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 1 章

创业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机遇挑战

创业研究从何而来？你有必要了解，因为这一问题可能关乎创业研究的学科历史和特
征。创业研究源于经济学，早在 200 多年前，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少数学者在其经济
理论中关注到了创业者诱发并促进经济动态性的重要功能，形成了创业者是套利者和风险
承担者等基础理论，尽管相关理论在后续有所发展，但基本上处于经济学的理论边缘，进
展缓慢。直到 20 世纪初，以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和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等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进一步系统论证并发展了创业活动
为何能存在及其存在何种经济社会价值的理论体系。他们反对将创业者视为套利者的学术观
点，认为创业者是善于利用非均衡或打破均衡的创新者，是努力创新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少数，倡导将心理学理论与基于经济学的创业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创业者。
20 世纪 60 年代，创业研究开始被心理学纳入研究视野，不少学者融合经济学的判断与
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创业者因何以及如何不同于一般人，这一研究持续盛行了二十多年，后
来被概括为探索“谁是创业者”的创业特质论。20 世纪 70 ～ 80 年代，信息技术率先在欧
美等发达国家应用与普及，推动欧美等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创业实践更加
活跃，来自经济系统的客观数据生动地展现了创业活动诱发积极经济功能的现实证据，作为
研究商业组织和活动科学规律的应用学科，管理学在这一期间开始对创业活动产生了研究兴
趣，如今创业研究的顶级学术期刊大都是在这一期间创办的。
管理学关注创业，自然会关注如何管理创业。这与创业特质论生而不同：创业因创业
者而存在，创业者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关键少数，创业不需要管理甚至不能被管理。管理学
领域的创业研究在批判创业特质论的过程中悄然兴起，基于创业需要创办新组织这一事实，
创业研究在一开始就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和战略理论紧密关联，前者强调新组织从何而
来，后者强调新组织与在位企业的情境、行为和结果差异，两者融合互促引领了管理学领
域创业研究的第一股潮流：致力于回答“创业者如何行动”的创业过程学派。这一学派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兴起之后已经主导了三十多年，除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
科理论也被引入创业研究，基于社会学同时融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全球创业观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和“创业动态跟踪调查”（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PSED）两个全球性调查研究项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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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发起并实施，有说服力的客观证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两个调查研
究项目是比理论发现和创新更有价值的学术创造。
不懈追问是科学研究进步的重要方法。21 世纪初，基于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的丰富性，
心理与行为科学学者又有了新的追问：为什么在相似情境下创业者的行为会不同？特别是在
创业成败之间，既然行为重要，行为基础自然更值得挖掘。基于这一朴素的追问，创业认知
学派在过去二十多年掀起一股新的研究热潮，致力于回答“创业者如何思考”。读到这里，
请你不妨想想，虽然创业研究发端于经济学，随后过渡到心理学和社会学，但创业研究在过
去没有、在今天也未能成为这些学科的主流领域，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入管理学后，它
以极快的速度融入管理学并被接纳为管理学的主流领域，这是为什么？
当下乃至未来面向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经济社会转型，创业研究正在回应新情境和新问
题中谋求新的突破转型（见图 1-1）。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不断强化创业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同时也在赋予创业实践更强的影响力，创业研究在未来大有可为。创业研究曾像失散的
孩子找寻家庭的归属，兜兜转转，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与管理学邂逅而繁荣壮大，大胆地判
断，坚守“如何管理创业”的基本任务。创业研究正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
的融合中突破转型，未来必然会在管理学中占据更重要的学科位置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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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转折与未来新挑战

国内的创业研究发展脉络基本与国际同步，融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产生了鲜明特
色。改革开放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解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关注到
了创业和中小企业问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少数管理学家开始关注创业活动中的管理问
题；21 世纪初，以学术会议形式积极推动创业研究，比如 2003 年 9 月南开大学主办的“首
届创业学暨企业家精神教育研讨会”，随后国内创业研究迅速掀起热潮，创业研究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工商管理学科增设“创业与中小企
业”（后更名为创业管理）二级学科代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和推动下，国内创业研
究在研究方向、研究问题和研究水平方面不断缩小与国际研究之间的差距，期待国内创业研
究面向国际研究做出更好的学术贡献，我们更相信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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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从创业特质论向关注创业行为过程转型○
一

◎ 杨

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是创业研究的关键转折时期，创业研究从关注创业者特质转向关注创业过
程，极大地拓宽了创业领域的研究视野，从根本上扭转了行为科学学者主导创业研究的局面，
吸引了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大量学者对创业现象的关注。他们开
始带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工具，广泛触及了创业现象的大多数主题，研究文献迅猛增长。
创业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迅速成长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领
域，在国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非常浓厚的研究氛围，聚合了大量累积性碎片，为创业
学科的独立探索和学科整合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创业就是创办新组织，这是创业过程研究依托的基本判断，因此解释新企业从何而来就
是创业过程研究的基本使命。这一问题不仅在实践中重要，而且在理论上仍具有非常突出的
价值。自 1937 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企业为何存在？”的问题以来，交易成
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各自视角充分阐述了企业性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并衍生到对企业
边界、范围及竞争优势来源的探讨。但是，这些理论均以企业为分析单位，将企业的存在与
边界合理性简单归结为成本经济性，并未对“企业从何而来”这一本源性问题给予解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少数创业学者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研究新组织从何而来是创业研
究谋求学术领域的独特性并挑战传统管理理论的基础。其理由在于，大多数组织理论往往建
立在组织已存在的假设基础上，因此这些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组织形成之前的现象。而创业
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谋求组织创建的特殊活动，创业过程本质上就是组织生成过程，创业研究
的任务就在于从行为层面探寻组织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本质规律（Gartner，et al.，1992）。
但是，作为鲜为人知的现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识别组织生成过程的规律就成为亟
待解决的首要难题。为此，学者们一方面试图构建组织生成过程的理论模型，《创业理论与实
践》于 1992 年秋季和 1993 年春季连续出版了两期有关创业行为与过程理论模型构建的专辑。
在对两期专辑中的 14 篇文章进行总结时，威廉姆·加特纳（William Gartner）教授这样写道：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青年项目“风险投资
与创业企业的互动过程及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72002196）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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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成果挑战了将新企业创建视为离散事件的片面认识，强化了新企业创建是由若干可
识别因素和行动组成的过程并有规律可循的主张”（Gartner，Gatewood，1992）。另一方面，
学者们界定了一些有助于刻画组织生成过程的关键概念：已打算创业并开始展开积极行动的
个体被称为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从感知机会到成功创办新企业的过程
被称为孕育过程或创建过程；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在孕育过程或创建过程中所实施的活动被
称为孕育活动；相应地，处于创建过程中的组织形态被称为形成中组织，这为后续理论和实
证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
借助于上述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探讨，组织生成过程研究引起大量创业学者的关
注，迅速成长为创业领域内最具有潜力的新兴主题。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等西方
国家联合发起并实施了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为组织生成过程研究积累了宝贵的一手数据
材料，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对组织生成过程的认识彻底从将其视为随机事件转变为认为这是
有内在规律并需要管理的系统活动过程的观点。与之相呼应，研究也逐渐努力从单纯刻画创
业者在组织生成过程中的行为顺序规律转变为从创业者与环境互动视角探寻组织生成过程中
的关键活动及其绩效表现。
南希·卡特等学者：新企业的创建行为存在一般性模式吗
1996 年，南希·卡特（Nancy M. Carter）等学者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探索创建
行为特征》一文，这是在创业领域较早出现的有关组织生成过程中行为规律的规范性实证研
究文献，被大量后续研究引用。他们选择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教授于 1992 ～ 1993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展的面向有创业打算的个体的 683 份跟踪调查数据，以及面向美国成
人居民的 1 016 份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将其中有创业打算的个体分为已成功创建新企业、仍
在努力创业中和已放弃创业三组，结果发现：①已成功创建新企业和已放弃创业两组样本之
间在孕育活动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两者的孕育活动数量都明显多于仍在努力创业
中的样本，不过，并未发现这三组在孕育活动顺序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②对已成功创建新
企业的创业者而言，他们的行为表现更加激进，更注重开展那些有助于新企业实体化的活动，
如寻找厂房和设备、争取财务支持、注册登记新企业等；③对已放弃创业的创业者而言，他
们的行为表现并不比已成功创建新企业的创业者保守，但创业热情并没有坚持下来，他们的
创业行动逐渐减少直至停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计划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并不能迎合市场；
④对仍在努力创业中的创业者而言，他们似乎过于保守，并未采取积极的行动去验证创业想
法是否可行，与另外两组相比较，他们所从事的是储备资金、准备计划等内化创业行动，而
没有积极去开拓有助于新企业实体化的行为。
基于此，他们认为，尽管三组之间在行动数量上没有差异，但在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上却
有所不同，这说明那些有助于新企业实体化和显性化的活动可能是决定组织创建成功的关键
因素，归纳组织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活动比识别活动顺序更有价值。另外，研究发现仍在努力
创业中的群体往往停留在计划准备阶段，进一步探寻在组织生成过程中创业者是否以及如何
做行动计划、如何判断创业前景等有助于揭开组织生成过程之谜。
卡特等学者的研究贡献和独到之处在于：第一，他们的研究在调研设计上突破了前人的
思路，率先以跟踪调查设计来获取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行为特征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揭开
了组织生成过程之谜，凸显了跟踪调查对于组织生成过程研究的重要价值，并在创业社区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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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赢得学者们的认同；第二，尽管他们的研究结果颇具挑衅意味，发现与已放弃创业的个体
相比较，已成功创建新企业的创业者在从事的行为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却给后续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即组织生成过程并非简单的随机事件，而是一个由一系列行为所
组成的系统性过程，从行为层面剖析组织生成过程，在理论层面识别什么是驱动组织成功创
建的关键因素与关键活动非常有价值。
尽管从行为层面挖掘组织生成过程迅速得到了创业学者的认可，但是，后续研究却因此
而陷入了片面归纳组织生成过程中行为顺序的怪圈。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力图从行为层面更
细致地刻画创业过程，从多彩的创业实践中归纳出最理想的行为过程模式。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些研究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即组织生成是线性过程与非线性过程交织的复杂活动过程，
根本难以描述和归纳出一般的行为模式。一方面，创业者所实施活动的线性叠加能提高成功
创建新企业的可能性，表现为新企业生成过程的线性特征；另一方面，非线性特征夹杂于新
企业生成过程之中，很难识别出生成过程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事实上，创业是创业者与环境互动的行为过程，特定行为过程的成功潜力取决于其与创
业者、机会以及创业活动所处的环境特征之间的匹配程度。简单归纳创业过程中的创业者行
为规律的研究思路忽视了创业活动的高度情境依赖特征，并未触及创业现象的本质。21 世纪
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从创业者与环境互动的立场出发，深入挖掘创业者、环境与行
为之间的复杂联系，识别组织生成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与关键活动。随之而来的是，相关研究
也逐渐从注重描述组织生成过程深化为从特定理论视角出发去阐释组织生成过程中环境、要
素与活动之间的作用机理。
弗雷德里克·德尔玛和斯科特·谢恩：哪些创业行为更加关键
弗雷德里克·德尔玛（Frédéric Delmar）和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于 2004 年在《创
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合法化优先：创建活动与新企业存活率》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制
度压力、创建活动与新企业创建成功之间的作用关系。他们的研究工作启发了一种新的研究
思路，即组织生成过程必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关键活动与关键要素，但这些关键活动可能会因
创业者、环境、机会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组织生成研究的重点应立足于挖掘在特定环
境下创业者优先开展哪些活动更有助于提升新企业创建的成功可能性。
他们将制度理论作为构建假设的理论依据，认为注册新企业、撰写商业计划是有助于创
业者为新企业赢得合法性，从而推动其他创建活动开展的两项关键活动，通过对瑞典 223 位
新生创业者的跟踪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①创业者优先注册新企业能显著降低新
企业解散的可能性，同时，完成商业计划的创业者也更容易成功地创建新企业；②注册新企
业与完成商业计划能给创业带来合法性，从而推动产品开发、首笔销售、获取投入、与客户
交流等其他创建活动的开展。
基于此，他们认为，组织生成过程难以存在一般性的行为顺序模式，但可能存在着一些
具有较强优先性的活动。在组织生成过程中，不同活动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因果关系，一些活
动仅影响着组织创建成败，而另一些活动则影响着新企业成立之后的绩效，并且，实施某项
活动的能力与绩效可能会因其他活动的完成而得到强化。在创业情境下，不确定性与新颖性
使得创业者举步维艰，难以获取资源、争取客户、购买原料，因此，赢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
认同就成为创业者在组织生成过程中的行为重点，也就是说，创业者优先从事有助于提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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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眼里合法性的活动不仅能提升新企业创建成功的可能性，而且能降低
新企业在成立 30 个月内倒闭的风险。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引起创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合法性是影响组织创建成败的关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业者的自身禀赋（社会关系、地
位、人力资本）可能给创业带来一种与生俱来的合法性，而并非创业者的合法化活动导致了新
企业创建的成败，未来研究应从更微观的层面剖析要素、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②尽
管德尔玛和谢恩的研究认为撰写商业计划存在着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利用类似数据的研究
发现撰写商业计划的影响很微弱甚至没有影响。即便承认撰写商业计划是一项关键活动，但
不同创业者做商业计划的动机、形式以及投入等细微差别都可能影响其作用效果。③因变量
的界定误差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德尔玛和谢恩的研究并未细致区分仍在努力创业中的创业者
与已放弃创业的创业者的差异，而是进行了简单的合并处理。对此，卡特等学者的研究发现
已成功创建新企业的创业者与已放弃创业的创业者之间的活动特征看似相同，但与仍在努力
创业中的创业者相比存在很大差别。
尽管如此，德尔玛和谢恩的研究成果在推动组织生成过程研究朝深层次方向发展方面仍
功不可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创业学者开始注重从成熟的主流组织理论中吸取营养来剖析
组织生成现象，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复杂理论、认知理论等相继被引入组织生成研究，
从更微观层面针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展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断引发一些深层次的争论。以
撰写商业计划为例，尽管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的研究承认它是一种赢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但关于它对组织创建成败乃至新企业后续绩效表现的影响，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有的研究
认为它并不能提高新企业创建的成功率，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它不仅能提升新企业创建成功
的可能性，还能改善新企业的后续绩效表现。这些矛盾性的结论推动着学者们进行更深层次
的探讨，研究结果也日渐贴近创业本质。例如，有学者将环境动态性与竞争性同撰写商业计
划的价值相联系，发现在财务水平和竞争不确定性较高的条件下，越早准备商业计划越有利，
而在财务水平和竞争不确定性较低时，越晚准备商业计划越有利（Liao，Gartner，2006）。
斯科特·谢恩和桑卡兰·文卡塔若曼：基于创业机会的创业过程研究框架
斯科特·谢恩和桑卡兰·文卡塔若曼（Sankaran Venkataraman）于 2000 年在《管理学评
论》上发表了《作为独特领域的创业研究前景》一文，为规划创业研究的目的、边界与问题
方面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试图基于过程视角来构建创业研究框架。他们的研究工作将
创业领域带入了探索独立学科地位的新阶段。这篇文章也成为 2000 年以后创业研究工作所广
泛引用的重要文献，并且于 2012 年获得《管理学评论》杂志二十年“最佳论文奖”。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创业研究是立足于解释能在未来创造新产品或服务的机会从何
而来、由谁发现、如何被发现，以及相关评价与开发的独特研究领域。创业研究应该从分析
“什么人会成为创业者”转变为探索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创业者又是如何与创业机会相结合的，
挖掘创业机会的来源、识别、评价与开发过程规律。具体而言，他们借鉴经济学家的观点，
认为创业机会是一种可以为经济系统引入新产品、新服务、新生产原料和新生产方式，并能
以高于成本价出售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创业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关注以
下三个基本问题：①能带来新产品或服务的机会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存在？②某些人为什
么、何时、如何能看到并开发创业机会？③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采取不同的行动来开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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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收获机会价值？进一步地，他们围绕创业机会识别、评价与开发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
列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例如，社会网络、认知特征、知识和经验、信息获取渠道等因素如何
影响创业者的机会识别；机会性质、创业者特征如何影响个体在感知机会后做出机会开发决
策；在机会开发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着创业者机会开发途径与战略选择，以及创业者如何
根据特定条件来选择恰当的机会开发途径与战略；等等。
该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争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
机会并不能成为创业领域的独特问题，在战略管理领域，如何把握机会与开发机会始终是研
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创业研究难以简单借此谋求作为独立学科领域的合法性，而解释新企业
从何而来则更可能为创业研究谋求合法的独立学科领域增添砝码（Zahra，2001）。②机会定
义过于狭隘（Singh，2001）。如果将创业机会定义为“一种可以为经济系统引入新产品、新
服务、新生产原料和新生产方式，并能以高于成本价出售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在研究实践
中预先判断某个机会是不是创业机会就成为最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创业实践中，大部
分创业者并没有带来新产品、新服务、新生产原料和新生产方式，仅仅是创新性模仿或直接
复制。这样定义机会不仅无助于研究实践的开展，还会增加研究偏离创业实践的风险。
尽管如此，谢恩和文卡塔若曼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创业研究朝着学科独立性方向发展仍旧
功不可没。后续创业研究更加关注创业机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逐步贴近并丰富了他们提出
的以创业机会为中心的理论框架。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引发了对创业自
身理论框架的探索，而且在于进一步强化了对创业过程连续性的关注。他们将创业视为创业
者以创业机会识别、评价与开发为行为主线，从而实现机会价值的连续性过程，这就意味着
创业活动是从创意产生到新企业成长的连续过程，推动创业研究在理论构建与研究设计层面
更加细致地考虑到创业过程的连续性，避免孤立或静态的考察创业过程中的某个层面并不能
充分解释复杂的创业现象，从而推动了创业研究的进步。
创业过程研究对主流管理理论做出的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创业研究从关注谁是创业者转向探索创业者如何创业，在之后的二十
多年里，创业过程研究蓬勃发展、高度活跃，创业过程研究特别是有关新组织从何而来的研
究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创业研究学术版图的主导性主题。2001 年，《创业理论与实践》
刊发了“十年创业研究评价”的专刊，作为对洛（Low）和麦克米伦（MacMillan）（1988）有
关创业研究框架主张的回应，该专刊所涉及的 6 篇文章再次围绕目的、理论基础、分析层次、
关注焦点、分析方法等层面系统评价了 10 年来创业研究取得的进展，系统梳理了创业研究转
向关注创业行为与过程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夯实了创业研究成长为独特学术领域的基础。
2000 年以后，创业过程研究聚焦机会主线进一步深化，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理论驱动
研究开始出现，学者们开始注重在细致的理论或概念推导基础上提出并检验具体假设，诸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合法性、制度压力等来自成熟理论领域的关键概念开始出现在组织生
成过程研究中。从研究主题上看，有关机会识别、创建行为及其后续影响、创业过程影响因
素等的文献快速增长，成为学者们竞相关注的热点问题。与之相互呼应，学者们逐渐认识到，
创业活动是创业者与创业机会之间的结合，是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过程以及环境之间的
动态匹配过程（Newbert，2005）。这意味着在外部因素的制约作用下，创业者与创业机会的
结合驱动着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来创办新企业并实现创业机会价值，同时，外部因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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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与创业机会之间的结合关系可能就不一样，而创业者与创业机会的结合关系的异质性，
必然预示着创建活动数量与顺序安排之间的差异性。
这一判断构成了创业过程研究在理论设计方面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情境 – 要素 – 行为”
构成了创业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特别是对于我
们理性认识和理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兴创业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这一点非常重
要，面对当下乃至未来创业实践的变化，喊口号和炒概念没有出路，也不是学者应该干的事
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审视新兴创业实践。我们不妨追问自
己：新兴创业活动的情境发生了哪些难以被已有研究解释的变化，如果存在又应该如何凝练
并概括这些变化的学术内涵？新兴创业活动的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涌现了哪些新要素以及
这些新要素如何改变创业行为？新兴创业活动的行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在改变
创业本质还是基于新情境的新适应？
更为重要的是，创业过程研究针对主流管理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贡献来自学者们
对创业现象中独特行为的不断挖掘与提炼。在这里，借用布森利兹（Busenitz）等学者（2003）
有关环境、个体、机会和组织模式的创业研究框架来梳理创业过程研究对主流管理理论做出
的理论贡献。在个体与机会结合层面，形成了创业警觉、偶然发现、直观判断等系列化观点，
挑战了传统的心理与行为理论，有助于启示大公司如何改造组织结构，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
的速度识别并做出机会开发决策；在个体与组织模式结合层面，形成了因果倒置、有限资源
创造性利用、即兴而作、超前行动、创业学习、创业导向等理论观点，正开始冲击着决策理
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主流管理理论，有助于启示在当今动态复杂的环境下大
公司如何改变战略、行动与竞争策略以收获竞争优势。在机会与组织模式结合层面，形成了
不同机会所对应的开发活动与组织模式各不相同的结论，有助于启发学者从新的角度去挖掘
大公司多元化为什么失败，如何管理多元化更有助于成功等主流管理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有趣的是，谢恩和文卡塔若曼（2000）获《管理学评论》杂志 20 年最佳论文奖以后，谢
恩（2012）和文卡塔若曼等学者（2012）分别撰文反思了当年论文思想的是非对错，同时对
创业研究的未来提出了主张和建议。两位学者这次并未继续合作，而是分别撰文阐述自己的
看法，尽管分别撰文，但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都关注了熊彼特式创新问题，也就是打破经济
系统均衡的新的创造性组合问题。谢恩（2012）认为，创业过程研究不应该局限甚至受制于
组织生成，而是应该从更加广阔的时空情境下探索个体如何与机会结合来实现价值创造，特
别是熊彼特式破坏性价值创造的过程。文卡塔若曼等（2012）则更加激进地提出创业过程研
究不应该拘泥于挖掘个体与机会结合的创造性新组合，而是应该关注个体与机会结合诱发的
变革甚至是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文卡塔若曼等（2012）说了这么一句有意思的话：尽管所
有的创造性组合都具有变革性，但并非所有的变革都来自创造性组合。推算起来，两位学者
在大约 10 年前的思考都隐喻了今天波澜壮阔的新兴创业活动所诱发的超强破坏性和影响力。
新情境诱发新实践，创业研究必然因此而迈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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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从行为过程向认知与决策深化转型○
一

◎ 杨

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21 世纪初，在创业过程和行为研究的热潮背后，另一股研究潮流悄然兴起。创业研究开
始从关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行为理性（如何行动）深化为研究创业者的认知理性（如何认
知和决策），致力于归纳并识别具备共性规范与合理性的创业认知和决策特征，进而探索其
对创业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一研究潮流被称为创业研究的认知学派，至今已持续盛行
了二十多年，在创业领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Mitchell，et al.，2002，2004，2007 ；Baron，
2004）。在当下乃至未来，这一学派会继续保持在创业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
创业认知研究始于对创业特质论的反思。理性地评价，创业特质论强调创业者对于创业
成败的重要性并没有错，但其局限性在于将创业者同创业过程和行为以及情境割裂，片面归
纳创业成功者的人格心理特征。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创业特质论关注“谁是创业者”不
同，创业认知学者此时关注的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成为创业者”。既然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相
比较在人口统计特征、人格特质等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而
不是其他人选择成为创业者。基于已有研究证据，创业意图形成是一系列独特认知因素组合
的结果，包括成功概率感知、更强的行为控制力及直观推断等。进一步地，创业认知学者将
这些认知因素的集合概括为创业认知，首次指出创业认知不同于组织和管理认知，而前者更
多地依赖启发式等存在大量偏见和偏差的认知过程（Busenitz，Barney，1997）。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发展迅猛，基本假设是创业活动的独特性并非
来自行为表现，本质上是创业情境特殊性诱发的独特认知和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创业情境
以相关数据和信息难以获得同时也尚未确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为特征，加之面临着高度的
资源约束和时间压力，创业者往往会形成不同于常规的信息处理过程、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
决策方式。目前的主流研究以“情境 – 思维 – 行为”为基本框架，立足于探索“情境如何影
响创业者认知和决策过程特征，进而导致行为结果差异”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深层次问题，目
的是归纳可以被教授的创业认知过程。在创业研究进一步深化到认知与决策研究的过程中，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青年项目“市场创新
信号对新企业竞争行动的影响机理研究”
（71902065）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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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一是为什么要关注创业者认知和决策；二是创业认知学派与创业
过程研究的整合。
罗伯特·巴伦：创业者思维为何以及何时不同于其他人
罗伯特·巴伦（Robert A. Baron）于 1998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创业的认知机
制：创业者思维为何以及何时不同于其他人》一文，它是对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可以说，这篇文章赋予了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理论高度：
创业者表现出不同于普通人的思维和决策过程，创业者认知和决策过程因此而值得研究。但
是，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归纳总结和提炼创业者与其他人群的差异，因为创业者的思维过程不
同并非因为创业者独特，而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创业者所面临的情境以高度不确定性、新奇
性、高度资源约束、高度时间压力等为主要特征。换句话说，在创业情境下，大多数人都可
能表现出独特的思维过程，但不同的是，有些人可能更适应、更擅长、更能够；而另一些人
可能更纠结、更痛苦、更挫败。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创业特质论被学术界摈弃，他们认为片面归纳创业者的人格特质没有
出路，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自此迅速崛起。理性地评价，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新企业从何而来”的问题，侧重于提炼新企业生成之前的行为规律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但对
创业情境，即创业活动本身的独特性关注不足。创业特质论则恰恰关注了高风险、高度不确
定性等创业情境特征，但在研究设计上却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情境独特行为人独特的判断，拘
泥于归纳和识别创业者独特的人格特质。
巴伦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情境和行为之间，恰恰是思维起到重要作用。情境
诱发思维，思维产生行为。巴伦教授站在认知科学的高度，提出了认知科学中的三个基本命
题：①我们接收和处理新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人人都会不断丢掉旧的而追求新的；②我们
在天性上是认知懈怠的，更倾向于简单决断而不是充分思考；③基于有限信息的处理能力和
认知懈怠，我们的认知都是非理性的，存在着大量偏见和偏误。巴伦教授强调，与普通人相
比，创业者所处的情境特征更容易诱发其认知偏见和偏误，这些情境特征主要表现为过量信
息、高度不确定性、高度新奇性、强情感投入、高度时间压力、高度疲劳等，正因如此，如
果我们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创业者会表现出与普通人不同的思维过程。例如，创业是高风险
活动，但创业者人群的风险倾向并不显著高于普通人群，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创业而
另一些人不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非创业者相比较，选择创业的人的认知具有更突出的
偏差，更看重的是环境中蕴含的优势、机会、高额回报，而不是背后蕴藏的劣势、风险和巨
额成本。
巴伦教授进一步论证了创业者可能不同于普通人的思维过程，并提出了假设性命题，这
些命题对于后续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很值得我们进一步体会和思考。在此简要提
炼如下：①与普通人相比较，创业者在面临困境时更善于利用反事实思维，恰恰是这种懊恼
思维让创业者更敏锐，更容易看到被别人忽视的机会；②与其他工作相比较，创业者在创业
前往往深思熟虑，这种深度思考让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开始注入情感，创业者的思考、决断
和决策因此而更具有情绪化和感性化；③大多数创业者更容易将成功归结为内因、将失败归
结为外因，但成功创业者却不是这样的；④创业者计划的谬误偏见更加突出，这在很大程度
上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结果的过分自信以及他们盲目产生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行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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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与普通人相比较，创业者具有更强的承诺升级倾向，即该放手时不放手。
创业者是创业成败的关键，这句话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业者被
迫走下神坛，甚至被过度普通化，大多数研究开始有意或无意地漠视创业者与其管理者近亲
可能存在的差异。巴伦教授的研究及时纠正了这一片面性，调和了创业特质论与创业过程研
究的长处，将创业情境重新纳入创业研究的分析框架，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创业者及其在创业
过程中的角色，极大地启发了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研究主题，事实上，这篇文章提到的创
业者思维偏见，在后续成为创业认知与决策研究的重要议题。这篇文章强调了关注创业者认
知和决策的重要性，如果仅仅停留在提炼和总结创业者思维的偏见上，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
也难免会陷入创业特质论的困境。关注这些议题可能会给创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呢？
罗伯特·巴伦：认知与行为学派的整合框架
在创业过程研究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会给创业研究带来怎样的理论
贡献？罗伯特·巴伦在论证创业情境诱发创业者思维独特性的基础上，于 2007 年进一步在
《战略创业杂志》上发表了《创业活动中的行为与认知因素：作为创业活动核心要素的创业者》
一文，将认知和行为因素整合起来并构建成研究框架，强调了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可能给创
业研究带来的理论贡献。
创业情境诱发创业者思维独特性，这是基本事实，也仅仅是事实。如果不能将创业者思
维与创业行为相联系，即便发现了创业者思维存在独特性的证据，研究发现本身也难以对创
业实践与创业研究带来实质性的理论贡献和启发。这种学术判断有助于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深
化创业研究并做出理论贡献：
一是挖掘和提炼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和决策成因，更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创业过程中的关
键行为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在相似情境下，哪些创业者又是借助何种思维过程产生了更好的
行为绩效。例如，尽管在机会识别过程中，创业者往往遵循“信息搜集和感知 – 信息分析和
判断 – 形成目的 – 手段关系”的行为逻辑，但恰恰是创业者在行为背后看不到的认知过程差
异导致了所识别机会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
二是从行为和认知互动角度探索成功创业者是如何炼成的。尽管不少研究已经提炼并归
纳了成功创业者在经验、网络和学习等方面的特征，但这些结论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决定性
的，换句话说，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并不必然比“菜鸟”更容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成功
创业者却往往会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只不过这种相似性并不表现在行为的一致性上，而是
体现在知识结构以及思维过程的相似性上。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成功创业者殊途同归的呢？
可能是基于行为反馈的认知调整，以及基于认知调整的行为适应。这是创业认知和决策研究
可能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巴伦教授还为我们重新审视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从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带来了重要
启示。以机会识别为例，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强调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创业者是
否能发现机会以及所发现机会质量的影响，审慎判断，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存
在着过度简化创业行为的倾向，忽视了社会网络或人力资本等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制。
站在认知科学立场上，机会识别本质上是创业者在头脑中识别、发现或建构某种联结模式的
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信息，网络因此而重要；这一过程需要判断，自然经验和知识也很重要。
但是，与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将机会识别理解为基于认知视角的联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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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联结模式予以阶段性划分，包括产生创意、概念化、联结模式等
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看到之前被忽视的认知过程对于机会识别的影响，这些认
知过程可能会包括注意力、情感、警觉、元认知、调节焦点等因素。
迪安·谢泼德等学者：聚焦信息搜集和处理，提炼创业思维
创业者行为和认知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信息搜集行为。道理非常简单，决策是行为的
基础，而信息搜集是决策的前提。反过来看，如果创业行为因情境而不同，那么其决策可能
就具有独特性，作为决策前提的信息搜集更可能具有特色。简言之，正如巴伦（2007）的理
论所讨论的，“情境 – 认知、决策 – 行为”构成了创业认知学派的基本框架，那么作为情境与
认知之间的中介机制—信息搜集活动，自然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破解创业思维的重要突
破口。正因如此，关于创业者如何搜集信息这一问题，学者们很早就予以了探索和关注。库
珀等学者（1995）系统揭示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的基本特征及不同创业者
之间的差异，发现缺乏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往往会搜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信息，自信程度越高
的创业者搜集的信息越少。如果在创业者熟悉的领域内创业，其搜集的信息会更少，但在不
熟悉的领域内，新手创业者则不会搜集太多信息，而创业老手的信息搜集活动并不会因对创
业所在行业熟悉与否而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说库珀等学者（1995）侧重于描述并揭示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但并没在逻辑上揭示创业者信息搜集过程的独特性，那么，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
等学者于 2012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的《验证性搜寻是一种有效的直观推断？检验创业
者判断的合理性》一文，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创业者信息搜寻的独特性，更加贴近高度不确
定性诱发的创业者思维偏见，而这种思维偏见会直接诱发创业者信息搜寻活动的偏差，并进
一步塑造创业者独特的行为路径。
学者们已经反复论证了验证性搜寻（confirmatory search）存在的问题，它根本不可能达
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推断。但是，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因其认知偏见，创业者很容易或更倾向
于忽视那些否认其判断的信息，正因如此，创业者对有关成本、收入、机会和收入分配等关
键问题的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创业者更容易基于其固有的观念或判断进行信息搜集和推理，
这种主观性推理恰恰就是验证性搜寻。
在学者们看来，创业者的机会决策是基于判断的逻辑推理过程，而信息搜集只是服务于
判断推理的客观证据。换言之，创业者的信息搜集并不是为了了解更多来提高机会决策的全
面性和有效性，恰恰相反，创业者的信息搜集是为了聚焦于某个判断起点的逻辑深化。具体
而言，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往往会先入为主地代入某个判断，这个判断可能意味着最初的
机会信念或最初的机会怀疑，以此为依托，创业者开始检验其判断的真实性，而在这个过程
中，创业者有可能会依据初始判断的不同，而形成两个极端的搜寻策略：乐观搜寻，只搜寻
那些支持其初始判断的信息；悲观搜寻，只关注那些否定其初始判断的信息。少数创业者可
能会走中间路线。更为重要的是，在策略选择方面，可能会受到对于机会判断的过度乐观、
对于机会成本的过度估计，以及搜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逻辑，他们提出了三个值得
关注的研究命题：①最初持积极判断的创业者往往会采用乐观搜寻，而那些持有怀疑判断的
创业者则更倾向于悲观搜寻；②创业者初始的机会信念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乐观搜寻；③创
业者初始的机会怀疑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悲观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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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更有趣的问题是，既然创业者的信息搜寻都是有偏见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会正确
而有的会错误呢？在他们看来，核心是取决于初始机会信念与搜寻决策的匹配，其中，最关
键的仍是创业者初始机会信念或判断的洞察力。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依据初始机会信念与现
实机会之间的差异程度，在逻辑上推导出了四种类型。例如，创业者的初始机会信念属于现
实机会的子集（比如针对一项新技术，创业者初始判断除了市场 A，还可以有更多的潜在市场
B、C 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乐观搜寻，必然会验证和发现现实中存在的
机会，但仅仅限于初始判断的 A 市场，不可能再看到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如果创业者采用
的是悲观搜寻，那么针对 A 市场的机会自然就会被错误地否定掉，但又可能会在其他市场 B
产生并验证新的机会。但在另外的情形下，机会属于创业者的初始信念子集（比如针对一项新
技术，创业者初始判断除了市场 A、B、C，但事实上只能应用于市场 A），如果创业者采用的
是乐观搜寻，那么创业者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在 A 市场上验证而发现机会，但更多
的可能性是在 B 和 C 市场上的自我验证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创业者采用的是悲观搜寻，
那么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创业者偏离了自身的初始机会信念，转移到完全不同的机会轨道上
去了。
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创业思维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验证性搜寻的推
理，可以判断创业者的固执甚至偏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创业情境中资源和信息约束条
件下个体寻求满意化决策的一种主观诉求，这种诉求导致了创业情境下往往倾向于基于初始
判断来逐步塑造其信息搜集和决策路径，形成了更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正确
与否取决于最初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又似乎不取决于基于偏见的认知，而关乎其知识深度。
创业认知学派研究的贡献、挑战和未来趋势
创业认知学派主要表现为三种研究潮流和思路：一是以巴伦等学者为代表，强调将成熟
的心理行为科学理论和构念引入创业情境以解释创业行为，致力于基于认知视角的行为研究，
目的在于探索行为背后的认知成因（Baron，2004）；二是以谢泼德及其研究团队为代表，注重
从创业情境独特性出发去挖掘创业者基于认知过程的决策机理，取得了显著成效（Shepherd，
et al.，2010）；三是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萨阿斯·萨阿斯瓦斯（Saras Sarasvathy）教授及其研
究团队为代表，强调创业者异质性，侧重从剖析专家型创业者的角度提炼创业情境下独具特
色的创业思维和行为逻辑（Sarasvathy，2001）。创业认知学派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创
业行为背后的认知成因，甚至对于创业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培育也起到了突出作用。概括起来，
有关创业认知和决策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基于创业情境的独特性，识别出了创业者相对于管理者的独特认知方式，验证了看似
不合理的认知偏见的有效性。例如，创业者在归因时存在自我服务偏差（Baron，1998）；更多地
使用代表性偏差、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等启发式的认知捷径（Busenitz，Barney，1997）；过度
乐观和自信（Hmieleski，Baron，2009）；更关注自身能力而非环境（Moore，et al.，2007）；基
于傲慢的偏见，对信息进行盲目赋意和过度推断（Forbes，2005；Simon，et al.，2000）；面对企
业内外部的消极信息和反馈而过度坚持（McCarthy，et al.，1993 ；Holland，Shepherd，2013）；
更善于把握机会的创业警觉（Tang，et al.，2012，2021）。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
创业者在思维方式上超越常人的不同，为难以解释的创业行为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学理阐释。
二是揭示了创业者如何思考的认知过程规律。这类研究并不拘泥于解释独特创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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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成因，而是试图去揭示创业者在开展创业行为中的思维过程与认知偏好。这类研究往往
从概括和凝练创业行为的本质特征出发，透过认知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创业者，
目的是归纳可以被教授的创业认知和决策过程（Mitchell，et al.，2007）。谢泼德教授是这方
面的杰出代表，他与研究团队开展了极富理论洞见的系列化研究（Grégoire，Shepherd，2012；
Haynie，et al.，2009 ；Haynie，et al.，2012 ；Mueller，Shepherd，2014）。在其中，最具有代
表性的是格雷格（Grégoire）和谢泼德（2012），他们揭示了采用结构相似性思维过程的创业
者往往更容易看到更具有创新性的机会，而这一思维过程与创业者先前的知识结构关联密切。
这些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无限希望和曙光，训练创业者自然有必要从已经识别到的思维要素
抓起，似乎把这些思维要素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创业思维的全过程培养。
尽管创业认知学派贡献不小，但经过冷静地反思会发现，在繁荣背后潜藏着危机。回顾
创业研究历程，创业特质论因假设创业者拥有异于常人的人格特质而备受批评，其中，最尖
锐也最有力量的批评就是：如果将研究识别到的一长串特质清单汇聚到某位创业者身上，那
么这样的创业者可能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主观想象出来的神一般的存在。在这里，倒不是
说创业认知学派会陷入创业特质论的困境，基于创业认知学派将认知与行为相关联的事实，
这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值得我们警觉的是，情境不同故认知独特，这是创业认知研究得到学
术界认同并追随的基本判断。如果在研究中仅将情境视为研究所关注认知变量的前提或背景，
但并未将情境有效地嵌入到研究模型，那么这一认知变量在脱离情境支撑的情况下是否还会
产生预期的洞见？例如，虽然不确定情境会诱发认知偏见，但确定情境下诱发认知偏见的可
能性并不一定会比不确定情境下低，只不过对于后者，坊间会将其描述为“脑子不开窍、不
会转弯、固执甚至偏执等”基于情境分析的深化和细化，创业认知研究越来越微观化，思维
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边界，在无限细分背后累积的海量知识碎片是否以及如何能拼凑出
创业者思考和行动的认知地图？进一步地，已有研究识别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认知偏见，如
果把这些偏见全部汇集到某位创业者身上，这位创业者又会是什么样的创业者，在现实中真
的会存在吗？思维必然有客观基础，如果不能识别到思维背后的客观基础，那么就算不会成
为玄学，也可能会成为鸡汤式学问。事实上，格雷格等学者（2011）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警示，
创业认知研究不能拘泥于识别特定情境下的认知有效性，还应该注重探索这种行之有效的认
知从何而来。但近年来创业认知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很不够，现实中面临的挑战着实不小。
创业思维源于创业情境。面向未来，创业认知研究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创业认知从
何而来，特别是可能影响或塑造创业认知可得性的社会机制，还要继续关注微观创业情境的
影响，更要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的情境因素的作用机制。
第一，可能影响或塑造创业认知可得性的创业者社会情境。在选择创业之前，创业者
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学习和工作经历及其所形成的人际网络等构成了创业者所嵌入的社
会情境，这些社会情境是创业者在个人生活、成长和工作中与外界紧密互动的关键场景或环
节。这些场景或环节在塑造创业者社会感知方面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让创业者形成
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群体特征的个性化判断与参考框架，进而塑造创业者的创业认知风格，
即习惯或偏好于采用特定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观察、解释并与环境互动（Shepherd，et al.，
2017）。简言之，创业者在创业前所嵌入的社会情境可能会影响其审视潜在机会的视角（例
如，是从未来收益还是潜在损失的角度看机会）、影响其对机会价值的判断（是乐观判断还是
悲观判断）、影响其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思维习惯（是直觉式还是分析式），基于这些机制，不仅

第1章

▶

创业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机遇挑战

可能影响创业者是否选择创业以及开展什么样的创业，还可能会影响其在创业过程中的行为
选择。
第二，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感知的宏观社会情境因素（Mitchell，et al.，2000）。
近期研究展现出的新动向是不再拘泥于从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角度来解释国家或地区间的微
观主体行为差异，而是注重从历史和文化等社会情境角度来解释行为差异的深层次成因。例
如，陈（Chen）（2013）发现语言结构可能会对个体偏好储蓄还是偏好消费产生重要而有效的
解释力度。现实中的感知，因国家或地区内的制度和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可能会存在着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基于制度和文化等宏观社会情
境的影响，特定国家或地区内的创业者可能存在着约定俗成的集体认知，而这一认知可能会
对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Tang，et al.，2021）。例如，创
业者亲社会动机是创业者重要的社会属性，但这一社会属性可能与更加宽松、富于信任和宽
容失败的宏观情境之间紧密关联。概括起来，如果我们关注可能影响微观创业情境感知的宏
观社会情境因素，有可能会对于国家或地区间创业活动数量与结构差异的研究增添认知视角
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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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正在回应新问题和新挑战中突破转型○
一

