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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源于手工作坊的工匠精神在每家“百年老店”

中的资本性越发凸显。但工匠精神在实践界处于幕前，

在学术界处于幕后。本文以八家传统制造型“百年老店”

为样本，遵循自然主义质性研究范式进行扎根研究，将

界面耦合学说作为元理论，与 K S AO s 的人力资本资源

学说和组织学习过程理论进行了对话。研究发现 ：第一，

以 K S AO s 图式的渐变为主线，工匠精神的资本化依次

经过内化、共享和惯例化三个桥接，在个体、群体和组

织三个层面分别存在着师徒制沿袭、群体迁移和惯例演

化三种组织学习的机制安排。第二，工匠精神由手工艺

人的 K S AO s 人力资本资源涌现为组织资本资源的过程，

是多断面、多层次的界面耦合过程。第三，工匠精神在

企业内的熔炼和升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地位不同，

两者交替推动其资本化进程。这些将贡献于组织资本资

源学说，并给实践界带来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  工匠精神 ；资本化 ；界面耦合 ；人力资本

资源学说 ；组织学习；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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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引言

目前，作为一种传统的草根文化，工匠精神及其

价值性和资本性正得到实践界和理论界的认可与确认。

从时间维度考察，在每家“百年老店”（T i m e - h o n o r e d 

S h o p，简称 T H S）的演变中，工匠精神正由手工艺人的

人力资本资源涌现和升华为组织资本资源，在文化资本

上的优势亦颇为明显。这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亦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学理问题。

第一，目前理论界对于工匠精神的诠释还比较发

散。①不过，工匠精神是知识、技能、能力和其他特征

（Knowledge，Skills，Abilit ies and Other Character ist ics，

简称 K SAO s）的集成和外显，[1-4] 正成为主流认知，但其

资本化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晰。第二，工匠精神是员工和

企业共同的思维图示和行事惯例，并由此而呈现推动价

值创造的内在动力源。②已有学者 [5-11] 从不同视角，运用

理论逻辑方法或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文化图示和组织惯

例，但对于 K S AO s 在图式生成及其向惯例演变中的意

义和逻辑鲜有提及，或处理含糊。理论界尚未在工匠精

神、K SAO s、图式和惯例间建立学理性关联。第三，员

工体内嵌入的 K S AO s 在企业中同时具备资本与资源属

性。[12] 对此，P l o y h a r t 等 [13,14] 围绕 K S AO s 建立了人力

资本资源从个体到集体（企业）的多层次涌现模型。这

是现阶段思想进步的典范，也昭示着人力资本资源研究

正从“盲人摸象”式的分块研究发展为“完整大象”的

全方位研究。

本文将工匠精神操作性地界定为：以个体的 KSAOs

资本资源为原始和依托，历经多断面、多层面的学习程

序，发展成为以组织共识、管理标准、核心能力和其

他特征（尤其是组织愿景和商业伦理追求）为构成要素

的组织文化图式或行事惯例。③本文以 T H S s 为样本继

续探索以下问题 ：（1）K S AO s 的系统性集成和外显是

否等效于工匠精神的资本化？（2）如果是，工匠精神、

K S AO s、图式和惯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即在时间维度

中，工匠精神是如何依托 K S AO s 由文化图示沉淀为组

织惯例的？是如何由个体的 KSAOs 人力资本资源熔炼为

组织资本资源的？如何在个体、群体和组织层次的多重

界面之间随时间进行自然地迁移？如果不是，就需要另

辟蹊径研究工匠精神的价值及其生成机理。（3）进而，

为什么组织内断面和层级的多重界面耦合有助于实现工

匠精神的熔炼与升级？或者更进一步，能不能建立构型

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机制：

一个基于八家 “百年老店” 的多层次构型解释*

○ 郭会斌  郑 展  单秋朵  梁子扬  杨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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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描述这些横向与纵向机制？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

揭示工匠精神资本化机制这一学理问题，贡献于组织资

本资源学说，并启发实践界保障实现这一战略性问题。

一、理论基础

1.KSAOs 的人力资本资源学说

从探究持续竞争优势来源视角，KSAOs、人力资本

资源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2 ,15]K S AO s 是“人”体

内嵌入的知识、技术、工作经验等可变信息，以及认知

能力、个性、价值观、偏好等稳定特征的总称。[16] 企业

的每一名员工，体内都至少嵌入了三种形态的人力资本

资源，即个体形态、群体形态与组织形态，[15] 而员工个

体所掌控的 K SAO s 是他们共同的原始态，[13] 并在 T HSs

的不同层次创造着价值。在组织层面，人力资本资源是

员工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结果。[16] 可以看出，既有文献

隐喻着 K S AO s 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工匠精神资

本化的支撑，也是 THSs 组织演变的主线。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天然支持工匠精神及其资本化

的解读。S c h u l t z 认为，[17] 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

体力价值的总和。贝克尔 [18] 进一步修正人力资本是个

体所拥有的知识、信息、教育、思想、技能、观念、精

神状态等多方面内容。后续学者以此为基础继续前行，

K S AO s 的人力资本资源、工匠精神等这些微观形态与

人力资本的交集越发明朗。

沙俐 [19] 和王焯 [20] 确认了 T H S s 中的文化资源已经

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文化资本是能够通过时间和代

际传递在社会场域中积累、转换和传承的资本形式，有

三种基本的外在形态，即以精神或身体持久“性情”形

式存在的具体化形态，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客观化形

态，以及以体制合法性存在的制度化形态。[21] 其中，第

一种指存储于人体内部的知识、技能、习惯和修养，[22]

