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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 9-12月发布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少，但是

候选人的参与度却很低。然而在 4-6月，尽管发

布的岗位少了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应聘的转

化率很高。这为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招聘机会，因

为这一期间发布的新岗位很少，因而与竞争对手

的招聘广告相互蚕食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了。

此外，学生对寻找各种机会表现出浓烈的兴

趣，其参与概率应该也会更高。因此，招聘实习

的企业应该继续将一季度作为重点，努力提高雇

主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学生应聘。与此同时，

它们也应该积极探索二季度的机会。

在对 2018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平台上

3612名毕业生和全职岗位招聘广告，以及接近

25万人次浏览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毕业生就

业机会全年都有，旺季出现在 4-6月和 8-9月。

二季度是最忙碌的季节，紧随其后的是三季度，

这两个季度占全年全职岗位招聘广告的 75%。 

详见图表 2。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科技公

司都来自非人力资源背景。事实上，在

一些人看来，人才物色和招聘是复杂程

度最低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容易展现价

值创造（成本 /时间 /招聘质量）的地方。

图表 2 2018年毕业生和全职岗位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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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招聘企业希望通过推荐在竞争中占

得先机。如果企业希望在众多竞争相同人才的岗

位中脱颖而出，我们的建议是，重新编辑职位名称，

使求职者更加容易理解这一岗位的具体职能。

在雇主品牌建设方面，提高品牌知名度与美

誉度是企业在招聘网站发布岗位空缺时需要关心

的首要问题，然而能否吸引合适的申请者更加关

键。在需求前八位的岗位中，申请转化率最高的

是供应链、战略与市场营销。详见图表 4。

平均转化率在全年相对稳定。毕业生似乎在 

3月和 5月最积极，寻找各种机会，而此时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平台发布的新工作机会也达

到了重要临界点。毕业生对秋季招聘季也比较敏

感，在 10月的求职活动显著增加。

有趣的是，尽管 2月的全职岗位招聘相对较

少，学生在当月申请工作的兴趣却很高，这对招

聘计划相对灵活的公司带来了机会，可以避开在

招聘旺季与其他企业的激烈竞争。

因此，我们希望企业不要陷入不断重复固定

的招聘计划这一陷阱，而应该考虑如何与毕业生

的求职行为相结合 — 更早启动，优化春季招聘

季，加大在秋季与人才的互动。

在分析了招聘周期以及与求职行为的相关性

后，我们现在来看看求职者的求职偏好。

在 2018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网站上发

布的全部岗位中，20%是金融与财务，12.6%是

市场与公共关系，11.7%是销售。详见图表 3。

学生浏览的岗位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 浏

览量最高的是金融与财务，其次分别是市场与公

共关系、销售、IT/科技、人力资源、运营、供

应链和战略。

需要 IT技能的岗位呈上升趋势。然而，与战

略相关的岗位，虽然从需求端看并不旺盛，然而

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网站上却是毕业生最

喜欢浏览的岗位

20%
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

网站上发布的全部岗位中，

20%是金融与财务，12.6%
是市场与公共关系，11.7%
是销售

图表 3 需求前八位的岗位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网站发布的岗位比例   

学生 /毕业生浏览的岗位比例

 金融与 
财务   

市场与 
公关关系   

销售

IT/科技

人力资源 

运营

供应链

战略

10.00% 15.00% 20.00%

63.2%

73.1%

65.2%

87.7%

71.0%

78.5%

86.2%

105.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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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些发现如何与明天的人才发生共鸣？他们

是否已经为未来准备好了？人力资源领域正在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应该成为企业与人才

建立合作关系而不是针对他们的举措。这就要求

我们抛弃传统的选拔流程，制订雇主品牌建设战

略，实施人才侦察计划，重视多元性和包容性。

人力资源部门正在快速登上“基于人才分析实

施领导”的列车，而我们的职业发展服务也需要

利用联盟的力量来帮助毕业生获得更大的曝光和

能量。

不言而喻，提出正确的问题、获得正确的数

据对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决策，理解统计数据如何

帮助我们对全球岗位空缺与顶尖人才进行更好地

匹配至关重要。

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 — 招聘企业、人才和

学术机构 — 开展持续的战略对话是企业走向成

功、充分挖掘全球人才资源的唯一路径。这样的

人才基于自己的志向与动机、价值观以及持续学

习与职业发展需求，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有关作者

艾梅柏·威格莫尔·阿尔瓦雷斯博士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招聘网站全

球职业发展服务中心首席创新官。
图表 4 转化率最高的八个领域

不言而喻，提出正确的问题、获得正确的

数据对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决策，理解统计

数据如何帮助我们对全球岗位空缺与顶尖

人才进行更好地匹配至关重要

战略

供应链

金融与财务

 人力资源

市场与公关关系

销售

IT/科技运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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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增强 
教育 —  
你准备好 
实验了吗？
林诚意（Chengyi Lin音译）回顾了数字技术在
管理教育中的应用，虽然整个历史跌宕起伏，

但是对其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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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在慕课（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平台注册的学习者人数已经超过 1亿大关。

而在线课程的总数也已超过 11400门，其中大

约 18.2%的课程与商业相关，紧随技术类课程

的 20.4%（资料来源 1）。经过七年的发展，慕

课运动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它的基本哲学 — 

让无力承担高额学费的人获得同样教育的权利 

— 这一理想正在慢慢实现。

即便是在目前的雏形阶段，它对许多传统的

实体商学院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容忽视。最近美

国一些商学院纷纷宣布关闭MBA课程，这些事

件充分说明慕课对传统商学院的商业模式构成了

巨大的挑战。（资料来源 2）

另一方面，所谓的“公开教室大门”也给了公

众一个假象，认为慕课体验可以提供传统商学院

为学生提供的全部价值。

如果慕课的影响随着数字教育技术的发展而

不断上升，那么管理教育的未来将是什么？

数字技术对教育的最终影响有待于我们进一

步的观察。然而，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是来自

消费者的融合趋势。

“在申请商学院前我很犹豫”，一位MBA学生

在一场电话圆桌讨论时告诉我们。

“我和我的朋友上了许多 Coursera的课程，

非常喜欢。我们想要自己创业，我们知道任何时

候只要有需要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慕课课程。如果

最后的结果是债台高筑，为什么我们要支付一大

笔学费，浪费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去读商学院呢？”

我和我的院长在电话那头听到这些话时感到非常

难过。此后这一切发生了有趣的转变。

“第一个月过后，我很高兴最终决定去商学院

上学。老师、同学、与企业和商业领袖的互动 ⋯

这一切丰富了我的学习体验。今天我依然在使用

慕课，在业余时间拓宽我的知识面。”

终于舒了一口气，我们很高兴商学院的价值

以及我个人作为教授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认可。课

程设计、与教授的面对面接触、第一时间接触最

前沿的研究、与同学的分享交流，以及与商业领

袖与优秀企业的互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商学院

提供的一些附加值而已。与此同时，我也忍不住

要为颠覆性技术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而担心。

在高层经理培训市场我观察到了相似的趋势。

许多公司在过去的二至四年已经改进了它们的学

习管理系统。除了不定期的基于技能或战略的培

训内容外，改进后的新的内部学习系统更加注重

提供可持续的、灵活的个性化学习。

“我们理解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与课堂的魔

力。我们将继续采用这一经典模式，”来自一家

快消品公司的首席学习官说。“但是我们面临的

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我们的员工

非常多元 — [因此 ]我们所需的新知识也必须

是多元的。[此外 ]每个人都很忙碌，他们需要

灵活性。传统的模式无法适应所有场景。”

看起来我们的消费者（和客户）已经开始拥抱

新的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拥抱新的数字世界。

然而从供给侧这一端 — 教育工作者和教育

机构 — 他们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我开始努力回忆与不同教育机构的同事进行的

互动和对话。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这些对话似乎

更加两极分化。课堂派通常会强调 F2F（面对面）

互动的好处、P2P（同学）学习分享的魔力，以及

我们作为教师对所有学生的学习之旅的掌控力。

1亿
2018年，全球在慕课（大规
模公开在线课程）平台注册

的学习者人数已经超过 1亿
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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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选择其中不同的要素或顺序，但是其

逻辑是相同的。当然，如果我们只是从其中的一

种模式选取使用的工具，那么这一计划是很难执

行的。简单来说，课堂派的成本更高，而数字派

的效率更低。

在数字增强未来，我们将如何执行计划？

•   基于现有和累积的学习者数据，人工智能

算法可以获得：1）学习者对战略概念和框

架的基线理解（例如过去的培训课程、教育

背景、绩效数据、评估结果等等）；2）学习

风格（例如以前数字培训的行为模式、过去

的评估以及学习效果数据等等）

•   学习者和教师可以利用这一信息就个人性

化学习路径进行更好的决策，包括内容、

形式与节奏

•   可以采用数字形式提供新的培训材料，方

便个性化消费。个人作业与社交互动可以

分步进行。课堂教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安

排，帮助学员深化知识、分享经验，开展

小组活动

•   学员通过模拟或应用活动（数字与面对面）

尝试新的学习

•   后续项目可以在数字平台上继续实施，这

样项目对商业和领导力发展的影响可以进

行及时监测和衡量

•   任何新的学习需求可以及时收集，帮助预

测未来学习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可以增强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为我们创造无缝衔接的学习之旅。

在每一个阶段和步骤，老师都可以根据获得的 

与此相反，数字派则极力宣传数字学习为学

习者带来的灵活性和在学习风格上的个性化，以

及为教师带来的“时间节约”和难以置信的规模

优势。无论是课堂派还是数字派，他们都无法令

对方信服。因此这样的对话经常演变成对各自劣

势的攻击。确实，双方各有各的问题。

两种形式的明显差异经常成为辩论的源泉：

哪一种形式更好？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

视角去看这样的辩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两个世

界的差异事实上是最好的互补。尽管有许多研究

与意见文章讨论过两种模式“混合”的好处，然

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思维模式，

将数字学习与面对面学习截然分开，看成是非此

即彼的死敌。

我经常问我自己，如果我们不让双方一决高

下，拼个你死我活，那么我们能不能结合两种模

式的各自优点，就像学生和短期培训学员描述的

那样，而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呢？

这样的新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设想

一个简单的情形 — 为战略设计一个学习干预。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可以从确定基线开

始 — 评估学习者对战略概念和框架的理解。基

于评估结果，我们为每个人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材

料，打下地基。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的“学习动机”、

学习目标与个人学习风格。一旦我们拥有了这些

信息，我们就可以向学员介绍与数字战略相关的

新概念与新框架，然后他们就能在低风险或无风

险环境下进行反思、交流与实践。为了评估效果，

我们可以要求学员学以致用，将知识应用于自己

的工作中，最后评估有哪些改进。

80%
缺乏有效的评估是慕课课程的一个

重要缺陷。我们依然看到一门课开

始后学生的完成率极低，高达 80%
的人中途选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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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数据选择数字或面对面的教学方式。这样的

学习之旅也摆脱了不定期培训的弊端，确保了连

续性，使终身学习成为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数

字技术产生的海量数据将使个人与组织的学习战

略设计真正受益。

我们如何才能实现

这样无缝衔接的学习之旅听起来似乎离我们

还是很遥远。好消息是许多教育工作者、机构和

“教育科技”的热心支持者已经行动起来，在许多

领域都开始尝试这一新方法。以下就是这样一些

非常具有前景的实验：

知识与学习风格评估

缺乏有效的评估是慕课课程的一个重要缺陷。

我们依然看到一门课开始后学生的完成率极低，

高达 80%的人中途选择退出。完成率极低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缺乏与课程和学员相配套的评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知识评估与熟练运用并不