◎ 杨

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2007 年，沙克尔·扎赫拉（Shaker A. Zahra）在《创业学杂志》上撰文讨论创业研究应如
何密切联系情境来创新理论并提升理论和实践影响力这一关键问题（Zahra，2007）。理论研
究自然离不开情境，在创业研究领域这一坚守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创业研究作为独立学
科领域的合法性根植于创业情境与实践有别于其他企业行为的特殊性（Shane，Venkataraman，
2000），基于创业情境和实践吸纳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并解释创业现象甚至是创造新的理论，
这是创业学者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创业具有更强的环境敏感性，往往更早和更快
地适应环境变化创新实践，理论迭代、变异和演进的速度自然会更快，紧跟创业实践变化及
其背后的情境变化来提炼新问题、开展新探索，自然成为创业学者始终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扎赫拉在文章引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阅读近期的创业研究论文，鲜有研究注意到研
究情境的现实性、重要性或动态性。研究中的变量往往侧重于统计测量表述，尽管通俗易懂，
但难以让读者了解任何有关研究情境的信息。读者并不清楚研究人员所观测、感知或思考的
现象是什么……就像在默片电影中，尽管演员有肢体动作，但观众观看时必须高度集中以便
揣测演员所言和所行，观众必须要阅读演员的唇语才能破译出情节。少有创业研究文章为读
者提供足够的线索以帮助其了解研究情境的本质，相反是在要求读者利用想象力来领会这些
研究究竟做了些什么（Zahra，2007 ：444）。”情境不同，实践不同，科学问题和理论机制显
然存在差异。面对当下乃至未来创业情境和实践已经发生并将会继续上演的重大变革，无论
是使命担当还是机遇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会在研究工作中重蹈脱离情境来讨论
创业的覆辙，继续产出默片电影式的研究论文？我们所采用的理论包括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理
论用来解释新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会诱发结论不确定甚至是错误的，进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和不确定？
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时代，创业情境和实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相信大家都能感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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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创业研究应该基于新的创业实践续航理论构建、检验和发展，这也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
识。方向清晰，但路径却并不那么容易，难就难在如何提炼新情境属性、定义新研究问题，同
时寻觅在既有理论版图中延续和突破的学术理性。尽管喊口号和“炒概念”的做法存在，但
可喜的是，近年来基于严谨的学术理性的讨论声浪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凝练情境特征
出发，在与已有研究和理论对话中凝练新问题和新挑战，形成了不少具有洞察力的学术判断。
加里·杜希尼茨基和莎伦·马图西克：新实践正在挑战创业研究的基本假设
基于互联网及后续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创业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创业研究基本假设并诱发新的基础性问题？加里·杜希尼茨基（Gary
Dushnitsky）和莎伦·马图西克（Sharon F. Matusik）于 2019 年在《战略创业杂志》上发表了
《重新审视创业领域的基本假设和理论模式：我们能学到什么》一文，采用学者和实践者交互
对话的研究设计，讨论了新兴创业实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创业研究的基本假设，
创业研究又如何基于理性科学的设计来回应新实践背后的新问题，进而谋求理论创新，这篇
文章虽然不长，但其设计巧妙，思想理性且深邃，非常值得体悟。
两位学者在开篇旗帜鲜明地指出，新兴创业实践正在倒逼我们反思创业领域内积累的约
定俗成的知识是否仍奏效。无论创业实践如何变化，行为始终是重要的分析和观测单元。回
望 20 年前，理论和实践反复交互证明的是创业过程涉及制订商业计划、购买厂房设备、寻求
资本支持、开发产品原型等活动。今天，创业者看似仍在开展上述行为，但行为背后的基本
逻辑发生了变化。例如，谷歌趋势（Google Trend）显示，商业计划书在过去 15 年的热度持续
下降，而与精益创业相关的迭代和最小可行性产品的热度在持续上升。这只是创业实践丰富
变化的简单映射。那么，我们有必要关注的是，基于当下新的创业实践，有哪些新的前因变
量值得重视？创业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它们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仍能解释新的创业实
践？我们能否通过拓展已有创业理论的边界条件来解释新的创业现象？我们是否又需要一个
新的研究框架？如果需要，哪些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应该被引入？
为了回应这些重要问题，两位学者采用理论与实践对话的研究设计展开研究。在这里，
理论和实践对话并不是学者与创业者圆桌对话，而是两位学者聚焦于创业研究领域内的创业
机会、组织化与规模化、资源获取（看到这三个主题，你是否会联想到经典的“蒂蒙斯模型”）
三个关键主题，系统梳理已有理论，澄清并梳理已有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和理论模式，在此
基础上，两位学者进一步邀请 TechStars、Oracle、The Foundry Group 等头部公司以及重要的
政府与教育机构人员进行开放式讨论和座谈，主要聚焦于过去 15 年里创业活动是否发生以及
发生了哪些值得学术研究关注的新变化。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前参与张玉利教
授主持的两场企业家座谈，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的企业家线上问卷调查。真想不到
在大洋彼岸，有同行采用相似的思路做着相似的研究。也许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给理论
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超越了学者们的想象空间，借助这种方式的理论与实践对话真的是摸清未
来的有效途径。
借助这一研究设计，两位学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洞见、更重要的是充满学术理性的理论
判断和未来趋势。在这里，仅以论文中涉及的创业机会主题为例来详细展现两位学者的洞见
产生过程。他们先是聚焦理论的梳理、凝练和讨论，把握理论背后的基本前提和假设。机会
关乎创业的价值创造可能性，有关机会从何而来的理论基础不外乎来自柯兹纳的非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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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潜在假设为信息是机会的载体，机会被发现或
创造是因为个体具有信息获取优势，从而能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信息，而这一潜在假设的
客观基础是 20 世纪初期的信息相对稀缺。
今天的经济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上述理论成立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假设，因为今
天的社会不再是信息稀缺社会，而是信息爆炸甚至冗余的社会，信息广度和可得性已经相比
于 20 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基于信息稀缺环境下凝练的机会识别机制在今天
的信息爆炸甚至冗余时代是否依然适用呢？我们很有必要探索，信息稀缺情境下机会发现的
认知和行为过程是否仍能在数据冗余环境下奏效？在其中，有什么已有机制或新机制在起作
用？这是基于理论上的讨论而形成的认识。
进一步地，两位学者与实践者的对话佐证、丰富并细化了环境变化给创业机会主题理论
所带来的挑战以及衍生的新的基础性问题。总体来看，实践者认为，他们以前主要依据创业
者有什么信息优势来评价创业者（例如，是否掌握新技术或新市场），而今天他们主要依据创
业者聚焦机会雕琢和开发所开展持续性努力的水平和能力来评价创业者。什么意思呢？技术
性技能可能不再是有潜力创业者或创业机会的表征指标，专业教育或管理经验本质上表征的
是信息接触能力，而在数据爆炸时代，获取或接触信息不再是重点，如何利用、洞察信息以
及在此基础上具备的执行能力和有效的执行力才是关键。那么，创业者如何在信息丰富以及
试验友好的情境下发现并创造机会，这就是已有创业机会理论没有关注到但源于新情境的新
问题。换句话说，已有理论研究反复验证有利于机会发现或创造的技术性技能、教育背景、
行业经验等知识因素可能在今天不再重要，有另外一些诸如价值观、同情、责任感等新的社
会心理层面因素可能成为主角。更为重要的是，之前研究关注的创业经验尽管被实践者认同，
但可能会产生新的理论内涵，在研究设计上关注创业经验的有无以及多少可能难以奏效，深
度挖掘创业经验的内容属性可能更加重要，例如，之前创业所积累的执行力偏好及支撑这些
偏好的能力。读到这里，不妨想想，在身边有多少年少成名的明星创业者，又有多少年少受
挫的失败创业者，后者数量必然远远大于前者，在缺乏技术性技能的同一水平线之上，成败
之间不会仅是运气的原因，也许运气背后的普遍规律是新时代创业者之间竞争的底层逻辑，
这一逻辑可能恰恰是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抓手。
在通篇行文中，两位学者都保持着对未来展望的高度谨慎，甚至对于来自理论和实践对
话的每一个洞见和问题，两位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用“可能”“或许”等字眼加以修饰，尽
管这些洞见和问题让人读起来会产生高度共鸣。这是一种学术理性和谦逊，也是对所要挑战
的既有理论的学术尊重，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两位学者在结论中所
指出的，环境变化诱发创业实践变化，这是事实，但如何理性地展开学术讨论和理论发展则
并非易事，顶着学者荣誉去喊口号和“炒概念”没有出路，回归实践，基于理论与实践展开
理性的对话也许会让学者更加自信地看到我们未来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以及如何做。
约翰·维克朗德等学者：创业研究应该且也能回应人类社会的重大挑战
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时代除了改变创业行为和实践，也赋予了创业活动更强大的经济社
会影响力。大家不妨想想，除了成长速度快等行为表征，当今快速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创业企
业在经济社会影响力方面都不容小觑。谁在影响甚至决定你看什么新闻？谁在影响甚至决定
你在冰箱里存放什么食物？谁在影响甚至决定广大农村地区的 GDP 和人均收入？如果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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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70 年代创业研究受到重视是来自人们意识到创业在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活力方面做出了
突出贡献，那么后续微观层次的创业研究自然就会拘泥于讨论创业者成败得失背后的一般规
律，即便是宏观层次的创业研究也将主要精力放在验证创业是否有助于或什么样的创业结构
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今天，基于时代赋予创业实践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创业研究有必要
也应该能在回应人类社会重大挑战方面做出贡献。
约翰·维克朗德（Johan Wiklund）等学者于 2019 年在《创业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叩
问实践关联性：创业研究的重大挑战》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创业研究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成
果的实践关联性，这一关联性并不仅仅体现为讲创业者关心、同时对创业实践有指导作用的
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可能也应该为人类社会回应重大经济社会挑战而做出贡献，并进一步
提出了创业研究提升实践关联性的行动方法和策略。
有趣的是，维克朗德等学者开篇花大量篇幅，使用道理与数据并重的方式披露了商学院
管理研究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困难的事实，随后话锋一转，强调与商学院管理研究不同，创业
研究的未来更加光明同时会产生更强的社会影响力，原因恰恰来自创业学者曾经认为的创业
研究的劣势。首先，创业研究是新兴学科领域，与传统管理研究诞生之初一样，创业研究发
端于实践同时密切关注创业实践（不少人批评创业研究理论驱动不足，甚至没有理论），以管
理研究为镜子，创业研究真正发力的日子还未到来，但即将到来。其次，创业研究自诞生之
初就具备广泛的学科基础（不少人批评创业研究是大杂烩），因此创业研究绝不可能局限于商
学院，商学院日子不好过，创业研究随时都可另寻良宅。最后，创业研究迄今为止都没有形
成公认统一的定义（不少人批评创业研究太发散），学者们基本上是按需选择适合的创业定义，
这一需要主要取决于学者们所依托的学科和所选择的理论，特别是今天创业实践已经发生突
变，跨理论分析恰恰更容易谋求创新。
这些仅仅是创业研究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但将条件变为现实影响力，则需要提高创业研
究的格局，在回应人类社会的重大挑战方面做出贡献。在这篇文章中，维克朗德等学者认为
有几方面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①大多数人研究创业活动好的一面，但忽视了创业研究不好
的一面，而不好的一面恰恰可能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回应重大挑战。例如，创业活动创造经济
价值但存在着剥削员工或污染环境等问题，同时诱发创业者个人以及家庭的幸福感危机，这
些问题都具有深远而广阔的社会性。②创业与平等问题，1966 ～ 2017 年，绝对贫困人口从
50% 下降到了 9%，这中间肯定有创业的贡献，但同时伴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愈演愈
烈，这不仅关乎创业实践问题，还关乎政府和公共政策问题。③基于证据的创业政策。大多
数国家都在积极推进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但大多数政策的制定都缺乏足够的微观证据支撑。
例如，似乎每个国家都在积极通过公共政策打造各自的硅谷，但成败两重天，收效甚微。如
何提高创业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基于创业实践和区域环境来谋求差异性政策，需
要微观研究提供的证据支撑。④气候变化及其后果。气候问题是全球的大问题，这是不少经
济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但应对气候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方案，而这必
然会诱发新的创业机会和新的创业物种，这些创业物种显然会有利于解决气候问题。创业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维克朗德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基于科学严谨性和理论创造性，创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和
接受度越来越高，但大多数研究看似没用的深层次原因是创业学者往往凭着自己的兴趣开展
研究，并未考虑利益相关者想要创业学者开展什么研究；创业学者关注的是如何打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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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但并不注重向观众传播研究成果并将研究成果向实践应用转化。面向未来，创业
学者有必要在研究选题和研究工作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一旦如此，创业研究成果必将产生
更广阔而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力。
迪安·谢泼德等学者：步入理论丛林时代的创业学科
除了环境变化诱发的实践变化，创业研究自身的理论发展也呈现出挑战性。迪安·谢泼
德等学者于 2019 年在《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我们在解释什么？有关创业活动发生、开展、
结果和情境化主题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从凝练创业研究文章涉及的因变量入手，剖析创业
研究关注并解释的问题边界，基于此勾勒了创业研究的学术版图及未来研究趋势。
在该文章的开篇，谢泼德等学者引述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谢泼德教授有一位研究战略
的同事，他对谢泼德教授讲：“你们创业研究有太多的因变量，战略的因变量只有绩效，创业
研究要的是一切因变量。”谢泼德教授这样回复：“是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因变量，但这不
正是好事吗！”大胆猜测，也许是这段对话刺激到了谢泼德教授，为了给创业研究正名，才有
了这篇文章的构思和写作。具体而言，谢泼德等学者系统总结和回顾了 2001 ～ 2018 年发表
在 10 本顶级创业和管理期刊的 918 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因变量及其研究问题，在文献研究设计
方面，分类是最重要的方法，这篇文章的特色在于以因变量作为归类的依据，将 918 篇文章
分别归入了创业发生、创业过程、创业结果、情境化创业四个范畴，分别回顾并展望了这四
个范畴内已有研究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及其理论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个范畴内的未来
研究方向以及范畴间潜在关联所隐喻的新趋势。在这里，不对这篇文章的梳理和展望内容做
具体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原文。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沈睿博士详细记录、整理了这篇文章中文献回顾所涉
及的因变量数量，总计 397 个。其中，创业发生范畴涉及 85 个因变量、创业过程范畴涉及
165 个因变量、创业结果范畴涉及 61 个因变量、情境化创业范畴涉及 86 个因变量。进一步
对 397 个因变量进行主题归类，也就是将相近或相似的因变量依据理论含义归入特定主题，
397 个因变量总共涉及 62 个主题。这一结果既表明了创业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维性，
也隐喻创业研究已经步入了理论丛林阶段，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研究创
业并发展各自的理论。那么，在这背后的潜在挑战是，步入理论丛林阶段后，除了解释创业
现象，创业研究可能会给组织和战略等相邻领域带来什么样的理论贡献？如果能带来贡献，
那么在丛林中的哪一部分更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当下乃至未来创业研究面临的战略性
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谢泼德等学者在文末的总结可能更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一方面，尽管
创业研究关注的因变量规模庞大，但少有因变量关乎经济社会变革和新趋势。例如，没有任
何因变量关乎电子商务等新兴创业活动。这一结果并不是否认创业学者没有关注电子商务
等新兴创业活动，而是警示研究深度不够可能会与时代脱节。另一方面，创业研究高度微观
化，认知心理和行为科学对创业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绩效尽管仍是主导性因变量，但其占
比却在过去 17 年间显著下降，2001 ～ 2007 年，30% 的创业研究采用了绩效作为因变量，而
2014 ～ 2018 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 16%；心理幸福感、动机等因变量占比快速攀升。微观化
并不是坏事，如何结合新情境和新实践谋求新理论创新和贡献，是步入理论丛林时代的创业
研究在当下乃至未来正面临的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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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正经历新一轮的突破转型
创业研究正在回应新问题和新挑战中经历新一轮的突破转型。大胆地判断，这一轮突破
转型根本不同于创业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重大转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创业研
究大致经历了从开展“实践导向研究”到“科学范式研究”、从关注“谁是创业者”到“创业
者如何创业”、从揭示“创业者如何创业”到“创业者如何思考决策”等历次重大转型，这些
重大转型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理论发展，在研究层面可以概括为采用更好的理论、设计、方
法来探索更加深刻透彻的学术问题，创业研究因此而迅猛发展。但是，创业研究新一轮转型
和深化的驱动力量首先是创业情境变革诱发的新实践，加之宏观环境变革赋予创业的新价值，
以及创业研究学术版图扩张伴生的理论整合挑战，这三股力量的交互和叠加，使创业研究必
将呈现出新面貌。在当下乃至未来，创业研究正在探索新问题、回应新挑战、建构新理论。
创业情境变革诱发新实践，新实践孕育新问题。创业活动如何发生？创业结果因何而不
同？这是创业研究需要回答的基础问题，但这一基础问题的学术内涵自然会因情境和实践变
化而不断推陈出新，甚至发生根本性变化（Zahra，2007）。过去、当下乃至未来，互联网、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普及诱发了创业情境变化，创业更依赖于情境，
也具有更强的情境敏感性，创业实践在适应新情境中悄然变革，在这一变革背后，有哪些
问题和现象是创业研究已有发现的情境应用和拓展，又有哪些新问题和新现象可能会推动创
业研究进一步实现理论发展？创业研究已经准备好拥抱并接受这些转型和变化带来的挑战了
吗？这些问题尽管很难回答，但至关重要。近年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关注，尝试
凝练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兴创业实践的特征及其诱发的新问题（Briel，et al.，2018 ；
Nambisan，2017 ；Nambisan，et al.，2019）。基于新的创业情境，理解并认识新兴创业实践
在行为、过程和结果方面的变化（Davidsson，Gruenhagen，2020），提出这一变化背后所蕴含
的新问题及其学术价值，显然将推动创业研究进一步转型、深化和发展。
宏观环境变革诱发新挑战，新挑战带来新价值。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不得不应对气候
变化、人口老龄化、经济不均衡、能源短缺、政治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不少学者呼吁管
理研究有必要为人类社会应对重大挑战贡献智慧（George，et al.，2016）。特别是信息社会和
数字经济时代，创业活动不再拘泥于个人或团队成败，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业、国家甚至
全球）创造或定义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产业运营规则，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劲经济社会影
响力，积极和消极影响都非常显著。面向未来，创业研究如何回应这些重大挑战并因此而做
出新的价值贡献？这很有必要引起学术研究重视，哪些创业可能加剧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又有哪些创业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宏观层面，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朝着什么方向引导和优化创业结构？
创业研究已步入理论丛林阶段，亟待突破理论瓶颈。21 世纪初，创业研究以独立研究领
域的姿态融入主流管理研究领域，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创业研究在与其他领域融合中迅速扩
张学术版图，创业机会、创业行为、创业认知、创业决策、创业网络、创业资源、创业团队、
创业领导、创业合法性等理论构念不断涌现；研究对象也在不断细化和拓展，国际创业、社
会创业、家族创业、跨代创业、公司创业、制度创业、女性创业、边缘创业、移民创业、农
村创业、数字创业、文化创业等与现象高度相关的研究主题日益丰富。创业研究已经步入理
论丛林阶段，这一理论丛林不同于战略管理等其他领域的本质在于，创业研究所关注的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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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呈现出高度多样性、跨学科和多层次性等基本特征，我们很难像“战略管理就是研究企业
行为和绩效为何不同的领域”那样精练概括创业研究领域。这是我们面临的客观事实，既表
明了创业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带来了理论建构和发展挑战。在过去 10 年里，创业研究
并没有继续产生诸如资源拼凑、奏效逻辑等源于创业情境和创业活动的新理论，甚至资源拼
凑和奏效逻辑等理论也在停滞不前。在理论丛林中进行探索，如何把握基于不同领域、不同
理论甚至不同学科视角下创业研究的学术主张和发展脉络，增进领域内对话和互动并在此基
础上推动理论建构和发展？创业研究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必然会加速，创业研究如何在与组织
和战略等相关领域融合中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 参考文献
Briel，F.，Davidsson，P.，and Recker，J.，2018，“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external enablers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IT hardwar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Vol. 42，
No. 1：47-69.
Davidsson，P.，and Gruenhagen，J.H.，2020，
“ Fulfilling the process promise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new venture creation process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Doi ：
10.1177/1042258720930991.
George，G.，Howard-Grenville，J.，Joshi，A.，Tihanyi，L.，2016，“ Understanding and tackling
societal grand challenges through management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9，No. 6：1880-1895.
Nambisan，S.，2017，“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Vol. 41，No. 6：1029-1055.
Nambisan，S.，Wright，M.，and Feldman，M.，2019，“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rogress，challenges and key themes ”，Research Policy，Vol. 48，No. 8：
1-9.
Shane，S.，Venkataraman，S.，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 25，No. 1：217-226.
Zahra，S.A.，2007，“ Contextualizing theory build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Vol. 22，No. 3：443-452.
▣ 文献推荐
Dushnitsky，G.，and Matusik，S.F.，2019，“ A fresh look at patterns and assumptions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what can we lear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Vol. 13，
No. 4：437-447.
Shepherd，D.A.，Wennberg，K.，Suddaby，R.，and Wiklund，J.，2019，“ What are we
explaining ？ A review and agenda on initiating，engaging，performing，and contextualizing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45，No. 1：159-196.
Wiklund，J.，Wright，M.，and Zahra，S.A.，2019，“ Conquering relevanc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s grand challenge”，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Vol. 43，No. 3：4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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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2013 年获得战略管理学会（SMS）新秀学者奖，担任《战略
创业杂志》联合编辑以及《组织科学》高级编辑。E-mail：gdushnitsky@london.edu。
莎伦·马图西克（Sharon F. Matusik）
1998 年在华盛顿大学取得战略管理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战略和
创业学教授、院长，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公司战略、创新和成长战略、风险资本、公司风险资本和创
业等，在《战略创业杂志》《战略管理杂志》《管理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现任战略管理
学会（SMS）董事会成员。E-mail：sharan.matusik@coloado.com。
约翰·维克朗德（Johan Wiklund）
在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取得创业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雪城大学马丁·惠特曼管理学院
创业学教授，他当前的研究兴趣是创业者心理幸福感与脑神经多样性。在《创业理论与实践》《创
《战略创业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 100 多篇论文，引用次数超过 35 000 次。现任《创业
业学杂志》
理论与实践》主编。E-mail：jwiklund@syr.edu。
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
1997 年在邦德大学获得战略和创业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创业学讲
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创业，特别专注创业决策和创业学习方面的研究。在《组织科学》《应用
心理学杂志》《战略管理杂志》《管理杂志》《创业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 70 多篇论文。曾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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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的创业研究项目：回顾、发展与展望
◎ 杨

俊1

◎ 赵新元 2

1.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2.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以后，创业活动在我国日趋活跃，社办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等迅速相继涌现并蓬勃发展，创业活动在释放民间活力、搞活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
了突出作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解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关注到了创业和中小企业问题，
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聚焦乡镇企业提出了“苏南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私营企
业的崛起，少数管理学家开始关注到创业和中小企业中的管理问题，例如，南开大学张玉利
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汉川教授关注中小企业（张玉利，1996；林汉川，魏中奇，2000），
中山大学李新春教授关注企业家和家族企业管理（李新春，2000），吉林大学蔡莉教授关注高
技术产业（蔡莉，1989）；同时聚焦创业理论的学术讨论和研究论文开始零散出现，林强、姜
彦福和张健于 2001 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一文，系统梳理
并归纳了国外创业研究的理论流派与基本架构，但创业研究此时在国内还并未成为一种研究
领域。
21 世纪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迅速融入了起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革
命浪潮，信息技术在我国的普及和应用掀起了新一轮创业热潮，这一轮创业热潮更注重新兴
技术应用、更富有创新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更强。尽管企业家的作用非常突
出，但如何科学引导并管理创业活动就成为时代赋予的新命题，要回答这一命题，客观上需
要从管理角度来开展创业研究。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以学术会议形式积极推动创业研究，
例如，2003 年 9 月张玉利教授在南开大学组织召开“首届创业学暨企业家精神教育研讨会”；
2005 年 9 月蔡莉教授在吉林大学组织召开“创新与创业国际学术会议”；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研究中心来推动创业研究及其队伍建设。在
以张玉利教授、蔡莉教授、李新春教授等为代表的奠基性学者坚持不懈的促进和推动下，随
后国内创业研究迅速形成热潮，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内创业研究
在发展初期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但国内创业研究并非起源于对国外创业研究热潮的
引进和模仿，国内创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从
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实践需求，是国内创业研究与生俱来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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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国内创业研究在后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吸收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融合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实践产生了鲜明特色。
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工商管理学科增设“创业与中小企业”
（后更名为创业管理）二级学科代码，这是国内创业研究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创业研究
正式作为独立学科融入我国管理科学领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和推动下，国内创业
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业管理”二级学科代码下 2008 ～ 2021 年
资助项目为分析对象，我们回顾了国内创业管理研究跨越式发展的历程，展望了未来创业管
理研究的挑战与机遇，融合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背景，拟为国内创业研
究提出路线图式的策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创业研究课题总体概况
2008 ～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创业管理”二级学科代码下共资助各类项目 244
项，其中重大项目 6 项、重点项目 5 项、面上项目 123 项、青年项目 102 项、国际（地区）合
作交流项目 3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5 项。资助总经费达 10 833.57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44.4 万元 / 项。
图 1-2 展现了 2008 ～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变动趋势。2008 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首次增设“创业管理”二级学科代码，不少学者出于个人习惯等原因仍在其他学科
代码下申报创业研究课题，因此 2008 年该学科代码下的资助项目为 2 项。2009 ～ 2021 年，
创业研究课题资助量从 7 项增长到 242 项，资助项目规模增长迅猛，平均每年增长约 19 项，
同时呈现出每四年形成增长周期的波浪形趋势。2009 ～ 2012 年是首轮资助量快速增长期，从
7 项 / 年 增 长 到 18 项 / 年；2013 ～ 2016 年 是 第 二 轮 增 长 期， 从 11 项 / 年 增 长 到 23 项 / 年；
2017 ～ 2020 年是第三轮增长期，从 19 项 / 年增长到 31 项 / 年。

图 1-2

2008 ～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与结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适度向青年项目倾斜的总体资助方针指引下，2009 ～ 2021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呈现出稳定增长、适度向青年项目倾斜的态势。总
体上看，青年项目数量从 2009 年的 5 项增长到 102 项，平均每年增长约 8 项，青年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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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资助总量的平均占比为 41.8%。从资助量上看，2010 年和 2013 年青年项目资助量最低
（均为 4 项），2021 年青年项目资助量最高（13 项）；从资助占比上看，2009 年青年项目占比
最高，为 71.4%，2018 年青年项目占比最低，为 30%。
表 1-1 展现了 2008 ～ 2021 年获得过 2 项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学者所在高
校。整体上看，2008 ～ 2021 年，170 位学者获得过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
目这四类项目资助，共计 236 项，涉及 82 所高校，平均每位学者获得资助项目数为 1.39。其
中，分属 24 所高校的 42 位学者（占比 24.7%）获得过 2 项及以上的资助项目，分属 17 所高
校的 19 位学者（占比 11.2%）获得过 3 项及以上的资助项目，分属 5 所高校的 5 位学者（占比
2.9%）获得过 4 项资助项目。
表 1-1

2008 ～ 2021 年获得过 2 项及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学者所在高校

5 位获资助 4 项的学者所在
高校

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

14 位 获 资 助 3 项 的 学 者 所
吉林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北
在高校
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
重庆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吉林大学、西
23 位 获 资 助 2 项 的 学 者 所
安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合肥工业
在高校
大学、厦门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连续获得基金项目资助意味着研究延续性，在 19 位获得过 3 项及以上资助项目的学者
中，16 位学者在 10 多年内持续研究创业问题并连续获得不同类型的项目资助且研究具有很好
的连续性，他们在完成青年或面上项目之后，连续获得“2 ～ 3 项面上项目”资助或获得“面
上项目 + 重点项目或重大项目”资助。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 23 位获得 2 项资助项目的学者
中，17 位学者的项目资助具有连续性。这表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和资助下，创业研
究已经逐步形成了以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的一支骨干研究队伍和研
究力量。
2020 年，聚焦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吉林大学蔡莉教授牵头，南开大
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高校联合申报的课题获得重大项目资助。2008 ～ 2021
年，项目资助量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吉林大学（25 项）、南开大学（18 项）、中山大学（16
项），占资助总量的 24.2%，图 1-3 展现了这三所高校的资助项目类型分布。2008 ～ 2021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 11 项重大或重点项目，其中吉林大学承担 3 项（蔡莉教授）、南开
大学承担 3 项（张玉利教授和杨俊教授），中山大学（李新春教授）、浙江大学（魏江教授）、北
京大学（路江涌教授）、中南大学（李大元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韩炜教授）等高校研究团队
各承担 1 项。前三所高校资助项目总量反映出其研究实力与水平，同时在过去 5 年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高校范围和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等一大批高校申报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资助。
总体上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国内创业研究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客
观上表现在资助项目规模、资助总经费、重大或重点项目数量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国内创业研究在研究队伍建设和研究主题方面取得了长
足 进 步， 不 断 缩 小 与 国 际 研 究 之 间 的 差 距， 甚 至 在 某 些 主 题 研 究 上 与 国 际 研 究 开 始 齐 头
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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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中山大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量排名前三的高校资助项目类型分布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国内创业研究队伍取得的突出成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创业研究的队伍建设，项目主持人结
构明显呈现为年轻化趋势。重大或重点项目方面，45 周岁及以下的主持人占比为 27.3%。面
上项目和青年项目方面，图 1-4 展现了 2008 ～ 2021 年项目主持人的平均年龄变化以及 40 岁
及以下项目主持人的占比情况。2009 ～ 2021 年，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主持人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2009 年的平均年龄为 34.3 岁；2018 年的平均年龄最高，为 39.1 岁。2009 ～ 2021 年，
40 岁及以下项目主持人的总体占比达到 76%，其中，2013 年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90% ；2010
年的比例最低，为 58.3%。更为重要的是，从趋势上看，40 岁及以下项目主持人占比呈现为
明显的上升态势，从 2010 年的 58.3% 上升到 2021 年的 80%。35 岁及以下项目主持人总体占
比为 47%，2018 年的比例最低，为 33.3% ；2017 年的比例最高，为 77.8%。从态势上看，35
岁及以下项目主持人的比例呈现为阶段性波动，2009 ～ 2017 年构成第一轮波动，从 2009 年
的 71.4% 逐渐下降后再上升到 2017 年的 77.8%，2017 ～ 2021 年构成了第二轮波动，自 2017
年的峰值开始下降，到 2021 年回升到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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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展现了面上和青年项目主持人的职称结构分布。2009 ～ 2021 年，教授职称主持人
占比总体上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到 2021 年仅占 23.8%，并且在大多数年份中这一比例均低
于副教授和讲师职称的占比；副教授职称主持人占比也呈现为下降态势，从 2009 年的 42.8%
下降到 2021 年的 23.8% ；讲师职称主持人占比则在总体上呈现为明显的上升态势，从 2009
年的 28.6% 上升到 2021 年的 52.4%。在创业管理领域，主持人的职称结构正在从正高、副高
和中级职称三分天下的格局逐渐转变为中级职称为主导的资助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向创业研究青年学者倾斜的力度。

图 1-5

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主持人的职称结构分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学者的倾斜力度显著促进了青年人才成长。在获得过 2 项及以
上的资助项目的 42 位学者中，至少有 27 位学者（占比为 64.3%）在连续开展基金项目研究过
程中取得了职称晋升，一批青年学者逐渐成长为所在高校创业学科的青年学术骨干或学术带
头人。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国内创业研究水平取得显著提升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国内创业研究迅速从追随国际创业研究前沿转向与国际创
业研究前沿并行，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融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呈现出鲜明特色，研究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总体上看，2008 ～ 2021 年，236 项重大、重点、面上和青年项目主要关注
了创业导向、创业决策、创业认知、创业失败、创业团队、创业网络、风险投资、公司创业、
国际创业、社会创业、商业模式、家族创业、创业行为、创业战略、创业生态等十多个主题
领域，这些主题领域涉及 184 项课题，占资助课题总量的 78%。图 1-6 展现了上述主题领域
内资助课题数量的时间分布，可以概括出国内创业研究发展的基本态势。
首先，与国际创业研究的主流话题一致，立足于“要素 – 认知 – 决策 – 行为”框架解释
创业活动科学规律构成国内创业研究的主流话题，创业决策、创业认知、创业失败、创业导
向、创业行为等主题领域的 64 项课题，占资助课题总量的 27.1%。其次，基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践形成了研究特色，创业团队、创业网络、风险投资、家族创业、公司创业等体现我
国经济社会情境特征的特色主题得到长期重视和发展，这些主题涉及 72 项课题，占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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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 30.5%。最后，从时间脉络上看，国内创业研究开始从追随国际创业研究前沿转变为与
国际研究前沿并行，研究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008 ～ 2017 年，国内创业研究基本追随
国际研究前沿，同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开展研究，这表现为上述国际创业研究框架
中的主流话题以及融合我国创业实践的特色主题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上述主流话题和
特色主题在 2008 ～ 2017 年涉及 82 项课题，占这期间资助课题总量的 57.7%。2018 ～ 2021
年，“创业行为”主题下的研究项目开始与我国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融合，研究主题更
加前沿；创业生态、创业战略以及商业模式等国际研究的前沿主题开始在国内研究得到重点
关注，在时间上与国际研究同步甚至是超前，这些主题方向涉及 61 项课题，占这期间资助课
题总量的 64.9%，例如，在过去 4 年里，创业生态主题从 2008 ～ 2017 年的 1 项迅速增加到
14 项。国内创业学者独立地凝练新现象、论证科学问题、开展理论设计，研究水平和能力取
得了显著进步。

图 1-6

2008 ～ 2021 年资助项目的主题分布

国内创业研究的进步还表现为高层次的项目资助，在主流话题、特色主题与前沿主题方
面设计的 11 项课题得到重大和重点项目资助。在主流话题方面，创业行为方向资助重点项
目 1 项、创业认知方向资助重点项目 1 项，“认知 – 行为”的重点资助格局促进了国内研究
与国际研究的融合；在特色主题方面，创业网络方向资助重点项目 2 项，推动基于我国创业
实践的创业网络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在前沿主题方面，商业模式方向资助重点项目 1 项，基
于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情境下的创新驱动创业的基础理论、数字创新驱动的创业行为、大公
司创新驱动的创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生态系统、创新驱动的国际创业等方向资助重大项目
5 项。
尽管国内创业研究在总体上进步显著，但在各个领域方向的发展存在着不对称性，某些
领域领先与其他领域滞后并存。具体而言，相对于国际研究，在某些主题领域特别是主流话
题方面仍处于学习和模仿阶段，在研究话题方面落后于国际研究前沿。例如，在创业决策主
题方面，大多数资助项目更多的是基于 Effectuation 理论的情境化研究，聚焦在不同创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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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创业情境下展开理论检验和应用，这样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但与国际创业研究中引
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来研究创业情境下的决策方式、过程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相比，国内创
业研究在研究深度和贡献方面略显不足。如何基于创业情境引入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来开展研
究，是国内创业研究当前乃至未来在主流话题方面寻求理论突破的重要途径。
另外，国内研究在创业行为、创业生态、创业战略等主题领域与国际前沿并行，表现出
了很强的学术引领性和探索性。具体而言，在创业行为主题领域，近年来资助项目开始关注
“用户创新驱动下的创业”
“数字经济下的创业基础理论”
“数字创新驱动的创业行为”
“数字创
业企业的非线性成长机理”
“数字创业企业迭代创新行为规律”
“数字化情境下创业者与用户互
动的形成机理”等前沿问题，这些问题是国际创业研究当下正在关注的前沿课题，具有很好
的学术引领性。在创业生态主题领域，资助项目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一是将现实中的
创业生态系统作为新的研究情境与视角来探索创业研究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如创业机会来源、
新创企业成长、新创企业战略及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二是注重结合我国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
发展中的领先实践，结合前沿理论来探索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生态系统参与者的协同机制
与竞争优势、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更强的超前性，有可能在基于新兴创
业实践的理论建构和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在创业战略和商业模式领域，国内研究在吸收国际研究的基础上迎头赶上，在探索新商
业模式的形成和调整的过程机理基础上，资助项目深化探索基于多元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最优
区分战略、新创企业高度灵活竞争行为动态性的形成机理、新创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影响
效应、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区块链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前沿问题。基于这方面项目
的研究，国内创业研究不仅在理论问题上与国际前沿研究并行，而且在探索我国情境的独特
影响以及研究设计方面做出了大量积极探索。
概括起来，国内创业研究在国际创业研究的创业过程学派鼎盛时期兴起，国内创业研究
兴起的早期，尽管相关研究体现了基于我国创业实践的独特性，但在研究主题和问题上基本
是在吸收国际前沿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过去 10 年里，基于国际创业研究从行为过程转
向认知决策的理论背景，国内创业研究不再拘泥于追随，开始与国际创业研究并行探索前沿
研究问题，特别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国内创业研究在新兴主题方面与国际研
究同行，甚至在某些主题上更具有前瞻性。
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的国内创业研究发展与展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国内创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一
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聚焦关键领域资助重大或重点项目，对研究方向和选题发
挥引领作用，200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基于资源观的新企业创建与早期成长机理
研究”“新创企业创业模式与成长机理”2 项重点项目，对于国内创业研究迅速融入创业过程
研究的国际研究前沿，特别是在“要素 – 行为”的研究框架及动态跟踪的创业调查研究设计
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国内创业研究迅速融入国际学术社区。二是基于面上项目的研究
积累，融合我国创业实践独特性凝练优先领域方向，通过资助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并促进创
业研究迈上新台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近年来国内创业学者聚焦新时代的情境
特征、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开展了研究方向和优先领域探索。
2019 年 5 月 16 ～ 17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 236 期双清论坛在长春召开，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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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以“创新驱动的重大创业理论与关键科学问题”为主题，湖南商学院（2019 年 6 月更名
为湖南工商大学）原校长、中南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陈晓红院士，吉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蔡莉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王重鸣教授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教授共同担任论坛主席。
来自中南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 33 所高校的 45 位“院士”
“国家杰出青年”
“长江学者”
和教授齐聚论坛开展学术研讨。与会专家围绕“创新驱动的重大创业理论与关键科学问题”
这一主题，分析和凝练了创新驱动的创业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提出了今后 5 ～ 10
年的重点研究方向。
2019 ～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了“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
研究”专项项目，南开大学张玉利教授担任项目负责人。在融合学科发展前沿的基础上，重
点结合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涌现的新需求和新问题，国内创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同行
与领先企业的企业家协同，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需求的交互，凝练了创业管理领域“十四五”
期间的优先发展领域，这些优先发展领域显然会对国内创业研究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除了上述侧重研究方向的战略性探索，聚焦创业研究领域的新兴实践和前沿议题，国内
创业领域的学者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框架构建工作。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至少包括：张玉利和谢巍（2018）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创业活动的共同演化，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研究议题；周青等（2018）分析了创业管理研究热点的国际比较与
学科资助建议；余江等（2018）、蔡莉等（2019）讨论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创业活动及其未来
研究议题；朱秀梅等（2020）聚焦数字创业问题讨论了其要素与生成机制；周冬梅等（2020）
系统回顾了创业研究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李新春等（2020）聚焦家族企业研究开展
了理论述评和未来展望；李加鹏等（2020）讨论了制度与创业研究融合的未来研究方向；韩
炜和邓渝（2020）聚焦商业生态系统展开文献述评与展望；杨俊等（2020）构建了商业模式
创新是否及如何诱发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刘志阳等（2021）讨论了数字创业研究的新挑战
和新范式；贾建锋等（2021）分析了数字创业团队特征并构建了理论框架。
当下乃至未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等国家重大战略背
景，加之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应用，创业活动必将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中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国内创业研究正在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融合学科前沿、聚
焦研究方向和主题，在立足新起点、把握时代机遇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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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202.
◉ 代表性学者
蔡莉
1990 年在吉林工业大学获得技术经济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技术经济专业博士。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
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专家咨询组成员。她是国内创业研究领域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
者，牵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3 项。她指导培养了近三十名博士、博士
后，分别在吉林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
任职，这些学生已成为创新创业研究与实践的骨干。E-mail：cli@jlu.edu.cn。
张玉利
1998 年在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他是国内创业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他创立了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因其在创业
与中小企业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 2016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他指导培养的三十多名
博士、博士后，分别在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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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任职，他们已成长为创业研究领域的青年骨干。E-mail ：ylzhang@nankai.
edu.cn。
李新春
1995 年在洪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国管理
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及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管理学季刊》
的联合创始人，1999 年创立了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战略联盟、家族企业
和创业管理的研究，是国内较早开展家族企业和创业研究并有着广泛学术与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
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6 项，其研
究已形成一系列学术成果，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E-mail：mnslxc@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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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学者与学者网络
本章呈现了创业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重要转型，你可以了解创业研究
在不同阶段的关键问题及其背后的学术判断，这显然有助于你把握你正在探索的研究问题在创业研
究学术谱系中所处的位置，特别是你关注的研究问题所依托的理论思想源泉，你的研究自然不会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发表时间，它往往根植于理论思想源泉中
看似朴素但颇具挑战性的基本判断，这些基本判断穿越时间河流继续引领新的前沿学术思想。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关注学者甚至比关注学术观点更加重要。哪些学者贡献了学术思想、哪些学者值得
持续跟踪关注？
关于创业者职能、创业机会和创业情境的理论思想来自理查德·坎狄龙（Richard Cantillon）、
吉恩·萨伊（Jean B. Say）、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约瑟夫·熊彼特、伊斯雷尔·柯兹纳
等经济学家的论著。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开始聚焦创业理论开展研究，甚至试图发
展创业经济学，其中以马克·卡森（Mark Casson）、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和戴维·奥
德兹（David B. Audretsch）为代表与领军人物。
威 廉 姆· 加 特 纳（William Gartner）、 杰 尔 姆· 卡 茨（Jerome Katz）、 保 罗· 雷 诺 兹、 卡
尔·维斯珀（Karl H. Vesper）、杰弗里·蒂蒙斯（Jeffery Timmons）、威廉·拜格雷夫（William D.
Bygrave）、霍华德·史蒂文森（Howard H. Stevenson）、伊恩·麦克米伦（Ian C. MacMillan）、阿
诺德·库珀（Arnold Cooper）、芭芭拉·伯德（Barbara Bird）、霍华德·奥尔德里奇（Howard E.
Aldrich）等学者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创业管理不同于公司管理，特别是在推动创业过程研究
相关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大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
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博士学位，少数取得的是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这些学者花费
10 年甚至 20 多年持续开展并坚持推动创业研究，他们是创业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没有他们的
思想和贡献，就不会有创业研究今天的繁荣。
凯利·谢弗（Kelly Shaver）、罗伯特·巴伦、洛厄·布森利兹（Lowell W. Busenitz）、迪安·谢
泼德、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K. Mitchell）、杰弗里·麦克马伦（Jeffery McMullen）等学者在推
动创业研究向认知决策转型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除了凯利·谢弗和罗伯特·巴伦教授，其他学者
大都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战略和创业方向的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研究创业，目前
是创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例如，迪安·谢泼德和杰弗里·麦克马伦曾是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
院的同事，他们长期合作研究、共同发表文章，同时分别担任创业研究顶级期刊《创业学杂志》的
前任和现任主编。

CHAPTER 2

第 2 章

创业在创造什么

什么是创业？这是学者们不断追问的基础问题，也是推动创业研究学术版图扩张的基本
依据。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不少学者从创业主体或创业情境差异视角来抽象、概括创业实
践，从不同理论视角去探索创业现象的本质，形成了不少“主体 + 创业”或“情境 + 创业”
的概念或术语，创业研究对象也因此而不断细化和拓展。个体创业、公司创业、女性创业、
草根创业、移民创业、社会创业、国际创业、家族创业、农村创业、绿色创业、网络创业、
数字创业等研究主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创业实践的普遍性、多样性和丰
富性。
大多数成熟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情境都具有丰富多样性，正因如此，总会有一些被长
期坚守的基础性认识和判断支撑着学科领域的鲜明特色。这些基础性认识和判断，立足而又
超越纷繁芜杂的现象，是融合基础理论思想、洞察现象本质而形成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们
像约定俗成的基本命题，必然蕴含在研究之中，又不必然显露在研究之中。正如战略理论关
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行为和结果差异，有关企业性质的不同判断可能构成了学者定义和分
析问题的基础之一。在解释相似现象时，基于不同的基础性认识和判断可能会定义出不同的
科学问题，这恰恰构成了研究领域内不同流派或思潮之间交互、对话并在相互融合中推动理
论发展的基础。对创业研究而言，对创业本质的理性认识构成了支撑创业研究在扩张中保持
收敛、在与其他理论交融中保持独立性的基础性判断。
创业在创造新价值。这是经济学家特别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论著中赋予创业实践的基础认
识：创业的新价值创造来自富于创业精神的个体与创业机会的结合，同时创业机会天生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使得创业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行为。个体与创业机会的结合及其在价
值创造中的新奇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构成了创业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屹立在管理学科
之林的根本基础，也促进了创业研究与战略管理之间的天然亲密性（战略管理仍源于经济学，
战略管理关注企业间利润差异或价值创造问题），还诱发了试图建构基于创业活动而非企业理
论的创业经济学的学术努力。正因如此，除了从微观层次去研究个体与机会的结合规律，在
宏观层次研究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潜在关联在创业研究诞生之初就成了重要主题，至
今仍经久不衰。
新价值创造需要组织。因此，“创业在创造新组织”成为学者们的学理性共识。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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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创业是“从 0 到 1”的组织生成过程，“0”意味着资源匮乏，“1”意味着组织诞生。创
业过程自然不仅需要机会、组织化活动，还需要创业者在与环境互动中想方设法地获取资
源，同时在赢得利益相关者认同的基础上与外界达成产品、服务和资源的交换活动。除了应
对创业机会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等情境外，创业者还需要通过适应或改变来处理环境中的
规则约束，以及通过言行举止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创业在创造
新制度的观点，概括新颖组织打破规则的制度属性；另一些学者提出创业在创造新文化的见
解，强调新颖组织重塑身份和价值观的文化属性。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创业的“0”
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少数创业创造的“1”可能具有高度新颖性。换句话说，大多数创业创
造的新组织之新在于“时间意义上的新生”；但少数创业创造的新组织之新在于“新颖”，也
就是人们说的“新物种”（如沃尔玛）。结果不同，创业过程和行为自然会存在差异，但创业
研究并未深入探索“新颖组织是什么及其从何而来”。
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时代的创业情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工业社会相比较，致力于创造
“新物种”的新兴创业实践越来越普遍，诱发了不少难以被已有理论概括和解释的新的组织
特征和属性。新兴创业实践起步于“0”的资源匮乏，在行为过程中不再是拘泥于同在位企
业错位竞争，而是在与其正面对抗中强调破坏性极强的颠覆与竞争。“创业在创造新模式”
已成为学者们对创业本质的新的学术判断，近年来进一步深化为“创业在创造新生态”（见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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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业本质的认识演变与创业研究的关键问题

创业研究正在突破转型，经典问题展现了新特征（详见第 3 章、第 4 章、第 7 章、第 9
章、第 10 章），同时涌现出了不少极富挑战的新问题（详见第 5 章、第 6 章、第 8 章和第
11 章）。创业研究尽管在突破但不是全盘否定过往，喊口号和炒概念没有出路，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学术理性，利用严谨论证来凝练老问题的新内涵、重新定义新问题，
这也是本书编写团队共同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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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价值○
一

◎ 尹珏林

◎ 赵嘉欣

◎ 林星雨

◎ 华欣意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早在 2000 年，谢恩和文卡塔若曼在《管理学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
发表了《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价
与开发利用”为主线的创业过程研究主张，强调从创业机会的角度去探索创业过程的一般规
律。此后，谢恩又多次撰文指出了区分创业和其他学科的两个特征因素：一是作为研究对象
的个人与机会的关系（Eckhardt，Shane，2003）；二是这种关系的内在新奇性、不确定性、风
险性特征。随着创业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创业的核心在于有利可图的
机会与有创业精神的个体之间的结合，这突破了以往片面强调创业者作用的偏见，将创业机
会摆到了突出的位置。
要素或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完善使得市场存在创造新经济价值的机会（Barney，1986 ；
Shane，Venkataraman，2000），即创业机会往往起源于不明确的市场需求、未使用的资源与能
力（Kirzner，1997），或者创新性产品与服务（Schumpeter，1934），是能经由创新性资源组合
传递更高价值满足市场需求的可能性。创业活动的本质是创业者识别开发创业机会并采取创
业行为以实现新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创造。创业活动表明了创业机会的发现与构建可以通过具
体行为填补市场空缺为创业者带来经济收益和社会绩效。这使得自从创业机会成为创业研究
的核心议题以来，创业机会来自何处、又是如何被发现或创造，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行为
等都成了创业学者的重点研究问题。创业学者对这些重点问题的探索对于构建系统全面的创
业机会研究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杰弗里·麦克马伦和迪安·谢泼德：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
2006 年，麦克马伦和谢泼德在《管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创业行为和不确定性在创业者
理论中的作用》一文，结合已应用于分析创业者行为的经济理论，通过考虑感知不确定性和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企业使命漂移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复杂性的视角”（72072188）与
“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机制及其权变策略研究：基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
（71672146）资助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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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不确定性意愿两方面，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用于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概念模型，为分
析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
两位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成为一名创业者就是要根据已经确定值得追求的创业机会并
在创业知识和创业动机影响下采取具体行动，而且由于创业行为是随着时间推进的，未来的
不可预知性和创业行为固有的新颖性使得创业行为本质上受到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在有风
险的决策制定环境中，个体可以收集到有关决策的足够信息以预测与该决策相关的可能结果
以及这些可能结果发生的概率。然而，存在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更多表现为个体决策时无法
收集到有关决策所需的信息进而难以预测决策结果。由于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个体在多
大程度上依赖自我判断，而自我判断又取决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时所经历的不确定性程度，
使得不确定性成为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学者们对于不确定性在阻止创业
行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不确定性程度是潜在创业者和创业行
为之间的障碍，也有学者认为缺乏承担不确定性的意愿才是阻碍潜在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的
原因。
麦克马伦和谢泼德认为个体是否采取创业行为必须同时考虑各种行动要素，例如与感知
不确定性有关的创业知识、与承受不确定性意愿有关的创业动机及激发创业行为的特定刺激，
这些行动要素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潜在影响个体创业行为。基于此，麦克马伦和谢泼
德提出了一个“机会注意 – 机会评估”两阶段的创业行为概念模型（如图 2-2 所示）。他们对
外部环境中的第三方创业机会（third-person opportunity，an opportunity for someone）与个体
可开发的创业机会（first-person opportunity，an opportunity for the actor）进行了区分，揭示了
创业者如何将第三方创业机会转化为个体可开发的创业机会。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个体对
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注意阶段，个体拥有的特定的先验知识与个体创业动机结合共同触发个体
对第三方创业机会的注意。第二阶段是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评估阶段，在这一阶段创业者对第
三方创业机会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触发了其决策过程，个体对第三方创业机会能否成为可开
发的创业机会进行创业知识上的可行性评估（feasibility assessment）以及创业动机上的合意性
评估（desirability assessment）。如果个体评估后发现该第三方创业机会的回报能够证明承担必
要的不确定性是合理的，那么个体会认为该创业机会具有可开发性，进而有足够创业动机来
开展具体创业活动以把握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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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视角下创业机会与个体创业行为分析框架

基于所提出的两阶段个体创业行为分析模型，麦克马伦和谢泼德重新解读了以熊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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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兹纳、奈特三位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研究观点在预测个体创业行为时的有效性和不足。
首先，熊彼特认为在创业机会注意阶段，所有个体都可以感知到同样的机会存在，而在
创业机会评估阶段，个体由于承受不确定性的程度存在差异使得个体对于创业机会的新颖性
评估有着不同标准，进而导致了个体对创业机会评估以及创业行为开展的差异。熊彼特的观
点虽然隐含着个体需要有承受不确定性的意愿，但相对忽略了由于个体知识差异造成的感知
不确定性的差异，使得熊彼特观点在分析创业活动中仅适用于难以先验评估的突破式创新领
域，在经验适用范围上存在较大局限。
其次，与熊彼特聚焦于创业机会评估阶段不同，柯兹纳聚焦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注意阶
段，而相对忽略个体承担不确定性的意愿，重点从认识论角度关注了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以
及成功创业者的共同心理特征。创业警觉是指创业者对市场呈现出有利可图的机会的关注敏
感程度，这种警觉性是市场的产物。然而，柯兹纳将创业警觉转化为与市场环境分离的创业
者个体判断力，将创业机会识别等同于创业行动，并认为个体拥有的先验知识能帮助其消除
创业不确定性。此外，柯兹纳的观点并未考虑到创业动机存在的必要性。事实上，如果缺乏
创业动机，那么个体的创业警觉就难以转化为创业行为。
最后，奈特注重分析创业机会评估阶段，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决策过程进行讨论，认为利
润来自不确定性，个人决策时需要对预测需求和成本进行评估。遗憾的是，奈特的观点在分
析个体创业行为时难以体现个体对创业机会注意力的分配差异所导致的创业行为差异。
总体而言，麦克马伦和谢泼德的研究通过考察感知不确定性和承担不确定性意愿两方面，
构建了个体创业知识和动机如何影响不确定性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
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注意 – 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为从创业机会视角分析个体
创业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不仅完善了我们对于不确定性与个体创业行为关系的理
解，而且对极具影响力的现有经济模型在个体层面上对创业者行为预测有效性的重新阐释也
指明了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罗伊·苏达比等学者：创业机会来源及其内在机制
麦克马伦和谢泼德的研究明确了个体如何将不确定的第三方创业机会转化为具有可行性
的创业机会并采取创业行为，突出了创业机会识别在促进个体创业活动开展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然而，创业机会的存在是抽象且隐蔽的。对于创业机会来源的探讨有助于创业者及时发
现创业机会的“藏身之处”并有效把握创业机会，这使得创业机会来源的探讨日渐成为创业
研究领域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创业机会是环境中客观存在还是创业者主观塑造”这一基
本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一部分学者在创业者特质理论、构型理论等基础上秉
持创业机会的“发现观”，认为创业机会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客观现实，先于创业者个人观念而
存在，需要创业者基于自身特征而从环境中发现，因此他们的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创业机会的
环境条件及创业者个人特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制度理论、创业认知等理论视角出发，认
为创业机会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不能独立于创业者个人观念而客观存在，秉持创业机
会的“创造观”，主张创业机会更可能是一种通过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力和社会技能进行社会
性建构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阿尔瓦雷茨（Alvarez）等（2015）所提出的创业机会
完全是创业者行动的内生产物这一观点，“创造观”在强调创业者的主观认知的决定作用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承认环境中的某些客观条件有助于产生创业机会，例如技术进步、政治或监

