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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illy Media, Inc.介绍
O’Reilly Media 通过图书、杂志、在线服务、调查研究和会议等方式传播创新知识。
自 1978 年开始，O’Reilly 一直都是前沿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超级极客们正在开
创着未来，而我们关注真正重要的技术趋势——通过放大那些“细微的信号”来刺
激社会对新科技的应用。作为技术社区中活跃的参与者，O’Reilly 的发展充满了对
创新的倡导、创造和发扬光大。
O’Reilly 为软件开发人员带来革命性的“动物书”；创建第一个商业网站（GNN）；
组织了影响深远的开放源代码峰会，以至于开源软件运动以此命名；创立了 Make
杂志，从而成为 DIY 革命的主要先锋；公司一如既往地通过多种形式缔结信息与人
的纽带。O’Reilly 的会议和峰会集聚了众多超级极客和高瞻远瞩的商业领袖，共同
描绘出开创新产业的革命性思想。作为技术人士获取信息的选择，O’Reilly 现在还
将先锋专家的知识传递给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无论是通过书籍出版、在线服务或者
面授课程，每一项 O’Reilly 的产品都反映了公司不可动摇的理念——信息是激发创
新的力量。

业界评论
“O’Reilly Radar 博客有口皆碑。”
——Wired
“O’Reilly 凭借一系列（真希望当初我也想到了）非凡想法建立了数百万美元的业务。
”
——Business 2.0
“O’Reilly Conference 是聚集关键思想领袖的绝对典范。”
——CRN
“一本 O’Reilly 的书就代表一个有用、有前途、需要学习的主题。”
——Irish Times
“Tim 是位特立独行的商人，他不光放眼于最长远、最广阔的视野，并且切实地按
照 Yogi Berra 的建议去做了：‘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岔路口，走小路（岔路）。’回顾
过去，Tim 似乎每一次都选择了小路，而且有几次都是一闪即逝的机会，尽管大路
也不错。”
——Linux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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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赞誉
“这样一本书我已经等待了很久——它回答了在企业中引入精益方法时最难的一些问
题。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即便在一个信任度不高的环境中也是有价值的。
”
——马克·A. 施瓦茨 （@schwartz_cio）

“我的工作是支持人们实践一种科学模式，帮助人们在商业、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
中重塑思想和习惯。21 世纪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基于人的认知复
杂性，需要我们沟通协作，迭代式前进，强调企业家精神。通过《精益企业》这本书，
Jez Humble、Joanne Molesky 和 Barry O’Reilly 解释了软件如何能够并正在转变工作方
式，这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帮助我们适应这个新兴世界。
”
——迈克·罗瑟，《丰田套路》作者

“如今几乎所有的行业和机构都在被快速发展的科技颠覆，在受着个人和团队充满想
象力的愿景的牵引。这本书为我们清楚地解释了精益、敏捷、
‘形’、精益创业和设计
思维等多个领域如何在一个适应性学习型组织的统一原则下汇集到一起形成合力。
”
——史蒂夫·贝尔，精益企业研究所（LEI）教员，
Lean IT 和 Run Grow Transform 作者

“以正确的方式构建软件，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精益企业》超
越了技术层面的考虑，指引组织如何以低风险的方式快速构建出正确的软件，产生期
望的业务成果。对任何为客户提供软件服务的组织来说，这本都是必读之书。”
——加里·格鲁弗，Macys.com 副总裁，负责产品发布、QE 和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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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胜出，需要很擅长理解你的客户，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从市
场中得到验证性学习。这需要一种新的适应性和学习型组织，即精益企业。转变就从
这本书开始！
”
——约翰·克罗斯比，lastminute.com 首席产品与技术官
“科技的快速进步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传统的商业。而颠覆的游戏规则已
经发生了改变，很多组织都想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该如何竞争，同时一些新的
科技巨头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服务客户。这本书为那些已经意识到必须通过变革重
拾创新的竞争优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指南。”
—— 霍拉·吉尔，
《经济学人》首席数字官
“我把《精益企业》这本书推荐给了我的领导团队，让每个人都能认识到我们如何才
能挑战现状，移除障碍，在创新上胜过竞争对手。通过与客户一起共同创造，通过从
我们的员工和数据中持续获得的认知，现在我们有了很多新的方法来发展业务。”
——顿·梅杰，达美乐比萨首席执行官

“虽然敏捷和精益方法已经对软件交付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只有在对所有规模的企业
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时，它们真正的潜力才会完全发挥出来。在这本书里，Jez、Joanne
和 Barry 已经为大家呈现了将来的变化——一种切实的愿景，未来的公司如何让今天
的公司看起来像曾经的卡带录音机。”
——马丁·福勒，ThoughtWorks 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以富有见地且翔实的方式阐述软件开发，提出了要建立一
个能够持续学习和改进的组织所需要做出的一些根本性改变。它很好地从技术层面跨
越到了组织层面。对于那些在位的和正在成长的企业领袖，要追求公司的持续成功，
《精益企业》是必读之书。
”
——杰夫·戈塞尔夫，《精益设计》作者，Neo Innovation 负责人
“在这本书完成的前一年，我就开始告诉人们要阅读它。这本书讲述了那些领先的精
益企业的成功之路，而在未来几年，那些臃肿的企业将会被精益企业淘汰出局。”
——阿德里安·科克罗夫特（@adri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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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 beta 版阅读时，就像一扇窗户在我面前豁然打开了。它不仅仅
把敏捷、精益和持续交付等理念的诠释与整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打动我的是，
它还系统阐述了一个组织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真正有效地发生转变，将这些理念
变成组织普遍接受的日常行为，从转变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本书在这方面的旁征博引
和独到见解解决了我十几年 IT 从业经历中的很多困惑。
当谈到敏捷转型或实施，人们普遍想到的就是用户故事、Scrum、看板或极限编程等
实践方法。当团队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建立某种机制来协调跨职能团队间的目标和进
展。然而，我们看到的失败案例远超过成功案例。即便我们尝试了业界流行的一些“大
规模敏捷”框架，也没有本质的改变：
 转型带来的改善往往局限于某一个产品或部门，当要将其成果向横向纵向进行扩展

时就遇到重重阻碍，似乎有个难以打破的天花板；
 企业管理者将敏捷或精益视为团队需要做出的改变，而意识不到自己经常就是这一

转变中最大的障碍，缺少信任和授权，强调控制和惩罚，要求员工开放与担责，而
自己却掩盖事实，推卸责任；
 当一个产品处在复杂的企业 IT 环境中，高耦合的架构与大量外部依赖使得没有人

真正理解整个系统，导致特性无法按计划实现，难以独立交付，等待与集成严重拉
长了交付周期；
 IT 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被动接受来自业务的需求，不加分辨，也无力回绝，团队加

班加点被折腾得士气全无，更谈不上学习和改进，而最后交付的产品还是难以让客
户满意；
 团队成员对产品的好坏没有责任感，即便有好的想法也不会提出来，因为“这是领

导决定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担责，层层如此，心思都花在了粉饰成绩和
政治游戏上；

2

译者序

，人们仍然热衷于在交付的不同环节之间进行工作
 即便一些组织声称已经“敏捷”
交接和确认，而各个环节的 KPI 却不一样，难以产生真正的信任与合作；
 最后，即使企业在敏捷和精益的转型上投入巨大，仍然创造不出用户真正喜爱的高

质量产品，看不到显著的业务成效，以至于很多人对敏捷等理念产生怀疑。
而过去多年来，企业在软件开发上大规模采用外包以及外包低端化的趋势使得上面的
问题进一步恶化。企业以控制成本为目的，而供应商将员工的“人天”视为创收来源，
对员工的持续成长没有足够投入也从不真正关心。外包员工对工作的实际成效更是不
关心不负责。供应商一边持续招人，一边稍有经验的人又不断离开，员工无成就感也
无归属感，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码农”这个词确实是对这群人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行业做开发、管理和咨询这么多年，有一种深深的失望。软件本可以是优美的，
做软件的过程本可以是充满创造性、充满乐趣的，然而目之所及，大多数管理者深受
建筑行业、制造行业生产过程的传统管理模式（即本书中谈到的泰勒主义管理模式）
影响，生生将软件开发变成了一个艰苦而无趣的工作。殊不知（或知道，但视而不见）
现代软件开发与传统的建筑、制造行业生产过程有着本质区别。
 不确定性

