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金　吾　伦

　　内容提要:知识经济不是工业社会而是知识社会的经济形态。只研究经济形态

的变化 ,不深入研究与之相应的整个社会结构 、政体和文化的变化 ,经济形态的研究

是难以获得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的。经济发展受制于社会条件 、社会体制 ,只有创

造出良好的有利于知识生产 、传播和应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体制 ,才能使知识经济的

快速发展得到可靠的保证 。

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已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

题 ,有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 。

一

随着汹涌澎湃的知识经济浪潮 ,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变到知识社会 。严格

地说 ,知识经济是知识社会中的经济形态。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工业经济 ,知识社会中的经

济形态是知识经济。

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 、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 。社会结构包括经济 、技术和职业制度 。随

着经济 、技术和职业制度的变化 ,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 ,而社会结构的改变将推动整个社会

向前发展 。社会科学工作者 ,不但要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 ,同时也必须探索整个社会结构的变

化。只研究经济形态的变化 ,不研究整个社会的变化 ,经济形态的研究是难以获得全面深刻的

认识的 。换言之 ,我们既要关注知识经济 ,也必须重视知识社会的研究。事实上 ,西方一些著

名的学者恰恰都是着眼于对社会变化的研究。如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 。

他强调 , “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 ,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 。如果资本与劳

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 ,那么 ,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 。”(贝尔 , 1997 ,

第 9页)奈斯比特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 ,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概念固然着重于第三次

浪潮经济 ,但他也非常重视第三次浪潮社会的巨变 。正如托夫勒夫妇指出的:

“全球性的竞争至少意味着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生产流水线时代的一致性 ,一律性 ,回到官

僚和体力型的经济。但是 ,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经济学问题 。它涉及到道德 、文化 、

观念 ,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 。总之 ,它意味着人类事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 。”“ ……承认这一历

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 ,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

实的人则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托夫勒 , 1996 ,第 5-6页)

无论托夫勒的预言是否会被历史所证实 ,但全球的发展势态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无

比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不但要关注新的知识经济 ,而且要责无旁贷地重视新的社会———知识社

会的各个方面 ,以便有准备地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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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化 、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知识社会的兴起和成长奠定了技术基础 ,而知识社会的发展

反过来又将为`三化' 营造更快发展的环境 、准备更好的条件。知识社会的兴起表明了人类正

在日益远离他所起源的动物界 ,从生物进化提升到知识进化和文化进化的高度 。可以相信 ,人

类将由此而产生更加巨大的飞跃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奇迹。”(金吾伦 , 1997)这种社会 、经济的

巨大变化是由科技力量造成的 ,尤其是由信息技术造成的。

信息化使人类从过去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活动平台转移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平台 。平

台的转移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信息化正在逐渐消除时间和

空间的壁垒 ,由它导致的全球化将使边界的概念 ,进而使国家的概念受到冲击。各网络之间可

以不必考虑地理上的联系而重新组合在一起 ,使地缘政治的作用日趋削弱 。在信息时代 ,安全

防务与工业时代不同 ,完全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已远远不够了。

人类正在经历着社会范式的转变: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导的工业社会范式转变到以生

产知识信息为目的和以知识进行生产为主导的“网络社会”或“知识社会”新范式 。这是一个高

技术的数字化世界 ,知识 、智慧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网络是实现人们快速交往的

纽带和桥梁 ,是它使人们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共同生活在五彩缤纷的“地球村”之中。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使我想起去年 5月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访问期间 , 《今日美国》

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比尔·盖茨征服汽车城” 。我们知道 ,美国曾被誉为“生活在轮子上的国

家” ,汽车是美国发达工业社会的标志 ,如今将被微软公司老板 ,人称 21世纪信息产业的资本

家征服了。5月 12日 ,又有关于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棋王卡斯帕罗夫的报导;……一则则令

人激动的消息真实地表明了信息时代 、知识社会的到来 ,人类的生存方式将有极大的改变 。

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表明 ,先有了资本家 ,才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布罗代尔 ,1997 ,第 3

页);今日又涌现了比尔·盖茨 、保罗·艾伦 、戈登·穆尔等等一大批知识企业家 ,这不仅标志着工

业经济时代行将过去 ,更预示着新的时代 、新的社会—知识社会必将到来!

