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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浪而行,逐浪而上
———以整体性过程视角纵观战略变革

□ 卜令通 陈传明 张嘉伟 朱依婕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数字时代如同大水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掀起巨浪。企业面临着变革压力,而诸多传统战略理论受限于理论边界,

难以在中国情境中为企业家提供有效指导。其中确定性、能动性视角和要素间因果学派愈加突显局限性,而整体性过程

视角能够解决该理论和现实困境。持续变革理论和悖论理论为探索整体性过程视角提供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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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中技术变革使行业壁垒逐渐消弭,国际

经贸政策剧变对企业产生多维影响[1]。复杂动荡的

环境中我国本土企业家,以致力于问题解决的实践智

慧和在挫败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踏浪而行,逐步将本土

企业发展壮大。从体量看,2008年—2019年,世界

500强名单中国公司数量从35家增加到119家1 相较

西方市场中国企业处于政府强势调控的制度环境中,

更需依据外部政策环境变迁调整战略;同时互联网与

传统行业的融合颠覆了以往商业模式,为我国企业带

来生存压力和新机会。目前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如何在高不确定营商环境中进行战略变革,并取得优

异绩效。战略变革一直是管理领域中关注重点。有

关战略变革的研究始于二战后美国管理学界,发展于

20世纪80年代。直至20世纪90年代,战略变革理

论趋于成熟,构成管理学重要分支。迄今为止战略变

革领域的研究流派纷繁复杂,学者们通过不同视角和

理论基础对战略变革要素间关系、驱动力和过程机制

等进行探索。本文梳理相关文献,从研究侧重上将战

略变革理论归纳为因果关系学派和过程学派;在视角

上划分为确定性视角、能动性视角及整体性视角。然

后针对不同学派和视角的局限、解释力进行述评,旨
在厘清战略变革研究脉络。最后提出整体性过程视

角并提供两条理解整体性过程视角的可行路径。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学派

日益活跃的营商环境中,战略变革越来越受管理

学者的重视。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假设,各学

派有着相异的研究重点。基于文献分析,本研究将战

略变革研究侧重点划分为要素间因果关系及变革过

程两类。

因果关系学派常以实证方法分析组织、环境要素

与战略变革及绩效间的因果关系[2];过程学派则大都

通过案例研究组织内外部要素在变革过程中的作用。

吊诡的是中外学者倾注于探索因果关系的热情远大

于过程。前者致力于融合各管理要素,建构抽象整合

模型。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的剖析并掩盖深层机制。

这使研究停留在经验和实际层面,缺少对战略变革机

制和结构的挖掘。同时该流派囿于单一理论视角,片
面地理解核心构念,限制了研究结果的边界条件,因
此产生许多矛盾的结论。一部分学者主张企业规模

与变革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另一部分则认为企业规

模会增加组织惰性而降低变革可能性。过程学派致

力于解释战略形成机制,弥补了因果关系流派的不

足。具体包括垃圾桶、逻辑渐进、逐渐奏效及过程战

略模型等。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逐渐奏效和过程战略

模型。逐渐奏效意味着决策者最初仅有笼统愿景,无
法看清未来并设定清晰目标[3]。决策者为了生存而

响应偶发事件,发展试验不同路径,并以可接受的损

失和 愿 景 作 为 衡 量 标 准 选 择 可 行 的 战 略 决 策。

Mintzberg和 Waters[4]认为,组织最终付诸实践的战

略不一定是预先设想的战略,因为精心设计的战略会

受前期负面绩效影响而中断,也可能因环境快速变化

而格格不入,同时也会因组织资源受限而不支持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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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继续执行。此外动荡环境中的偶发事件也会迫使

企业做出紧急应变的策略,这些应急战略在经过探索

和试验后也会付诸实践。这一战略生成模式即被称

为过程战略模型(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Mintzberg和 Waters(1982)整理。

图1 过程战略模型 

现实情境中充斥着无法分析和预测的偶然事件,

同时受限于有限理性,决策者对未来的预期也是模糊

的。这就决定在战略变革伊始就制定好明确变革方

案是荒谬的。综上,过程学派弥补了要素间因果关系

学派仅停留在经验和实际层面的局限性,它挖掘的是

战略动态形成机制。厘清该机制为企业家应对偶发

事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能够帮助管理实践者做出与

环境最适配的战略。

二、研究视角

学者们对战略变革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视角[5],
分别为确定性视角、能动性视角及整体性视角。确定