一栋大厦可以在建造之前想清楚每一个细节的设计，一旦开建基本不改变。而软件，
尤其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用户往往根本说不清楚想要什么，只有当看到真实可工
作的软件时，才能判断这是不是他想要的，且大多数时候的结果都是“不”
。而即
便今天用户用上了你的产品，也许几天后就会弃如敝履。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软件开
发参与者掌握更多上下文信息，及时获得反馈，并能根据反馈迅速做出响应变得极
其重要。
 隐性质量

我们可以拿尺子测量水泥板的厚度、墙面的长度，可以用仪器分析水泥的成分，从
而准确知道房子的质量。然而，同样一个软件特性，开发人员预计 10 天完成的，
你如果只给他 5 天，可能也能完工，区别就在质量上。有些质量问题直接需要返工，
造成浪费，而有些质量问题从外部很难测量，它不会影响今天的功能，但会逐步让
系统腐蚀掉，让团队如陷泥潭越走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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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活动

软件的“不确定性”和“隐性质量”两个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软件开发永远都是
一项需要很多思考的活动。（或许直到有一天，机器人变得和人类具有同等的智
力。）因此，软件开发从业者是典型的知识工作者，从事的是智力活动。思考就需
要大量信息。然而不幸的是，这么多年来，还有很多“工业思维”的人在努力“愚
化”开发者，认为开发者需要理解的东西越少越好，以至于开发者独见一叶，无法
思考，也看不清自己工作的成效，自然也不对其负责。
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他在这本书中提到：
“我们无法对知识工作者进行严密和细致的督导，只能协助他们。知识工作者本人
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完成任务，自觉地做出贡献，自觉地追求工作成效……
谁也不知道一位知识工作者在想些什么。然而，思考正是他的本分，他在思考，也
就是在工作……”
企业管理者是时候需要转变思维模式了。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为组织和客户持续交付
出高价值高质量的产品，并且比竞争对手更快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将 IT
变成企业的一种竞争性优势。沿袭传统管理思维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
本书是一次尝试，以复杂适应系统为理论基础，第一次从产品生命周期在不同阶段需
要的差异化管理模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组织文化、人力资源、财务、治理、风险
与合规管理、企业架构演进等各个角度，全面阐述一个高绩效的适应性企业应该如何
运作。并且本书旨在真正将精益的两条最高原则“以人为本”和“持续改进”应用到
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停留在人们思考边缘的口号和标语上。要达到本书描
述的目标，对当前大多数企业来说并不容易，尤其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更崇尚
集权与控制的社会环境里，也许更具挑战。但是，只要管理者认同这是我们应该拥抱
和努力的方向，大胆突破传统，从自身开始转变思维观念，并以身作则成为员工的榜
样，这就完全可能实现。本书也对如何变革这一问题做了深入讨论。我们并不反对市
面上现存的各种“大规模敏捷”框架，几乎所有这些框架都是在组织结构和软件交付
流程层面试图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而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无法复制。另一方
面，随着社会与技术进步，今天适用的流程方法也许在明天就变成了枷锁。因而，我
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组织单元、每一位员工都学会如何适应变化，也就是要
具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进行实验，从而找到最佳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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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的主要目标读者是领导者和管理者，但我认为它完全适合每一位希望深度
了解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软件开发的特点和方法的人，适合每一位渴望创造优
秀产品的 IT 从业者，适合所有渴望改变当前现状的人。无论是首席执行官、财务官，
还是中层、一线管理者、产品经理、架构师，抑或是实际创造产品的开发者，以及组
织中的变革推动者，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并在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开始改变。
翻译的过程中，我开始回顾几年前学过的部分 MBA 课程。除了为了翻译参考一些词
汇，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我阅读这本书的一面镜子。MBA 所教授的内容当然不是仅
仅针对软件企业管理，然而当将其放到软件开发这一领域里时，它就成了一本反面教
材。在最近几十年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下，传统 MBA 教育显得非常纠结和保守。课
程中谈到了精益，却没有讲透其本质，仍然维持着泰勒主义的余温；提出了现代管理
要以人为本，却仍然在为最大化股东利益呐喊；传统财务管理方法浓墨重彩，而将作
业成本法或滚动预算等方法轻描淡写；在谈到组织行为学时，很少涉及近几年复杂系
统理论的成果。也许软件领域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和 MBA 教育，也是时候该向前
一步，做出改变了。
另外，我认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全面的信息索引。书中大量引用的书名和提供的链
接极大地丰富了你能获得的信息，从系统论、组织文化、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到敏捷
和精益工程技术实践，你可以从这里扩展开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深入学习。

致谢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张映雪。翻译本书花了大量业余时间，而这些时间本应用来
陪伴你。没有你的支持、包容和忍耐，我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也非常感谢我的搭档韩
锴，在身体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坚持和我一起完成了翻译工作。特别感谢本书的三
位原作者 Jez、Joanne、Barry 和我的同事肖然，在翻译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很多建议，
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帮助我成长。最后，也感谢图灵公司负责本书审校
工作的几位编辑，你们逐字逐句地仔细检查、校对和修改，提高了译文的质量。谢谢
你们！
姚安峰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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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所有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突破禁忌、勇往直前的人们（借
用格雷斯·霍珀上将的话）；献给所有致力于创造杰出组织文化，
让每个人都清楚正确的方向且有权力自主行动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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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马克·安德森
对传统生产企业来说，避软件而不谈会很危险……一家软件公司可能在某一
天取代通用电气，我们最好不要一意孤行。
——杰夫·伊梅尔特
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就是个傻瓜。我说什么你不做什么，你就是个大傻瓜。
你要自己思考，然后找到一个超越我的想法。
——大野耐一，《大野耐一的现场管理》
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如何让组织成长，让其能够快速创新，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
境、消费者需求以及新技术。
公司是生是死，取决于其发现新的业务并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是亘古不变
的道理。但在过去几年里，这一点变得尤为显著。技术与社会变革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伴随而来的竞争压力也持续增大。德勤变换指数显示，财富 500 强公司的预期平均寿
命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 75 年左右降到了今天的不足 15 年。耶鲁大学的理查德·福斯
特教授估计，
“到 2020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会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是今天我们
还没有听说过的”①。任何公司能否长期生存都取决于其能否理解和驾驭文化与技术
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持续地加快创新周期。
——————————
①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66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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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为消费者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表达他们的选择，也让聪
明的组织可以通过新的渠道发现用户和客户，并与之互动。那些采用了设计思维和用
户体验设计，能够让客户在与产品或服务的互动中每一步都身心愉悦的企业取得了飞
速发展。研究显示，那些有效应用了用户体验设计的公司增长更快，收益更高①。
其次，技术和流程的进步使得即使在较少的资金投入下，也能够快速地创造和演化出
颠覆性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规模化。很多遍布全世界的小团队，使用一些免费或廉
价的服务与基础设施，就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创造出基于软件的新产品原型，然后对
那些有发展潜力的产品进行快速演进。在不远的将来，廉价却功能强大、可接入网络
的嵌入式设备将会无处不在，这让我们可以在同样短的周期内，以低廉的成本获得产
品原型并演化出更多不同形态。随着 3D 打印变得越来越便宜和快速，并开始处理更
多种类的原材料，我们将可以按需创造并交付出种类极其繁多的定制化产品。
软件有三个特征能够激发这种快速的创新。首先，通过软件设计原型并完善想法是相
对便宜的。其次，我们可以在产品发展的早期就实际使用这些原型。最后，在创建这
些原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量客户认为有价值的功能，然后将这些融合到我们
的设计中——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通过用户来对新想法进行验证，收集反馈，并据
此改进我们的产品和业务。
与此同时，势不可挡的微型化趋势（如摩尔定律②所述）让极度强大的计算机也可以
变得非常轻巧并且随处可见，而软件是背后的关键因素。在《财富》一篇名为“如今
每家公司都是软件公司”的文章中，联邦快递的信息技术高级副总裁大卫·赞卡形容
自己是在经营“一家联邦快递内部的软件公司”。而福特的高级技术主管普拉萨德则
将他的公司描述为一家“车轮上的精密计算机”制造商。市场研究机构 CCS Insight
的本·伍德评价称，诺基亚“走过了硬件创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年，而苹果则认为
你需要的不过是一块长方形的屏幕，剩下都是软件的事”③。对软件态度的这种转变，
使得很多公司将软件开发搬回到了公司内部，这其中包括像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这些
曾经的 IT 外包先行者。正如我们将会在第 15 章讨论的，英国政府已跟上了这一潮流。
《经济学家》杂志这样报道④：
——————————
① Evalu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丹麦设计中心，2006 年。
② 1965 年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预测，集成电路的密度大概会每两年翻一倍。
③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23947212；在我们看来，这是微软收购诺基亚的关键原因。
④ 《经济学家特别报告：外包与离岸》
，406，编号 8819，201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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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很多企业。通用汽车首席信息官兰
迪·莫特表示，“IT 在我们的业务中已变得更为普遍，我们现在将其视为竞
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他正负责扭转公司的外包策略。他说道，在
工作曾经由外包团队完成的时候，通用汽车投入到 IT 中的资源大部分用于
维持系统正常运转，别出差错，而不是探索以新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因
此，公司认为把大部分 IT 的工作放在公司内部或附近来完成将能够带来更
大的灵活性和更快的速度，并鼓励更多的创新。
商业社会对待 IT 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前将 IT 看作一个改进内部运营的工具，
到现在将由软件和技术驱动的越来越快的创新周期作为一种竞争优势。这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传统的 IT 项目管理模式不适合快速的创新周期。然而这些传统模式却深深
地根植在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运营、客户服务到预算、治理和企业战略，无不如此。
在最近十年里，支撑在大型组织中采用以产品为中心的管理范式的各种元素悉数出
现，但它们并没有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贯通和展现出来。本书旨在弥补这一空白，将
与你共享我们从那些已成功采用了这些新思想的组织中得到的启发。更重要的是，我
们仔细剖析了产生高绩效的文化，这是组织能够规模化快速创新的关键因素。