三

人类正在经历着社会范式的巨大转变。

1.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 ,即从 B(Brawn ,肌肉劳动)到 B(Brains ,脑力劳动)的转

变。

1955年 ,美国白领工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人 。奈斯比特将此作

为美国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标志 ,并将新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 。

在 50年代 ,美国制造业工人占全美国工人人数的 33%;60年代 ,比例下降到 30%;80年

代 ,下降到 20%;90年代中期 ,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已不到 17%。据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

得·德鲁克的估计 ,到 21世纪的第一个 10年 ,制造业的雇员工人(通常意义上的蓝领工人)所

占比例将下降到 12%。虽然制造业工人人数大幅度地连续下降 ,但生产率并没有下降 ,反而

逐年增长 , 80年代从每年递增 1%上升到 3%;1979年到 1992年 ,劳动力以 15%的速率缩减 ,

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仍以 35%的速率增长 。(Rifkin , 1995 ,p.8)由于计算机 、通信技术的巨大

进步 ,在高性能工作场所从事工作的人是知识工作者而不再是体力劳动者 ,从而实现了从 B

到 B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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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物质型生产向非物质型生产的转变 ,即从 A(atom ,原子 ,一切物质的基本单元)向 B

(bit ,信息传输的基本单元)的转变 。

由原子组成的物质产品有重量 ,而比特没有重量 ,可以以光速传输。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

快速发展 ,工作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以货物为基础的生产明显地转变为高技能 、高技术的服

务。实现了从 A到 B的转变。尼葛洛庞蒂指出 , “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 ,而越来越多

地使用比特 ,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尼葛洛庞蒂 ,1996 ,第 267页)

美国自 1973年到 1993年 ,蓝领工人的收入下降了 15%到 19%,一家四口的年收入大约

只有 13000美元。而大约占 20%的知识劳动者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4/5。(Neef , 1998 ,p.9)由

此可见 ,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已确实转向成本低廉 、技能高级的服务业了。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 ,自 60年代以来 ,服务价格比工业价格增长快三倍 ,

美国服务业对 GNP 的贡献率从 50%上升到 80%,其中 63%的服务属高技能的服务 。(Neef ,

1998 ,p.3)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 ,现在世界财富的 64%是由“人力资本”构成的。麦肯赛(Mck-

insey)新近研究断定 ,千年之交美国职业中 80%以上的工作本质上是“脑力的”(Cerebral)工

作。(Neef ,1998 ,p.3)今日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创新 ,而创新则主要依赖于知识和信

息。知识和信息成了经济增长的杠杆。在工业社会里 ,投资被用于购置工厂 、设备和资本工

具。而今天 ,大部分投资被用于知识更新和提高能力开发产生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投资用于信

息技术开发 ,产生增值网 、广域网等等。

上述两大转变的综合结果 ,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据 OECD1996 年度报告 , 1995

年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及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如:

　表 1 %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英国 2 26 72

美国 3 24 73

日本 6 34 61

法国 5 27 69

德国 3 38 59

　　而中国 1996年第一 、二 、三产业的比例为

　表 2 %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50.5 23.5 26.0

　　资料来源:国家科技研究中心刘东提供。

这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中有很一部人从事高质优良的信息工作 ,相比之下 ,中国的服务业从业

人员的档次要低得多 。

　　3.从封闭性 、地区性向开放性 、全球性的转变。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在他的《资本主义

的未来》一书中专章论述了全球性经济问题。他指出了全球性经济形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意

识形态和科技进步。瑟罗强调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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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 。”(瑟罗 ,1998 ,第 112页)

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认为无边界全球性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服务经济 ,它有四大特征:

第一 ,它越来越漠视地理 、距离和时间 。因为减少了调解买卖双方的许多步骤———批销 、

销售 、零售 ,交易费用将大大降低。电子商务发展的最重要结果也许是市场准入壁垒和费用的

降低。建立一个新企业将非常容易 ,更多的供应商可以进入市场 。中小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

都可以充分参与全球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现在可以克服基础设施 、资本和运输等方面的

许多障碍 。结果 ,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将得益于这种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

第二 ,服务业 ,尤其是金融 、电信和运输正在为世界经济创造一个全球基础设施 ,一个极大

地促进老产业调整和新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典型的例子是 ,一个真正全球金融系统的出现 。