43

44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管范围和人口变化，并承认外部资源环境在创业机会创造中的作用，而这也为在研究中对这
两种观点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基于有关创业机会来源这一核心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罗伊·苏达比（Roy Suddaby）等
学者 2015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定性视角下的创业：对创业机会的建构或发现的洞
察》一文，将“印记”
（imprinting）、“自反”
（reflexivity）两种核心构念与“创业机会从何而来”
这一核心问题结合起来，为“发现观”与“创造观”提供了相对应的解释机制（见表 2-1）。
苏达比等学者对 9 篇发表于《创业学杂志》的有关创业机会的定性研究文章进行梳理，采用
扎根理论方法识别出了支撑两种创业机会来源观点的内在机制，即印记与自反。一方面，“印
记”是指创业主体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其所产生的重要且持久的影响。在“发
现观”中，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通过影响创业者的感知系统进而限制了他们发现机会的能力，
而印记作为一个关键的过程，解释了一些创业者如何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另一方
面，“自反”是指创业主体对由其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所构成的约束的高度自我意
识与认知，这种洞察力使创业者能识别这些制约因素并且可以进行设想和改变原有的制度安
排。在“创造观”中，自反可以帮助创业者突破客观环境以及印记的限制与约束。
表 2-1

创业机会来源观点及核心机制

发现观
基本观点
理论基础

创造观

创业机会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客观现实，先于创
创业机会并非独立于创业者观念的客观现实，
业者观念而存在的，并且是创业者基于其自身特 而是通过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力和社会技能进行
征而发现的结果
社会性建构的结果
创业者特质论、构型理论

制度理论、创业认知理论

核心机制

印记：创业主体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
自反：创业主体对由其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
境对其所产生的重要且持久的影响
经济环境所构成的约束有着高度自我意识与认知

环境观

外部环境是具体的、不变的。创业者与环境之
外部环境是抽象、灵活、易被重构的。创业者
间的界限更加明显，外部环境相对创业者而言更 与环境间的界限相对不明显，创业者与环境间的
具能动性
力量分布较为均匀

时间观

线性、客观以及路径依赖

循环、迭代

创业过程

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为创业决定因素

创业机会的主观因素为创业决定因素

分析层次

关注个人和群体层面的创业

关注行业以及制度层面的创业

代表论文

马赛厄斯（Mathias）等学者（2015）

阿尔瓦雷茨等学者（2015）

苏达比等学者进一步从环境观、时间观、创业过程侧重点及分析层次四个方面对基于印
记与自反这两种机制的“发现观”与“创造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分析。
第一，在创业者对外部环境性质的感知上，“发现观”认为外部环境是具体的、不变的，
外部环境比起创业者而言更加具有能动性，并且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界限也更加明显；而“创
造观”则认为外部环境更抽象以及易于被重构，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并
且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力量分布较为均匀。
第二，在时间观方面，“发现观”强调时间的影响具有线性、客观以及路径依赖的特征，
对创业者而言，创业者早期经历的关键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对其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有着重要
且持续的影响，使创业者在发现机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不同于“发现观”，“创造
观”则认为创业者与环境会不断互动并在互动中改变自身以相互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创业
机会在双方反复互动中得以构建，“创造观”强调时间影响的循环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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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描述创业过程的主观或客观程度方面，“发现观”将外部环境中具体的、可衡量
的客观因素作为创业的决定因素，在对个体发现创业机会能力的差异的解释时更强调创业行
为与实践本身。而“创造观”则倾向于描述创业机会的主观因素，即强调通过创业者主观的
和解释性的内心世界提升其想象力，从而突破现有约束、创造新的机会。
第四，在分析层面方面，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发现观”更侧重于较低层面的分
析，关注个人和群体，而“创造观”往往从更宏观的分析层面上开展分析，更加关注行业以
及制度层面的创业。通过分析比较两种观点内在机制的联系与区别，苏达比等学者进一步提
出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印记与自反两种机制也包含一些共同的假设，比如它们都强调
社会共享认知（social shared cognition）是创业机会的一个基础因素。因此，对创业者而言，
分析创业机会的存在可能更加依赖于如何更有效地将两种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识别合
适的创业机会并及时把握。
总的来说，苏达比等学者所提出的印记与自反这两种内在机制，揭示了创业机会两种来
源及其过程的核心区别，为创业机会来源的两种观点的辩论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同时也完善
了我们对于“创业机会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理解，为后续有关创业机会的来源与识
别过程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此外，苏达比等学者通过采用定性方法来研究创业机会的来
源这一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过往定量方法为创业领域发展带来的限制，
推动了创业研究理论范式的发展。
阿斯利·阿里坎等学者：创业者认知如何作用于创业机会形成与开发过程
如前所述，不同于创业机会“发现观”认为个体在创业机会产生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被动
响应的角色，即强调创业机会源于现有市场的外生冲击，创业机会“创造观”则更强调创业
机会形成是创业者搜寻创业机会过程中的内生现象。然而，目前基于“创造观”视角探究创
业机会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第一，创业机会形成早期，在奈
特不确定性（风险无法被衡量或预判）情况下，创业者为何愿意去创造并建构创业机会？第
二，创业机会形成后期，创业者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方式去开发创业机会？阿斯利·阿里坎
（Asli M. Arikan）等学者 2020 年在《管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创造机会：创业好奇心、生成性
认知与奈特不确定》一文，通过整合认知理论与机会创造理论（creation theory of opportunity）
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可用于解释创业机会形成的新见解，有助于理解创业者
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影响创业机会形成，对创业者创造并识别出创业机会进而开展创业活动有
重要启示。
通过探究“创业机会创建阶段”，阿里坎等学者回答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为何愿
意去创造并建构创业机会”。具体而言，他们首先论证了在个体无法预判风险的情况下开展
创业过程中创业警觉与创业者独有的认知属性解释力失效的原因：一方面，创业警觉源于人
们受到与市场相关的外部不完善信息或线索的刺激，而奈特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存在外源刺激，
这使得创业警觉不太可能成为个体创造机会的动机；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条件下创业者更容
易产生功利性的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对于给定机会的捕捉和价值创造，且这些认知偏差也不足
以解释创业者为什么要创造机会。
基于此，阿里坎等学者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提出了创业好奇心作为创业者认知与创业机会
建构之间的中介机制，具体解释了在无法预判风险的情况下创业者认知如何以创业好奇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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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进而影响创业者建构创业机会（见图 2-3）。首先，个体在已知情境下无意识的逆向思维
或发散思维可能会触发好奇心，熟悉情境与未知属性的碰撞容易激起个体的求知欲从而产生
好奇心。其次，有好奇心的个体就会继续在头脑中无意识地模拟认知场景，试图通过重构情
境记忆来解决发散或逆向思维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正是好奇心引起的思维转变激发了创
造机会的形成，通过“从熟悉到未知”的心理活动演绎产生了新知识，从而形成可能的创业
机会。
逆向思维
发散思维

好奇心
触动

条件：
没有任何外部刺激

条件：
适应不确定性；
独立于市场效率低下
的外部线索

图 2-3

创造新机会
采取
行动

条件：
至少一个新属性的用
途未知

好奇心驱动创业机会的过程

然而，由好奇心驱动构建的创业机会是一个自然推演的过程，尽管创业机会已初具雏形，
但创业者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创业机会形成的后期阶段，创业者
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方式去开发创业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文章要重点解决的第二个
问题。因此，阿里坎等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创业机会开发阶段”，认为影响创业机会开发的核
心并非“发现观”所强调的搜索活动，而是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认知的生成活动。创业者需
要利用创造出的机会对可能的产品和服务理念进行概念化，这些理念对应无法预判风险情况
下尚未存在的市场需求。阿里坎等学者以创造性认知、概念认知和记忆分类为基础，解释了
创造机会如何通过相应的候选产品转化为尚未存在的市场需求。就文章的理论体系而言，这
些认知生成过程使创业者能重新配置其所创造知识的属性以解决创业者的好奇心，并为尚未
存在的市场需求提供相应的候选产品以实现创业机会的有效利用。此外，为便于读者更好地
理解创业机会形成过程，阿里坎等学者以 3M 公司研发“便利贴”项目为例，解释了好奇心如
何引发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机会创造并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具体来讲，3M 公司的西
尔弗博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无意中制造出黏性高却容易剥离的黏合剂，但 3M 公司对如何将
黏合剂市场化毫无头绪，后来实验小组的员工佛莱伊所在的教堂唱诗班需要一类既具黏性又
不会损坏赞美诗的书签，这一无关需求使西尔弗博士察觉到纸质书签与黏合剂的结合可以满
足条件，由此，3M 公司最终推出被公众津津乐道的“便利贴”这一新型办公产品。
总的来说，阿里坎等学者通过“理论构建为主，案例解释为辅”的分析模式明确解释了
认知在创业机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作为最早探究好奇心如何作用于创业机会过程的研
究之一，这篇文章不但扩展了机会创造理论论据，而且对创造机会的评估和治理具有启示。
考虑到现实情境中创业者很少独自完成整个创业过程，三位学者在这篇文章末尾提到创业机
会形成及有效利用的过程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挑战：一方面，创业好奇心是一种自我反
省、无组织和自我启发的认知过程，需要心理模拟和想象；另一方面，个体的创业好奇心在
团队创业环境中是否发挥同样作用，目前仍缺乏明确答案，这需要后续研究整合认知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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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创业相关理论来进行解释。
推动创业机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活动的本质是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并通过开展具体的创业行为开发创业机会，实现
新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创造。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聚焦创业机会问题，从认知、行为等多方面探
究创业者如何识别、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并展开创业活动，创业机会逐渐过渡到了创业研究
的舞台中心。上述三篇经典文章对创业机会的来源、创业机会的形成和开发以及创业机会如
何转化为创业行为进行了探讨，不仅“追本溯源”、详细地阐述了创业机会产生背后所蕴含的
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及其产生过程和适用条件，而且从创业机会视角建构了用于分析不确定
性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机会注意 – 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框架，对创业机会研究产
生了重要推动。
一方面，创业机会的来源及其形成，既是创业机会研究的基础，也是实践中展开创业的
开始。当前关于机会来源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被更广泛接受的客观主义观点“发现观”和
较少关注的建构主义观点“创造观”，以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辩论。“发现
观”认为，机会的产生独立于创业者存在（Alvarez，Barney，2007 ；Shane，Venkataraman，
2000）。已有许多学者基于机会“发现观”，探究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创业知识和经验、认
知方式等多方面对个体识别创业机会与开展创业活动的影响（Singh，et al.，1999；McMullen，
Shepherd，2006）。例如，麦克马伦和谢泼德从创业机会视角所提出的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
注意 – 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体现着机会“发现观”的基本思想，强调机会是独立于创
业者的客观存在，个体认知与动机则影响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不同于已被广泛接
受的机会“发现观”，机会“创造观”认为机会是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并且不能脱
离创业者而存在（Arikan，et al.，2020 ；Baker，Nelson，200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为“创造观”能解释那些“发现观”所无法阐明的一些机会的产生，对创业机会来源的理论
起到了重要补充（Alvarez，Barney，2007）。例如，伍德（Wood）和麦金利（McKinley）
（2010）
基于机会“创造观”提出个体在初始阶段主要依赖个人想象力来想象出机会，但无法确定想
象的机会的可行性，需要经过社会网络与他人进行互动来实现机会的意义建构，即个体可
以通过参与社会结构来试图吸引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支持，将想象的机会转化为客观可行的
机会。
由这些代表性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发现观”还是“创造观”都承认创业者在机会识
别与开发中的重要性，但是，正如苏达比等学者所强调，“发现观”与“创造观”的核心机制
存在区别。由于受环境被动影响与个体主动认知，不同的创业者认知对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开
发有着不同影响。阿里坎等学者的研究基于“创造观”视角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了创业者的
认知能动性如何影响创业机会的形成，对创业者创造并识别出机会进而开展创业活动有着重
要启示。苏达比和阿里坎等学者的研究极大程度丰富了我们对创业机会来源及形成的理解，
为后续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
另一方面，创业机会的存在并不天然意味着新的社会与经济价值被创造，只有将创业机
会转化为具体的创业行为才能实现所期望的价值创造，因此“创业机会如何转化为创业行为
来实现创业价值创造”成了创业机会研究的重要议题。麦克马伦和谢泼德从创业机会视角所
提出的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注意 – 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同时关注了个体在感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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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与承担创业机会不确定性的意愿，阐述了创业者个体把握创业机会并开展创业活动的
内在机制，不仅丰富并拓展了对于创业机会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为后续学
者从不确定性视角研究创业机会识别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向。例如，参照麦克马
伦和谢泼德所提出的两阶段概念模型，奥蒂奥（Autio）等学者（2013）结合个体认知理论研
究发现，在机会评估阶段创业者的认知风格会因不同外部信息接触产生不同特点。然而，遗
憾的是，目前研究分析创业机会创造与后续识别开发为具体创业行为时大多聚焦于个体特征
（如创业知识、创业经验、创业网络等），如分析哪些特征的个体更可能主动与环境交互进而
创造和开发创业机会并实现成功创业，对于复杂创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创造创业机会以及如
何与个体认知共同影响个体识别创业机会和开展创业行为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存在较大研究
空间。
当今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呈现 VUCA 特征，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VUCA 的发展背景是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客观存
在？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创业者个体创造机会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成功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
具体过程如何受到具有 VUCA 特征的情境影响？学者们尚未对这些相关疑问达成共识。由于
有助于揭示机会“发现观”与“创造观”的情境适用边界，这些问题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行
深入探讨。
以数字化技术这一具体情境为例，数字创业活动所面对的创业环境更具变化性与挑战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麦克马伦和谢泼德所提出的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两阶段模型基础上，将数
字创业所面对的环境复杂性考虑在内，分析数字技术驱动情境下的个体创业机会识别与个体
创业行为。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个体获取
知识不再受地理限制而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获取海量知识和信息。创业者依靠数字技术学习积
累大量先验知识将极大影响个体对于不确定性的感知与承担意愿，对个体创业机会的识别和
开发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同时，数字技术快速变革对创业者创业警觉与好奇心产生的
潜在影响如何进一步影响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后续创业活动的开展同样值得未来深入思考。
此外，在研究设计方面，这些研究鼓励我们在研究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界定清晰的创业
现象与问题，并通过归纳推理建立新的理论构念与分析框架以推动创业研究中理论范式的发
展。尤其我们可以立足于中国情境，选取典型的创业企业来分析中国文化、价值观、历史事
件等塑造下的个体认知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机会发掘与创业行为开展。比如斯晓夫等学者
（2016）基于中国大众创业的情境研究创业机会的形成，该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与扎根理论识别
出了创业机会的第三种来源，那就是创业机会的“发现 + 构建”以及产生创业机会的多路径
来源。尤其，越来越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创业研究中可以基于整体的分析视角，运用组态思
维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通过集合分析发现要素组态
和结果的集合关系，为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的因果复杂性研究提供方法上的有效支撑。除了
定性方法外，近年来采用实验法观察个体创业行为已成为创业研究的热门方法，为研究个体
如何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行为和价值创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研究情境。例如，研究者在实
验中通过创造与现实创业高度类似的情境，并在严格排除其他干扰的情况下，通过人为操纵
提供给实验参与者的创业环境信息、激发特定创业认知模式等来观察个体在复杂创业情境下
识别、创造机会与开发机会的具体过程，并进一步区分这一过程带来的价值创造结果，可以
更稳健地揭示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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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组织○
一

◎ 杨

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较早地关注到了创业者与创业活动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和功能，
但经济学固有的数学模型思维导致其难以通过合理的函数表达式将创业者引入经济分析模型，
正因如此，创业者和创业活动长期被主流经济模型所摈弃（Baumol，1993），被视为对经济周
期性运行有着重要影响的外生因素之一。为了更完美地包装自己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理解，
经济学家不仅赋予了创业者一系列的超凡职能：风险承担、追逐不确定性、利润驱动、启动
创新等，而且将这些职能神化到一个抽象个体身上，形成了创业者乃天生而非后天塑造、创
业并非常人可及的特殊活动的基本判断，从而促使了创业特质论这一主要研究流派的产生。
在约瑟夫·熊彼特先生的倡导下，哈佛大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办了创业历史研究中心，
旨在站在历史研究方法的立场研究创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构从芸芸众生
中识别创业者的科学途径，因为在他们看来，创业者是天生而非后天塑造的，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创业历史研究中心是创业特质论阵线的支柱力量。然而，中心所付诸的研究努力
并不尽如人意，时任中心主任的阿瑟·科尔（Arthur H. Cole）教授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我
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创业历史的专业研究中心，并为之奋斗了 10 年，在这 10 年里，我们
执着于定义‘谁是创业者’，但从未成功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定义，而且我坚信，
其他学者也不外乎如此而已。”
（Cole，1969）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创业特质论研究热潮持续十余年之后，学者们发现彼此之间根本
难以形成建设性的对话，对创业活动的认识也止步不前，少数学者开始在喧嚣中反思创业特
质论。加特纳教授指出，创业者具备着数量惊人的特质和特征，这些研究汇总的创业者“心
理轮廓”往往将创业者描述为超现实的人物，充满着矛盾，具备所有这些特质的个体必然成
为超凡脱俗的天才。无谓地比较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以及创业者与创业者，只会将问题复杂
化（Gartner，1988）。尽管经济学家描述的创业功能神圣而强大，但所有的功能都来自同一个
起点，那就是创造新组织，创业是创造新组织的观点迅速成为主流共识。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
（71732004）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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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创业研究应关注新组织从何而来的判断成为主流，但学者们对创业所创造新组织的属
性理解存在着差异。一些学者强调新组织在时间意义上的“新生”，将新组织视为在特定行业内
产生的新组织增量，也就是统计公报中常常涉及的新增企业数量。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这一认识占据了主流，并掀起了创业研究过程学派的研究热潮。另一些学者强调新
组织在空间意义上的“新颖”，将新组织视为在特定行业内产生的新物种。在这一视角看来，尽
管关注普遍意义上的新增企业数量有价值，但在其中不同于既有组织特征的创新性组织形态更
具有研究价值。角度不同，意义不同，有关新组织从何而来的研究文献也展现出了明显分水岭。
威廉姆·加特纳：创业是创造新生的组织
加特纳 1988 年在《美国小企业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上发表了《谁
是创业者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众多反思创业特质论研究中的经典文献。与
其他研究不同的是，加特纳从挑战特质论所依托基本假设存在片面性的立场出发去揭示了创
业特质论结果之间彼此冲突、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在他看来，创业特质论研究关注“在同等
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创业者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这一问题本身并没错误，但是，它的
根本缺陷在于其基本判断的片面性导致了错误的研究逻辑。具体而言，创业特质论认为个体
成为创业者是因为他具备一些独特的人格心理特征，进而试图通过识别创业者特征来解释“谁
会成为创业者”的原因。在这个逻辑链条下，如果创业特质论研究如愿以偿地识别出了创业者
群体的共性特征，并且这些共性特征是其他人群所不具备的话，那么，创业特质论堪称完美。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创业特质论研究始终没有对创业者的概念界定达成一致。难
以保证研究样本选择的同质性将导致创业者群体与对照群体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利用对 20
余篇代表性创业特质论研究文献的分析，加特纳教授发现不同研究对创业者的界定各不相同，
研究样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有的研究将创业者局限于成立时间在 2 年以内的新企业“所
有者 – 管理者”，而有的研究却将创业者群体延伸到了成立时间长达 15 年的企业“所有者 –
管理者”。其次，创业特质论研究并没识别出创业者群体所独有的共性特征。从研究结果看，
大多数研究并未发现创业者群体与非创业者群体之间的人格特质因素表现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并且，在不同研究所识别出的创业者特质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创业者群体与对照群体之间的差
异来得小。最后，创业特质论研究识别出的特质清单相当冗长，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甚至冲突，
很难找出与之对应的现实个体。尽管直观来看，创业者的确做到了并非所有人都可能做到的
事情，认为其独特特质起到一定作用的观点并非谬误，但并非所有创业者都应具备相同的特
质，也不是某种特质因素会作用于每一位创业者。
加特纳认为，创业者或新企业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或新企业与非新企业
之间的差异来得小，创业特质论研究假设的片面性决定其研究设计的不合理性，最终导致研
究结论之间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事实。创业者并非先天塑造而是受后天环境因素影响，关注
创业特质论的研究没有出路。创业本质上是创造新组织，创业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从行为层面
探寻组织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过程规律（Gartner，et al.，1992）。
创业就是创办新组织，这是创业研究过程流派对创业本质的基本认识；新企业从何而来
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创业研究过程学派关注的基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时间动态性是组织生
成过程的本质属性，即创业过程由若干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活动构成，并且，尽管这些活动
数量与顺序可能存在着内在规律，但不太可能拘泥于某种固定模式。一些研究者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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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跟踪调查是创业行为和过程研究行之有效的研究设计的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雷诺兹发起并实施的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于 1998 年同时在美国和
一些欧洲国家相继实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的调查设计核心内涵是，以抽样出具有代表
性的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样本为前提，进而通过多轮次数据搜集来跟踪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
的创业努力，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创业过程特征及结果决定因素。项目最初设计的调查期限为
24 个月，随着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补充，项目实际实施的调查期限为 36 个月，也就是说，
1998 ～ 2001 年，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对已打算创业的创业者每年进行一次跟踪，总共开
展了 4 轮跟踪调查，采集了丰富的原始数据，不仅解决了长期制约创业研究的数据获取难的
问题，而且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设计体系。迄今为止，这一项目仍在开展，全球至
少有二十余个国家参与到了这一项目研究，在创业研究领域形成了 PSED 类研究（PSED-type
research）。中国于 2009 年加入这一国际研究联盟，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发起并实施了中国
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CPSED）。
保罗·特雷西等学者：创业是创造新颖的组织
在空间维度上看，少数创业在创造着不同于既有组织的新颖组织，用现在的话表述，是
在创造新物种。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和组织演化理论思想的学者们认为创业之所以重要，关
键在其相对于现有状态的改善甚至突破，而这一改善或突破的途径来自创新性的组织创造。
例如，星巴克咖啡的组织原型发端于意大利，是意大利当地的特色咖啡零售店，霍华德·舒
尔茨（Howard Schultz）将其引入美国市场并缔造了连锁咖啡品牌。当时美国市场的咖啡店只
售卖低质量咖啡，所有消费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舒尔茨先生的贡献不
在于增加了一个咖啡店，而在于通过引入新物种改变了美国人的咖啡消费习惯。如果说创业
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一结果往往产生于新颖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颖的
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来自原创，而是来自嫁接，嫁接于其他组织、其他行业甚至是其他地
域。那么，创业者如何创造这种在空间上具有新颖性的组织呢？
保罗·特雷西（Paul Tracey）等学者 2018 年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离水之鱼：转
换、合法化与新企业创造》一文。文章采用案例研究的设计，研究了意大利企业孵化器公司
H-Farm 的创办过程，尽管企业孵化器这种组织在美国硅谷等区域率先浮现，但在意大利却
是地地道道的新物种。这篇文章构建并提出了“错位平移的创业”（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misaligned translation）理论模型来解释新物种如何在克服既有制度约束下破壳而出。其中，
创业者需要开展当地认证工作、类别认证工作及最优区分工作，这些工作展现出的交互和时
间动态性很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非常有趣。
与时间意义上的新生组织生成强调如何从行为层面构筑组织要素和活动不同，在空间意
义上具备新颖属性的新物种生成强调合法性问题。什么意思呢？哪怕是构筑好了组织要素和
活动，但如果新物种不能被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接受，那么这一新组织也难以实现与环境的结
合得以切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对新物种而言，组织要素和活动的构筑行为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合法性问题。具体而言，创业者可能面临着双重合法性压力：一是当地合法性（local-level
legitimacy），新企业赢得创办所在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例如，滴滴赢得中国政府和消费者的
认可）；二是类别合法性（category-level legitimacy），新企业赢得其起源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例
如，滴滴还要赢得网约车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如图 2-4 所示，特雷西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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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文章中将新颖的组织来源划分为了四种区间：区间 1 是具有当地合法性和类别合法性的新
组织迁移；区间 2 是具有类别合法性但当地合法性缺失的新组织迁移；区间 3 是类别合法性缺
失但当地合法性存在的新组织迁移；区间 4 是类别合法性和当地合法性均缺失的新组织迁移。
毫无疑问，区间 4 更具有挑战性和研究价值，而该文章所选择的案例 H-Farm 就处于区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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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基于既有组织形态转移的新组织类型

这是案例研究理论抽样的典型范本：基于理论问题的理论抽样。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
分类，清晰地定义了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在后文案例选择部分，重点就是要说明 H-Farm 为
何处于区间 4，仅此一点，就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了。代表性和典型性来自当地合法性
和类别合法性的双重压力。基于对案例企业创办过程的细致分析，该文章发现，新颖的组织
创办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满足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进而得到他们的认同。在
实践维度上看，创业者首先要为新物种塑造当地合法性，这是生存之本，随着时间推移，创
业者迟早要面向起源地利益相关者进行合法性管理。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和类别利益相关者
的诉求差异，创业者可以通过最优区分策略来有效地应对双重合法性压力，而且最优区分策
略往往发生在引入阶段的后期。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发源地的新组织形态很可能会随着时间
推移在多个情境下迅速扩张。因此，在类别层次，有限资源的竞争就会加剧，创业者可能同
时需要相对于新组织发源地的趋同和区分策略。与此同时，在当地层次，随着新物种企业合
法性提升可能会诱发新进入者，有限资源的竞争仍会加剧，创业者可能同时需要相对于其他
新进入者的趋同和区分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需要在类别和当地两个层次开展双重最
优区分策略，这指引了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尽管制度理论深奥且晦涩，但这篇文章却写得相当生动。生动性不仅来自案例故事，而
且特雷西等学者在理论阐述部分引用了信手拈来的案例实例补充。几位学者对于创业者如何
跨界迁移创办出新颖的组织这一现象有着长期的理论和案例追踪。长期的思考累积出的思维
高度使得写作自然游刃有余。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为组织生成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时代，新组织的创办，特别是组织要素和活动上的创办可能不再是难事，
而在实践中涌现出的恰恰是大量有别于过去、有别于当前的新物种，这些探索新物种组织的
创业失败率高得惊人，或许原因就在于并没找到恰当的行为逻辑来应对这一情境下的新问题。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是创办新组织。这一对创业本质的判断简洁而有力，它将创业研究与组织理论紧密
联系起来，毋庸置疑的是，交易成本理论告诉了我们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但几乎没有任何组
织理论告诉我们新企业从何而来，这一论断让创业研究在管理学术社区赢得了合法性，直接

第2章

▶

创业在创造什么

推动了过程视角下创业研究的兴起和繁荣。甚至可以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
十余年里，有关组织生成的研究主导了创业研究的学术版图。这些研究共同致力于揭示组织
形成过程规律。其中，第一种思路侧重于“要素 – 行为”的分析框架，探索哪些要素或行为
导致或有助于新组织生成（Delmar，Shane，2004 ；Honig，Karlsson，2004 ；Liao，Gartner，
2006 ；Shane，Delmar，2004 ；Zhang，et al.，2013）。第二种思路侧重于行为规律或行为模
式 的 总 结 和 提 炼（Carter，et al.，1996 ；Lichtenstein，et al.，2006 ；Tornikoski，Newbert，
2007）。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有关组织生成过程的认识，提出了用创业行为绩效来观测组织生
成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基于人力资本等新特质论来剖析创业者如何影响创业成败、形成中
组织的弱组织约束诱发创业行为和决策独特性等一系列理论判断，甚至对于创业研究从关注
创业行为转向研究创业思维和认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特别是过去五年里，有关组织生成过程中的行为顺序和行为逻辑
的研究热潮开始慢慢地淡出了创业学者的研究视野。面向未来，创业可能不再拘泥于创办新
组织，或者说至少不是我们经典理论所定义的新组织。组织生成过程研究可能会因新组织属
性变化以及情境变化而呈现出新面貌和新问题，其中至少包括三点递进式理由：一是经济社
会转型诱发新组织属性和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理论上界定的意图、资源、边界和交易等
属性可能会被实践颠覆，事实上不少新兴企业的边界已经高度模糊；二是互联网、信息和数
字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企业之间的交易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创业者的行为模式也相应发生变
化，这直接导致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创建行为的时间和成本发生根本性变化；三是机会属性开
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从一般意义上看，机会理应属于创业者或创业团队，但开放和合
作可能会让不同的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共同拥有或共同造就特定机会，如平台。由于可以感受
到并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的经济社会变化趋势，新组织属性可能发生变化，创业行为也
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过程视角下的创业研究仍然重要，但未来研究显然不会再拘泥于解释创
业如何创办时间意义上的新组织。
从当下的创业实践来看，创业者往往更加注重创办不同于既有企业的新颖性组织。这一
新颖性组织的内涵极其丰富，也给创业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例如，有些学者基于跨边界
组织设计的立场从商业模式角度来解读新颖性组织，还有些学者基于互补和耦合的角度从生
态系统角度来解读新颖性组织。这些观点是当前乃至未来创业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相关研究
仍很具有启发价值，但这些解读缺少的是与组织理论之间的对话。事实上，从微观角度来看，
新颖性的组织还可能体现为身份、形态和逻辑。正如特雷西等学者的研究所启示的，基于身
份、形态和逻辑的新颖性可能诱发新的行为挑战。如何应对这些行为挑战可能是创业者在新
颖性组织创办探索实践中决定成败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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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制度○
一

◎ 李加鹏 1

◎ 杨德林 2

1.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研究是过程研究，创业学者关注从创意产生到创业企业发展的创业活动全过程。创
业活动是开放性活动，不仅会受到环境影响，也会影响所处的环境。近年来，学者注意到创
业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新的理念和范式。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某些制度的来源。
该领域逐渐演变为创业创造新制度这一重要研究主题，与组织、社会学领域的制度创业不谋
而合（Battilana，et al.，2009 ；DiMaggio，1988）。需要强调的是：①在组织、社会学领域，
制度是指个体或组织对于恰当的结构和实践的共同信念和理解（DiMaggio，Powell，1983 ；
Meyer，Rowan，1977），通俗的表述就是“游戏规则”；②制度创业关注的是制度从无到有的
问题，创业更多的是作为制度创业的一种研究情境，且并非唯一的情境，因此创业创造新制
度可以视为制度创业的子集之一。
创业创造新制度的研究源于组织生态领域，这或许有其必然性。组织生态研究关注组
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探索组织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这类研究更容
易发现创业活动的副产物。组织生态学关注缝隙市场和环境对于组织形式的影响，发现技
术因素会导致组织形式同构。种群内的组织使用相同的技术，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出同质化趋
势（McKelvey，Aldrich，1983）。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创业企业与在位企业竞争时，不仅颠
覆了在位企业的技术，还改变了技术运用和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即改变了相应的制度
（Tushman，Anderson，1986）。在此基础上，迪马吉奥（DiMaggio）（1988）最早提出了制度
创业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的概念，指那些在获利机会驱动下，利用个人资源来创造
和（或）重塑制度结构的人，这为制度创业的研究打下基础。
制度研究假设制度稳定不变，这给制度创业的研究带来了障碍。《管理学杂志》2002 年
出版专刊质疑这一假设并探索制度变革问题（Dacin，et al.，2002）。制度变革是反映有组织
行动者权力和利益的政治过程，他们带头发现机会、描绘愿景和动员民众，身先士卒将新的

○
一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 + ’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政策研究”（17ZDA051）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核心信息技术创新规律与创新体系研究”（71834006）资助的阶段性成果。杨
德林为本文通讯作者（yangdl@sem.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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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注入现有社会结构。格林伍德（Greenwood）等学者（2002）给出了制度
变革的过程机制模型，依次是突然动荡 – 去制度化 – 准制度化 – 理论化 – 扩散化 – 制度再生，
其中突然动荡是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再生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这一过程模型为后续的制度
创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模型。在肯定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其
模型的不足之处。模型仅考虑了制度从旧到新的变化，却没有考虑制度从无到有的变化，而
且尽管模型考虑了制度从旧到新的变化，但没有考虑变化发起人的差异。
制度变革涉及多种行动者，为此学者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场域是指聚集在一起、构成公
认的制度生活领域的组织，主要有供应商、资源与产品的消费者、规则制定者，以及其他提
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依据所在场域的不同，制度创业可以分为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和
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前者的目标是创造新的制度（Maguire，et al.，2004），后者则是要改变
现有制度（Greenwood，Suddaby，2006）。不论是改变旧制度还是创建新制度，都涉及准制度
化 – 理论化 – 扩散化 – 制度再生这四个阶段（Greenwood，et al.，2002）。不同的是，成熟领
域的制度创业从去制度化开始，而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则从准制度化开始（见图 2-5）。
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
突然动荡

去制度化

准制度化

理论化

扩散化

制度再生

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

图 2-5

制度创业过程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文献绘制。

罗伊斯顿·格林伍德和罗伊·苏达比：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
成熟场域内的行动者面临嵌入能动性悖论，他们嵌入到成熟的场域，其观念和行为都受
到场域内既有制度环境的塑造。在制度约束下，行动者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并改变既有制度
环境？场域不仅限定了行动者是谁，还限定了行动者的位置；不仅包括正式的层级位置，还
包括建构出来的非正式位置。不同的位置给行动者提供了制度利益和机会，以及特定时刻影
响他人的资本。在理论上，处于成熟场域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受到制度环境的同构作用更大，
更不可能有动力进行制度创业。
管理学者善于发现理论上不太可能出现的现象，并以此提升原有理论。2006 年，罗伊
斯顿·格林伍德（Royston Greenwood）和罗伊·苏达比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成熟
场域内的制度创业：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一文，以挑战嵌入能动性悖论为切入点，通过引入
网络位置和辩证理论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制度变革模型进行细化，致力于回答“在
高度制度化情境中，为何、在何种情况下，嵌入成熟场域的精英企业有动力进行制度创业”。
会计师事务所是提供会计服务的专业化机构，这早已是社会共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
些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涉足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和管理咨询业务，由此产生了多元化事务所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这本是普通的商业现象，但是格林伍德和苏达
比发现了其中的特殊之处：多元化事务所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诞生于全球顶尖的五大会计师事
务所。按理说，这些精英事务所是行业的表率，不太可能去做容易招致监管调查和客户抵制
的变革。现实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做了，还做成了行业的“新规则”。
格林伍德和苏达比以“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打破规则推出多元化事务所为研究对象，采
用自然调查（naturalistic inquiry）方法，探索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变革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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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处于成熟场域的核心在位者对变化不仅没有更为迟钝，反而更为警觉。由于连接了不同
的组织场域，核心在位者更有可能接触到矛盾的逻辑，从而对旧有逻辑进行反思和改变。此
外，核心在位者的市场活动超出了本场域制度的管辖范围，因此他们不受强制性和规范性制
度的影响。两位学者创造性地将这两个过程定义为边界桥接（boundary bridging）和边界错位
（boundary misalignment）。这两个过程使得核心在位者暴露于场域层面的“矛盾”，降低了他
们对原场域的嵌入程度。当低嵌入性与制度变革动机相结合时，核心参与者就会成为制度创
业者。
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制度变革模型仅考虑了成熟场域的制度变化过程，却没有考
虑变革发起人的差异。格林伍德和苏达比在这篇文章中关注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
创业，是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拓展，丰富了学者对制度创业过程的认识。写作技巧
方面，该研究首先树立嵌入能动悖论这个靶点，让读者顺理成章地认为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
不可能进行制度创业；接着作者提出确有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创业，并提出他们
为何、如何进行制度创业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两位学者从一个大众习以为常的商业现
象中找到有违逻辑之处，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将成熟场域精英企业克服嵌入能动性悖论的过
程机制勾勒出来，并将该机制理论化，给出成熟场域核心企业制度创业过程模型。行文思路
和写作技巧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篇文章考虑了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制度创业，自然引出了成熟场域边缘新进者制度创
业相关的研究，由此催生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发现，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可能由核心的
在位企业发起（Greenwood，Suddaby，2006 ；Townley，2002），也有可能由边缘新进者发
起（Levy，Sculley，2007 ；Maguire，Hardy，2009）。前者具有制度变革的资源和推广新制度
的影响力，但他们受到所嵌入场域制度的约束较大，往往缺乏变革的眼光和动力；后者具有
变革的眼光和动力，但是缺少制度变革的资源和推广新制度的影响力（Garud，et al.，2007 ；
Hardy，Maguire，2017），其制度创业过程更为复杂（见表 2-2）。因此，学者普遍关注制度
创业者如何成功实现制度创业，尤其是他们在制度创业过程中采纳了哪些战略措施（Hardy，
Maguire，2017 ；Zhang，White，2016）。这些研究仍将制度创业者视为理性经济人，几乎没
有考虑制度创业的组织内部的协调过程。成熟场域利益格局复杂，并非所有管理者都支持制
度创业，未来探索成熟场域制度创业的微观过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表 2-2
成熟场域
新兴场域

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制度创业对比
核心在位者

边缘新进者

有资源和能力，缺少眼光和动力

有眼光和动力，缺少资源和能力

有眼光和动力，缺少资源和能力

史蒂夫·马奎尔等学者：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
制度创业研究兴起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多在关注成熟场域的制度变革问题，很少有
学者考虑新兴场域的制度创造问题。史蒂夫·马奎尔（Steve Maquire）等学者 2004 年在《管
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新兴场域内的制度创业：加拿大艾滋病治疗机构的案例》一文，敏
锐地发现了新兴场域制度过程这个研究空白，并从新兴场域制度创业者职位特征及新制度的
扩散过程两个问题着手开展研究。该文章以加拿大艾滋病治疗场域为研究情境，探索新的范
式和规则是如何出现和传播的。艾滋病是 20 世纪 80 年代突然出现的严重疾病，制药公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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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用的药物，迫切需要研发新药，与患者的沟通是新药研发的关键。另外，艾滋病患者受
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一些动荡。在这一悖论下，加拿大出现了一种由社区和医
药公司共同构成的组织，并产生了全新的咨询和交流模式。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作者发现由
于新兴场域内制度结构不成熟、行动方位置不明确且关系松散，即使某个行动方率先提出并
推广了某项理念或行为范式，也未必能得到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因此，新兴场域制度创业的
第一步，是占据具有广泛合法性并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桥梁的“主体位置”，为新的实
践争取到合法性并为后续的制度推广聚集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一发现是这篇文章的重要
贡献。此外，作者指出新的规则和范式出现后，需要通过话语和政治手段将其理论化，然后
与利益相关者的习惯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制度化。
马奎尔等学者重点对比了新兴场域和成熟场域的差异。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在制度结构、
行动方位置和行动方关系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首先，成熟场域经过长时间的建构，形成
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用以衡量场域内行动方观念、行为等的合法性；而新兴场域尚未形
成稳定的制度，因此难以衡量行动方的观念、行为是否合法，制度创业者因此拥有更广阔的
发挥空间。其次，成熟场域内既有处于核心位置、掌握资源配置、影响力更大的支配者，也
有处于边缘位置、资源相对不足、影响力更小的被支配者；而新兴场域行动方处于群龙无首
的状态，资源分散在多个行动方手中，支配关系尚未确定，彼此之间缺乏影响力。最后，成
熟场域内行动方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关系，可以经受住较多的内外部冲击；新兴场域内行动
方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容易受到内外部冲击。如表 2-3 所示，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的种种差
异，导致两个场域制度创业过程不同，尤其是采取的战略措施和技术手段。
表 2-3

成熟场域与新兴场域对比
行动方位置

行动方关系

成熟场域

制度结构
成熟

从属明确

关系稳定

新兴场域

不成熟

从属不明

关系松散

总体来说，马奎尔等学者的研究、格林伍德和苏达比的研究分别探索了如何在新兴场域
创造新制度、如何在成熟场域改变旧制度这两个细分问题，是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
进一步延伸，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例如未充分考虑制度的复杂
性、制度变革的方向、与创业活动的联系等。事实上，成熟场域制度更为成熟，行动者之间
的结构关系更为完善，这种情况下的制度创业者受到较大的限制和约束，制度变革的程度相
对较低，新制度推广的难度也较高；相比之下，新兴场域缺少成形的规则，制度创业者具有
更大的发挥空间，制度创新程度也相对较高。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界定了行动者的思想
和行为边界，制度创业因此具有不同的方向，例如变得更加严格或宽松、明确或模糊、人性
化或反人性化、高质量或是低质量。此外，成熟场域制度创业与创业的关系不够密切，少数
特例仅限于公司创业行为；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和创业之间的关系较多，不少新制度是与创
业活动相伴而生的，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和制度创业。
朱莉·巴蒂拉娜等学者：制度创业文献综述
行动者发起制度创业是有意还是无意？制度创业者是新制度的发起者还是实施者？创业
是不是制度创业的必要条件？更一般的制度创业模型是怎样的？学术研究细化到一定程度后，
需要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提升。朱莉·巴蒂拉娜（Julie Battilana）等学者 2009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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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通讯》（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上发表了《行动者如何改变制度：构建制度
创业的理论》一文，对制度创业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制度创业的本质是改变现有
的制度逻辑，即通过引入新的制度来改变当前关于目标及目标实现方式的共识。因此，不论
制度创业者最初的意图是不是改变环境，也不论变革是否已成功实施，他们都是发起并积极
实施与现有制度不同的变革的代理人。虽然创建不同商业模式的创业者也可能是制度创业者，
但创建一个新的企业并非制度创业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使参与者有资格成为制度创业者。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巴蒂拉娜等学者对制度创业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延伸：改变制度可能并非
制度创业者的初衷；制度创业者需要发起并实施新制度；创业不是制度创业的充分条件，也
不是必要条件，创业创造新制度只是制度创业的一个子集。
巴蒂拉娜等学者在对制度创业理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更一般的制度创业过程模型
（见图 2-6）。在制度创业的原因方面，该研究跳出了之前研究认为业绩不良、技术变化、利
益冲突等具体原因的研究范式，提炼出行动者与制度环境间的匹配是制度创业的驱动因素—
当行动者感受到与当前制度环境不匹配，并且他们能获取资源改变当前制度环境时，制度创业
往往就会出现。这一观点将制度创业的原因泛化，并且与战略管理领域常见的匹配观点联系起
来。同其他变革过程类似，制度创业的过程可以分为提出制度愿景、获取民众支持、鼓励民众
采纳并维持新制度三个阶段。在提出制度愿景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发现当前制度存在的问
题，提出更优的制度方案；在获取民众支持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充分利用资金、社会资本等
资源，将制度愿景传递出去，以获得其他行动者对新制度的支持和接受；在鼓励民众采纳并
维持新制度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鼓励他人接纳新的制度并反复实施，使得新制度逐渐制度
化，最终实现制度变革。制度创业过程的三个阶段并非一次完成，可能会出现多次的反复，最
终建构出新的制度；而新制度在未来可能会被新的制度创业者改变，实现新一轮的制度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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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制度创业的过程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巴蒂拉娜等学者（2009）的文献绘制。

巴蒂拉娜具有明显的组织和社会学研究背景，这篇文章从更宏观的视角对制度创业进行
了梳理和归纳，给出了更一般的制度创业过程模型。制度创业与社会创业、学术创业相似，
本质上也是一种创业。但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将不同类型的创业进行归纳提炼并给出更
一般的创业模型。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是创造新制度，这一对创业本质的洞见将创业研究和制度理论联系在一起。例如，
奥尔德里奇和菲奥尔（Fiol）
（1994）发现，创业企业缺少合法性，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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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环境中既定的规则，但是有些企业却通过集体推广其创新活动，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制度
环境。该研究突破了创业研究大多关注经济产出的范式，为制度创业这一研究领域的诞生奠
定了基础。但是事与愿违，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制度创业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
制度理论研究仍坚持制度一成不变的基本假设，而创业研究仍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较大，
对于非市场产出关注不足。
制度创业从特殊现象上升为一般理论，需要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
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这种突破一般需要领域外的力量推动。顶级管理学期刊敏锐地发现了
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出版专刊进行了讨论，例如，《战略管理杂志》在 2001
年推出专刊，呼吁将创业研究和制度理论等战略管理理论相结合（Hitt，et al.，2001）。紧接
着，《管理学杂志》在 2002 年推出专刊，质疑制度理论研究中制度一成不变的基本假设，呼
吁探索制度变革的来源和过程（Dacin，et al.，2002）。值得强调的是，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
在这一期专刊中给出了制度变革的过程机制模型，为后续制度创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模型。这
两个管理学顶级期刊专刊的推出为创业创造新制度的研究打通了道路，相应的研究成果开始
大量出现。这个阶段的研究具有以下共性：①文章的作者多为组织管理领域的学者，而非创
业领域的学者；②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定性研究，用以探索制度创业的过程机制；③重要研究
成果主要出现在顶级管理学期刊而非创业期刊上。
从 2010 年开始，创业期刊意识到制度与创业之间的重要关系，陆续推出专刊进行讨论。
2010 年《创业理论与实践》推出专刊回顾制度视角的创业研究，呼吁扩大制度理论在创业研
究中的应用（Bruton，et al.，2010）；2013 年《创业学杂志》推出专刊探索制度和创业之间的
关系，呼吁采用更多社会学理论丰富创业研究（Jennings，et al.，2013）。这些专刊将创业创
造新制度作为新兴研究议题呈现于学者面前，促进了制度和创业研究的融合。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政府、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出多项新的范式、规则，为制
度创业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素材。例如，中国手机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框架、聚集和桥接
三种战略构建其合法性，最终推动政府取消对手机生产的行政审批（Lee，Hung，2014）；中
国民营企业在进入光伏领域的过程中，通过利用合法性资源、调整自身行为符合既有规则
以及推动制度环境改变对合法性的认识三种策略克服了新进者劣势。成熟场域边缘新进入
者主导的制度创业过程（Zhang，White，2016）与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主导的制度创业过程
（Greenwood，Suddaby，2006）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素材丰富，中国情境中的制度创业方向也
有其特殊之处。通常，制度创业者采用从下到上的战略（bottom-up strategy）进行制度创业，
即先建立场域内行动者对新事物的认知，后构建行业规范，再推动政府层面的立法。但是蔡
尔德（Child）等（2007）发现中国环境保护体系的制度创业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战略（top-down
strategy），即政府出台环境保护法案在先，民众建立环保理念在后，并且这一过程是由政府及
其代理机构主导的。这一过程机制的方向恰好与美国环保体系的制度创业方向相反。
创业活动不仅产生经济效益，还带来新的认知、范式和规则等，有助于解释制度的来源。
创业创造新制度成为制度创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不等于二者可以画等号。越来越多的研
究认为，制度创业的本质是一个新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恰似新企业从创意产生到企业创立
的过程；创业创造新制度只是制度创业的一种特殊情境，创业既非制度创业的充分条件，也
不是必要条件。正如创业研究学者所强调的，创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产生经济效益，以改变
制度为目的去创业只是少数；也有些创业活动将改变制度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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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为何要改变制度？有意改变还是无意间改变？如何在目标之间、目标和手段之间权
衡？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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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文化○
一