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
本书的几位作者都有在大型企业和创业公司工作的经历，我们想要提炼出一种务实
的、系统性的方法，能够有效适用于大型企业环境下的创新和转型。我们不仅探讨了
在高效组织中如何研发产品的问题，还指出了那些想要提升自身绩效的组织应该如何
以渐进式、迭代式和低风险的方式来采纳这些方法。
我们写这本书的动力来自于对当前行业现状的失望。我们讲述的方法和实践并不是什
么新东西，它们都是已知和可行的。然而，这些方法和实践还没有成为主流，通常都
是零星地得到实施，只带来了一些局部的而非系统性的改进。这样的后果是公司投入
了巨大成本努力创造产品和服务，却没有给客户带来预期的价值，成效甚微。
随着《持续交付》和《精益创业》的出版，那些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们涌现出了大量诉
求，他们希望采纳这些书中谈到的实践。也有大量的公司已经采纳这些实践，并从中
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能够更快地向市场投入更高质量的产品，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得
到了更高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这也降低了成本和风险，并让员工工作得更加开心，
因为他们不必再夜以继日地工作，也终于有机会在工作中释放创造性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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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人都发现要想成功实现这些想法非常困难。大多数情况下，除了一些渐进
的改良外，基本不可能实现更多目标，因为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做出了改变——这一
部分仍然要继续与其他部门合作，而其他这些部门想要他们仍按传统的方式来工作。
因此，我们要讲一讲那些成功的公司为了从根本上提高绩效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切
的：从财务管理和治理、风险与合规管理，到系统架构，以及项目群、投资组合和需
求管理。
我们会在本书中讲述企业如何设法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一系列模式和原则帮助你实现
这些想法。我们相信每一家公司都是不同的，都有独特的需求，所以我们不会给出如
何实施特定实践的规则。相反，我们要描述一种启发式的实现方法，它强调实验的重
要性，通过实验来了解你的组织该如何最有效地采纳这些想法并进行改进。这种方法
需要的时间更长，但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地展现出可衡量的收益，并降低变化带来
的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组织和员工认识到什么方式对自己最有效。
我们希望你能从这本书中发现价值。最危险的态度莫过于“这些想法都不错，但在我
们的组织里行不通”
。正如丰田生产系统之父大野耐一所说①：
无论是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还是工作在一线的员工，我们都是人，所以
我们都会走入一种误区，认为我们现在的做事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你可能
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却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我们也没办法，事情就
是如此”。
你在尝试运用本书中的观点时，肯定会遇到阻碍。当你在阅读案例分析的时候，很可
能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方法在你的组织中不起作用。不要把“阻碍”变成“反对”。
你应该将从本书中所学的内容作为一种启发来指引你不懈努力尝试，而不是一味地生
搬硬套。要持续不断地寻找阻碍，并将其作为实验和学习的机会。再次引用大野耐一
的论述②：
改善（kaizen）的机会是无尽的。不要总想着你已经让事情变得比以前更好，
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就好像一个学剑道的学生因为偶尔几次击败了他的
师傅，就骄傲起来。一旦你萌生了持续改进的想法，就要在日常工作中抱着这
样的态度，坚信在任何一次改进的后面一定可以发现另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
——————————
① 见参考书目[ohno12]。
② 同上。

前

言

5

谁应该读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的目标读者是领导者和管理者。书中涉及的原则和模式可以应用到任何领
域的任何组织中。
我们期望的读者包括：
 对组织战略、领导力、组织文化和良好治理感兴趣的高层管理者；
 负责应用开发或者基础设施与运维的 IT 总监；
 任何从事项目或项目群管理的人，包括项目管理办公室（PMO）成员；
 那些与交付相关的财务、会计或治理、监管及合规管理人员；
 首席市场官、产品经理以及其他参与（涉及软件开发的）产品和服务设计的人。

交付团队的参与者同样可以在书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但本书并没有深入谈论工程实
践，比如如何编写可维护的功能验收测试、自动化部署或管理基础设施与数据库配置。
这些内容在《持续交付》中有更深入的讨论。
本书着重关注那些在大中型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他们已意识到，要在这个时代取得成
功就必须重新思考组织战略、文化和治理，以及他们管理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并不是
说这本书对小型组织没有帮助——只是对它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某些内容暂
时还不适用。
我们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持本书短小、精炼和实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对于书
中讲到的原则与实践背后的理论模型，我们不会花大量的篇幅讨论。相反，我们只提
出这些领域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帮助读者理解其理论基础，然后介绍这些理论的一些
实际应用。书中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参考资料。
另外，我们也很谨慎地避免在书中提供关于软件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的详细指南。这有
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认为工具的选择其实并不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只要别选那些差
的就行）。很多正在向敏捷方法转型的组织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选择工具，寄期望于工
具可以神奇地解决它们的根本问题。但对这些进行敏捷转型的组织而言，最普遍的失
败原因是它们无力改变组织的文化，而不是没有好的工具。第二，特定的工具和流程
很快就会过时。优秀的工具（包括大量开源工具）以及介绍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资料
有很多。这本书中，我们专注于那些能够帮助你的组织取得成功的策略，而不会在乎
你选择什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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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第一部分介绍本书的主题：文化、战略以及创新的生命周期。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对新
的想法进行探索，通过收集数据来快速评估哪些新想法能够产生价值，或具有快速发
展的前景。第三部分涵盖了在大型组织中如何对那些在探索阶段经过了严格筛选的想
法进行拓展，也提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改进我们运作大型项目的方式。最后，第
四部分展示企业如何培育出一个鼓励学习和实验的环境，着重关注文化、治理、财务
管理、IT 和组织战略。
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第一部分，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随意翻阅本书的其余部分。不过，
在阅读第四部分之前，建议先看看第 3 章、第 6 章和第 7 章，因为这些章节提出和定
义了第四部分中涉及的很多概念。