成正比关系。或许我们可以从许多学习游戏如

Duolingo或者 Lumosity中获得灵感。这些学习

游戏采用各种评估来模拟“熟练运用”。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预

期神经网络在提供与课程与学员相关的信息方面

能做得更好。

个性化学习

没有可靠的预评估工具，我们就像在黑暗中

前行，无法设计真正个性化的学习。在我们迎接

曙光来临前，一个可行的过渡性设计或许同样能

帮助我们实现确定基线的目标，那就是在内容设

计方面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与选择，方便学习者

“个性化吸收”。

最近，我有幸为 INSEAD商学院MBA学生设

计这样一门课程 — 数字入门课，对象为新录取

但尚未开始校园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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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分利用数字学习形式的优势，并采用真实

的 INSEAD案例 — BlablaCar — 用以说明商学

院的课程将如何帮助创业者和领导者有效管理其

企业和组织。我们的设计非常灵活，使每一个学

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背景调整自己的学习。

突破简单的混合模式，更好地满足企业需求

与学位课程一样，我对高层经理培训的客户

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有些规模还很大）。这些

设计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混合模式，在降低成本的

同时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它们还十分注重企业需

求与战略影响。

每一层面的设计都根据学员相关的战略需求

量身定制相应的目标、内容以及形式。这样的课

程对战略、业务、领导力以及组织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可量化的。（详细信息，可以阅读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相关案例如 微软和 Telenor以及

《全球聚焦》文章。）

 学员参与与沉浸式体验

通过设计将学习与影响很清晰地联系在一起，

是鼓励学员参与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一

旦我们释放了学员的内动力，了解了他们的背景资

料，那么我们就能选择合适的技术，提高内容的互

动性 — 游戏、模拟、社交学习等等。在社交学

习与应用方面我们还面临巨大挑战。但与此同时，

技术也必将为未来的改变带来巨大的机会。

另一个实验是由我在 INSEAD的同事伊泰·

斯特恩 (Ithai Stern)教授完成的。他在 MBA核

心课程中引入了虚拟现实技术。这一新技术将传

统的案例教学转变成沉浸式体验。

跟踪与衡量影响

这是另一个经常被提到、极其需要开发的领域。

数字技术能将培训平台与绩效管理系统（例如 

应用程序接口）融合在一起，进行更好的数据分

析。一些平台在局部范围已经开始尝试这样的融

合。数据分析工具的开发将进一步推动这些发展。

然而，选择合适的衡量指标进行监控与衡量依然

是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

在分析了商业和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颠覆

式创新后，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颠覆的不仅仅

是技术；真正的巨大影响来自颠覆式技术所带来

的新商业模式、新工作方式和新思维。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认为数字技术本身

并不一定会颠覆商业教育。真正改变和 /或颠覆

这一行业的力量是我们，是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

我们如何应用技术去重塑商业教育。

这需要愿景、勇气和颠覆的手段。

如果我们想从创业世界，尤其是从数字创业

公司学些什么的话，我们可以从聚焦消费者的实

验开始，大胆地引入新技术。一些实验会成功，

一些实践会失败，这是自然的事。但是重要的是，

许多实验还在继续。

过去五年我有幸在我们的院长的大力支持下

来主导我们 INSEAD商学院的实验。在这一过程

中，我与许多志趣相投的同事和机构进行了深度

交流。现在我将其中学到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对实验界定一些指导原则。以下是

其中的一些：

• 将学习与学习者摆在最中心的位置

•  老师的经验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学员经

验（你可以想象，这一点极其容易引起争论）

• 一切以相关性与影响力为先

•  与学员个人职业目标以及公司的商业目标联

系在一起

PICTURES COURTESY OF INS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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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永不妥协；努力寻找学习的快乐

• 技术应该是无缝连接的；体验是重点

其次，鼓励主要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协作创新过程

• 打碎偏光镜；一起想象“理想的课程”

• 价值创造先于价值获取

•  我们如何共同为企业、组织、学员和供应商

创造更多价值

–  成本效益公式中的学习因子

•  对数字和其他技术更加开放；理解它们只是

实现目的的手段

–   技术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 — 

应该还有一种工具你可以提供

–   技术远没有达到完善，但是还在不断发

展 — 没有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你做所有的

事，聚焦与你的主要目标相匹配的特征

–   技术只有当能支持学员需求时才是重要的

•  过程比结果本身更重要，如果需要可以先试

先行，然后不断改进

第三，在定期评估进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解决方案

•  请记住，成功没有一个唯一的秘方；成功来

自于的多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   多种互动与多种授课形式可以使整体解决

方案更加有趣、更具活力；学员可以根据

自己不同的兴趣参与多种互动与授课形式

•  除了知识传授与吸收，要注重知识的应用与

场景化

• 任何时候都要追求有意义的社交互动

• 发挥集体的智慧；动员身边的同事和专家

• 利用数据辅助决策

最后，审慎管理新的数字化转型

• 应用变革管理流程，使之适应新的数字场景

• 不要空洞的说教，要实际的演示

•  要提倡节俭与勤奋，使资源能更有效地支持

转型

• 衡量与沟通影响力

在短短的五年中我们从慕课最初的理念一路走来

非常不易。因为慕课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所

以许多人依然对此表示怀疑；而其他一些人则对

传统商学院的未来前景表示悲观。

现实是，我们仍然处在教育数字化的最初阶段，

商业教育尤其如此。但是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认

真思考的：

• 为学员创造价值是根本

• 要聚焦技术赋能带来的影响力

• 通过联系与协作实现创新

• 改变思维、挑战现状

祝大家在实践数字增强技术过程中获得更多的 

快乐！

有关作者

林诚意（音译）是法国 INSEAD商学院战略学兼职教授。他的教学与研
究重点是数字转型与创新。他是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欧洲执行理事会

成员。他为多家跨国组织的数字转型提供咨询，并担任多家创业公司的

导师。2014年，他成功推出了 INSEAD的在线教育课程，其独特战略
是聚焦数字转型定制课程。这一课程在全球获得了巨大成功，业务不断

增长。他本科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并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获

得博士学位。

资料来源

(1) 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tats-2018/ 
(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10/23/university-
wisconsin-considering-future-mba-program

PICTURES COURTESY OF INS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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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 
一项照亮 
别人的事业
迪帕克·杰恩（DIPAK C. JAIN）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欧方院长、中欧市场营销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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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一个曾经负担不起顶级大学费用的小镇男

孩，到先后担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

学院和 INSEAD院长，再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

方院长，迪帕克·杰恩教授 (Dipak C. Jain)认为，

是教育和梦想的力量推动着自己不断前行。在他

看来，教育是一项照亮别人的事业，也是一条回

馈社会之路。在管理教育行业深耕多年的他，对

于商学院如何更好地服务校友，中欧如何更好地

实现未来的愿景，有自己的深度思考。

2004年 12月 26日，迪帕克·杰恩和太太正

带着孩子们在泰国普吉岛度假。他们想去海滩散

步，但走错了路，走的是反方向的路。等他们重

新沿着正确方向走向海滩时，却吃惊地发现，汹

涌的海水就像野兽一样扑向人群，狠狠地将人们

吞没 — 就在那天，发生了印尼大海啸。

“很多人在那场海啸中丧生，却没有一只动物

死去。这让我陷入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

得出了答案：动物的脚紧触大地，它们可以感知

到海啸的来临。而海滩上睡在吊床上的人们，却

很难提前察觉。这给我的启示就是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脚踏实地，保持谦卑

和认真的态度。”他说。

从 1986年加入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

院，到先后担任凯洛格、INSEAD和泰国曼谷朱

拉隆功大学萨辛商学院院长，再到担任中欧欧

方院长，迪帕克在管理教育行业已经深耕多年。

在印度语里，“Dipak”寓意“光芒”，在他看来， 

这就是教育的意义：照亮别人，让更多的人看到

光亮，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就要为之而努力”

迪帕克在古瓦哈提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

位。学习之余，他也在当地的一所学院教书，讲

授商业统计课程。在他正式讲课的第一天，他惊

奇地发现，自己才 22岁，而班级里同学的平均

年龄是 26岁！

为此，他向这所学院里的另一位教授求助。这

位教授告诉他：“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弄虚作

假。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如实告诉学生你不知

道，会晚点回答他们，千万不要随便糊弄过去。

慢慢地，你就会知道学生们问题的大致范围，你

也会越来越懂得如何回答。”直到今天，坦诚依然

是迪帕克最看重的品质之一。他说：“我想说的是，

梦想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就为之而努力

吧，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

之后，他到美国求学。最终，在 2001年 9月

11日那天，他成为了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

学院的院长。

就在他站在台上准备对近 600位学生发表就

职演讲时，一个人走上台对他轻声耳语道：“要

不先停止吧。刚刚有一架飞机冲进了纽约世贸中

心，等一下学生们的手机就要响了。”

“一旦学生们分心，想让他们回过神来听我演

讲就太难了。所以我干脆停止了演讲。这就是我

院长生涯的开始，一个很不幸运的开始。”迪帕

克说。

从一个曾经负担不起顶级大学学费的小镇

男孩，到先后担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

学院和 INSEAD院长，再到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欧方院长，迪帕克认为是教育和梦想

的力量推动着自己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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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羞于求助”

很快，迪帕克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个危

机：9 · 11恐怖袭击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这势必会给那年的应届毕业生求职带来很大的 

挑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迪帕克和同事们做了

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和校友保持密切联系。

他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校友，解释了应届毕业生面

临的情况。在短短两周之内，就有 90多位学生

收到了来自校友公司的邀约。虽然一些毕业生获

得的是实习机会或短期录用合同，但在迪帕克看

来，这让毕业生们有事可做，不必待业在家，他

们可以等市场情况好转之后，再寻找更好的就业

机会。

第二，和职业发展中心的同事一起拜访企业

雇主。从 2001年的 10月到次年的 4月，他们

几乎每天都在全美各地拜访雇主。最终，有 91%

的应届毕业生获得了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这一

比例是该年度所有美国商学院中最高的。在该年

Business Week全美商学院排名中，凯洛格管理

学院也跃居第一位。

迪帕克四处拜访企业雇主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CNN决定对其展开采访，但他意外受伤，所以

并没有接受采访。最终，CNN还是发布了一篇

报道，标题是“凯洛格管理学院院长四处乞求工

作（Kellogg Dean Begging for Jobs）”。

不过，在迪帕克看来，充分利用已有的校友资

源，帮助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是自己和学校的

应尽之责。这不是什么应急之举，而是学校的分

内之事。

“校友资源非常宝贵。校友们愿意为学院的发

展做出贡献，愿意为其他校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所以，学院如果需要校友的支持，不要犹犹

豫豫，而应该开诚布公。”他说。

基于美国商学院的经验，校友主要从三个方面

对商学院的发展做出贡献：一，捐赠；二，担任

学生导师并帮助学生就业；三，成为连接学院和

商业世界的桥梁。

在中欧，校友同样为课程的招生、学生的就业

以及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今年招

聘公司数量较去年逆势增长了 24%。校友企业带

来了大量的全职和实习岗位，使得毕业生和在校

学生皆从中受益。

“我们要建立‘同一中欧’的学院文化”

去年 9月 11日，迪帕克正式出任中欧欧方

院长。在交接仪式上，他说：“全世界当前共有

16,539所商学院，彼此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让我

们团结起来，一起将中欧带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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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同校区、不同课程的校友可以 