◎ 吴茂英

◎ 童逸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尽管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本身并未系统探讨过创业现象，但创业研究中的许多经典思想，
如熊彼特提出的创新型企业家对于生产要素和条件的创新组合、柯兹纳强调的创业者对于尚
未实现的利润机会的警觉、奈特主张的企业家对于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利用，仍带有浓厚的经
济学色彩（Foss，et al.，2019）。这些研究将创业视为一个高度抽象去情境化的过程，将创业
者看成高度同质化、去个性化的理性人（Foss，et al.，2019 ；Lounsbury，et al.，2019）。在
研究内容上，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创业的经济结果（如社会经济变革、市场均衡实现、企业利
润获取等），很少关注创业过程本身，以及与创业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情境（Foss，et al.，
2019 ；Lounsbury，et al.，2019）。这些由经济学范式主导的研究及理性人等基本假设，有时
难以精确地描摹现实中的创业实践，并可能导致创业研究中的一系列偏误。比如早期创业机
会研究中的“机会发现说”（opportunity-discovery perspective），倾向于认为创业机会外生于创
业行动，忽视了创业者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在建构或创造创业机会中的作用。21 世纪初，一些
创业学者开始倡导打破经济学范式的桎梏，以多学科的视角促进对创业现象的理解。文化创
业（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研究便在这一背景下涌现出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创业过程置
于文化和符号意义的范畴中考量，强调文化在创业过程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体现出创业研究
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化认识的发展息息相
关。社会学和组织研究等多个领域中关注文化研究的学者均表示，文化兼具限制性和激励
性 的 双 重 属 性（Lounsbury，et al.，2019 ；Weber，Dacin，2011 ；Friedland，Mohr，2004 ；
DiMaggio，1994）。在传统的认知里，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是个体行为的
限制性因素。新近的文化研究则将文化概念化为行为的激励性因素，认为文化是一组能为
人们创造和利用并以此解释世界的工具包（Lounsbury，et al.，2019 ；Weber，Dacin，2011 ；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重大项目“创新驱动
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72091310）课题三“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
（72091311）资助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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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dler，1986）。文化的限制性和激励性属性在文化创业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文化创
业研究既强调个体或集体创业者通过讲故事积极利用文化资源、创造文化形象和观念的能动
性，又强调个体的文化符号活动需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观念相匹配（Lounsbury，Glynn，2001 ；
Wry，et al.，2011）。文化的双重属性恰好也体现了吉登斯（Giddens）
（1984）结构化理论的思
想，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和个体能动性（agency）的二重性特征。根据吉登斯的观点，
文化的限制性作用（制度规范）是在创业者循环往复的创业实践（文化的激励性作用）中逐渐
形成的。创业者具有个体的能动性，能在日常实践中创造性地利用和组合资源与规则，生产
出文化身份和价值规范；而这种不断更新的价值规范又会反过来制约创业者的行为。在这一
文化转向的引领下，创业者不再是完全遵循文化规则而行动的文化傀儡，而是有技巧的文化
运作者，能在制度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以实现创业目标（Lounsbury，Glynn，2001 ；
Lounsbury，et al.，2019）。
文化创业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创业研究发轫于文化创意产业，
最初仅指文创产业中的创业现象，即文化资本家（cultural capitalists）和文艺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将自己的艺术与文化理念付诸实践，并以此创建文化机构、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的
过程。在这一阶段，文化仅仅作为创业活动发生的特定情境（Gehman，Soublière，2017）。自
劳恩斯伯里（Lounsbury）和格林（Glynn）（2001）的奠基性文章开始，文化的内涵大大拓宽，
文化不再只是作为创业的背景而存在，而贯穿在创业的全过程中，与企业身份构建、合法性
获取、价值创造等议题密切相关。创业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的创造过
程。这一阶段开始，学者们将文化创业应用于各行各业，如纳米科技、卫星广播、信托投资、
社会创业等（Lounsbury，Glynn，2001；Lounsbury，Glynn，2019）。
迈克尔·劳恩斯伯里和玛丽·安·格林：创业在创造新的文化身份
迈克尔·劳恩斯伯里（Michael Lounsbury）和玛丽·安·格林（Mary Ann Glynn）2001 年
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创业：故事、合法性和资源获取》一文，它是文化创业
研究的开山之作，在结合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组织身份和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业轶事分析，刻画了创业中涉及的复杂多变的文化过程，即创业者通过讲
故事这一文化和符号活动，构建出全新的、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形象和身份。这种新的文化身
份应当具备文化的工具属性，即能帮助创业企业获取资源、创造财富。
对大多数初创企业而言，它们的能力、资源、履历等并不为外界所熟悉，它们的创业身
份和前景包含着高度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很强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这些初创阶段的
创业者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向手握资源的关键受众（如股东和投资机构）传递出一
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值得信任的企业文化身份，以谋求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劳恩斯伯
里和格林认为，创业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故事能传递出创业者关于“我
们是谁”
“我们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获得成功”
“为什么我们有资格获得资助”等一系列
身份问题的设想，能反映出企业的管理策略、战略目标和价值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文
化符号，创业故事从诞生之初含糊不清甚至充满矛盾的行动和言语集合中，抽象出叙事的逻
辑和线索，形成一个简化的、相对一致的身份描述，并降低身份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现实的创业实践中，创业故事究竟如何构建并合法化企业文化形象，从而助
力企业的资源获取和财富创造？劳恩斯伯里和格林从创业故事的功能和内容、创业故事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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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的关联两个层面给出了回答。从创业故事的功能和内容方面看，想要构建并合法化新
兴的文化身份，创业者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创业故事需要保持叙事的忠实
度（narrative fidelity），将创业者的文化使命、身份和资源与关键受众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
和未来愿景相匹配，形成文化上的共鸣。在反复的叙述过程中，创业故事会逐渐成为一种为
创业活动提供基本原理和说明的制度化的解释框架；而这种解释框架中包含的可理解性，则
是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其次，创业故事也可以通过把控和调整内容的侧重点，来构建文化身
份及其合法性。一方面，创业故事应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独特的、可识别的、有价值的资源出
发，强调新企业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创业故事应将文化身份的构建置于更广泛的行业层面，
关注自身与行业中盛行的文化理念、规范和价值观的匹配程度，强调整个行业的独特优势而
非自身特点。在具体的实践中，创业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最优区分策略，在战略独特性
（strategic distinctiveness）和规范一致性（normative appropriateness）之间寻求平衡。
不同创业企业所拥有的内部资源和所处的行业环境千差万别。这些异质的资源和制度资
本如何渗透到创业故事中，并影响文化创业者构建文化身份及合法性的过程？劳恩斯伯里和
格林结合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的相关思想，指出成功的创业故事往往能很好地体现创业企
业的资本存量，包括企业的资源资本（如科技、财务、智力、人力和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
（如行业合法性、行业规范和价值观、行业基础设施）。这两类资本塑造了创业故事的基本内
容，并对创业的文化过程施以影响。关于企业资源资本的讨论体现了资源基础观的思想。作
者表示，创业者在创业故事中不仅需要强调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还需要展
示这些资源的价值和市场关联度。两位学者特别关注三种形式的资源资本，包括有信誉的机
构或个体的背书、与高声望群体的关联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以及创业者过往的成功经历和出
色表现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在创业故事中展现出这三种资源资本的企业更容易建立文化身份
的合法性并获取资源。关于企业制度资本的讨论，则体现了两位学者希望将创业行为和过程
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考量的决心。一个能成功建立身份合法性的创业故事，要能
把握宏观制度环境的基本特征，并据此灵活地调整创业故事的侧重点。在一个相对成熟、已
经具有合法性的行业中，创业故事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反之，则强调行业的独特优势。
当创业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为行业带来了连续性创新，创业故事更突出产品或服务与行业
现行实践之间的匹配性；反之，若带来破坏性创新，则突出产品和服务自身的独特价值。
这篇文章突破了以往创业研究忽视社会情境因素的局限，深入细致地揭示了创业的文化
过程，即创业者通过讲故事创造出了“新文化”—一种可理解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文
化身份。相较于组织在实体形态上的形成，文化创业视角更关注新组织的诞生所伴随的文化
和符号意义，即创业者如何向关键利益相关者讲述新生的组织，如何在讲述过程中构造并合
法化新兴的企业身份和形象，并借助这种文化形象进一步获取资源和财富。在该文章的写作
过程中，劳恩斯伯里和格林两位学者引入了包含微软、网景、苹果等在内的许多知名企业的
创业轶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化创业的理论内涵，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更加轻松有趣。这些
为人熟知的企业和它们的创业故事，再次证明了讲故事的独特价值—能让陌生的事物变得
熟悉，让模糊的思想变得具体可信，让艰深的理论变得清晰易懂。
弗洛里安·尤伯巴赫等学者：基于文化能力的创业叙事过程
劳恩斯伯里和格林及其引领的一系列文化创业研究，将讲故事视为创造合法且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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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从而获取资源和合作伙伴的重要方式（Lounsbury，Glynn，2001 ；Wry，et al.，
2011 ；Garud，et al.，2014）。这些研究默认创业者天生就具备讲故事的能力，从一开始便
懂得如何有目的、有技巧地运用文化资源以创造合法的文化身份。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
此。弗洛里安·尤伯巴赫（Florian Ü̈berbacher）等学者 2015 年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上发表了《创业者如何成为有技巧的文化运作者》一文，关注了创业者在创造新文化
过程中必备的文化能力是如何发展的，深入探究了“创业者置身于不熟悉的市场环境时，如
何逐步锻炼并提升文化能力，以实现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一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尤伯巴赫等学者首先从创业者符号管理角度阐释了什么是创业者
的文化能力。在创造一种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身份宣称的过程中，创业者往往需要有技巧地使
用符号语言（如类比和隐喻），来塑造资源所有者对于企业文化形象和符号意义的理解。符
号语言一方面能帮助创业者强调企业的独特价值和成就，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独特关
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真实的创业计划和愿景与目标受众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符号语言也
能帮助企业在迎合目标受众的同时，隐藏并保护自身的真实利益诉求，这一过程被称为脱耦
（decoupling）。总体而言，当创业者能根据特定目标受众的文化框架定制相应的符号管理策略，
并在符号行动中表现出高度的自反性（即对于自身能力和局限的考量）时，便可以认为创业者
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
那么，创业者的文化能力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尤伯巴赫等
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文化复杂性较高的创业环境中。这种环境中包含着多种不一致，甚至相互
矛盾的文化观念。因此，创业者在文化符号行动（即创造身份宣称以获取资源）中展现出的价
值观念，不一定能精确地把握住市场中蕴含的文化资源、机会和限制，甚至可能跟资源所有
者的价值主张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在一开始并不具备娴熟的文化能力，他们需要
在反复的摸索、试错、反思和调整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对文化环境的认知，增强自身的符号
管理能力。尤伯巴赫等学者关注了这一充满不确定和波折、在反思中不断前行的文化能力发
展历程。为了更加深入地揭示文化能力发展的具体机制，尤伯巴赫等学者引入了适应性意义
建构（adaptive sensemaking）概念，来诠释创业者面对复杂文化环境中与预期不一致的反馈
时，如何理解和思考、如何建构意义，并以此指导接下来的符号应对策略，以逐步提升形象
宣称与目标受众文化框架之间的匹配程度，同时也保障了企业自身的自治性和利益诉求。
在研究设计方面，尤伯巴赫等学者采取了纵向单案例研究，关注在欧洲的公共部门外包
市场进行公司创业的创业者弗雷德里克（Frederic）及其成立的子公司 BluePublic。由于企业
本身的营利性价值观与公共部门的公益逻辑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弗雷德里克在创业早期经
历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他的创业过程也是他不断增进对于公共部门文化观念的理解、提升符
号应对技巧的过程。文章关注了 BluePublic 在 2005 ～ 2010 年间的 5 次面向地方政府公共部
门进行外包服务的投标活动（3 次成功、2 次失败），并将这种外包合同获取行动看成企业的资
源获取尝试。在投标过程中，掌握资源的公共部门组织处于主导地位，给出一系列非常复杂
的投标指南和要求，并对竞标企业的投标文件给出反馈。竞标企业需要在整个投标过程中尽
可能地满足公共部门组织的期望，从而获得合同。这个过程涉及双方的持续性交互，往往持
续 1 ～ 3 年。
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创业者文化能力的发展是由两种适应性意义建构（即赞同驱动的
意义建构和自治驱动的意义建构）共同促成的，这个过程能帮助创业者增强文化警觉（g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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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wareness），从而修正符号设定（calibrating symbolic enactment）（见图 2-7）。具体而
言，在创业者不断进行形象宣称和资源获取行动时，手握资源的目标受众也基于其自身的文
化框架，不断地对创业者的符号行为和设定（symbolic actions and enactments）进行评估，并
给出反馈。这些反馈中，偏离创业者预期的部分促使创业者进行适应性意义建构，并相应调
整未来的符号设定策略。在获取认可和共鸣的“赞同动机”
（approval motive）的驱动下，创业
团队更加清楚自身的哪些资源可以跟公共部门的文化框架相匹配（识别文化资源），并在接下
来的资源获取行动中，采取符号耦合（symbolic coupling）策略，更加强调能跟公共部门的价
值观念形成共鸣的身份宣称。在维护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的“自治动机”（autonomy motive）的
驱动下，创业团队更加了解公共部门的哪些文化框架与自身的基本经济诉求相矛盾（识别文化
限制），并在之后的身份宣称中，进行符号脱耦（symbolic decoupling），将企业的这部分特征
模糊处理，使其可以免受公共部门特定价值观念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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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创业者如何发展文化能力的理论模型

在劳恩斯伯里和格林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深化了我们对创业的文化创造方式的认识，揭
示了创业者文化能力的发展过程。首先，它将研究情境从之前的低文化复杂性和低文化冲突，
转向了高文化复杂性和高文化冲突，基于创业者不熟悉的文化情境，提出创业者的文化技能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探讨了意义建构过程在文化能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它表明，在
创造具有合法性的身份宣称的过程中，创业者并不是一味地顺从资源所有者提出的要求和期
许。当资源所有者的价值观念威胁到了企业自身诉求的实现时，创业者将会通过符号语言的
技巧性使用捍卫自身的自主性和资源，这也是创业者文化能力的重要体现。
利安娜·赫德伯格和迈克尔·劳恩斯伯里：创业在传播新的文化观念
尤伯巴赫等学者的研究关注个体企业在面对复杂的文化环境时，如何建立和发展文化
能力，以创造合法且独特的身份宣称。尽管尤伯巴赫等在文中指明了企业所面临的“文化冲
击”源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市场中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的重点仍是
面临不同制度逻辑冲突的个体企业如何建构意义和获取资源，并没有关注到更加宏观的制度
环境中，拥有不同制度逻辑的市场之间如何交融互动、互相影响。利安娜·赫德伯格（Leanne
Hedberg）和劳恩斯伯里 2021 年在《组织科学》上发表了《不只是小土豆：市场道德化中的文
化创业》一文，关注以社会和环境价值为核心的道德市场（moral markets）如何通过文化创业，
吸引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大型组织的加入，以实现道德市场的规模化，助力于道德观念在社
会上的广泛传播。
以往创业研究大多将财富创造作为企业创业的终极目标，而道德市场相关研究则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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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活动赋予了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即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应该致力于社会、
文化和环境价值的实现。然而，考虑到市场往往由效率和利润逻辑主导，在市场中贯彻道德
观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在新兴道德市场的规模化过程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与道德
市场的早期形成过程不同，道德市场的规模化涉及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尤
其是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大型成熟组织的加入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成熟组织的市场
逻辑和初始道德市场成员的社区发展逻辑（如社会福祉、可持续发展）常常互相冲突，导致了
制度缺口（institutional void）的出现。制度缺口指多种互相冲突的制度逻辑使得市场中的游戏
规则变得含糊不清的情况（Mair，et al.，2012）。因此，如何消除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以实
现道德市场在外部大型组织介入下的规模化成长，是这篇文章关注的核心议题。
为了回应文章的研究问题，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针对加拿大西部的一家社区组织“本
地食品采购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进行了为期 5 年的民族志调研。杰姬（Jackie）是这家
研究室的发起人，现受雇于一家致力于发展本地食品市场的区域农业文化组织。她曾经是一
家餐馆的老板，也是本地食品思潮的积极倡导者，深谙大型组织和本地食品市场的不同制度
逻辑。这家研究室联合大型组织（包括 1 家大型公共医疗系统、1 家私人医疗系统、4 所大学
和 2 个大型会议中心）的食品采购商，通过一系列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将本地食品采购的价值观
念融入他们的组织架构中。事实上，在研究室介入前，这些大型组织尝试过自己与本地食品
市场建立联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正是因为这些大型组织所习惯的工业化食品体系与本地
食品市场的社区逻辑之间存在巨大冲突。因此，研究室的系列活动中所涉及的观念和实践的
改变，对于我们理解道德市场的规模化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文化创业（即创业者对于文化元素的技巧性使用）在填补制度缺口上发挥了
关键作用。在文化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改变和调和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以提升新兴市
场的合法性。在该研究案例中，杰姬所主导的研究室通过一系列文化创业过程，使得本地食
品市场和工业化食品市场的制度逻辑能够兼容，从而促使大型组织在购买工业化食品的同时，
也提升了本地食品的购买量，促进了本地食品市场的规模化和相关价值观念的传播。这个过
程先后涉及了价值观和实践的脱耦（decoupling values and practices）、填补制度空缺（bridging
the institutional void）、价值观和实践的再耦合（recoupling values and practices）三个阶段。在
最初的脱耦阶段，杰姬在跟食品采购商沟通过程中，弱化了本地食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并
强调其经济价值，以减少食品采购商感知到的制度逻辑冲突，争取他们的认可、支持和合作。
战略性的脱耦过程推动了制度缺口的弥合，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①食品采购商开始自
主尝试与本地食品供应方的合作，并积极地共享信息；②研究室通过一系列活动帮助采购商建
立与本地食品供应方之间的联系；③政府机构开始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为小型供应方提
高食品安全证书、制定采购政策、建立本地食品集散中心等。在弥合了制度缺口之后，大型组
织变得更容易接受本地食品市场的制度逻辑。于是，研究室的成员开始重新将本地食品市场
的价值观念跟购买实践相耦合；同时，大型食品采购商开始意识到自身在当地社区的嵌入性。
以往的文化创业研究多关注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如何发展文化能力、创造并合法化新企
业等议题。这篇文章在此基础上，将目光转向创业中后期的文化过程，关注已经创造出来的
新兴市场如何扩张和规模化，是对现有文化创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此外，这篇文章
也积极响应劳恩斯伯里、格林等学者的号召（Lounsbury，Glynn，2019 ；Lounsbury，et al.，
2019），丰富和拓展文化创业的结果变量，关注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创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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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也揭示出企业或市场在创造并传播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制度性阻碍，以
及文化创业在减少冲突、填补制度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对于气候恶化、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是在创造新文化，这一判断从本质上凝练了创业活动言行二重奏的重要属性。尽管
这一属性在其他组织活动中仍普遍存在，但基于高度不确定性和资源匮乏的创业情境，如何
实现言行之间紧密互补甚至是互动强化显得更加重要。长期以来，创业研究更注重关注行为，
甚至在文化创业研究兴起的早期也仅限于文化创意产业内的创业活动，并未对创业者行为对
应的叙事和意义建构予以足够的关注。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创业者基于言语和表述的文
化视角研究开始日益成为主流，研究情境也不再局限于文化创意产业，而是拓展到了高科技
等更加主流的研究情境，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创业型表述（entrepreneurial
framing）的概念，并借助文献梳理和研究的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呼吁在未来开展相关研究
（Snihur，et al.，2021）。
创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和服务；
第二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身份和符号；第三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价值观和制度规范。
这三个层次的递进也体现出企业在面对制度压力和期望时，战略性地使用文化资源、表达自
身诉求的能动性差异，分别对应着奥利弗（Oliver）
（1991）的战略制度化过程的不同模式—
从适应、遵从环境，到协调、对抗环境，再到操纵、创造环境。第一层次的文化创业指早期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业活动。在这一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所采取的对于制度压力的回应多
为顺从（acquiescence），即文化创业者生产出的文化机构、产品、服务或实践，多为文化创
业产业中盛行的艺术理念和文化观念的具体体现。第二层次的文化创业由劳恩斯伯里和格林
（2001）的开创性研究引领。相关的研究虽然也关注创业者迎合制度中的文化规范以获取合法
性，但更加强调创业者通过讲故事等文化符号活动，构建自身独特且合法的文化身份的过程。
创业者构造出的文化身份及其符号意义不一定与制度规范完全吻合，因此这一新文化的合法
化过程包含着更积极的战略应对技巧，可能表现为妥协（compromise）、回避（avoid）或否认
（defy）。例如，尤伯巴赫等学者（2015）发现，文化创业者能够战略性地使用文化脱耦策略，
在制度压力下隐藏自身的真实诉求，以捍卫企业的自主性。第三层次的文化创业则体现出创
业者面对制度环境时更强的能动性，即他们不再仅仅受制度规范的限制，而是更加积极地推
动制度的变革和新型价值观念的普及。此时他们的制度应对策略以操纵（manipulate）为主，
尽管过程中也需要配合妥协、回避和否认等技巧的使用。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2021）的
研究便体现了这一层次的文化创业。他们关注在效率和利润至上的制度环境中，遵循社区发
展逻辑的道德市场如何进一步扩张和规模化，从而推动新型价值观念的普及。文化创业在这
个过程中的作用在于，通过有技巧地使用文化资源和符号语言，减缓甚至消除不同制度逻辑
的冲突，帮助市场实现扩张。通过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创业在
制度环境复杂多变、多元价值观念交融碰撞的情境中所能发挥出的巨大潜力。在这个过程中，
文化创业不仅能帮助已经生成的文化身份实现规模化，还能在蕴含着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
环境中创造、引领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念。
从理论上看，创业在创造新文化这一论断揭示了创业过程中伴随的文化和符号意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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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创业不仅关乎新组织或新行业在物质形态上的生成，而且关乎这些新生组织的符号意义
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也就是说，创业者在创造新兴事物和实践的同时，需要有技巧地
组合和利用自身和行业的文化资源，讲述创业故事，构建出具有某种价值和目标导向的文化
身份和符号形象，以此赢得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于新事物和新实践的认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生存和发展。因此，文化创业研究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组织身份、合法性等研究
领域具有天然的紧密关联。在劳恩斯伯里和格林（2001）关注个体企业的基础上，后续研究
进一步探究了跨组织（Wry，et al.，2011）和跨时期（Garud，et al.，2014，2019）视角下，
讲故事与身份构建、合法性获取之间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由于以故事促进合法性获
取的创业实践大多建立在环境复杂、身份模糊、前景不明等现实情况的基础上（Lounsbury，
Glynn，2001；Wry，et al.，2011 ；Überbacher，et al.，2015），因此，文化创业和意义建构理
论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为创业和组织研究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新的方向。
文化创业对于创业研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其引入了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等跨学科视角，
以此揭示了创业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总体而言，文化创业研究将文化视为人们为自
己和社会集体的行为赋予意义的解释框架（Lounsbury，Glynn，2001 ；Überbacher，et al.，
2015）。然而文化创业研究中，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非常多元。首先，文化可以表现为制度
环境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文化创业中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身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社
会文化规范，才能取得其生存发展所需的合法性。这体现了文化研究早期强调的文化的限制
性作用。除此之外，文化创业研究更加强调文化的激励性作用，这体现在文化的资源和工具
属性，以及文化的能力属性上。具体而言，文化创业学者将文化看成一组可供调用的工具包，
并强调创业者灵活地调用工具包，以实现自身或组织发展目标的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和文化
资源的结合能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文化，即兼具独特性和合法性的企业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身
份中折射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文化身份也具有工具属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获取资源和财
富。新的文化观念作为创业者能动地创造新事物的结果，也并不完全受到社会现有文化规范
的束缚。具有技巧的符号设定和管理过程（文化能力）能使新兴文化价值免受限制性文化规范
的影响，甚至还能促进不同制度逻辑的和解，助力新观念的进一步扩散和传播。
从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创业将会在未来的创业研究和实践中展现出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文化创业的过程和机制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有情境性。这主要由以下三个现
实因素导致：首先，随着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自媒体的普及，企业或组织讲故事的
途径和对象正变得日益多元，它们用以展示自身文化身份的媒介也变得更加丰富，这为创业
者的文化创业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同时也提升了创业故事在多渠道传播中维持连贯性和一致
性的难度。其次，众筹等新型筹资方式的出现，降低了创业活动的门槛，更多有创业想法的
个体有机会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因此，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投资者、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
界限变得模糊，角色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创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最后，
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环境问题，单纯追求效率和
利润的市场逻辑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福祉、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
等价值观念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而文化创业在推广这些新型价值观念方面的重
要作用，也使得相关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研究设计方面，大多数研究提倡采用档案研
究、民族志、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来探究文化创业的过程和机理（Lounsbury，Glynn，2001 ；
Überbacher，et al.，2015 ；Hedberg，Lounsbury，2021）；同时，文化创业学者也提倡通过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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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研究设计来探究故事的真实性和动态变化过程（Lounsbury，Glynn，2001 ；Garud，et al.，
2014）。一些新近的研究开始进行量化尝试，比如通过对创业者传记内容分析建立衡量文化创
业程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究文化创业的前因及后果变量（Park，Zha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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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模式○
一

◎ 杨

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在大多数经典创业模型中，商业模式与创业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商业模式设计也不构
成创业过程的必要行动（Bhave，1994 ；Bruyat，Julien，2001 ；Gartner，1985 ；Reynolds，
Miller，1992 ；Timmons，1999）。原因非常简单，尽管创业活动注重并善于创新，但这一创
新主要来自对新机会的追寻，而新机会之新体现在产品、服务或市场维度上相对于在位企业
的不同（Eckhardt，Shane，2003），这样的创新显然有利于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但很难影
响更谈不上撼动产业格局。正因如此，大多数学者认同小企业不是规模小的大企业，除了在
产品、市场、组织和战略等方面可能显著有别，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可比较的基础并不是它
们都是“企业”，而是在特定行业内，它们都遵循着相似的价值创造和获取逻辑，这一思想被
制度理论学者概括为被行业内参与者广泛理解和认同的主导运作模式（dominant template of
organizing）（DiMaggio，Powell，1991），俗称行规，意思是做事首先得像样，否则就没有合
法性可言、不受他人欢迎。
这一判断源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但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里，基于互联
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全行业领域的应用普及，新兴创业实践不再拘泥于产品或市
场创新，而是更加注重商业模式创新。新商业模式在新创企业群体更为集中并已形成一股强
劲浪潮改变着竞争规则，重塑了行业格局并创造着成长神话（Amit，Zott，2001 ；George，
Bock，2011）。这一现象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基础的重大转变。首先，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显著降低了信息传递、信息沟通、交易管理等成本，组织间边界被削弱
甚至被彻底打破，行业间以及行业内企业核心资源或能力的隔离机制消失殆尽（CasadesusMasanell，Ricart，2010），价值创造逻辑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从以组织资源和能力为核心
转变为以跨越组织边界的组织间合作与协同为主导，新创企业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创造性地跨
界整合资源改变行业价值创造流程、要素和逻辑（Zott，Amit，2010）。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青年项目“市场创
新信号对新企业竞争行动的影响机理研究”（71902065）和“迁移距离、社会网络嵌入与异地创业成长研究”
（71902072）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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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显著降低了供应商和顾客等要素接触成本，借助新兴技术的应
用，新创企业能以极低成本大范围接触潜在的顾客和供应商，在位企业曾经清晰定义的市场
边界和战略优势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竞争逻辑突破行业边界，基于顾客和市场为导向的跨
界竞争和产业融合势不可挡。在这样的条件下，新创企业往往能在缺乏关键资源和能力条件
下借助商业模式设计实现跨界竞争，改变甚至重塑行业价值。颠覆性已成为新创企业成长的
重要属性，新创企业不是逐步替代在位企业的竞争而是迅速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例
如，苹果公司从没有生产过一张音乐光盘却迅速成了最大的音乐零售商；优步（Uber）公司不
拥有一辆出租车却在短短五年内将租车应用服务扩张到全球 51 个国家的 230 个城市；爱彼迎
（Airbnb）没有建造过一栋酒店却在短短六年内运营了超越洲际酒店和希尔顿等全球顶级酒店
集团房间数量的民宿客房。面向未来，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的融合进步势不可挡，创业必然会继续创造新商业模式。
与之相呼应，如何设计和创新商业模式迅速成为创业领域炙手可热的新兴主题，这一主
题兴起的基础是创业在实践中诱发的新理论内涵。创业不仅在创造新组织，还在创造着新模
式。借助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活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微观层次创业者、创业团队的成败得失，
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行业、国家甚至全球）创造或定义新的资源配置机制、产业运营规则，甚
至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的新途径和机制（Demil，et al.，2015）。与创业过程学派
关注创业如何创造新组织的行为过程不同，这类研究主要关注创业如何创新商业模式甚至是
创造新商业模式的过程规律。从新组织到新模式的转变，表面上看是一种跨越，但实际上是
一种延伸和深化。商业模式的本质在于跨边界组织设计，强调跨越组织边界来设计并布局与
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并获取价值的交易系统（Amit，Zott，2001）。换句话说，新商业模式并
非脱离新组织存在。基于新商业模式，创业创造的新组织不再拘泥于加特纳（1985）描述的
组织原型，重点在于跨边界的组织设计，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也更加突出，自然也给
创业研究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
杰拉德·乔治和亚当·博克：基于商业模式的创业研究新框架
20 世纪末期以来，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普及，不少新兴创业活动特别是电子商务企业与常
识相悖的成长过程迅速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普遍关注。这些新兴企业往往并不具备与所创
造价值相匹配的资源或资本基础，实践界曾用“轻公司”来概括这一新物种，但这一概念很
快就被现实抛弃，因为它根本难以解释这些企业所展现出的超强破坏性，更何况这一趋势已
经逐步向重资产为主的传统行业领域渗透。2017 年，特斯拉市值是 600 多亿美元，但其总资
本仅有 90 亿美元；通用汽车同年的市值是 500 多亿美元，而其总资本高达 800 多亿美元。更
为重要的是，特斯拉于 2003 年创立，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默默无闻、悄无声
息，甚至 2010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也没引起多大波澜，但自 2012 年后开始井喷式增长，成为
举世瞩目的新能源车企。特斯拉的发展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兴创
业活动能以少量资本干大事？在这一过程中，为什么它们大都经历了一段默默无闻的低调期，
直到某一天突然爆发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并在行业内卷起摧枯拉朽式的竞争飓风？
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值得追问，但学者们很快发现无论是从创业、组织还是战略角度，任
何单一要素或活动似乎都无法解释这类新兴创业活动的成长之谜。因此，商业模式被学者们
纳入了分析视野，他们认为基于商业模式层次开展研究是破解这些新问题的关键途径（A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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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t，2001）。随后十余年，组织、战略乃至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但理
论探索成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理论和视角差异诱发的分歧远远大于共识。有趣的是，创业
是新商业模式涌现的重要主体，但大多数学者却忽视了创业与商业模式之间是否以及如何构
建理论和实践联系这一重要问题。
2010 年 前 后， 学 者 们 开 始 重 视 创 业 与 商 业 模 式 之 间 的 潜 在 联 系 及 其 理 论 价 值。 杰 拉
德·乔治（Gerard George）和亚当·博克（Adam J. Bock）2011 年在《创业理论与实践》上发
表了《实践中的商业模式及其对创业研究的启示》一文，表面上看是在回应如何定义并解构
商业模式这一理论难题，实际上是在理论层面挖掘从创业角度如何定义商业模式，进而将其
纳入创业研究框架。基于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对管理者调研的定性话语分析，这
篇文章建构了商业模式的资源结构、交易结构和价值结构三维理论，同时将这一理论与创业
实践相融合并提出了商业模式是聚焦创业机会开发的组织结构设计的论断，隐喻了基于商业
模式的新的创业研究框架。
两位学者首先系统梳理了已有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尽管大多数学者认同创业与商业模式
之间紧密关联，但大多数有关商业模式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并定义商业模式这一
问题的探索却从组织、战略、技术创新与创业等多个领域展开，分别将商业模式理解为组织
设计、资源基础、组织叙事和意义建构、新的创新类型、机会推进器及交易结构。尽管这些
认识和理解从各自理论出发都有其合理性，但难以整合并且没有触及商业模式的本质属性。
既然学者善于从理论出发看问题，同时也会因此而形成理论偏见，两位学者在研究设计上转
换视角，着重研究实践中的管理者如何看商业模式以及他们是否会更容易出现共识性认识。
两位学者采用面向管理者调研的研究设计来探索这一问题。依托高管培训项目，他们针
对参与培训的 182 位印度企业高管展开调研，这些高管在企业规模、成立年限、销售收入以
及所属行业等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研过程也非常简单，请 182 位高管以书面形式回
答两个开放式问题：什么是商业模式？什么是你公司的商业模式？其中，有 18 位高管因没有
书面回答而被剔除，还有 13 位高管因回答偏差而被剔除，最终进入话语分析的资料包括 151
位高管针对“什么是商业模式”问题的文字回答材料，包括 2 417 个词语（平均每位高管的填
答包括 16 个词语），剔除重复涉及的 650 个词语。此外，两位学者还针对 13 位英国高管复制
了上述调研过程，他们是商业模式实践论坛的参与者。海外学者总能利用 EMBA 课程或 EDP
课程邀请学员投入并参与到研究素材的收集过程中。
话语分析的基础是定义分析标准，要从高管的填答中分析出共性，那么首要问题是定义
不同词语语义背后的理论内涵。基于此，两位学者基于前面的文献研究工作定义了话语分析
的基本词库，这一词库的类别范畴基本遵循已有研究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解和认识展开。基于
话语分析结果，两位学者发现学者们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论认识与实践中管理者的理解存在着
偏差，有些理论认识并没有扎实的实践基础。例如，商业模式可能具有创新属性，但创新并
不是商业模式的基础要素；商业模式需要赢得外部认可，因此有必要展开故事性描述以赢得
合法性，但叙事和合法性也不构成商业模式的核心要件。另外，管理者对商业模式的理解与
将商业模式理解为交易结构、资源基础和机会推进器的理论认识相一致。
基于这一归纳逻辑，两位学者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了基于资源结构、交易结构和价值结构
的商业模式三维理论，本书在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原文。如果两位学者的
理论探讨仅停留于此，就好比好戏开场就结束，自然会让人失望。这篇文章更有价值的是后

第2章

▶

创业在创造什么

续有关商业模式问题在创业和战略研究领域的定位和价值。两位学者行文背后透露出了其基
本学术思想和理论洞察。商业模式显然有别于战略，但天然关联于创业。创业研究很有必要
构建基于商业模式设计和形成的新研究框架，这一研究框架是对已有创业研究的重要补充和
发展。具体而言，商业模式有别于战略，在实践调研资料中，仅有 10% 的高管在回答“什么
是商业模式”问题时明显提到了战略，涉及战略的词语相对于词语总量的占比不到 5%。从理
论上看，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区别就好比是房屋的户型和装修的差异，户型难以改变，而装修
是基于户型的价值最大化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模式与创业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商业
模式是基于特定机会的组织设计和构造行动。新组织形成过程首先是机会驱动，而其实现过
程却显性或隐性地依赖于商业模式设计，换句话说，商业模式设计与新组织形成之间是硬币
的一体两面。这一判断并非在信息社会才成立，在工业时代仍适用，只不过如前所述，工业
时代背景下的创业活动无须或不太需要考虑商业模式设计问题。创业在创造新组织，这一过
程就简化为构筑新生组织的要件和活动（Gartner，1985）。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两位学者在
结论中指出的，如果不理解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创业研究就缺失了关键的另一半，无法真
正揭示创业者如何定义和开发机会的过程机理，这是时代变革和经济社会转型赋予创业研究
的新命题和新使命。
如果说加特纳（1985）在理论上定义清楚了创业研究如何解释新组织形成过程，成为后
续创业过程研究所依托的重要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乔治和博克的研究就是立足于信息社会和
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在理论上澄清了创业研究为什么要关注商业模式问题以及如何研究商
业模式问题。尽管两位学者没有直接指出创业在创造新模式，但是他们是在构建基于商业模
式的创业研究新框架，并提出了创业研究以商业模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新组织设计、形成与
演化为主线的研究主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推进，这篇文章可能会散发
出更加迷人的学术价值。
罗里·麦克唐纳和凯瑟琳·艾森哈特：新商业模式形成的过程模型
既然创业在创造新模式，那么探索新商业模式形成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
不少文献综述研究发现，尽管有关商业模式的研究文献呈现井喷式增长，但鲜有研究系统而
深刻地揭示了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形成过程，我们关于新商业模式从何而来的理论认识仍非常
匮乏（Wirtz，et al.，2016 ；Zott，et al.，2011）。近年来，针对新商业模式设计和形成过程的
高质量研究开始涌现，并且呈现出了两条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条是挖掘新商业模式形成的行
为特征和过程机理；另一条是探索创业团队、高管团队如何设计出有别于在位企业的商业模
式。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条脉络中的经典研究文献。
罗 里· 麦 克 唐 纳（Rory M. McDonald） 和 凯 瑟 琳· 艾 森 哈 特（Kathleen M. Eisenhardt）
2019 年在《行政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平行游戏：新创企业、新兴市场和有效商业模式设计》
一文，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针对 5 家新创企业的跨案例比较分析，
构建了在新兴市场情境下新商业模式形成的过程模型，对于后续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学者都以案例研究来构建新理论见长，他们开始关注新商业模式如何形
成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一问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为什么叫平行游戏？在该文章中，两位学者给出了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平行游戏来自幼
儿发展文献，描述的是学前儿童特殊的成长行为，他们往往紧挨着一起做游戏但并不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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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游戏（挨着但各玩各的游戏），尽管他们大都独自游戏，但遵循平行游戏的学前儿童很关
注他的同伴在做什么，也常常会模仿他们，甚至有时会突然抢夺其他儿童的玩具，甚至某些
早熟的儿童还有能力自我停顿并在继续之前进行反思。两位学者基于案例资料分析浮现出的
理论框架非常明确，为什么某些创业者有效地设计了商业模式而其他创业者则不能，其原因
在于成功创业者往往遵循类似于平行游戏的行为过程来设计商业模式。从这些简要描述中不
难看出，其中的关键至少包括新创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面对或如何面对同行（平行游戏中的
同伴），以及新商业模式设计过程是否存在特定的行为逻辑或节奏。
为什么是新兴市场？这一情境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位学术研究大师的理论设计和
理论驾驭能力。正如该文章中所描述的，新兴市场是之前并不存在而被创业者创造出来的新
市场。在这一情境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新创企业往往是唯一
的进入者，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模式，甚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商业概念，而是仅有最原始
的创意。然而，任何新创企业都不清楚的是，这些不成熟的创意能否转变成为一个现实可行
的商业模式。换句话说，这样的情境不仅有助于我们观测新商业模式如何形成，而且从 0 到 1
的事实意味着这样的情境非常干净，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哪些行为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
挥作用的证据链。
与两位学者其他高水平文章一样，这篇文章非常引人入胜。这里不对该文章内容做过多
评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认真阅读原文，相信会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这
篇文章在揭示新商业模式从何而来的过程机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可能对于后续
研究继续深化和发展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首先，在新兴市场情境下，新商业模式设计成功与
否的第一个里程碑事件是新创企业能否正确地区分谁是它的敌人以及谁是它的朋友。具体而
言，成功设计商业模式的新创企业往往将赛道内其他新创企业玩家视为朋友，犹如学龄前儿
童一般，独立探索但关注同行甚至向同行学习，而将在位企业视为敌人，密切关注且在行为
和策略上寻求远离和差异；反之，如果将在位企业视为朋友来学习同时将其他新创企业视为
敌人来防范，那么会很快在新商业模式中失败，不可能走到下一步。其次，在跨过第一个里
程碑后，第二个里程碑就是新创企业能否做到开放试错来有效探索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并基
于这一理性探索来最终确定新商业模式设计方向。成功的新创企业善于试错并验证关键假设
来降低其探索商业模式可能设计方向的成本，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而是在不确定环境
下收获新知识的必要行动；反之，简化甚至抛弃这一过程，无论是“拍脑门”还是采用其他
方法快速确定新商业模式设计方向的新创企业，往往都会最终陷入泥塘而无法自拔。最后，
基于所确定的商业模式设计方向，第三个里程碑也是个拐点：是否选择短暂驻停后再精心布
局商业模式。这一选择并不会关乎成败，但会关乎收益与成本比率。与在确定商业模式方向
后快速布局商业模式的新创企业相比，有过短暂驻停再布局的新创企业往往在绩效上的表现
更好。
基于这些发现，未来研究大有可为，这篇文章隐喻着一些重要而基础的新的研究问题。
为什么有的新创企业正确地选择了朋友和敌人而另一些却犯了错误？为什么有的新创企业进
行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多角度试错而另一些却快速决策确定方向？为什么有的新创企业选择驻
停而另一些却急切布局新业务？这些问题可能与环境有关联，更重要的是与新创企业的决策
者们有关联，与决策者们的经验和知识、认知和偏见、决策过程和风格等有着潜在关联。从
这一点意义上看，麦克唐纳和艾森哈特的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首次系统揭示了新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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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过程的行为模型，而且在于在揭示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发学者们将新商业模式如何
形成问题的分析焦点转移到新创企业的创业团队或高管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新技术是驱
动新商业模式的重要力量，但不可能是塑造新商业模式的关键力量。回归到人本主义角度来
审视新商业模式从何而来更有助于我们去管理商业模式创新，这必将是研究的巨大进步。
尤利娅·斯尼胡尔和克里斯托夫·左特：新商业模式源于创业团队的印记过程
创业团队、高管团队是新创企业的决策者，尽管新技术等外部环境使商业模式创新成为
可能，但要将这一可能转变为现实，关键就在于创业团队、高管团队的决策和行动（Martins，
et al.，2015）。创业团队、高管团队如何创新商业模式？这一问题非常值得研究，这也是
近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话题。其中，尤利娅·斯尼胡尔（Yuliya Snihur）和克里斯托夫·左
特（Christoph Zott）2020 年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新颖烙印的遗传和变异：商业模式
创新如何在新创企业中浮现》一文，仍是采用案例研究设计，重点关注创业团队是否以及如
何诱发商业模式创新问题，揭示了创业团队思维和行动模式驱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三
种机制：跨行业搜索、复杂系统思维风格、强有力的集权式决策。这篇文章最动人的地方是揭
示了创业团队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机制，对于未来理论检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理论设计上，两位学者创造性地引入印记理论来探索创业团队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内
在机制。创业团队往往会给新创企业留下组织烙印，同时这一烙印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并发挥作用，这是事实，也是被不少理论所认可的观点。具体到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商业模
式形成于新创企业的创立初期，构成了新创企业最基本且难以被改变的架构和逻辑，那么，
创业团队留给新创企业的组织烙印自然也会充分体现在商业模式设计中。但是，为什么某些
创业团队选择复制成熟商业模式而另一些创业团队却能设计出创新性商业模式？基于印记理
论，这一问题背后的答案是否由创业团队在设计商业模式过程中的印记行为存在差异所致？
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显然不局限于解释创业团队如何驱动商业模式创新，而是进
一步贡献于印记理论如何发生作用的过程机制。
好的研究往往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好的定性研究更是如此。2011 ～ 2017
年，两位学者持续追踪、观测和调研被调查的新创企业，算上 2011 年研究之前开始的回溯性
调查，每家样本企业的总观测期大概为 10 年。在 6 年的研究周期里，两位学者至少做了这
些事情：①访谈创业团队、员工、投资者、董事会成员、顾客及后续追踪邮件和电话来补充
资料；②到样本企业进行现场观察；③搜集公司文件，这些文件具有高度机密性，包括公司
商业计划和战略相关的机密性文件；④阅读公司网站、年度报告、博客和视频等信息并从中获
取档案数据。借助这些扎实的研究工作，两位学者共开展了 53 轮访谈、现场观察了 16 次公司
会议、搜集了 1 270 页的公司内部文件。这些数字直接而有力地表明了研究工作的严谨和扎实。
但是，定性研究的根本挑战在于如何获取更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如何设计调研来服务
问题则需要靠专业和能力。两位学者设计了三轮次的数据搜集方案。2011 ～ 2012 年启动第
一轮调研，目标是了解自创立以来，新创企业商业模式中是否、如何以及为何嵌入了新颖元
素。这一轮调研以半结构访谈为主，每次访谈时间为 1 ～ 4 个小时。在结构化问题部分，两
位学者主要询问：“贵公司或贵公司合作伙伴主要做哪些事情（内容和治理）”“贵公司如何采
用这种方式来连接这些活动（结构）”“这些选择的想法来源是什么”“这些想法如何随着时间
推移而变得清晰”。在非结构化部分，两位学者主要是围绕团队、招聘和产业前景等方面展开

81

82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讨论，目的是揭露新概念。半结构化访谈是两位学者凝练创业团队新颖导向概念的重要基础。
2012 ～ 2013 年启动第二轮调研，两位学者深入企业现场观察和调研，通过重复性的企业调研
和创业团队互动观察进行现场数据搜集，在这一阶段，两位学者还进一步访谈了投资者和员
工，特别是从创立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投资者和员工。为了考察并验证印记过程是否发生，两
位学者 2017 年开展了第三轮数据搜集，这一轮数据搜集仍以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包括 CEO、
经理和员工等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层次企业内部人员，还包括投资者和董事会成员等企业外
部人员，访谈主要关注的是在新创企业成立 9 ～ 10 年之后，商业模式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如何
发生变化。
除了理论方面的贡献，这篇文章如何将问题与研究设计匹配起来的研究设计更值得关注。
大家不妨结合这篇文章的理论设计思考：为什么两位学者要设计三轮调研和数据搜集？同时，
为什么每轮调研和数据搜集的重点各有不同？这些设计又如何服务于研究问题？基于扎实而
深入的案例研究，这篇文章揭示了创业团队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两条印记路径：一条是结构
印记路径，这一路径有助于解释创业团队新颖导向如何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另一条是认知印
记路径，这一路径是创业团队新颖导向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群众机制，创业团队通过影响新
创企业其他成员来理解并践行其新颖导向。与此同时，除了独立作用，结构印记和认知印记
还可能会在互动中彼此强化共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这篇文章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未来研究打开了重要的机会窗口。新商业模式首先起
源于创业团队的新颖导向，同时这一导向的属性主要表现为创业团队在信息搜集（跨行业）、
思维风格（系统）和责任担当（集权）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但是为什么有的创业团队
具有更高的新颖导向而另一些则表现出低水平的新颖导向，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未来研究探索。
另外，结构印记和认知印记之间的交互意味着商业模式创新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过
程，那么创业团队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其他成员共同朝向创新方向努力，是人格魅力、领导行
为还是利益机制起到主要作用？研究这一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有助于驱动
商业模式创新的初始组织设计，找到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组织结构和行为微观基础，自然会
进一步丰富创业者如何创造新组织的实践和理论内涵。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经济社会转型诱发创业实践变化，创业实践不再拘泥于创造新产品、服务及经典意义上
的新组织，而是在创造新的组织物种，而这一新组织物种的底层基础就是新商业模式。创业
在创造新模式，是时代赋予创业实践的新动能，更是时代赋予创业研究的新使命，创业研究
将更加重视从商业模式角度来解读创业实践的前因、过程和结果。
特别是近年来，以创业和新企业为情境，研究商业模式特别是新商业模式的形成与演化
以及这一过程背后的资源、网络和能力机理已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取得
突破性进展，除了揭示新商业模式从何而来的过程机制，很可能会推动创业研究面向组织和
战略理论做出新的理论贡献。比奇洛（Bigelow）和巴尼（Barney）（2021）认为，将商业模
式作为分析单元或视角展开研究有可能会对战略管理领域的基本问题产生新的贡献；兰佐拉
（Lanzolla）和马凯兹（Markides）
（2021）更是直接提出了基于商业模式的战略观点。这至少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揭示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商业模式能带
来竞争优势，并不是因为商业模式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关键属性在特定环境下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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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米特（Amit）和左特（2001）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识别出效率、新颖、
互补、锁定等商业模式创造价值并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属性，并进一步检验了商业模式的效
率和新颖属性对于新创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Zott，Amit，2007，2008）。第二，揭示基于新
商业模式的跨边界、多元化和松散化组织新形态的结构、治理和行为机理。基于新商业模式，
创业所创造的新组织日益演化出平台型组织和生态型组织等更加复杂有趣的新形态。如果说
互补、相互依赖和松散耦合是平台型组织和生态不同于传统科层组织的基本属性，那么以商
业模式为研究视角，探索实践中涌现的新兴组织形态背后互补、相互依赖和松散耦合的前因、
作用机制和结果，显然会产生出新的理论洞见。
面向未来，基于商业模式视角的创业研究已经在两个方向上展现出重要趋势。第一，从
基于定性研究的理论建构朝向基于定量研究的理论检验和发展深化，定性研究不仅贡献了商
业模式构念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也贡献了有待未来检验的有价值理论命题。基于商业模式的
系统性和整体性，定量研究设计的挑战不小，除了左特和阿米特（2007），近期的研究，如纳
拉扬（Narayan）（2020），在定量研究设计特别是如何观测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
试和突破。第二，商业模式是新现象，注重在现象背后挖掘出新构念（Prescott，Filatotchev，
2021），定义研究问题开展理论驱动研究，注重与经典组织和战略理论关联起来展开研究，更
注重提升研究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关联性。更为重要的是，近期前沿研究在揭示新商业模
式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方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未来研究非常有必要站在这些前沿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科学问题，从环境、创业团队、高管团队、新创企业行为等角度出
发来探索商业模式特别是新商业模式形成、调整和演化的一般规律及背后蕴含的深层次理论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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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创造新生态○
一