Safari® Books Online
Safari Books Online（http://www.safaribooksonline.com）是应运而
生的数字图书馆。它同时以图书和视频的形式出版世界顶级技术
和商务作家的专业作品。技术专家、软件开发人员、Web 设计师、商务人士和创意专
家等，在开展调研、解决问题、学习和认证培训时，都将 Safari Books Online 视作获
取资料的首选渠道。
对于组织团体、政府机构和个人，Safari Books Online 提供各种产品组合和灵活的定
价策略。用户可通过一个功能完备的数据库检索系统访问 O’Reilly Media、Prentice Hall
Professional、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Microsoft Press、Sams、Que、Peachpit Press、
Focal Press、Cisco Press、John Wiley & Sons、Syngress、Morgan Kaufmann、IBM
Redbooks、Packt、Adobe Press、FT Press、Apress、Manning、New Riders、McGraw-Hill、
Jones & Bartlett、Course Technology 以及其他几十家出版社的上千种图书、培训视频
和正式出版之前的书稿。要了解 Safari Books Online 的更多信息，我们网上见。

联系我们
请把对本书的评价和问题发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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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O’Reilly Media, Inc.
1005 Gravenstein Highway North
Sebastopol, CA 95472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2 号成铭大厦 C 座 807 室（100035）
奥莱利技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O’Reilly 的每一本书都有专属网页，你可以在那儿找到本书的相关信息，包括勘误表、
示例代码以及其他信息。本书的网站地址是：
http://t.cn/8st8D63
对于本书的评论和技术性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bookquestions@oreilly.com
要了解更多 O’Reilly 图书、培训课程、会议和新闻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oreilly.com
我们在 Facebook 的地址如下：
http://facebook.com/oreilly
请关注我们的 Twitter 动态：
http://twitter.com/oreillymedia
我们的 YouTube 视频地址如下：
http://www.youtube.com/oreilly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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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很多人为这本书付出了心血。尤其是以下各位，为这本书的早期版本或个别章节进行
了详细审校并提出了建议，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姓名按字母顺序排列）：
Adrian Cockcroft、Amy McLeod、Andy Pittaway、Bas Vodde、Ben Williams、Bjarte
Bogsnes、Brett Ansley、Carmen Cook、Charles Betz、Chris Cheshire、Courtney Hemphill、
Dan North、Darius Kumana、David Tuck、Don Reinertsen、Gary Gruver、Gene Kim、
Ian Carroll、James Cook、Jean-Marc Domaingue、Jeff Gothelf、Jeff Patton、Jim Highsmith、
Joe Zenevitch、John Allspaw、John Crosby、Jonathan Thoms、Josh Seiden、Kevin Behr、
Kief Morris、Kraig Parkinson、Lane Halley、Lee Nicholls、Lindsay Ratcliffe、Luke Barrett、
Marc Hofer、Marcin Floryan、Martin Fowler、Matt Pancino、Michael Orzen、Mike Rother、
Pat Kua、Randy Shoup、Ranjan Sakalley、Salim Virani、Steve Bell、Tom Barker、Tristan
Kromer 和 Will Edelmuth。谢谢你们！这本书里我们所提到的理念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来自世界各地各种组织中的人们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无数次的研讨、演讲和辩论，使这
些理念得到了不断去伪与提炼。感谢所有曾参与到那些讨论中，跟我们分享了经验和
提出了反馈的人们。特别是要感谢 O’Reilly 出版社出色的编辑和制作团队：Mary
Treseler、Angela Rufino、Allyson MacDonald、Kara Ebrahim 和 Dan Fauxsmith。同样
也特别感谢 Peter Staples 制作了这本书几乎所有精彩的图形。Steve Bell、John
Kordyback、Scott Buckley 和 Gareth Rushgrove 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案例，感谢你们对
这本书的付出和深刻见解。最后，Dmitry Kirsanov 和 Alina Kirsanova 为这本书进行了
逐字逐句的、细致的高质量修编、校对和索引工作，谢谢你们。
在 Jez 的第二个女儿 Reshmi 诞生之后，他在家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
在整个创作期间，Jez 经常在工作间隙和 Reshmi 还有她的姐姐 Amrita 搞些恶作剧或一
起进行一些新奇的尝试，这给他带来了启发和欢笑。Jez 美丽智慧的妻子 Rani，在他
遇到挫折和气馁时始终如一地支持和鼓励他，对此他报以无限的感激、爱和赞美。他
也感谢母亲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当很多客人来访而他不得不继续写作的时候。Jez
也要感谢两位合著者 Joanne 和 Barry，让他的命令与控制倾向有所节制，让这本书的
创作成为了一次真正的协作活动。若没有你们，这本书就是另一番摸样——远远没有
现在好。他要感谢他在 Chef 的同事，给了他很多启发和支持，让他能够生活在追求
梦想的喜悦中，追求创造一流的产品与客户体验。他也要感谢他的前雇主，
ThoughtWorks，为创新者和热爱技术的人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思想的家园，从
这里获得的很多思想都包含在了这本书里。最后，特别感谢 Chris Murphy、C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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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hington、David Rice、Cyndi Mitchell、Barry Crist 和 Adam Jacob，为这本书的创作
提供了很多支持。
当最初 Jez Humble 和 Martin Fowler 说服 Joanne 来参与创作一本关于进阶《持续交付》
的书时，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将面对的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年半多），这本
书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她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鼓励和
充分的信任。Joanne 的丈夫 John，她的人生伴侣和最好的朋友，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
包容理解。尤其是很多个周末与夜晚，她因为书的创作而没有陪伴家人，这让她深感
内疚。还有她的同事和 ThoughtWorks 的领导团队为她进行调查和完成这本书提供了
大量帮助，特别是 David Whalley、Chris Murphy 和她为之工作的 ThoughtWorks 澳洲
领导团队——因为他们明白，在敏捷与精益交付实践中，有与之相适应的安全、风险
与合规管理而非简单的命令与控制，是多么重要。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她要感
谢她的合著者和好朋友 Barry 和 Jez，他们教会了她坚持不懈、协作和彼此间真正的
信任。
Barry 如果没有他人生的织梦者、搭档和妻子 Qiu Yi，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她始终用自己的热情、毅力和耐心在包容和体谅着他，总是无时无刻地为他着想，
支持他。他的父母 Niall 和 Joan，一直都相信他，为了让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
供支持，牺牲自己。他们成为了儿子最好的榜样，Barry 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深受他
们影响，他对此非常感激。他想念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如此珍
贵而短暂。他的心从未远离自己的大家庭，思念无时不在。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多
朋友、同事和与其交谈过的人都给了他很多启发，这本书里呈现了很多他们的观点、
经验教训和知识。感谢你们分享的这一切。在当初开始写第一篇博客并按下发布时，
他完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能够走到这一步，完成这样一本书。Jez 和 Joanne 的鼓励、协
作和校对工作远不止教会了他如何将思想转化为文字——他更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得
到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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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启

航

组织的意义在于是激发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彼得·德鲁克
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它是结果，而不是战略……你真正应
该关注的是你的员工、你的客户和你的产品①。
——杰克·韦尔奇
首先来看看我们对一个企业的定义 ：
“由一群具有共同目的的人构成的复杂适应系
统。”因此，这里既包括了公司，也包括了非盈利性机构和公共部门。我们将在第 1
章更加详细地讨论复杂适应系统。不过，让所有员工都知晓“共同目的”这一理念
是一个企业成功的根本。一个公司的目的不同于它的愿景声明（组织渴望成为什么
样子）和使命（组织所从事的业务）。战略要素咨询公司的管理总监格雷姆·肯尼将
组织的目的描述为它能为其他人做什么，“管理者和员工必须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
想” ②。 他列举了家乐氏食品公司（“为家庭的健康成长提供营养动力”）和保险公
司 IAG（“为你管理风险，在你遭遇意外损失时助你一臂之力”）的例子。这里再加

