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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荩咱紧接 A1暂
于浙大召开的“全球化制造与中国”国际会议，
他要求再去吉利汽车看一看。彼时，
吉利汽车已
经成功收购了沃尔沃、
英国锰铜、
澳大利亚 DSI
公司，
一时名声大噪，
这中间正好是一个十年。
从宁波工厂回来后，藤本隆宏对吴晓波
说，
“太不一样了，
你们中国企业学习太快了！”
“吉利用实力彻底改变了藤本隆宏的观
念。他佩服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但认为中国
企业在学习中创新的规律，需要被更好地提炼
和总结。”
吴晓波说，
“而我做的工作就是总结
提炼我们中国企业从快速追赶到超越追赶的
这种规律，又或者说，
解读成功追赶背后‘之所
以然’ 。”
那么，
吴晓波的“二次创新”理论究竟是怎
么形成的呢？让我们跟着吴晓波回到 1989 年。
当时，吴晓波博士生正在杭州齿轮箱厂、
杭州制氧机厂这两家工厂进行蹲点调研。在各
约三个月的调研里，
他每天跟着工人一起上下
班。正是在这两家工厂的创新实践中，
吴晓波
触到了“二次创新”
理论的雏形。
当时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企业
创新就是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再创新，而这与
吴晓波的观察相悖。吴晓波敏锐地发现，
在把国
外技术引进来的第一个阶段，中国企业并非只
是埋头于消化吸收，而是从一开始就进行大量
的创新了，
尽管这些创新显得并不那么起眼。例
如杭氧从德国林德公司引进整套技术后，工人
们在学习新原理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
零部件和流程改进，
也就是工艺创新。
结合前人研究及工厂调研，吴晓波有了另
一个发现，
企业的组织学习模式是沿着产品及
技术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化而动态变化
的，而最关键的是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更新阶段
所呈现的“混沌”
。当时，杭氧已引进并习得了
第五代技术，正在努力迈上第六代技术，那么
代与代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再引进还是自主
创新？在这个范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非常
多的混沌的现象和非线性的变化。这就是越过
“追赶陷阱”的关键
“机会窗口期”。
这时，
中国企业是怎么做的呢？杭氧的台
账清晰地记录了企业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
在引进技术之后，
杭氧调集来自于不同部门的
成员，成立攻关小组，并不满足于被动的消化
吸收，而是更多地以我为主地突破技术瓶颈。
以吴晓波作典型调研的两个企业为例，他
们都通过对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赢得了后
发优势，
并成功越过了“范式转变”
期的追赶陷
阱，最终实现后来居上。随着研究企业的数量
增多，吴晓波
“二次创新”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
的验证和完善。他认为，
正是中国企业的“二次

创新”
，
帮助企业赢得了后发优势。
传统西方创新理论聚焦一个生命周期内
的变化，
先是产品创新，
接着是工艺创新，然后
面临衰落。然而，吴晓波发现，
中国企业实现快
速追赶并超越的关键是抓住从一个周期更新
到下一个周期的
“机会窗口”
。中国的领先企业
在越过周期间的混沌期时，形成了很多特色做
法。基于对中国企业特色实践的总结，吴晓波
引申出了很多对管理理论和方法有贡献的新
观点、
新规则，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整套“二次
创新”
理论。
作为一众企业的战略顾问，吴晓波得以把
自己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的实践中去，
使这些企
业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更好地发展，这当中不
乏今日鼎鼎大名者如吉利汽车、海康威视、西
子联合、亨通集团等等，这些企业共同叙述了
中国企业“二次创新”的故事：
那就是在引进国
外技术之初即快速推进“二次创新”，
上台阶后
以我为主开展“后二次创新”
，再上台阶突破原
有技术范式的局限抓住下一个创新范式，实现
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的后来居上。
在吴晓波打磨“二次创新”
理论，与中国企
业共同成长的这些经历里，他与华为结缘二十
多年的故事不得不说。
1998 年，刚从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归来的
吴晓波受华为邀请，前去讲了人力资源与创新
管理的课程，双方就此结识。吴晓波回忆道，那
时华为尚处于起步阶段，内部的技术能力、管
理体系尚且落后。但是，
“这个时候它像海绵一