这些恰恰是 K S AO s、工匠精神和文化图式的主要内容，

在 T H S s 中也具有再塑的可能 ；而第三种又是工匠精神

资本化的结果。

2. 组织学习过程理论

作为企业经营传统的“工匠精神”本身就是一个

蕴含着时间概念的动态传承和积淀过程，其中包含着

K S AO s 的结构性演进、文化与资本的功能性传递，以

及组织形态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

R e s i c k 等 [23] 将个体所嵌入的 K S AO s 分为认知型

和非认知型。P l o y h a r t 等 [24] 将群体中所嵌入的 K S AO s

分为成员共同拥有的相似性 K S AO s 和分别拥有的差

异性 K S AO s。在组织层面，C o f f 等、[25] C r o o k 等 [26] 对

KSAOs 进行了普适性和专属性划分。这些分层次的成果

为诠释 K S AO s 的集成与外显、熔炼与升级提供着微观

的路线图，也支持着解析工匠精神资本化的过程。

S c h u l t z、[17] 贝克尔 [18] 及其追随者提出，在职培训

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但该流派对微观价值生成

机制一直没有给出细致的阐释。对于跨层次的组织资本

资源形成，Ployhar t 等 [13] 进行了梳理并宣称，现在还没

有一个清晰的多层次理论来描述人力资本资源如何在多

个层次间创造和转换 ；他们还研究了个体差异性 KSAOs

向集体（企业）层次涌现的使能过程。尽管它存在着明

显不足，如微观的三个层次间尚缺少细致的交互与对话、

没有发现学习界面和桥接、相关前因变量的涌现过程机

制仍需要深入研究 [24] 等，但还是为诠释工匠精神的跨

层次学习、沉淀和演变提供了灵感。Crossan 等 [27] 立足

于战略性更新，系统地关注了组织学习过程的个体、团

队和组织的层次性转换机理，并建立了理论模型，该模

型对探究工匠精神的熔炼和升级仍具有启发意义，但忽

略了层次间的过渡和连接，即界面耦合。

企业是一种以文化为根隐喻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

是不断组织的过程。[20] 文化的坚持才是 T H S s 发展的根

本之道，但是仅有工匠精神的坚持尚不足以支撑 T H S s 

的现代转换和延绵。文化资本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并

且需要以具体化方式进行积累。[21] 该积累体现的是代际

资本的传递方式，是文化资本的持有者通过自身的实践

活动使其原有资本增值的过程。[22] 对于 T H S s 的工匠精

神而言，其传承已经超越于布迪厄所定义的早期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两种方式，[21] 其实质是广泛而深刻的商业

学习，而这需要在 T H S s 的运行环境和实践中进行另类

解读。

3. 界面耦合学说

近来，引自物理学的“界面”已经成为分析组织运

行的新的基本单元。较早期的界面问题研究关注企业中

横向的职能分工，[28] 以化解部门间所存在的信息隔阂、

交流不畅等障碍，通过互动行为使得各职能的“势能”

最低，[29] 克里斯坦森等 [30] 对此进行了阶段性提炼 ：界

面可能存在于一个产品中，也可能存在于增值链的两个

环节之间。这一论断推动着一种新的理论建构逻辑的形

成和发展。T i r u 等 [31] 进一步提出了颇有建树的思想 ：

界面是重叠在两种活动相互影响或共享之间的界限，不

同领域之间的边界需要协调、沟通和结构调整，它们共

同存在。Ve r b e k e r 等 [32] 宣称，成熟期企业存在着官僚

制的多重界面障碍。显然，理论界对界面的关注已经由

横向的职能、环节或断面扩展为兼有纵向层级的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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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案例基本信息与典型运营特征

案例
编号

字号（或
商标）

创业
年度

母公司
所在国
家

主要
产品

所在
行业

员工
数量

（千人）

市场业绩（百万美元）
典型运营特征或结果

销售收入 净利润

1 杏花村 561-564 中国 清香型白酒
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

约 30.0 约 2250.0 78.0
自 1915 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以来，恪守传人制度，经典、
精致的酿酒工艺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北方白酒制造业的龙头

2 耀华 1922 中国 玻璃及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超 7.1 约 160.0 连年亏损

远东地区第一家采用机器连续制造玻璃的企业；中国玻璃工业
的摇篮，引领技术进步；质量管理的典范

3 西门子 1847 德国
电器、医用

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
约 370.0 97400.0 6700.0

全球同类企业的楷模，德国工业的骄傲，是科技领先和卓越质
量的象征

4 宝马 1916 德国 汽车 汽车制造业 约 120.0 106600.0 7700.0
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以操控性和安全性荣膺全球声誉最高
的企业；风采依旧；行业巨头

5 吉列 1901 美国
剃须刀、刀

片
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约 30.0 约 6500.0 约 1000.0 全球保险剃刀业的“百年霸主”，以安全、舒适和干净成为首选

6 箭牌 1862 美国 口香糖 食品制造业 约 8.0 超 4000.0 超 900.0
全球糖果业领导者；百年一日的质量承诺和一脉相承的创新精
神，以及贯穿始终的正直为本的经营之道

7 欧米茄 1848 瑞士 手表
仪器仪表制造

业
约 20.0

约 220.0
（2014）

约 4.7（2014）
腕表业的先锋；家族传承，精工制作，满载盛誉；外形因时代
而变化

8 诺基亚 1865 芬兰 通信设备
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约 128.0 16900.0 4200.0
开创智能手机之先河；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移动终端时代，
创新无力，导致百年江山易主，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

注 ：所在行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进行归类 ；除特别注明外，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为 2015 财年的数据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按 6.2:1 计算

也推动界面耦合学说在管理学科援引的合法性，尝试

进行深度的组织行为理论建构。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至今分散在不同领域、流派的既有文献尚不足以支

持工匠精神资本化研究假设的建立和数据调研的展开，

即进行定量实证研究的基础匮乏。另外，在界定工匠精

神操作性概念基础上，本文拟探究工匠精神、K S AO s、

图式和惯例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这属于“怎么样”问题

的范畴 ；进而研究工匠精神在不同断面、不同层面的熔

炼与升级程序，解释多断面、多层次的界面耦合助推商

业价值得以创造的机理，这属于“为什么”问题的范畴。

而质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识别现实生活中社会现象的基本

特征，[33] 较适合回答这两类问题。此外，本文还需要厘

清工匠精神资本化这一构念，它属于“是什么”的问题，

也是接下来开展研究的基础。

在质性研究范式中，自然主义方法论强调对商业事

实和意义解释获得“真实”与“可信”的了解。[34] 而扎

根理论方法运用理论本身来呈现研究对象内部复杂的互

动机制和逻辑，以把握其复杂性和特殊的实践关系。[35]

自 1967 年以来，扎根理论方法已经形成了三个既有联

系又相互竞争的版本。其中，科宾等 [36] 的三阶段分析

法因长于机制的解释，更适合结构模型的构建引起了我

们的兴趣和借鉴。

2. 研究样本

本研究属于现象驱动型研究，样本选择至关重要。[37]

此外，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机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贯穿

且作用于 T H S s 发展的进程中，选择多案例有助于把握

动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对多样性的经验世界形

成深刻理解或洞见，也能够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准确。

尤为重要的是，自然主义的质性研究强调“立意抽

样”，关注样本中原始数据的质量和丰富程度，且兼顾

案例的典型性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依下列程序落实该

原则 ：（1）考虑到各类工匠对制造型企业发展的支柱作

用相比服务型企业更为突出，本研究从国家地域、产品

与行业、员工数量和市场业绩等四维度选择，重点关注

极端或异常的案例。（2）工匠精神意味着传承与积淀，

显然需要经营历史的长度，需要进行关键案例抽样和最

大变异抽样，重点考察工匠精神在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

的资本性彰显程度。（3）紧密围绕研究缺口及案例的工

匠精神及其资本化特征与表征，抽样拟调研的“杏花村”