性视角认为战略变革由制度和环境压力等要素决定,
管理者主动决策对变革结果影响甚微;能动性视角认

为管理者可显著作用于战略决策过程;整体性视角辩

证融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环境要素及管理者决策共

同决定企业战略选择。
(一)确定性与能动性视角

持确定性视角的学者主张各约束要素导致企业

在变革中困难重重,决策者的主观意愿通常淹没其

中。早期制度理论是确定性视角的代表,Parson[6]认
为,迫使企业改变的力量来自外部环境施加给企业的

合法性压力。若企业难以与外部环境的制度规范、行
为准则、价值体系相协调,外部环境就会给企业施加

合法性压力迫使企业改变。
能动性视角更多聚焦管理者对战略变革进程的

影响作用。Child[7]在批判原有理论基础上,在组织理

论范畴中提出系统战略决策模型,首次将组织意识形

态引入作为评判环境要素的标准,将战略看作决策者

与环境互动的产物。高阶理论认为组织的高管团队

是战略决策的主体,他们根据自身特质进行决策,决
定组织战略形成,甚至可以说组织是高层管理者的反

映[8]。能动性视角的核心观点包括两个维度:在个体

层面决策者能够主动应对环境变化,员工亦能配合政

策执行,即企业内部主体主宰企业命运;在组织层面,

企业所处的环境本质是内部构建的,不仅具有客观现

实性,也具有人为的诠释性。

据本文的整理结果,采用能动性视角的研究近年

增量远超确定性视角。这说明对能动性视角的认可

度逐渐提高。这可能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各州

相继修改公司法,赋予经理人更多控制权和决策权;

同时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成为主流,激发了管理者

决策的积极性。中国管理者也愈发呈现出去政治化

的特征并向职业经理人转变,赋予了管理者发挥能动

作用的可行性。同时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就管

理者自身而言,更需要保持动态的战略认知能力,主动

调整组织战略形态。与确定性相比能动性视角更加符

合现实情境,另外,由于关注战略认知和决策行为,可以

引导研究深入到变革决策制定过程的各个环节。
(二)整体性视角

能动性视角在当前情境下有更强的解释力。经

过剖析后,本文发现,能动性视角淡化了现实情境对

企业发展的作用,虽将战略变革过程落地到微观层

面,但并未真正将战略决策嵌套在外部环境中。近20
年的企业史见证了诸多鲜活的例子,有些企业做到了

未雨绸缪,在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前预知机遇或风

险,率先在行业中变革;有些企业及时发觉组织战略

与当前情境失配,快速调整完成重生。不管是未雨绸

缪还是悬崖勒马,战略变革决策离不开对情境的感

知。Astley和VandeVen[9]融合两种对立的视角,主
张以整体性视角理解战略变革,认为环境因素及管理

者决策共同决定企业如何进行战略变革。在日益动

荡复杂的环境中,整体性视角能帮助人们打开战略变

革机制的黑箱。

三、整体性过程视角

在复杂的环境下,管理者难以预测未来环境并做

出长期准确的决策。特别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中小民

企更易受环境变动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国日趋公

平的制度环境及新兴技术的运用,提供了相比昔日更

多的超越机会,并赋予企业家发挥能动性的资源。因

此运用整体性视角分析战略变革现象、解决战略变革

问题更具价值。然而管理者持整体性视角并不意味

其能遍历战略变革全过程。也就是说整体性视角强

调管理者在某时间节点下考虑具体的情境因素,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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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动选择组织对情境最适配的反应。整体性视角

本身并不具备动态特征,可能会忽略组织活动参与者

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事实。而整体性视角的真正运用

却要求动态地观察变革的全过程,这既取决于当前情

境要素快速变动的事实,也受外部环境与管理者交互

作用带来的不确定导致可预测度降低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整体性过程视角,该视角首先解

决了确定性视角与能动性视角解释力薄弱的问题,同
时弥补了因果学派仅关注经验和实践的局限。更重

要的是整体性过程视角强调深入观察战略变革的全

过程,赋予更明显的动态属性。整体性过程视角能够

在理论对话基础上找到一个探究变革机制、打开战略

变革黑箱的工具。那么整体性的过程视角究竟是什

么,具有哪些特征? 本文以持续变革理论与基于阴阳

哲学的悖论理论为探索整体性过程视角,提供两条可

行路径。
(一)持续变革理论

战略变革常被模型化为一个间断均衡的过程,其
中长期变动被短期剧变中断。Sabherwal等[10]运用

间断均衡模型探究能源企业在变革战略信息系统时

的过程机制。间断均衡理论赋予管理学者和实践者

们动态、系统地视角。但混沌环境中一些战略管理学

者发现,大量企业并不靠少数剧烈变革来获取竞争优

势,而是通过持续变革进行竞争。变革并不是间断均

衡模型描述的罕见偶然现象,而是竞争的惯性动作,

正是持续变革能力构成了核心竞争力。

Brown和Eisenhardt[11]推测持续变革成功实施

的前置要素就是半结构化组织与及时链接。半结构

化体现出整体性特征:一方面半结构化组织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组织惯例的顽固和僵化,赋予管理者响应环