参加同一个活动或论坛，这样就能更有效地将

他们连接起来，使校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他说。

此外，中欧也将继续通过举办不同的行业 

论坛、邀请校友到课堂做分享和为校友企业撰写

案例等方式，增强学院与校友之间的连接。

未来，他希望和中欧共同开创辉煌，继续在教

育行业发光发热。一方面是因为相信中欧的光明

前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馈社会。回首自己的

人生轨迹，他认为一路所遇到的良师益友对自己

的帮助很大。“因为他们，我的人生才绽放出更

多可能。所以我希望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继续

回馈社会。”

有关作者

迪帕克 ·杰恩（DIPAK C. JAIN）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方院长、市场营
销学教授

作为一所由中国政府和欧洲联盟联合创立的

商学院，中欧基于“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定位，

以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在短短 25年时间里已发

展成为亚洲领先、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在迪帕克看来，能在学院发展的关键节点加入

中欧大家庭，自己非常幸运。“我先后见证了凯

洛格管理学院的百年校庆和 INSEAD的 50周年

校庆，也有幸参加中欧的 25周年校庆启动仪式。

过去 25年里，中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未来，

我们将在提高国际声誉，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

以及夯实在欧洲和非洲的运营三方面不断努力。”

站在新的起点，中欧树立了新的使命，即“聚

焦中国，贡献世界”。迪帕克认为，在新的使命

下，中欧必将“从成功迈向卓越”。同时他提出，

希望五个校区能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同一中欧”

的学院文化，让校友实现跨校区、跨课程的高效

交流。

能在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加入中欧大家庭，

自己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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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 
仅仅说说就够了吗？

米歇尔·卡里卡 (Michel Kalika)和戈登·申顿 
(Gordon Shenton)解析商学院对于影响力为什么不能够 
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而更应该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评估



31

影响力：仅仅说说就够了吗？ | 作者：米歇尔·卡里卡 (Michel Kalika)和戈登·申顿 (Gordon Shenton)

在
制订使命 /愿景 /战略时，商学院越来越

多地提到影响力这一问题。2018年，在国

际商学院联合会 (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 (EFMD)的 55所理事会商学院中，42所（占

76%）使用了“影响力”这一术语来定义其核心目

的。为什么在商学院的“话语体系”中影响力这

一概念竟然如此频繁出现？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商学

院的合法性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受到批评。

而回应这一批评的方法就是将影响力置于最突出

的位置。

第二个原因涉及商学院的范式转变。二十多年

来，商学院陷入了一场疯狂的国际认证赛跑，这

是它们应对高等教育市场全球化，当然也是提高

其运营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认证流程主

要针对商学院的运营模式、课程组织和师资质量，

其关注重点主要是内部。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范式的转变，商学院

的运营因为国际质量标准以及对本地区和本国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贡献的日益关注而开始受

到影响。

对影响力的执着导致商学院从一个以自我 

为中心的内部范式转向以商学院外部性为中心的

范式。

对于这样的变化，认证机构非常认同。国际商

学院联合会将影响力列为其认证体系的三大支柱

之一，而欧洲质量认证体系 (EQUIS)也在自己的

认证标准与规范框架中纳入了影响力这一概念。

既然如此，对于影响力商学院再也不能只是

顺便一说。它们需要进行明确的界定与衡量。然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影响力这一概念涉及多个维

度，有多重解释，因此其衡量也十分复杂。面对

这样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商学院在谈论影响力时

必须首先回答三个问题，否则它们只能停留在利

用概念进行“影响力粉刷”阶段，除了口惠不可

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是“影响什么？”

当然，我们讨论的商学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我们需要界定其总体范围。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确定商学院的哪些活动我们需要评估影

响。到底是教育过程对年轻学生的影响，还是高层

培训对企业管理者的影响，或者是研究的影响？

问题二：第二个问题是“影响谁？”

是对人（年轻学生或企业管理者）、企业还是对

所有组织的影响？或者我们衡量的是一所商学院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问题三：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谈论影响时，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界定影响的范围：“影响什

么地方？”

是对当地环境（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或者

整个国家甚至跨国界？

通过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明确界定我们 

讨论的商学院影响力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我们把

三个问题结合起来，每个问题有三个非排他性的

答案，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维矩阵（图表 1）。

图表 1

国际

影响什么地方

影响谁

影响什么

国家

教育

组织

社会

人

高层培训 雅安就

地区

76%
在国际商学院联合会和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的 55所理事
会商学院中，42所（占 76%）
使用了“影响力”这一术语来

定义其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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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三个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

商学院的影响力的工具。

• 商学院影响力调查 (BSIS)  — 这是由法国国

家企业管理教育基金会 (FNEGE)最早提出，并

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发展成为一项为其成员

组织提供的国际服务。这一工具基于七个维度

（财务、教育、业务拓展、智力、网络、企业社

会责任以及形象）评估商学院对本地区的影响。

商学院影响力调查主要关注无工作经验要求

(pre-experience) 硕士和有工作经验要求 (post-

experience) 硕士两个层面的教育活动，以及为

企业和组织开展的研究。这一系统已经运用于

35家商学院的评估。

• M指数 — 用来评估一个研究中心的智力影

响，衡量其研究产出 (Q1)对一个地区 (Q3)的

企业 (Q2)的影响。评估体系包括 20个标准，

涉及研究流程的四个阶段：1）研究项目的最初

定义；2）研究项目的执行；3）成果的传播；以

及 4）研究成果在企业和组织的实际应用。

• 课程对年轻学生 (Q1)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也同样值得评估，尤其是意见和行为。为了评

估这些课程的影响，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份调

研，了解学生在进校、离校以及进入职场工作

三年后的相应情况，而不用考虑他们来自的地

区 (Q3)。

这些例子足以告诉我们，商学院应该跨越“仅

仅停留在话语”阶段，利用以上工具更好地评估自

己的影响力。

最后，基于我们对三大洲近 40所商学院进行

的影响力调查，我们可以肯定影响力这一问题远

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问题（影响力粉刷），而是

一个战略问题。

今天，商学院在影响力问题上面临两大战略 

挑战。

第一个挑战涉及本地与全球定位的平衡。许多

商学院基于某一地区而成立，满足当地企业对管

理者培训的需求。然而，最近几十年这些商学院

因为市场与认证的国际化而将国际拓展作为自己

的核心战略。

因此，本地影响力与全球影响力如何平衡问题

明白无误地被摆在了桌上。毫无疑问，商学院很

想展示给自己的利益相关者，本地影响力与全球

影响力并不矛盾，后者通常会带来以前并未意识

到或没有重视的影响力。

第二个挑战涉及研究如何在学术影响力与管理

影响力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商学院而言，首先管

理研究需要像其他学科一样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需要符合国际认证标准，这就使得商学院会优先

考虑那些可以被期刊排名、影响因子或者研究者

高被引进行量化的研究。这些论文对学术界当然

会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但是对企业和组织的管

理影响却十分有限。

我们知道很少会有企业管理者阅读学术期刊。

此外，商学院对研究的激励很少考虑成果的传播，

因此研究者通常会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研究

产出的发表上，而不是传播上。

基于我们对三大洲近 40所商学院进行的
影响力调查，我们可以肯定影响力这一

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问题（影响

力粉刷），而是一个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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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力评估开始引导商学院考

虑组织战略定位问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更好

地评估商学院对企业和管理者的外部影响反过来

也会对商学院本身产生内部影响。

当然，提出影响力问题不仅是商学院与利益相

关者进行有效沟通的一种方法，也是在所有员工

中，包括行政人员与教学研究人员中建立影响力

文化的一种途径。商学院影响力调查已经证明，

它不仅是商学院的管理工具，也是商学院变革的

手段。

本文作者特别鸣谢玛蒂娜·蒂查 (Martina Ticha)

在数据收集方面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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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支出的不断上升使商学院的利益相

关者开始质疑这一类研究的实用性与管理影响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术影响力与管理影响力并

不相悖。

提高管理研究对企业管理者的影响力有两条路

径。一方面，商学院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实现

研究成果（学术论文）转化，以简讯、会议、专业

期刊文章以及视频等形式进行更好地传播。另一

方面，管理影响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鼓励研究

者开展对企业能产生直接影响的行动研究或干预

研究。

影响力：仅仅说说就够了吗？ | 作者：米歇尔·卡里卡 (Michel Kalika)和戈登·申顿 (Gordon Sh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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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为 
S计划准备了 
B方案了吗？
对于从事 STEM研究与出版业的人而言， S计划以及对他们两类人的潜在影
响似乎是过去一年的全部。然而对于商学院以及它们的研究项目，这又将带

来什么样的后果？西蒙·里纳克尔 (Simon Linacre)为我们掀开S计划的盖子，
分析它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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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为 S计划准备了 B方案了吗？ | 作者：西蒙·里纳克尔 (Simon Linacre)

任
何一个在商学院工作有一定年限的人都 

熟悉一个时不时就会出现的比喻：科学、

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研究者提出一些要求；

大学就想方设法满足他们；而最后擦屁股的人一

定是商学院，因为没有人想过这对它们的影响会

是什么。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愤世嫉俗，但是类似这样

的事对商学院造成的未预期的负面影响的案例比

比皆是。从政府政策到地方政治，商学院都被认

为是“有别于”（“富裕”的委婉语）其他核心院系，

似乎没有人用相同的眼光关注它们。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面向商学院的“S计划”。

这一倡议由科学欧洲 (Science Europe)，即由部

分国家研究资助组织的负责人共同组成的联盟负

责协调，并得到了 14家欧洲（目前也越来越得到

欧洲之外地区）资助机构的倾力支持。所谓 S计

划，就是确保其资助的研究出版从 2020年起全

部实行开放存取 (open access)。

包括英国研究与创新、法国国家科研署以及

惠康信托 (Wellcome Trust)在内的多家机构要求

它们资助的研究不仅需要开放存取，而且还必须

通过合规的期刊或者合规的平台进行发布。

开放而不是封闭

该倡议于 2018年 9月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学

术论文从隐藏在出版商的付费墙后面走向开放的

平台。早在 21世纪初，就发表过许多公告，对

开放存取的定义以及适用的规则进行界定。近年

来许多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支持以某种形式对出版

实行开放存取。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对开放存取

的定义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因而也在学者和

出版商中间造成了一定的混淆。

20世纪 90年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一些出版障碍被消除，许多研究也得到了更公开

的分享。

另一个市场颠覆是科学网 Sci-Hub的出现， 

它宣称对绝大多数科学文章实行免费阅读，因此

当时整个出版行业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在 Cabells网站 — 一个为学术圈提供有关 

出版的正确信息与可信渠道的网站 — 我们从 

客户、期刊编辑和研究者那里也听到了这一点，

他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学术出版环境的未来表示

了担忧。

主张开放存取的观点中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是，

公共资助的研究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这也就是为

什么国家资助机构如此不余遗力地积极推进，它

们看到相当一部分的纳税人的钱资助的研究一直

束之高阁在出版商的付费墙后面。

近年来，随着开放存取越来越受到欢迎，这

一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根据科睿唯安科学

信息分析研究院 (Clarivate Analytics’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最新发布的报告，惠康信

托资助的研究，有 80%的文章已经实行开放存取，

而法国国家科研署资助的项目这一比例仅为三分

之一。

主张开放存取的观点中一个最基本的理念

是，公共资助的研究应该对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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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STEM期刊已经成为纯开放存取的杂志，