◎ 李雪灵 1、2

◎ 刘

晶1

◎ 李

巍1

1.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2. 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

数字技术变革正掀起一波新的创新创业浪潮，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创业机会的不断
涌现，催生出大量以小米、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领域的新兴企业。
这些创业企业的建立和成长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规模扩张，而是组织边界不断模糊
和跨界拓展的生态化成长。例如小米致力于打造涵盖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和电商平台等的
小米生态圈，连接同行业或跨行业的多家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新兴创业活动不再
拘泥于创造新组织，而是创造新生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创造生态、利用生态、发展生态和
转变生态来实现卓越的价值创造。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源于自然生态系统和创业学的整合，1935 年，生态学家斯利（Tansley）
首次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试图以系统视角研究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把生态
系统理解为包含各种复杂生物体和物理环境的集合。1996 年，穆尔（Moore）将“生态系统”
概念引入管理研究中，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和个体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强调的正是
生物学中“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关键特征（韩炜等，2021）。随着创业研究的快速发展，人们
认识到创业活动深受创业环境及其相关主体互动作用的影响，创业生态系统日益受到学术界
和实践界的关注，逐渐成为企业战略与创业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目前，三个研究视角受到广泛关注。从结构视角看生态系统，阿德纳（Adner）
（2017）提
出创业企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不再拘泥于新商业模式设计，而是与价值共创者共同构筑商业
生态系统，这已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商业实践的基本路径；从过程视角看生态系统，斯皮格尔
（Spigel）和哈里森（Harrison）（2018）将生态系统视为创业者获取资源、知识和支持的持续过
程，这种互动过程推动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转型；从数字技术视角看生态系统，奥蒂奥
和南比桑（Nambisan）等学者（2017）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数字可供性和空间可供性
的数字经济现象，二者的结合促进了新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发现和追求创业机会，塑造了
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过程机制。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基于机会视角的创业生态系统形成机理研究”
（71620107001）资助的阶段性成果。李雪灵为本文通讯作者（xueling@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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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阿德纳：基于参与者匹配互补的生态系统结构
有关生态系统的已有研究集中于探索新兴生态系统为何以及如何塑造焦点企业的竞争优
势并促进其成长，涌现了一些极具理论启发性的研究。近期研究以 2017 年达特茅斯学院罗
恩·阿德纳（Ron Adner）教授在《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作为结构的生态系统：一个可操作
的战略结构》文章为代表，提出并凝练了生态系统研究的“结构”视角，并聚焦于生态系统
背后基于相互依赖性的价值创造问题（Adner，2006，2017 ；Adner，Feiler，2017 ；Adner，
Kapoor，2010，2016）。
结构视角认为生态系统始于一个核心价值主张，据此识别出一组行动参与者，这些行动
参与者不断互动以促进价值主张的实现（Adner，Kapoor，2016）。阿德纳教授在文章中着重
强调了生态系统四个方面的关键特征：第一，核心价值主张（focal value proposition）是构成
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主张是生态系统向参与者做出通过努
力能实现的收益承诺，使得生态系统的价值主张不单纯聚焦核心企业，同时要包含参与者需
求（Adner，Kapoor，2010）。价值主张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创建了生态系统的（内生）边界。
第二，匹配结构（alignment structure）作为基本架构构成生态系统的关键特征。生态系统的成
员已经确定了他们之间的位置和活动，匹配（alignment）是指成员之间就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
主张、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及其所从事的价值活动达成共识的程度。第三，多边结构
（multilateral structure）是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不仅意味着合作伙伴的多样性，而且意味着不
能分解为双边互动的集合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必须存在关键相互作用，才能发挥生态系统的
结构功能。第四，合作伙伴集合（set of partners）。生态系统中合作伙伴的定义是实现价值主
张的参与行动者，他们将共同创造价值作为总体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
会实现。
活动（activities）、参与者（actors）、位置（positions）和链接（links）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了
生态系统结构观的基础，描述了实现价值主张所需要的活动和参与者的配置。活动指定了为
实现价值主张而采取的独立行动；参与者就是开展活动的实体；位置指定了跨系统参与者在
活动中所处的位置；链接指定了物资、信息和资金在参与者之间的转移。这四个结构要素描
绘了在以价值主张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中如何通过协作创造价值—考虑实现价值主张的具体
活动并匹配生态系统不同位置的参与者，通过物资、信息和资金等资源的交换共同创造价值，
实现核心价值主张。
当价值主张依赖于生态系统结构变化时，引发的企业战略问题涉及匹配性。创新者将如
何创造动力，促使其他可能与创新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参与者做出改变？管理这些由于结构变
化导致的相互依赖的变化，需要生态系统战略。阿德纳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对生态系统的定义
是“为实现核心价值主张，需要相互作用的多边合作伙伴的匹配结构”。基于此定义，阿德纳
教授将企业的生态系统战略定义为：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匹配，并确保其在竞争生态系统中
的地位。传统企业战略的核心是寻求竞争优势，生态系统战略的核心则是寻求匹配。除此之
外，对比传统组织，生态系统结构和战略的关系由“战略决定结构”转为“结构决定战略”。
传统企业战略管理“设计学派”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形成必须随企业战略需求的变化而改变
（Chandler，1962），对生态系统而言，基于核心价值主张的参与者匹配结构决定了其寻求匹配
的生态系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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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纳从结构视角解读了生态系统的关键特征和结构要素，指出创业企业的价值创造和
获取不再拘泥于新商业模式设计，而是与价值共创者共同构筑商业生态系统来实现价值最大
化。因此，创业企业寻求匹配的生态系统战略而不是寻求竞争优势来确保其在生态系统的地
位。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已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商业实践的基本路径。创业不仅仅
是单个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活动，而是通过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创造生态来实现价值的持续
创造和获取。
本·斯皮格尔和理查德·哈里森：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模型
阿德纳教授从结构视角定义 了生态系统，本·斯皮格尔（Ben Spigel）和理查德·哈里森
（Richard Harrison）则从过程视角揭示了创业如何创造生态并改造生态。两位学者 2018 年在
《战略创业杂志》上发表了《创业生态系统的过程理论》一文，提出了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的
互动过程模型，将生态系统理解为企业家获取资源、知识和支持的持续过程。这种过程视角
有利于探索创业企业和规模化企业从其区域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以及生态系统和创
业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和转型的方式。
斯皮格尔和哈里森认为，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包括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是资源获取和流
动（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flow）过程。创业企业要想有效扩大规模并持续发展，资源的作
用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所有创业者都能以相同的方式获得和使用资源，他们在社会网络中的
位置、自身能力、作为创业者的合法性、个人特征都将影响他们利用生态系统中可用资源的
能力。重要的创业资源往往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本地社会网络是创业者在其生态系统中获
取知识和其他资源流的重要途径（Casper，2007）。创业者通过参加本地创业社区的创业活动
并与其他创业者建立社会联系，积极发展社会网络，使得创业者成为创业企业社区中的合法
成员。与生态系统接触并建立起密集的、基于信任的本地社交网络的创业者能增加获取知识、
资金、人力资本等资源的能力，并提高其生存和竞争优势。
其次，是创业资源的创造和回收（creation and recycling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过
程。创业知识、金融资本、成功的导师和技术工人等关键生态系统资源由创业企业的活动和
政府公共投资所创造或吸引。创业企业与生态系统的不断互动能促进生态系统内创业资源的
创造。创业者退出生态系统，资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回收”，并可以被其他人使用，资源回
收是生态系统内资源流动的关键过程。创办并成长为新企业的成功创业者，在成功退出之时，
极少会离开生态系统（Bahrami，Evans，1995）。相反，他们更有可能在出售企业后，立即将
他们新获得的部分财富、时间以及积累到的经验投入到其他具有明显经济利益的多项创业活
动中（Mason，Harrison，2006）。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作为天使投资者、连续创业者、交易商
或顾问留在生态系统中，他们获得的宝贵经验和合法性，可以帮助他们吸引支持和投资（ToftKehler，Wennberg，Kim，2014）。通过收购或首次公开发售退出可能会刺激拥有股票期权的
员工的投资活动，从而通过生态系统进一步推广创业资源。这些成功事例有助于建立和加强
该地区的创业文化，并鼓励其他创业者创办自己的企业，形成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促进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与失败企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人才也通过生态系统进行回收。创业企业失败常常是市
场时机问题，而不是技术或管理不佳，这意味着失败的创业者也可以获得宝贵经验，来自失
败企业的员工被释放回员工队伍中，并将他们在以前的工作中发展出来的技能和见解带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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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orona，Doutriaux，Mian，2006）。
最后，是创造和维持创业资源（creating and sustaining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过程。回
收不仅仅是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流动，还展示了这些资源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成
功（或失败）的创业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技能和人脉都与人息息相关。尽管很少有关于成功退
出后创业者迁移的数据，但现有研究表明，在一个地方生活更久、社会关系更深的创业者往
往比新来者更成功。在成功退出后，创业者倾向于留在该地区，通过连续创业或对新一代创
业者的指导和投资，确保其成功创业所创造的资本、知识、网络和技能留在生态系统中。但
是，这不是创业资源的线性积累，随着资本、人员和机构的离开，例如核心企业遭受到全球
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冲击，会导致并加速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流失。
综上所述，斯皮格尔和哈里森从过程视角解读了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如何影
响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转型。这些互动过程包括资源创造、资源回收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
的资源流动。初期在新兴生态系统（nascent ecosystem）中，由于创业者和高增长企业之间的
联系较少，创业者之间的资源流动相应较少。随着创业成功，不断推动新兴生态系统发展为
强化生态系统（strengthening ecosystem），企业的流动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会不断在系统内创
造新资源，也不断从系统外吸引新资源（外来移民和外来投资）。随着时间推移，生态系统可
能会沿着两种不同路径演化：一种是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之间不断互动，得到巩固的创业企
业文化帮助维持创业生态并吸引更多的资源、创业者和劳动者，创造出一个韧性更强的生态
系统（resilient ecosystem），抵御诸如主要创业企业流失、外生经济冲击或技术范式变化等挑
战；另一种是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可能切断生态系统和创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并压制企业文化
和社区，导致众多重要的资源和创业者流出，演变为脆弱的生态系统（weakened ecosystem）。
埃尔科·奥蒂奥等学者：数字技术驱动的创业生态系统形成机制
结合结构和过程视角，埃尔科·奥蒂奥（Erkko Autio）和萨蒂什·南比桑（Satish Nambisan）
等学者 2017 年在《战略创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字可供性，空间可供性和创业生态系统的起
源》一文，提出将创业生态系统视为一种数字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利用技术支持，塑造了创
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过程机制，通过颠覆式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新企业创业机会追求。尽
管创业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在当前数字时代之前发展起来的结构，但对创业而言，数
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再次创造了影响经济活动组织的新能力。奥蒂奥和南比桑等学
者构建了数字背景下的创业生态系统概念模型，揭示了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提供的技术可供
性（即数字可供性）（Gibson，1977）与空间可供性（即邻近性）是创业生态系统这一独特集群
的发展动力。
数字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s）的三个关键特征既塑造了创业机会的轨迹，也支持了追
求这种机会的有效实践。首先，数字化促进了形式和功能间的去耦合（decoupling），从而改
变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可能降低资产专用性在制造业价值链中权力和依赖关系的重要性
（Tilson，et al.，2010；Yoo，et al.，2010）。其次，数字化促进了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
降低了对价值链特定位置资产和资源的依赖，赋予供应商更大的自由来配置其产品和服务交
付的活动系统（Bakos，1998 ；Gellman，1996），也为与终端用户的价值共创提供了新机会。
最后，数字化推动了生成性（generativity），即互联网提升大规模、非协同（uncoordinated）的
受众自发创新投入的能力（Zittrain，2006）。生成性能协调地理上分散的受众，开辟了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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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台的新途径（Nambisan，2017 ；Thomas，Autio，Gann，2014），降低了交互的交易成
本，并为创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和流动性。因此，数字化创造了强大的数字可供性，
重塑了新创企业价值创造、传递和获取的方式，通过支持颠覆式商业模式创新对经济活动的
组织产生变革性影响（Nambisan，et al.，2017）。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基于集群（cluster）和集聚（agglomeration）的
相关研究提出了空间可供性（spatial affordances）的两个主要好处：提高生产力和创新产出。
马歇尔认识到由于专业化效应、劳动力汇集以及知识溢出，区域集群内积累了外部规模经济
（Marshall，1920）。专业化效应源于价值链内区域供需的集中，这使得集群参与者更容易发现
细分市场；熟练劳动力的汇集降低了招聘生产性员工的成本；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由于集群
内的企业能在创新项目中更好地相互合作和竞争（Bathelt，et al.，2004）。这些空间可供性支
持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集群参与者的生产力和创新产出。
数字可供性支持在全经济范围内重新设计价值创造、交付和捕获过程；空间可供性则支
持在通用业务流程上创造和传播集群知识和商业模式创新，启动创业并扩大规模（Tallman，
et al.，2004），二者共同塑造了“传统”集群与创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程式化差异。创业生态系
统既不是灵活的生产系统，也不是现有文献中描述的学习和创新系统，而是发现和追求创业
机会的系统（Acs，et al.，2014）。作为一种独特的集群类型，创业生态系统外部性和特有的
结构要素主要围绕新企业机会发现和创业过程来呈现和形成，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是核心主体。
相较于其他集群类型，创业生态系统还具有的显著特征包括：发现和追求创业机会的集群外
部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地位（相对于产品、过程和线性的“技术推动”创新）、横向知
识溢出（相对于用户 – 生产者的垂直溢出）的普遍性和集群之外（相对于集群之内）的创业机
会轨迹。特别是相较于其他集群中“商会、行业协会、科技园”等结构，创业生态系统具有
典型结构要素，如新企业加速器、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网络活动和创新挑战等。
数字和空间可供性的结合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以发现与追求创业机会，而这反过来又成
为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奥蒂奥和南比桑等学者通过关注结构要素和创业过程来扩展创业生
态系统结构框架。借鉴托尔曼（Tallman）等学者（2004）对组件知识（component knowledge）
和结构知识（architectural knowledge）的定义，两位学者将创业生态系统视为专门用于促进
和创造“关于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和创业机会追求”的特定结构知识的系统，并将创业生
态系统中的企业视为组件知识的载体。根据创业过程把创业生态系统划分为“萌芽”（standup）、“启动”（start-up）、“扩大”（scale-up）阶段。“萌芽”阶段涵盖个人和团队自我选择进入
创业过程有关的所有活动和机制，运作良好的“萌芽”活动将吸引高潜力个人和团队加入；
“启动”阶段涵盖新企业所有实际启动的活动和机制，包括概念搜索、改进以及商业模式实
验；“扩大”阶段涵盖一旦发现稳健且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后的规模化活动。创业生态系统的结
构要素影响创业不同阶段的关键活动和机制：“萌芽”阶段通过“黑客马拉松”和“创新挑
战”等吸引创业人才；“启动”阶段通过“共享办公空间”和“创客空间”进一步推进结构知
识的创造和传播；“扩大”阶段通过“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支持成功商业模式的发展和
扩张。
奥蒂奥和南比桑教授等学者从结构和过程视角解读数字技术下的创业生态系统。数字创
业时代独特的数字可供性塑造了创业机会的轨迹，提供了追求创业机会的技术支持，并结合
空间可供性，共同塑造了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过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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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基于新技术应用驱动的新兴创业活动，创业研究开始从以往关注组织层面的创业行为、
过程和结果转向基于生态系统层面的多视角研究：创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创造新组织，创业企
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不再拘泥于新商业模式设计，而是与价值共创者共同构筑商业生态系统
来实现价值的持续创造和获取，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因此，创业企业通过寻求匹配的生态系
统战略而不是寻求竞争优势来确保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从结构和过程上看，创业企业与
价值共创者构筑的这一生态系统并不是静态的、固定的。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不
断通过资源创造、资源回收及资源流动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转型。生态系统既会随着创业
活跃度的提升、新资源的创造和吸纳得以巩固和强化，也会因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切断生态系
统和创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变得脆弱和失衡。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创业利用数字可
供性和空间可供性重塑了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过程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让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多元、动态、复杂和有趣。创业在创造新生态，这是信息社会数字
经济时代赋予创业的新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基于这一新的理论挑战，创业研究正在关注并在
未来会进一步朝向三个领域和方向深化与聚焦。
第一个领域是创业生态系统多主体价值共创机制研究。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升级为生
态系统之间的竞争，需要积极寻求资源能力互补的外部合作方实现集团作战和价值共创，在
生态系统竞争层面重新探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机制。结构视角认为生态系统起源于一个
价值主张，据此识别出一组行动参与者（即多主体），多主体不断互动以促进价值主张实现
（Adner，Kapoor，2016）。结构视角下的多主体价值共创研究以一个共同的价值主张为核心，
识别并匹配多主体（活动）构筑生态系统以实现价值创造和捕获。生态系统结构视角下的多主
体包含焦点企业可能无法控制、与其没有直接接触的主体，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焦点企业与
直接参与主体和非直接参与主体之间价值共创机制的异同。另外，基于活动、参与者、位置
和链接四个基本要素的生态系统结构观认为，价值共创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同合作以满足各
主体的价值需求（Vargo，Lusch，2008），未来还可以从服务交换视角和网络协同视角探索开
展创业生态系统多主体如何实现价值共创。

基于服务交换视角，学术界提出一种新兴的服务主导（S-D）逻辑○（Vargo，Lusch，2004，
一

2008）代替传统商品主导（G-D）逻辑○，以更好地理解数字时代下的服务创新。S-D 逻辑超越
二

有形和无形的界限，反映了向以信息和体验为中心的创新焦点的转变，关注一个行为者利用
其技能和能力同另一个行为者交换服务的过程，而不是交换产品作为结果。勒斯克（Lusch）
和南比桑（2015）开发了一个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集成框架，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元素：服
务生态系统、服务平台和价值共同创造。未来可以从服务交换视角，探索服务生态系统中不
同主体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通过服务平台交换服务实现价值共创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客户价
值在数字背景下被无限放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大数据时代的客户价值，探索客户和
企业之间交换服务实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具体机制。
基于网络协同视角，无论哪种类型的生态系统，都是基于不同价值目标的复杂协同网络，
未来可以从网络协同视角探究生态系统多主体间形成的商业网络、项目网络、解决方案网络

○
○
一

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 logic，简称 S-D 逻辑。

二

商品主导逻辑，good dominant logic，简称 G-D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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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协同机制差异问题。
生态系统结构视角强调多主体之间的不断互动以实现核心价值主张，随之而来的价值分
配问题同样重要。任何经营性企业，都隐藏着一个看不见但无时无刻不在循环运作的机制，
包含生存、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企业生存铁三角”。“利可共而不可独”，
企业内部的价值分配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价值分配越合理，企业发展越好。同理，焦点企业
应当主导合理的价值分配模式，实现有效激励、维持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王子阳等，2020）。
生态系统内主体的多样性影响了焦点企业的战略权衡（trade-offs），这些权衡不仅发生在焦点
企业及其直接合作伙伴之间（传统双边议价能力），同样发生在和焦点企业没有直接接触的企
业及其合作伙伴之间（Adner，2017）。探索生态系统多主体实现价值共创后的价值分配机制
和策略，以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
第二个领域是创业生态系统价值共毁研究。生态系统多主体间价值共毁的研究源于价值
共创。在价值形成过程中 , 生态内部资源整合出现问题，或生态外部的致命冲击，可能会导致
走向价值共创的对立面：价值共毁。生态系统多主体间会形成复杂的价值网络，价值网络中
的任一元素或环境发生变化都会造成整个网络的变化。价值共毁会造成至少一方参与者的利
益降低，即期望价值未达到，结果可能是共同毁灭，也可能是行动者之间的价值失衡。目前
价值共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内涵界定、原因探
索与类别分析方面，研究层次还停留在简单的顾客 – 企业二元关系，情境也相对单一（马婕，
刘兵，张培，2021）。未来研究可以突破顾客 – 企业二元关系，探究生态系统内多主体价值共
毁的诱发机制和形成机理，从而有效地避免生态系统多主体之间价值共毁或价值失衡的产生；
同时在对比同类情境中的价值共创和价值共毁现象的基础上，未来可进一步探究价值共创和
价值共毁的临界条件和行为，指导实践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
第三个领域是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和治理机制研究。无论是从领导者还是从跟随者的
角度，生态系统治理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Altman，2016 ；Kapoor，Agarwal，2016）。
首先，斯皮格尔和哈里森（2018）从过程视角解读了创业企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如何
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转型，未来还可以探究多类型主体与创业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
作用如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演化。例如，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资助机构及其与创业企业之
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其次，生态系统是一个多边匹配结构，存在关
于 协 调（coordination） 和 排 序（sequencing） 的 关 键 未 决 问 题（Hannah，Eisenhardt，2016 ；
Jacobides，et al.，2015 ；Li，Garnsey，2013）。因此，未来研究需要重新审视不同主体在创
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其协调、排序和分权。例如，对企业来说，不同类型企业（如平台型企
业）在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定位及发挥的具体作用；对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来说，不仅要考虑政
策内容，还要考虑政策实施的位置。最后，以往关于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研究更多停留在静
态和横向层面，未来应该更加强调随着生态系统的演化进行动态和纵向治理，同时可以探究
对于创业生态系统的不同演化阶段什么才是“好”的治理策略或治理的目的是否因演化阶段
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已有学者探究了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策略和平台优势的协同演化，表明平
台领导者的平台优势和治理策略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类似地，可以进一步探究其他类型
或不同行业的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策略随时间变化及其协同演化因素。
此外，还有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主体研究。奥蒂奥和南比桑等学者解读了数字技术
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具备的独特结构和过程，突出强调了数字化在创业生态系统概念中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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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位。无独有偶，苏珊（Sussan）和阿克斯（Acs）
（2017）通过整合“数字生态系统”和“创
业生态系统”两个概念，首次提出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性框架，融合了数字生态
系统中数字基础设施和用户核心要素以及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制度和相关主体概念。结合学术
界关于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Autio，2017；Nambisan，2016），未来可以围绕处于数字创
业生态系统核心位置的数字平台、非平台型数字创业企业和数字用户等主体展开进一步研究。
首先，数字平台连接着非平台型数字创业企业和数字用户等众多主体。已有研究探讨了数字
平台具备的典型特征，例如数字平台分层模块化架构、核心和边界资源等。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索不同类型数字平台特征，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消费互联网平台的架构、核心和边界
资源有何异同；同时可以从平台视角出发探究其与非平台型数字创业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价值
共创和平台治理机制。其次，非平台型数字创业企业是数字创业生态系统数量最多的创业主
体。众多学者已经从资源编排、动态能力、数字化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由于其提供的数字产品或服务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非平台型）数字企业创业团队和过程的
典型特征，尤其是数字创业企业如何与客户等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互以实现价值共创也是
未来可开展研究的议题。最后，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进一步划
分供给端和需求端数字用户，挖掘不同类型用户作用及其与数字型企业互动以实现价值共创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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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学者与学者网络
本章呈现了对创业本质认识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创业研
究在不同阶段的热点主题和关键问题。为什么创业研究不能像组织和战略等其他成熟学科具有相对
稳定甚至固定的基本认识？因为创业研究是新兴而不是成熟学科领域。这一答案没有错误但不充
分。基于“个体 – 机会”结合的基本属性，创业活动对环境变化更加敏感，创业实践更容易因环境
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有关创业本质认识不断演变深化的主要原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关注学者
甚至比关注学术观点更加重要，聚焦抽象概括创业本质论证的学术观点和判断方面，有哪些学者贡
献了学术思想、哪些学者值得持续跟踪关注？
关于创业在创造新价值的基本判断，来自经济学背景的谢恩融合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
在定义创业机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较早地验证了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知识之间存在的内在联
系；将创业机会与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并在讨论创业活动的性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谢泼德和麦克
马伦，他们博士学位的学科背景是战略和创业；在将创业机会与不确定性结合并进一步推动创业研
究与战略理论之间的对话和融合方面，杰伊·巴尼（Jay B. Barney）、莎伦·阿尔瓦雷茨（Sharon A.
Alvarez）、柯尔斯滕·福斯（Kirsten Foss）和尼古拉·福斯（Nicolai J. Foss）等战略管理学者试图
论证并构建基于创业的企业理论。
在新组织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属性方面，加特纳、卡茨、伯德等学者论证了形成中组织的特
征，并设计了测量办法。值得一提的是，加特纳旗帜鲜明地批判创业特质论并提出了创业就是创造
新组织的论断，2020 年他与合作者在《创业学洞见》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sight）上发表
了《谁是创业者：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一文，进一步讨论了创业活动的本质。格林伍德、苏达比、
劳恩斯伯里、格林等来自组织理论的学者是论证创业活动的制度和文化属性的主要贡献者，如果读
者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团队和合作网络，持续追踪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新的组织形态和属性方面，拉斐尔·阿米特（Raphael Amit）、戴维·蒂斯（David Teece）、
艾森哈特、阿德纳、乔治等战略管理领域的顶尖学者注重采用理论和定性研究开展理论构建；麦克
唐纳、左特、南比桑、斯尼胡尔等青年领军学者的研究也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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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价值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研究创业活动的目的，也让创业
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创业研究尚未确立学科独立性、合法性的年代，不少学者
都曾疑惑：“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创业活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早期的创业学者们主要关
注创业活动的经济影响，探究其在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对创业的经济影响的广泛研究始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世界经济开始发生很
多 转 变： 知 识 作 为 生 产 要 素 的 重 要 性 不 断 凸 显； 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 的 发 展 促 进 了 协 作 与 分
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等等。这些变化驱动传统的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
转变。由此，经济学者基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内生增长逻辑，探究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研究表明，创业通过四条主线推动经济增长：①开发新的市场，形成新的行业；②创
造新的工作，促进就业增长；③打破在位企业的市场权力，推动企业提高效率；④促进经
济 的 结 构 性 改 革， 淘 汰 不 适 应 新 环 境 的 旧 产 业 和 企 业， 创 造 新 的 产 业， 重 新 配 置 释 放 的
资源。
显然，创新是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路径，因此“创业如何推动创新”自然成为相关
研究的热点。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学者们从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的比较中寻找突破口。成熟
企业相较于初创企业拥有更多支持创新的资源，但初创企业往往是创新的关键推动者。一方
面，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初创企业不可能跟随成熟企业的战略，只能以更有效率
的新方式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由于组织规模小、决策快速、协作高效，初创企业能
更好地进行创新探索。另一方面，初创企业高风险、自由、高协作的工作环境形成了一种对
人才的自我筛选机制，更能吸引那些愿意承担风险、重视自主性和喜欢探索的个人，从而产
生更多的创造力。
如同对创业的最新认识不再局限于创造新组织，创新也不再是初创企业的专利，成熟
企业也可借鉴创业的精髓激发更多创新，而不仅仅限于利用资源和规模优势进行渐近式的改
良。就个人层面而言，如果领导者能保持创业精神，即使企业经营年限和规模增长，组织也
能保持创新活力与投入。从以往文献来看，成长环境的烙印和创业经历形成的情感都可能成
为保持创业精神的基础，而主动的创业衍生，让有创业精神的个体施展抱负，成为企业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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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领导层丧失创业精神的一种实践思路。就组织层面而言，成熟企业能识别出束缚自身创新
动能的陷阱，并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组织安排进行规避。内部的创新空间和鼓励探索的工作
环境是企业成长后为留住创新人才、激励创新的探索。如今不少成熟企业都开始营造类似创
业企业的内部创业生态，以更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动能。
近年来，作为一种创新解决现有问题的方式，创业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社会领域，其社会
价值也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在社区复兴和乡村振兴、减少贫困和消除不平等方面。社区创
业研究关注创业对复兴衰落社区的作用，用创业的思路来探讨如何重振旧工业城市和资源枯
竭城市。向新产业转换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以社区重振为己任的社区创业者面临的
首要问题是如何重新配置社区现有的资源，如何重构社会经济网络，如何为新产业及其创业
者（包括潜在创业者）建立有利的情境与舞台。对当地社区的网络嵌入、身份认同和情感附
着支撑着社区创业者坚持工作的社会心理基础，使他们成为复兴社区的核心。
社区创业和乡村创业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解决本地资源的不足？由于缺少
与外部网络的连接，本地创业者往往难以引入外部资源。社会企业和返乡的本地创业者往往
作为联系当地社会与外部资源的中介，对改善当地的资源供应发挥着重要的桥接功能。但与
社区创业相比，乡村创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乡村。这些经济体中
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不仅资源匮乏，还面临着人力资本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多重约
束。因此，这些区域的乡村创业者不仅承担着减少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任务，也担负着消除
社会不平等的责任。响应上述社会需要的创业者不仅应是机会发现者和经济资源的创新配置
者，也是社会创业者和制度创业者。
由于人力资本向城市和社会上层集中，乡村和社会底层创业面临着人力资本缺乏的困
境。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这种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并成为数字鸿沟。这种背景下创业需
要承担起帮助乡村和贫困人口吸纳外部知识的任务，培育他们自身的动力和能力，为消除不
平等注入内生动力。社会企业和返乡创业者作为人们身边可观察学习的样板和知识流入的关
键节点，可以激活本地贫困人口的学习动力，同时发挥知识外溢的作用。在这些外来中介的
催化作用下，数字技术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乡村人口和贫困人口了解外部市场、获取
更多知识的有效渠道，助力他们实现能力的提升和创业模式的更新。
乡村和社会底层存在的贫困与落后往往还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这是减贫和消除不
平等的最大挑战。在这些场域中，不仅缺少支持市场和创业活动的正式制度（即所谓制度真
空），还存在文化传统、宗教等束缚创业活动的非正式制度。人们更多地依赖家族制度、传
统习俗和宗教来治理商业关系与社会生活，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排斥妇女和低社会
地位的群体参与经济生活。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外部的制度创业者填补正式制度的真空，为
弱势群体清障，或是在现有非正式制度之外创设新的制度安排，来为弱者开辟平等参与的
空间。
本章通过 6 篇经典文献述评文章，从不同角度来加深读者对创业价值的认识。本章内容
的逻辑线索如图 3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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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价值是什么
创新
经济
价值

新创企业的创新

经济增长

成熟企业的创新

重构本地网络、动员资源
社区复兴
接入外部网络、引入资源

区域发展
乡村振兴

社会
价值

知识吸纳与人力资本提升
填补制度真空、扫清障碍

减少贫困
社会水平

构建平等的新制度空间

图 3-1

本章内容的逻辑线索

消除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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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经济与经济增长○
一

◎ 李

政 1、2

◎ 张菀庭 2

1.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20 世纪头 10 年，马萨诸塞州的经济一直以纺织业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
国境内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南方各州，马萨诸塞州的经济陷入低迷。到 20 世纪 80
年代，马萨诸塞州依托医疗、教育、金融和高科技行业迅速崛起，失业率由 1975 年的 12% 下
降至 3%，被称为“马萨诸塞奇迹”。这种高速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拜格雷夫（1998）
认为是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也被称为企业家精神）。马萨诸塞州没有优渥的自然资源，
但具有雄厚的教育资源。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 40 多所高等院校为波士顿地区输
送了大量优质人力资本。宽松的创业融资环境和税收减免政策使得许多人力资本转变为创业
人才，进而拉动了马萨诸塞州的经济。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质疑，单一的案例分析可能存在过度拟合、以偏概全的问题。因
此，拜格雷夫（1998）将分析扩展至美国全境，他提出美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就在于创业精
神。其依据包括：美国所有小企业财富的总和能匹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微软的三名创始人
在 1998 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分别列于第一、第三和第六。只要有能力、肯奋
斗，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亿万富翁。这种创业精神是美国人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动的动力源
泉。微软等成功的创业企业除了给创始人带来数不尽的财富外，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福利，并
通过缴纳税收、创造就业和创业示范效应等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正如熊彼特（1934）和科斯
（1937）所言，创业活动能以更高效的方式重组市场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激发创业精神、鼓励创业的政策措施以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例如，2014 年 3 月 1 日起，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旨在着力
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提高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发布，旨在改革完善相关体制
机制，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

○
一

本 文 是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创 新 驱 动 创 业 的 重 大 理 论 与 实 践 问 题 研 究”（72091310） 课 题
一“数字经济下的创新驱动创业的基础理论”（72091315）资助的阶段性成果。张菀庭为本文通讯作者
（wantingzhang199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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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带动就业链；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
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求加
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其实不光是中
国，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通过出台创新创业政策、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扶持创新创业活动促
进经济增长（李政，2010）。例如，西班牙在 1998 年实施了诸项旨在促进创业政策推广的措
施；芬兰于 2000 年在工业及贸易大臣的主持下颁布并实施了“创业两年计划”；瑞典政府也
于 2000 年将优秀创业政策列为国家新工业政策四项主要内容之一；英国政府更是通过制定一
系列政策力图把该国建成全世界最适宜创业的国家。
从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经济细胞—企业组织形态来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形
态有工场手工业经济和管理型经济（即大公司经济）。19 世纪和 20 世纪分别被称为工业时
代和管理时代。钱德勒定义的管理型经济在西方国家的繁荣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在此
期间，熊彼特（1942）、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1967）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D. Chandler）（1977）等多数经济学家普遍相信，效率和增长只存在于大企业领域，小
企业将因其无效率而逐渐消失。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体系开始出现从管理型经济到
创业型经济的转变（Audretsch，Thurik，2000）。德鲁克（Drucker）
（1985）率先确认上述趋势
并指出，创业型经济在美国的出现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所发生的最重要、最能给人希望的
事件（Drucker，2002）。为什么创业对于经济增长变得如此重要？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
理和机制是什么？政府应如何促进创业活动？
戴维·奥德兹和罗伊·图里克：以“知识”为核心的创业型经济模型
戴维·奥德兹和罗伊·图里克（Roy Thurik）2004 年在《国际创业教育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上发表了《创业型经济体系模型构建》一文，它是“创
业与经济增长”领域的代表作，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创业精神应该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以
及为什么创业型经济模型相较于传统的管理型经济模型更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篇文章
所构建的创业型经济模型是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早期，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观点承袭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的结论：资本和
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Solow，1955）。索洛观点的提出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紧密相关。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主要经济模式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大企
业经营的规模效应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而资本和劳动作为大规模生产的两个关键要素，自
然而然地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定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微软、英特
尔、苹果、戴尔、亚马逊等公司纷纷上市，美国迈入信息技术时代。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让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罗默（Romer）（1986）、克鲁格
曼（Krugman）
（1991）和卢卡斯（Lucas）
（1993）等学者提出，知识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因素。他们把知识当成和资本、劳动力一样的投入品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使知识成为一个
内生可控的变量，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学派。
内生经济增长学派立足于时代发展，为索洛模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仍忽略了一
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知识本身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它必须依托企业家作为媒介，才能促进经
济增长。这就好比避世于草庐的诸葛亮若未能被刘备请出南阳，纵使他有盖世的雄才伟略，
也只能尘封于古籍之中，无法影响当时的天下大势。而刘备就像企业家，他让诸葛亮的军事

第3章

▶

创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并大放异彩，创造了后来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便是奥德兹和图里克开创性
的理论贡献。他们强调，把知识应用于创业活动，才是新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秘密武器。
在回答“为什么创业精神应该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创业精神的
定义。事实上，关于“创业精神”，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奈特（1921）认为创业精神
是承担不确定性的勇气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熊彼特（1934）提出创业精神是以优化、创
新视角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执行能力，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68）认为创业精神是从信息
不对称中挖掘和评估市场机会的远见。而奥德兹和图里克则表示：创业精神是具有专业知识
的人才独挑大梁、落地商业机会的倾向。相较于前人，奥德兹和图里克的定义更为具象，容
易和现实建立联系。例如从大企业辞职自主创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或者像扎克伯格这样技术
和想法并存的极客青年。
在奥德兹和图里克的理论中，创业精神的好处在于：它能鼓励大企业中的技术人才自主
创业，进而由大企业孵化出更高效、有创造力的小企业。那么，为什么他们认为“刺激技术
人才脱离大企业、成立小企业的动机”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呢？因为创业精神
补全了“从知识到经济增长”中间不可或缺的一环，即知识的应用；技术人才的自主创业能
增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技术人才在大企业里不能实现知识
的传播和应用，一定要靠自主创业呢？
其一，技术人才在大企业的边际效用较低。当经济增长的重心由资本和劳动力转向知识
后，“规模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便遭到质疑。当一个大企业内部存在太多“聪明的大脑”时，
这些大脑可能由于彼此间的意见冲突将大量时间用于达成共识，而不如自己创业单打独斗带
来的社会价值增量多。
其二，大企业和创业企业对于员工的定位和价值需求存在本质不同。前者强调对员工的
控制，因为在规模化生产中，员工之于企业的意义在于精确地完成规定任务。这种环境并不
鼓励创新。一方面，既定任务几乎会占用员工的所有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偏离既定要求的
想法和创新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而即便成功，给员工带来的收益也远小于自主创业。相反，
创业企业强调对员工的激励，员工的核心价值在于知识创造。这是因为创业企业没有也不能
有太死板的任务。在大企业林立的市场竞争中，创业企业需要在现有技术上取得突破性创新，
才能在成本、市场势力等方面远落后于大企业的情况下获得立足之地，甚至实现反超。创业
企业的优势在于转换赛道、实施创新的机会成本非常小，因此员工也无须对新想法背负沉重
的风险压力。总之，从技术人才的创新参与度与参与效率两方面，他们论证了创业精神对经
济增长的重要性。
为什么创业型经济模型相较于传统的管理型经济模型更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篇
文章发表之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由大公司主导的管理型经济模型对经济现实的适用性。这种
模型强调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制衡会实现稳定的大规模生产，并认为小企业会带来效率
损失，其存在仅仅是为了确保“去中心化”的决策过程。奥德兹和图里克结合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典型化事实，从十四个维度○说明了“为何创业企业比大企业更符合现代经济增长模型”。
一

这些维度的特点大致可被总结为经济效率和发展潜力两方面。

○
一

十四个维度包括：就业与工资间关系、本土化与变化速度三项经济体潜在动力；环境波动、多样性与异质性
三项外部环境特征；企业动机、交易类型、竞争合作模式与企业灵活性四项企业特征；政策赋能能力、政策
盯住目标、政策盯住范围、政策对创业企业的偏好四项公共政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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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逐渐
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制造业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技术进步也使制造业
对规模经济效应的依赖逐渐减弱。因此，以规模经济效应为主要优势的大企业在信息技术时
代的价值逐渐降低，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第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外国企业
进入本国市场参与竞争，商业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由此，小型创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凸显。由于小企业组织结构松散且体量轻，其面对市场波动会更加灵活，可以迅速调整战略
目标和生产结构。同时，相对扁平化的结构也方便决策者获得最新消息，以及时做出战略决
策。相反，大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接近官僚体系，专业化分工过于明确，很难面对变化及时
进行人员调动和组织调整。此外，层层上报的信息传递制度也使得上位者很难准确、快速地
获得一手信息，对市场消息的反应相对迟钝。虽然层级制度使大企业具有内部沟通成本较低
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能在市场信息容易预测时发挥作用。面对强外部不确定性时，重要的
是企业和外部市场的交互，而非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
发展潜力方面：第一，创业企业能通过创造需求来获得市场份额。与大规模生产统治市
场的年代不同，消费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人们产生了对精
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追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差异化。因此大企业的规模化生产
逐渐式微，人们开始追逐小而美的独特体验。这鼓励创业企业生产更多定制化商品，再通过
广告营销的方式创造需求。健康低脂的零食、单款单件的饰品等在满足市场已有的需求之外，
还催生创造出了许多过去不存在的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第二，创业企业更能促进知识
的传播。一方面，从地域视角来看，管理型经济具有全球化特征，而创业型经济更具有区域
化特征。虽然后者的业务范围较为局限，但也正是如此，它会把注意力更多聚焦于有限区域。
创新知识的传播往往在小圈子内效果更好，例如硅谷、中关村的技术传播与发展，因此技术
聚集的创业企业能促进市场创新。另一方面，创业企业间关系也与大企业有所不同。大企业
间关系通常或为竞争或为合作，而创业企业间关系可以是既竞争又合作。大企业间的合作主
要是垄断定价，排挤其他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势力。而创业企业尚未涉及瓜分市场蛋糕问
题，还都处在增强实力的阶段，他们的合作初衷是技术互补，避免重复投资，因此技术的互
利共享与产品的竞争可以共存。这种合作和竞争共存的模式能加速创新知识的扩散。
综上，可以发现大企业和创业企业间的诸多不同有一个共同的分歧来源，即对于经济增
长归因的差异。大企业关注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创业企业强调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这也
正是管理型经济模型和创业型经济模型最根本的不同。这两种经济模型代表的是不同的经济
增长模式，本身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但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站在历史的时间线上，
从美国经济社会变迁发展的视角指出：美国正在从规模经济主导的生产型社会向信息技术主
导的知识型社会转型，创新的重要性开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创业型经济模型更
能为促进经济增长服务。在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沉浸在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巨大经济
红利之时，奥德兹和图里克已经清醒地察觉到下一个变革时代的悄然降临，他们全面细致地
指出了这种蕴含着无限可能的转变，并严谨缜密地提出：为指导实践，经济思想也应随社会
变迁而改变。
威廉·鲍莫尔：创业企业与成熟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奥德兹和图里克的文章指出，适用于创新主导型经济发展的理论是创业型经济模型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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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型经济模型，这为政府经济调控提供了有益的方针性指引，但缺少具体的政策细节。事
实上，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都不会只有大企业或创业企业，大企业和创业企业也不是互相排斥
的关系。那么为了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增长，这两种企业类型应该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又
应该如何相互配合？ 2004 年，鲍莫尔在《小企业经济》上发表了《创业企业、成熟企业与自
由市场增长引擎》一文，将创业企业（多为小企业）和成熟企业（多为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揭示了两者的搭配组合如何能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不同于奥德兹、图里克将成熟企业和创
业企业进行完全对立的比较，鲍莫尔肯定两种企业对于创新经济的价值，并将研究聚焦于两
种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互补特征。特征差异明显的两个群体一定存在矛盾冲突吗？
妥善利用差异化优势是否能让两个群体服务于同一目标？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是该文章的最大
价值。
鲍莫尔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对于创新和经济增长都不可或缺，创业
企业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性创新，而成熟企业的优势是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是指企业领
先于其他竞争对手率先进入某一领域，首先实行某种技术并进入新的技术轨道的创新行为。
电灯、电话和互联网等都属于突破性创新。而渐进性创新是指企业按照主流用户的市场需求
对现有的技术进行调整和改进。例如从 iPhone 6 到 iPhone 6s，这种创新的收益可以预计，风
险较小。鲍莫尔认为，成熟企业很难进行突破性创新的原因是成熟企业内部具有庞大的官僚
结构体系。官僚体系是成熟企业能够高效率实施大规模量产的重要原因—当生产的各个环
节被逐一拆解，不同人员的极致专业化分工会实现效率的提升。但官僚体系也会影响突破性
创新的产生。官僚体系内部的所有行动结果都需要被量化，如果完不成量化目标，那么企业
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这种制度设计使得组织中的每个人具有使命必达的信念，可是当员工
的信念都聚焦于“如何完成固定的任务”，天马行空的创意思维就会逐渐衰退和消亡。此外，
官僚系统还具备天然的规避风险的特征。因为在官僚系统中，凡事讲究严谨的文书推理和论
证。也就是说，当支出一笔创新研发投资时，企业内部的创新者必须提供足够丰富的数据和
论据来说明这个研发能带来怎样的产出和收益。这个论证越充分，创新研发投入带来的创新
就越接近“渐进性创新”。因为风险与机遇并存，当推理严丝合缝到创新的结果完全可预期时，
这就意味着风险很小、有先例可循，而这样的创新一定不是“突破性创新”。
那么，为什么突破性创新容易在创业企业中产生呢？创业型企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
财力去支撑官僚制度，管理结构相对较为扁平化。只有当一个公司大到一定规模时，才需要
专门的团队做用户调研、市场营销、运营推广，进而实现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但对创业企业来说，未来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不知道搭建一个如此高成本的团队，后期能
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撑其运转。在初创阶段，创业企业非常注重有限资金的分配，而不是大
规模生产经营，因此官僚体系不常存在于创业企业之中，不会阻碍创业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
此外，创业企业也有超出成熟企业的动力去追求突破性创新。创业企业不具备成熟企业
的低廉生产成本、广泛市场知名度等优势，如果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那么
创业企业必须努力构建其核心竞争力。这个竞争力来源于突破性创新带来的短期垄断优势，
创业企业需要依靠这种优势在成熟企业的缝隙中成长起来，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和未来。同时，
创业企业意识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所以发展出了“技术合作、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具
体来说，创业企业的技术专利会在同类竞争企业之间传播。技术专利的持有者企业 A 会以每
单位产品 X 元的价格将专利使用权让渡给企业 B，这样企业 A 和企业 B 会生产同类型产品，