这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产物 ,它将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走高速增长之路 ,并进一步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第三 ,也许最重要的是 ,全球服务经济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其最宝贵的资源将是信

息和智慧 ,不是传统生产要素的土地 、劳动力和资本。信息和知识不被束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内 ,而是几乎不受限制地流动 ,并有无限的扩大能力。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不会取代其他

经济活动 ,但是 ,技术正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 ,有时甚至脱胎换骨 。例如 ,德国的汽车工业将信

息技术 、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用于生产过程 ,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焕然一新 ,在那里 ,汽车生

产往往更像是服务业 ,即是“智慧为基础”的产业 ,而不像是传统制造业。

这些变化导致了第四个特征:无边界技术有潜力使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 ,

因为它有能力为每一个国家自由平等地获得知识和信息开辟道路。目前 ,穷国和富国之间差

距仍然十分巨大 ,但缩小这种差距的经济和技术手段已经到位。

这种信息和知识自由市场将远远超出经济学之外 ,产生社会和政治结果 。医生正在利用

远程医学管理远处对患者的诊断。全世界的学生正在通过万维网开发巨大的知识宝库。

工业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 、孤立的 ,而新的经济则是开放的 、全球性的。我们把这一转变

称之为从 I(Isolate ,孤立的)到 G(Globalization ,全球性)的转变。

无边界经济或全球经济的一种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就是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发展 ,同蒸

汽机 、电力的应用 、汽车的推广一样 ,是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薛求知 , 1998 ,

第 11页)

与此相应的是 ,远程工作代替了集中劳动 、集中办公的方式 。人类将从集中化劳动转为分

散化生产 。农业经济时代 ,农民们从事的是“男耕女织” ,一家一户的分散而又落后的手工劳

动;工业经济时代 ,工人们围着大机器从事工厂内的大规模集中劳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

自动化进程的加速 ,许多人可以在家上班 。人称 SOHO(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现象越来

越普及 。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虚拟公司” 、“虚拟社群”正在出现 ,有人甚至认为将

导致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 ,形成“虚拟生存”。

4.组织管理的巨大变革

信息技术似野火般地蔓延 ,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程度 。在工业化时代 ,大生产技术成功

地战胜了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供应 ,以至于这一时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辉煌的成就不再是伟

大的纪念碑或艺术杰作 ,而是工厂 、汽车和超级市场———历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称之为“史诗

般的唯物主义”的象征。为了有效地运用这一技术 ,一种强硬的现代管理形式应运而生 ,它使

得美国的大公司 ,如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和杜邦公司 ,成为讲求效率的模范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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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E·哈拉尔 ,1991 ,第 14页)

　　随着工业时代的成熟 、组织管理的问题

逐渐暴露出来了 ,公众对所有机构的信任度

逐年下降 ,如图 1和表 3所示 。

　　组织管理造成了严重的“机构僵化症”和

“熵态” 。80年代初 ,担任通用电气公司董事

长的雷金纳德·琼斯就警告说 ,企业正在受到

普遍的“管理弊病”的损害 ———产品质量低

劣 、敌对的劳资关系 、排除长期战略而把注意

力集中在利润上的短期行为 ,以及有助于官

僚主义而不是有助于事业的普遍倾向。

　　90 年代以来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

展 ,组织管理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著名管理

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 , “经济增长最

迅速的产业是管理咨询业” 。用乔治·华盛顿

大学管理学教授哈拉尔的话说 ,管理从工业

时代的旧范式已发展为信息时代的新范式。

图 1　对所有主要机构的信任程度

　　资料来源:哈里斯调查。

　　注:百分数表示全国抽样调查公众对美国所有主要机

构的领导的信任程度。

　表 3　 各机构受信任的程度 %

1966 年 1980-1983年 1984 年

联邦政府(国会和白宫) 42 20 34

各大公司 55 17 19

劳工组织 22 11 12

大　　学 61 34 40

医疗机构 73 35 43

司法系统(最高法院和律师) 45 21 26

军　　方 61 31 45

新闻媒介(电视新闻和报刊) 48 21 23

宗教组织 41 22 24

平　　均 49 23 29

　　资料来源:同图 1。

　　哈拉尔在他的《新管理》一书中强调指出 , “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在全世界

范围内的扩展 ,今日最大的专业团体便是正在上升中的管理阶级 ,它正在引导着一种复杂组织

的不断增长的基础结构(Inf rast ructur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管理专家马隆等