或者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转型，然而这里存在一个

摩擦：那些长尾的非 STEM期刊发表的文章绝

大部分是非资助的研究，然而每年也会发表一两

篇资助的文章，它们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有一本颇受好

评的、排名靠前的营销期刊，每年发表 50篇文

章。2019年，其中的一篇文章获得过资助，因

此作者要求开放存取，出版商在得到 2000美元

的版面费后也这样做了。然而，如果同样的事发

生在 2020年，此时 S计划已经生效，那么作者

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想要发表的期刊，这

完全取决于获得研究资助的条件。他们的研究不

再属于他们想要发表的期刊，而出版商也将失去

一些高影响力的研究，文章最后将出现在学术相

关性较低、更加聚焦 STEM的纯开放的期刊上。

这一案例中的营销期刊之所以无法转为开放

存取，是因为 98%的文章都没有获得过资助，

无法支付版面费，必须通过订阅模式来支付出

版费用。如果剩余的 2%上升到 5%、10%或者

25%，那么订阅价格就会大大降低，付费模式就

将受到威胁，对版面费的限制帽意味着成本无法

通过资助渠道进行回收。

研究影响力

根据同一份报告预测，在实施 S计划后一些

欧盟国家出版的研究产出，最多将有一般以上内

容实行开放。这一点当然值得我们感到欣慰，这

意味着更大比例的科学研究将对非科学工作者实

行开放，要知道他们不属于任何科学机构，也没

有途径订阅许多学术期刊。对于任何一个面对报

刊杂志的付费墙都感到十分不满的人来说，如果

他正在寻找的研究是有关影响其亲人的疾病，那

么他对付费墙的愤怒或许还会增加十倍。

但这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欧盟设

立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基金，称之为“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欧盟各成员国将拨款总

额为 8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研究。这一计划未

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覆盖整个欧洲 的

“地平线欧洲” 计划。

STEM作者用一部分资助来支付出版商对自

己的文章实行开放，即金色开放存取 (Gold OA)，

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机制，一篇文章的版面费从

500-5000美元不等。现在，资助者和政府都会

强制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实行开放，用资助款（如

果有的话）向出版商支付版面费。

如果没有资助，他们可以选择“绿色开放存

取”(Green OA)，将文章提交给机构数据库供开

放存取，而把终稿发表在传统期刊上。

然而所有这一切与商学院又有什么关系呢？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政府规定使绿色和金色开放

存取两种路径都获得了发展，而通过对出版商的

补贴也使他们逐渐开始思考新的商业模式，找到

与传统付费模式不同的替代方案，然而与 S计划

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都无法企及。

重要的是，目前还未允许任何欧洲成员国资

助的研究发表在所谓的“混合期刊”上，即同时

发表在开放存取与付费文章的期刊上，除非该期

刊和出版商发布声明，承诺在某个时间点前将致

力于成为纯开放存取的杂志。

800亿
目前欧盟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基

金，称之为“地平线 2020”，欧盟
各成员国将拨款总额为 800亿欧元
的资金支持研究。这一计划未来还

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覆盖整个

欧洲 的“地平线欧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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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版商不是有两位数的利润吗？难道

他们就不能承受减少一些收入来保持平衡吗？是

的，有些可以，也这样做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出

版商已经在尝试新的开放存取模式，通过多元化

经营抵补由此带来的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既没有知名度也没有能力通

过高质量的付费文章或者作者用研究资助自己付

费的期刊，开放存取模式将带来巨大的威胁。这

一类期刊或许将面临高质量投稿下降，出版商或

负责运营的协会在财务上难以为继的挑战 - 如果

是这样，商学院学者可以发表论文的渠道也将大

大地缩小。

对于绝大多数商学院学者而言，在哪里发表论

文依然十分重要。如果你在顶尖管理期刊发表论

文，那么你作为作者一定会很开心，你所在的系

主任会很开心，最重要的是你的院长很开心。尽

管数十年来对“发表还是灭亡”这一文化的批评

与日俱增，但是如果你无法为自己的论文找到合

适的顶尖期刊，没有人会开心，更不要说那些跟

踪发表论文绩效的人了。

如果 S计划得以实施，毫无疑问学术圈将发

生重大变化，而这对商学院而言将带来巨大的影

响。有些影响将是积极的，扩大开放将提高企业

的参与度与合作。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论商学院是否

欢迎这些变化，他们都应该向从事 STEM的同事

和朋友寻求建议，认真思考一个全新的开放式研

究环境对他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绝大多数商学院学者而言，

在哪里发表论文依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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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计划基于十项原则，其基本前提是从 2020年

1月 1日起，由国家和欧洲研究委员会以及资助

机构资助的所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必须发表在合

规的开放存取期刊上或合规的开放存取平台上。

此外：

1.  作者对自己发表的论文可以不受限制保留其

版权。所有论文必须基于开放式授权，而

且最好是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发表。在任何

情况下，所有授权形式必须满足柏林宣言之

要求。

2.  资助人将确保与合规的、高质量的开放存取

期刊与开放存平台共同建立健全的标准和服

务要求。

3.  如果高质量的开放存取期刊或平台尚未存在，

资助人将以协调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建

立并提供支持；如果需要，对建立开放存取

基础设施也应提供相应支持。

4.  在适用情况下，开放存取出版费将由资助人

或大学而不是个人承担；即便所在机构渠道

有限，所有科学家应该有机会通过开放存取

方式发表研究。

5.  在申请开放存取出版费时，其资助应该具有

标准化流程与一定的限额（整个欧洲）。

6.  资助人将要求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对各

自的政策和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确保透

明度。以上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术论文，

然而专著和图书实现开放存取的时间表可以

放宽到 2020年 1月 1日后。

7.  因为长期存档的职能与编辑创新的潜力，需

要充分意识到存取研究产出的开放式档案与

数据库的重要性。

8. “混合式”出版模式不符合上述原则。

9.  资助人将对合规进行监控，并对不合规行为

进行惩处。资料来源：

  https://www.coalition-s.org/10-principles/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开放存取与 S计划的信息， 

可以浏览以下各个网址获得更多信息：

•  S联合计划网站：http://www.coalition-s.org/

•  近 2000名研究者联合署名发表公开信，表示

对 S计划的担心。https://sites.google.com/

view/planscopenletter/home

•  研究行业专家罗伯·约翰逊 (Rob Johnson)

对 S计划的综述（https://insights.uksg.org/

articles/10.1629/uksg.453/）

•  科学信息研究院对 S 计划影响的报告 

（https://Inkd.in/eQwCqgk）

•  对前欧盟委员会公开存取特使就 S计

划在研究中的地位进行的采访 (https://

www.researchresearch.com/news/

article/?articleld=1380142)

有关作者

西蒙·里纳克尔是卡贝尔公司国际市场与拓展主任。此前他曾在

Emerald出版公司工作长达 15年，在期刊并购、公开存取和业务拓展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的教育背景是新闻学，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

多篇有关文献计量与知识转移的论文。他拥有哲学和国际业务的双硕

士，在全球为研究者讲授出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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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理默 (Rolf D Cremer)描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的商学院院长战略领导力课程

步入商学院院长角色

永远 
      不要 
  独自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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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乎没有人开启漫长而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

教授职业生涯，是为了日后成为一家商学院

的院长。当机会来临时，很少有人作好了充分准备。

然而很清楚，商学院院长的责任与任务是多重的，

更不用说大家对此抱有的期望，这主要取决于商

学院本身以及所处的环境，与担任资深教授这一

角色有着明显不同。

以我为例，我在 1987年 3月被直接点名，是

否愿意接受当时还是私立的东亚大学、现改名为

澳门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一职。当时的院长

因受到怀疑而被解职。我是其中的批评者之一。

拒绝这一机会意味着我必须接受其他任何的安排。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时年 37岁，甚至不知道院长

这一英文单词是如何拼写的。

拯救我的是大学其他两个学院两位富有经

验的院长，一位是管理学院院长乔治·海因斯

(George H. Hines)教授，另一位是艺术学院院长、

英语教授马修·麦克米兰 (Matthew Macmillan)

教授。他们的亲切友好、坦诚相见和无私帮助使

我受益终身。在我签字的那天早晨，他们来到我

办公室，告诉我“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

战略领导力课程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这也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开设这一课程的

宗旨。在布鲁塞尔为期三天的强化学习中，战略

领导力课程为刚刚踏上商学院院长之路的新人提

供与全球最富有经验、最成功的同行进行深度交

流的机会。这些同行不是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

理、教学方法或筹资方面的专家，而是院长岗位

上的专家。

本文将阐述战略领导力课程的主要目标与内

容，描述参与课程学习、进行经验分享和问题讨

论的学员的概况，并探讨 2017年秋季第一次课

程的一些得失与具体案例。

课程的目标事实上与我四十年前在澳门的经历

没有太多不同，旨在帮助刚刚担任商学院院长的新

人能在最短时间适应自己的新角色，能获得成功，

充分享受这一充满挑战但同时又令人满足的岗位所

带来的巨大乐趣，确保他们不会感到孤单，成为国

际商学院领导者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

永远不要独自行走 | 作者：郭理默 (Rolf D Cremer)

我享受与其他商学院院长进行交流、分享共同关心

的问题。演讲嘉宾的质量很高，我发现许多观点和

方法可以直接运用到我的工作中，对我更好地履行

商学院院长一职提供了巨大帮助。我推荐这一课程

乔恩·福斯特 -佩德利，院长

亨利商学院，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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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领导力课程涉及的范围是什么？

可以说，每一位商学院院长在就任时面临的

具体环境各不相同，例如，这是一家独立的商

学院还是大学的一部分？需要应对的挑战也不一

样，取决于这所商学院的财务是健康的还是在苦

苦挣扎？

在一个法规和机制完善的环境下领导一所商

学院与在一个仍处在发展中的环境下领导一所商

学院完全是两个概念。从一个成功的前任手中接

过接力棒与临危受命也不一样。

强调研究的学术文化与注重教学的大学传统

在优先考虑事项与限制条件方面会迥然不同。在

《金融时报》这一类国际排名中占据显赫位置的

商学院与一家仍在市场中为一席之地苦苦挣扎的

商学院，面对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也不

一样。

然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特定挑战，商学院必

须关注一切，关注身处的环境。

哈佛商学院荣退教授斯蒂文·维尔莱特

(Steven C. Wheelwright)曾说过，要成为一名成

功的商学院院长，95%的工作就是把正常的事做

好。所谓正常的事，就是全球任何地方、任何一

家商学院、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做的事。每天把这

些事做好，就离商学院的目标靠近了一步。

西奥多·赫斯伯格 (Theodore M. Hesburgh)

在回顾自己担任圣母大学校长长达 35年之久的

职业生涯时，对领导一家学术机构所需要的综合

素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要想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首先你需要优秀

的教授、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设施。要做到这一

点，你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捐赠基金，这也意味

着你必须学会如何去筹钱 — 很多钱。最后，一

所优秀的大学还需要注入伟大的精神，能提供团

结奋进的文化，而不是围绕着某一个指挥中心各

个部门各行其是。”

用今天的商学院语言来说，这界定了院长这

一岗位的工作边界：管理教授、招聘和录取学生、

提供设施、管理收入（包括筹资和成本）、建立文

化和精神。

战略领导力课程涉及的主题包括以上五项主

要工作的绝大部分，并基于实际的商学院案例选

择相关的主题。

谁参加战略领导力课程？

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战略领导力课程将面

向最合适的人群，找到最合适的话语和互动形式，

使每一个学员能充分交流各自面临的问题与环

境，分享各自的经验。

这意味着我们的课程将避免泛泛而谈，而聚焦

实际的经验 — 或来自具有丰富经验的商学院院

长和大学领导者作为“过来人”的分享，或来自

这一岗位的新手对他们在最初阶段面临的具体挑

战的分享。

在许多方面战略领导力课程就像是一堂案例

教学课，案例的主人公出现在课堂上，随时与课

程学员展开激烈辩论。

战略领导力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帮助 — 由
富有经验的院长担任主讲嘉宾，对商学院如何拓展国

