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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
从无到有的历程
阴 陈明哲

淤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在全世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快速

成长，中国学者如何通过学术创业引领管理领域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主要以动态竞争理论为范例，说明学术创业者如何奠基于知行合一的哲学，一方
面运用差异化、资源调动与合法性建构三大宏观要素来形塑“知”的思维基础，另一
方面结合精一、边缘人思维、过程导向及兴趣与个性四个微观因素来激发“行”的动
力，借此将某个议题从一个简单的现象研究变成一套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并在特定领
域中立足生根。文中也指出，文化双融是中国暨全球华人管理学者从事学术创业的基
石。本文与一般的论文不同，它既提到了硬道理，也指出了软实力，更彰显了一个研
究者对单一学术课题的洞见、执着与赤诚。借此，本文期望当代中国管理学者更明白
学术创业的“道”与“术”，对华夏智慧与现代管理的接轨更有信心，重新“回归”中
华文化的本质来“跨越”既有领域的框架，开创出更多立基于传统中国哲学与当今企
业实践的理论与学说。
关键词：动态竞争理论；学术创业

一、引

言

一个新学术领域的形成是否有迹可循，是否有可依循的“道”，是所有学者感兴趣
的议题，也是大家共同的挑战。以往有关学术创业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的讨

淤 陈明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谨以此文献给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赵纯均与已过世的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前院长郑绍濂，感谢他们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奠基与开创所做的贡献。饮水思源，今日中国管理教育能
够如此蓬勃发展，两位前辈的携手合作厥功至伟，既留下风范，更传为美谈。在此，也向所有参加 1997 年由国家
教委 MBA 指导委员会主办的 MBA 师资培训班 （也是“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的前身） 的所有学员致谢与致敬；
当年在清华园十一天的修习与相处，不但让笔者对中国管理学界与实务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更影响了笔者过去近
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及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文源于 2014 年笔者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
营”年会的主题演讲，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道谧老师从最初的英文投影片开始，一路鼎力相助，玉成此文。
本文的完成得力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路江涌教授与林道谧教授的翻译修改，中国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林豪
杰教授的斧正，以及上海市广中学校谢岚老师与毓门弟子、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颜铨颖先生的润饰。衷心感谢他们
的投入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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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聚焦于学者或学术组织如何参与商业相

年那样，单纯地跟随西方的管理学，“沿着固定

关活动，所关注的多是学校科研成果的应用或

轨道匀速前进”，或只是以中国企业 （家） 为样

学 者 创 业 等 （Abreu & Grinevich， 2013； Pile原

本来测试西方的理论，而应该进一步以学术创

gaard et al.，2010；Powers & McDougall，2005）。

业的思维与战略，尝试发展出独立的研究领域，

然而，学术创业除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外，还

尤其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智慧和企业管理实践，

包括在学术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业”或研究

融合东西方研究精华，形成对管理学科的发展

领域：从既有的领域中区隔出一个独立的课题，

与突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然后进行深入的发展与延伸。今天，学术创业

和所有社会型创业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对管理学者，尤其是中国管理学者，有重大的

一样，学术创业是一种实存的创业形式。学术

意义。

创业和学术创新不同，两者的思维模式及其相

当前，全球正经历着经济增长方式、科技

关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区别。学术创新

文明发展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快速变化，企业管

常有，但学术创业并不多见。学术创新的主要

理实践的创新也日新月异，这些都要求管理学

工作随着创新成果的诞生即告完成；但在学术

跳脱既有框架、发展全新典范。对当代中国管

创业的过程中，学者不仅是产品经理 （对创新

理学者来说，经济的跳跃成长、社会的变迁转

成果的质量负责），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业

型及管理模式的瞬息演变，不仅提供了诸多有

家，要在众多不确定性和既有研究领域的抗拒

趣的研究素材，也提升了全球学者对中国现象

中开疆拓土。一方面，创新是学术创业的

的关注。更重要地，巨大的经济能量及深厚的

“本”：顺着一个问题往下走，期望产出一些不

华夏智慧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让中国管理学者

错的有形成果，或是发表一些好的、有影响力

有机会对管理学术做出更根本的贡献；而全球

的文章专著。但另一方面，一个全新理论的诞

华人管理学者社群的日渐壮大和成熟，则让立

生仅仅依靠研究成果的累积仍然不够，还要吸

基于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理论

引其他同侪、建立整体的平台，运用平台力量

在全球管理领域发声成为可能。

取得学术社群的认可，借以调动和管理外部资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管理学者需要回

源，吸引更多资源为我所用。因此，学术创业

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管理学术如何才能与

不仅包括学术创新这个“本”，还需要有创建平

西方主流的管理学术对话，并创立独特的领域？

台、改变游戏规则的“术”和构筑实质内容与

如何面对并适应现有以西方思维和理论主导的

理论体系的“道”。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

管理学体系与研究？如何在全球学术主流中占

道生”淤 的真义。

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如何中西双融，整合东西

参照社会型创业研究和战略管理学科的形

方文化智慧，在两方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更根

成过程，我们把学术创业定义为通过差异化

本地说，当代中国管理学者不应该像过去几十

（differentiation）、资源调动 （mobilization） 与合

淤 引自《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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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构建 （legitimacy building），从原有学科中