（案例 1）和“耀华”（案例 2）两家企业，落实和印证研

究设计，形成初步评价并勾勒证据链。（4）以案例饱和

与数据饱和达到类属饱和与理论饱和，采用滚雪球抽样

方式，增加数据的覆盖度，并力求在经营业绩方面形成

“两极模式”。综上，本文选定了八家世界级知名制造型

T H S s，它们均支持了对工匠精神的界定，并呈现四个特

征，这有助于实现多案例研究的“复制逻辑”[38] 和“模

式匹配”。案例的基本信息见表 1。

3. 数据收集

研究的数据来源及初步整理结果见表 2。整体上看，

对于每家 T H S s，研究分六个阶段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初

步整理 ：（1）通过网络媒体广泛搜集各家 T H S 的二手

数据，检索工匠精神的关键词，梳理企业的发展脉络并

提炼其典型特征。（2）以既有文献为背景或线索，丰富、

筛选和确认关键词，围绕工匠精神的特征及其资本化，

编写了包含 20 个语句的开放性访谈提纲，一部分围绕

工匠精神编写类似“你如何理解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对企 业 的 价 值 在 哪里” 等相 对 宽 泛 的 10 个 语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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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据来源及初步整理

资料来源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案例5 案例6 案例7 案例8

杏花村 耀华 西门子 宝马 吉列 箭牌 欧米茄 诺基亚

一手
资料

实地参观、访谈或调查等

时间 2015.7 2016.7 2016.4 2016.8 2016.6 2016.7 2016.5 2016.7
受访者（人） 2 2 3 4 3 5 2 1
总时长（小时） 2.5 3.0 2.5 3.5 1.5 3.0 1.5 1.0
文档字数（千字） 14.2 7.4 2.3 3.4 2.9 3.9 4.6 5.8

对利益相关者（如销售商、
顾客）的访谈、调查等

时间 2015.7 2016.7 2016.4 2016.8 2016.7 2016.8 2016.5 2016.7
受访者（人） 4 3 2 4 5 7 2 6
总时长（小时） 4.0 3.0 1.5 3.0 5.0 4.0 2.0 1.0
文档字数（千字） 20.7 5.4 1.9 2.8 3.2 2.8 3.4 4.6

二手
资料

网络媒体（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千字） 8.1 6.1 5.8 7.3 6.2 4.3 7.2 8.2
新华网、经济日报、21 世纪经济报道、汤森路透网等，以
及音视频等文字整理（千字）

12 4 14 10 2 2 3 4

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等（千字） 9.0 2.6 11.0 8.3 3.9 2.8 2.7 3.8
条目（个） 29 25 34 33 30 35 34 36
场景（个） 27

注 ：对于所选的国外案例企业，一手数据的获得由作者在石家庄的相关分支机构或销售网点进行 ；字数仅为与该文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

另一部分围绕工匠精神的资本化，编写类似“公司内师

徒制的特色是什么”、“如何对工匠精神进行了推广”等

相对聚焦的 10 个语句。（3）分别赴 THSs 或其分支结构、

营业网点对管理者或员工，以及销售商或顾客进行不同

时段的参观、访谈，随后进行记录和相互核对。（4）对

所收集的一二手资料进行三角验证，剔除重复或事理性

较差的资料。（5）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遇到含糊、矛盾性

数据时，通过电话进行澄清和确认，以确保数据的可靠

性，最后为每家企业建立案例库。（6）如果在扎根分析

过程中发现数据不饱和，就再次检索二手数据或通过电

话方式获得一手数据，以此来丰富案例库、更新场景。

4. 数据编撰与分析

扎根理论建构特别强调数据分析的中心地位。[39] 本

研究运用交互式研究策略进行数据分析，以清晰和完整

地展示证据链。相关分析流程见图 1，代表性数据的编

码过程见表 3。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如下环节：

（1）进行案例内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意义赋予

和意义建构。保持一颗“无知的心灵”，对各家 T H S 的

案例库数据依据所检索的关键词进行预处理、贴标签，

共得到 256 个条目，并提取所对应的关键词作为初始概

念，如表 3 所示。

（2）清晰数据分析单元，凸显研究情境。关注工

匠精神的特征及其资本化的显著表征且具有相对完整

意义的情境，以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为工具，进行跨

案例分析和匹配分析，进一步提炼和编写鲜活的关键

事件，并以此作为描述性的经验场景，共计 27 个。它

们是下一步进行归纳分析的数据单元，如表 3 所示。

（3）同步进行数据和理论的持续比较与多重迭代，

实现事理和学理的对接。正如图 2 所示，经过构建和不

断重复这一证据链，依次对 27 个场景进行三阶段编码

和认知建构，对所涌现的概念和范畴进行丰富、厘清、

校验或剔除，明确它们的属性和边界，以提高其解释力、

数据与理论的弥合度，共获得 27 个一阶概念、9 个二阶

范畴和 3 个主范畴。它们是对工匠精神四个特征的解读，

也印证了工匠精神界定的可操作性，见表 3 和表 4。

·
·

·
·

·
·
·

·
·
·
·

·
··

（4）使用图表分析法，开发故事线，进行分析性理

论建构。在 3 个主范畴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范畴使其具

有更细微、更完备的特征，且能够统领其他范畴，即核

心范畴。显然，工匠精神资本化这一构念是核心范畴。

表 4 中的概念、范畴凸显了一条明朗的故事线 ：工

匠精神经由各类和各级工匠内化于心，以及师徒间界面

的交互形成了个体经验性的 K S AO s 图式、工匠精神的

图示集合 ；由此促进在员工间、职能部门间及高层管理

者团队内部的传播，形成群体性的 K S AO s 图式 ；随后，

经由合法化和显性化步骤，组织性的 K S AO s 系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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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代表性数据、跨案例比较过程及编码举例

构念 关键词 个案数据（条目）
比较及结果 编码程序和结果

初始概念 场景
一阶
概念

二阶
范畴

工匠精神

手工业、造物、技
师、创造性、尚巧、
求妙、尚美、理性、
精湛、极致、领先、
唯实笃行、渐进性
改良、职业忠诚、
零缺陷、专注、细
致、耐心、果敢、
诚信、友善、奉献、
敬业

我们汾酒精神：诚为本、酿为乐、创为魂（条目 1-2） 匠人、传承、诚信、创造性

--- ---
---

优良的产品性能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精湛的技术水平是我们的保证（条目
2-4）

精湛、优良、奉献、专注

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
产品，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条目 3-3）

精湛、奉献、敬业、精益求精

设计、动力与科技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条目 4-5） 造物、领先

我们的企业是精工性的传承，公司注重科研投资，力争产品和工艺技术能
取得专利突破（条目 5-2）

精工、唯实笃行

正直为本、质量至上、创新不止，这就是箭牌之道（条目 6-1） 质量、尚巧、创新

拒绝批量生产，秉承手工制作（条目 7-4） 匠人、专注、卓越、传承

好的品牌是由好的产品来成就的，而好的产品需要细致入微的工匠精神、
需要引领时代之先的创意，还需要一点运气（条目 8-6）

创新、领先

--- --- --- ---

内化

干中学、练活儿、
口传心授、师道、
出师、诀窍、经验、
技能、技巧、灵感、
技艺知识、智慧、
尊师重教

所谓的“匠”，不仅是把工作当作赚钱的工具，干这一行需要有耐性，多一
些专注持久，少一些急功近利（条目 1-5）

价值观、行为 处于模糊、经
验状态的、本
真 的 价 值 追
求，集中表现
为个体在工作
中 价 值 观 的
秉持、技能的
掌握、职业行
为的坚持和岗
位知识的占有