际空间提供了许多战略见解；与具有国际背景的同行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深入探讨我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应

对之策；深度了解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它的国

际认证和对国际商业教育发展的洞见。令人特别高兴

的是，课程期间形成的工作关系和项目小组一直保持

到现在。我们至今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约翰·芬奇 (John Finch)，院长 

亚当·斯密商学院，格拉斯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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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结构如何设计？

战略领导力课程为期三天，授课地点设在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地。每半天为一

个课时，每个课时的结构基本相同，略有调整。

每天一开始都会安排前一天学习内容的简要

回顾以及接下来内容安排的介绍。

此后课程将安排一位国际知名的、取得巨大

成功的商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进行激情演讲。演

讲的重点是以上提到的五个关键任务中的某一个

或多个战略问题。

毫无疑问，演讲嘉宾将从自身的领导经历中摘

取许多生动的例子。完全取决于演讲者本身意愿，

这样的激情演讲可以讨论曾经亲身面临的巨大挑

战，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提问和评论。

2017年，我们的演讲嘉宾阵容包括像西班

牙 IE商学院的圣地亚哥·伊尼格斯 (Santiago 

Iniguez)教授这样杰出的领导者。他与课程学员

分享了在他领导下如何将 IE从一所普通的商学

院发展成为一所国际知名的优秀商学院，甚至最

后发展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

他从描述职责、界定价值观、实施跨文化领导

以及如何注入激情等多个维度回顾了自己就任院

长的职业生涯。

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是埃德尔特劳德·海纳

比 -艾格 (Edeltraud Hanappi-Egger)教授，维也

纳经济管理大学校长。她就教授绩效评估与多元

化管理，尤其是女性教授管理以及如何进行教授

招聘等话题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并提供了许多实

际建议。

佩·霍尔顿 -安德森 (Per Holten-Andersen)教

授是丹麦根本哈根商学院院长，他分享的主题是

商学院战略如何与商业在社会中的角色相结合。 

永远不要独自行走 | 作者：郭理默 (Rolf D Cremer)

95%
哈佛商学院荣退教授斯蒂

文·维尔莱特曾说过，要成

为一名成功的商学院院长，

95%的工作就是把正常的事
做好。所谓正常的事，就是

全球任何地方、任何一家商

学院、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做

的事。每天把这些事做好，

就离商学院的目标靠近了 
一步



44

《全球聚焦》2019特刊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他在演讲中着重探讨了民主、福利国家与强经济

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教育应该发挥的关键作用。

而成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的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案例，清楚地告诉

我们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环境下创办一所商学院需

要面临多大的挑战。所有这些嘉宾将成为 2018

年课程的演讲嘉宾。

战略领导力课程一个最具创新性、也是最成

功的元素是设置了“我如何可以做得更好？”这一

主题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自告奋勇的学员将毫

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在最初遇到的各种窘迫故事与

经验教训，这些案例都是判断失误甚至失败的最

鲜活的例子，对如何更好地履行院长之责将带来

重要的启发。

2017年课程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来自法国北

方高等商学院，分享嘉宾是埃曼努埃尔·梅戴

(Emmanuel Metais)教授。他分享的故事是他在

就任院长一职的最初日子，由于提高学费而引起

的长达两年的动荡。

课程还讨论了其他一些商学院的类似案例。 

在讨论的过程中，许多学员开始认识到，商学院

院长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进行及时、清晰的沟通。

如何参与战略领导力课程？

2017年，来自全球商学院的 19位新院长报

名参加了战略领导力课程。2018年课程于 2018

年 10月 24-26日在欧洲管理基金会布鲁塞尔办

公地举办。

有关作者

郭理默教授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旗舰项目“商学院院长战略领导力课

程”的主任。他也是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他刚刚卸任德国 EBS
商学院院长、首席执行官职务。

战略领导力课程为我们提供了分享最佳实践、探讨商学院和大学

未来发展、理解商学院和大学由于法律、政治、财务、经济和社

会等因素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机会。

课程采用研讨会形式，班级规模小（不超过 20名学员）但非常
国际化，一些欢乐的时刻与紧张的课程安排（三天）相结合，通

过案例分析、经验分享以及密集讨论等形式为我们创造了深度交

流的机会。

参加学习的商学院院长分享了许多共性问题与挑战，对培养我

们的批判性思维、弹性和价值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维吉尼·德·巴尼耶 (Virginie de Barnier)，院长

艾克斯 -马赛商学院，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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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的未来： 
是将它们关闭还是
拓宽我们的视野？
近期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就当前舆论针对商学院提出的愈演

愈烈的批评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探讨商学院如何在此基础

上寻求突破发展。肯·斯塔基 (Ken Starkey)和霍华德· 
托马斯 (Howard Thomas)为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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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的未来：是将它们关闭还是拓宽我们的视野？ | 作者：肯·斯塔基 (Ken Starkey)和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

我
们生活在一个动荡而复杂的时代，不确定

性正在影响我们多个方面的社会和经济生

活，商学院也不能幸免。今天的领导者对商学院

提出了许多严肃的哲学与战略问题：我们是谁？

我们想成为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满足现状？

顶尖的商学院经常将自己的使命描述为培养

领导者，然而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

一场领导力危机，从而导致产生了我们当前的许

多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尤其是 MBA、会计

和财务专业人士，对当今舆论批评的财务行为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听到了对全球化的批评（例如美国总统，

一位在全球顶尖商学院培养的MBA）。不平等和

紧缩制度还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一场由某些特定

的管理实践（例如使用杠杆）而引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而这些特定的管理实践正是由顶尖商学院

的研究和教学发明的。

或许对商学院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并没有

符合目标。引起广泛讨论的最新批评来自英国一

家商学院的教授马丁·帕克 (Martin Parker)。他

在 201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关闭商学院：管理

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Pluto出版社）的著作，

从欧洲视角（尤其是从英国视角）探讨了当前商

学院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与著名的管理学家亨

利·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一样，他认为

商学院教育陷入了赢家通吃的管理主义思维中。

学生被告知，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公司市值，

甚至通过牺牲他人利益实现利润最大化。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人不过是理性的利己主义

者，通过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本实现个人利益最

大化。市场营销告诉学生如何控制消费者欲望。

如果我们用当前的商业现状和领导者质量来评

判，那么就像帕克认为的那样，我们有许多问

题需要回答。

帕克的观点与很早以前提出的批评如出一辙。

或许最让人信服的是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库

拉纳 (Rakesh Khurana)在 2007年就美国商学

院的历史演变与转型撰写的著作 — 《从高目标

到高技能：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将管理作

为职业是无法履行的承诺》(“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7)。

库拉纳的核心观点是，商学院在最初都制订

了伟大目标，要将管理发展成为一个职业，要创

造公共价值。然而，这一承诺并未真正兑现，因

为商学院已经成为企业雇佣的帮手而违背了自己

更高的目标。实际上，它们已经将自己出售给最

高出价者了。

2018年 11月，笔者主持了一场在英国诺丁

汉大学商学院召开的、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研究委员会合作举办的研讨会，就类似的批评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探讨商学院如何在此基础

上寻求突破发展。文末列有参加研讨会的演讲

嘉宾名单。本文力图总结研讨会上发表的主要

观点，列出我们认为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

面对愈演愈烈的批评，商学院不能够只是为自

己辩护，而应该更加主动地作出反应。

不平等和紧缩制度还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那

一场由某些特定的管理实践而引发的全球

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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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针对商学院的某些批评

确有其事。许多商业实践应该受到谴责，这些问

题可以追溯到商学院“灌输”给学生的某些管理

教育和原则息息相关。事实上，正如已故的舒曼

特拉·高沙尔 (Sumantra Ghoshal)指出的那样，

传授“不分是非”的理论必然会导致不正当的管

理实践，提倡股东价值与公司利润最大化，而置

企业社会责任于不顾。

帕克的积极贡献在于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重

新思考管理教育的重心，探讨如何为各个利益相

关者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股东创造利润。此

外，帕克还提出了关闭商学院的建议，认为这项

工作或许需要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系完成，因为它

们的视角更加宽广，能帮助我们用更广义的价值

和社会贡献重新定义商业。我们需要更加多元的

视角来改进 /挑战我们称之为“盎格鲁 -萨克森”

的资本主义模式。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商学院正在为此努

力。随着中国商学院的日趋成熟，他们正在发展

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

模式。迄今为止，对于那些力争成为“世界一流”

的商学院而言，它们选择参与的游戏规则都是由

美国顶尖商学院和位居排行榜前列的商学院例如

哈佛和斯坦福所制定的。

商学院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重新设定目的，反

思管理教育完全基于财务与经济这样的模式，提

供全新的愿景，彻底治愈当前的弊端，而不是任

其继续发展。

这对于商学院取得更加积极的、可持续的身

份与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对商学院

经常被赋予的大学现金牛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在

英国，这样的情形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许多人怀

疑，难道商学院的主要角色就是教中国学生商务

英语吗？要知道，中国学生占英国研究生总人数

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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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接受的事实是，真正改变世界的是金融研究，

但是仅有绝少数人受益。大多数管理研究的影响

微乎其微。

我们共同建立了这样一个能为我们的目标服务、

但除了对期刊出版商和少数发表论文的学者几乎没

有多大价值的出版系统。我们开发的而案例广泛运

用于课堂教学中，但是这些案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聚焦那些最流行的公司，它们或许在经历短暂

的辉煌后跌落神坛，陷入困境之中。

由此我们突然想起了安然、众多网络公司、

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现在的脸书。这些公司使我们

对那些所谓的赢家能否更好地改变世界充满了疑

虑和怀疑。

20世纪 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担任哈佛

商学院第二任院长的华莱士·多纳姆 (Wallace 

Donham)认为，商学院需要拓宽自己的视野。

它们并不是为了少数精英而存在，它们应该为经

济和社会作出更加广泛的贡献，应该思考更加广

泛的社会问题和更加有效的社会体系，而不应该

仅仅聚焦个别公司。遗憾的是，这些睿智的声音

并没有改变商学院的发展轨迹。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和英国的

学生关注点正在从单一的股东价值向利益相关者

价值转移，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与包

容性增长等问题。这当然会推动管理教育向更加

平衡、更加全面的模式发展。

多纳姆的思想对当下的商学院依然有很强的

启发意义。或许将这些思想融入当下商学院实践

的最有趣例子，是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前院

长马丁·基奇纳 (Martin Kitchener)提出的观点。

在他看来，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向创造“公共价值”

的商学院。正如考克斯指出的那样，这或许需要

我们与包括地区、全国和国际的企业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开展关键对话 。

从长期看中国不可能拯救我们。事实上，我

们与中国经济奇迹如此紧密的结合最终很可能被

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我们需要用更加可

持续的方式和更加本地化的环境来证明我们的存

在和角色。正如苏·考克斯 (Sue Cox)提醒我们

的那样，有些商学院在对当地和地区经济的贡献

方面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

商学院教授也需要反思自己对商业与社会的

贡献。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存在的主要理由就

是寻找心目中的圣杯，在国际 A类期刊发表论文。

在国际排名的推波助澜下，管理教育本身已

经演变成一个产业。随着排名时代的到来，商

学院被塑造成“商业企业”，其游戏规则受到了 

戈登 /豪威尔 (Gordon/Howell)美国研究的重大

影响。

许多人现在认为有太多的商学院、太多的学

生研究商业和管理，有太多的期刊发表太多的研

究，而这些研究除了少数学术同行外几乎没有人

会阅读，也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一个令人

我们需要更加多元

的视角来改进 /挑
战我们称之为“盎格

鲁 -萨克森”的资本
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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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奇纳看来，我们需要充满更多想象力、