① http://on.ft.com/1zmWBMd。
② https://hbr.org/2014/09/your-companys-purpose-is-not-its-vision-mission-or-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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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最喜欢的例子 ：SpaceX，由埃隆·马斯克创建于 2002 年，目的是“变革航
天运输，最终让人们居住在其他星球成为可能”①。
创建、调整和传达公司的目的是企业经营者的职责。他们的其他职责还包括创建一
个帮助公司达成其目的的战略，以及发展一种保障其战略取得成功所必要的文化。
环境在改变，战略和文化也要进行相应的演进。领导者有责任引领这一变革的方向，
确保战略与文化能够相互支持以达成公司目的。如果领导者工作做得好，组织就能
够适应、发现并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要，同时有足够的适应力应对意外情况。这
是企业良好治理的精髓所在。
对公司来说，让所有人抱有共同目的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想法似乎有些怪
异。多年来，传统的观念认为企业经营者应该专注于最大化股东利益，并且通过让
高管持股来强化这一目标 ②。但是这些策略存在很多不足。它们使得人们倾向于追
求短期成果（比如季度盈利），而牺牲在较长期内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比如提升员工
能力和增进客户关系。这些策略也很容易扼杀创新，因为它们专注于在战术上削减
短期成本，而牺牲那些有潜力在组织未来发展过程中产生更高回报，同时风险也更
高的战略投资，比如研发，或创造颠覆性的新产品和服务。最后，这些策略常常忽
略那些无形的价值，比如员工的能力、知识产权，以及外部性，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研究表明，仅仅关注利润最大化只会适得其反，降低投资回报率 ③。一个组织要想
取得长远的成功，就必须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并采取上面援引的杰克·韦尔奇所
阐述的策略 ：专注于你的员工、客户和产品。本书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如何实现这
一点。

① 在经营 SpaceX 的大量空闲时间里，马斯克与“一群来自硅谷，想证明电动汽车也可以非常出色
的勇敢工程师”共同创立了特斯拉汽车。
② 这一战略源自詹森和梅克林的文章“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金融经济学杂志》，3，编
号 4，1976）。
③ 约翰 • 凯在他的 Obliquity（由企鹅公司出版）一书中对他提出的“利润追逐悖论”进行了详尽的
研究与分析。

1.1 精益企业首先是由人构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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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错误设计的系统中，即使心存善意的人也可能会无意地对陌生人造成
极大伤害，而有时他们可能完全意识不到。
——班·高达可
成立于 1984 年的新联合汽车制造有限公司（NUMMI）是通用汽车和丰田的合资公司，
也是加利福尼亚唯一的汽车制造工厂。2010 年 4 月 1 日，它关门了。通用汽车和丰田
通过合资各取所需。丰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以规避来自美国国会的进口限制的
威胁。美国国会此举是为了阻止国内汽车制造商市场占有率的无情下滑。对于通用汽
车，这是学习如何生产小型汽车才能盈利和研究丰田生产系统（TPS）的绝佳机会。
丰田生产系统使得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能够持续以低廉的成本交付高质量的产品，这给
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极大压力①。
关于这个合资厂的所在地，通用汽车选择了他们已经关闭的弗里蒙特装配工厂。无论
是所生产汽车的质量，还是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弗里蒙特工厂都是通用汽车中最差
的一个。在该工厂 1982 年关闭的时候，劳工关系已几近彻底崩溃，工人们一边工作
一边酗酒和赌博。难以置信的是，丰田同意了联合汽车工人协会调解人布鲁斯·李的
要求，重新雇用了原弗里蒙特工厂的工会领袖去领导 NUMMI 的工人。这些工人被送
到日本的丰田城学习丰田生产系统。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NUMMI 就生产出了质
量近乎完美的汽车——部分质量甚至达到了全美最高水准，就和那些从日本本土进口
的车一样——而且成本要比以前弗里蒙特工厂时期低很多。李曾经断言“把工厂搞砸
的是系统，不是人”
，他说对了。
介绍丰田生产系统的文字已经有很多，不过当你倾听那些从弗里蒙特装配工厂开始一
直坚持到 NUMMI 结束的工人们谈话时，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主题就是团队协作。这也
——————————
① NUMMI 工厂的故事在《美国生活》中有详细的讲述，第 403 集：http://www.thisamericanlife.org/radioarchives/episode/403/。所有的内容都直接引用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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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些老生常谈了，但对很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员工来说，这是一次不
可思议的震撼体验。丰田生产系统以“质量内建于产品”作为最高优先级，因此，一
旦发现问题就必须尽快解决，而且必须对系统进行改进，努力确保同样的问题不会再
次发生。这需要工人与管理者合作才有可能完成。当工人发现一个问题，他可以拉动
绳索（著名的“安灯拉绳”）叫来管理者。管理者随即会过来协助解决问题。如果问
题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工人可以停掉生产线，直到问题被解决。之后，团
队会进行实验并采取改进措施，防止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理念——比如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工人，工人应该有权力停止生产线，所有
人都应该参与决定如何改进系统——对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员工来说都是革命性的。约
翰·舒克是第一个在丰田城工作的美国人，负责培训 NUMMI 的工人。他回忆说：
“那
些工人们学习着新的工作方式，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体验，体会到了一种真
正能够让人们在一起彼此协作的工作方式——作为一个团队。
”
丰田生产系统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欧美管理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基于科学
管理创始人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所提出的原则。根据泰勒的理论，管理
者的职责就是对工作进行分析，并将其分解为更小的较独立的任务。这些任务由专门
的工人来执行，而工人们不需要理解任何东西，只需要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分配给他们
的具体任务。泰勒主义在根本上是将组织视为机器，需要将其分解为零部件来分析和
理解。
相反，丰田生产系统的核心是创造一种高度信任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所有人都
以按需打造高质量产品为共同目标，而工人和管理者能够跨职能协作，持续对系统进
行改进——有时甚至是彻底重新设计。在所有层级上保持目标一致和自治，进而产生
一种专注于持续改善（kaizen）的高度信任文化，这些来自丰田生产系统的理念是产
生一个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条件的大型组织所必不可少的。
丰田生产系统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它对工人产生的影响。泰勒主义将工人变成
了机器的附属品，每天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快地执行预先设计好的动作。而丰田生产系
统则要求工人通过持续改善来不断掌控自己的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追求更高的目
标——永远追求更高的质量、更高的价值和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服务——并给予他们一
定程度的自主性，允许他们对一些改进想法进行实验，并实施那些经验证可行的。
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需要创造力和反复试错的任务，期望的成效无法通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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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遵循一套规则来实现，这时内在激励会产生最好的成效①。事实上，在非例行性
的工作中，像奖金和在绩效评估中给员工评级这类外部激励手段反倒会降低绩效②。
里克·马德里曾经在弗里蒙特工厂工作，后来也供职于 NUMMI。提到丰田生产系统，
他说：“它让我的生活告别了沮丧和烦闷，就像我儿子说的，它改变了我的态度。它
让一切都变好了。”让员工为工作感到自豪，而不是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激励员工，
这是高绩效企业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③。
丰田生产系统的核心原则看似浅显直白，应用起来却非常困难。通用汽车曾经尝试将
它在 NUMMI 已取得的成绩复制到其他工厂，但完全失败了。改变组织层级结构是他
们当时面临的最大障碍。丰田生产系统消除了“资历”的概念，即过去汽车工人联合
会的员工都是根据服务的年限来分配工作，最好的工作总是留给服务年限最长的人。
在丰田生产系统中，每个人都要学习团队中所需的所有技能，并且岗位需要轮换。同
时系统还消除了管理者的可见身份标识和特权。在 NUMMI 工厂里，没有人打领
带——不仅仅是合同工——就是为了强调每个人都是团队一部分这个事实。管理者也
没有了像其他通用汽车工厂里的那些特权，比如独立的餐厅和停车位。
最后，改进质量的努力触碰到了组织的边界。在丰田生产系统中，供应商、工程师和
工人彼此协作，持续提高各个零部件的质量，并确保工人能够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工
具。这个模式在 NUMMI 得以运作，是因为工程师都是内部人员，零部件来自与丰田
有紧密协作关系的日本供应商。而美国的供应链则不太一样。如果提供给通用汽车组
装厂的零部件质量不合格或不匹配，根本就没什么机制来解决这种问题。
通用汽车的范奈司工厂面临很多与弗里蒙特工厂相同的问题。厄尼·谢弗是该工厂的
负责人，他讲述了范奈司与 NUMMI 的不同：“你会看到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不过有
一点你看不到的是支撑 NUMMI 工厂的整个系统。我认为，当时没有人理解这个系统
的真正本质。通用汽车是那种‘各管一摊’的组织。各部门的职能划分得非常清晰，
你只管设计汽车，之后丢给工厂里的家伙就行了。”这是泰勒管理方式遗留下的问题。
而丰田生产系统存在于围绕其思想体系所设计的，由组织文化、供应链关系、财务管
——————————
① 行为科学家经常将工作分为两种类型：例行任务，能够通过遵循一个规则来实现唯一正确的结果，
称为“演算性工作”
；那些需要创造性和试错过程的工作称为“启发性工作”
。
② 几十年的研究已经一再证明了这样的结果。丹·平克对此有很精彩的总结，见参考书目[pink]。
③ 在 W. 爱德华兹·戴明所提出的“管理转型 14 条法则”中，有一条是“消除障碍，让从事管理和技
术工作的人员为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这意味着，其中包括，要废除年度绩效评级，废除目标管理”，
见参考书目[deming]，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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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构成的生态系统中，而且只有如此，它才能成功。
通用汽车尝试过在范奈司工厂应用丰田生产系统，但却失败了。尽管面临倒闭的危险（最
终还是没有躲掉）
，工人和管理者们在面对需要转变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方式时仍然有抵
触。拉里·施皮格尔是 NUMMI 的老员工，曾经到范奈司协助实施丰田生产系统。他回
忆说，那里的人根本不相信工厂会真的倒闭，
“很多人坚信他们根本不需要进行改变”
。
缺乏危机感是通用汽车在采用丰田生产系统时遇到的阻力——而且这可能是大多数
组织变革的最大障碍①。通用汽车美国分公司用了 15 年才决定要高度重视丰田生产系
统的实施，然后又花了 10 年去付诸实践。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本应赢得的所有竞争
优势都已经消失。2009 年，通用汽车破产，并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同时也退出
了 NUMMI。丰田随后于 2010 年关闭了 NUMMI 工厂。
NUMMI 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说明本书的主要关注点——如何成长为精
益企业，比如丰田——也能够说明我们会遇到的常见阻力。丰田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
一直都非常开放，允许公众参观工厂，甚至连竞争对手都可以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
在于它清楚地知道，丰田生产系统得以运作和那些具体的实践关系不大，文化才是关
键。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了那些随着丰田生产系统流行起来的实践和工具，比如“安
灯拉绳”。通用汽车的一位副总裁甚至命令他的一位经理把 NUMMI 工厂的每一个角
落都拍下来，打算直接精确地复制。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建起了一座带有“安灯拉
绳”的工厂，但却没有人去拉，因为对这里管理者的激励因素是下线汽车（无论质量
如何）的速度，遵循的是外部激励原则。