人认为 ,工业革命是由生产和交通经济的变革形成的 ,而这一次新的革命是由协调的变革造成

的。因为计算机 、网络的最重要应用就是执行协调的任务 。言下之意是 ,这场革命(包括知识

经济的迅速成长)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 ,而信息技术的中心作用是协调 ,协调乃是管理的基本

功能 。由此可以认为 ,正是管理推动着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 。至少我们可以说 ,知识经济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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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是互动的 ,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 。

怎样通过组织管理使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充分高效的发挥 ,从而推动知识经济

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哈拉尔认为 ,信息革命正在把一些(旧的)组织机构变成一个自动网络系

统 ,它把一些小型的 、自就业团体(teams)整合起来以便进行实时管理。用网络取代系统的金

字塔式的结构 ,关键是要转变观念 ,实行管理范式(management paradigm)的根本转变 ,用新的

管理范式代替旧的管理范式。

这里列出新旧范式内容的对比:

内容 工业时代旧管理范式 知识时代新管理范式

组织结构 等级制 内部市场

目标和控制 赢利 企业共同体

管理系统 机构论的 有机论的

客户关系 销售 服务性企业

工作角色 雇员 知识企业家

生态界面 无限制的增长 智能增长

战略构成 计划 连续变化

指导和控制 权威 内部领导层

世界体系 旧资本主义对旧社会主义 民主企业

　　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各层面的活动量大大增加 ,知识流大大加速。时间的压

力要求作出快速反应和决策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传统的等级制严重地阻碍了这种反应和决

策 ,只有网络管理系统才能适应这种迅猛变化的局面。中层管理人员越来越缩减 ,已成为西方

企业的一种普遍趋势 。随着信息网络 、知识网络的发展 ,人们提出了“以全球知识为基础的组

织”(g lobal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新趋势 。托夫勒

在谈到创造财富的新经济体制 ———知识经济时也强调 , “相对标准化的结构让位于母体组织 ,

特定的项目小组 、收益中心 、以及不断多样化的战略联盟 、合资企业和国际财团———许多这类

组织都是超越国界的 。”他还强调 , “经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要求更高的整合和管理” , “管理如

此复杂的公司要求新的领导形式和极端高度的系统整合。而这又要求向组织输送越来越多的

信息 。”

总之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例如 ,国外许多虚拟机构 、

虚拟公司 、虚拟学校 、虚拟图书馆等就是一种组织创新 。当然 ,组织和管理最关键的是要有知

识的人才 ,能从事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人才。朱 基同志最近指出:“管理科学是提高企业

效益的根本途径 ,管理人才是实现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保证 ,实施管理培训工程是当务之急 。”为

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深入从事管理研究 ,有力推进管理革命 ,是我们必须付出巨大努

力的艰巨任务。

四

知识经济 、知识社会的到来 ,向我们提出了加强知识管理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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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知识管理?

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 ,针对组织的

适应性 、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本质上 ,它嵌涵了组织的发

展进程 ,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

者进行有机的结合。”①

也有人将知识管理定义为“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 。”

知识管理就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

进行计算机存储 ,而隐性知识则难以掌握 ,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 ,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

体现 。知识管理就是有效地实现这两类知识的互相转换并在转换中创新。知识型公司能够对

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市场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这需要

通过知识管理来实现 。

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为了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 ,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 、信息与

人 、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 ,以进行大量创新。莲花公司图文管理产品公司总经理斯科特·库珀

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 ,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 。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

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 。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②

美国《福布斯》杂志 4月 22日题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文章强调:“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

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公司的领导应把集体知识共享和

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 。如果公司里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 ,如果公

司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 ,那么这将对公司构成巨大的

挑战 。”③知识管理的任务在于知识的交流和共享 ,促进雇员们提高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

某些企业不作区分地把知识管理视为信息管理的延伸 ,从而试图把信息主管错误地改为

知识主管。这将在不知不觉中把知识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开发上 ,而不是放在创

新和集体的创造力上 。

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的不同还在于知识与信息两者的区别 。丘奇曼(Churchman)指出:

“将知识设想或看作是一种对信息的集合的观点 ,事实上已经将知识这一概念从其全部生

活之中剥离出去……知识只存在于其使用者身上而不存在于对信息的集合中。使用者对信息

的集合及其方式才是最为重要的。”这就是说 , “信息”和“知识”是两样不同的事情 ,不可混同 。

非线性的变化迫使企业组织不得不设计出非线性的战略以谋求生存。而这样的战略 ,是不可

能以存在于公司的大量数据库里的信息的静态图画为基础而被“预测”出来的。“知识的创新

只能是发生在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当中。”④ 只有人类才能在知识的创新过程中扮演核心角

色。新思想 、新观念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 ,不在信息的单纯集合中 ,也不能简单地从所得数据

进行归纳概括中产生出来 。

美国的西奥多·罗斯托克强调了观念和信息的区分 ,提出观念第一 , “没有观念就没有信

息” ,认为是观念建立信息 ,而不是相反 。他指出 , “那些在知识中给予信息重要地位的人常常

愿意假设仅靠信息本身就能动摇或取代观念 ,这完全是误解 。”罗斯扎克引用麦克鲁普的话说:

“任何经历(并非由从环境得到的刺激所归纳出的偶然的印象 、观察 ,甚至`内在的经验'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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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转引自知识经济研究课题组编:《知识经济研究简报》 ,第 2期第 4页 , 1998年 4月 25日。

③转引自“迎接知识经济 ,实施知识管理” ,《参考消息》 , 1998年 4月 26日。
转引自陈立辉编译:“商业新世界中的知识管理” , 1998年 3月 16日。



产生导致个人知识变化的认识过程 。因此 ,新的知识可以在没有收到新信息的情况下获得(这

一论述在涉及主观知识时是当然成立的;但是所谓的客观知识也都是来自前人的主观知识)。”

(罗斯扎克 ,1998 ,第 85 、109页 。)

罗斯扎克指出 , “只有明确地划分出思想和信息的界限才能认清它们是层次完全不同的两

件事情 ,而且要用不同层次的方法去评价 。通常可以采取的普通方法是根据事实来评定输入

计算机的数据的对错 。然而支配信息的还是思想 ,不是信息本身 ,也不是数学逻辑的这类极其

神圣的东西。”罗斯扎克对信息崇拜的批评有时不免过于苛刻。但我们从他尖刻的批判中确实

可以得到启示:知识和信息是有区别的 ,不可不加区别 。

2.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如前所述 ,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是“运用集体的智慧 、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

在向知识社会迈进中 ,全球竞争日益加剧 ,创新成了公司和经济体成功的基础 。这就是

说 ,竞争中的赢家正是那些最先认识到新思想并付诸实践的公司 。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 ,创新可以被认为是(产品 、服务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

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 ,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创新”

概念推广到管理 ,提出“社会创新”概念 ,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 。

欧盟 1995年度的《创新绿皮书》中指出 ,创新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成功地生产 、吸收和应用

新事物(novelty)。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并使得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成为可能 。”“创新

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或技术过程 ,此外还是一种社会现象。”

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 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

的创新都集中在投入-产出分析中 ,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 ,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 ,即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 smoo th operation of in-

novation systems depends on the fluidity of Know ledge flow 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 、

企业 、大学 、研究院所 、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 ,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

而构成的机构网络 ,其主要活动是启发 、引进 、创造与扩散新技术 ,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

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实际上是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结

果①。知识流动的类型有:

1.人力资源流;

2.机构链;

3.产业群;

4.创新公司行为 。

或者可以说 ,国家创新系统中参与者之间有如下四种基本的知识流动:

1.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2.企业 、大学 、公共研究实验室之间的相互作用;

3.知识和技术向企业的扩散;

4.个人的流动。(OECD ,1996)

在我们已经见到的美国 、德国 、荷兰 、芬兰 、澳大利亚等国家创新系统的文件中 ,都一致强

调了知识流动对创新的重要性 。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对创新具有重要的知识流动渠道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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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因此 ,知识管理 、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 ,人文因素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 。