“行”的动力 淤。这种知行合一、学行双融的哲

区隔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并发展出独特研究议

学，正是一个新研究领域创立与发展的基石。

题 、 疆 界 和 意 义 的 过 程 （Hambrick & Chen，

借由此一实际范例，本文希望能提供一个参考，

2008）。学术创业者通过调动和管理新资源、建

帮助中国管理学者更深入地思考自身的研究课

立合法性，从而找到变革与融合的平衡点。传

题及学术创新或创业的“道”与“术”，同时，

统创业者为市场提供新产品，文化创业者寻求

对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的接轨更有信心，重新

改变人们的态度、信条和价值观，制度创业者

“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 （元） 来“跨越”既有

寻求改变既有的制度安排，学术创业者则寻求创

领域的框架，以此开创出更多根植于中国哲学

造或改变既有学术研究的边界。和所有的创业者

思维与当今企业实务的理论与学说。

一样，学术创业者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都会面
临既定成员或现有领域的抗拒，他们既是在挑战

二、动态竞争：一个学术创业的

现有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也是在现有学术成

范例

就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和突破。要做到这一点，

Hambrick 和 Chen （2008） 分析了战略管理

既需要战略思维，也需要一种心态，更需要一
份执着。更明确地说，学术创业追求可持续发

从最早的个案教学课程到形成独立学术领域的

展，工作包含内容设计、架构、运营等相关战

过程，并将其抽象化，然后运用社会运动

略议题，需要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执行力。
以下就以笔者首创的动态竞争理论为范例，
说明学术创业者如何运用差异化、资源调动与

（social movement） 框架提出了一个预测某个领
域或学科最终是否能成为理论的基本模型 （见
图 1）。该文认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必

合法性构建三大宏观要素，来形塑“知”的思

定会经历对既有领域提出挑战、形成差异化，

维基础，同时，整合精一 、边缘人思维、过程

再到资源调动与合法性构建等一系列过程，最

导向及兴趣与个性这四个微观因素，来激发

终建立一个被接受的学术新领域。

合法性构建
学术创业原属
的研究领域

被接受成为一个
学术新领域的可
能性和速度

差异化

资源调动

资料来源：Hambrick 和 Chen，2008。

图 1 学术创业的理论架构

淤 笔者过去曾发文介绍过动态竞争发展的基本思维与原因 （Chen，2009，2011）。但是，本文与这些文章不同，它更有系统地从
知行合一与文化双融的视角，来审视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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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竞争理论的形成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学

群组和企业层次的竞争中加入了攻防互动的竞

术创业过程。动态竞争始于一个简单却至关重

争分析 （见图 2）。动态竞争理论的学术创业源

要的问题：什么是竞争？过去研究竞争的文献

于笔者对既有竞争研究的不同看法，既因袭了

非常多。如果把以往关于竞争的文献从宏观到

竞争研究的体系，同时又不失自己的新意，实

微观进行总结，可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领

现了差异化，这也就是《论语》所说的“因不失

域：组织生态层次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其新”。

战略群组层次 （strategic groups）、产业经济层次

（industry economies）、 企 业 层 次 （firm -level）。

（一） 动态竞争的差异化
动态竞争研究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动

然而，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发现与笔者在现实

态性，即竞争优势是短暂的、过渡性的，任何

中观察到的现象有很大出入。根据笔者从小在

优势迟早会被对手模仿或取代；因此竞争者分

运动场上竞争的实际经验来看，竞争的基本形

析的终极目的是预估对手的回应，因为对手的

式是你来我往，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长期竞

回应会决定竞争优势的长短；这其中，“时间”

争战略或竞争优势，所以动态竞争理论认为竞

和“位置”是竞争的要素。另一个是相对性，

争是行动和回应。从这个基本问题可以衍生出

即每一个企业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竞争对手都

更多更细的研究问题，比如：什么是竞争行动？

有其个别的特质与行动/回应模式；两两比较每

什么是竞争回应？竞争行动与回应之间的关系

一个竞争对手与我们企业之间的异同，可以为

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预测竞争回应？所有动态

企业决策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观点；由于每一家

竞争的研究都是从“什么是竞争”这个最基本

企业所认定的主要竞争对手会有差异，每一个

的问题开始的。而动态竞争视角所关注的是企

对手在市场与资源的配置上也与该企业有所不

业间一对一 （dyad） 的竞争行动与回应，也就

同，因此产生了竞争不对称性。

是在这四个层次的间隙进行了创新——
—在战略
种群和社群

战略群组

荫 什么是竞争？
荫 竞争是行动—回应 （Chen，Smith &
Grimm，1992）
荫 动态竞争是有关企业行动和互动的
研究 （Chen & Miller，2015）
荫 学术“创业”：从现象到理论