境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半结构化并不意味少结构化,

适当的结构化赋予组织捕捉和及时响应环境变动的

能力。及时链接体现了过程性特征,是指兼顾过去、现
在和未来时段上的组织实践,并使得组织自然地在不

同阶段之间过渡。持续变革理论连接了整体性与过程

视角,提供了一种能够应用于动荡环境中诠释战略变

革的整体性过程视角,更加真实地描述企业竞争行为。

1 丰田汽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强调持续改善。

(二)基于阴阳的悖论理论

悖论通常由持续存在的矛盾又关联的元素构成,

如利用—探索悖论,绩效—学习悖论等。传统的权变

视角是在特定情境中选取某种管理方式,本质上是非

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这会使组织活动参与者间形成竞

争性组织目标和关系,进而导致能力陷阱和资源困

境。而悖论视角是寻求矛盾因素间整体协同效应,如
基于Kaizen1,丰田公司在已有知识资源上探索新知

识,依此挖掘持续价值来解决利用—探索的矛盾;处理

绩效—学习矛盾时,悖论视角又通过建立关联性认知

客体分享共同组织目标,从而让组织活动参与者在共

同目标指引下自发解决问题。权变视角等中层理论通

常存在理论边界,其理论意义会被限定于特定情境甚

至是研究方法。因果学派、确定性和能动性视角随环

境变化解释力日渐衰减,而悖论视角能更好地解读同

一现象的不同理论侧面,提高理论解释力[12]。

经典悖论视角下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接受悖论,即
认可对立元素存在的合法性,接受悖论元素对立将带

来恶性循环的假设。组织需要避免悖论元素对抗引

发行动者的焦虑和抵抗。与经典悖论视角类似,整体

性视角主张管理者应尽可能避免与外部环境对立和

错配。中国传统阴阳观则强调以二元思维辩证看待

悖论,这是一种整体性过程视角。它首先承认对立元

素间冲突,同时又认为矛盾元素间存在相互演化的关

系。Li[13]认为,对立因素的协同和冲突皆为内生,彼
此相互依赖。王凤彬等[14]融合了传统阴阳学说,通过

研究中所涌现的化与制两类三元循环,揭示组织变革

内生演化的动力来源和过程机理。同时她的研究成果

将变革客体推向前台,使观察战略变革黑箱过程更为

可视化。

四、讨论及启示

(一)理论对话

要素间因果学派旨在给出公司行为、外部环境及

绩效间的因果链,目的是帮助企业选择在何时做什

么。因果学派产生时间早、缘起情境稳定,该领域学者

基于“可预测”假设提出众多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

在当时具备解释力,然而现今技术快速迭代、市场需求

升级,因果学派的基本假设已难适用。相反,过程学派

承认组织预测能力有限,强调对偶发事件的快速响应。

理论层面看因果学派聚焦经验和实践,过程学派则研

究机制性问题,受特定情境和方法的限制小。

整体性视角整合了确定性和能动性视角,同时强

调环境和企业自身的作用。此外,整体性视角还是一

种看待悖论元素的方式。组织存在多对悖论元素,例
如探索与利用、变革与维持稳定等,这些悖论元素割

裂来看都是逻辑自洽的,然而同时存在时却常是冲突

或是互斥的。现今复杂营商环境中这些悖论元素愈

加突出,悖论元素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如环

境动荡降低预测程度,使管理者在追逐短期利润与长

期利润间左右摇摆;有限资源让组织在基于现有技术

扩大产能与投入资源开发新技术间难以取舍。西方

管理范式下的整体性视角通常以接受悖论的方式解

决矛盾,承认悖论元素对立产生的危害性,认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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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通过构建关联性组织目标和关系来避免悖论元

素间的对抗张力。而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过

程视角,是以超越悖论的方式来看待矛盾,认为矛盾

元素间是阴阳相克、相互依赖的关系。
(二)实践启示

本文提出的整体性过程视角有着重要的实践启

示。在新技术时代来临之时,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

与克莱斯勒仍死抓运动型多功能车不放,受制于工会

并拒绝承认环境的变化。对消费市场认知的滞后、臃
肿的组织结构以及对环境的错误评测,使这些汽车巨

头在新风浪中迷失了方向。反观丰田汽车公司,正以

一种整体性过程视角响应情境的变动。丰田很早就

意识到,全球汽车市场需求的转变与各国环保政策趋

严,要求他们向电动化方面变革,选择向更擅长的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方向发展。同时,丰田也以一种超

越悖论的方式(Kaizen)来主导战略变革的进行,在

Kaizen实施中,管理者与一线员工分享共同目标,以
融洽的关联性关系进行社会互动,管理者的绩效导向

与员工学习新知识的意愿耦合。互联网行业中,腾讯

以超越悖论的方式在价值链上整合各利益相关者,走
上了“积极消化吸收”的良性循环道路[15]。

通讯作者:陈传明,E-mail:ccming@nju.edu.cn。

五、结 论

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受益于欧美工业化及上世纪

80~90年代美日竞争提供的素材。当前中国崛起与

欧美工业化截然不同,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日本

崛起引发的反思有着不同的意义。SMR创刊号中的

《重估战略管理的基本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崛

起造成全球规则的分歧,但这种分歧不同于冷战时期

隔离式对抗,体现为同一系统中不兼容子系统的互

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想取得竞争优势

需以新方式进行战略变革。本文对中西方战略管理领

域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不同学派与各种理论视角的局

限性。然后提出了整体性过程视角,并认为该视角对

我国企业战略变革有更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最后,

本文为探索整体性过程视角总结出持续变革理论及基

于阴阳观的悖论理论两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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