1.1

精益企业首先是由人构成的系统

随着社会和技术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由丰田开创的精益方法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因为事实证明，要想在具有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下通过拥抱变化来获得繁荣发展，它就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弄清精益企业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人”
的系统。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到精益和敏捷团队所采用的特定实践和工具上，比如看
板、站立会议、结对编程等等。然而，人们在采纳这些方法时往往都将其作为某种仪
式或“最佳实践”，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本质——它们只是在特定情境内为了追求特
定目标而采取的有效对策。
——————————
① 约翰·科特是 Leading Change 一书的作者，他说，
“大多数员工，约 75%的管理者，以及几乎所有
的高层管理人员，都需要认识到，重大变革是绝对必要的”
，见参考书目[kotter]，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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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持续改善文化的组织里，这些对策很自然就会在团队里出现，并且在失去价值
后被舍弃。创建一个精益企业的关键在于，要让那些实际开展工作的员工能够按照与
更广泛组织的战略方向一致的方式来解决客户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员工能
够自己做出局部性的决策，并且这个决策在组织战略层面上是合理的——无疑，这高
度依赖于信息的流动，包括反馈环。
社会学家罗恩·韦斯特鲁姆主要针对航空和医疗领域里的事故和人为错误，对信息流
进行了大量研究。韦斯特鲁姆意识到，在这些领域里的安全性是可以根据组织文化预
测出来的。他提出了“安全文化的延续性”，包括三种类型①。
病态型（Pathological）组织的特征是存在大量的恐惧和威胁。人们通常出于
政治因素而隐藏或者压制信息，甚至为了让自己表面上更好看而扭曲事实。
官僚型（Bureaucratic）组织，各部门自保。每个部门都想维护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坚持自己的规则，通常会依照章程按部就班地行事——当然是他
们自己的章程。
生机型（Generative）组织专注于自身的使命。我们如何实现目标？任何因
素都要让位于高绩效，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上述三种文化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据韦斯特鲁姆观察：“能提供顺畅信息流的组织
氛围，更有可能支持和鼓励那些合作性的以及更需使命感的行为，比如解决难题、创
新变革、跨部门协作等。当出现错误时，病态型组织会倾向于找替罪羊，官僚型组织
会寻求‘公正’的责任评判，而生机型组织则会尝试发现系统中的根本问题。
”表 1-1
列出了不同类型文化的特征。
表 1-1 组织如何处理信息
病态型（权力导向）

官僚型（规则导向）

生机型（绩效导向）

缺少合作

中等合作

高度合作

信使被消灭

信使不被重视

信使受到关注和训练

逃避责任

各扫门前雪

风险共担

阻拦联结

容忍联结

鼓励联结

失败产生“替罪羊”

失败要求责任评判

失败产生根因调查

压制新鲜事物

认为新鲜事物带来问题麻烦

采纳新鲜事物

——————————
① 见参考书目[westru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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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韦斯特鲁姆的分类方法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任何在病态型（或甚至
官僚型）组织中工作的人都很容易对其产生共鸣。不过，该方法蕴含的意义并没有仅
仅停留在学术层面。
为了揭示是哪些因素成就了高绩效组织，2013 年，PuppetLabs、IT Revolution Press 和
ThoughtWorks 对全世界 9200 位技术领域专家进行了问卷调查。受访者来自金融、电
信、零售、政府、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各个行业。基于对收到的反馈的分析，最终发
布了《2014 年 DevOps 行业报告》①。该报告得出的最显著的结论是：卓越的 IT 绩效
已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分析显示，拥有高效 IT 组织的公司，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利
润、市场份额和生产率目标的机会是其他公司的两倍②。
调查还考察了影响组织绩效的文化因素。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工作的
满意度。这一结果是基于人们对下面这些陈述的认同程度获得的（这不禁让人想起
NUMMI 的工人在刚接触丰田生产系统时的反应）：
 我会向其他人推荐这里是个工作的好地方
 我能获得工具和资源以很好地完成我的工作
 我满意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能很好地发挥我的技术和能力