样，拼命在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及资源。”
后来，
他还专程赴华为讲授了“二次创新”
管理体系，在院长任内还去做过华为大学的
“引导员”。华为大学是华为培养干部的黄埔军
校，非常特别的是去学习的干部都得自己交学
费，还得扣误工费，华为借此把干部的被动学
习变为主动学习。在做“引导员”
的两天里，吴
晓波对学员进行点评、
引导，与之讨论。短短两
天的华为大学引导员经历，让吴晓波触动很
大，
“在这个过程里，
我看到一流的企业到底是
怎样奋斗出来的。”
基于相似的价值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
华为特训营合作筹建了浙江大学睿华创新管
理研究所，吴晓波本人及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
顾问田涛担任联席所长。
新诞生的研究所由吴晓波命名，
名字叫
“睿
华”
。
“睿是睿智，
华是华为、
中华。它蕴含了我们
的希望，
研究和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华企业。”
五
年下来，睿华秉承着华为和浙大管院共同的价
值观，
聚集志同道合者，
脚踏实地做研究，在一
年四次的“睿华管理四季论坛”
中与许多“成长
型企业”领导们和众多华为前任高管们坐而论
道，
分享华为之道，
共同探讨企业成长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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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的交道打下来，华为成了吴晓波 众和企业家的行为来改变自己和社会，最终有
近期研究的重心之一。他向笔者总结道，华为 效分享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的。
的成功遵循的正是“二次创新”理论所描述的
这本书打动了吴晓波，他直言：
“看了这本
成功之路。在“二次创新”
中实现快速追赶的华 书，我认为，国家要发展，光靠埋头苦干的理
为并不甘于享受既得的后发优势，而是选择了 工、工程、技术还不够，
还要学习管理的知识。”
通过“后二次创新”再往上升级，进而越过范式
出生于困难时期的吴晓波，
亲历了中国社
转变期以及混沌期，进入“无人区”
。在这个阶 会的巨大变革。在国际交流中，他常常跟老外
段，吴晓波引入了任正非的“灰度管理”一词。 这样讲，
“我为自己能够加入到中国社会巨变
他指出，在越过范式转变期、
混沌期的时候，适 的洪流而感到骄傲。”
时摆脱“非黑即白”的西方传统管理理论的束
作为早期经过严格筛选而公费留学的学
缚，
实行“灰度管理”
是一种创举。
者，吴晓波面临过一个典型的去留问题。同时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把握事物将呈 期的很多人留在了国外，而吴晓波是个例外。
现的动态性和非线性规律是极其重要的。我干 “我是坚定地回来的。”他轻声说，
“我认为，中
的正是不断研究规律、传播规律，然后把它带 国还是要靠中国人去改造，
去提升。”
给更多的企业的工作。”吴晓波如是阐述他学
吴晓波注意到，
很多留在海外的人成了一
者的使命。
个旁观者。更有甚者，一些人在发达社会里享
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吴晓波不仅研究成 受着各种高福祉，
却又反过来居高临下地埋怨
功的企业，更分析失败的企业。在这些失败的 中国的各种不是。“其实我也讨厌社会中许多
企业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一味被动的“消 不好的方面，
但总是想着如何尽力去改变。而
化吸收”使得它们不能越过技术范式的转变
那些在外面抱怨国内的人却没有想过发达国
期，而掉进追赶的陷阱！这正是对前文 SCI原
家今天的福祉是怎么得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
ENCE 之问的解答。
说：
“发达国家的福祉不是从天上掉馅饼掉下
吴晓波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很多失败的企 来的。社会的变革靠的是每一个国民的努力。
业，
就是因为仅仅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然后 我们作为受到国家培养而学有所成的人，得以
进行所谓的再创新。事实上，
由于技术发展，当 为国家的进步而尽一份努力，这才是值得骄傲
它进行再创新的时候，
往往是技术与市场均已 的事情。”
换成下一个范式了，
此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再
是时候了！这些年来，总有一个强烈的声
次重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恶性循环。他指 音在回荡，推动着吴晓波致力于树立全新的 C
出，唯有那些成功进行“二次创新”的企业，才 理论。他向笔者预告，今年秋季的睿华管理论
能够越过追赶的陷阱，进而向上跃升。
坛，将专门讨论 C 理论。
C 意味着什么？首先，C 代表中国，China，
它要叙述的是中国企业崛起之道。
银定义 C 理论
吴晓波认为，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有与之匹