产业
竞争行动—回应的
攻防互动对偶分析
企业

图 2 动态竞争研究的差异化：因不失其新

这些观点和波特的竞争分析有很大的差别。

而动态竞争重视在攻防互动中行动—回应的思

例如，波特的静态五力竞争分析运用的是宏观

维，更强调暂时的相对优势，而不关心长期的

产业结构思维，强调追求持久的绝对竞争优势；

绝对性优势，因为持久优势只是暂时相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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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综合。同时，波特的五力分析着重外部

的企业是同质的，而动态竞争假设每一个企业

产业结构分析，动态竞争的动态攻防分析则强

都是不同的，每一对竞争关系都是独特的。有

调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平衡考虑；波特的静

关动态竞争与波特五力分析更详细的对照比较，

态五力竞争分析假设同一产业内或战略群组内

详见表 1。

表 1 波特竞争观点与动态竞争理论的比较
比较构面

波特竞争观点

动态竞争理论

思维观点

静态五力分析
（结构思维）

攻防互动分析
（行动—回应思维）

分析重点

着重外部产业结构分析

强调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平衡

假设前提

同一产业内或战略群组内的企业是同质的

每一个企业都是不同的，每一对关系都是独特的

理论论述

从产业经济与管制观点演绎理论逻辑

观察企业的实际竞争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来归纳理论脉络

竞争优势

战略的目标在于追求持久性的绝对竞争优势

企业只有短暂的相对竞争优势，没有持久性的绝对竞争优势

企业关系

对称性

不对称性

分析思维

纯粹理性分析
（经济取向）

除了理性，更贴近人性思维
（社会/心理取向）

哲学概念

西方科学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科学的整合

通过突出差异化，动态竞争建立了学术创
业的“本”与改变现有理论和思维的“元”

Smith 后来是 A 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杂
志的主编，而 Danny Miller 则是研究组织理论和

（原、源） 动力，在既有的理论和文献中进行了

战略管理的顶尖学者。笔者和他们合作，一起

一系列的学术创新，找到了自己的独特性，由

从事动态竞争研究。笔者在自身的兴趣和关注

量变形成质变。

点及他们个人的专长和关注点之间找交集、找

（二） 动态竞争的资源调动

联结，所以动态竞争从初始阶段就直接和当时

实现学术创业还需要在学术创新的基础上

的“显学”对话交流、互补长短。

进行各种资源的调动。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众

动态竞争理论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部支

乐乐”，学术创业需要形成一个社群，把资源调

持 者 ， 包 括 当 时 担 任 A cademy of Management

动、整合起来。学术创业和一个独立学习社群

Journal （AMJ） 主 编 的 Michael Hitt 以 及 Re原

的形成是一体的两面，彼此相互依存。如果一
个研究课题能够吸引一群有兴趣甚至有影响力
的学者加入，学术创业的过程就会自然多了。
在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笔者把战
略管理其他领域的一些顶尖学者都拉到自己的
“平台”上来，成为动态竞争研究的合作者或支
持者。例如，Ian MacMillan 是研究创业的先驱
学 者 ， Don Hambrick 是 高 层 管 理 团 队 理 论

（upper echelons） 的 创 始 人 ， 笔 者 的 导 师 Ken

source-based View （RBV） 的创始人 Jay Barney。
作为 AMJ 的掌门人，Michael Hitt 对动态竞争一
直保持高度开放与支持的态度，也容忍早期动
态竞争理论性的不足和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
Jay Barney 则是以友人和兄长的角色在精神上给
予笔者支持与声援。

当这些其他领域的顶尖学者用实际行动来
支持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为它背书 （endorse）
的时候，学术界对这个新兴的领域就自然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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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认可了。中国人讲“人和”，内部有合作
者，外部有支持者，这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创

终没有使用“动态竞争”（competitive dynamics）
的字眼。在此期间，笔者一共有 11 篇文章发布

建与形成非常重要。对一个学者来说，宽广的

在 顶 级 期 刊 ， 包 括 两 篇 A dministrative Science

心胸、始终以双 （多） 赢的视角看待问题，并

Quarterly （ Hambrick et al.， 1996； Miller &

以谦卑的态度来处理各种事务，是能够调动资
源、借力使力，让所有资源为我所用的关键。
（三） 动态竞争的合法性构建
发展一个新学术领域的第三个关键，就是
建立合法性。任何一个新兴事物，都会受到现
有领域的抗拒。笔者的做法是先避其锋芒、养
精蓄锐，再以实力和成果逐步获取合法性。动
态竞争理论在 1996 年之前并不提“动态”（dy原

namics），而是用“互动”（interaction）、“对抗”

（rivalry） 或“交手”（engagement） 来替代。这

是因为经济学家对“动态”有根深蒂固的看法，

Chen， 1994）， 两 篇 A 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Chen， 1996； McGrath， Chen & Mac -

Millan， 1998）， 四 篇 A 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Chen & Hambrick， 1995； Chen et al.，
1993； Chen & MacMillan， 1992； Smith et al.，
1991），两篇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Chen
& Miller，1994；Miller & Chen，1996a），一篇
Management Science （Chen et al.，1992），一篇

