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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北大国发院著名教授
共话“企业家精神”

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8 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上演，本届年会将围绕“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届中国公益年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作为协办方之一，在年会内容上提供鼎力支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的乌托邦，这里频频发出影响中国决策的声音———这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中国顶尖科研教育机构，拥有众多国

内知名学者，不但在经济领域硕果累累，更在每一个国家重大问题争论的时刻，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全面参与书写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
在本届年会正式开启前，我们不妨率先聆听来自北大国发院一众知名教授以往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独到、深入见解。 （顺序以姓氏拼音排序）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答案很明确，是“创新”。

德鲁克有本书叫《创新与
企业家精神》，他在回答为什么

美国的经济可以持续繁荣这么
多年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是
因为美国社会诞生了一种人，
这种人叫“企业家”。 为什么这
些企业家可以推动美国经济繁
荣持续 40 年的增长呢？ 核心就
是“创新”。

创新在本质上到底要做什
么？ 真正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内
核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有五个
方面：

1.创新一定是实践的创新
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我第

一个需要大家知道的就是创新

必须是一个实践的创新，如果仅
仅谈理念创新、 谈观念创新、谈
思想创新，我只能称之为那是创
新的准备，还不能称之为创新。

2.创新必须是一个基本的工
作形态

如果创新成为一个基本工
作形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
所有的工作品质、所有工作的产
出， 就会符合对于创新的理解，
你的确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3.创新是行动与结果的关系
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部分，

大家记住真正的改变是在行动

和结果当中体现的，不是看你说
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这才是
你在谈的创新。 如果不是说做什
么，没有结果、没有行动，整天开
会讲创新没有任何的意义。

4.专注与投入
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创新

者，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 是专
注与投入。 以前我说过一个词

“静动”，你没有这种特别深刻的
静， 你是无法感受那个深切的
动，动与静之间不是对立，是一
个完全融合的，绝对动之下就会
有绝对的静，如静水深流。 动静

之间其实是完全融合的。 它们两
个融合到最高点的时候，两个都
到极致就完全合一了。 创新一定
就是奋斗、投入、专注。 你没有做
这样的奋斗、投入和专注，你是
得不到创新的这种真切的变化
的理解。

5.使命感与责任感
最后， 我们谈创新的时候，

大家记住一定是使命感跟责任
感一起驱动的。 所以你仅仅有责
任感还不够，你应该有更大的使
命驱动的力量，才可以谈我们讲
的创新。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企业家精神本质是创新

在中国， 很多人被冠之以创
业者、企业家的头衔。这个概念是
错误的。 创业者应该是那些有了
资金后自己进行创业， 在这个过
程中，做到低成本、高收入，能够
用自己的钱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创造出更多的收益和价值。 这
点很重要。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
企业家要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举
止、创业素质和品质进行提升。

真正的创业者要转变成企业

家，必须变回创业者本身。 企业家
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的结合。创
业者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他就不
能够成为企业家，例如那些创业以
后投机暴富、心态浮躁的人，本身
并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他做的东
西也只是“空空的馅饼”。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它与领
导力紧密相连。 成功的创业者或
企业家能够静下心专注地做某
件事， 敢于抵抗潮流的诱惑，遇

到问题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在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一直怀有执
着的精神去创业。 他们方向明
晰，有担当，同时有挑战现状、对
传统理念说 NO 的勇气，并且敢
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面对重大
是非问题时，尤其是遭遇社会上
的不公平、不公正、腐败现象时，
企业家不选择回避，而是摆明自
己的观点。 遇到非诚信问题时，
企业家坚持有一颗诚信的心。 在

企业内部，他有一套明确的规章
制度，激励员工，同时对犯错的
员工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从而让
企业有效地向前运转。

有些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
程中，以各种唯利是图的方式拼
命赚钱， 赚钱后再来提企业责
任。 这样的人办企业不会长久，
企业也不会变成“百年老店”。 因
为他没有长远的创业精神，他也
不会变成企业家。

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企业家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的结合

如果非要对企业家精神做
一个概括，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是对盈利机会的警觉
性。 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
你能够看到机会，这是企业家与

众不同之处。
第二是简单化。 经济学家经

常会被人批评说想问题太简单，
我认为企业家把问题看得更简
单。 这或许也是企业家和管理者
之间的重要区别。 管理者通常把
问题想得复杂，企业家则把问题
想得简单。 恰恰因为把问题看得
简单，他才能变成企业家，一个
把问题看得很复杂的人不可能
是企业家。 简单化当中包含很多
道理， 它能帮你抓住问题的本
质， 同时也给你解决问题的勇
气。 李书福为什么敢造汽车？ 就
是因为他把造汽车想得很简单。

他有两个著名的比喻，一个是汽
车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两辆摩托
车并排起来吗？ 另一个是，汽车
不就是把一个沙发放在四个轮
子上吗？ 这就是他当时对汽车的
认识。 正因为这个简单化的认识
使他走上了制造汽车不归路，成
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汽车
制造商。 我曾听过多位企业家讲
过这样的话：如果当初知道这么
难，根本不会去创业了！

第三是想象力。 熊彼特说，
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组合，一种产
品或技术从无到有一定是组合
而来的。 组合是什么？ 组合就是

一种想象力。斯蒂文森把轨道马
车和蒸汽机想象在一起就有了
蒸汽火车。 我引用一段奥古斯
塔·埃达·洛夫莱斯夫人（Augusta
Ada Lovelace）说的一段话，她是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女儿，被称
为“软件编程之母”，她在 1842
年就说过：“想象力是什么？这是
一种组合的能力， 它可以采用
新颖的、独特的、无限的、不断
变化的方式将事物、事件、思想
和概念组合起来……它可以洞
察我们周围看不见的世界，那
是科学世界。 ”大部分人想象力
什么时候最丰富？ 睡觉的时候，

所以才称之为梦想。对企业家来
说想象力是醒着的时候做的梦，
非常重要。

第四是毅力和耐心。 事情看
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没有那么
简单，所有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不
经过失败的。 弗雷德里克·图德
因还不上欠款而坐牢， 亨利·福
特创业三次，前两次都失败。 如
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很大的耐
心，你不可能屡败屡战，成为一
位成功的企业家。 冯仑说“伟大
是熬出来的”， 段永基说自己做
企业最大的感受是“要硬撑着”，
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精神很重要， 因为没有什
么技能是学不会的，但是精神
很难学，就是那股“劲儿”。 说
到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精
神？ 怎么定性？ 讲来讲去就是
有一股劲，超乎常人。 我们为
什么要搞宏观调控？ 就是因为
人们有些行为的动机并非基
于清楚的计算，所以投资才会

过量 ，高峰时会更高峰 ，低谷
时会更低谷，所以才需要货币
政策、财政政策。

人类的确有这股劲， 但是
多数人不大研究如何去利用 。
比如当处在不满意的精神状态
下时，你会如何表现？ 天天发牢
骚也可以， 跟自己过不去也可
以，但是你看总有那么一些人，

就是不放弃。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难题：这

个劲儿能不能通过教育获得？我
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中国有一句
老话叫见贤思齐，这种力量是伟
大的。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有
点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个存量有
大有小，有的被按住了，有的被
激发了。即使有些人精神受到鼓

舞， 但被周围的生活一逼迫，这
个劲儿可能慢慢又下去了。这个
劲可以是天生的，也有在社会互
动中形成的。这个劲儿对于企业
家而言，尤其是对于影响国家经
济社会走向的伟大的企业家而
言，是最重要的品质。

（本版人物观点均整理自其
过往发言）

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经济学教授周其仁：企业家精神是不轻言满足的闯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