工作满意度是组织绩效最重要的预测指标，这也印证了内在激励的重要性。进行这项
问卷调查的团队想要知道韦斯特鲁姆的模型是否能有效预测组织绩效③。因此，这项
问卷要求人们沿着表 1-1 中展示的韦斯特鲁姆模型的每一个轴线来评估他们团队的文
化，并要求他们对“在我的团队中，失败产生根因调查”这类表述的认同程度进行打
分④。该调查通过这种方法对文化进行度量。
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团队文化不仅与组织绩效有很强的关联，它还是工作满
意度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结果非常清楚：一个高度信任的生机型文化不仅对创造一个
安全的工作环境非常重要，更是打造高绩效组织的基础。

——————————
① 见参考书目[forsgren]。
② 这项问卷让受访者对自己组织在实现盈利、市场份额和生产率等目标上的相对绩效进行打分，以此
来衡量组织绩效。这采用的是一种在以往的研究中已多次验证的标准量表法。参考资料[widener]。
③ 在此披露一下：Jez 是《2014 年 DevOps 行业报告》背后团队的成员之一。
④ 这种量化衡量态度的方法称为“李克特量表”。

1.2 使命式指挥：替代命令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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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式指挥：替代命令与控制

高度信任的组织文化经常和一种被普遍称为“命令与控制”的文化做对比：后者的理
念来自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应该制定计划，基层员工负责执行——通常
军队的运作被认为是贯彻这一理念的典范。然而现实是，自从 1806 年普鲁士军队，
一个典型计划驱动的组织，被拿破仑那支去中心化和高度机动灵活的部队彻底击溃
后，这种“命令与控制”的模式在军事领域就已经不再流行了。拿破仑利用一种称为
“机动作战”的作战形式打败了规模更大、更训练有素的敌军。机动作战的目标是通
过震慑和突击来瓦解敌人团结有序的整体行动能力，从而将实际战斗最小化。机动作
战的关键因素在于能够比你的敌人更快地获取信息、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这些正
是创业公司得以颠覆大企业的法宝①。
被拿破仑击溃后，有三个人在重建普鲁士军队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卡尔·
冯·克劳塞维茨、戴维·沙恩霍斯特和赫尔姆特·冯·毛奇。他们的贡献意义深远，
不仅改变了古老的军事管理信条，而且对后来人们如何领导和管理大型组织也产生了
重要影响。尤其是这些思想还被应用到了“任务导向指挥系统”（Auftragstaktik），或
者叫“使命式指挥”
（Mission Command）的理念中，我们接下来就会探讨。使命式指
挥使得机动作战得以应用到大规模部队——对于理解大型企业如何能与创业公司竞
争这是关键。
在对拿破仑之战惨败之后，沙恩霍斯特将军成为新设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最高长官。
他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对战败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开始对普鲁士军队实施改革。
沙恩霍斯特注意到拿破仑的指挥官有权力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做出决断，不用等着上面
的层层批准，这使得部队可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况。
沙恩霍斯特希望系统性地培养出类似的能力。他意识到这需要训练一些能够独立思
考、有悟性的参谋骨干。这些人需要认同相似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在激烈的战斗中果
断自主地采取行动。于是培养参谋士官的军事学校应运而生。招生标准定为择优录取，
不论社会背景，这在普鲁士军队的历史上也属首次。
1857 年，冯·毛奇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他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那句名言，
“遇到敌人，一切计划都将被打破”。在沙恩霍斯特所创的军事文化基础上，冯·毛奇
——————————
① 正如我们在第 3 章讨论的，这一概念在约翰·伯伊德的 OODA 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中有系
统性阐述，而这一理论又进一步启发了埃里克·莱斯的“构建度量学习”循环过程。

10

第1章

导论

又有了关键性的革新。他把军事策略看作是一系列备选方案，指挥官要在战斗之前对
这些方案进行大量甄别研究。1869 年，他提出了一份题为“大型作战单位指挥官指南”
的纲领，其中详细陈述了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领导大型组织。
在这份文献中，冯·毛奇指出：“在战争中，环境瞬息万变，确实很难保证一套指令
能在长时间内考虑到诸多细节，并在战争中完全执行。
”因此他建议：
“只下达极其必
要的命令，所作的计划不要超出你所能预见到的情况。”同时他给出了如下的意见：
“命
令的级别越高，就应该越简短通用。下一级则需补充认为必要的进一步说明，而执行
的细节则交给口头指示或一句简短的指令。这样就确保了每个人都拥有行动自由，可
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决断……要遵守的规则是，一条命令应该包含且只包含其下级要
达成某个特定目的时无法自己作出判断的内容。
”
至关重要的是，命令总含有一段说明其意图的文字，以传达该命令的目的。这样，在
碰到突现的机会或遭遇阻碍无法严格执行原有命令时，下级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判断。
冯·毛奇指出：“战场上千变万化，很多情况下指挥官都必须靠自己的判断行动。身
为指挥官，决不能荒唐到死等有时不可能到达的命令。不过，作为一条准则，指挥官
只有遵循上级的意志行动，才能在整个战场中有效发挥他的作用。”
这些理念构成了“任务导向指挥系统”，或“使命式指挥”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
加上培养一支经专业训练懂得如何实际运用这些原则的指挥官骨干队伍，已经被很多
精锐部队采纳，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北约部队（最近）。
史蒂芬·邦吉在其讲述商业战略的专著 The Art of Action 中（上文引用的“大型作战单
位指挥官指南”即摘录于这本书）更加详细地讲述了“任务导向指挥系统”理念在普
鲁士军队中的发展历史①。在沙恩霍斯特、冯·毛奇以及另一位普鲁士将军冯·克劳
塞维茨的成果基础上，邦吉发展出了一套为大型组织指导战略决策的理论。年仅 26
岁的冯·克劳塞维茨就已经参加了与拿破仑的两场决定性战役，耶拿战役和奥尔施塔
特会战。之后他服务于沙恩霍斯特的改革委员会，并给世人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巨著
《战争论》。他在这部著作中引入了一个概念“战争迷雾”，即在一个大型和快速变化
环境中行动时将面对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对整个系统的认知必定是不完整的。他还引
入了另外一个概念——摩擦，即造成现实情况无法按理想方式发生。摩擦表现为不完
整的信息、意料之外的副作用、人为因素（比如人为犯错或误解），以及一系列意外
——————————
① 见参考书目[bun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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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累积效应。
摩擦与复杂适应系统
冯·克劳霍维茨提出的“摩擦”概念是一个绝佳的隐喻，利于我们理解复杂适应
系统的行为，比如一家企业（或任何由人构成的组织）
。复杂适应系统的典型特征
是，其整体上的行为是无法通过泰勒的还原论方法——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
级运动形式，通过对构成系统的各个组件进行分析来了解整体——来理解的。相
反，复杂适应系统的很多特征及行为模式都是在系统内多个层级之间的事件与组
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对于开放系统（比如企业），我们还必
须要考虑它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包括消费者和竞争者可能出现的行为，以及
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与技术变革①。归根结底，摩擦源于人——事实上，所有组织都
是由具有独立意志和掌握有限信息的人构成的。因此，摩擦无法克服。
邦吉认为摩擦会导致三种差距。第一，认知差距，产生于我们参与计划或行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的信息一定是不完美的，而我们需要进行假设和对不完美信息进行
解读。第二，一致性差距，当人们无法按照计划行事就会产生，可能是由于相互冲突
的优先级、误解，或是有人忘记或忽略了计划中的一些要素。第三，影响差距，由于
环境发生的一些不可预知的变化而产生，可能是由其他环境参与者导致，或是意外的
副作用产生了与我们预期不符的效果。这些差距显示在了图 1-1 中。

图 1-1

复杂适应系统中产生的差距，取自史蒂芬·邦吉的著作 The Art of
Action: How Leaders Close the Gaps Between Plans, Actions, and Results
（经布莱利出版公司许可再版）

——————————
① 如果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系统感兴趣，并希望深入了解，建议研究戴夫·斯诺登的 Cynefin 框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7oz366X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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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吉接下来阐述了三种弥合差距的方法：企业通常采用的科学管理补救方法，“任务
导向指挥系统”学说里提出的替代方法，以及他自己对如何将“使命式指挥”应用到
企业的解读，他将其命名为“有导向的机会主义”，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三种差距以及如何管理
影响差距