德国教研部长吕特格斯在他题为“研究开发和技术市场全球化”的报告中谈到德国的创新

政策时指出:人力资本的提高 ,如教育培训;研究基础设施和研究系统;知识管理 ,尤其是研究

与公司之间 、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建立联系;一个向国际竞争开放并将创新看成关键战略的公

司结构。这四个方面处处都渗透人文因素。

总之 ,技术创新是使信息或知识转化为新产品 、新工艺 、新服务的过程。而知识或信息可

能来自研究开发 ,也可能来自市场营销或其它源泉 。但无论来自哪里 ,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

性和想像力 ,依靠企业的作用。当然政府为创造良好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一家公司要能在

竞争中取胜 ,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

基本要素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适宜气候 ,以及一个动态的有创造性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组织 。

其他关键要素是 ,公司能靠智力资本实现其构想 ,并作出变化以实现对其构想目标的领导 。这

就要靠知识管理 ,其实质是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3.一个案例:硅谷成功的奥秘

媒体对硅谷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文艺复兴之后所发生的全部事件

中 ,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硅谷的技术。”①

硅谷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划时代成就呢 ? 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克隆硅谷最

宝贵的东西”中回答说:

“硅谷成功的诀窍不在硅片之中 。不是快速芯片 ,不是奇妙的电脑游戏 ,也不是供查找数

据使用的技术深奥的软件 。硅谷成功的秘诀甚至也不是电视上 、杂志中以及广告牌上大量出

现的网址 。确切地说 ,这秘诀是它的经商之道 。”②

文章列出了九条硅谷所特有的宝贵东西:(1)失败了没关系;(2)推动各级管理人员尝试新

创意;(3)让创意不断完善;(4)学会容忍创造性的混乱;(5)做你自己的最激烈的竞争者;(6)不

要紧紧抓住创始者不放;(7)广散钱财;(8)不惜一切争取市场份额;(9)通过投资建立新公司而

保持领先地位。而上述原因 ,归结到一点 ,那就是 ,硅谷有独特的企业文化 。

萨克森尼安在她所著的《地区优势》一书中比较了马萨诸塞州 128公路沿线技术走廊的衰

落与硅谷始终保持其活力的不同时指出 ,前者的衰落是由于一种封闭的 、保守的企业传统 ,而

正是这种传统扼杀了创新和合作。马萨诸塞的公司对企业主权非常重视 ,而硅谷却创造了“一

种组合和重新组合非常灵活的公司网络 。”

硅谷的成功关键不在技术 ,而是与技术紧密相关的人文因素 。这些因素中包括鼓励风险

尝试和宽容失败的传统;以购股权为中心凝聚在一起的流动人才库以及那种激励包括上至高

层管理者 ,下到普通编程员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创业精神 。硅谷“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黄金 。

从一种越来越真实的意义上说 ,我们现在是把沙子变成智能 。 ……那才是真正的变化所在。”

(罗杰斯 、拉森 , 1985 ,第 65页)在硅谷 ,知识是衡量人之价值的主要标准。这些有知识和技能

的人 ,形成了一个丰富的人文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生长着硅谷所特有的“物种” :在斜

坡上快速奔跑赶去开会的毛躁的青年电子专家;边喝啤酒边交流创意 、借以形成新产品概念的

幻想家;花钱建立新企业的风险资本家;彻底跨台的新公司;变成百万富翁的秘书。他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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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无限制资本家” ,不拘泥于生活小节 ,整天穿着牛仔靴和牛仔裤上班。他们具有新思想 、新

观念和新思维方式 ,具有创新精神 ,积极进取 ,不屈不挠 。正是他们在创造人类的历史 ,创造人

类的光辉未来。

硅谷的成就表明了人的思想 、人的素质对创新是至关重要 ,是第一位的 。而思想和素质的

养成必须在社会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就是要创立像硅

谷那样一种适宜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受过良好教育的 ,负责任的同时又拥有想像力的公司员

工能够带给公司的要比技术所能带来的多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 ,高科技中的人文因素比技

术因素本身更加重要 。

五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的推进 ,正在加速改变着社会 、

经济 、文化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

出 , “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 、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

大影响” 。

我们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深刻转变中 。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研究这种转变 ,

以便有准备地迎接标志人类新文明的知识社会的到来 。

199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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