（场景 3）

个体性
KSAOs 图式

体悟

务实、高效、创新、诚信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条目 2-2） 价值观、技能、行为和知识

我们德国人的理念，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条目 3-7） 价值观、行为

每家 4S 店在扩散着“高档品牌”的理念，从销售人员的言谈话语到工程师
的维修技能都与众不同，凸显“独尊”（条目 4-12）

价值观、技能、行为和知识

在工匠们的眼里，只有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制造的一丝不苟、对完美的
孜孜追求（条目 5-13）

价值观、行为

箭牌之路没有尽头，终生学习，不断提高（条目 6-10） 价值观、行为

所谓的商业之美，就本质而言，是人们对自然与物质的一种敬畏，并在这
一敬畏之上，以自己的匠心为供奉，投注一生（条目 7-10）

价值观、行为

科技以人为本是我们的信条（条目 8-4） 价值观、技能、行为和知识

--- --- --- ---

共享

迁移、心领神会、
传人制度、规范、
恭勤养德、职业伦
理

以“清香三品、科学规范”为目标的汾酒企业文化中的行为文化就是企业文
化能影响人、激励人，进而塑造人的“化人”行为达到“人化”（条目 1-18）

共同价值、积极分享

由传人制度而
衍生的工匠精
神 传 承 和 传
播，在群体间、
部门内进行共
享，成为共有
价值观（场景
18）

群体性
KSAOs 图式

扩散

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始终灌输着、
落实着独到和专精（条目 2-16）

共同价值

致力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负责任的行为、“勇担责任”方面的原则，堪称我
们制定业务决策的指南针（条目 3-10）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对质量的信仰是永恒的信仰，久久为功（条目 4-19）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把一种热爱工作的精神代代相传（条目 5-11）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我们成功的基石是一个信奉员工的能量、而员工能够拥抱共同价值观的高
绩效组织（条目 6-14）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卓越传统，完美延续（条目 7-16）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高效的全球化运营、领先的核心技术、远见卓识以及统一的价值观是我们
成为业界领先者的重要保证（条目 8-15）

共同价值、职业伦理

--- --- --- ---

惯例化

以技治业、技术标
准、转化、专利、
文化模式、推陈出
新、业内形象、伦
理关系、行会

我有故事，还有酒，时间在走；纯手工的背后是，技术在创新，传承清香的
步伐（条目 1-28）

商业基因、合法化

企业在延续过
程中，所积淀
的通识和一般
性做事程序和
模式，它将历
经时间的检验

（场景 24）

组织惯性 反思

我们的经营哲学是：技术领先，独占鳌头（条目 2-22） 商业基因

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①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②高科技产
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的最大化（条目 3-21）

商业基因、合法化

不盲目求快，不浮不殆；宝马就等于形象、动力和性能（条目 4-24） 商业基因、合法化

用最优质的钢材做最灵巧的须刀（条目 5-26） 商业基因

我们积极追求和倡导在业务执行、研发创新、品牌建设、产品品质、全球
分销和销售理货方面力创卓越（条目 6-29）

合法化

看似完美，但每年我们都在进步，创新制表工艺是欧米茄历史传承的基石
（条目 7-23）

商业基因、合法化

创新无力，组织畏惧（条目 8-27） 商业基因

--- --- --- ---

演化为惯例，完成杠杆化程序，工匠精神得以熔炼，为

升级奠定基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匠精神的资本化

机制得以实现。因此，工匠精神的资本化过程实质上是

组织学习所涉及界面的多重耦合过程。

（5）可视化结果，将范畴间的关系用逻辑图呈现。

图 2 首先是多层次模型，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

上进行不同的组织学习机制安排。其次还显示了个体的

工匠精神如何以及为什么，经由熔炼和升级创造了与低

层次来源相区别的、组织层次的资本化工匠精神。此即

涌现使能过程。[40]

图 2 还揭示了熔炼（见图中的实线）与升级（见图

中的虚线）在 T H S s 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地位不同，两

者间的张力在交替助推着工匠精神的资本化进程。从商

业史角度考察，工匠精神的熔炼是自然发生的，明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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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升级 ；升级是在熔炼后的反馈中逐渐实现的，且常常