105

106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并在市场中竞争。诚然，让渡专利使用权会使企业 A 的销量下降，但同时，收取的专利使用费
也能给企业 A 带来收益。在更特别的情况下，企业 A 可能会发现，仅仅依靠让渡专利获得的收
益就要高于自己生产得到的利润，这时企业 A 会停止生产，只靠技术创新和专利转让来盈利。
鲍莫尔以 2003 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协会的调查结果作为论据，支撑“突破性创新总发生在
创业企业之间”这一观点。若以低于 500 名员工为标准定义小企业，那么小企业创新与科学
研究的紧密程度是大企业的 2 倍，且前者的创新更具有科技含量和前沿性；小企业专利中高
影响力专利的比例是大企业的 2 倍；小企业的人均专利数量是大企业的 13 倍。
在奥德兹和图里克的文章中，他们似乎刻意忽视了大型成熟企业对创新的贡献，而将其
优势落脚于规模生产带来的高效率。鲍莫尔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他强调创业企业和成熟
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成熟企业带来的渐进性创新也是推动增长的决定性因
素，因为微小创新的积累也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就好像我们在强调个人成长时总会说，
每天进步一点点，一年后你会惊讶于自己的变化和成长。为了使这一观点更有说服力，鲍莫
尔以英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创新为例，进一步做出阐释。英特尔芯片性能的一个关键属性是
每秒执行的命令数量，又称为主频（clock speed）。1971 ～ 2003 年，芯片主频增加了 300 万
个百分点，达到每秒 30 亿的计算速度。1968 ～ 2003 年，单个芯片中能嵌入的晶体管数量也
增长了 1 000 万个百分点，同时成本大幅降低，一美元能买到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了 50 亿个百
分点。这些渐进性创新加起来显然不是微小创新。芯片性能的大幅提高将极大地促进算力的
提升，进而作为一个必备基础条件支持计算机完成更多复杂任务。由此可见，只有结合创业
企业的突破性创新和成熟企业的渐进性创新，技术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运用规模优势和雄厚
的财力，成熟企业能把初创企业中那些难以被大规模量产的高成本技术加以改良，使其能走
进千家万户。
鲍莫尔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在实现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互补效应”。虽然多数的突破性创新都发生于创业企业，但这不代表成熟企业就与
创新无缘。相反，成熟企业可以利用官僚制度的优势，稳步推进可预测的渐进性创新，帮助
创业企业完成突破性技术的优化和普及。鲍莫尔的理论模型看起来非常美好，经济中的不同
主体各司其职，一起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错配，创业企业
和成熟企业未必恰好能具有产生突破性技术和渐进性改良能力。即使信息能够匹配，市场交
易成本也让两种企业的合作存在较多顾虑。例如，创业企业会担心成熟企业在了解其核心技
术之后搭便车，背叛互利原则；成熟企业也担心若不充分了解专利的关键信息，与创业企业
贸然合作可能存在较大风险。这些现实问题导致两种企业的合作存在层层阻碍。那么，如何
促成它们以互补模式合作，政府能否在其中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
长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佐尔坦·阿克斯等学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创业政策
如果说创业企业负责突破性创新，成熟企业负责渐进性创新这种“互补模式”最有益于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那么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是否愿意按照这种顶层
设计来执行。突破性创新的风险往往较大，如果知识产权未能得到良好保护，创新成果很容
易外溢，让其他企业搭便车，进而大大降低创新收益。这种现实困难使得很多创业企业不愿
意投资于突破性技术的研发，而只愿意从事低附加值、低风险的生产工作。如何解决市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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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让创业企业更愿意投身于突破性技术的研发，成为公共政策调控的一个主要难题。为处
理这一问题，佐尔坦·阿克斯（Zoltan Acs）等学者 2016 年在《小企业经济》上发表了《促进
创新活动的公共政策》一文。
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对创业的激励能提高各行业的技术水平，而非仅仅扩大奥德兹和图里
克所说的重复性生产，这篇文章首先对创业政策的受益对象做出了区分：一般创业者和创新
型创业者。一般创业者是指竞争市场中出现超额收益时进入市场的竞争者，这部分创业者对
于市场只有“量”的贡献，而没有“质”的改变。创新型创业者是指将不存在于现有市场的
商品引入市场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行为能带来知识的增量。阿克斯等学者倾向于将后者作
为创业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与熊彼特的观点一致。而柯兹纳认为一般创业者才是创业主
体，其价值在于将扭曲的经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使市场由不均衡回归至均衡。柯兹纳对“均
衡市场”的关切更符合资本和劳动力主导的规模化生产的情境，但正如奥德兹和图里克所强
调的，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因此阿克斯等学者的定义对于“技术创新”问题
的分析和处理更有价值。
为了设计出能精准激励创新型创业者行动的公共政策，阿克斯等学者进一步聚焦创新型
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经典理论认为创业者选择创业而非加入企业的原因在于前者带来的收入
更高。但阿克斯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提出：创业的利润很难被准确预判，因此并不是
创新型创业者的主要动机。一方面，产业中的生产要素信息并非公开透明，竞争企业之间的
信息不完全，因而无法对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准确估计；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本身存在较强
的不确定性，企业很难准确预估投入产出比。为检验这一猜想，阿克斯等学者通过丹麦、瑞
典等国的数据分析得出：有技能的企业家的创业收入平均比他们的工作薪水低 15%。由此，
阿克斯等学者提出创新型创业的核心动机不是利润。因此，直接补贴创业活动较难促进创新
型创业，只可能使一般创业活动的出现概率小幅上涨。
由于直接补贴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阿克斯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促成创新型创业的外部条件，
希望公共政策能通过间接渠道提高市场创新水平。阿克斯等学者一共总结了五种通过降低市
场失灵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外部环境条件。一是强网络外部性，即创业者发现机会、拓展机会
及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它能提高潜在创新型创业者触及商业机会的可能性。创新型创业者
对商机更明确的感知和把握能提高市场中创新型创业活动的频率与成功率。二是强知识外部
性，即外部环境中的知识密度、知识外溢的速度。它能加快知识在不同创业企业间的交互速
度。信息交互速度越快，创新创业型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就越快。三是低知识外溢效应，随
着企业知识外溢效应的增强，企业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将逐渐高于其产生的私人价值，进
而减弱企业的创新动力。四是良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主要指的是从众效应。如果一个市场中已
经有了一些榜样型创业家，那么市场中的其他潜在创业者将有更大的意愿去创业。五是高沉
没成本，这是指人们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所建立起的各种人脉关系、社会联结和情感寄托。由
于这些要素很难被迁移到其他地方，一个地区的决策者们有很强的动力促进当地的创业活动。
阿克斯等学者认为直接干预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如果想有效促进创新型创业，公共政
策应致力于满足上述五种环境要求，从与“知识增长”高度相关的环境建设而非潜在创新型
创业者入手，实现环境与人的绑定，而非钱与人的绑定，进而促进经济创新。阿克斯等学者
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摆脱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思考方式，真正把注意力放
在“效果”而非“努力”上，为创新型创业提供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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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方向
上述三篇文章展开了近年来“创业与经济增长”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首先，奥德
兹和图里克对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宏观战略指引，即经济体应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
济”转变。随后，鲍莫尔立足于“创业型经济”模型，进一步分析成熟企业和创业企业在这种
经济模式下应如何分工合作。最后，结合前两篇文章中关于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阿克斯等学
者深入思考了将理论蓝图付诸实践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三篇文章包含了“创业与经济增长”领
域研究的三个关键节点：经济模型、内在机制和政策实践。作为奠基性文章，它们更多从抽
象性出发展开阐释和论证，缺少对具体经济场景的精雕细琢，这是未来研究需要补足的地方。
奥德兹和图里克对于“管理型经济”和“创业型经济”的模型建构与特征比较具有开创
性和权威性，是对德鲁克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创业型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深入研究。然而，创
业型经济模型是否适合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是否适合我国这样一个处在新发展阶段的大国？
我国应如何吸收借鉴创业型经济相关研究成果并构建自己的创新创业体系与生态环境？这些
显然是非常重大的，需要进一步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目前在芯片、新能源汽车等诸
多领域都面临亟待攻关的技术瓶颈，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投入以及高效
的组织内部信息沟通。结合“管理型经济”和“创业型经济”的特征分析，我们很难轻易判
断“创业型经济”模型在高科技领域的适用性，这一问题也值得学者们关注和深入分析。伯
托尼（Bertoni）等学者（2021）和布洛姆（Blohm）等学者（2021）提出现代高科技行业创新
的难点在于投融资问题。前期投入高和风险大两大特征导致金融机构对高科技企业的贷款发
放极为慎重，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现代科技行业发展，应采用“管理型经济”模型。
但伯托尼等学者（2021）和布洛姆等学者（2021）结合数字化时代的优势提出，日益完善的
信息和精准的定量计算模型使得金融投资机构能更合理地评估风险，进而安心地为高科技领
域的创业公司提供贷款，因此“创业型经济”模型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仍适用。这种在新
的经济环境中挖掘新的因素，纳入原有模型框架进行再分析的思路值得后续研究者借鉴学习。
鲍莫尔提出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分工有所不同，前者应聚焦于突破性技
术的创新研发，后者应专注于渐进性创新，即将突破性技术落地、改良以及实现大规模量产。
这一制度设计的巧妙在于充分考虑了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创新研发和创新应用之间的互
补性。单独的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都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创新技术和落
地实施相配合，才能持续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然而，鲍莫尔对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过度抽
象的特征建模使其缺失了对经济现实复杂性的考察。现实中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往往是以模
仿和复制为主。应该如何培育创新型创业者进而促进创新型创业活动；如何使大企业保持创
新创业精神；创业企业较之成熟企业的融资难度是否会导致突破性创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
创业企业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中的存活概率；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最佳比例；如何通过
制度设计促进创业企业与成熟企业的合作以更好地实现创业的经济价值等问题都值得后续研
究者关注。奥德兹等学者（2021）结合具体的外部环境并对鲍莫尔的研究进行了拓展。他们
结合制度、人才培养、地理位置、融资情况、税收水平等多种外部环境特征，提出产品市场
规模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分类标准来判断创业企业适合的创新模式。这种结合具体环境条件拆
分细化创业活动的研究思路可供研究者参考。
阿克斯等学者的研究旨在强调：如果想真正促进技术创新，那么不应直接补贴创业者，
而应该投资于创业生态的建设，因为阻碍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钱。短期金钱补贴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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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复制型创业者进入市场，搭红利的便车，并创造不可持续的经济蓬勃幻象。真正致力于
价值创造的企业家更关注的是企业可预见的长期发展前景。这种前景的实现依赖于市场失灵
问题的解决以及创业氛围的营造。为此，前文中阿克斯等学者提出了五项促进创业的市场条
件。这对我国当前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发展非常具有启发性。
然而，研究没有阐释哪些条件的满足是最急迫且重要的，也没有说明“如何制定政策，能使
这些条件得以满足”，这两点问题值得学者继续研究。菲尼（Fini）等学者（2020）则从高等
教育相关的创业政策切入，提出政策制定应根据具体的制度环境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大学
有关创业的相关教育培训应集中在院系内部展开，同时协调中心院系与边缘院系之间的合作。
这一文献能为后续“公共政策如何落地”的研究提供参考。
研究设计与应用拓展
近年来与“创业与经济增长”话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创业企业的行
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创业创新政策与环境对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研究
主要采用定量研究设计，包括理论假说、指标数据、模型方法和结果分析四个部分。
关于创业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理论基础包括：企业家识别市场商机的敏感度（Kirzner，
1973）、 企 业 家 的 风 险 评 估 和 承 担 能 力（Knight，1921）、 企 业 家 组 织 协 调 资 源 的 领 导 力
（Ronstadt，1985）等。指标构建上，研究者们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运用企业家性格、知识
水平、思考模式以及判断力等维度构建所需要的指标（Foss，et al.，2008），并在数据选取
时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库的可得数据进一步细化为：受教育程度、父母创业经历、管理 经验
及 创 业 经 验 等（Unger，et al.，2011）。 这 部 分 研 究 中 常 用 的 数 据 库 是 PSED II（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II） 和 CAUSEE（Comprehensive Australian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Emergence）。 两 者 都 是 微 观 领 域 内， 调 研 初 创 企 业 家 创 业 活 动 的 重 要 数 据 库， 前 者 包 含
2005 ～ 2008 年的美国数据，后者包含 2007 ～ 2013 年的澳大利亚数据（Linder，et al.，2020）。
偏宏观研究中，全球创业观察（GEM）的创业活跃度（tot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TEA）
指标较为常用，其经济含义为：调查对象（18 ～ 64 岁的成人）中，在创业企业中工作或
在成立超过 42 个月的企业做管理者或股东的人员比例（Van Stel，et al.，2005）。这一指标
经常被用于代表创业精神。GEM 数据库是以国家为维度评价创业行为的重要数据库，包含
1999 ～ 2017 年三十多个国家的数据，其中每个指标都有对应国家的 3 000 份左右的有效问卷
作为支撑。
关于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技术、政策法规和市场资源五
个部分（李政，金晓彤，2008）。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伦德斯特罗姆（Lundstrom）和史蒂文
森（2006）的创业政策模型，具体框架内容包括构建促进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创业融资渠道、
构筑新创小企业的支持结构、开展全方位创业教育等。指标方面主要参考全球创业观察数据
库中的创业环境指数（entrepreneurial framework conditions，EFC），该指数包含十个维度：创
业金融条件（即股票和债券融资渠道对创业企业的可得性）、政府政策的支持度和相关性、政
府税收、创业教育在高中及之前阶段的普及率、创业教育在大学或职业教育中的普及率、商
业和法律基础建设、物理基础设施、内部市场波动、市场进入门槛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
上面两段主要介绍了创业相关的指标选取，关于经济增长的指标选择相对争议较小。一
般来说，研究人员会用国家、省份或地区的 GDP 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但有时为强调创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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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重要地位，也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或创新产出指数来表示技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
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和劳动力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常通过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
加权指数的比例来测算（Abramvitz，1956）。这一指标的经济含义是一国实施大规模创新的
潜力，它不仅包括国家创新的实际水平，还包括适宜创新的基础条件、投资环境及关乎创新
环境的政策选择。创新产出指数的构建以知识和技术产出与创造性产出为两个主要维度，其
中后者主要包括创造性产品和服务、无形资产等。
在模型方法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回归分析、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其中
回归分析法主要用于检验具体创业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扰动项和因变量存在相关性时，
会采用工具变量替换自变量，以降低回归偏误；该工具变量应满足“与自变量相关，与误差
项无关”的特征。以李宏彬等（2009）的研究为例，由于经济增长会影响“自我雇用率”，会
给模型带来内生性问题。因此文章采用滞后 30 年的国有企业职工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作为创
业精神的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主要用于评估政策效果，通过对比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系数
获得实证结果。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在双重差分模型之上叠加一层操作，即给处理组和对照组
用户进行一对一无放回匹配。具体来说，研究首先会依据一组独立于实验操作的特征计算“倾
向性得分”，然后选择对照组时，会针对每一个实验组用户，在对照组中选取一个倾向性得分
最接近的用户进行匹配。倾向得分匹配法能降低与研究主体无关的变量对最终结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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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会主席、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伯克利创业与创新中心学术主任、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
他是一位出版了八十多部著作和数百篇学术论文的多产作者。他最著名的学术贡献包括可竞争市场
理论、交易性货币需求的鲍莫尔 – 托宾模型、鲍莫尔成本病、“销售最大化”模型和庇古税的研究。
基于他“坚持不懈地努力让企业家在主流经济理论中发挥关键作用，对创业本质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以及分析制度和激励对企业家精神分配的重要性”，2003 年瑞典小企业研究基金会授予鲍莫尔
国际创业与小企业研究奖。
戴维·奥德兹（David B. Audretsch）
奥德兹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荣获印第安纳大学杰出教授并曾任美国经济
发展学院主席，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奥德兹的研究侧重于
创业、政府政策、创新、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之间的联系，在《创业理论与实践》、《美国经济
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 100 多篇论文。同时，他是《小企业经济》
的联合创始主编。2001 年，瑞典小企业研究基金会授予奥德兹国际创业与小企业研究奖。E-mail ：
daudrets@indiana.edu。
佐尔坦·阿克斯（Zoltan J. Acs）
伦敦经济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在夏尔政策与政府学院任教，并担任创业和公共政策中
心的主任。作为 The GEDI Institute（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智库）的创始总裁，他致力于倡导
创业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与 László Szerb 合作构建了全球创业精神和发展指数，为追踪全
球创业生态系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是《小企业经济》的联合创始主编。E-mail：zacs@g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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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促进了技术创新吗○
一

◎ 杨震宁

◎ 潘丽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创新技术的快速涌现和普及应用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推动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
技术激进的发明可以被认为是随后通过新企业或现有企业的商业化加以利用的机会或选择，
相对较少的研究将技术创新或发明作为创业过程的结果变量，更常用于发明的商业化或引入
新产品（Anderson，Tushman，1990）。然而在创业实践中，大部分创业者并没有带来新产品
和新服务，而仅仅是创新性模仿或直接复制（Shane，Venkataraman，2000）。2020 ～ 2021 年
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43 个经济体中，使用新技术或新流程开
展新业务的成年人所占比例仅有 1 个经济体超过 15%，绝大多数经济体难以突破 1%，这也引
发了大家对创业与创新这种互为成就关系的思考：创业促进了技术创新吗？
随着对创业现象中独特行为的挖掘和创业理论的日渐发展，有关创业能否促进技术创
新也成为创业影响的重要研究对象。人们对创业过程中突破性发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补充了
上述专注于利用机会的研究。创业本质上是一个通过识别机会、利用资源进而开发机会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否进行价值创造、实现技术创新，以及如何实现技术创新成为学者
们研究的关键问题。我们选择了创业影响技术创新的几篇重要文献，首先从成熟企业内的创
业行为入手解析公司内部创业对创新的影响，紧接着对比不同类型创业公司创始人的创业精
神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后拓展创业精神来源，从员工角度入手比较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内
部员工申请专利数的差异，分别从公司内部、不同类型公司间对比以及创始人和员工影响
等不同角度反映“创业促进了技术创新吗”这一主题，借此帮助读者厘清这个领域的研究
脉络。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网络：过程模式、影响机制
与平衡效应”（7217203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研究：边界依
赖、技术环境变迁与技术战略”（20YJA630080）、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在京 IJVs 控制权动态演进
管理决策形成机制与多重效应研究”（19GLB01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杰出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中国企业
的开放式创新：基于‘竞合’关系与制度环境视角”（19JQ02）资助的阶段性成果。杨震宁为本文通讯作者
（yangzhenning@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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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姆·阿胡亚和柯巴·兰珀特：成熟企业的创业行为与技术突破
新企业的创建构成了狭义的创业行为，突破性发明往往来自新进入者，而不是成熟的大
公司。孤独的发明家在车库里辛勤劳作的刻板印象也为突破性发明的故事增添了令人难忘的
英雄色彩，但事实表明，仍有很大一部分发明来 自成熟的上市公司。2001 年，高塔姆·阿胡
亚（Gautam Ahuja）和柯巴·兰珀特（Curba M. Lampert）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大
型企业中的创业：在位企业如何创造突破性发明的纵向研究》一文，打破了对创业行为和技
术突破来源者的刻板印象。虽然新企业的创建确实是创业的一般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但
是在绝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创业过程往往具有广义的含义。阿胡亚和兰珀特通过研究一项大
型成熟企业内的创业行为，考察这些突破性发明与大型成熟企业之间的联系，并明确提出：
有一些大公司能建立惯例，使它们能实现重大的技术突破，也为企业创业的过程提供了洞察
力。研究表明成熟的在位者可以通过分支进入新领域，然后通过重组新旧知识来产生重大的
技术突破并在其行业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基于组织学习的文献，阿胡亚和兰珀特得出这样一个观点：现有组织的程序式发展导
致组织陷入有利于专业化而抑制实践的学习陷阱（Levinthal，March，1993）。制约大公司
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是对它们来说必要而有效的实践。导致大公司创造突破性发明的能力明
显不足的原因有 3 个：一是提供可靠和可预测解决方案的动力使得公司将注意力集中在成熟
的技术上，缺乏新颖性和实践性限制了公司突破性发明的能力；二是发展竞争优势的动力倾
向于保留独特能力和专业化惯例，成熟企业可能更愿意在发展完善、成熟的技术上进行创
新，而不是基于新的实践去探索新兴技术；三是建立控制以实现前两个目标的必要性导致
官僚程序的产生和倾向于搜索技术的邻近领域，而不是其未知的下层区域。此文将这三种
可能阻碍成熟企业创造突破性发明的学习陷阱总结为熟悉陷阱（familiarity trap）、成熟陷阱
（maturity trap）和邻近陷阱（propinquity trap），即倾向于熟悉的而不是陌生的；倾向于成熟的
而不是新生的；倾向于寻找接近现有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寻找完全从头开始的解决
方案。这三种陷阱都基于对成熟企业的重大眼前利益，但最终会限制它们创造突破性发明的
能力。
通过对成熟企业的“能力 – 刚性”悖论的细致阐述，阿胡亚和兰珀特提出能对抗这种功
能失调的结果，详细研究这些缺陷以及企业为克服这些缺陷可能采取的策略。具体地说，通
过试验新颖的、新兴的、开创性的技术以进行公司内部创业。公司可以克服这些陷阱的不利
之处，成功地创造突破性的发明。熟悉陷阱的出现是因为公司原有的解决方案缺乏多样性，
补救措施是引入新颖的技术形式来提升多样性。成熟陷阱是由于技术本身的机会而产生的，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正在使用的技术的发明潜力被削弱了，补救措施是积极参与更前沿
或新兴的技术。邻近性陷阱的出现取决于所采用的搜索方法的独创性，补救措施是远离现有
的解决方案，探索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总之，追求创业精神的技术突破需要成熟
企业在从事他们已经知道的活动与从事新的活动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这种企业内部创业也
打破了对创业行为的狭义定义。
与之前创业文献的贡献相比，此文的工作让人们注意到了跨企业创业行为的差异以及
“大企业创业的良性循环”。人们确定了哪些类型的企业活动可以帮助企业逃脱这种学习陷阱
并成功地创造突破性的发明。在这种良性循环中，人们对新颖、新兴和开创性技术的追求带
来突破性发明。突破性发明的出现会创造财富和剩余资源，这些剩余资源可以为下一轮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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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提供资金，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突破性发明，由此形成成熟企业创业行为的良性循环。
此文整合了创业精神和组织学习的相关理论，从创业学、技术战略和组织学习的角度开发了
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研究了成熟企业如何通过创业行为创造这样的突破性发明并重塑竞争力
以继续保持其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解释了已建立的公司如何创造基本的技术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此文提供了实证证据来支持论点，从而有助于填补组织学习文献中的一
个重大空白：缺乏系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来补充丰富潜在的特殊案例研究（Huber，1991）。
此文使用 1980 ～ 1995 年全球化学工业专利活动的纵向数据集，探索企业内部对新颖的、新
兴的、开创性的技术试验的程度，以专利引用数量来检验企业的突破性发明成果，展示了企
业不同的技术发展战略和突破性发明之间的关联，表明了企业在使用内部创业战略方面各不
相同，验证了使用这些创业战略会带来卓越的发明绩效，体现了企业内部创业战略的重要性，
为企业复兴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从长期结果的角度重新
审视和改变组织的管理价值观。
亨德里奇·布洛克：创业精神对技术研发投入的影响
相较于直接利用专利表征技术创新成果，不少研究更重视影响创新的技术研发过程。研
发投入对于推进创新至关重要，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可以影响公司开发新产品、创造和采用
创新技术的能力，尤其是对研究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对于创新至关重要，这些投资增加了企
业的学习或吸收能力，也催生了技术创新。然而，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研发投资的推进
需要冒险的态度和长远的眼光。企业家被视为发现、评估和利用创业机会的个人（Shane，
2000），他们作为创新者，向市场推出新产品或创造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引发技术变革和进步
（Schumpeter，1934）。相对于其他公司所有者，创始人在监督研发进程方面具有优势。集中的
所有权、有效的监控措施和对公司商业模式的透彻理解降低了与研发相关的代理成本，并导
致更高水平的研发密集度和研发生产率，这对于提高高风险、高回报研发投资的动机至关重
要。因此，企业家不仅作为将新知识转化为创新的行为者，而且作为创新过程的监测者，在
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 年，亨德里奇·布洛克（Hendrich Block）在《创业学杂志》
上发表了《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企业的研发投资：代理视角》一文，从代理视角对比家族
企业、独立创始人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研发投资区别，解析了创业精神对技术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公司保持创业精神推动技术创新方面与阿胡亚和兰珀特的研究相得益彰，并进一步展现了
不同类型创业者主导的企业内部创业精神的差异，从管理人员视角给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提供
了新的见解。
首先，这篇文章区分了三种类型企业的研发强度：一是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二是家
族企业，三是其他企业。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不同于
其他企业，相较于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将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归类为家族企业，这种区
别在家族企业文献中相对较新。研发强度与创业导向的三个维度相关，即创新、冒险和积极
主动。对于降低研发支出代理成本的能力而言，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是两种不
同类型的企业。此文利用美国大型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关于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所有的
企业是否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有更强的创业导向的争论。在分析了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企业
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研发强度和研发生产率后，研究者发现独立创始人的所有权对研发强度和
研发生产率都有积极影响，而家族企业在研发的资源投资少于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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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负面影响，反驳了家族企业比其他企业看得更长远的观点。这篇文章创造性地解决了人
们对于家族企业在研发支出和研发生产率水平的疑问，以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独立创始人
所有的企业或其他企业的对比。
其次，这篇文章从创业精神方面解释了为何家族企业在研发资源的投资上少于独立创
始人所有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如何在成长中保持创业导向提供了实际的启示。当第二代家族
所有者继承了这家企业时，作为所有者的家庭可能主要寻求私人控制导向的利益，因为他们
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企业的生存，并优先寻求高股息而不是企业增长。相对于作为所有者的独
立创始人，他们不太关心企业的成长，而是将企业视为所有者的“摇钱树”，可能选择奉行
限制未来增长的保守战略（Miller，et al.，2011）。因此，与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战略相
比，家族企业的战略风险更小、更保守，这种情况损害了创业精神。当企业从独立创始人所
有的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家族企业时，家族企业可能会遭受内部家族冲突的困扰。家族企业面
临着兄弟竞争、身份冲突和个体家庭成员对企业发展意见不一致的冲突。这种内部家庭冲突
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协调成本，并使有效的监督比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更困难。新的代理成
本意味着研发在这些企业的支出相对于其他企业有所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会失去创
业方向和发展目标，因此相对于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或其他企业，研发在家庭企业中的支
出效率也较低。作为所有者的家庭比作为所有者的独立创始人对有效监督的承诺更低。尽管
家庭所有者通过与企业一起成长对业务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与独自创业的创始人相比，这种
理解很可能更低，这增加了关于研发投资的信息不对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企业往往会
忽视对研发的投资。这篇文章的结果告诉我们关于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企业的创业导向是
什么，从一个独立的创始人拥有的企业到一个家族拥有的企业的转变与创业导向的减少有
关。因此，在企业代际过渡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管理以保持创业精神对家族企业的生存至关
重要。
最后，这篇文章贡献了关于创始人参与对企业后期成长中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通过家
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的对比，这篇文章体现了创始人参与公司治理和创业方向引
导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家被视为创新者，他们向市场推出新产品或创造新的生产方
法，从而引发技术变革和进步。一些研究分析了创业者在创业或新生创业阶段的创新诱导作
用（Koellinger，2008）。然而事实上，随着公司的成长，许多公司创始人仍留在公司，并继
续在公司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文章的结果表明，创始人作为所有者参与公司的后期阶段仍对
公司的创新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一发现可能是因为创始人作为所有者对公司的产品和潜
在的商业模式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他们在公司内有很强的权力地位，能将这种深刻的理解
和强大的权力地位转化为监督管理层研发决策的优势。因此，创业精神对减少信息不对称和
道德风险很重要，并与研发的支出决策有关。
总之，这篇文章从创业精神角度解读了创业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在创新开展中，研
发支出与投资是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先驱，对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创造或采用可提高生产
率的创新技术有着重要影响。这篇文章还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强度和研发生产率水平低于独
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由此对比解析家族企业可能会出现敌视变化，并可能选择追求限制未
来增长的保守战略而损害创业精神，进而提出保持创业精神对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创新至关重
要的结论。此外，许多研究分析了企业家在创业初始阶段向市场引进新产品或创造新生产方
法的创新诱导作用，却往往忽视了创始人作为所有者的参与仍对企业的创新过程有着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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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在公司发展后期阶段，创始人持股对研发强度和研发生产率均有
正向影响，创业者主导的企业更能推动创新。这篇文章为企业管理团队架构的选择提供了新
的发现，也丰富了代理理论在创业公司治理实践中的发展。
亨利·索尔曼：员工动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熊彼特开始，学者们就研究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在产生技术进步方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某些类型的企业在产生创新方面可能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有哪些优势（Agrawal，et al.，
2014）。创业研究已经强调了创始人的动机和激励与那些在大型知名公司工作的经理和员工的
动机和激励的重要差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创始人动机对进入决策、战略选择、企业
生存和竞争动态等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大量的学术工作研究了创始人的特征，却很少
研究那些“加入者”的个人特征。尽管在实践中个体员工通常负责企业内部的大部分创新活
动，扩展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在人力资本特征，尤其是员工动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这一研究
范围，探索初创公司的员工是否与成熟公司的员工不同，以及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绩效差异
成为创业研究的重要突破口。2018 年，亨利·索尔曼（Henry Sauermann）在《战略创业杂志》
上发表了《肚子里的火？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的员工动机和创新绩效》一文，将初创企业员
工的动机与大型、小型企业员工的动机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独特见解。
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的组织特征也有所不同。以前的
工作着眼于公司的规模或年龄、侧重于员工的技能和经验。最近的研究逐渐开始探讨他们在
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篇文章扩大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通过比较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员工
的金钱动机和非金钱动机，以及考察员工动机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绩效差
异。这篇文章先是利用组织和经济学理论来考虑不同类型的企业能提供给员工的工作属性的
结构特征和约束条件；接着从劳动力市场分类角度认为提供不同工作属性类型的企业应该以
不同的条件吸引员工，由此推出初创企业的员工可能与那些加入大、小企业的员工不同；最
后，将员工所在的企业内部和跨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对比。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动机不仅会
影响努力的水平，还会影响努力产生创新成果的生产力，揭示了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之间
员工特征的显著差异，探索了创业参与者的个人特征，为初创企业招聘独特的员工提供了
见解。
基于组织和人力资本领域的经典理论，索尔曼提炼并总结了五个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不
同的工作属性和相应的动机：工作保障、财务收入、独立性、责任和智力挑战。一是初创企
业和成熟企业在工作保障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大企业更高的稳定性和企业生存机会可以转
化为雇员更高水平的工作安全感；二是大企业更高水平的资源和支付能力使其提供的工资一
般高于初创企业，然而小企业和新企业较低的工资水平可能会被更高的可变工资水平部分抵
消；三是初创企业的员工可能比大企业的员工享有更高水平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四是小企业
的员工比在大企业工作的员工从事更广泛的活动，包括技术、商业和管理任务，在初创企业
工作的员工比在大企业工作的员工有更高的责任偏好；五是新企业往往是那些将新技术引入
市场的企业，这表明他们可能比成熟企业给他们的技术人员提供更多令人兴奋的工作和智力
挑战。
另外，这篇文章使用 2003 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
（SESTAT）中 10 585 名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初创公司和成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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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员工的金钱动机和非金钱动机的差异，以及这种动机的差异所导致创新绩效的差异。针对
创新活动和绩效，此文将样本限制在主要工作类型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受访者，最终获
取 580 名在初创企业工作、1 059 名在成熟的小型企业工作、8 946 名在成熟的大型企业工作
的受访者的问卷数据。结果发现，与大型成熟企业的员工相比，初创企业的员工对工作安全
感和薪水的重视程度较低，但更重视独立性和责任感，反映了更普遍的承担风险的意愿；另
外，创业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在大型和小型成熟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更多的
专利申请数量，这种绩效差异部分受到员工动机的调节。总的来说，与挑战和独立相关的非
金钱动机特别有利于创造力和创新，而与薪酬尤其是工作保障相关的动机可能与创新的关系
不太相关，甚至有时候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吸引的员工
动机不同，这些动机的差异导致创新绩效的差异。因此，虽然初创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担忧较
弱可能会促进探索和创新，但初创企业提供的实际工作保障较低就不会探索和创新，研究结
果表明创始人可以从雇用具有创业动机的员工中获得显著好处。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企业层面的规模和年龄相关因素，如资源或协调成本，或者
作为创始人团队的高阶梯队特征，但很少注意到在企业中实际执行创新活动的个人的特征。
此研究通过揭示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之间员工特征的显著差异，强调了未来研究初创企业参
与者作为一组独特的员工和重要的创业行动者的价值，试图理解初创企业在更大的经济中所
扮演的角色，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特征可能为初创企业提供创新优势，并从员工方面体现
了相比于成熟企业而言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在大企业中创建明确寻求年轻和小型组织特征的创业单位，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好处。结果
还与阿胡亚和兰珀特研究的成熟企业的创业行为与技术突破不谋而合，印证了大企业内部创
业促进技术创新的可行性；并且直接从企业员工角度探寻创业动机，丰富了布洛克研究中以
创始人为创业精神主要来源的研究主题。此文贡献了知识密集型环境下人力资本的文献，将
人力资本更广泛地概念化，包括能力和动机因素，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个人在塑造组织内部
和跨组织的重要过程和创新结果方面的作用。
未来研究方向
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创业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阶段性成果。无论是战略还是
组织理论，技术创新仍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对于创业与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有
助于人们对公司创业问题进行理解。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对于复杂、多元的创业活动如何影
响技术创新的认识仍有限，因此，我们仍需要在理论上对创业与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更深入
的机制分析。这种分析是进一步构建复杂框架的基础。我们在前面述评的三篇文章介绍了以
下几点：成熟企业内部创业实现技术突破展现企业内部小型创业单位促进技术创新和企业复
兴的实现路径；对于家族企业和独立创始人所有的企业，创始人的创业精神对研发投入的影
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者的创业精神异质性及其对推动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初创企业内部
员工动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这些文章丰富了创业精神来源主体，包含了公司内创业、创业
公司治理和创业精神主体相关研究进展的重要节点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创业公司独有的特性将其区别于其他公司，也对创业公司的动态化管理提出了新
的要求。创业公司在年龄和规模方面与其他公司不同，虽然小公司可能会一直保持小规模，
但存活下来的年轻公司必然会变老，并可能因提供的工作属性而发生变化，如果这些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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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员工的动机不一致，员工可能会决定跳槽。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更明确地考虑初创企业
的某些特征，例如创新性、创造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等，尤其需要研究当年轻公司成熟时哪
些特征会发生什么显著变化，如何保持“创业精神”和留住具有技术生产力的老员工、实现
持续的技术创新仍值得探索。这些潜在的研究方向有助于解释在当今动态复杂的环境下逐渐
老化的大公司如何改变战略实现技术突破来收获持续竞争优势，这对促进和拓展创业研究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创业公司新加入员工的创业导向性发现拓展了创新精神主体来源，同时将扩大创
业主体对于创新效果的研究范围。公司内部员工的创业导向增加了创新结果的可变性（Patel，
et al.，2015）。索尔曼的研究记录了不同公司类型的员工动机的显著差异，展示了个体特征
及其在塑造初创企业创新绩效中的潜在作用，但在识别潜在原因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虽然
讨论集中在事前选择上，但不能完全区分这一机制与事后选择性保留或雇用期间动机的变化，
并且数据难以支撑其评估概念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机制的作用，以及最终建立动机和绩效之间
的因果关系。如何利用个体动机特征进行创业公司的组织设计，并进行持续跟踪的调查，进
而探索其在塑造初创企业创新绩效中的潜在作用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最后，创业公司的哪些经营行为是技术创新的助推器，即创业公司的某些具体行为会不
会促进技术创新，以及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例如，初创企业在成立之初配置的创始人团队的
选择和联盟网络的变化如何塑造了它们的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尽管有研究强调了资源获取
和联盟网络在初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但除了这些静态的要素影响外，初创企业的创新
策略与适应调整之间动态匹配的行为机理仍值得关注，这也要求了对初创企业进行更为长期
和细致的纵向跟踪调查。
研究设计与应用拓展
长期以来，在研究设计方面，传统的创业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或二手的大型数
据集，如专利数据库或人口普查数据，然后通过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检测自变量的作用，以
削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第一篇文章使用的是化工行业的专利数据库来探索技术突
破性发明成果；第二篇文章以 2003 年 7 月 31 日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作为构建样本的起点，
收集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研发投入等数据；第三篇文章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员工动机，
并调查了员工专利申请情况。这些方法的内部效度相对较低，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更加富有
创造性的调查设计。
首先，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也开始涌现，对企业家和研究者
来说，大数据提供了观察人类行为和发现商业机会的新方法（George，et al.，2014 ；Schwab，
Zhang，2019），大数据允许对这些现象进行动态建模和过程研究。孵化器、科技园区、软件
开发公司和其他现有组织和社区都是捕捉和挖掘活动和事件的场所，为研究创业行为的影响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此，大数据对于实证创业研究的巨大潜在机会是难以否认的。研
究人员通过扩展现有用于分析传统大数据集的方法来利用大数据的新机遇，从大数据中提取
有意义的经验信息，以使归纳、溯源和演绎调查的迭代成为可能。
其次，技术创新既是推动创业的机会，也可作为创业过程的结果变量。创业与技术创新
之间的内生性不能单从时间角度进行区分。偶然的和复杂的内生性问题经常出现在观测数据
中，不是专门为因果推理收集的数据往往会给标准的回归技术的应用带来严重的挑战。单一

119

120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的创新技术无法撬动价值链的整体价值，追溯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前端，对于系统剖析新
企业的创业机理与成长模式、理解创业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贡献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创新驱动创业、创业再诱发创新，创业主体的重构、营商环境的变化、创业结果的再
评估等研究将逐步揭开创业实施过程的黑箱，在研究创业活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时，我们应
更多地吸收技术战略、技术管理、技术经济学、技术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加速跨学科研究
在创业领域的发展。
另外，已有的丰富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虽然极大地推进了创业与技术创新研究，但创业
活动丰富的情境，可以通过更丰富的研究方式得以探索。单个或多个案例的追踪研究致力于
更大程度的理解和剖析创业现象的本质，比如王凤彬等（2019）通过刻画和分析大型企业内
部支持创业的平台组织的总体结构与作用机理，丰富和发展了平台组织理论，并为传统制造
业企业向平台型企业转型提供组织变革方案设计启示。因此，以理论推导和演绎为主，以典
型案例作为理论推导和演绎的补充论述，研究将案例事实有机地融合到所推导或演绎的新理
论命题和框架之中也可成为追踪创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重要突破口。
最后，尽管技术创新文献日趋成熟，但创业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进展有限，
广泛的实证研究也较少。技术发明通常利用专利申请的结果。专利数据库能提供广泛且可靠
的数据来源，但不同机构对创新衡量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专利申请也体现了企业是否为
其发明申请专利方面的战略选择，在初创企业中观察到的更高的专利率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
的创新率。因此，当人们在多元数据库中寻找变量衡量方式时，务必更进一步观察、比较每
一制度指标的具体衡量方式及其数据来源，辨析这一方式是否与文章研究关注点一致。未来
的研究可以从技术创新的不同测量方式着手，我们仍需要未来的工作来检验创新措施的结果，
这一问题值得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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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创业如何促进乡村发展○
一

◎ 吴茂英

◎ 张镁琦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创业活动具有社会价值（Acs，et al.，2013）。在创业活动的众多社会功能中，创业对乡
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发得到重视。欧洲的区域与乡村发展政策倡导要以创业激发乡村地区的
内生经济发展潜力；我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乡村发展要以产业先行，而创业正是构建
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创业活动有助于带动乡
村经济发展（Polo-Peña，et al.，2012）与推动乡村社会变革（Tobias，et al.，2013）。
那么，创业如何促进乡村振兴？除了通过以利润为导向的创业活动提高个体收入之外，
学者们还倡导往前多走一步，进行“社区创业”（Johannisson，1990 ；Johannisson，Nilsson，
1989）。通过改善当地创业环境、激励个体参与创业，甚至带头创建社区企业，社区创业可以
解决乡村社区存在的失业、移民、贫困等问题，从而推动乡村社区发展。社区创业的独特优
势在于，它始终以社区发展为首要目标，履行当地动员的社会使命，而这有利于激发乡村社
区自身的发展潜力，实现内生式发展。
社会网络对社区创业实施而言尤为关键。一般而言，社会网络能为创业活动传递知识、
信息等资源。而在乡村社区情境下，本地社会网络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社区嵌入性使之成
为社区创业者获取独特资源和机会的重要途径；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乡村情境下的创业活
动需要超越本地网络，以寻求新的市场、伙伴与资源（Müller，Korsgaard，2018）。乡村社区
创业者如何利用多重网络的资源值得关注。
我们选择约翰尼森、麦基弗和里克特等学者的研究进行述评，旨在呈现社区创业者如何
利用社会网络促进乡村振兴。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篇文章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研究，
尤其前两篇文章关注的情境是内涵更加丰富的社区。社区可以由地理位置、集体文化、血缘、
种族等共享关系特征来定义（Peredo，Chrisman，2006）。但是，由于乡村本身即为由地理位
置和人口特征界定的一类社区，且所选文章的研究场景主要是乡村社区，因此，这三篇文章
仍可以为“社区创业如何促进乡村发展”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青年项目“迁移距离、
社会网络嵌入与异地创业成长研究”
（71902072）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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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约翰尼森和安德斯·尼尔森：社区创业者引领（乡村）社区振兴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社会的商业环境经历动荡。面对经济变革压力，大多数西方国家鼓
励发挥创业项目的积极作用；然而，当时的创业议题往往在较为宽泛的语境下提出，而没有与
特定的地点、社区相关联。本特·约翰尼森（Bengt Johannisson）和安德斯·尼尔森（Anders
Nilsson）1989 年在《创业与区域发展》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上发表了
《社区创业者：为地方发展建立网络》一文，提出：当社区遭遇结构性变革的生存挑战时，真
正应该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举措的启动与管理，简单来说，即动员当地成员参与经济建设。
然而，地方动员（local mobilization）本身并非易事，鼓励、组织社区成员创业需要社区创业
的驱动。
社区创业的核心在于动员、组织社区内外的资源，为传统或个体的创业者创造有利于创
业的“情境”
（context）。而社区创业者便指的是本地创业活动的推手。社区创业者让有意创业
的个体意识到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能力如何促进商业组织的建立；同时，他们还帮助创业者
启动项目，提供行动所需的情感承诺。社区创业者拥有许多与个体创业者相似的创业者特质，
例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事业保持自信；他们具有承受风险的能力；他们需要拥有成就感；
他们理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等。但是，由于使命的不同，社区创业者与个体创业者也具有本
质上的区别（见表 3-1）。而这种区别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社区创业和社区创业者的特
征与内涵。
表 3-1

社区创业者与个体创业者的区别

社区创业者

个体创业者

将社区发展作为个人的主要目标

将社区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载体

帮助社区成员建立自尊和能力

提高自立及其他能力

争取让自己成为社区管理者

争取以创始人、经理的身份实现自我发展

将自己视为联邦结构中的协调部件

将自己置于（专制）组织的顶端以整合生产要素

激励他人创业

在自己的企业中调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

将当局与其他外部力量视为潜在支持者与资源提供者

如果当局和社会中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利于自己目标的
实现，他们会被视为障碍与威胁

建立当地舞台（arena）并将不同的个人网络连接起来

利用当地舞台建立自己的个人网络

寻找能降低强加给社区的社会经济风险的项目

寻找具有风险的独立项目

资料来源：约翰尼森，尼尔森，1989。

社区创业的目标在于创造组织情境、激励社区成员创业并最终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约
翰尼森和尼尔森进一步指出，实现该目标的秘密在于发展与维持一个社会经济网络。对社区
创业来说，建立社会经济网络是必要的，原因在于：①社区创业者的使命在于明确社区生活
中社会与经济的相关关系并进行权衡；②与传统经济组织不同，社区当地的项目没有被正式
地组织起来；③社区创业的基本思想在于调动（mobilize），即调动内部、“本地”的资源以及
外部、“全球”的资源，而网络为社区创业者提供调动资源的工具。一旦社会经济网络被建立
之后，个体创业者也能从中受益。网络为个体创业者提供资源库，帮助他们调动创业行动所
需的各类资源，包括情感资源、认知资源和物资资源等。
随后，约翰尼森和尼尔森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社区创业故事，展现了社区创业者通过建
立社会网络、创造创业情境来推动社区复兴的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末，瑞典村落马勒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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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ålerås）陷入了人口锐减、主导玻璃产业衰退的窘境。马茨·乔纳森（Mats Jonasson），一位
出色的玻璃设计师，决心重振社区雄风。他将当地为数不多的商人以及其余拥有创业才能的
社区成员组织起来，连接成社会经济网络。此外，作为当地运动协会、管弦乐队和村委会的
成员，他也在社区活动中识别潜在的社会资源并看到如何调动这些资源来创造商业与就业机
会。随着前居民和移民商人的加入，当地的社会网络得到了扩展，而这也加强了当地的内部
动员动力。在一次次定期会议中，社会网络的成员不断对新产品和（社区）企业提出想法、批
评和意见。同时，在社区网络成员的帮助下，社区与银行、地方当局及其他各类组织进行接
触，而这也帮助社区中的个体企业获得了资本、专业建议和廉价的工作场所。五年间，马勒
拉斯的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翻了一倍，而一些玻璃工坊也组成了由当地居民和雇员共同拥有
的社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马勒拉斯的社区企业经历了诸如敌意收购等的外部威胁，这迫
使乔纳森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即传统的个体创业者）以保证社区成员对当地产业的控制。但是
乔纳森和马勒拉斯社区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让社区和市场的力量共同构建了可行的本地商
业结构。
最后，约翰尼森和尼尔森分别对个体创业者和社区创业者进行了关于社会网络的调查。
他们发现，社区创业者特别注重培养建立网络的能力以便成功获得公共和志愿部门的资源。
他们和个体创业者一样是高效的网络管理者。但与个体创业者相比，社区创业者的网络相对
封闭（即网络内部的成员彼此非常了解）。此外，如果社区创业者同时经营自己的企业，这两
种身份背后的社会网络则会有可能重叠，呈现更加复杂的关系。
这篇文章收录于《创业与区域发展》期刊的第 1 期，它开创性地提出了社区创业的概念，
定义了何为社区创业者，并指出了他们通过建立网络推动社区发展。这背后实际蕴含了三点
非常深刻的洞见。首先，包括乡村在内的社区并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
影响；反之，社区本身充满了生命力，当社区成员被集体动员起来时，他们可以通过内部的
创业活动重新掌握社区的命运。其次，动员社区成员开创新事业需要社区创业的驱动。履行
这项使命的社区创业者具有创业精神与特质，并以社区为导向的手段协调、激励与支持更多
创业活动开展。最后，在社区创业的过程，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社会网络既是社区
创业的动力（为社区成员创业提供资源），又是社区创业的结果（将社区成员凝聚在一起）。总
的来说，这篇文章将社区创业、社会网络和社区发展结合在一起，为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典
型的发展样本，也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可能的发展路径。在乡村社区面临困境时，有志之
士可以挺身而出，通过协助构建当地良好的商业环境与激励潜在创业者开创事业，将村民们
组织起来并走出乡村自主发展之路。
爱德华·麦基弗等学者：创业者投入社区创业的动力来源