更具创新精神，能结合四个方面特质的商学院：

哲学、政治、管理和技术。这些特质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现在正在

做的，或者未来可能想做的，以及当商学院当前

的模式走到尽头而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改变的东

西。同时它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商学院当前的治理

提供了重要基础。

公共价值商学院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与当

前模式完全不同的、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尽管

这样的选择不可能吸引所有人，但是它能帮助我

们重新定义我们的目的，回应当前对商学院提出

的普遍批评 — 知识创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

课堂教学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经常基于某些

特定的价值。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商学院的朱莉·

戴维斯 (Julie Davies)指出，这需要我们与我们

服务的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需要我们作出新

的承诺，提供公共价值的社会科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商学院和管理教育的未来，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到今天这样

的地步，为什么在曾经拥有各种路径的情形下我

们会选择今天的路径。我们的研讨会传递的最重

要信息是，我们应该对管理教育的现状以及我们

可能的发展进行彻底反思。我们还需要了解商学

院因为追求一条以《金融时报》和《商业周刊》这

样的排名为具体表现（有些人用“包围”这个词）

的特定路径而可能丢失许多东西。

最后，尽管我们赞同帕克提出的部分批评，但

是我们不愿意一路跟着他，支持商学院应该关门这

样的结论。正如库拉纳指出的那样，商学院的发展

有许多值得称颂的地方，也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

期待。我们的挑战是，商学院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得

到全部实现，因此我们正在失去合法性。

我们在未来几年所做的选择将带来重大的影

响 — 不仅对每一家商学院而言，也关乎商学院

是什么以及或许应该是什么的概念。许多人指出，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本科商业课程的全球化

现象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与MBA课程相比

在课程发展中获得的关注度严重不足。

因此，有人提出我们应该重新把注意力转向

通识教育模式。他们建议商学院不应该聚焦特定

的管理与技术技能，而应该拓宽课程宽度，将人

文和社会科学作为管理教育的核心基础。这样就

使学生和教授在开始特定管理培训前能探讨伟大

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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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疑市场力量最终将导致商学院的关闭。

我们不能指望商学院还能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

历的那样继续获得增长。对于那些希望生存与发

展的商学院，它们的挑战是重新定义真正优秀的

商学院应该是什么。或许这可以有多种模式，地

区性的、全国性的和国际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

相信，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注重价值创造，能满

足经济与社会需求。

沿着这样积极和乐观的思路，我们讨论如何

在后续的 2019/20研讨会上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以及商学院之间在最佳教学

与研究实践领域的合作将为创建更好的管理教育

生态系统带来更多红利，尤其是在英国，但是整

个欧洲也应该如此。请您告诉我们您认为我们应

该讨论什么，您希望如何参与其中。

List of seminar speakers He is also 
Martin Parker (Bristol University)
Sue Cox (Lancaster University)
Howard Thomas (EFMD, SMU, Boston 
University, Coventry University)
Ken Starkey (Nottingham University)
Julie Davies (Huddersfield University)
Simon Collinson (C-ABS, Birmingham University)
Sue Tempest (Nottingham University)

有关作者

肯·斯塔基的专业是现代语言与文学。在阿斯顿大学现代语言学院担任

特殊需求教师与研究员期间，他完成了心理学博士课程。1988年他加
盟诺丁汉大学，成为诺丁汉商学院教授。

霍华德·托马斯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荣退院长、战略管理杰

出教授。同时他还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凯斯特罗姆商学院全球领导力访

问教授，以及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商学院和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战略

学访问教授。

研讨会演讲嘉宾

马丁·帕克（布里斯托大学）

苏·考克斯（兰卡斯特大学）

霍华德·托马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新加坡管理大学、波士顿大学、

考文垂大学）

肯·斯塔基（诺丁汉大学）

朱莉·戴维斯（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西蒙·科林森（C-ABS、伯明翰大学）
苏·坦皮斯特（诺丁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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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际化与 
企业相关性 
结合在一起 

德国、美国、新加坡和巴西，这四个国家听起来就像是一次

令人神往的世界之旅。然而，IBEA的学生就有这样的幸运。
来自英戈·拜尔 (Ingo Bayer)、伊冯·霍尔 (Yvonne Hall)和
克里斯蒂娜·冯霍夫 (Christina Vonhoff)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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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商业教育联盟 (IBEA)的学生可以在亚洲、

欧洲、北美和南美四个地区学习获得学士

学位。在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Darla Moore商

学院、法国 ESSEC高等商学院、巴西公共与商

业管理学院以及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联合提供

的创新课程中，跨文化交际与实际管理经验是其

中最重要的元素。随着 ESSEC高等商学院在新

加坡新校园的落成，IBEA课程在亚洲、欧洲、北

美和南美都拥有了校园。

今天的大多数商业问题必须考虑市场、法律、

客户、物流以及其他要素的国际性才能真正得到

解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此外，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多受数据而不是实

物资产所驱动。企业的竞争对手有可能来自全球

任何一个地方的车库创业，而此前这样的创业公

司甚至根本不可能被认为是潜在的对手。

因此组织需要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

面临的环境一夜之间发生巨变。组织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需要成为变革的推动者，需要在充分了

解新的商业需求和对自己能力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张开怀抱，拥抱变革。

对于这样的最新发展商学院也不能熟视无睹。

它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

快速变化的、复杂的、全球相连的商业环境。

对于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而言，培养学生

具备应对这一类商业环境的技能与能力就是提供

他们参与国际商业教育联盟的机会。

这一创新性的国际学生交换项目与一般的交

换项目不同，它通过结合实际的公司项目与四个

不同的国际环境的课堂教学，为项目增加了鲜明

的国际化元素。

2015年正式启动的 IBEA项目的理念是，提供学

生在四所顶尖商学院学习的机会，在不同的国际

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学术与职业技能以及跨文化沟

通与人际交流的能力。IBEA项目设置为四个学期，

学生在每家商学院学习一个学期。对于学生而言，

IBEA项目有三个方面尤为关键：

•  提供学生体验在四个国际环境下不同的 

学术、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机会

• 通过多元的国际学生构成促进学生学习

•  通过接触不同的商业世界与企业环境， 

培养学生应对挑战的能力

与正常的在同一家学术机构学习一个或两个学期

的交换学生不同，IBEA学生在横跨四大洲的四所

不同的商学院学习。在迅速适应新的、完全不同

的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他们的体验与学习得到了

强化。

跨文化的班级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反思自己过

往的经验。在每一家商学院学生必须参加当地的文

化和经济课程。因此，跨文化理解成为了学生在课

堂内外的主要话题，从而也强化了他们的学习。

跨文化学习在正常的交换项目中通常是滞后

的。与之相比，IBEA学生“被迫”在接触的第一

时间就开始作出反应。这样就能避免出现文化

误解，加速接受过程。



54

《全球聚焦》2019特刊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的重要路径，能帮助我们了

解学生在真实商业环境中的表现。在我们接受的

第一个实习项目中，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和好学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设计这样一个“综合的”、基于班级的项目，

联合三大洲四所商学院的力量，并在四大洲开设

课程，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因此，IBEA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而

且也强化了组织学习。即使对于富有国际关系经

验的管理者而言，与不同组织背景的商学院开展

多边合作与协调也是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的使

命与不同的种族背景，每一家商学院都有不同的

观点与决策流程。

课程从协调动因（营销、招生、理念 /战略）

开始，到协调如何处理学生抱怨或应对家长想要

了解孩子在国外生活这样的需求而结束。有时候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一家商学院“正常的

事”而对于合作伙伴却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因

此，每一家商学院解决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员

工需要学会如何应对这些差异 — 甚至更重要的

是 — 理解这些差异。

在曼海姆，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多边合作项

目中有效沟通是关键。此外，还需要考虑工作流

程与组织架构。事实上，每一家机构都有自己的

方法与理念，其他合作伙伴需要理解并接受它。

每一家合作机构至少安排一个人，他在国际

关系方面富有多年经验，能帮助其他员工进行有

效的跨文化沟通、给与年轻人更多的指导，这是

非常有帮助的。

项目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

有赖于员工层面的凝聚力与相互信任。合作伙伴

之间需要知道，领导项目走向成功不止一条路、

一种方法，这也正是 IBEA学生学习的内容。

学生在一个多元的国际化环境中完成 IBEA项

目的学习。每个班级一般都有 8-10位来自四个

不同国家的学生。多元的班级构成是 IBEA项目

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要素，其目的是推动学生在学

术与社会方面的融合，强化他们在课堂内外的 

学习。

对于学生而言，多元的国际化构成为他们提

供了许多学术与课外活动的机会，触发他们的跨

文化学习与理解。例如在“商业全球化”课堂上，

来自 6-7个不同国家的 IBEA学生将各自的观点

列出来，并进行公开讨论，因而极大丰富了课堂

学习的内容。

此外，通过组成多元文化的小组，学生被迫

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同时也体验多元化带来的

好处。

来自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的莉娜·路达特

(Lena Rudat)是第一届 IBEA学生，她回忆说，“多

元化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词。它意味着你需要付出

很多的努力，你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想克服由此

带来的各种挑战。”

课堂之外，IBEA学生也将体验每一个国家不

同的商业世界与企业环境，这也是这一项目的第

三个重要因素。在深度接触各地区环境的同时，

根据每一家商学院相应的 IBEA课程安排，学生

通过精心安排的公司实习项目获得实际的全球管

理经验。

例如，在曼海姆 IBEA有一门有关国际税法与

税收筹划的课程。与此相配套，课程还安排了学

生在普华永道或者安永的实习项目，为学生提供

了从世界一流企业学习第一手实际技能的机会。

公司实习项目是这一课程的一大亮点，为学

生和企业都提供了巨大价值。安永德国公司告诉

我们，“IBEA的公司实习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与高

在深度接触各地区环境

的同时，学生通过精心

安排的公司实习项目获

得实际的全球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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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英戈·拜尔是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执行董事。他的主要研究兴趣
是公立商学院的国际战略定位以及与私立商学院竞争需要采取的转
型流程。

伊冯·霍尔是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国际事务主管。她于 2003年 
加盟曼海姆大学商学院的认证团队，自 2004年起主管商学院的国际
合作。

克里斯蒂娜·冯霍夫是德国曼海姆大学商学院负责认证的经理，她
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自 2008年起，她开始负责商学
院的全国与国际三大认证。

有关 IBEA项目的更多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 

 • http://www.ibea-bachelor.org/ 
 •  https://www.bwl.uni-mannheim.de/en/international/ibea/

2015
IBEA项目于 2015年正式启
动，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在四

所顶尖商学院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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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生⋯ 
科学研究
制订可持续的研发战略对于许多商学院而言都

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迈克尔·亨莱因 (Michael 
Haenlein)提出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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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生⋯ 
科学研究