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如相关的技术进步、原材料选

择等，即先熔炼，后升级。

表4  编码过程与结果
核心
范畴

层级与
主范畴

二阶
范畴

一阶概念 初始概念

工匠精
神的资
本化

个体 内化

体悟

自我指导
职 业 选 择、 态 度、 认 知 型
KSAOs 

经验总结 筛选、非认知型 KSAOs
个体性 KSAOs 图式 价值观、技能、行为和知识

承诺

认知价值 反省、抽象

图式分析 知识惯性、认知建构

角色内行为 责任、担当、力行

建构

经验简化 纲要、摘要、程式

经验编码 结构化、具体化、气氛

工匠精神的图式组合 职业锚定、职业伦理

群体 共享

识别

质疑图示组合
差异性 KSAOs、确认冲突、评
估分歧

价值评估 增值性、适应性

迁移 自我观念、社会化

调适

成员定向
方向感、学习承诺、角色内行
为

改变自我 开放心智、群体导向

平滑 分享愿景、群体内转移 KSAOs

扩散

跨界行为
周 边 绩 效、 外 溢、 相 似 性
KSAOs

群体学习 经验分享、角色外行为

群体性 KSAOs 图式 共同价值、积极分享

组织 惯例化

沉淀

选择性图示 组织愿景、资源流量

显性学习
普适性 KSAOs、丰富共识、补
充共识

商业习惯 常态化、机制化

反思

组织性 KSAOs 系统 遗传物质、精神传承

解压缩 解释、宣贯

组织惯性 商业基因、决策习惯

杠杆
化

合法化 商业伦理、职业规范

显性化 流程标准、技术标准

资本化 核心资源、动态能力

5. 保证研究质量

在自然主义方法论体系中，欧兰德森等 [41] 聚焦可

信度和真实性，提出了提高研究质量的策略组合，这一

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5  研究的质量维度及其保证策略

维度 所采用的策略
策略的阶段性

（一或二级标题）

可
信
度

可信性

三角验证：从 5 种来源，用 2 种方法
获得资料，相互核对、剔除，直至一
致

数据收集

成员核对：访谈过程中或结束后，相
互核对；进行内容分析相互同意度和
分析者信度计算和对比

数据编撰与分析

同侪报告：邀请同事、业内人士等进
行相互启发

引言、研究方法、研究发现、
理论贡献与理论边界、实践启
示、研究局限与未来建议

可转移性
深描：引用受访人员的原话 数据编撰与分析、研究发现

立意抽样：实现案例饱和最大变异
抽样，以揭示多角度的商业事实

研究样本

可靠性 审计跟踪：对素材、条目和场景进行
多次验证，将编码结果向受访者反馈

数据编撰与分析

可确认性 全过程

真实
性

公平性
作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公平而平等地
参与

全过程

三、研究发现

1. 工匠精神资本化的构念

在八家 T H S s 的演变中，无论是创业伊始走街串巷

或练摊儿的手工艺人，还是成长中前店后场、作坊中的

各类匠人，亦或成熟的现代制造企业中的一线操作工人、

技师、工程师、设计师等新工匠，他们所嵌入的 KSAOs

人力资本资源以及他们所珍存与传承的工匠精神，已经

衍生为企业的共有伦理操守、准则和优势资源。这是对

工匠精神进行操作性界定的事理基础。资本是一种以同

一或扩大的方式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文化资本泛

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22] 精

神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因而工匠精神具有了资本的核心

特征，以 K S AO s 人力资本资源为核心和以 K S AO s 图示

渐变为主线的工匠精神资本化解读也有了学理基础。

企业内部存在分别以员工个体、群体（或部门）与

组织为管理对象的个体层、群体层与组织层。[25]“在汾

酒的演变中，从创业伊始的老酒师到今天的一线工人和

所有的酿酒师、品酒师、勾兑师等各岗位技术人员，无

不恪守古法、逐步改良，成就了清香型白酒的极致口感”

（条目 1-7）。此时，工匠精神已不再局限于个体层面，

已经属于组织资本资源的范畴，其集成性特征明显，“分

布在‘宝马’各个领域、各个地域的工程师们，都在不

同岗位上持续地改进动力系统、悬挂系统和安全系统等，

上下左右协同的结果，是让驾驶者充分享受驾驶的乐趣”

（条目 4 -9）。由此提出 ：

命题 1-1 ：工匠精神的资本化，以获取未来价值为

指向，本质上是源自个体 KSAOs 的资本资源在组织中的

系统性集成和机制性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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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层级为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提供着制度性通

道。“对于玻璃行业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无论是来自哪

一层级的发现和研判，一旦确认能支持公司的市场地位，

在起草和认定质量标准、质量体系及其细则以后，全员

上下总是全面贯彻、不留死角”（条目 2-8）。另一方面，

在师徒间和员工层面杂糅、整合的个体经验性 K S AO s

图示组合，已经具备了向群体进行迁移和价值化的潜能，

这有助于改变员工的行为定向，进而形塑为高层管理团

队成员的决策习惯，最终在组织中实现合法化、制度化

和资本化 ；此时，工匠精神的四个特征得以凸显。而低

层面的 K S AO s 以“组合”或“合成”方式转变为高层面

的人力资本资源，即涌现使能过程。[14]“耀华的各级劳

模都是在基层成长起来的，还有个别劳模始终工作在基

层，但是他们精湛的技艺、优秀的品格、低调内敛的秉

性等，的确带动了所在车间、工段和企业的进步”（条

目 2-14）。由此提出 ：

命题 1-2 ：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是组织学习的过程，

是在个体、群体和组织间多层次的涌现“使能“化过程

开展多断面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工匠精神资本化的

组织学习过程和机理，而开展多层次研究的目的是解释

创造涌现现象的背后理论。工匠精神历经一线工匠的悟

道、师徒间内化、中层次的群体间或部门间共享、高层

管理团队的认可与坚持，使得首先凝集于个体的工匠精

神在组织内部穿越一线工匠之间、部门之间、群体成员

之间、高层管理成员之间等不同断面并历经多次交互与

促进，而得以组织化、社会化和网络化，进而沉淀为可

增值的资本性资源存量，即熔炼。“从酒坊时代到今天

的上市公司，从保护水源到选料和配料，再到每一个酿

造、勾兑和包装等环节，我们无不苛刻而独到、务实而

精准”（条目 1-4）。反过来，组织化的工匠精神，在创

始人、高层管理团队的引领和驱动下，多次往返历经委

托者—代理者、高层—中层、师—徒三个层级界面，最

终在底层员工中进一步提升和进化，也形成新的资源流

量，进而厚积存量，此即升级。“正是一百多年来企业

内部及分布在各地的各层级销售商对笃真务实的坚守、

精益求精的恪守，欧米茄才铸就了今天独尊的市场声誉

和卓越的市场地位”（条目 7-9）。由此提出 ：

命题 1-3 ：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是多断面与多层面的

界面耦合过程，依托于熔炼机制和升级机制来实现

2. 工匠精神资本化的个体阶段

由个体的 K S AO s 人力资本资源集成而外显的工匠

精神，将升华为一种“信仰型人格”。“宝马追求的是 ：

每个员工都是工匠”（条目 4 -1）。由此，在组织层次

KSAOs 便具有了自身进化的推动力和组织资本增值的潜

力。“箭牌坚定贯彻‘口香糖虽小，品质为大’的理念以

及员工与组织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铸就传奇”（条目

8-9）。文化的行动者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和提高文

化素养 ；[21] 内化首先发生在个体层次，这是工匠精神资

本化的发轫。“剃须刀和刀片虽小，吉列仍然要求一线推

广和销售人员在资深员工的培训下对产品讲述透彻，传

播公司的经营哲学”（条目 5-9）。显然，它以既有传帮

带模式的理性沉淀为资本化导向，依次经过体悟、承诺

和建构等程序，如表 6 所示。由此提出 ：

命题 2-1 ：工匠精神以其资源性和资本性，在师徒

间的内化是其资本化的基础程序

认知图式是个体意义建构的基础，[6] 徒弟就是通过

它而走上职业化之路的，随之进行的是 K S AO s 组合的

重构。“杏花村汾酒的酿制技艺，通过口传心颂，得以

代代传承”（条目 1-9）。师徒制的内在机理是师—徒界

面一以贯之的顺畅耦合，并由此推动完成由个体经验性

的 K SAO s 图式组合向群体性和日臻科学性 K SAO s 图式

系统地过渡、升华和集成，而此过程依托于一系列、一

组管理流程来实现。“在耀华的早期，师父们耐心地教

会徒弟通过对玻璃浆颜色的观察来判断质量，即便是今

天，肉眼观察和经验性判断仍然必不可少”（条目 2-7）。

由此提出 ：

命题 2-2 ：内化也是工匠精神由师徒到群体进行熔

炼的桥接

表6  工匠精神在个体中的熔炼

要素 体悟 承诺 建构

界定

工匠时常反思和积累自身的
KSAOs 组合；为师时，由经
验积累趋向情感和理性结合
的传帮带

为群体和组织，沿着
既有 KSAOs 的丰富与
变革路径生产商业价
值

基于岗位，师徒将工匠精神
由习惯进行结构化、程序化
和条理化，形成个体性工匠
精神的图式

商业
价值

在个体层面熔炼的起点
在个体层面熔炼的必
要条件

在个体层面内化的终点，也
是在群体层面内化的起点

发生
的情
境

初始阶段，工匠对工匠精神
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仅是
习惯和常识

师徒稳定学习关系，
呈现更多的组织公民
行为

做出职业锚定，师父对经验
的认知和理性提炼

典型
数据

（条目）

尽管我们尽力运用信息技术
和控制技术改造生产线，但
是在一线生产中，人的经验
不可能完全被取代，尤其在
传统制造业（3-22）

我们始终关注员工的
职业选择、成长是否
与企业、岗位的要求
相一致（7-19）

经过几年历练的优秀员工，
不仅要求他们能独立操作，
还要求能带领徒弟（1-21）

3. 工匠精神资本化的群体阶段

图式旨在为一系列类似问题提供一个共同的结构，

而不是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7] 因此，员工间、群体间

是其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来自个体经验图式和商业流

程体悟的价值正在于此。“诺基亚手机在模拟传输时代

曾连续 16 年独占鳌头，其信条是科技以人为本”（条目

8-4）。此外，工匠主要是在工作场内外进行日益群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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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自我组织、学习和调适，而在员工间界面，倡导零