HZFS20225478

约翰尼森和尼尔森的研究将社区创业引入了创业研究，强调了社区创业者对于（乡村）社
区发展的重要性。不过，在他们的文章中，社区创业者是一个给定的概念，我们难以从中了
解社区创业者是谁，以及社区创业者为何愿意将社区发展作为自己行动的目标。诚然，约翰
尼森和尼尔森也指出社区创业者有可能兼任个体创业者的角色，他们在经营私人企业的同时，
也激励他人参与创业；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解释，个体创业者为何、如何参与社区创业以
成为富有责任感的社区创业者。
爱德华·麦基弗（Edward McKeever）、萨拉·杰克（Sarah Jack）和阿利斯泰尔·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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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tair Anderson）2015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地方创造性重建中的嵌入性创业》一
文，或许能很好地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这三位学者关注枯竭社区的振兴问题，即经历经济
衰退及遭遇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社区如何得以重新发展。面临移民、贫困等问题的乡村也是其
中一种枯竭社区。他们从创业者与地方、社区的嵌入关系出发，揭示创业者融入社区的本质，
探讨他们为何与如何推动地方的创造性重建。
这篇文章基于两大理论展开论述，分别是嵌入（embeddedness）理论、“跨领域的价值转
移”
（transfer of value across spheres）学说。嵌入理论强调经济行动者会受到除经济关系之外的
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关注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和地方制度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嵌入理论有助于理解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行动如何被制约和塑造。而“跨领域
的价值转移”学说则强调创业行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关注创业者的本地认同如何创造与转
移价值。由于本地创业者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环境特点，他们可以有效地对接、协调面向
当地的行动，从而服务个人和公共的利益。“跨领域的价值转移”学说的认识有助于探讨社区
与创业者之间的互动。
此外，“地方”（place）一词作为贯穿全文的关键概念，值得我们的关注。有些人可能会觉
得，地方只是承载创业活动的空间容器，并无其他特殊的内涵。但是，在研究创业与乡村、社
区关系的学者眼里，地方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三位学者认为，地方是汇聚物质对象和社会关系
的复杂系统，是社会生活各种关系的建构，能赋予人意义与认同。当我们在谈论乡村与社区
时，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生产与消费的背景板，而需要将它们置于更广阔的“地方”视域中；
在“地方”的舞台上，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等要素交织在一起，融合、创造出一幕幕富含
情感与意义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作为其中一员，当地创业者的行动也自然会刻下地方的烙印。
麦基弗等学者选择 Inisgrianan 和 Blighsland 两个社区作为案例发生地进行调研（前者是
小城镇，后者是村庄）。这两个社区都具有悠久的小规模农业、纺织品、汽车零部件和食品
制造的历史，但因面临经济衰退与认同缺失的危机，是典型的枯竭社区。通过对它们的分析，
这篇文章揭示出了创业者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并重点强调了创业者对社区的贡献，尽管创
业者认识到了在枯竭社区中经营生意的种种问题，但由于他们与家庭和社区的紧密联系及对
地方的承诺，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留在社区。而在创业的过程中，一方面，社区会影响创业者
的经营活动。创业者认为社区是成功经营的秘诀。他们雇用本地人工作，他们向本地企业采
购商品与服务，他们与社区保持紧密而亲近的关系。另一方面，创业者也投身于一系列涉及
社区发展的活动。他们承担了约翰尼森和尼尔森所称的“社区创业”的责任，激励和帮助个
人和社区创办自己的企业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例如，他们组织舞会、加入当地的辩论社团，
参与当地的贸易和政治活动，甚至建立和管理社区企业。他们对社区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社区的就业问题被改善，社区成员拥有了社区共有的有形资产，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社区充
满信心，社区本身变得更加具有创业精神。
当被问到为何愿意投身社区发展事业时，创业者回复了针对失业、就业能力、移民等社
会问题的担忧与关切，这反映出了创业者深深地嵌入于社区之中。三位学者进一步阐释，创
业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反而是扎根、沉浸于社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经验的累
积，对环境的熟悉会引起创业者对社区成员的兴趣与关注。这意味着地方对创业者而言是重
要的。他们不仅附属于这个社区，而且还期待能为它的发展感到自豪。他们参与社区发展活
动，并非单纯出于经济考量，更多是为了帮助社区建设一个更光明、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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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创业者开展社区创业，跨越了政治、商业和社区的边界：①创业者通过提供认同
与文化框架来动员社区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同时，他们也因认同而更好地理解社区远景，并
得以将此翻译成政府语言以从“政治同行”那里获取相关资源。②创业者通过创业实践，建
立了当地的劳动力队伍，培养了社区成员的技能与能力，并由此满足了社区发展的需求。同
时，这一过程也受到嵌入性的影响。学者们指出，创业者与地方的联系体现在情感与物质两
大维度。在情感层面，地方创造了人对地方、环境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又会反过来导致创
业者对地方的责任感，让他们理解、关怀与珍惜所处的社区，决心通过创业为社区做点什么。
在物质层面，嵌入性让创业者们了解当地的潜力及其资源的局限性；这种本地知识和网络会
为他们带来有利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更好地创业与推动社区发展。
这篇文章剖析了创业者与社区的互动关系，这对创业研究和乡村、区域研究而言都具有
重要意义。首先，它指出地方是社会生活的建构产物，不仅能影响创业活动的开展，反过来，
也能被创业活动重新塑造。这一观点再次强调，乡村、社区具有复杂的地方关系与文化，能
让生活在此处的人们拥有依恋、认同等丰富的地方情感；当我们关注乡村与社区时，需要考虑
他们独特的地方意义。同时，这也弥补了已有创业研究关注情境对创业的作用却忽视了创业对
情境反作用的缺憾。其次，它发现了个体创业者的行动并非完全出自理性的自利动机。社区
嵌入让他们乐于“先富带动后富”
，在经营生意的同时投身社区创业。这揭示了创业活动所具
有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创业精神对于乡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它体现了社会资源
的关键作用。社会资源与创业技能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能塑造与改变创业活动与社区发展。
拉尔夫·里克特：“嵌入性中介”特征赋能乡村社区创新
以上两篇文章皆强调社区创业者嵌入于当地社会网络是成功推进社区创业的关键。约翰
尼森和尼尔森（1989）甚至提到，社区创业者所处的社会网络更加封闭，这可能是由于“社
区创业者联系的大多是本地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不过，这也意味着社区创业者和当地创业
项目可能难以获得由弱关系带来的信息和资源优势”。但是，乡村社区创业的推手们真的仅将
目光停留在本地关系的维护，而没有向外探寻新的信息和资源吗？
拉夫尔·里克特（Ralph Richter）2019 年在《乡村研究杂志》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上
发表了《作为嵌入中介的乡村社会企业：连接乡村社区与超区域网络的创新力量》一文。里
克特认为社会企业（可将其视为社区创业者）的社区嵌入性，以及将超区域网络和决策者连接
起来的能力，是其产生与促进社区创新的重要先决条件。
社会企业被认为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功能空白的组织，他们通过创业的方式，履行社会使
命，促进社会创新。在乡村地区，社会企业不仅为当地带来服务与公共商品，还培训与教育
村民，为他们提供工作。可以说，乡村社会企业将社区发展视为首要目标，为村民的个体发
展提供资源，帮助村民建立能力与信心，激励村民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乡村社会企业也
可以被视为约翰尼森所定义的社区创业者，他们理解并践行社区创业。
里克特博士关注社会网络对社会企业促进乡村社区创新的作用，并引入社会网络方法解
决这一研究问题。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社会网络是观点与知识转移的无形载体，这对
创新而言至关重要；第二，本地社会网络是社会企业嵌入于社区当地的前因和后果，它为创
新在乡村社区的扩散提供了机会；第三，社会网络方法有助于揭示社会企业与外界的接触如
何促进创新方案的产生。在这里，里克特博士同时考虑了社区嵌入性与外部联系对于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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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是，他也进一步说明，社区嵌入性并非总能带来积极影响，反倒有可能带来有害的
“锁定效应”
（lock-in effects）；另外，与其他地区群体和机构的联系也许同样能为创新带来新的
知识和资源，因为创新方案往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下的想法迁移。
基于以上初步的判断，里克特博士采用跨案例方法展开研究。他通过文件档案、参与式
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了奥地利和波兰的四个乡村社会企业的相关数据，并从中挑
选两个创业项目进行深入分析；这两个社会企业运营的项目分别是开放实验室和主题村庄。
随后，他采取自我中心网络方法（egocentric network approach），分析在这两个项目中最具影
响力的人在不同尺度上的网络连接情况，并标识各种关系的内容与属性。
根据分析结果，里克特博士指出：第一，社会企业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创新方案，
它们涉及了教育与培训的环节，这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就业能力、促进社会包容和提高乡村地
区的韧性。第二，社会企业通过对观念的重新情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推动社区创新。
一般而言，如果乡村社会创业者既深深嵌入于他们所处的乡村区域，又与其他区域的人或组
织保持外部联系，他们会更加容易推动重新情境化。一方面，社区嵌入让社会企业更好地识
别社会问题和需求，并让他们的方案更易吸引当地决策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联系帮助
社会企业更快、更直接地获取信息、趋势、机会和资源，这有利于他们绕过乡村底层治理机
构，自由地推进创新方案。第三，基于这种双重网络嵌入特征，乡村社会企业可被视为“嵌
入的中介”。这种嵌入的中介既与“信息经纪人”（information broker）相似，通过连接彼此无
直接联系的群体占据“结构洞”的位置以获得战略性资源和社会支持，又和信息经纪人不同，
乡村社会企业较之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同时，嵌入的中介也拥有与“多重知情者”（multiple
insider）共同的特征，他们皆嵌入于社会群体之中并对成员的福祉负有高度的责任感；但是
乡村社会企业也与多重知情者存在差异，多重知情者连接两个关系紧密的群体并占据其中的
“结构褶皱”
（structural folds）位置，社会企业通常连接两个及以上存在空间距离且彼此缺少联
系的群体。作为嵌入的中介（见图 3-2），乡村社会企业就这样一头连接着联系紧密的乡村本
土网络，一头连接着松散却又宽阔的超区域网络（supra-regional networks）。这种特殊的网络
结构为乡村地区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想法、资源和社会支持，也为乡村地区之外的机构组织带
去了可以大施拳脚的应用场景。

信息经纪人

多重知情者

嵌入的中介

图 3-2
资料来源：里克特，2019。

嵌入的中介与信息经纪人和多重知情者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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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解释了乡村社会企业如何调动社区内外的资源与信息以推
动社区创新，并从中抽象出“嵌入的中介”模型。这个“嵌入的中介”模型为进一步探讨社
区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同时，它也可以被应用于乡村情境下其他类型创
业者的研究，如返乡创业者、移民创业者等，他们的生活、创业经历或许也令他们拥有连接
乡村社区和超区域网络的能力，而这可能会塑造他们的机会识别、资源获取和信息搜集等行
为并影响创业绩效。
未来研究方向
上述三篇文章依序介绍了社区创业者对社区发展的引领作用、社区创业者的动力来源，
以及社区创业者利用内外部网络促进社区创新的方式。他们构成了“社区创业者 – 社会网络 –
社区发展”的研究脉络，共同展现了富有社区责任感与创业精神的个体、组织如何通过建立、
维护与利用社会网络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但是，这三篇文章仅勾勒出社区创业议题的初步
轮廓，就具体的创业活动而言，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探讨。同时，尽管乡村包含在社区范
围之内，但相较于其他社区类型（如城市中的移民社区），它对（社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具有
自己的独特性。首先，乡村社区由其地理位置所界定。乡村景观、物种多样性和其他空间物
质特征拥有内在价值，能构成促进发展的“乡村资本”（countryside capital）（Garrod，et al.，
2006）。其次，乡村社区是典型的“地方”
（place）而不是单纯的“空间”
（space）。乡村紧密的
社会关系极大地影响（社区）创业活动的开展（Muñoz，Kimmitt，2019）。特别是在中国情境
下，乡村社会主要由地缘和血缘维系，其社会结构总体呈现差序格局特征（费孝通，2008），
这种社会网络所强调的“攀关系、讲交情”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社区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与行为
决策，并影响乡村社区创业的绩效。最后，在中国情境下，基于乡村的内生式创业具有低成
本的优势（土地成本极低）。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挥能力相对短缺且较为同质化的群体的特
长，且进行有效的资源动员、人才动员，形成集体目标并凝聚成集体行动。如果人们继续深
挖乡村的情境特征，或许能从中发现更多研究机会。
综上，考虑社区创业与乡村情境特征，有关“社区创业如何促进乡村发展”的研究仍有
许多潜在研究的方向，以下列出的几大研究方向供读者参考：
第一，社区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与行为。以上三篇文章都在案例介绍部分展现了社区创业
者的创业故事，但是乡村社区创业过程中特定活动，如动员策略的开发与实施和内部合法化
的谋求等，还需要继续探索。在乡村情境下，社区创业者与其他村民的关系不仅是领导者和
追随者，还可能是朋友、邻里，乃至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因此，如果采取一般企业管理中
的“从上至下的工具性方法”（top–down instrumental approach）（Drori，Honig，2013），要求
村民共同参与创业活动或遵循某些规章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我们可以关注社区创业者
与村民的互动过程，分析他们如何“从下至上”地动员村民创业，并促进他们完成对社区创
业的合法性判断。同时，正如上文所言，社区创业与社会创业存在重叠部分。当社区创业的
终极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变革，且将社会创业的实践范围限定于社区时，社区创业也可以视为
社会创业。事实上，约翰尼森近期的作品也多围绕社会创业展开。在这个层面上，社区创业
者的创业过程便可以引入社会创业的思考。例如，社会创业者需要平衡公民逻辑和市场逻辑
之间的紧张关系（Hervieux，et al.，2010）；同样，对于同时承担商业经营者的社区创业者，
人们可以探讨社区创业者是否存在冲突的行动目标与逻辑，而他们又会在创业过程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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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又如，社会创业活动包括推动当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Mair，Martí，2006）；人们
也可以深入讨论，以“再情境化”为目标的社区创业者是否也会在乡村地区采取特定方式开
展制度创业活动。
第二，社会网络的作用与演化机制。上述三篇文章揭示了社区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
（即嵌入本地网络的同时也连接着外部网络），并着重强调了社会网络对于社区创业、乡村、社
区发展的重要性，解决了“什么”和“为何”的问题。大量相关话题的研究也证实了乡村社
区创业者利用内外社会网络获取资源与机会（Müller，Korsgaard，2018）。但是，对于“如何”
的问题，即社区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与演化机制，还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例如，
在社区创业的过程中，社会创业者连接的多重社会网络是否会发生结构和边界的变化？这些
演变过程会如何影响社区创业的行为和绩效？此外，已有研究揭示了社会网络能传递资源、
知识和信息，但是社区创业者又会如何结合网络优势进行资源利用、知识学习和信息搜集与
加工，以推动社区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结合网络理论、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等
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在本土情境下，乡土中国独有的社会网络特征如何影响社区动员
与集体行动，也值得关注。例如，马荟等学者（2020）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
的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可以通过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来推动乡村
振兴。
第三，社区创业与社区企业。尽管社区创业的概念内涵更加倾向领导力（Johannisson，
1990 ；Selsky，Smith，1994），而非具体的组织类型。但是，约翰尼森与麦基弗等学者的案
例研究指出，社区创业的产物除了个体创业的崛起和繁荣，还包括社区企业的建立与成长。
从国内外乡村运营实践也可以看出，走社区企业的集体发展之路，往往是乡村振兴的可行之
道。佩雷多（Peredo）和克里斯曼（Chrisman）
（2006）开创性地将社区企业（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CBE）概念化，并详细阐述了社区企业的概念特征、出现条件与影响作用。他们
将社区企业定义为“承担创业者与创业企业的角色，采取共同行动并追求共同利益”，强调社
区企业有利于整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等多方面要素，推动可持续的减贫与
区域发展。《创业与区域发展》曾于 2011 年组织过以“社区与社会创业”（community-based,
social and societal entrepreneurship）为主题的特刊，刊登了一系列与社区企业和社会创业相关
的理论与实证文章（Ratten，Welpe，2011）。如果读者对社区企业的话题有兴趣，可以进一
步参阅这些文章。然而，目前社区企业的研究仍未成熟。如果读者希望进一步剖析社区企业
的行为与绩效，或许可以关注社区企业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与企业成长、社区发展等话题，
并结合乡村情境特征进行探索。
研究设计与应用拓展
在研究设计方面，如读者所见，有关创业与乡村、社区发展的研究大多采用案例研究
或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有利于深入刻画社区创业的
动态过程，了解乡村、社区成员的真实生活方式，并从中产生独特而有价值的洞见。约翰尼
森和尼尔森基于一项行动研究展开他们对瑞典村庄马勒拉斯的观察；经过 10 年以上的跟踪
调研，他们从中窥探到社区创业者如何逐步营造社区创业环境。麦基弗等学者选择人种志
（ethnographic approach）方法展开研究；他们采用理论抽样选定两个合适的社区样本，通过参
与式观察、非正式访谈、田野日记等方式记录与收集数据，利用持续比较的方法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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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并最终从众多材料中归纳出涉及创业者与社区关系的主题类别。里克特采用比较案例
研究方法，展现两个乡村社会企业的网络连接情况；他强调，这种质性的案例研究方法有利
于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也有利于开展以过程为导向的开放式研究。可惜的是，里克特选
取的两个案例虽然都很有典型性，但是社区网络的情况比较相似，实际上没有真正实现“比
较”的目的。
基于这些反思，可以得到以下启发：①创业与乡村、社区发展研究值得通过纵向的案例
研究进行探讨，长期的跟踪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还可以看到社区创业中的种种演
变过程，为深入分析背后的动力机制与作用过程提供了可能。②除了单一的案例追踪，读者
也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对不同案例地的关注，收集不同案例的数据，这将有助于读者构建
自己独特的案例池和数据库并对该现象形成全面的认识。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内乡村涌现众多
的社区创业案例，如杭州市临安区的乡村运营、丽水市的多个区域公共品牌、全国各地的综
合和专业合作社、陕西省袁家村的农民创业平台等。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受到强烈
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读者可以根据研究兴趣进行有选择的关注，甚至进行比较研
究。③在对不同案例进行调查之后，读者或许又可以对其中典型却又截然不同的案例进行对
比分析，案例之间存在的矛盾（如发展模式、发展条件和发展绩效等差异）可能蕴含着极大的
研究张力。当然，采取案例研究或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排斥定量数据的使用，问卷调查、
年鉴数据等可以为乡村社区发展绩效等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同样，读者也可以考虑进行混合
研究的方法设计，好处是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对同一现象进行多方面的剖析（Strijker，
et al.，2020）。此外，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读者也可以相应地采取特定技术手段展开分析；
正如读者所见，里克特利用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创业者的网络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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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乡村发展○
一

◎ 杨学儒

◎ 陈雅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被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以及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Dhahri，
Omri，2018），创业为当地居民释放了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满足了当地的市场需求。然而，
绝大多数的创业研究都是围绕城市地区进行的（Wortman，1990），对与城市地区截然不同的
乡村地区而言，创业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具有类似的影响尚不清楚。特别地，中国乡村不仅
与中国城市地区具有显著差异，和外国乡村社会也有明显差异。创业如何作用于乡村振兴需
要人们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般而言，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缺乏、与市场和服务点的距离较远、人
口密度低、当地市场需求有限等因素阻碍了经济活动的开展。当然，相对充裕的土地、洁净
的空气、丰富的水资源、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等，使得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资源和成本优
势，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不同人群开展农村创业（Fortunato，2014）。
那么，除了为创业者和新创企业带来或正或负的经济效益外，创业对乡村发展是否具有
普遍性的影响，其影响途径又如何呢。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我们选取了创业影响乡村发展
的几篇重要文章，借此梳理农村创业是否以及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社区的途径与效应，
帮助读者厘清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走向。
萨拉·卡特：农场主创业带动农村就业和社区发展的效应
以往的小微企业研究中，学者普遍采纳传统的企业成长理论将企业成长视为企业从出生
到成熟的各个不连续阶段，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小微企业能通过企业成长过程成长为大型企
业。认识到传统企业成长理论无法充分反映小微企业的活动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学
者对组合创业的研究兴趣越发强烈，但专门研究组合创业的研究仍然较少。在斯托里（Storey）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社区参与、企业合法性与农业创业企业成长研究”（71673090）、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创业主体社区参与视角的可持续创业研究：以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例”
（2020A1515010464）和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冠常态防控下文旅企业创新行为研
究—印记理论视角”
（pdjh2021b0091）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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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的研究启发下，萨拉·卡特（Sara Carter）意识到小微企业组合创业的重要性。卡特
1999 年在《乡村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农业部门的多重企业所有权：评估剑桥郡农民对企业
创建和就业的贡献》一文，明确提出农场主创业活动除了影响其自身和企业的利益外，还有
农村就业、企业创建和社区发展效应。
如果一个小微企业可以在相对较小的规模上有效运行，那么会有更大的动力借助多个业
务扩张（组合创业）来实现成长，而不一定是追求单一企业的“做大”（成长为大企业）。对小
微企业而言，组合创业的成功依赖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这一核心能力在于创业者的所有权技
能。卡特的研究在农业部门验证了上述观点，并且指出农场主的组合创业活动是使小规模农
业生产得以生存的主要因素。另外，这篇文章指出了农民企业家的组合创业活动对企业创建
和就业创造的贡献，开拓了创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卡特利用英国剑桥郡 296 个农场的深入访谈和调查数据系统地揭示了农场主的组合创业
及其效应。她根据访谈资料确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创业活动：原有农场从事非传统农业
或其他拓展业务○的组合创业、拥有位于农场内外的其他企业和拥有位于农场内但不属于农场
一

负责人的外部公司。她归纳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就业创造：农业生产中的就业、从事农场的非
传统农业或其他拓展业务、在农场主拥有的其他企业就业和受雇于农场的外部企业。卡特的
研究结果表明，农场主参与了广泛的创业活动，而这些活动对创造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发挥
着积极作用，进而影响了乡村发展。上述结论看似简单却饱含深意。
一方面，有别于以往以“企业”作为唯一的分析单位的传统做法，卡特重新审视了农场
主组合创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单一企业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方法不仅模糊了农场主（农
村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参与范围，还低估了农场主创业的就业带动、企业创建和社区发展效
应，掩盖了他们广泛的经济贡献。卡特探索性的研究指出了农场、农场主和农村地区新的非
农企业出现之间的联系。农场主组合创业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们所经营的农场企
业上，而且体现在他们开办更多企业，为外部非农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其他形式的支持上。
换言之，农场主组合创业不仅直接创造农村就业和带来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类似“创业孵化”
的效果，为当地更多的农业和非农业创业提供有利条件，间接地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贡献可以从原有的老牌农场企业主创建的或与之相关的新增企业总数中看出，并通过他
们创造的就业水平得到进一步验证。总之，卡特以更为精确的方式重新评估了农场主组合创
业对农村企业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从而强有力地表明，农村创业的价值不仅在于企业本身，
未来研究应高度重视创业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区分农场主所从事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卡特提供了一个研究农业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除了分析农场主组合创业的就业贡献外，卡特提出可将这一分类视为
一个连续的过程：从现有企业活动的多元化活动到创建独立的企业。对农场主而言，以农场
为中心的多元化为起点提供了一个成本和风险相对较低的机制，从而将现有资源转化为新的
业务。因此，以农场为中心的多元化活动可被视为扩大商业利益过程的第一阶段。这个过程
的第二阶段是拥有更多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是新建立的企业，也可以是在达到成熟和规模后，
将多元化活动注册为独立的企业。

○
一

原文为“the originating farm into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or quasi-agricultural activities”，具体业务主要指：出
租农用机械、农场建筑租赁、农场土地租赁、农产品（食物）价值增值活动（如预制、包装和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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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突破了以往以“企业”为唯一分析单位的观点，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农场主组合创
业的广泛影响上，回答了创业是否会影响乡村发展的问题，但她的研究止步于企业创建和就
业效应等经济层面。实际上，创业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创业类型对乡村发展的不
同方面的影响也是异质的。自卡特的这篇文章面世以来 , 后续研究陆续从各个层面开展了研
究。接下来，我们介绍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苏明明等学者（2019）的旅游创业如何促
进农村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特定类型创业对农村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布伊安（Bhuiyan）
和伊夫列夫斯（Ivlevs）（2019）的农村创业对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创业对个体心理层面的
影响）。
苏明明等学者：旅游创业促进农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卡特的早期研究指出了农场主组合创业对农村地区新企业创建和就业机会创造的重要
价值，但是否所有类型的创业活动都能带来类似的成效呢？或者，创业活动是否只能作用
于乡村发展的某一层面？苏明明（Ming Ming Su）等学者 2019 年在《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上发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计可持续性—中国安徽省河图镇》一文，探
讨了乡村旅游创业对农村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
创业是否普遍性地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异，学者
们对此莫衷一是。另外，以旅游为例，虽然在政策层面常常可见类似“旅游扶贫”等提法，
但旅游创业对农村居民和社区发展的影响也未有一致的研究结论（孙九霞，2019），一些观
点认为旅游创业为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做出重要的经济贡献；一些学者提出旅游创业有时会扩
大收入差距（Sharpley，2002）。因此，苏明明等学者认为有必要深入分析旅游参与和经济活
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制定实现农村发展目标的管理策略。这篇文章结合了可持续生计框架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F）并依据五个关键组成部分：宏观条件和趋势、生计资
源、转型组织和结构、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这篇文章重构了旅游背景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从而更好地揭示了旅游创业在可持续生计系统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以中国安徽省岳西县河图镇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半结构化访
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河图镇政府主要官员、河图村与南河村村委会成员，以及明堂山和
天峡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以了解群众对政策举措及其各种结果的理解；并对居住在两个
景区附近的居民（旅游参与者和非参与者）进行了结合半结构式访谈的问卷调查，收集了受访
者的社会经济特征、资源及旅游参与策略状况等定量数据，而访谈则更多关注了他们的态度
和看法。
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对农村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和提高家庭旅
游业收入等，因此居民对旅游发展表示高度支持。依托旅游业与以农业和当地就业为代表的
传统经济活动之间的协同关系，当地居民制定了多元生计策略，将旅游业与传统活动相结合，
提供了他们的生计可持续性。此外，文章通过应用生计多样性和生计自由的二维框架对生计
结果及其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与比较。与非参与者相比，旅游参与者常常拥有更多资产，以
用于翻新和购买必要的设施和用品。因此，资产水平低的人很难参与旅游业，从而获得的收
益较少。尽管旅游业被视为生计多样化的一种手段，但社区成员的生计自由程度各不相同，
旅游和非旅游参与者之间的旅游利益分享水平仍存在差异。
苏明明等学者构建了一个在旅游情境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了旅游与农村生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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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增强可持续性的潜在策略。这篇文章为乡村旅游发展及其与传统生计来
源的融合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这篇文章探讨了五个关键组成部分与乡村旅游间的关
系，强调旅游创业不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稀缺资源相互作用的
活动。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乡村旅游参与和传统经济活动（如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存在协同
关系，并支持人们通过多种活动的结合来维持自己生活的观点。因此，这篇文章揭示了乡村
旅游创业正的溢出效应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因其资源禀赋差异、乡村旅游参与差异而体现在
农村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差异上。
其次，这篇文章提出重构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实现可持续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系统性
视角。基于农村研究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已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各个领域得到推广
和应用（Wu，Pearce，2014）。过往的研究显示可持续生计框架评估发展举措对社区影响的重
要性，但全面的评估框架仍有待开发。这篇文章重构了乡村旅游创业背景下的可持续生计框
架，肯定了创业活动对乡村振兴的潜力。这也意味着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用于社区生计分析
时需明确其内在机制，并应该将其与宏观背景与条件相结合。
穆罕默德·法雷斯·布伊安等学者：小额信贷带来超越经济影响的福祉
卡特、苏明明等学者的研究分别探讨创业活动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计活动的贡献，但
其实创业对乡村还具有更广泛的正面影响。因此，有必要扩大创业的乡村影响分析的范围，
不仅要考虑经济变量，而且要考虑非金钱的福利指标。
尽管创业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而言，启动资
本有限以及贷款渠道受限仍是其开展创业活动的拦路石。基于这种情况，小额信贷（或普惠金
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的普遍期待。一般认为，小额信贷通过向“无法获得银行贷
款”的人提供少量资金以开办新企业，成为赋予最贫困人口权力、改善他们的生计并最终减
少贫困的重要机制（Montgomery，1996）。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对收入、消费和儿
童教育等仅能带来微小的积极影响（Banerjee，et al.，2015）。在小额信贷无法对客观福祉带
来明确的积极影响的情况之下，小额信贷以及其扶持的创业活动是否会改变人们的主观福祉
呢？为了弥合这一差距，穆罕默德·法雷斯·布伊安（Muhammad Faress Bhuiyan）和阿特乔
姆斯·伊夫列夫斯（Artjoms Ivlevs）2019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小微创业与主观幸
福感：来自孟加拉国农村的证据》一文，分析了小微创业对孟加拉国农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布伊安等学者认为，研究小额信贷与客观福祉（如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只能部分反
映人们如何体验和评价他们的生活，因此关注主观幸福感，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抑郁感，
为小额信贷创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并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小额信贷政策的有效
性。结合整体生活满意度的生活领域模型和根植于自我决定的程序效用理论，文章建立了一
个关于小微创业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综合框架—整体生活满意度模型，包括六个不同的生
活满意度领域（生活水平、财务安全、生活成就、健康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
以及小微创业的积极影响（幸福感）和消极影响（担忧和抑郁）。
基于孟加拉国达卡坦盖尔区三个相邻村庄（Bankina、Roail 和 Shatihat）中 1 430 个家庭
开展的调查，结果表明小额信贷会间接降低借款人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没有证据支持
小额信贷对任何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以及整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尽管小额信贷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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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但如果进一步考虑小额借款群体中的异质性就会发现一些重要
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与男性借款人相比，女性借款人在财务安全和生活成就方面的满意度
有所提高，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小额借款人对财务安全的满意度同样有所提高。鉴于对财务安
全和生活成就的满意度会影响到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也就意味着受到小额信贷支持的创业
有助于提高女性以及较为富裕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作者认为，生活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的贫困
农村妇女正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她们难以接触外部的工作机会，在收入和工作方面存在高度
不确定性，而小额信贷为她们的财务未来提供了一些急需的确定性，并促使其首次踏出家门
进入工作场所，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以实现自我创业。而资产较多的借款人可能会寻求额外
的资金来扩大现有业务，因此额外的信贷来源可以增加他们的财务安全。
长久以来，创业一直被誉为是使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贫困的有效方式。虽然有大量证据
表明创业显著改善了企业家的客观福祉（Banerjee，et al.，2015），但对于创业所带来的更广
泛的影响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农村创业者和居民的主观幸福度方面（Xu，et al.，2021）。
以往的研究更为关注小额信贷的生产力及其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这些显而易见的贡献，却忽
略了冰山之下由自主性、成就、尊严等构成的隐性部分。
首先，这篇文章通过评估在孟加拉国农村背景下受到小额信贷支持的创业活动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不仅解决了这个关键但尚未研究的话题，更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评估小额信贷
项目所带来的超越经济影响的更广泛的福祉。从这一角度出发，该文章对小额信贷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分析帮助我们识别出创业活动为农村地区所带来的除去收入效应之外的非金钱利
益。因此，它将研究重点从聚焦于探讨创业活动对农村地区所带来的客观福祉，转移到考察
创业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拓展了关于创业影响乡村发展的认识。
其次，这篇文章发现受到小额信贷支持的创业会对主观幸福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
考虑到群体中的差异性而呈现出异质性结果。最近的研究对小额信贷所实现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出质疑（Bateman，Chang，2012），但他们的研究并未考虑小额信贷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
在作用差异。布伊安等学者的研究将群体差异性纳入分析当中，以重新评估小额信贷项目的
政策有效性。该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创业活动作用的考察还需要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价
值观，围绕父权社会背景下创业活动对农村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思考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
有益的启发。事实上，创业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重大，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主题。农
村地区的自雇率远没有人们想象当中那么低。相反，有时甚至会超过城市地区的自雇率。越
来越多的农村社区意识到创业可作为一项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以低成本、高影响力的模式替
代行业招聘（Barrios，Barrios，2004）。
未来研究方向
自卡特的研究率先将目光投放在农业创业活动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以来，随着研究的演进，
“创业影响乡村发展”这一观点已逐渐得到认可。一些研究遵循卡特的研究思路，深入探讨
了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作用。例如，理查德·沙普利（Richard Sharpley）
2002 年在《旅游管理》上发表了《乡村旅游与旅游多元化的挑战：以塞浦路斯为例》一文，
肯定了乡村旅游可以成为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复兴的有效工具。这篇文章认为，乡村旅游的发
展为农村地区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将旅游业和现有的贸易和手
工业相结合可以创造就业并实现经济增长、多样化和稳定；另一方面，借助旅游业为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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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的市场可以扩大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尽管乡村旅游在个体层面和地方层面对农村收
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着眼于单一层面的作用可能会忽略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后果（杨学
儒，李浩铭，2019）。实际上，沙普利的研究中已经留意到旅游业对农业收入的贡献与预想结
果之间的差异，这也意味着对于创业活动在农村发展和多样化的有效性还需要结合更多维度
进行考察。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创业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外的影响，然而与前述的研究相似，大
部分的研究都只关注创业活动所带来的单一层面的影响。例如，拉斐尔（Raffaele）（2013）发
现，在意大利农村地区开展的乡村旅游活动使得农村家庭进一步发现和开发该地区的土地，
并保存该区域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有助于改善景观和文化遗产。巴里奥斯（Barrios）等学者
（2004）以及赖克特（Reichert）等学者（2014）指出农村新创企业为农村人口就业提供了更多
选择，为其技能多样化提供了机会，有助于增强当地资源、文化遗产和人口的生活质量。斯
温（Swain）和范（Fan）（2009）则提出，通过小额信贷实现的小微创业提高了农村妇女在财
务、家庭以及社区决策当中的影响力，维护了妇女的权利。然而，这些研究只考虑了创业活
动对农村发展某一个维度（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影响，缺乏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框架
考察创业活动的综合影响，实际上，乡村发展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紧密的直接或间接关联。
创 业 活 动 有 能 力 产 生 一 个 具 有 经 济、 社 会 文 化 和 环 境 效 益 的 农 村 社 区。 正 如 巴 比 里
（Barbieri）
（2013）所言，尽管创业活动的开展有助于留住农村年轻人、振兴当地经济和保护自
然风光以促进农村发展。然而，在农村社区层面上同时考察创业活动的三个可持续性指标（即
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研究还有所缺乏。考虑到创业活动的开展需要同时使用土地、水资
源、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因此，她认为进一步评估创业活动对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
影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农场内。为了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巴比里（2013）考察了具有组合创业的美国农场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指标，并
比较了农业观光农场与其他创业农场的可持续性指标。她的研究围绕可持续性框架开展，以
全面探讨创业活动对农村地区及其周围产生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除此以外，我们尚未清楚创业活动对农村地区产生的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此消彼长
的关系，抑或存在协同效应。虽然巴比里（2013）的研究识别了考察创业活动有效性的关键
指标，但并未进一步分析三个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杨学儒和李浩铭（2019）基于中国乡村
旅游创业情境的研究发现，创业对农村居民增收和生态环境保护并非必然具有一致性，相反，
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生的冲突（孙九霞，2019），当创业者推动积极的企业社区参与时可以与
环境保护行为兼容。这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创业活动为农村收入增长带来贡献的同时
是否会对周围的环境（不仅是生态环境，而且包括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等社会和政治环境）产
生了消极的影响？换言之，创业可以视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可能
依赖于创业的类型，比如，急功近利的掠夺式创业抑或是可持续创业。
研究设计与应用拓展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创业与乡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但相
关研究的积累还非常零散，后续尚有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创业对乡村
全面发展及不同维度间的差异影响、创业的负外部性、乡村社区的治理、乡村创业的典型群
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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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的要义是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这些紧密相关而侧重不同的维度，创业对它们的影响常常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一般意
义上追求经济目标的农村创业活动虽然具有就业效应和示范效应，但也可能伴随着生态环境
污染、社区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破坏等不利影响。另外，乡村发展需要“抓手”，乡村全
面发展难以是“同时、同步的”，“以点带面”通常更具实效。产业、生态、乡风皆可能成为
带动乡村快速发展的火车头，从而在各维度的动态发展中实现某种平衡。另外，构建和测量
各维度差异下的乡村发展综合指标对于检验和评估创业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则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借助乡村振兴内涵的理论解剖、乡村振兴相关利益主体一手调查等手段，人们可以进
一步明确乡村全面发展不同维度的内涵，进而构建乡村全面发展的综合指标，借助典型案例
和统计研究比较创业对乡村全面发展的综合指标和不同维度的影响差异。
在城市环境下，政策法规和舆论监督是解决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主要力量；然而，这些外
部力量在封闭的农村社区虽然是终极力量，但并非日常。当外部约束不足时，如何引导农村
创业以克服创业活动可能的负外部性呢？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当地社区的主动参与可以为农
村创业提供“合法性”支持，也一定程度上规制了创业的负外部性。农村社区参与创业是否
具有典型性，其与创业主体如何互动，有何一般规律，后续研究可以从解剖典型案例着手，
进而阐明理论机制和开展大样本实证检验。
在农村地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微薄而难以摆脱贫困的群体较为普遍，而这些金
字塔底层（base of pyramid，BOP）（Prahalad，Hart，2002）是农村创业的重要主体。BOP 群
体的创业因为其生计困难，加之资源和技能匮乏，其创业的初衷可能仅仅为摆脱贫困。BOP
群体的创业初心（甚至是印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创业和乡村发展的关系。而作为创业减贫
的重要载体，政府、帮扶企业或机构等群体如何与 BOP 创业者互动，进而如何影响到乡村发
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相关研究从当前的案例探索向实证检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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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如何减少贫困○
一

◎ 邢小强 1

◎ 周江华 2

◎ 刘

丰3

1,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2.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贫困问题作为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视角
研究经济增长如何缓解或消除贫困，具体措施包括积累资本、提高生产率、投资于人力资源、
实现规模经济及增加更多就业岗位等（Jones，Romer，2010 ；Perkins，et al.，2013）。但研究
表明，只是单纯的累积更多资本、完成基础设施项目或投资于教育而不关心创业及其支持性
的制度，并不会对贫困的改善产生巨大影响（Bradley，et al.，2012 ；Godfrey，2014）。越来
越多的管理学者与经济学家认为，创业与新企业的创造可能为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提供了
主要的解决方案（Alvarez，Barney，2014；Bruton，Ahlstrom，Si，2014；Si，2015）。
把创业与缓解和消除贫困建立联系反映出创业在应对人类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与挑战方面
的重要角色，也给学术研究与管理、政策实践提供了新的机会。早期研究主要基于贫困地区
的本地情境，探讨如何消除限制创业者脱贫的资源与制度约束等，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
贫困创业者个体及其所在创业环境的理解与认知。但布鲁顿（Bruton）等学者（2014）也指
出，很多研究中的创业其实属于生计型创业（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无法为创业者本
人或其家庭提供显著增长的潜力。而一些资源支持机制，例如小额贷款，也只是帮助穷人通
过创业来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难使其积累更多资本以实现持续改善。近年来，随着技术
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穷人辨识创业机会并获取资源支持的环境与手段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打破了本地限制，使得贫困人群可以与外部世界建立广泛连
接；另一方面，更多组织、机构与个体介入贫困缓解，与穷人一起构建出新的贫困治理网络，
改变了穷人的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贫困群体自身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改
变拓展了创业减贫研究的理论视野。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把穷人当成特殊的创业群体纳入
传统的创业研究框架，而是要把技术、环境与贫困创业者的改变、交互与带来的后果作为研
究对象与情境进行新的理论建构。
对应于上述改变，萨特（Sutter）等学者（2019）总结了创业应对极端贫困的三类视角，

○
一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反贫困研究”（19BGL026）资助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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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补救（remediation）、改革（reform）与革命（revolution）。其中，补救强调通过解决创
业中的资源约束来缓解贫困，改革则是对创业减贫相关的制度与社会情境进行重塑，而革命
最为激进，是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颠覆与替代。我们主要根据前两个视角选取了代表性文
章，第一篇考察了穷人通过中介组织创业克服本地制度缺失问题，第二篇探究了数字技术打
破贫困地区资源约束来推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第三篇则是介于两个视角
之间，分析了贫困创业者通过提升后代教育质量来解决长期代际间贫困的问题。
约翰娜·梅尔等学者：如何在制度缺失情境下建立包容性市场
在贫困地区，穷人通过辨识与开发机会来创业面临很大的制度性障碍，即创业所需要的
正式制度安排，如畅通的信息渠道、明晰的产权界定、完备的法律规定与有效的执行等均不
完善或比较薄弱，被称为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约翰娜·梅尔（Johanna Mair）等学者
2012 年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在孟加拉国农村建立包容性市场：中介机构如何作用于
制度缺失》一文，从制度层面探讨了市场排斥的根源，并基于此提出了如何建设包容性市场
以促进贫困人群创业的相关举措。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认为，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是社会
进步、经济赋权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工具。本着这种思想，许多政策倡议将贫困人群（尤其是妇
女群体）的市场准入和参与作为缓解贫困的核心。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
题：当地习俗、宗教信仰和社会规范等制度会削弱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潜力。梅尔等学者指
出，传统文献对制度的理解基本都来自现代西方学者对关键市场制度的解释，强调完美市场
的功能，但事实上，制度具有多元属性，不同制度都有自己的意义逻辑和社会实践，而在贫
困地区，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具有制度复杂性特征，对于贫困人群能否参与市场、
参与市场的程度及发挥何种作用具有重要影响。
这篇文章主要具体探讨两个问题：①在像农村贫困地区这样的制度复杂环境中，制度缺
失是如何产生的，其对贫困人群的市场准入和参与有什么影响；②什么组织和活动能弥补这
些缺失，建立起包容性市场。文章主要通过对孟加拉国农村数据和当地社会企业孟加拉国复

兴援助委员会（Bangladesh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Committee，BRAC）○的案例分析得出主要
一

的研究发现。
事实表明，孟加拉国的情境为探索贫困地区的制度缺失与农村包容性市场的建设提供
了绝佳的研究素材。案例选择很好地响应了对“非常规”组织研究的呼吁，通过研究新的组
织现象，从中发展出新的知识与洞察。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市场建设过程中的组织丰富性
（organization-rich）这一观点，将组织理论和市场构建过程相关研究中的其他理论实现了对接，
从而促进了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对话。文中使用的数据来自多轮数据收集和多种来源，包括
参与者观察、档案文件检索，以及两位学者在 2005 ～ 2011 年持续性的深度访谈。文中资料
的分析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聚焦于“财产权”和“自治权”这两个市场制度的维度，
分析制度缺失的主要特征及对当地市场建立的影响；第二阶段则采取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通过三轮编码来提炼出包容性市场构建的核心理论维度。其中，在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中，
两位学者详细展示了每一轮编码的分析逻辑，并且用实例展示了编码的基本思路以及核心构

○
一

由孟加拉国慈善人士法佐·哈桑·阿贝德（Fazle Hasan Abed）于 1972 年创立。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帮助战争
形成的难民和受难同胞，它是世界上最大 NGO 的多层次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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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形成过程，详细地演示了扎根理论的基本过程、规范和使用技巧。
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作者把重点放在财产权和自治权这两个标准的市场概念上，把这
些概念与多元制度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塑造孟加拉国农村生活的 3 个制度领域（社区、政
治、宗教）和正式制度（财产权与自治权）进行了有机整合。在现代社会和经济中，财产权和
自治权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市场运行的支柱，但是这两项正式制度与孟加拉国当地社区（如父
权制、强迫早婚）、政治（如腐败、任免权）和宗教（如对宗教信条、深闺制度 [purdah] 的解
释）领域的现有制度相矛盾。因此，当世俗与宗教因素的结合界定了孟加拉国的公共和经济生
活时，制度缺失就成为地方政治、社区和宗教领域之间冲突和矛盾的产物，进而造成严重的
市场排斥，既限制了贫困人群（特别是农村妇女）进入和参与市场，也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基于案例分析，作者对制度缺失提出了新的解释：制度缺失出现在不同制度碰撞
且重新配置社会（和经济）行动的空间中，是相互冲突的制度需求、规范和强化机制的中间结
果。对制度缺失的这一分析说明了全面探索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领域对于研究新兴国家中
与市场活动相关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第二个研究问题，作者对 BRAC 在解决市场包容问题方面的举措和活动进行了详
细考察。与之前的研究强调国家、企业、社会运动或企业家在市场建设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
同，作者首先关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中介组织，并且详细分析了个体行为者、社区、现有社
会结构和制度逻辑的作用。同时，文章专注于市场建设而不仅仅是市场形成，更多的是强调
其中所涉及的活动和过程。具体而言，在制度复杂的背景下，市场建设活动通过对现有社会
秩序进行重新谈判，为市场准入和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在孟加拉国的现有制度下，社会精英
和宗教领袖等群体建立的社会规范使得贫困妇女被已有市场边缘化，这两个群体之间缺少相
应的对话通道和机制。BRAC 作为中介组织，代表上述对立的双方发起谈判，并与这两类群
体一起推动市场的建构活动。这一过程包括两类截然不同的关键活动：①重新定义市场架构；
②使新的市场参与者合法化。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为市场参与者创造互动的空间”“扩充资
源供给体系”
“重新定义当地的问题处理方式”；后者则主要包括“提升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知
能力”
“重新整合当地已有的规范与传统”。
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这两类关键活动，支持了有关市场建构的理论观点，即市场是与本地
化制度一起建立起来的，而并非仅仅建立在现有制度之上。BRAC 正在努力建设的包容性市
场并没有形成一个孤立的制度领域，而是与现有的本地化制度安排融合在一起。这些观点为
我们更深入理解市场建构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凸显了中介组织如何影响市场的建构，
并且强调了为什么在市场建构过程中加入包容性发展的维度，来支持穷人与创业相关的市场
活动。上述分析也阐明了市场建构活动如何在不同制度领域的交汇处发挥作用，以及这些活
动如何修改现有的规范、信仰和实践，从而改变潜在的社会秩序。这一结论具有的重要理论
与实践意义在于，对那些被已有市场排除在外的贫困人群来说，市场准入和参与是可以谈判
的，市场边界是可以被打破和重塑的。
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市场排斥的根源和建设有利于穷人参与的包容性市场的关键
活动。然而正如作者所言，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建设包容性市场的唯一途径。同时，案例研究
方法的局限性限制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可推广性。但尽管存在上述限制，这篇文章所研究
的复杂制度背景下的包容性市场建构案例有助于理论界用全新的术语来研究一些为人熟知的
现象，并充分探讨了前人研究所忽略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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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善琳等学者：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创业者共同受益发展
梅尔等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制度缺失而进行的理论探讨，发现通过中介组织
重新定义市场架构与合法化新行动者等活动可以有助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本地市场。而数字
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基于特定贫困区域本地市场空间与资源限制，让贫困人群与本地
资源、外部成熟市场建立起了连接，拓展了穷人的创业机会范围并加快了创业速度。潘善琳
（Shan L. Pan）等学者 2016 年在《管理信息系统季刊》
（MIS Quarterly）上发表了《中国偏远村
庄自组织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兴起：为乡村发展数字化赋权的故事》一文，展示了信息与通
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如何赋权边缘社区从而形成一个自
我发展的乡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过程及关键要素。
由于研究的是与 ICT 引发社会结果相关的新兴、重大且少有的现象，因此该文章采用了
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浙江省遂昌与缙云两地的淘宝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当地电子商
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文章主要使用了一手的访谈数据和广泛的档案数据，并在数据收集
过程中就开始进行数据分析。在数据分析的第一阶段，作者首先分别考察了两个乡村发展过
程中社区采取的各类行动以及随时间进展带来的改变，接着辨识出各发展阶段的关键行动者，
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应用 ICT 如何影响人们在社区中的角色和行为，得出一些初步概念与解释。
在数据分析的第二阶段，作者把每个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解释并列在一起进行更高阶的理论
抽象，得出与乡村情境紧密贴近的综合概念，以更一般性地解释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行
动者与 ICT 带来的改变。之后，作者在数据检查、理论参照与研究归纳之间不断迭代，使得
三者之间越来越趋于一致，提升了解释的清晰度与严谨性，最终提出了数字化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作为主要概念来解释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
这篇文章表明，淘宝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分为初创、拓展与自我更新 3 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又可以从数字化赋能、ICT 提升关键参与者角色和 ICT 使用对生态系统中关键参
与者和社区行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初创阶段，数字化赋能主要体现为 ICT 重构了
商业交易关系，可以取消农村与外部市场连接过程中的若干中间分销环节，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直接对接消费者，这事实上为村民提供了取代供应链中间层级的创业机会。因此，该阶段
的关键参与者首先是率先抓住机会在平台上开设网店的少数村民（可称之为“草根领导者”），
这是推动构建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第一步。草根领导者的率先参与为其他从未接触过互联网
电商的广大村民起到了引领作用，激发起他们的兴趣并使他们意识到电子商务的潜力。而且
作为草根领导者的亲戚、朋友或邻居，这种亲近关系使得草根领导者的成功具有很强的榜样
效应，给予了村民很大的信心，克服了农村村民由于贫困和较少接触外部世界而对变革的自
然抵制，在全村营造出一种创业的氛围。另外，由于地理范围的邻近，村民可以直接观察和
学习草根领导者的行动、策略与带来的结果，促进了相关知识在乡村的快速扩散与传播。因
此，在草根领导者的示范下，更多村民开始接连成为网络电子零售商，并开始在淘宝平台售
卖产品，进而成为该阶段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第二类关键参与者。
在拓展阶段，数字化赋能体现为 ICT 生成了一个开放、灵活的业务平台，推动现有参与
者角色的转变与演化。当村民都从事电子商务直接卖货时，很快就会面临进货、资金、物流
和供应链等各类问题，其中也孕育了新的创业机会。有的村民就会抓住机会及时调整角色，
从零售商转变为电子商务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为其他创业者提供进货和分销等服务。在此过
程中，越来越多的村民将根据自身之前积累的技能与生态系统的需要来填补电子商务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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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口，专注于完成生产供应链的特定任务。这种分工的细化会进一步推动当地电子商务的
发展，反过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又需要更加细致、专业的相关服务，如摄影、图文设计、包装、
物流和交付等。因此，与传统农村地区人们面临的非常狭窄的职业选择相比，数字化赋能允
许村民根据能力与需要为平台提供各类新的服务，导致大量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型创业者的
出现，成为生态系统新的关键参与者。由于他们的加入并提供运营和管理服务，农村社区可
以更容易地从事电子商务，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因为之前很多服务
都是村民不擅长或不熟悉的。总体来说，该阶段实现了 ICT、电子商务与农村社区的正向互
动。本地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促使参与者角色与工作类型的多样化，这反过来又提升了电子
商务的水平，背后的底层逻辑是 ICT 的赋能与支撑。
在自我更新阶段，农村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和基础设施提供者的支持。数字
化赋能体现为对这些制度的利益相关者的传统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即从农村发展的领导者转
变为有利于创业环境的促进者，主要起到帮助改善道路交通、电信服务、扩大影响、提供培
训和创业合法性等作用。另外，农村开始发展电子商务时，通常严重依赖农林牧渔等第一产
业，村民通常会以本地的自然禀赋为基础来进行产品供给。但随着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网
络零售市场开始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拘泥于本地禀赋的约束，而会主动去捕捉市
场机会，然后根据观察到的需求来生产产品。因此，数字化赋能还使得农村社区打破了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扩大了产品供给的选择与范围，这最终也增强了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应对
外部变化与内部张力的适应能力。在本阶段，数字化赋能对传统角色的重新定位和推动的产
品可替代性变革表明，在有力的制度与基础设施支持下，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具有
很强的自我组织和自主性特征，会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断发展壮大。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在研究问题与背景里凸显创业与缓解贫困的关系，但基于研究对
象本身的特征（都是浙江省的贫困村），文章内容呈现出 ICT 如何帮助农民居民完成了从农
户、手工业者到网络创业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转变，进而在当地发展出与外部市场连接紧密并
自我更新迭代的商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了集体脱贫。该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如下几点：第
一，ICT 打破了贫困地区的地理边界约束，可以低成本地把低收入群体与更为成熟的市场连接
起来，拓展了贫困创业者对外部市场信息的获取与感知，从而为农村村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创业机会。从减贫机制看，ICT 不仅扩大了贫困创业者的创业选择范围，还创造出一个与其服
务的消费者进行自由交流与交易的虚拟空间，进而由虚拟空间来影响现实空间，以信息流来
带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逐渐形成完整的价值链。在该链条上，贫困创业者与贫困地区的资
源禀赋因克服地理约束带来的种种限制而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从而帮助贫困创业者脱贫。而
在本地情境下，在贫困人群内流动的信息基本局限于一个小的强连接范围，信息匮乏、冗余
且缺乏多样性，很难激发出有价值的创业机会，其资源禀赋也因有效的市场引导不足而只能
得到低效甚至无效的利用，最终无法创造出高的价值。第二，ICT 赋能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商
业模式来发挥作用，是 ICT 的进步推动着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的创新，进而为贫困人群提供了
进入平台和依托平台进行创业的机会。平台降低了贫困创业者的创业门槛，没有电子商务平
台，贫困创业者很难只依靠 ICT 进行独立创业。第三，ICT 技术不仅是对象性资源（operand
resource），更是操作性资源（operant resource），能对其他资源施加影响并促进价值创造。案例
中，这种影响就体现为 ICT 在各个阶段对关键参与者与整个农村本地社区的赋权。第四，少
数率先利用电子商务进行创业的领头羊具有很强的示范与引领效应，农村地理与社会关系的