如
果说有一件事，即使不是全部但至少也是

绝大多数商学院院长都会同意的话，那就

是研究是一项成本非常昂贵的活动。

数年前，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克里 

斯丁·特维斯什 (Christian Terwiesch)和卡尔· 

乌尔里奇 (Karl Ulrich)估计，在 A类期刊发表 

一篇论文大约需要 40万美元（35万欧元）的成本

投入。

这里的逻辑非常简单：假定教授平均 50%的

时间花在研究上，每四年发表三篇论文（年产出

0.75篇）。如果每篇论文平均有两个合著者，那

么每篇论文的成本就等于教授的年工资成本（包

括各种福利与管理费用）x 0.5 x 2.0/0.75 = 1.33。

如果平均工资成本为 30万美元，那么每篇论

文的总成本就是 40万美元。每家商学院可以根

据各自的情况很容易计算出这一数字。

这样重大的投入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至少

对全国与国际排名而言研究是重要的。然而，当

我们认真研究研究与排名结果之间的关系时，这

样的假设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对于欧洲

许多商学院而言被认为是最重要标签的《金融时

报》商学院排名，在管理硕士课程排名中并没有

考虑研究排名（根据教授规模对 A类期刊发表的

论文数进行加权）这一项。即使在全职 MBA和

EMBA排名中，研究的比重也微不足道，其影响

十分有限。

（采用 2018《金融时报》EMBA排名结果进

行简单线性回归，包括研究与不包括研究的调整

后 R2值分别为 93.6%和 90.3%。2019年《金融

时报》全球 MBA排名，相应值分别为 92.2%和

91.1%。）

尽管在一些对商学院在本地市场发展至关重

要的全国排名中这一数字有所差异，但是单凭排

名本身是否能够说明许多商学院在研究方面的巨

大投资是值得的，这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面对这样的质疑，大多数商学院院长或许会

说，研究带来的利益远远不止排名的提升。他们

经常会提到三点：

•  首先，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能帮助商学院获

得媒体的报道，从而也能帮助它们提升品

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这对申请者人数将产

生正向影响。

•  其次，在前沿领域积累专业知识能帮助商

学院进入利润丰厚的、越来越重要的高层

经理培训市场。这样的知识在其他地方很难 

获得。

•  最后，以研究为重心被认为是吸引顶尖教

授的必要条件，尤其是那些具备逻辑推理、

沟通与教学技能的教授。

然而，这些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像乍看起

来那样具有说服力。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

部分研究都存在与企业管理者关心的话题相脱节

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年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要么不了解哪些主题对管理者至关重要，

要么不具备研究这些主题的能力，或者根本没有

任何动力。其结果是，许多研究很难用于商学院

的公共关系或市场营销活动中。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区分研究

型教授与教学型教授，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

活跃的教授成本非常高。这也导致了这些研究

活跃的教授承担的教学任务大大减少，而绝大

部分的课堂教学都是由教学型或兼职教授完成，

而后者在研究方面是相对不活跃的。如此看来，

认为研究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说法是根本

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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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越来越稀缺、商学院的运营模式出现

越来越多问题的情况下，商学院院长如何应对这

样的挣扎？他们应该如何制定研究与发展战略， 

按照 EQUIS认证体系提出的要求， “对学院战略

的一部分，即对重要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从传统的欧洲研究模

式（注重专著、教材、案例研究以及定性和跨学

科研究这一类的产出）向盎格鲁 -撒克逊研究模式

（关键指标是学术期刊论文数量）实现转变？

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商学院还是在我担任研

究顾问的其他大学和商学院，我经常会被问到这

些问题。我的回答是，仅仅计算学术期刊或核心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商学院研究战略的

得与失将滑向危险的道路。

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是奔着在

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才开始参与研究的， 

另一方面，彻底忽视本地语言的学术期刊、专著、

管理文章或者甚至教材和案例都是不足取的。

恰恰相反，商学院制订的研究战略应该帮助

其实现培养新一代管理者与企业家的使命。要做

到这一点，商学院开展的研究要么能帮助自己吸

引更优秀的人才（例如通过提高课程排名或者市

场 /公共关系活动），要么能提升学位课程与高

层经理培训课程的教学体验。

为了研究而研究或者仅仅为了发表论文而研

究，这在未来没有商学院应该这么做，也没有能

力这么做。

基于这一逻辑，商学院院长应该聚焦四点：

第一，确保那些研究活跃的教授有意识、 

有能力、也有动力研究重大课题。

商学院从事的研究通常与管理相关，与管理

者关心的问题相关。然而很明显，一些问题要比

另一些问题更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将影响更多的

管理者、层级更高的管理者或者导致管理者的理

念转变。

这些问题应该是研究着重关注的问题。这就

需要教授了解这些问题，具备相应的理论与方法

能力研究这些问题，而商学院则需要实施一定的

激励机制，鼓励教授从事这一类问题的研究。

第二，鼓励研究成果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而

不仅仅是发表论文

涉及重大课题的研究项目不应该停留在发表

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层面。相反，在这一阶段研究

者应该考虑如何在更大范围进行知识传播，例如

将自己的研究改编成适合管理者的文章用于市场

营销与公共关系活动中，制作成幻灯片或案例用

于课堂教学中，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接受媒体采访，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进行互动。

恰恰相反，商学院制订

的研究战略应该帮助其

实现培养新一代管理者

与企业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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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接受研究是一项不断发展、需要培养

的技能这一观点

顶尖期刊的论文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

发展，今天的标准与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意味着在研究领域已经沉寂一段时间的教授需

要重新学习“游戏规则”。否则，应用以前学习

的原则，他们最终获得的一定是持续的沮丧。

第四，理解每一个教授成员都应该对研究产

出作出贡献，即使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面对现实 — 要将过去注重发表某一

类型研究的教授团队转变成为发表另一类型研究

的研究者，这是不现实的。此外，教授在获得终

身教职前后的兴趣和关注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完全聚焦学术期刊论文而忽视其他任

何形式的研究产出是不可能有效率的。这将驱使

某些教授去追赶他们永远无法赶上的火车，从而

使他们更加沮丧、效率更低。

商学院院长应该认识到许多形式的研究产出

都很重要，可以更好地发挥每个教授的潜力。这

里有许多战略可供选择，重要的是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战略。

在结束本文前，我想说一些个人的感悟，我

热爱研究。整个职业生涯我都在研究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我在顶尖期刊发表过论文，也担任过一

些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者编委会成员。

然而，从事研究不是仅仅为了在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很少得到企业管理者的关注。

真正的研究，应该是对重大课题的探究，创造的

知识应该在课堂内外进行更大的传播。

有关作者

迈克尔·亨莱因是欧洲管理学院 (ESCP Europe)市场营销学教授、大数
据研究中心主任、DBA课程副院长。同时他还在三一商学院（爱尔兰都
柏林）和考明斯基大学（波兰华沙）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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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贫困率在下降，然而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获得正常的

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王月魂 (Yuwa Hedrick-Wong)和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探讨如何将他们纳入其中

包容性增长的 
赋能模式：  
满足金融与社会包容性需求

不
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为了推动包容性与可持续增长，我们需

要解决贫困率在逐步下降的同时贫富差距却在不

断扩大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全球有那么多的人在

稳步取得进步的同时，却有人被远远地抛在身后，

而且越行越远？为什么市场力量在某些地区正在

发挥巨大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屡屡失效？为什

么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地

区）尽管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和政权完全相同

的条件下，却在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方面走上了

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表现得如此天壤之别？

这样的经济增长之谜迫使我们对许多传统理

论与方法开始进行重新评估。由此影响，我们又

开始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基本构造进行重新思考。

经济复杂性、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解开以上经济增长之谜的关键在于理解生产

效率问题。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生产力被认为是

经济体制之外的“外部变量”，是技术变革带来的

结果。然后不久，即便是最顽固的经济学家也开

始认识到，要解释技术与生产力，我们需要更加

合理的经济分析。

随之产生的是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式，明确将技

术进步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内生增长理论分

为两个不同的学派：

第一个学派将技术进步速度与某些宏观经济

条件例如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支出，以及与宏观

经济稳定相关联的指标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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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学派聚焦创业行为与市场充分竞争条

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创造性破坏。

尽管与其前辈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内生

增长模式依然不够全面，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无

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生产力增长的源动力。

在过去十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的里卡多·豪斯曼 (Ricardo Hausmann)和他领

衔的团队创建的经济复杂性这一全新的研究领

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

与生产力如何进行互动并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

巨大帮助。

经济复杂性研究揭示了经济过程中一个最主

要的特点 — 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或者甚至是国家，都需要通过合作才能产生生产

力。这样的合作通常呈现的形式是与各种关键网

络相连接，这些关键网络是提高生产力的强大赋

能。一个毋庸置辩的事实是，现代经济生产需要

大量的互补要素。

例如，图表 1描述了充分获得互补资产将如

何赋能个体实现金融与社会融入，提高自己的生

产效率。

在最基本的层面，在我们能有效参与经济前，

我们需要连接为我们提供饮用水与能源的网络，

以及为我们提供价格合理的、高效的交通网络。

有些网络是处理信息和获得卫生、教育、银

行和金融等重要服务的关键网络。与此同时，还

有一些通常是无形的但同样重要的社会与专业网

络，帮助我们连接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技能与知

识。一个经济代理人如何连接这些重要的网络，

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

这些网络也可以被理解为知识传播与分享的

通道。取决于该知识的本质，网络特征本身也将

随着影响获得这些网络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思考知识：以工

具形式呈现的体化知识 (embodied knowledge)，

以信息、蓝图、方法和手册等形式呈现的编码知

识 (codified knowledge)，以及以集体知识形式呈

现的隐形知识 (tacit knowledge)。（参见图表 2）

通过对知识的分解，我们可以系统分析个体

是如何获取每一种知识，实现自身最大的生产潜

能。这一方法打开了我们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全新

思维。

体化知识包括所有工具、机械和基础设施。在

欠发达国家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

无法获得接触这些网络的机会。很明显，在这些

国家这样的网络或者不够多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许多基础设施网络是相互依存的：没有道路，

即便能保障足够的电力（这通常是不可能的），村

庄也很难通上电；而没有电，各种节省劳力的工

具与设备就无法使用。

无法获得更好的工具与更高效的基础设施是

穷人保持低水平生产力的最主要原因。换言之，

他们陷入了贫困陷阱。

编码知识包括像金融、医疗和公共服务这样最

基本的服务。提供这些服务的许多机构，其固定

成本通常很高，而可变成本很低。例如，在基于

传统银行商业模式的金融服务业，服务一个新客

户将产生相对较高的固定成本。而穷人因为贫穷，

他们产生的业务量不足以支撑银行为其提供服务

而产生的高固定成本。因此，他们被排除在大门

之外。

隐形知识 — 或者说专业知识产生的问题更多。

所谓专业知识，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做但无法解释的

东西。例如，滑雪就是一种专业知识。我们通过实

践而不是通过学习原理学会如何滑雪。滑雪教练无

法将自己的技能直接下载给滑雪学习者。

在最基本的层面，

在我们能有效参与

经济前，我们需要

连接为我们提供饮

用水与能源的网络，

以及为我们提供价

格合理的、高效的

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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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体化知识和编码知识相比，集体专业

知识的传播更加困难。然而，更加复杂与更高附

加值的经济活动通常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投入。

无法获得专业知识是阻碍生产力提高与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经济生产中，任务越复杂，专业知识相

较于体化和编码知识，其重要性越明显。无法获

得专业知识这样的互补要素网络，对生产力是极

其有害的。 互补要素网络是一种由人而不是机器

或者电力供应构成的隐形知识，而人的性别、阶

层、地区、语言、宗教等因素在抑制生产力方面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强化的劳动力市场、