Social Forces （Miller & Chen，1996b），还得到
三个最佳论文奖 （见表 2）。直到后来，生米煮

成熟饭，水到渠成，针对竞争行动和回应的研

认为 “ 动 态 ”一 定 要 跟 时 间 （temporal） 有 关

究方法与理论建构都具备了合法性，笔者才逐

系。假如一开始就使用“动态”这个词，很可

步提出“动态竞争”这个名词，动态竞争理论

能在观念刚刚提出或形成雏形之前就被经济学

也通过差异化、资源调动和合法性的建立，成

家或当时深受经济学思维影响的管理学者排斥

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且一路发展直到如

或拒绝了。笔者至今仍对一件事印象深刻。当

今 （见图 3）。

笔 者 将博 士 论 文 改 写 投 到 Management Science

然而，学术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研

时，当时的评审有两位，一位评审显然是管理

究领域初步形成之后，还需要进行一连串的学

学领域的，认为这是个突破性研究，将竞争领

术创新。整体架构的形成，需要经年累月的灌

域带到了崭新的境界；另外一位评审应该是位

溉与耕耘，既要见树，又要见林。例如，笔者

经济学家，只给了笔者一段评语，就拒绝了文

早期的竞争研究侧重于竞争行为层面 （Chen &

章。幸运的是，杂志编辑给了笔者一个复审的
机会 （revise and resubmit）。这一次，这位经济
学领域的评审给了笔者一整页的评语，这表示
他有兴趣了。虽然最后他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
拒绝了这篇文章，但他保留了一个伏笔：如果
要编辑接受这篇文章的话，这篇文章要缩短。
从 1989 年的博士论文到 1998 年发表在 A 原

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的 文 章 ， 笔 者 始

MacMillan， 1992； Chen & Miller， 1994； Chen

et al.，1992）、企业事业部层面 （Chen & Ham原
brick， 1995； Hambrick et al.， 1996； Miller &
Chen， 1994； Miller & Chen， 1996a； Miller &

Chen，1996b）、集团公司层面 （McGrath et al.，
1998），以及多层次竞争者的整合研究 （Chen，
1996）。在动态竞争领域初步建立起来之后，笔

者 的 研 究 又 拓 展 到 竞 争 的 知 觉 （Ch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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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Chen et al.， 2010； Hsieh et al.， 2015；
Tsai et al.，2011） 和研究方法 （Chen & Miller，

2012，2015），以至于最新 的 竞 争—合 作 相 关
议题。

表 2 动态竞争研究的时间脉络 （1989~2015 年）
约 1990~1995 年

行动层次

企业层次
集团层次

MS，AMJ，1992
SMJ，1994

约 1996~2000 年

ASQ，1994
AMJ，1995
SF，SMJ，ASQ，1996

约 2001~2005 年

约 2006~2010 年

约 2011~2015 年

AMJ，2007
JMI，2008

SMJ，2010
AMJ，2011
AMJ，2015

AMR，1998
AMR，1996

整合性竞争对手分析
竞争知觉

研究方法

AMA，2012
SMJ，2015

AMR，1993

荫
荫
荫
荫
荫

研究发表在顶级期刊
主流学者的认可
被视为动态竞争创始人
动态竞争成为一门课程
AMC & MC-RS 分析框架被纳
入战略管理主要教材

合法性构建

一个独立的
学习领域

差异化

与现有学术
领域对话

从观察现象到理
论体系的形成

资源调动

荫 现有理论未回答的问题：
竞争行动/回应的互动与竞争对手的分析
荫 以预测竞争对手的行为作为特有的贡献
荫 其社会价值被有影响力的人士认可 （学者、
企业、实践者）
荫 与现有理论互补，而非对抗 （和而不流）

荫 带动其他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从事动态竞争
相关研究
荫 对动态竞争理论的需求 （咨询、外部演讲、
教学）
荫 大量商业文章和教学个案
荫 形成一股风气，也奠定了日后举办动态竞争
国际论坛的基础

图 3 动态竞争研究领域形成过程

除了创业者自己的持续努力外，学术创业

题，为我们理解企业战略和动态竞争理论做出

还要能吸引更多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以持续

了显著的贡献。图 4 总结了动态竞争的研究体

增强新建领域的差异性，动员更多资源，并且

系，突出了每个主题的构成，并且展示了不同

巩固该领域的合法性。迄今，动态竞争学者沿

主题之间的联系 （Chen & Miller，2012）。

着笔者个人上述的轨迹至少提出了五大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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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动态竞争理论发展的个人因素