障碍的协作与有序社会化，则有助于促进和维持可持续

的创造意识。“西门子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密

切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工匠精神和企业责任感，进行创新

和创造”（条目 3-9）。这些变化对组织管理有实质性的

影响，是以当今的适应和模式进化为导向的，依次经过

识别、调适和扩散等程序，如表 7 所示。由此提出 ：

命题 3-1 ：工匠精神在群体中熔炼时，就会超越师

徒间的经验传承，员工之间、群体之间的共享就成为日

常机制

表7  工匠精神在群体中的熔炼
要素 识别 调适 扩散

界定
来自师徒制共有的 KSAOs
图式，能否在群体中传播和
共享，能否实现价值增值

群体中成员的自我适应、
学习与改变，进行 KSAOs
图式的平滑

在群体层面的广泛社会
化， 形 成 群 体 层 面 的
KSAOs 图式

商业
价值

在群体层面共享的起点
由工匠精神驱动的群体成
员改变

在群体层面共享的终点，
也是在组织层面共享的起
点

发生
的情
境

认识到来自师徒制的工匠
精神对于企业的商业价值

群体成员在工匠精神的引
领下，角色内心理和行为
趋向一致

工匠精神在群体的广泛传
播，并物化为商业价值

典型
数据

（条目）

公司倡导每一个员工认真
区分和识别个体成长和经
验的差异，经常选择具有
普遍价值的经验进行小范
围研讨（2-12）

总是选用最新、生产中可
实现的刀片功能材料，并
随之进行生产工艺的改
进，而这些需要在内部供
产销等相关部门间达成共
识（条目 5-7）

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始终
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
义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
务的义务，这已经成为共
识（条目 4-8）

企业通过帮助员工提高他们对组织流程的理解以及

整个组织内的沟通能力，使得知识显性化，进而提高组

织绩效。[42]“宝马秉持注重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事理念，

并深入贯彻到日常工作中”（条目 4 -30）。从 THSs 中可知，

当工匠精神在组织内传播后，员工之间、群体之间及部

门之间的互动与跨界行为就必然成为驱动共享的内在机

制。亦即，文化的运用过程就是精神的生产过程，通过

这种抽象劳动能实现价值转移，创造出新的价值，使自

身增殖。[43]“欧米茄每一枚腕表背后都秉承追求卓越品

质与开拓创新的传统，而且创新制表工艺是欧米茄历史

传承的基石”（条目 7-13）。由此提出 ：

命题 3-2 ：共享是工匠精神由群体向组织进行熔炼

的桥接

4. 工匠精神资本化的组织阶段

惯例往往是为特定问题做出准自动响应的解决方

案，[42] 因而间接有助于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更新。“尽管

因为众多原因导致企业经营不善，我们还是勇于担当业

内领导者的责任，丝毫没有降低新技术引进和嫁接方面

的投入，一直领导着玻璃行业的趋势”（条目 2-19）。其

次，惯例体现了结构和行动的双重性，[8] 前者工匠精神

作为抽象的思想、理念而存在，如“技术革新之际，我

们保留卓越传统，完美延续”（条目 7-28）；后者因各级

和各类工匠的实际行动，以及企业的产品而彰显，如“西

门子以出众的品质和令人信赖的可靠性、领先的技术成

就，不懈的创新追求，支持着营业收入的节节攀升”（条

目 3-18）。惯例依次经过沉淀、反思和杠杆化等程序，

请见表 8 所示。由此提出 ：

命题 4 -1 ：工匠精神以其集成性，在组织中的惯例

化推动了其资本化

表8  工匠精神在组织中的熔炼
要素 沉淀 反思 杠杆化

界定
将正在熔炼的工匠精神进
行有意识的选择、积累和
扩展

将正在熔炼的工匠精神进
行重新思考，以组织层面
共有的 KSAOs 惯性形成
为导向

将正在熔炼成熟的工匠精
神显性化，实现商业价值
最大化

商业
价值

驱动企业做强 驱动企业做优 驱动企业做大

发生
的情
境

由群体层面向高管层共享
的初始阶段

由群体层面向高管层熔炼
的中级阶段

向高管层熔炼的终极阶
段；对组织层面共有的
KSAOs 进行人格化，进而
为升级做好准备

典型
数据

（条目）

汾酒集团：为民族传承国
宝，为公众精酿美酒，为
员工创造成功（条目 1-24）

“宝马”公司重视每个环
节的技术革新，重视全方
位的安全和环保问题，追
求创造经济与社会的双重
价值（条目 4-27）

“箭牌”公司秉承五大经
营原则：质量、责任、互惠、
效率和自主，致力于为消
费者带来精彩和为社会尽
企业的责任（条目 6-22）

管理推动变革的产生，已经存在的惯例和新情况之

间的互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42] 因而惯例化在群

体层次时常是模糊的。“欧米茄创新的灵感，源于运动

计时、太空探索、支持杰出国际组织以及与风靡全球的

特工共赴冒险之旅等等”（条目 7-18）。也正是因应组织

发展的工匠精神更新和显化，助推了组织变革在惯例的

更新中得以实现。其次，工匠精神持续的熔炼也为组织

增加着新的制度储备。“宝马的制度保障了工匠精神的传

承——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储备了怀有工匠文化的

大量人才，严谨的工业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确保了卓越

的质量和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条目 5-19）。再者，在高

层管理团队中已经惯例化和制度化的工匠精神，具备了

向全员尤其是底层员工进行单向赋予与辐射的可能。它

是以未来模式的务实重构为导向的，也是升级的必然要

求和必需环节。“全员终生学习、日臻提高已经成为箭

牌应对市场起伏的看家本事和重要法宝”（条目 6 -31）。

由此提出 ：

命题 4 -2 ：惯例化的工匠精神为其升级进行了组织

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助推组织在商业学习中实现高

远的目标

四、进一步讨论

1. 多重界面耦合中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在企业内依次经过“内化→共享→惯例

化”的熔炼程序，分别在师—徒、部门（或群体）间和

委托—代理三个断面（或层面）上保持张力、弹性和稳

定，完成升级的前馈过程（见图 2 的实线）；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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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组织向个体（工匠）“惯例化→共享→内化”升级的