垄断的竞争、金融服务的限制以及利益集团的相

互勾结，还是极其严格的管制（通常是多种情形

同时出现），很明显在许多贫困国家真正创新的

小微企业很难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也限制了它们

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巨大潜力，最终导致整个

经济的生产力下降。

透过经济复杂性进行观察，我们现在可以将贫

困归因于人们因为无法接触到那些重要的网络而

陷入低生产力活动中，而后者正是提高生产效率

的重要赋能工具。同样，我们还可以解开贫困率

在逐步下降的同时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这样的

矛盾。

过去五十年世界贫困率之所以大幅下降，是因

为数以亿万计过去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获得了

连接重要网络的机会，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

生产力。中国或许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基础

设施的极大改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农村转移

到城市，专有技术的大量流入，以及外国直接投

资带来的知识转让，为贫困的农民创造了连接重

要网络的无数机会，使他们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

的提升。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部分

人口却无法获得机会，连接这些重要网络，因此

也陷入了所谓的低生产力陷阱中。这也造成了尽

管贫困率在大幅下降的同时贫富的鸿沟却在不断

扩大。

包容性增长与生产力民主化

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克服被排除在外的因

素。有些时候，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网络本

身的原因，例如前文提到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其固

定成本很高，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科技解决 

方案降低固定成本，或者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

成本。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包容性与可持续增

长定义为生产力民主化的过程。如同民主国家的

公民在领导人选举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享有充分

的参与权，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扩大每一个人的基

本权利，使所有人都能充分接触和参与基础设施、

服务和专业知识这些重要的网络。为了实现生产

力民主化，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时需要与政府合

作，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扩大市场力量。

事实上，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与市场需要

携起手来，相互协作。我们需要通过政府管制建

图表 1 《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障碍》。资料来源：王月魂和霍
华德·托马斯，2018

包容性增长

意味着享受充分的机会

基本要素 
网路

赋能要素 
网络

互补要素 
网络

例如交通网络、 

电力 /供水系统、

物流系统、 

卫生和教育系统

例如信息与通讯 

网络、金融服务 

系统、法律与 

知识产权

例如社会网络、 

专业与培训网络、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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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生产力民主化意味着打破障碍，创造相

同的连接与获得机会（参加图表 3）。当然不可避

免的，有些经济体因为更具创新精神而获得更多

的资源，连接重要网络的速度也更快，因此比其

他人的生产力也更高。

然而，在包容性与可持续增长（不存在被排斥

的障碍）条件下，当某些社会群体在生产力方面

获得更快增长时，其产生的结果一定是“双赢”。

生产力更高的社会群体将带来更多新的机会，最

终使那些相对落伍的人同样受益，推动整个社会

前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产力民主化也是促

进收入均等最有效的方式。

本文根据王月魂和霍华德·托马斯出版的《包容

性增长：如何应对社会不公与金融包容性的全球

挑战》（Emerald出版社，2019）一书而改编。

立标准，保护知识产权，贯彻实施法律，确保市

场能高效运转。此外，政府在生产和保护公共产

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基础设施、公共卫

生、教育、消费者安全和环境保护。在包容性增

长中，市场与政府是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关系。

注重生产力民主化也意味着我们更加灵活与

务实，根据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发展模式，提高

每个人的生产力。换言之，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未

必适合非洲；甚至即便在中国，过去行之有效的，

未来或许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将包容性增长看作是生产力民主化的过程，可

以使我们的注意力更加关注如何提高一个社会各

种经济主体的生产力来推动增长。因此，促进收

入均等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结果，但不是什么即便

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必须实现的神圣权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民主化并不等同于

所有要素在所有经济主体中的平均分配，尽管这

在表明上看上去更加“民主”。就像并非所有选民

对民主过程的结果具有完全相同的影响一样，生

产力民主化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将得到同样的生产

力结果。

有关作者

霍华德·托马斯是新加坡管理大学万事达卡金融与社会包容性教席教

授、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全球领导力杰出教授、南非比勒陀利

亚大学杰出教授。

王月魂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

包容性增长的赋能模式：满足金融与社会包容性需求 | 作者：王月魂 (Yuwa Hedrick-Wong)和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

图表 2 知识维度 

资料来源：王月魂和霍华德·托马斯，2018

图表 3  《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障碍》。 

资料来源：王月魂和霍华德·托马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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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 
到 Z
数字世界的 
企业学习

全球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及我们对管理的认知。 
企业学习与发展部门准备好这些变化了吗？ 

作者：瓦列里·凯特凯罗 (Valery Katkalo)、马丁·穆勒尔 
(Martin Moehrle)和德米特里·伏尔科夫 (Dmitry Vol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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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技术正在融入人类生活

每一个方面的时代。这一技术革命正在极

大地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

首先，许多专业领域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将代替或增强许多传统的工

作，而像数据科学家、复杂产品的销售专家、机

器人维修工程师和生物工程师这一类职位将出现

巨大需求。

其次，企业新的核心能力是速度（进行决策、

研发产品与推向市场的时间）与灵活性（快速适应

的能力）。

再次，体验比拥有更受欢迎，因而企业的中心

正在从推销产品转向优化客户体验。

最后，社交网络与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新一代消

费者的最主要的信息源。

所有这些因素将对我们如何管理人才产生重大

影响。

我们经常所说的人才匮乏并不是说世界上缺少

人，而是说技能的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着不匹配。

组织和社会将需要新的技能，对传统技能的需求

将下降。与此同时，员工与企业对非传统的工作

安排的需求将上升。

信息分布与消费正在发生巨变。Y和 Z一代推

崇个人主义，喜欢一心多用，例如在不同社交平

台 — 手提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之

间不断切换注意力。

随着获取的便捷，可获得的信息量在快速增加。

其结果是，内容会很快变得过时。此外，由于选

择增加以及基于用户需求与偏好的个性化内容的

出现，要找到理想的目标受众越来越困难。

由数字革命带来的所有这些商业与社会变化对

企业学习意味着什么？

首先，企业不仅需要培养能解决现在与未来商

业问题的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迅速掌握新技能、

塑造新思维以及倡导终身学习。这些学习体验必

须是前瞻性的（缩短形成能力的时间）和个性化的

（数据驱动），必须利用相关技术（数字），而且还

必须是高效率的、透明的。

在数字世界，企业学习部门的中心正在从产品

组合管理转向教育体验管理，从学习提供者转向

学习赋能者。

企业大学如果能与业务部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在确定战略发展领域方面与管理层加强合

作，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数字战略转型的关键因素

之一。

不确定企业发展路径，希望企业学习与发展工

具箱延展提供组织诊断服务，企业大学转型成为

知识中心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企业学习与发展

部门不仅应该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应该

成为企业的“内部人”，聚焦学习效果，帮助实现

企业经营目标与学习者的个人职业发展。企业大

学应该确保学习效果的评估是一个无缝的流程，

将学习分析与绩效和人才管理连接在一起。

信息分布与消费正在发生巨变。Y和 Z 
一代推崇个人主义，喜欢一心多用，例如

在不同社交平台 —  手提电脑、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视之间不断切换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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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中的数字革命正在催生新的技术、 

方法、模式和概念。有关学习与发展的专业语言

因为其他专业产生的大量新定义与新术语而得到

不断的丰富。在企业学习领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然而，我们如何才能真正

理解这一新语言？

第一步就是认真阅读《数字世界的企业学习》

(Corporate learning for the digital learning)这一本

参考词典。该词典是由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企业

大学（俄罗斯唯一一家获得企业学习改进流程认

证的机构）于 2017年下半年为俄罗斯读者编写的。

编写该词典的目的是对现代企业学习技术建

立统一的理论认识，对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提供

简要概述。第一版包含 57个条目以及三个附录，

共记录有关数字世界企业学习的270个基本术语。

虽然这些概念（例如微型学习、电子教材、翻

转课堂、学习游戏、虚拟模拟等等）现在已经成

为主流，然而直到数年前它们中许多还只是陌生的

企业大学必须以前瞻性学习解决方案为优先，

必须快速设计与实施，帮助学习者掌握新技能，适

应新职业。同时，企业大学还必须加强“学习型组织”

文化，这是成功适应新技术挑战的关键能力。

企业大学必须建立教育生态系统，并基于企业

战略加快实施。企业学习的边界在不断扩大，开

始跟随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也就是供应商与客

户、业务新领域与潜在员工。因此企业大学正在

成为战略营销工具，尤其对正在转型成为平台型

商业模式的企业更是如此。

由于这些社会与技术变化，企业学习需要重视

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非正式学习。这意味着学

习体验的设计必须直接反映学习者的需求与工作

环境。

数字时代的学习还意味着学习流程的全面数字

化，而这需要从事学习的专业人士转变其角色与

资质。一个高效的自助学习市场，或者说能让员

工选择最相关的学习解决方案，将成为独特的学

习文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培养实验与反馈的

习惯，企业大学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数字时代的企业学习新模式意味着

以下这些重要的转变：

• 从教育服务提供者转向培养新一代管理者、

新一代员工与新一代价值链合作伙伴的赋 

能者

• 从内容开发转向内容开发与维护

• 从注重高质量内容转向定制化的学习解决 

方案，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 从结合课堂学习与远程学习转向结合正式与

非正式学习（社交、协作性、体验性）

• 从培训标准化转向学习个性化

• 从知识传递转向技能培养与证书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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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瓦列里·凯特凯罗教授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企业大学校长、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副会长（企业服务）；vskatkalo@sberbank.ru

马丁·穆勒尔博士是德国法兰克福一名管理咨询顾问、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副主任。他曾担任瑞银集团全球人才主管以及德意志银行首席学习

官与全球企业学习主管。martin.moehrle@efmd.org

德米特里·伏尔科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高级学习技术主任； 
dlvolkov.cu@sberbank.ru

由于其开拓性意义，该词典立刻受到了俄罗斯

企业学习与发展领域的专家的欢迎。与此同时，

参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自 2016年 10月在莫斯科共同组织的年度国际会

议“超越学习”的数百名学习专家也对这项工作给

与了充分的肯定。一些国际专家还鼓励我们为全

球读者考虑出版全球版。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宣布，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将于 2019年初联合出版

第一个国际版英文版。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全

球的企业学习专家带来一定的帮助和启迪。尽管

该词典的许多案例来自俄罗斯，但是我们试图从

全球视角对企业学习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解读。

名词。《数字世界的企业学习》旨在拓宽理论与实

际知识，在设计与实施新的学习解决方案方面推

动更多创新思维与实践。

在编写上述参考词典的过程中，编纂者运用了

企业学习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组织发布的分析

报告与组织的会议，其中包括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高管企业学习论坛以

及企业大学全球委员会等组织。在这些组织中，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或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或

是治理成员单位。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教育科技 (EduTech) 20讲，

这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从 2016年 9月开始推

出的月度系列方法论研讨会，邀请企业与学术界

1000名学习专家或亲自出席或在线参加。

此外，该词典还包含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以

及其他获得企业学习改进流程认证的欧洲领先企

业在理论与技术方面的学习创新案例。与教育科

技 20讲的合作对词典的编写也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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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开拓性意义，该词典立刻受到了俄

罗斯企业学习与发展领域的专家的欢迎。

与此同时，参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与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自 2016年 10月在莫斯
科共同组织的年度国际会议“超越学习”的

数百名学习专家也对这项工作给与了充分

的肯定

从 A到 Z：数字世界的企业学习 | 作者：瓦列里·凯特凯罗 (Valery Katkalo)、马丁·穆勒尔 (Martin Moehrle)和德米特里·伏尔科夫 (Dmitry Vol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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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府合作办学  专注高端管理教育

国际师资本土实践  逾万精英校友网络

上海班

021-2890 5888

北京班

010-8296 6666

深圳班

0755-3699 5166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

未来的答案
不在过去的成功里



Highered - EFMD Global Career Services connects companies, schools and students at an unprecedented level.  
Highered supports and enhances the school’s exissng career services by providing unique internasonal placement 
opportunises to students from EFMD company members. Now available - Highered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Career Services to post relevant jobs from local company partners directly to their students only. 

Contact us for more details:    highered@efmdglobal.org

Placing your internasonal students 
with companies globally

www.efmdglobal.org/hig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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