导向，以及兴趣与个性这四个微观层面的因素，

中西对“学”的理解，有本质的差异。西

是“行”的动力，是让“知”的思维具体落实

方的学 （术） 以知识为主，重视论证与方法，

的关键。笔者的国 （夏） 学启蒙恩师爱新觉罗·

中国传统则强调行践，学问应该是活的、用出

毓鋆曾说：“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于

来的，是智慧的结晶，待人处世的指南。不学

笔者对这句话感受至深，在此特与大家分享笔

无术、有学才有术。《论语》中记载，哀公问孔

者的行践之旅。

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的回答发人深省：

1. 精一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淤 这句

笔者是忠实的“精一”执行者，“惟精惟

话道尽了中西方对学问的认知差异。对于一向

一，允执厥中”盂 始终是笔者奉行的圭臬。做事

由理论与实证主导的西方管理学界，一定很难

如此，学术研究更是如此。

理解“不迁怒，不贰过”与学问、学术有什么

“什么是竞争”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

关系。然而，自古以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题，但要从“竞争的本质是行动与回应”的视

即是中国学者致力追求的目标。除了广为人知

角来钻研、开拓，在早期这个领域还是一片荒

的王阳明外，孔门弟子中的子路更是此种思维

芜、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的始祖，《论语》所载：“子路无宿诺”、“子路有

抽丝剥茧、正本清源，笔者从预测竞争回应入

闻，未之能行，唯恐又闻”，都是描述他学行合

手，首先从研究方法与实证中区分行动与回应。

一的例证。

虽然这是研究上的一小步，但对于动态竞争长

“学术创业”这个词本身就是知与行、学与
行的结合。前述的学术创业三要素，主要属于

期的发展及笔者个人学术生涯的养成，却是一
大步。

“知”的思维层面，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确实考

“什么是竞争”这个简单的问题，笔者已经

量了这些宏观、制度层面的因素，它源于一个

问了三十年 （将来还要继续问下去），一路走

非常简单却关键的问题：什么是竞争？这个问

来，始终如一，全心专注于这一核心课题。

题是战略领域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不计其数，

“得一端而博达之”榆，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

门派也多。波特的“五力分析”与产业经济研

百虑”虞，笔者有刻骨铭心的深切体验。笔者常

究，更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显学与主流。因此，

半开玩笑地说笔者是在乡下长大的“边缘人”

要在这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下走出一条路，开

（下详），只会那么一招半式就出来闯天下，但

创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要加上一股傻劲、

是这一招用到极致，也就成了绝招。换一个说

一份执着，尤其是“行”的坚持。

法，一法通百法通，抓到了窍门，一招鲜、吃

对笔者来说，精一 、边缘人的思维、过程
淤
于
盂
榆
虞

遍天。这一条学术道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

引自《论语·雍也第六》。
引自《礼元录》。此话出自辜鸿铭 （1920），原文为“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
引自《尚书·大禹谟》。
引自《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
引自《周易·系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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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来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动态竞争

航线变更，乃至并购、策略联盟等。当时还没

是笔者研究的“一”，也是笔者的“本”，更是

有电脑，更没有搜索引擎，只能一页一页地翻，

笔者学术的“元”（原、源）（元与一是同一个观

一篇一篇地读，一笔一笔地手工记录。当时，

念，简单来说，元是一的本质，一是元的体现，

笔者每周花 60~80 小时搭建这个数据库。

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改“一”为“元”
）。

就是因为笔者绝对的“精一”，完全的专

“精一”不仅用在研究问题的提出上，也能

注，才会一路问到底，问出其他学者不敢问或

用在研究的其他方面。比如，笔者研究的早期

不屑问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可以用竞争行

只使用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花了笔者一年

动来预测回应 （Chen et al.，1992）？是否可以

多时间扎扎实实、辛苦地建构起来，后来也继
续不断地延伸），只在一类的期刊 （管理学界顶
级的四家期刊） 投稿与发表。事实上，管理学
术界有一种说法，一个好的数据库如果有二到
四篇文章在顶级期刊上发表，就算很了不得了。
笔者却不信邪，打破这个潜规则，至少十一篇
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都是用的这一写博士
论文时建立的数据库。这是高难度的，因为大

使用攻击者 （Chen & MacMillan，1992） 或防卫
者 （Smith et al.，1991） 的特质来预测对手如何

回应？竞争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判断？
这两种看法在何时会有分歧 （diverge），何时会
一致 （converge）（Chen et al.，2007）？竞争与合
作的关系是什么 （Chen，2008）？既然竞争与合
作彼此相倚，是相互依属 （interdependent） 的

关 系 ， 竞 争 合 作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及

家都想看新的东西、新的数据，笔者却反其道

“以关系与多赢为考虑的竞争模式”（relational

而行之，孜孜矻矻，深耕细作，用旧的数据库、

competition） 是否也应该是动态竞争领域的一个

旧的资料，逼自己想出新的变数，不断创造新
的观念与理论，二三十年如一日。“知止而后有

课题 （Chen & Miller，2015）？动态竞争的一些

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如察觉—动机—能力、

定”淤，笔者是真的做到了止于一、定于一，研究

市场共同性与资源相似性以及竞争不对称性

的正 （
“止”加“一”
） 道，也就自然走出来了。

等），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合作分析？跨越与回

精一，是很“实”的。研究早期，笔者选

归，动态竞争的中国源是什么 （Chen，2016）？

择美国航空业作为样本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动态竞争的研究领域与课题，在“精一”