反馈过程（见图 2 的虚线），以此形成循环往复的闭环。

这就是工匠精神由手工艺人的 KSAOs 凝结而成的人力资

本资源涌现为组织资本资源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工匠精

神的涌现使能过程，是多断面、跨层次的耦合过程。此时，

熔炼和升级印证的是工匠精神的再塑性和集成性特征。

然而，希望基于既有数据和文献精确确定以 KSAOs

图式渐变为主线的工匠精神资本化的起点和终点，并深

刻地把握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反复生产与复制”[17] 随

时间自然地发生的机理，确实存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难

度。正在兴起的经济物理学中，界面管理是一种综合性

的交互管理方式，[28] 而援引界面管理学说研究在断面、

层面等交汇区域的互动，推动利益主体或不同诉求主体

的融合，有助于阐释工匠精神资本化的过程以及微观在

职培训和商业学习等方面的价值生成机制，进而揭示工

匠精神资本化助推动态能力形成的“黑箱”。唯一持久

的竞争优势来自持续的、出众的界面管理能力，[44] 因而，

需要探索丰富的、多重的界面耦合，以深入分析运行界

面中的力学行为。

组织学习包涵了一种介于消化新知识和运用所学知

识之间的张力而不是矛盾，[27] 而师徒制沿袭、群体转移

和惯例演化，就是工匠经验性 K S AO s 的理性化形式和

人力资本资源的沉淀过程。工匠精神的熔炼正是在以上

三个断面依次进行内化、共享和惯例化，以此实现横向

界面的耦合。纵向界面则是进行工匠精神使能化的三个

耦合层级，也是完成升级的三个台阶。尽管随着各个国

家文化中权力距离的不同，师—徒、高层—中层、委托

者—代理者等上下级之间的张力也是存在的。因此，以

往关注和聚焦横向职能、环节、流程的界面管理学说具

有向纵向命令链迁移的潜力。

 2. 工匠精神的熔炼机制

组织学习是跨层次的，[27] 而更多的学习来自界面。

从案例资料中可以归纳出，工匠精神在个体、群体和组

织三个层面中分别进行熔炼，多重反馈循环并行，长期

则呈现为横向的、单向的进展态势，并以此构建了工匠

精神在企业内的扩散和传导机制。这是工匠精神资本化

的关键环节和程序。同时，内化、共享和惯例化也分别

是“个体—群体—组织—个体”的桥接。

从自身经验出发，每个个体都会对其所处的情境

进行解释，此即意义建构。[5] 在师—徒界面，由依赖经

验和情感的师徒制沿袭模式趋向于在职培训的理性处

置，从而推动个体性 K S AO s 图示建构转向工匠精神图

式组合的解释和建构，其过程是对认知型、经验性的

K S AO s 进行精简和编码。从认知心理学视角考察，当

徒弟发现师父所带来的学习情境与自己以往所认知的事

物不符合时，就会产生自我冲突，运用既有经验挖掘造

成认知差异的线索，然后提出一些合理的推测来解释线

索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新认识和新图示，其

主导形式是内化。

界面问题是由职能分工导致的，[28,30,44] 各群体是增值

链的一个环节；在群体（部门）界面，工匠精神的熔炼

在于广泛地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和相似性的 K SAO s 图式，

其学习形式是群体转移，强调跨职能的交互与整合，[45]

工匠精神的熔炼在此阶段的主导形式是共享。赖此过程，

曾经独立的个体在群体内依赖于互动、协作和跨界等社

会化行为，从而能改变和再塑自我，形成集体意义的认

知，以及共同的规则结构、共识和图式，而这才可能进

一步提升为共同的群体惯性。

组织惯例是由多个个体参与、互相依赖的行为形成

的可重复、可识别的模式，是从流程经验中习得的，因

而是组织知识的仓库。[42] 其次，在高层管理者团队界面，

存在着将管理者的思维和行动惯性转化为惯例、形成普

适性 K SAO s 图式的事实，进而形成组织性的 K SAO s 系

统和资本化的核心资源，其学习形式是惯例演化，工匠

精神熔炼在此阶段的主导形式是惯例化，编码了组织能

力和知识。[46] 再者，一个惯例出现变化会影响到其他惯

例 ；[8 ,47] 工匠精神具有元惯例的特征，而改变元惯例已

被认为是一种产生“动态能力”的机制，亦即工匠精神

资本化、组织惯例演化和动态能力形成与更新存在着明

显的学理性关联。

综上，本文继承了既往 [12-22] 成果，发现 K S AO s 的

人力资本资源学说、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文化资本理论

等的交集，进而以 K SAO s 图式渐变为主线研究了 T H S s

中工匠精神资本化的过程与机制。从而在“宏大理论”

与微观运行机制间建立链接，并找到了其坚实的实践基

础。其次，本文以“迷你理论”丰富了“宏大理论”的支持。

借助内化、共享和惯例化三个程序，以及与之分别对应

的师徒制沿袭、群体迁移和惯例演化三种组织学习机制，

给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价值生成机制的细致阐释。本

文不再拘泥于布迪厄 [21] 所界定的两种文化资本积累方

式，转而续写沙俐 [19] 和朱伟珏 [22] 的论述，将社会场域

中普遍意义的代际传递细化为 T H S s 类企业中工匠精神

在师徒间的内化和 K S AO s 图式组合的形成与资本性衍

生。再次，本文发现工匠精神的资本化结合了图式与惯

例，而且是一个随时间逐步深化的递进过程。这继承了

Cohen 等 [7] 对于图示与惯例的界定。与之有所不同的是，

在 T H S s 类成熟企业的演变历程中，两者经常是自然过

渡的，且界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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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匠精神的升级机制