这是一个在不同场合，反复讲述过多次的
配的管理理论的产生和推动。
当工业革命源起
故事，
再聊起来，
依然让人触动。
英国之时，
亚当
·
斯密塑造了
《国富论》
，
阐述了
80 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
国民财富的起源，
通过
“劳动分工理论”
指导了
学生，吴晓波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
英国的崛起；
在法国，
工程师出身的亨利
·法约
系，随后被分配到北京，成为国家林业部的助
尔，
通过
“十四项管理规则”
指引了法国企业的
理工程师，
可以说风头正劲而前途无限。他对
德国的崛起有马克斯·韦伯，他作为官僚
这段经历这样描述，
“哪怕在中央机关里处处 发展；
组织理论的创始人，
提出了官僚组织的六条基
得到重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不甘。我并不想
本原则；
在美国，
泰勒、
梅奥、马斯洛、西蒙等人
看着自己那么年轻就成为一个高高在上坐办
的理论，
引导美国成为一代霸主；
日本崛起，则
公室的人。提升能力的空间在哪里？”
“全面质量管理”、
“精益生产”
、丰田
这个时候，吴晓波遇到了一本书，改变了 有 Z 理论、
生产模式……凡此等等，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
他的职业生涯。
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的《来 法从底层影响了国家的工业文明进程，当今中
自竞争的繁荣》，
它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桔色 国之崛起，亟需揭示现代企业管理新规律的
的封面夺人眼球。其作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西 “之所以然”之著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起步于被国
德战后第一任经济部长，在书中讲述了德国怎
外封锁的环境下，整个过程波澜壮阔，遍布经
样从战后废墟里成长起来反超法国。
但结果令人欣喜。经过 70 年的奋斗，
吴晓波指出了这本书的基本意义——
—它 验教训，
描述了社会市场经济是如何在政府正确政策
已有一批中国的头部企业成功崛起为世界一
的指引下，激发民众创新创业的潜力，通过民 流的企业。

·华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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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9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的头
号大国，
那么中国企业崛起背后的管理理论是
什么呢？”
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缘起于中国的企
业管理理论的缺失让身为中国学者的吴晓波
感到汗颜，
“怎么会没有缘起于中国的管理理
论？中国企业的崛起既非完全依赖西方的理
论，也不是仅凭借中国的传统智慧，必然有其
背后的中国管理创新！”
吴晓波和他的团队要提炼一套“C 理论”
出来，试图用现代的科学语言去解释中国的变
革及中国企业的成长，这样才能够把中国变革
的好东西、好规律总结出来，分享并指引更多
的企业。
他介绍说，除了 China，C 理论中含有还有
许多 C 字母打头的关键词。比如，
他用 Catch
up and beyond 来描述追赶与超越追赶，用
compromising 来描述范式转变期的灰度；
又如，
他用 complementary 来阐述中国企业相互合作
互补的特性；而变化 change 是管理学的重要
内容。中国文化对变化的认知跟西方有很大的
不同，
中国文化对变化往往持有一种更为辩证
的观点，这又是个 C；像共创、共建、共享、共
赢，
是更多的 C。
研究常常是孤独的，
也永无止境。
三十年来，吴晓波沉下心来做研究，不断
发现、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科学理论。他说，自己
有一个坏毛病，做研究或者写文章的时候，要
有一点背景音。可以是安静的，
可以是热闹的，
音乐、
电影、电视都可以，
具体要看心情。
科研工作向吴晓波索取了大量的时间成
本，哪怕到今天，他还是得经常熬夜，甚至通
宵。有的时候时间流走，但未必转化成科研成
果。在这个过程里，他总是不断在模糊清晰、
模
糊清晰，于此过程里进行螺旋式上升。
“我从没想过不做研究，我感觉到总有一
种内心的动力在推动我往前走，因为总能看到
社会的发展，
看到新的事物、新的形态。新的问
题也会被提出来，那我们就不断去做研究。”
吴
晓波的声音平和，
语气平缓。
“如果不做学术，
你会做什么？”
笔者问他。
“哪一天我不做研究了，我就写小说吧。”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他说，在中国社会的大变
迁大变革中，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不寻常，
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与整个大社会的变