当时，笔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成天泡在华盛

的过程中，不断地延伸、扩展，蔚然成势，与

顿美国航天总署图书馆，锁定航空业的权威刊

战略管理其他重要领域不断地交流碰撞，它在

物《航空日报》（A viation Daily） 作为样本数据来

管理主流学界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也就自然建

源，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查阅了 1979 年 1 月 1

立了。

日到 1986 年 12 月 31 日这八年间《航空日报》
上的所有报道，从中找寻、追踪、记录所有的

竞争性行动 （与回应），包括降价、促销活动、

2. 边缘人的思维

笔者出生成长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台东，一
直到十七岁，才离开这个中国台湾最为落后偏

淤 引自《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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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地方。这段生活经验对于笔者的一生，尤

笔者问的问题 （什么是竞争） 是一个主流的核

其是学术研究，有着深远巨大的影响。笔者始

心问题，一个已经被问了一两百年的问题，但

终把自己定位成“边缘人”，即便现在可说是身

笔者在想法、研究方法、分析对象和理论建构

居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还是保持着从小养成

上走出了一条与主流完全不一样的路。笔者的

的边缘人思维与心态。

梦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说又很小，很卑微），心

“边缘人思维”有几个特点，对于动态竞争

很专，很纯，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从各种角度

从无到有的发展有很大帮助。首先，一方面，

来探究，像剥洋葱一样，一片一片地剥开，滴

边缘地区资源匮乏，面对生存的挑战，生活的

水涓涓、细水长流，最后的结果却能穿石，像

压力，每天思考的总是如何用最少的资源创造

滚雪球，也像大海中的浪，越滚越大。

最大的价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淤 成
为一种很自然的求生法则。变无用为有用，化
腐朽为神奇，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出人头地、

2014 年 8 月 华 人 管 理 学 者 社 群 （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Community， CMSC）榆 在
美国费城开会，笔者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道

力争上游、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的担心与忧患意

谧老师提早到会场，却发现忘记带收集名片的

识，都是很强的驱动力。另一方面，边缘人因

盒子及其他会议报到需要的用品。笔者说，那

为机会较少、较易于满足，所以想法比较单纯，

我们只好去“化缘”了。然后，我们就去附近

比较不会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赶时髦，常常

的星巴克“化”了一个装咖啡的塑料杯子还有

是一条路“呆呆地、傻傻地”于 走下去，自然也

其他“废物”来利用。“化缘”的思维就是把别

就比较专注。动态竞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

人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这个佛家行践

“边缘”和“精一”的思维，一块一块砖、一篇

的做法，对于一个边缘人来说，却是最务实、

一篇文章、一步一步地钻研探究，才创建出
来的。

最管用的。
笔者手上总是戴着一个手环，上面写着 live

其次，边缘人通常与主流有不一样的想法

strong，意思是“坚强地活下去”。这个手环原

与做法，比较不受常规的束缚、不会在既定的

先是提供给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作为精神

框框中打转浮沉、不安于现状，也比较有想象

支持的象征。笔者戴着它是提醒自己是边缘人，

力、容易“做梦”，冀望能突破现况、改变既有

是应该被这个社会淘汰，却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模式，自然也比较容易“和而不流”盂。一方面

正因如此，自然有感恩的心与回报的责任，也

与主流合和，希望从中找到归属感和影响力；

要有不断努力存活的斗志与生命力。这种边缘

另一方面却又保持自己的立场，不入流、不偶

人的思维，也让笔者在上课时特别关注每一个

俗。笔者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主流不同，虽然

学生，尤其是一些安静、“不起眼”的学生，替

淤
于
盂
榆

引自《周易·系辞下》。
借用中国台湾地区面包烘焙大师吴宝春的话。
引自《中庸》。
这个学术社群是笔者在 2006 年发起创建的，从最初的 26 位学者开始，十年下来，如今已有近七百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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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角色、将心比心，去思考如果自己就处在学

一个环境，可能寂寂无闻；你拿了博士，做了

生这个位置，会想些什么，会有什么问题、什

助理教授还有副教授，然后还有正教授、讲席

么困惑、什么挣扎，以此去理解和照顾每一个

（座） 教授……以结果为导向，人的自我价值感

学生的需求，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会变得混乱，会因为果，心也会变得不安、紧

3. 过程导向

张，对他人升起防卫和对抗之心；导致人与人

动态竞争研究的发展，二三十年下来，本

之间只有竞争、零和的博弈，而非“君子之

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要有

争”；离开原 （元） 儒“君子无所争，必也射

创业家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精神，有工匠孜

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淤 的境界

孜不倦的执着，更需要拥有一个享受“过程”

越来越远。

（process） 的 心 态 。 笔 者 认 为 “ 过 程 ”（而 非
“结果”
） 导向的心态是专业养成的一个重要的
关键，也是在学术界安身立命、基业长青的不

做自己 （be yourself），才能活得强大 （live

strong）。做自己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始终保
持自我的高价值感。尽力而为、认真投入，不