147

148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邻近性会从知识支持与信心建立等方面来推动更多村民投身电子商务。第五，整个电子商务
生态系统的发展有阶段性和自发性，呈现出分工的细化与工作的多样化趋势，也需要更多的
制度与基础设施支持，而 ICT 在这些方面都会发挥巨大的赋能作用。总之，利用数字技术与
平台商业模式，可以极大拓展与提升贫困地区与人群的创业机会与创业技能，而群体集聚与
分工形成的创业生态系统可以帮助其中的参与者不断带来收入、能力与社会关系的提升与拓
展，为创业减贫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解决方案。
迪安·谢泼德等学者：改善后代教育的贫民窟创业
梅尔等学者基于制度观点认为贫困产生是因为贫困人群遭到市场排斥，是制度缺失的后
果，提倡通过中介组织帮助打破和重塑市场边界，推动穷人更好地参与市场。该理论主要从
外部视角讨论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减贫，契合了改革的创业减贫观点。潘善琳等学者的
研究则从数字技术对贫困地区赋能角度出发探究贫困人群如何打破本地市场、资源和能力约
束，通过辨识和开发创业机会来实现脱贫目的，契合了资源补救的创业减贫观点。为探索在
前述资源补救视角和改革视角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以创业为基础的中期减贫方法，2021 年，谢
泼德等学者在《创业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创业与减贫：健康与子女教育对贫民窟创业的
重要性》一文，提出了关于创业减贫更具独特性的洞见。研究发现，贫困人群创业的真正动
机并不是为了自身摆脱贫困，而是为了提升后代的教育质量，以此来解决更深层次的长期代
际间贫困问题，这种信念的根植更具可持续性和富有远见性。
之前以移民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移民父母对孩子较高的期望会使得自己的孩子通常具有
雄心勃勃的教育目标以此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流动性。该文章认为通过移民的方式获
得更好的经济地位的方法也适用于贫民窟的创业者。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教育程度和经济流动
性方面。贫民窟人群接受的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流动性较差。类似于移民的目的，贫民窟的
创业者对孩子的教育也会存在较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表现为创业者牺牲自我为后代创造良
好的教育条件，进而能离开贫民窟，过上美好生活。因此，该文章主要探索生活在贫困中的
创业者如何将其子女的教育作为减轻贫困的一种可能手段。
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印度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孟买和德里）的贫民
窟创业者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采用一手访谈调研数据，包括四种访谈来源：非政府组织
人员和线人、贫民窟创业者、创业者家庭成员、教师和雇主。访谈对象来源呈现高度多样性。
这篇文章通过滚雪球方式开展访谈，该访谈方式有利于对研究问题进行逐步展开和深入。贫
民窟区域的特殊属性为数据的直接获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特殊属性体现在：住在贫民
窟的人很难信任“局外人”，他们往往不愿意与局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由于没有正式的记录
贫民窟创业者信息的商业登记处，确定合适的受访者也存在较大困难。为解决上诉问题，该
研究主要依赖于当地非政府组织人员和线人，借助于他们在当地积累的社会关系进行数据收
集，并以此为桥梁接触创业者进行访谈，针对创业者的回答又进一步访谈创业者的家庭成员
和孩子的老师、雇主进行数据验证，层层递进，巧妙地实现了涉及创业者子女教育和就业等
相关研究问题的理论抽样。整体的研究设计过程严谨规范，文章的有效性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贫民窟创业者减贫的模型，解释了贫民窟创业者如何通过参与创业
行动使他们的孩子接受更高的教育来摆脱极端贫困。该模型首先强调基于生计需要的外在推
动和打破贫困周期的内在驱动，触发了创业者的创业行动，而创业行动的成功受到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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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面影响，一是强大的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商业的成功，二是生活在贫民窟潜在的
健康风险成了一种阻碍力量。创业的成功最终会有助于后代得到更好的教育。教育水平的提
升会带来较好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会得到更好的婚姻，从而有助于走出贫困社区。贫民窟
创业者减贫的模型中，创业所带来的子女教育的改善是摆脱贫困的关键环节。该文章主要通
过期望和榜样两种作用机制来提升其子女受教育程度。
在期望方面，创业者对孩子较高的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反映在孩子的自我期望和抱负中。
也就是说，父母希望自己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可以获得
更好的婚姻，走出贫民窟，而受到该期望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倍加努力。这种期望从老师的访
谈中也得到了验证。老师认为那些被寄托了较高的教育程度期望的学生在学校表现更好。研
究者发现，创业者对孩子较高的期望可以转变为子女实际的学业表现，这种积极作用也提高
了子女未来寻找到好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间接体现了对教育接受程度存在较高期望对后代
走出贫困的作用。
在榜样方面，贫民窟创业者在两个方面为他们的孩子树立了“反事实”的榜样。一方面，
创业者较低的收入和储蓄向其子女表明了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获取更好的就业进而提高收入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创业者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潜在的健康风险向其子女表明了在一个更好
的社区生活的重要性。贫民窟创业者的孩子通过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绩成功反映了这种反事
实的榜样，他们通过努力学习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为的就是他们不需要像父母一样去创业，
也可以离开贫民窟去享受更好的生活。总之，在贫民窟的背景下，创业者代表了一个激励下
一代不成为创业者、不在贫民窟生活和工作的榜样。
贫民窟创业也具有自身独特属性。首先，体现在贫民窟情境下对创业成功的影响方面。
一方面，在贫民窟工作由于其恶劣的环境和较低的医疗保障水平将会损害创业者的健康状况，
从而间接阻碍创业成功；另一方面，在贫民窟创业，由于小规模和高密度以及共用基础设施
的居住特点，人际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使得居民之间容易相互合作并且信息传递较快，有
助于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社区，这种强大社区的支持可以降低创业者的运营成本，也可以搭建
丰富的社会网络，间接推动了创业的成功。其次，尽管受教育程度较差和收入较低可能会迫
使贫民窟的人们进行创业，为他们的孩子能走出贫民窟创造条件，但他们自身却不愿意离开
贫民窟，更愿意生活在那里，因为他们的创业依赖于贫民窟所带来的社区支持。最后，贫民
窟创业者认识到他们父母较差的健康状况阻碍了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但忽视了自己待在贫民
窟将会持续恶化的健康问题将阻碍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这些特征为我们理解贫困人口创业
提供了一个更真切的独特情境，这种情境和其他类型的群体创业有所区别，这样有助于我们
更好理解贫困人口的创业目的、创业方式、创业资源以及他们和环境互动的方式。
谢泼德等学者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三种创业减贫的观点—补救、改革和
革命，厘清了贫困人群更真实的创业动机和作用机制。关于创业减贫的研究从补救的角度出
发，强调资源供给，使创业者容易产生外在依赖，而从改革或革命的角度出发，强调对制度
体制的改变，无论局部的变革还是颠覆性的革命，都需要强有力的手段或漫长的过程。这篇
文章介于两种观点之间，创业者既不依赖外在资源补救，方式又温和持久，从中期更切实可
行的视角出发，发现生活在贫民窟的贫困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并非为了减轻自身贫困，而是为
了后代，他们坚信贫困的彻底解决来源于对家庭后代教育的提升，因此，这些人牺牲了即时
满足而投资于子女教育。这篇文章从更深层次的创业者信念层面探究创业减贫目的，内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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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激发，得到的洞见更为深刻。同时，如果与变革或革命的创业减贫理论进行比较，那
么该文章并未取得创业者从事创业行动进而改变制度的实际证据，反而发现创业者是在现行
制度的规则范围内来促进子女教育从而减轻家庭贫困，这种现象本质上受限于贫困创业者自
身能力和价值观。也许，子女一旦受过教育，这些孩子可能是那些进行改革或革命所需要的
人，研究结论极具启发意义。
未来研究方向
从梅尔等学者倡议构建包容性市场的制度视角，到潘善琳等发现数字技术赋能贫困社区
的技术视角，再到谢泼德等学者探索的改善后代教育解决代际贫困的认知视角，上述三篇文
章呈现了时间、空间以及理论视角的内在延续性—从短期下脱贫到长期代际解困，从发达
经济体到贫困地区，从中宏观的制度变革和创业生态构建再到微观的自力更生。总之，无论
是以理论为先导和支撑，还是以创业减贫实践为载体，在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创业减贫研
究都在不断总结实践和产生新的理论和思想观点，并向更加动态、系统和全面的方向发展。
制度的补位可以使市场更具包容性（George，et al.，2012）。梅尔等学者延续该观点，发
现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是由于制度缺失导致，而制度的缺失来自不同制度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尤其是非市场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的矛盾。进而，作者揭示出可通过中介组织的关键活动来
弥补制度缺失以建设包容性市场的机制，使得制度在创业减贫领域的作用得到凸显。因此，
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为被排斥的贫困群体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市场是未来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的问题。同时，在其他制度环境中构建包容性市场是否需要修正该文章的结论，也值得进一
步探究。比如，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进程削弱了宗教制度的中心地位。宗教在公共领域的
影响力日益衰退，法律可以为包容性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这就形成了区别于过去的新的制
度环境，那么，该文章结论在这些新的制度环境中是否仍然适用呢？因此，未来研究还可以
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以制度因素为主要变量，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多样
化的制度环境下发掘创业减贫的异质性路径和机制。
相对于从制度视角来探究构建包容性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当今世界表现最为
活跃的数字技术要素纳入创业减贫的研究框架，极大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与机会。潘善琳等学
者（2016）提出数字技术赋能贫困创业者的概念，认为穷人虽然是在经济金字塔的底层，但
并非在知识与创新金字塔的底层。数字技术为贫困阶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与创业可能
性。目前，在世界范围之内的贫困地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也得到广泛使用，扩
大与提升了贫困创业者的连接范围与频率，改善了运营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也降低了经济
与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穷人创业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与便利性。最重要的
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有些企业可能产生出颠覆性、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创新，这对于穷
人与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都代表着新的机会，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事实上，斯晓夫等学者
（2015）就把中国义乌地区成功减轻贫困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义乌贫困创业者具有破坏性创新特
征的商业模式。而数字技术作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技术的统称，对于传
统商业模式有着极大的提升、促进甚至颠覆作用，而近年来在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涌现出的
一批新兴独角兽企业，如字节跳动、快手、拼多多、趣头条等，其商业模式都涉及数字技术
的广泛应用和与贫困人群和草根创业者的深度连接。数字技术值得从创业减贫角度进行深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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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谢泼德等学者归纳了一种摆脱资源依赖又不改变现有制度体系的提升后代教育的
贫困解决方案，成了补救、改革和革命观点的一种重要补充。创业者利用自身的“志”来提
升后代的“智”，从认知视角探讨了改善后代教育的动机对创业减贫的作用。另外，通过教育
改善的贫困状态的效果具体如何，后代是否通过这种教育程度提升途径彻底摆脱贫困，时间
周期涉及多代人，需要进行纵向案例研究设计来跟踪大量贫民窟创业者的商业表现以及孩子
的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条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其他维度的视角来揭示影响贫困创业者创
业成功的因素，去了解更多类型贫困地区的创业者的真实创业动机是什么，采用的具体创业
途径是什么，以及如何和环境进行互动。文章中也揭示了贫困社区对创业者支持和阻碍的双
面作用，后续研究可以围绕创业者如何发挥社区的正向力量并降低不利影响来对实现成功创
业的机制进行分析。发展往往是脆弱的，尤其是刚刚摆脱贫困的人群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低，
一些冲击仍会使人们重新陷入贫困，要保证已经摆脱贫困的个人和地区不返贫，该文章论述
的提升后代教育程度的方式可以作为一种抗击冲击的能力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
鉴，但还应探索其他可持续性的创业模式，巩固减贫成果，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比如现在
兴起的社会创业研究值得我们去关注。
此外，有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创业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
中低财富家庭的融资约束，提高了创业的资金门槛，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财富差距的存在会
迫使更多的人为了提升财富而被动选择创业，因为创业带来的非货币回报比如自治权和自我
预期的提升，同样激人奋进。那么作为贫困人群的创业者，这种贫富差距对贫困人群创业的
影响具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存在其他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论证。反过来，有学者
探究了创业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认为创业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在创业水平较高的
地区，创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创业者有可能进入更高的财富阶层，
进而带动社会流动（Quadrini，1999）。创业减贫是缩小了贫富差距还是可能扩大贫富差距的
研究方向同样值得我们去探索。
研究设计和应用拓展
通过对创业减贫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大多属于质性研究，采用规
范定量研究设计的文章尚不多见，这与创业研究领域其他主题中大量的定量实证研究形成了
鲜明对比。我们选取的三篇文章都采取了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翔实的一手资料的收
集和规范的数据分析方法，从中提炼和构建出新的理论框架。具体来看，三篇文章针对选取
的典型案例都跟踪了较长时间，这凸显出在创业减贫研究中采取纵向案例研究（longitudinal
case study）的重要性。创业对制度完善、生态构建、减缓贫困等宏微观因素的影响从来就不
是一蹴而就的，其作用的显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纵向案例研究在这一主题的研究
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潘善琳等学者的研究中，将淘宝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发展分为
初创、拓展与自我更新三个阶段，纵向跟踪每个阶段中数字化赋能、ICT 的作用以及 ICT 对
生态系统的影响如何演变，从而刻画出自组织型电子商务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梅尔等学者
于 2005 ～ 2011 年连续跟踪孟加拉国本地制度缺失的情况、BRAC 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当地
的变化，从中提炼出“重新定义市场架构”
“使新的市场参与者合法化”这两个核心概念，从
而描绘出包容性市场构建的动态过程。这些纵向案例研究都通过对案例进行较长时间的跟踪，
从中捕捉创业扶贫某一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和细致地了解创业扶贫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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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和内部机制。因此，我们呼吁学者们在该领域采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纵向案例研究来
继续探究创业对于减除贫困、完善本地化制度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细化创业扶贫的动态过
程和内在机理。
虽然梅尔、潘善琳与谢泼德等学者提出了包容性市场构建框架、数字化赋能过程模型与
“创业 – 后代教育 – 走出贫民窟”模型等，为创业减贫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及分析维度，
但质性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也侧面反映出该领域尚处于理论建构和模型完善阶段，没有形成
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的模型、概念及测度体系。因此，应在已有质性研究基础上开发更具普
适性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变量测度，通过严谨、规范的定量研究验证已有研究的外部效度，以
丰富和推进已有研究。比如，梅尔等提出的市场建构框架对该框架内的低收入创业者有哪些
方面的促进作用？是否可以根据这一框架开发量表、建立数据库，以支撑定量研究？潘善琳
等所提出的数字化赋能概念，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化的测度体系？对于数字化赋能
对创业者的影响，能否建立定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谢泼德等学者所提的模型很像定量研究
中被广泛采用的中介机制模型，那么，是否可以围绕该模型构建“创业 – 子女教育 – 贫困缓
解”的中介机制模型？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推进该领域进一步走向纵深，同时增强本领
域与创业、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对话。
◈ 参考文献
Alvarez，S.A.，Barney，J.B.，2014，“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Vol. 38，No. 1：159-184.
Bradley S.W.，Mcmullen，J.S.，Artz，K.，et al.，2012，“ Capital is not enough：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 49，No. 4：684-717.
Bruton G.D.，Ahlstrom D.，Si，S.，2014，“ Entrepreneurship，poverty，and Asia ：moving
beyond subsistence entrepreneurship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32，No. 1 ：
1-22.
George，G.，McGahan，A.M.，and Prabhu，J.，2012，“ 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growth：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 49，No. 4：
661–683.
Godfrey，P.，2014，More Than Money ：Five Forms of Capital to Create Wealth and Eliminate
Poverty，Stanford：Stanford Business Books.
Jones，C.I.，and Romer，P.M.，2010，“ The new kaldor 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Vol. 2，No. 1 ：224245.
Leong，C.M.，Pan，S.L.，Zhu，K.，and Cui，L.，2016，“ Digitally enabled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hip for rural development ”，PACIS Proceeding，https://aisel.aisnet.org/pacis
2016/85.
Perkins，D.H.，Radelet，S.，Lindauer，D.L.，and Block，S.A.，2013，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7th edition），New York：W.W. Norton.
Quadrini，V.，1999，“ 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for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mobility ”，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Vol. 45，No. 1：1-19.

第3章

▶

创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Si，S.，Yu，X.，Wu A.，et al.，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Yiwu，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32, No. 1：119-143.
Sutter，C.J.，Bruton，G.D.，and Chen，J.，2019，“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Vol. 34，No. 1：
197-214.
▣ 文献推荐
Leong，C.M.L.，Pan，S.L.，Newell，S.，and Cui，L.，2016，“ The emergence of self-organizing
Ecommerce ecosystems in remote villages of China ：a tal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S Quarterly，Vol. 40，No. 2：475-484.
Mair，J.，Marti，I.，and Ventresca，M.J.，2012，“ Building inclusive markets in rural Bangladesh：
how intermediaries work institutional voi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 55，No. 4：
819-850.
Shepherd，D.A.，Parida，V.，and Wincent，J.，2021，“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for slum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Vol. 45，No. 2：350-385.
◉ 代表性学者
约翰娜·梅尔（Johanna Mair）
柏林赫蒂治理学院的组织、战略和领导力教授，斯坦福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杰出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的学术编辑、哈佛肯尼迪学院
研究员、《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管理杂志》
《管理研究杂志》
《创
的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是战略和社会创业，在《管理学杂志》
《战略创业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E-mail：mair@hertie-school.org。
业学杂志》
潘善琳（Shan L. Pan）
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信息系统与技术管理系教授并担任副院长，是学院数字可持续发展中
心（DS Hub）的创始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数字技术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中的赋能角色，他和团
队使用定性方法记录了过去 20 年来快速发展的企业、城市、偏远村庄和政府机构的数字转型最佳
实践。在《管理信息系统季刊》、《信息系统研究》（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等期刊上发表过
多篇论文。2020 年获得首届信息系统协会（AIS）影响力奖，现任《信息系统杂志》编委。E-mail ：
shan.pan@unsw.edu.au。
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
1997 年在邦德大学获得战略和创业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创业学讲
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创业，特别专注创业决策和创业学习方面的研究。在《组织科学》《应用
心理学杂志》《战略管理杂志》《管理杂志》《创业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 70 多篇论文。曾任《创
业学杂志》主编。E-mail：dsheph1@nd.edu。

153

154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创业与不平等○
一

◎ 周

翔

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不平等所引发的阶层矛盾和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为关注
的热点。根据乐施会（Oxfam）的分析报告，伴随着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的持续发酵，财富正
在持续朝着金字塔顶端的富人阶层集聚。截至 2017 年，财富世界排名前 8 位的富豪所拥有的
财富总和约为 1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财富排名靠后的 35 亿人（约为全世界人口的 50%）
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并且这种不平等的趋势仍在加剧。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中国的领导人
就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了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在 1955 年 7 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泽东明

确指出，必须“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邓小平在 1992 年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还解
二

释了自己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构想：“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
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
免两极分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深刻地总结当今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时，专门总结了一条，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
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写入 2035 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远景目标中，并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要求 。在国外，皮尤研
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将不平等视为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其程度超
越了宗教与种族仇恨、污染、核武器和艾滋病等。在接受调查的 44 个国家当中，每个国家的
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社会不平等是他们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社会学家认为不平等是社会的一种组织特征（Tilly，1998）。不平等表现为一个群体或社
会中不同社会身份或地位的人获得机会和报酬的机会不平等（Mair，et al.，2016）。它植根于
一种建构主义的群体分类，例如，种姓、种族、性别、阶级、年龄、公民身份、教育水平等

○
一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注意力稀缺’压力下的数字创业机制研究：基于信号理论的视角”
（71902047）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
二 三 四 五

杨明伟．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谋划和不懈追求［ EB/OL ］．（2021-07-06）
［2022-03-01］. https://
www.dswxyjy.org.cn/n1/2021/0706/c428053-32150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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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成为分类的标准。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基于某种准则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是受到普遍
认可，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来源于行为人所嵌入的社会规
范、规则和惯例背后的制度基因。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或传统导致了社会分层，决定了不
同群体间的边界，同时对不同主体的权力和地位予以限定。
高度不平等与高犯罪率、高压力相关的疾病风险和高度的政治极化密切相关（Winkler，
2019 ；Buonanno，Vargas，2019 ；Mapalad-Ruane，Rodriguez，2003）。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
环境之中，弱势群体为了维持生存，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的活动；更有甚
者，不惜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Demombynes，Ozler，2016）。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很难做
到“延迟满足”，即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倾向；相比之下，他们
更倾向于不顾后果地把握一切眼前的机会，这种鼠目寸光的短期决策模式不仅会给决策者自
身带来伤害，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巨大的隐患（Laajaj，2017）。另外，由于不平等所带来的
阶级对立，则是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重要根源之一。
因为不平等对于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众多，所以不平等的成因及
相关的解决方案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Alesina，et al.，2004）。现有关于不平等成因的研
究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类学者认为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制度真空”。“制度真空”是指支撑
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安排缺失、建设薄弱或无法实现预期作用的状态（Mair，Marti，2009）。
“制度真空”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会导致特定的群体被排除在优质的机会之外，从而导致这些
群体陷入低层次的阶层固化（Mair，et al.，2012）。另一类学者则认为不平等来自知识和智力
分布的不平衡。对这一类学者来说，即使抛开制度因素，假设获得机会的权利对于每个人而
言都是均等的，那么不平等也依然无法被消除，因为就算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机会去参与市
场活动，稀缺的优质机会往往也只有少量拥有特定知识和能力并且对机会具有高度警觉的人
才 能 识 别 出 来（Ko，Liu，2015 ；Audretsch，Keilbach，2008 ；Tsvetkova，Partridge，2021）。
创业作为一种“制度真空”的修复剂和“知识溢出”的催化剂，对于造成不平等的“制
度真空”和“知识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的解决均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首先，从“制度真空”
的角度看，“制度真空”通过限制特定群体进入市场从而引发不平等。但是，“制度真空”的
存在对制度创业者而言往往意味着机会，他们能通过修复“制度真空”所带来的问题而获利，
在完成自身战略目标的同时改进市场秩序，为不同的阶层带来更多市场参与的机会。其次，
从“知识溢出”的角度。“知识分布的不平衡”是不平等问题关键成因之一。而创业活动有利
于“知识溢出”，即推动知识在不同群体之中普及，进而弱化知识分布的不平衡。在制度完善
的前提下，只要群众对于机会的认识和理解趋于平等，那么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也将得到减缓。
总体而言，“制度真空”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通常存在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而“知识分布
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则是相对发达地区需要面对的难题。为了帮助读者厘清创业与
不平等这个领域研究的脉络和走向，我们选择了三篇重要文章加以评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
系是：第一篇重点对发展落后地区不平等问题的成因—“制度真空”，以及在“制度真空”
中的制度创业活动进行了理论的阐释；第二篇则在第一篇的理论阐释基础上对创业改善不平
等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层面的深入分析和解构；第三篇着眼于发达地区的不平等问题，为
通过创业活动来改善由“知识分布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实证的启示。
约翰娜·梅尔等学者：制度创业修补“制度真空”为不同阶层提供市场参与机会
梅尔等学者 2009 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制度真空中的创业活动：来自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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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研究》一文，深度探讨了制度创业活动对于修正“制度真空”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
正面影响。在许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常常存在由于制度的缺失或制度意识薄弱而导致特
定群体无法参与市场活动的现象。例如，在孟加拉国，女性就经常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不被
允许进入市场，无法通过才华和努力来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所以女性群体很难扭转身处社
会底层的不平等状态。为了改善这些问题，BRAC 作为制度创业者去填补“制度真空”，为身
处社会底层的群体创造市场参与的机会，进而促进阶层的有效流动。通过对这一机构制度创
业过程的案例剖析，这篇文章全面地揭示了落后地区的制度形成、改变和更新的过程。具体
而言，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①“制度真空”的本质及其成因；②制度创业者如何
从“制度真空”中发现机会，进而修复阻碍弱势群体参与市场活动的制约因素。
第一，“制度真空”是指支撑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安排缺失、薄弱或无法发挥预期作
用的情况（Mair，Marti，2009）。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促进交易的重要机制，需要
有专门的制度和规则来保障其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North，1990 ；Fligstein，2001）。其中，
健全、公正的市场制度对于弱势群体参与市场更是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在许多发展中国
家由于支持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制度安排缺失、薄弱或无法实现预期的作用而导致“制度真
空”的出现。弱势群体则往往由于“制度真空”而无法参与市场交易，进而陷入低层次阶层
固化的困境（Mair，Marti，2009）。为了降低不平等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来自经济学、政治学
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探索“制度真空”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这
篇文章将 BRAC 视为改善“制度真空”问题的“制度创业者”。迪马吉奥（1988）提出了制
度创业的概念，后续的研究将制度创业者视为拥有充足资源的强大行动者。但是 BRAC 作为
一个身处“制度真空”的非政府组织，显然并不具有充足的资源、也称不上强大。因此，和
过去的研究以强大的制度创业者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同，这篇文章通过关注相对弱势的行动
者的制度创业活动，为制度创业分析提供了一种更具有实践性的新视角。
第二，这篇文章将制度真空视为制度创业的机会来源，并探讨了制度创业者通过拼凑来
推动制度演进，从而修复制度真空所带来的市场参与机会不平等问题的内在机理。虽然机会
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但制度学者很少或根本不关注它，通常只是默认其“存在”，而
忽视了机会取决于企业家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环境这一事实（Baker，Nelson，2005）。
作为资源受限环境中创业活动的重要分析工具，“拼凑”（bricolage）最初由人类学家列维 – 斯
特劳斯（Lévi-Strauss）（1966）提出。拼凑的概念为制度变迁研究提供了启示，并在创业研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的目标是将这些关于创业和制度的文献联系起来，并推进制度
创业理论和创业拼凑理论的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这篇文章以制度理论为中介，架起了创业与不平等之间的桥梁。在发展
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或制度执行不力所带来的“制度真空”是造成特定群体难
以通过参与市场活动来实现社会地位流动的主要原因，而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固化又会使
得社会不平等的现象难以得到改善。在此过程中，制度创业者的创业拼凑活动能有效地弥补
“制度真空”所带来的约束，为社会底层群体创造市场参与的机会，进而使得不平等状况得到
缓解。这篇文章对创业与不平等之间关系分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它以制度理论为纽带在创业研究和不平等问题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创业学者指出，
应该更多地关注不同环境下的规则和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活动（Baumol，2004）。尽管学术界
已经充分认可了这一观点，但仍很少有学者将行为人如何改变既有市场规则（制度），并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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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这一问题视为一个创业的过程来展开分析。另外有学者指出，制度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
是缺乏行动理论（Hirsch，Lounsbury，1997），因此难以回答制度如何产生和演变的问题。通过
对创业和制度的相关观点进行整合，这篇文章有效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方面，“制度真空”为
创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场景；另一方面，创业理论也为制度的演化提供了有效的行动理论。
作者对 BRAC 在创业过程中所面对的情境因素进行归纳，进一步具体化了“制度真空”这一概
念的细节，这有助于揭示创业机会在社会层面的前因（Baker，Nelson，2005），如不平等问题。
其次，通过 BRAC 的制度创业实践，这篇文章提出了创业拼凑这个通过创业来缓解不平等
问题的理论分析工具，从实证的角度展现了一个极端资源约束情境下的创业拼凑过程。基于这
个过程，文章从三个方面推进创业拼凑的研究：①它深化了对推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创业拼凑
活动的政治因素的理解，例如，研究结果强调了创业拼凑在评估和设计政治进程时充分考虑背
景因素的重要性；②通过考察一个拼凑者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行动和策略，阐明并提倡将演化
的观点纳入制度变革的分析中；③强调了创业拼凑可能产生不可以预测的和潜在的负面后果，
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制度创业“黑暗面”的关注（Marti，Mair，2009 ；Khan，et al.，2007）。
最后，文章关注到了缺乏资源禀赋的行动者在缓解不平等问题上的潜在价值（Margolis ，
Walsh，2003）。关于缓解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变量，如
贸易政策、产权、经济增长和区域文化（Pearce，2005）。同时，研究对象也往往是资源充足
的行动者，例如政府作为市场存在和良好运行所需制度的建设者和担保人（Fligstein，2001），
或大型财团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的辅助作用（Khanna，Palepu，2000）。这种对宏观解决方案
的关注挤占了微观（或基层）解决方案的价值。资源有限且实力较弱的行动者试图改变阻碍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则的过程机理迄今没有受到多少关注。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缺乏资源禀赋
的行动者通过创业拼凑来缓解不平等的可能性。同时作者还认为，这是未来研究的沃土，而
这篇文章的意图就是将发展研究（development research）领域中作为新型行动者的制度创业
者推向前沿，并研究此类创业者的微观行动与现有宏观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作者希望，
这项研究不仅将刺激未来的研究，而且还将为发展机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关于如何消
除不平等的启示。
约翰娜·梅尔等学者：创业活动通过重塑制度打破阶层固化的藩篱
约翰娜·梅尔的研究识别出了“制度真空”这一造成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前因，并为制
度创业者通过创业拼凑来修复“制度真空”问题提供了研究启示。不过作为一项开拓性的研
究，梅尔 2009 年发表的文章更多是对“制度真空”“制度创业者”“创业拼凑”等概念进行界
定和厘清，而对于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则主要以理论陈述为主。也就是说，梅尔的前期
工作提出了“创业能通过消除‘制度真空’来降低社会上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这一命
题。但是，对其中的内在机理和细节则缺乏深入的探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梅尔、米里亚
姆·沃尔夫（Miriam Wolf）和克里斯蒂安·泽洛斯（Christian Seelos）2016 年在《管理学杂志》
上发表了《脚手架：小规模社会不平等的转型模式过程》一文。学者们将消除不平等的制度
创业过程称为“脚手架○”（scaffolding），“脚手架”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互
一

动方式来达到在“制度真空”中塑造新制度的目的。具体而言，“脚手架”式的制度创业是一

○ “脚手架”通常出现在建筑工程领域，是为了方便工人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便于进行高空作业攀爬和站立而临时搭
一

设的简易工作平台。作者在此运用“脚手架”来隐喻人们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向较高的社会阶层跃迁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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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不利于阶层流动的制度模式逐步转化成为有利于阶层流动的制度模
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细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合理化新的制度、程序化新的制度、
巩固新的制度○。
一

制度是决定社会中不同群体身份地位的基础。而不平等的前提正是群体的划分，并且不
同群体间的权力分布存在差异（Mair，et al.，2016）。例如，种姓制度被广泛认为是印度根深
蒂固的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它涉及一系列规范、规则和信仰。这些规范、规则和信仰使得社
会被天然地分割成三六九等，从而导致社会分裂不断激化（Dumont，1980）。这些规则和规范
管理着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等（Mair，et al.，2012）。结果，
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显而易见，只要稍微用心观察这些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固有的互动模
式就不难察觉。这些模式让不平等永久化，因为它们让特权阶层得以囤积资源和机会，同时
又限制弱势群体去获得本已稀缺的资源和机会（Tilly，1998）。因此，不平等不是一种单纯的
现象，而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的制度、文化以及不同群体的互动和行为模式中。
不平等的深层关系和嵌套性质对旨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计划和行动组织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消除不平等的组织活动往往很难获得合法性，因为不平等模式往往因为长期根植于社会
认知中而被视为“正常”并被广泛接受。因此，询问一个组织或一个项目如何应对长期存在
的不平等几乎是荒谬的，因为当事人可能根本没有把不平等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平
等的性质也对组织研究提出了挑战，因为社会系统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对不平等程度的
界定变得困难（Stern，Barley，1996）。
在这项研究中，三位学者通过十余年在印度村庄的实地调研，捕捉到了村庄间制度转型
的实例，并从中归纳出一个组织如何在制度复杂的环境中干预和应对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制
度创业模式。尽管这些村庄面临的挑战是“小规模”的，并且局限于一个实际的区域，但不
平等的挑战仍是多层面、复杂和相互关联的。足够小的样本规模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深入观察
当地现实状况并进行深度分析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研究基础，这篇文章以“项目如何成为
组织工具，进而改变小规模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模式”为研究问题，通过对非政府组织
Gram Vikas 的案例分析，归纳出了“脚手架”的过程，即通过合理化新的制度、程序化新的制
度、巩固新的制度三个过程，将不利于平等的社会制度模式转化为有利于平等的社会制度模式。
根据这篇文章的研究发现，在制度不完善的地区，用意图非常明确的举措去缓解不平等
可能使边缘化群体获得机会。但是，这些计划的效果往往是难以捉摸的、暂时的和可逆的。
这是因为，过于清晰的意图可能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有意识地曲解和利用。例如，社区为妇女
提供小额贷款，以期提升她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些福利很可能会被她们的丈夫挪用（Goetz，
Gupta，1996）。因此，梅尔等学者认为，相比直接提供具体的优惠政策或辅助措施，潜移默
化的制度演进会产生更稳健、更持久的结果。“脚手架”创造了一个受保护和支持的制度空间，
在这里，显性的扶持政策和隐性的潜移默化可以并行地展开，直到有利于平等的新型互动形
式涌现并固化下来。这一研究结论超越了关于组织经典研究中将社会情境仅仅视为研究背景
的传统思维，对组织如何有目的地参与并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实践进行了补充，并为社会不

○
一

本文在此所提到的“制度”，在英文原文中对应的单词是 interaction。我们认为，interaction 和“制度”所表达
的都是一种社会认知和行为模式，约翰娜·梅尔之所以采用 interaction 而非“制度”，主要是因为此处更多是
一种“非正式制度”，因此，她采用 interaction 以示区别。本文为了使上下文更连贯并方便中国读者理解，在
此处将 interaction 翻译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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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展示了作为制度创业者的非政府组织 Gram Vikas 通过“脚手架”这
一机制逐步改善印度乡村中导致不平等产生的制度因素，最终创造出一种能够根除不平等问
题的新型互动方式的过程。与上一篇文章一致，梅尔认为不平等的根源是植于社会深层的制
度和认知之中的，所以缓解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在于推动制度的演进。两篇文章组合在一起，
全面地为读者描绘了基于制度真空的不平等问题的成因及缓解机制，并在此完善了制度创业
这个新兴的理论工具，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戴维·奥德兹和马克斯·基尔巴赫：创业活动通过促进知识溢出缓解不平等
梅尔的两篇文章较好地诠释了在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真空”环境下，制度创业者如何通
过自身的创业活动推动制度改进，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得到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从
而保障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但是，从社会实践来看，即使身处制度相对完善的发达地区，
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除了有制度的不完善，还有“知识分布的
不平衡”。正所谓“每个人赚到的钱，都是认知的变现”，一个人的财富水平往往与其知识水
平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知识水平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个体在识别和把握机
会上的效果千差万别，那些能识别和把握优质机会的高知识群体必然更加容易积累更多的财
富，成为社会的顶层，相反知识水平较低的群体则会逐步脱落到社会的底层。为了探讨如何
延缓财富不断向少数“聪明人”身上集聚的问题，戴维·奥德兹和马克斯·基尔巴赫（Max
Keilbach）2008 年在《管理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知识溢出创业理论》一文。
知识已成为几乎所有传统经济分析单位（从个人到企业、地区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来
源。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创造会带来经济增长是基本的前提假设（Lucas，1988 ；Romer，
1986）。诚然，知识作为一种公共品，当社会上所有的行动者都能从“知识溢出”中受益时，
知识经济中的经济增长率将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也将得到改善。但是，这些不同层次的理论
研究对于知识如何被创造、获取、分配以及最终如何从知识中获益的内在机理依然语焉不详。
正如“知识悖论”所阐述的那样，具有潜在价值的新知识既不会自动地被社会上的每个人理
解，也不会自动地产生价值（Audretsch，Keilbach，2008）。
这篇文章认为知识是价值的前因但是其本身并不必然产生价值，从知识到价值的桥梁是
“知识溢出型创业”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区别于传统创业理论认为创业机会
天然存在于环境之中的观点，这篇文章将已经被创造出来，但是尚未完全商业化的新知识视
为创业机会的关键来源。根据文章的实证分析结果：组织的知识含量越高，创业机会就越多；
相反，组织知识含量越低，创业机会就越少。创业机会并非天然存在的外生变量这一假设也
得到了印证。
“知识溢出型创业”的溢出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增量溢出，即创业活动通
过将新知识所带来的增长新机会转化为新的社会价值，从而促使社会财富的总规模得以扩大
的过程。例如，互联网技术的相关知识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 74
家电子商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10.94 万亿元，这 10.94 万亿就可以视为互联网技术的相关知识
所带来的一部分价值增量。二是价值分配溢出，即知识的价值通过创业活动，以创业者为中
心，朝着越来越广泛的范围扩散。具体而言，知识溢出型创业的创业者通常对于新知识的内
涵和新知识的价值转化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创业的过程中，相关的知识会在团队合作过程中

159

160

创业研究前沿：问题、理论与方法

逐步向团队成员、利益相关者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扩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相关的机
会开发活动中来，共同分享新知识所带来的价值。综上所述，新的知识意味着新的机会，而
创业则是将这些机会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重要渠道，对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都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为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奠定了基础。
这篇文章对于“创业与不平等”研究议题的重要启示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导致不平等的
新兴前因变量—知识分布不平衡，并指明了创业机会的来源就是未完全商业化的新知识。
同时，为了解释新知识如何转化为价值，这篇文章还提出了“知识溢出型创业”这种新兴的
创业理论，并且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逐步完善相关的理论框架（Audretsch，Keilbach, 2007 ；
Audretsch，Belitski，2013）。基于这些研究基础，这篇文章在创业和由知识所带来的不平等
之间建立起了理论的桥梁，并给出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但是关于创业如何推动知识溢出进而
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内在机理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未来的研究方向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创造财富确实是创业的主要目的，然而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创业的动机也并非仅限于此。其中，关于创业如何缓解不平等的研究就是一个重要
的分支。梅尔和奥德兹分别从制度理论和知识溢出的角度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为这一分支的发
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在我们讨论的第一篇文章中，梅尔等学者认为，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会
存在着限制特定群体参与市场活动的制度约束，即“制度真空”。“制度真空”的存在为制度
创业者提供了机会，制度创业者能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前提下，通过创业拼凑的方式推动制度
的改善，为弱势群体带来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让他们能通过自身的才华和努力实现阶层的
流动（Mair，Marti，2009）。这篇文章通过“制度”这一要素架起了创业理论和不平等问题之
间的桥梁，并对制度创业者及其在有限条件下所开展的创业拼凑行为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基
于这些基础，有三个潜在的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展开：①对创业如何修复“制度真空”所导
致的不平等问题继续展开探索。虽然梅尔等学者对“制度真空”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
理论层面的阐述，并指明了制度创业这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但未对其中的细节展开深入梳理
和实证分析，这为后续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间。②对制度创业者的身份、动机进行
进一步的剖析。虽然梅尔等学者对制度创业者的定义进行了界定，但是对于其来源和动机缺
乏深入的探讨。制度创业者作为既有制度的颠覆者，在其创业过程中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
的利益，这是一项艰难甚至危险的工作，谁会愿意承担这样的任务，支撑其坚持下来的动力
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挖掘潜力。③对缺乏资源的弱势行动者在消除不平等过
程中的作用和机理的继续挖掘。在过去的不平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政府、大型企业等
强而有力的行动者的作用，梅尔等学者则首次发现，缺乏资源的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与到消
除不平等的活动中来，并进一步提出了“拼凑”的思想，但关于“拼凑”的具体内涵和机理
仍缺乏深入的解析，后续研究可以沿着这一脉络，进一步探寻在“制度真空”中缓解贫困的
创业拼凑活动的内在机理。
其次，在我们展示的第二篇文章中，梅尔等学者针对导致不平等的“制度空白”问题进
一步提出了“脚手架”式的制度创业模式。“脚手架”式的制度创业模式是制度创业者通过潜
移默化的方式将制度从不利于社会平等的模式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模式的过程。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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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涉及三个阶段：合理化新的制度、程序化新的制度、巩固新的制度。同时还涉及三种推动
制度演化的机制：动员（mobilizing）、稳定（stabilizing）和掩盖（concealing）。其中，动员是
指释放、创造和重新定义制度、社会组织和经济资源；稳定是指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治理结构
去执行新的制度；掩盖则是指将注意力吸引并集中在不同阶层共同期望的、无争议的目标上
（Mair，et al.，2016）。沿着这篇文章的研究脉络，未来的研究可以朝两个方向展开：①现有
研究开拓了从制度逻辑的角度来观察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演进的先河，后续研究可以基于其
基本框架对不平等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平等的程度和
模式的测量难度极大，同时，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变化更不明显，所以针对不平等问
题的实证研究非常不易开展。这篇文章突破过往研究限制，借助制度逻辑这一理论工具来描
述不平等的程度及演进过程，后续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定性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进行定量的
凝练并展开实证分析。②对“脚手架”式制度创业逻辑的应用情境进行拓展并对其边界条件
展开进一步分析。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根植于制度的社会挑战比比皆是。“脚手架”提供了
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来审视由制度不完善所引发的社会挑战以及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
这篇文章的结论阐明了“脚手架”在解决既有的和新的社会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但是，
研究归纳出来的“脚手架”机制根植于一个小范围乡村，其理论逻辑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
区域，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制度演化过程分析，仍有待相关学者去进行分析和检验。
最后，在我们展示的第三篇文章中，奥德兹和基尔巴赫重点针对知识分布不平衡所引发
的不平等问题，提出了“知识溢出型创业”的理论框架。不同于前面两篇文章所关注的制度
不完善的情境，奥德兹和基尔巴赫认为即便在制度相对完善，所有群体都能公平地参与市场
活动的前提下，机会依然不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平等地分配，其根本原因是机会并非先验地
存在于市场之中，而是隐藏在未被商业化的新知识背后。所以，在一个制度相对完善的区域
里面，社会平等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分布和被广泛理解的程度。抛开制度因素，
假设在一个所有知识都均衡分布且社会上所有个体都理解所有知识的环境中，社会平等应该
是普遍存在的。进一步地，“知识溢出型创业”则是一种推动知识均衡分布和广泛理解的有效
机制。沿着这篇文章的理论脉络，未来的研究可以朝两个潜在的方向展开：①进一步拓展“知
识溢出型创业”的内涵及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基于创业机会来源于未被商业化的知识这一理
念初步提出了“知识溢出型创业”的定义，即一种将知识转化为价值的创业活动。但是，这
一开创性的定义还相对粗糙，其应用情境、影响因素和细分维度等还有待进一步细化。②进
一步探索创业对于知识在不同群体间溢出的影响机理和效果。虽然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暗
示了创业能促进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溢出，从而推动知识分布的均衡化。但是，这篇文章
并未对这一过程的逻辑机理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深入的挖掘。
研究设计与应用拓展
正如前文所言，不平等问题需要分开制度不完善和制度相对完善两种情境来展开讨论。
目前，这两个情境下的研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设计取向：一方面，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境
下，由于研究对象大多身处欠发达地区所以缺乏稳健的数据基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
查等定性的方式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在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境下，由于研究对象主要分布在
相对发达地区所以数据资源比较丰富，相关研究大多是采用二手数据的实证分析。未来，后
续的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上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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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一步探索不平等的测量方式并构建更为全面的动态跟踪数据。正如梅尔所言，
不平等的相关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个概念的界定和测量非常困
难（Mair，et al.，2016）。因为不平等很大程度是由根植于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制度基因所导
致的，很多人虽然身处不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一套科学有效
的，关于不平等程度的界定和定量测量机制仍有待建构，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库也尚待打造。
第二，案例分析与田野调查。因为定量测量难度较大，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以
预见不平等研究的主流方法还是会以案例分析和田野调查为主。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可以关
注有志于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公益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解决不平等问题方面的实践和绩效。另
外，在田野调查方面，可以深入弱势群体内部，了解这些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实际感受。当然，
考虑到现有的不平等研究主要以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未来研究也可以关注既得利益者对于
不平等问题的看法，以及面对消除不平等的一系列举措的态度。
第三，二手数据分析。基于约翰娜·梅尔所提出的以制度逻辑为代理变量去描述和衡量
不平等的倡议（Mair，et al.，2016）。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通过一些相对成熟的制度数据库去构
建衡量不平等的代理变量进而展开定量分析。目前，可以采用的数据库有：世界发展指标、营
商环境数据库、全球竞争力报告、经济自由指数、世界治理指标、世界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国家政策和制度评
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s）、政体数据库（Polity IV）等。
总体而言，创业与不平等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这与不平等这个概念的难以界定与衡
量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不平等问题对于国家稳定、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随着国家共同富裕理念的不断推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创业作为缓解不平等的重要机制，有着非常巨大的研究潜力，期待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参与到探索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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