认知差距

一致性差距

它是什么？

预期的行动成效和实际
成效之间的差异

希望掌握的信息和实际
掌握的信息之间的差异

希望他人所做的事和他人
实际做的事之间的差异

科学管理补救措施

更细致的掌控

更详细的信息

更全面的指令

“任务导向指挥系
统”补救措施
“有导向的机会主
义”补救措施

“在职权范围内，每人都 “只下达必要的命令，作 “为达成目的，向每个作战
单位传达必要的上级意
有做决定和行动的自由” 出的计划不要超出你所
能预见的情况”
图”
让个体在意图一致的前
提下自由调整行动

将方向限定在定义和传
达意图

允许每一级定义如何实现
上一级的意图，并“反向
简报”

①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工作时，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白摩擦无处不在，科学管理
的补救措施并不奏效，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制定更详细的计划只会拖延反馈的速
度，让我们无法及时获知哪些假设不成立。复杂的规则和管控会牵连无辜的人，却让
真正有问题的人轻易逃脱，这样就会打击员工士气，破坏创新，毁掉创业精神。在官
僚型或病态型组织中很难收集到有效的情报信息，因为人们总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
而隐藏或歪曲信息。那些摆脱不了科学管理魔掌的组织无疑会沦为被颠覆的目标，消
灭它们的将是那些懂得如何大规模快速前进的组织。

1.3

遵循使命原则，在大范围内形成一致目标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领导者和管理者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鉴于组织中的成员永远无
法获得充足的信息和上下文来了解他们的决定可能带来的全部后果，并且各种状况经
常会打破原有计划，那么如何才能让组织成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对组织最有利的
方式行动？
在 The Principle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Flow ②一书中，唐纳德·赖纳森基于使命式指
——————————
①“反向简报”指信息的接受者（下级接收上级的意图）反过来给信息的发出者陈述自己的理解，从
而减少信息传递时的失真。——译者注
② 见参考书目[reiner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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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理论，提出了“使命原则”，要求我们“详细指定最终状态、目的，并将制约因素
尽量最小化”。根据使命原则，建立目标一致性并不是通过制定如何实现目标的详细
计划，而是通过说明使命的意图，并传达我们之所以肩负这一使命的原因。
使命原则的关键在于建立一致性和实现自主性。这需要设定明确的高阶目标状态，并
附上各方认可的时间表——条件的不确定性越高，该时间表就越宽泛——然后具体如
何达成目标状态的细节就由各团队自行决定。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组织的不同层级，每
一层级缩小一些范围，同时提供更多的上下文细节。这本书里，在很多场景中都运用
了使命原则，比如下面这三种。
预算与财务管理
传统的预算流程要求对来年所有的开支进行计划，并根据详细的预测和商业计划
将预算锁定下来。与此不同，我们可以从人、组织、运营、市场和财务等多个角
度来设置高阶目标，并且定期对其进行评审。这种做法可以应用于各个层级，按
需动态分配资源，定期回顾评审各项指标。
项目群管理
我们不会再提前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将其分解成细小的任务并分派给各个团
队。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只会在项目群层面为每次迭代指定可衡量的目标。然后
由团队自己确定如何实现那些目标，包括与其他团队协作，以及对工作进行持续
集成和测试，从而确保满足项目群级的目标。
过程改进
致力于持续改善过程是丰田生产系统的关键元素，是转变一个组织的强大工具。
在第 6 章里，我们会提出“改善形”，通过迭代的方式，指定过程的目标状态，
然后给实际参与过程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实验，找到正确的途径实
现下个迭代的改进目标。
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基于使命的过程必须取代“命令与控制”过程，两者不能共
存。这要求员工在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而且要学习新的技能。同时也需要组织在
文化上做出改变，这将在第 11 章讨论。在谈论如何将使命式指挥应用到商业中时，
史蒂芬·邦吉对能够促成使命式指挥的文化进行了反思——绝非巧合，这种文化，
和表 1-1 中韦斯特鲁姆阐述的生机型组织具有相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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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核心是一种影响到招聘、培训、计划和管控流程，以及组织文化和价
值观的整体性方法。使命式指挥所信奉的“领导力”观念必须坚定地把“人”
放在核心位置。其主要依赖的因素从来不会出现在组织的财务报表上：人们
是否愿意承担责任，上级领导是否愿意支持下属的决定，对善意的错误的容
忍程度。这种文化建立在一种可预测的和支持性的内部环境之上，目的在于
应对不可预测的和不利的外部环境。它的本质是通过一个构建在信任基础上
的网络，跨越组织各个层级把人们绑定到一起，同甘共苦。要实现并维持这
样的文化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①。

1.4

人就是你的竞争优势

弗里蒙特装配厂的故事并没有和 NUMMI 一起结束。事实上，NUMMI 这个地方见证
了美国汽车制造业两种生产方式的变迁。2010 年，NUMMI 工厂被特斯拉汽车公司收
购，成为了特斯拉工厂。特斯拉采用持续性的方法使自己的创新速度比丰田更快，为
了支持更加频繁的更新而摒弃了多年的“型号”概念，并且在大多数时候都允许老款
车的所有者通过下载新固件来获得新的特性。特斯拉同时也倡导信息透明，宣称不会
对技术进行专利保护。这种做法让人不由地想起丰田早期的一个故事，当时的丰田还
在生产自动织布机。有一次，一款织布机的设计图被盗了，丰田喜一郎听闻后据说是
这样评述的：
窃贼的确可能依照设计图纸造出一台织布机。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改变和完善
我们的产品。因此，窃贼在按照偷来的设计图纸造出织布机的那一刻，就已
经落后于我们了。而且，由于他们没有从初期生产的失败中获得的经验技能，
所以在改进织布机的时候要浪费的时间比我们多得多。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了，就没必要担心。我们只要一如既往地继续改进产品就行了②。
一个企业的长期价值不在于产品或者知识产权的价值，而在于它能够通过创新持续提
升为客户带来的价值并同时开拓新客户的能力。
本书的一个关键前提是，软件所能提供的灵活性，如果利用得当，可以加快企业的创
新周期，特斯拉等很多企业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软件使你能够寻求新的机会，
——————————
① 见参考书目[bungay]，第 88 页。
② 见参考书目[rother-2010]，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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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地对已验证的机会进行拓展，从而为你的企业带来竞争优
势。好消息是这种能力并非只是科技巨头的专利，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拥有。根据《2014
年 DevOps 行业报告》的数据显示，在超过一万名员工的企业中，有 20%属于高绩效
组织——这个比例虽然比较小规模的公司低一些，但依然相当可观。
很多在企业里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们的企业和谷歌、亚马逊或 Netflix 这些被树立为有
效运用技术的典范的科技巨头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差异。我们常听到“那一套在我们
这里行不通”。这也许没错，但是人们在识别妨碍他们改进的障碍物时经常会找错地
方。怀疑论者经常把规模、法规、可感知的复杂性、遗留技术，或者其所经营的业务
领域内其他的一些特征视为改进的障碍。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上述所有这些障碍
其实是我们的挑战，而组织改进最严重的阻碍是来自于组织文化、领导力和组织战略。
很多组织都渴望走一些捷径来获得更高的绩效，比如开设创新实验室，收购创业公司，
采纳新的方法论，或进行重组。但这些努力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若想获得成
功，就必须在整个组织里，包括供应商，培养一种生机型的文化和组织战略。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组织就不必再寻求以上各种捷径了。
本书的第 2 章会描述一些原则，通过平衡产品投资组合使得组织能够取得长期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区分了产品开发生命周期中两种相对独立的活动：探索新的想法，
收集数据并除去那些无法快速被用户接受的想法；以及对那些已被市场验证过的想法
进行拓展。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如何经营探索领域，然后第三部分讨论拓展领域。最
后，第四部分将主要探讨如何在文化、财务管理、企业治理、风险与合规管理等方面
对组织进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