二法门，其他行业应该也是如此。若从“结果”

论事情做到几分，不论顺境逆境，不论外界如

的视角来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从“过

何看待你，都夺不走你对自己的信任——
—我是

程”的角度来讲，永远没有输家，胜负只是名

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可以把我的周遭、我所处

次的区别。

的世界变得更好。而结果导向，则让人把自我

学术研究、企业经营，乃至孩童读书，都

价值与成就感的评判权，拱手交给外在世界，

是人在做“事”。结果导向，变成了“以事论

由他人来裁夺“我”的价值。此时，人就失去

人”，把行事的结果 （如分数的高低、企业的大

了最重要的自我，失去了“主心骨”。

小、论文发表的多少） 粗率地等同于人的价值。

过程导向，全然不同。它倡导精一，追求

企业大、职位高、成绩好、文章多，那你就是

卓越，把事情做好，但“行事”的更大意义在

优秀的、成功的；如果企业规模中等、职位平

于“为人”——
—在做事过程中不断了解自己、

平、成绩一般，那你就是“中不溜秋”，
“芸芸众

提炼自己、成就自己，这就是所谓“古之学者

生”；如果在这样的排序中处于下游、末尾，那

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于 的真义。做事，有好坏

就很容易被贴上“普通”、
“平庸”、
“差劲”这样

成败。过程导向，把一切的发生都看作是有意

“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标签。

义、有价值的。在那些做得好的部分，我们可

核心的问题是，以结果为导向，绝少有人

以借此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和潜能；做得不够好

会感到满意和踏实。因为好坏、大小、高低是

的部分，不等于“我不够好，我很失败”，而是

相对的，永远是变化的。今天你是第一，不代

转换心态和思维模式，把它视为一个宝贵的学

表明天也是第一；你在这里是“老大”，到了另

习和成长的机会。

淤 引自《论语·八佾》。
于 引自《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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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ol Dweck （1999，2006）

无止境 （Chen，2014）。这是笔者在学术 界 多

的长期研究表明，看见和赞赏人们积极投入过

年，在动态竞争从无到有过程中的一个感悟，

程中表现出来的专注、努力与进步，同时迫使

一个发自内心的原音。

自己走出舒适区，学习新知识，迎接新挑战，

4. 兴趣与个性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自信和有韧性。
几年前笔者的小儿子写给笔者一张小卡片，

笔者从小喜欢竞争，各式各样的竞争、球
类比赛都想参加。大学时候，每周一、周三、

里面有一句话让笔者很触动：“爸爸是一个永远

周五打篮球，周二、周四、周六、周日打桥牌，

的赢家，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Dad is a

学校桥牌一队的一些成员曾打到全世界第二

“forever winner”because he is always learning）。
大儿子小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当他幼儿园的
老师问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他回答说“我

（笔 者 是 二 队 的）， 笔 者 一 场 篮 球 也 曾 经 投 进
44 分。

一个人能把个人的兴趣与专业的兴趣结合，

的爸爸是‘造纸的’（making paper）”，因为我

是一大福气；笔者有幸、有福也有缘能做到这

每天都在写，每天都在改同一篇文章。从过程

一点。动态竞争为什么能走出来，自成一局，

的角度来看，即使投稿一再被退稿，我依然心

恐怕说再多，也比不上一个根本原因：这个课

怀喜悦和感恩，因为那意味着我又有新东西可

题就是笔者的兴趣，笔者的挚爱。无论是从哪

以学习，又有新的困难要克服。只要今天知道

一个角度来看、哪一个观点切入，它就是有趣，

了昨天不知道的事，我就在进步，我就在往前

就是好玩，乐此不疲；过去如此，现在如此，

走。更重要的是，心胸也在不如意、挫败、打

未来也是如此。“什么是竞争”这个问题，笔者

击中得到了试炼，变得更为开阔自在。《大学》

还可以再问三十年。当年笔者从行动—回应的

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要每一

视角切入，就是因为当时竞争的研究是静态的，

天都往前走一点，就没有所谓的输赢与成败，

与笔者从小在球场上所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不一

最终的结果只是过程的一个副产品。这种心态

样，笔者心里觉得不舒服 （uncomfortable）。这

更是减压、抗压最好的良方。这是一种玩的心

种不舒服主要来自几方面：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态，一种享受的境界。“玩”的古字是“翫”，

研究操作上的困难，实务的适用性不足，以及

翫越习+元，很有深义。一方面学习，一方面玩，

中西文化和思维的距离与隔阂。我觉得这个活

学着找知识、学问、做人做事的元 （一）。

泼的课题受到了“不公正”（injustice） 的处理，

2013 年笔者在国际管理学会做主题演讲，

原本的题目是“Being Ambicultural”，但当这篇

演 讲 发 表 在 2014 年 A cademy of Management

被“糟蹋”了。这是笔者的“初心”，这是笔者
的“赤子之心”，没有被污染，很真，这是笔者
的“元”，也是支持笔者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