迁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变革中，
多少人跌宕起
伏。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之渺小，社会的变革又
如此之宏大，但是最为珍贵的却是世事流变中
的人性光辉。
社会巨变的洪流之中，人生百态的展现、
人性的光芒到底会是什么？这些也许会成为未
来的“小说家”吴晓波将要探究并示呈于世人
的另一类作品。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学一点儿朗诵
—《杭商半月谈》第四期成功举办
——
分享嘉宾人物名片

吴慧中 / 文 徐青青 李 靖 / 摄
8 月 8 日，
《杭商半月谈》系列活动第四期在湘
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商传媒演播厅成功举办。杭州
文广集团播音指导杨莅以
“学一点朗诵”为主题，与
30 位企业家及党政领导一起分享朗诵的乐趣。
分享开始后，
杨莅首先提出语言的重要性。她认
为语言是人类的第一能力，
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她
表示学习语言不能轻易放弃，
在交谈过程中要细心观
察他人的爱好，
要明白一强遮百丑，
一柔显真功的道
理。朗读的最大乐趣在于朗读者要站在作者灵魂的高
度与深度上感受、
表达感情，
用生活的感悟去朗读，
用
朗读去感悟生活。技巧可以训练，
感受无法替代。

接着，杨莅从朗诵要素、作品选择、内容理解、
情感传递及常见问题五方面着手，分享自己多年的
主持经验，
传递朗诵的魅力。
互动始终贯穿每一个环节，杨莅邀请企业家、
领导上台朗读作品，并分析、纠正他们在朗诵中存
在的问题。寓教于乐，杨莅呈现了一堂生动有趣的
朗诵课。她认为，选择朗诵作品的标准是耳熟能详
有共鸣，生活观念有感触，跌宕起伏有悬念，触动心
弦有情感，
风趣幽默有兴致。
此外，杨莅还在现场传授朗诵小技巧。第一，运
用暗示、微笑、定三秒的三步法克服胆怯，树立台

风；第二，通过练习口腔操、绕口令来训练基本功；
第三，学会“双人舞”，即眉飞色舞与手舞足蹈，增加
舞台肢体语言；第四，
用最接地气的语言、最打动人
心的故事引起观众共鸣，产生情感交流。
最后，杨莅提出作为一个朗诵者，首先要讲好
中国故事，做到自信、应变、修养、学识，注重形式创
新，要相信好声音是有色彩的。
杭州市政协办公厅主任郭初民，杭州文化广播
电视集团总编辑郑桂岚，杭商传媒社长兼总编辑马
晓才，杭州市萧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荣根，杭州
市萧山区民政局局长董茶仙，华语之声总编辑程雷
生，杭州崇文教育集团总校长俞国娣，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政府台办副主任徐建红，杭商传媒副社长李
洁，西苑餐饮集团董事长章金顺，中广股份董事长
胡强，杭州电视台主持人周莹，浙江省贵州商会会
长刘华钧，乾球科技董事长卢敬锋，浙江省民营科
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黄钟吕，杭州新浪潮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烈伟，杭州常桢美术馆创始人常
巧凤，杭州市萧山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叶子，
杭州市萧山区群文学会秘书长邵菲，浙江泰杉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一新，杭州融光影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晓东等承办单位负责人、企业家及领导
出席活动。
华语之声对该活动进行全程直播，杭商传媒将
于公众微信号平台播出实况录像。
《杭商半月谈》由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杭
商传媒、华语之声承办，
杭州湾智库协办。活动每隔
半个月举办一期，是党政界、媒体界、学术界、工商
界四界联动，更好地为杭州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的创新实践。

杨莅：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副总监、杭州
文广集团播音指导、
杭州市政协委员。从事电
视工作 20 多年，策划、编导、主持的节目获全
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中国电视新闻奖、五个一
工程奖、牡丹奖等几十个奖项，撰写的业务论
文获全国主持人金笔奖一等奖等奖项。被授
予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城市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中国“60 年 60 人”、全
国“到人民中去”优秀志愿者、G20 杭州峰会
浙江省先进个人、浙江省首届十佳广播电视
理论工作者、
省牡丹奖主持人一等奖，杭州市
首届十大文化人物、市文艺突出贡献奖、市新
闻人物奖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