多层次理论关注构念和过程在不同分析层次是如

何相互联结的。[13,40] 工匠精神在企业内的升级，起点是

组织，终点是个体（徒弟），通过组织中的命令链传导

到群体、辐射到个人，进而影响各级 KSAOs 图式的建构。

从纵向上看，连接的分别是委托者—代理者、高管团队—

首席执行官、高层—中层等多个委托—代理层级界面和

师—徒界面。

委托—代理是法人治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

容，因而在多层次的委托者—代理者界面存在着明显的

多重耦合，它们均通过资源赋予和信息反馈等实现着互

动，也存在明显的张力与矛盾。在高层管理者团队内部，

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共同决策三种互动于一体的行

为整合，[47] 能够使高管团队成员融合各自的知识经验以

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47] 在此过程中，组织惯例得以

丰富、变革和再定义。此时，在首席执行官—高层管理

者团队界面依托行为整合、责任分担等，促进了竞争优

势的获取。[48] 进而，在高层管理者团队—中层管理者界

面的互动过程和角色内行为，对于决策质量和实施有重

要影响，[49] 推动着部门（或群体）间界面的耦合。在师—

徒界面，师父通过图式赋予，引导徒弟的 K S AO s 图式

建构；或者当来自师父某一方面的刺激与徒弟既有经验、

信念或图式相似乃至匹配时，就可以产生共鸣，激活徒

弟的既有个人图式，随之进行的是图式重构，以及应和

组织需要的行动反应和变化，实现员工—组织匹配。由

此就完成了工匠精神的升级程序。

综上，本文发现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是一个完整的闭

环，是在滚动中完成的。这继承了 Crossan 等 [27] 三层次

组织学习框架的思考模式，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本文改

变了 C r o s s a n 等一般化的、完整的线性思考，更从熔炼

与升级、前馈与反馈的闭环去刻画完整的工匠精神资本

化过程 ；图 2 还关注了层次间的过渡和连接，清晰地界

定和丰富地解释了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多次序

的学习机制，并找到了各自所对应的三个桥接，是对以

上理论的深化。其次，该文参照了 P l o y h a r t 等 [13] 的涌

现使能过程，亦尝试超越其仅仅从心理学视角聚焦部门

或团队的思考，更结合 K S AO s 人力资本资源的中枢性、

组织学习的广泛性和界面耦合的普遍性，在微观层次刻

画了完整的涌现使能过程，也初步界定了 Wr i g h t 等 [15]

所期望的前因变量，这些对以往学说进行了深化和集成；

还在此基础上援引了界面耦合学说，并以此对涌现机制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繁衍，这回应了 Ployh a r t [24] 关于深入

研究涌现使能过程的期待。再次，本文关注了相关学者 [46]

的组织学习思想，但图 2 与其知识螺旋图亦有所不同，

将其四个过程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在交错对话中为每一

个过程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支点 ；同时，进化了其二维

思维模式，更加立体地思考工匠精神的资本化过程，主

张从横向与纵向界面交互的视角去分析完整的知识转移

过程和文化图式、组织惯例的演化过程。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1）在操作

性界定工匠精神、刻画其特征的基础上，初步厘清了其

资本化的源头和动因，定义了工匠精神资本化的构念，

也进一步发现二者的战略性实践价值。（2）借鉴多层次

理论中的涌现机制和援引界面管理学说中的耦合机理，

在深化和丰富前者的同时，还关注到多重交互机制，进

而以 K S AO s 图式的渐变为主线初步揭示了工匠精神资

本化的过程，确认了 K S AO s 的系统性集成和外显等效

于工匠精神的资本化，将 K S AO s 的人力资源资本学说

向前推进了一步。（3）以系列命题和构型的形式刻画了

工匠精神、K SAO s、图式和惯例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

了工匠精神的资本化过程机制，对“怎么样”和“为什

么”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4）从工匠精神的资本化视

角，由单向趋向循环往复，初步揭示了多种文化资本积

累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组织学习安排对于文化图式形

成、组织惯例演化和动态能力提升与重构的微观基础，

也拓展了组织学习的意涵、方式、过程和价值。所有这些，

将助益人力资本资源学说的“完整大象”式研究。

尽管新思维、新技术持续嵌入所选的 T H S s 中，工

匠们仍然带有比较传统的特征，“智能制造”语境中的

“新工匠”仍需要广泛的培育和长时间的磨炼。在八家

T HSs 案例中，尽管信息化程度有异，对于样本中的中国

企业而言，作者尚未观察到“中国制造 2025”、“新工业

革命”、“互联网 +”、“两化（深度）融合”等国家战略

或行动计划所驱动的明显变化 ；对于德国企业而言，也

未观察到“工业 4.0”所驱动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本

文的结论适用于信息化中期的传统制造型企业。

2. 实践启示

（1）在 T H S s 类企业中坚守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

优质产品的核心支撑，因其商业化而外显 ；又因其资本

化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2）延续 T H S s 类企业的文

化优势。对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优秀商业传统的

T H S s 来说，现代性转换的本质是“文化的现代调适”，

是将企业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转化成资本优势 ；还需关注

工匠精神的熔炼和升级的力量平衡，以及两者之间存在

的交替关系。（3）在 T H S s 类企业回归和崇尚“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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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匠精神的熔炼和升级是一个永续的过程和机制，

三个断面、三个层面、多种组织学习机制分别承担着不

同的职能，图式和惯例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割裂的演变渊

源，在此过程中需要一群现代工匠的介入，也只有工匠

们的介入才可能实现工匠精神的资本化。（4）在 T H S s

类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熔炼和升级的支点是

K SAO s，核心是在传承中发展，因此应该在个体、群体

和组织三个层面区别和侧重投入不同的资源组合，保障

组织学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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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对于工匠精神，学者们提出了多样化诠释，如工匠精神的内涵、[1-4]

历史传承、[1] 经营哲学、[3] 表征维度 [4] 等，以及工匠的人格、[3]

工作伦理、[1] 物理劳动过程、[1-4] 劳动成果的载体、[1-4] 培育 [1，4]

等等。到今天，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

② 图式对应的英文是 Schema，也有学者译作“启示”；惯例对应

的英文是 Routine，也有学者译作“常规”。

③ 该界定刻画了工匠精神的四个特征：（1）资源性，即以 KSAOs
为核心内涵，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2）资本性，即兼

有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属性，以其杠杆功能持续地参与

着价值的创造；（3）再塑性，即随着组织学习安排的变革其传

承、沉淀、熔炼和升级方式也在进行着创新；（4）集成性，即

以 KSAOs 的结构性演进为主线而促动着图示和惯例集合的合

法性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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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ality, the capital meaning of the 

craftsmanship which originated at the manual workshop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every "Time-honored Shop", which is par-

ticularly preval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craftsmanship is in front of the curtain in the practical 

world, but behind in academia toda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afts-

manship is still quite divergent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but it is the 

mainstream that the craftsmanship is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external-

ization of knowledge, skills, abiliti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KSAOs). 

Meanwhile there is not a ra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raftsman-

ship, KSAOs, schema and organizational routin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raftsmanship operationally as: taking individual KSAOs capital 

resources as the original and the base, it goes through multi-section 

and multi-level learning procedures, and develops into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chema or practical routine, in which organizational consensus, 

management standards, core competenci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organizational vision and pursuits of business ethical), 

are essential elements. Based on the 8 "Time-honored Shops" of tradi-

tional industry as examples and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istic research 

paradigm, this paper conducts cross-case grounded research, takes the 

theory of interfacial coupling as the presupposition theory, and convers-

es with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 thus setting up the "mini theory". 

The study shows: (1) Taking the gradual change of the KSAOs schema 

as the main line, the capitaliza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experiences in 

turn the three bridges of the internalization, sharing and being routine. 

(2)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from the individual's KSAOs human 

capital to organizational capital, is a multi-section and multi-level in-

terface coupling process. (3)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smelting and upgrad-

ing in the enterprise. They both propel in turn the capit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Craftsmanship; Capitalization; Interfacial Coupling; Emer-

gence; Time-honored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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