Review 时 ， 我 将 标 题 改 为 “ Becoming

驱动力。

的视角。Being ambicultural 是一种状态，一个

于常人的看法。笔者个人对竞争的体会，就是

Ambicultural”。这一字之差恰恰体现了“过程”
结果；becoming ambicultural 则是一个过程，永

笔者虽然喜欢竞争，但笔者对竞争却有异

学习如何避开竞争、对抗，如何做到不争之争，
- 13 -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

如何追求仁者无敌的境界。笔者从小就不喜欢

而为、和而不流、“群而不党”于 的。

与 人 争 ， 只 要 别 人 想 跟 笔 者 争 （球 场 比 赛 之

三、结语

外），笔者就退让。笔者没有去改变自己的个
性，而是把《中庸》“率 （音朔，顺的意思） 性
之谓道”的理念 （想） 发挥得淋漓尽致。笔者

学术创业的核心理念跟老子一生二、二生

可以选择与当时的主流或显学对抗，但完全没

三、三生万物的观念是一致的。第一，率性之

有；笔者选择了“和而不流”，避实击虚，选择

谓道。和大部分好的理论一样，动态竞争理论

了“曲求”淤，选择了鸭子划水、迂回前进。在

是从一些看似天真、简单，却又实际且引人深

这过程中，笔者做 （找） 到了自己，顺性 （势）

思的问题开始的。从一开始，顺着你的个性

而为，不硬攻、不强取，比实力、看成果。

（率性） 和兴趣往下走，这就是“道”，性为智

动态竞争研究一开始和主流的想法不同，

海，性生万法。第二，因不失新。学术创业既

但笔者并不挑战主流，也不逃避、遗世独立，

要因袭承传，又要创新另辟天地，找到切入点，

而是与它对话、融合。当顶级学刊在短短六七

在这过程中，需要思考、谨慎处理与主流研究

年间陆续刊出笔者十多篇文章，动态竞争自然

的关系，才能达到互补双融的境界。第三，立

建 立 了 合 法 性 ， 此 时 就 水 到 渠 成 了 （Chen &

己立群。中国人的“三”即为众，也就是借力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理论的体系，最重要的一点

对于有志从事学术创业的中国管理学者来

Miller，2012）。动态竞争能够从对现象的观察，

使力，与其他相关领域一起“水涨船高”。

就是与现有理论互补而非对立，双融而非抗争。

说，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参考意

和现有的世界融合，却卓然独立、不归入它的

义的标杆。笔者不是建议所有学者都要走一样

流派；接受既有的想法，但同时又保持自己的

的路，用一样的方法或如法炮制。笔者想表达

独特性，这个也是“中庸”（也就是“用中”
）

的是，不管学术生涯或人生，都牵涉到一连串

最大的智慧。《中庸》，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

的战略选择，都是知与行长期互动的结果。更

（元） 始儒家，对什么叫“强”有一个极其高明

重要的是，笔者从西方象牙塔式的学术殿堂中

的说法：“和而不流，强哉矫。”这是一种“不

“跨越与回归”，真正认识到中国学问乃是“实

争之争”的境界，真正有功力的高手是“因不

学”的奥质。

失其新”，是和而不流。也就是说我跟你、跟大

这几年，笔者所提出的另一个新的“文化

家是好朋友，但我却始终保持我的独特性。学

双融”理论，也是依循这个思路与轨迹而正在

术创业者必须有主流学者的认可，也必须形成

快速成长中。“文化双融”就是中庸的现代白话

一股卓然独立的风气，不管是从事研究、教学

版。当我们用纯中国化的理论和观念去跟西方

或企业咨询，还是做人、处世，笔者都是顺势

直接对抗时，用力越重，反弹力越强。所以，

淤 引自《孙子》。
于 引自《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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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文化双融”的精
义，也是我们老祖宗所说“执两用中”的内涵。
事实上，笔者至今每天还在看《中庸》这本书，
因为它对笔者有最大的触动，尤其是三十年来
与西方学术和实务长期互动的经验，更让笔者
感受至深。它启迪笔者的思维、带来新意，并
且帮助笔者思考：如果生活像射飞镖一样，笔
者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否中的？
笔者每天能不能做到“喜乐哀乐之未发 （谓之
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待人处世 （事）
的分寸拿捏是否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境界？本文承传了华夏智慧最大的
结晶，真正做到了毓老师教我的：用老祖宗智
慧来启发我们现代人的智慧与思维。如何在学
术和实务、微观与宏观管理、竞争和合作、东
方与西方，以及全球和本土等可能的矛盾与对
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恰恰需要“叩其两端
而竭焉”与“执两用中”的智慧。这就需要超
越“非此即彼”，提升到“有此亦有彼”的境
界，也是有志从事学术创业的华人管理学者需
要具备的核心思维与修为。
“Put yourself into the process，and the pro原

cess will carry you through”是笔者常说的一句
话。学术创业，道阻且长，首先循着自己的兴

趣与个性，投入并享受整个过程：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最终将能从无到有、理 （梦）
想成真。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6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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