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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 李海洋　 李新春①

①　 李海洋ꎬ 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ꎻ 李新春ꎬ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ꎮ 作者非常感谢张燕 (莱斯大学)、 王元地

(四川大学)、 李瑜 (对外经贸大学) 和朱沆 (中山大学) 等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ꎮ

　 　 摘　 要: 本文基于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特刊所收录的 ５ 篇文章ꎬ 探讨

中国管理学研究要实现从中国实践到达理论创新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ꎮ 第一ꎬ 中国

管理学研究要遵循什么样的逻辑? 第二ꎬ 谁来主导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

三ꎬ 如何通过建设学术社区与学术平台促进中国管理学的发展? 我们认为ꎬ 就研究

逻辑而言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ꎬ 又要超越实践去抽象出背后所隐

含的理论问题ꎬ 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ꎮ 这个过程需要在普适化理论和中

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ꎮ 就研究主体而言ꎬ 每一位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

者或对中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参与并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同时

我们建议ꎬ 为了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ꎬ 学者们应该共同建立开放式、 包容性

的学术社区以及高质量的学术平台ꎬ 促使中国管理学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实践相关性

与理论创新性的学科ꎮ 最后ꎬ 我们以 «管理学季刊» 为例ꎬ 介绍其创刊目标和办刊

特点ꎬ 探讨如何把季刊打造成一流的学术期刊ꎬ 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做出积极

的贡献ꎮ

关键词: 中国管理学研究ꎻ 研究逻辑ꎻ 研究主体ꎻ 学术社区ꎻ 学术平台

一、 引言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ꎬ 也是目前中国管理学界

热烈讨论的问题ꎮ

对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第一ꎬ 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来ꎬ 虽然中国管理

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ꎬ 但其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引进、 学习和模仿西方管理理论、

实践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李海洋和张燕ꎬ ２０１６)ꎮ 在引进—学习—模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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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问题ꎮ 譬如ꎬ 一些中

国学者在应用西方管理理论时ꎬ 缺乏对中国实

践的准确把握ꎬ 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中国实践相

脱节 (梁建ꎬ ２０１８)ꎮ 第二ꎬ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ꎬ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幅度提升ꎬ 一些

企业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比如

华为等)ꎬ 但是学界却鲜有有关中国企业的管理

理论ꎬ 理论创新乏善可陈 (蒋东生ꎬ ２０１８)ꎮ 因

此ꎬ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系统性反思中国管理

学研究ꎬ 探讨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ꎬ

推动理论创新ꎮ 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 中国

管理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实践ꎬ 强调本土化ꎮ

比如ꎬ 陈春花 (２０１０) 在阐述 “当前中国需要

什么样的管理研究” 时ꎬ 提出中国管理研究要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标准ꎮ 郭

重庆 (２０１１) 强调中国管理研究必须融入中国

情境ꎬ 加强实践导向ꎮ 徐淑英在一个访谈中也强

调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ꎬ 她认为 “中国管理学

者需要真正地进行探索性研究来发展中国管理的

新构念和理论ꎬ 依赖于现有文献的模仿和构建不

会带来根本的创新” (徐淑英和吕力ꎬ ２０１５)ꎮ

对于 “中国管理研究要结合中国管理实践”

这一观点ꎬ 我们完全认同ꎬ 但是仍有一些重要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ꎮ 比如: 现有中国管理学

研究有没有结合中国实践? 针对这个问题ꎬ 就

我们自己的观察而言ꎬ 中国管理学者 (主要指

国内的学者) 中的大部分人 (如果不是全部的

话) 都在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现

象ꎮ 翻开国内各个与管理相关的学术期刊ꎬ 所

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和中国情境、 中国问题有

关ꎻ 相反ꎬ 专门研究欧美或其他国家的管理学

文章在国内的管理类期刊还很少看见ꎮ 所以ꎬ

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 目前中国管

理学者的研究没有结合中国实践ꎬ 至多说学者

们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实践ꎮ 事实上这个问题

在西方管理学界也一直存在ꎬ 并受到广泛讨论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ꎬ １９９４ꎻ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６)ꎮ 但是ꎬ 到底

如何 “很好地直面或者结合 (中国) 实践” 却

很少有人探讨ꎮ 与此相关ꎬ 国内管理学界的一

种看法是ꎬ “中国学者有着接触中国管理实践的

巨大优势ꎬ 对于研究的起点 ‘在中国管理实践

中发现科学问题’ 有着天然的优势” (蔡玉麟ꎬ

２０１６)ꎮ 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ꎬ 比如林毅夫

(１９９５) 认为ꎬ “我国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问题

进行研究ꎬ 并在将这些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高

度上ꎬ 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ꎮ 可是ꎬ 过去 ４０

年来ꎬ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ꎬ 这种 “天然的优势”

一直存在ꎬ 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中国学者

并没有很好地把这种 “天然的优势” 转换成理

论创新呢? 我们认为ꎬ 了解管理实践和实现理

论创新并不是一回事ꎮ 将这种 “天然的优势”

转换成理论创新ꎬ 从而为管理学、 经济学知识

体系做出贡献ꎬ 并不是简单地通过重视、 融合

中国实践就能实现的 (李海洋和张燕ꎬ ２０１６)ꎮ

另外ꎬ 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评价体系逐步国际

化ꎬ 这可能会使研究本土化和学术成果发表国

际化之间的冲突加大ꎮ 那么ꎬ 中国管理学者就

面临这样一个诉求: 如何既研究中国问题ꎬ 又

能融入全球管理学共同体并发表国际管理学界

认可的学术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管

理学季刊» 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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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２０１７ 年学术论

坛①ꎮ 季刊联席主编李海洋ꎬ 领域编辑贾良定、

梁建、 沈伟ꎬ 以及知名华人学者陈昭全、 周雪

光、 樊景立等都做了发言ꎮ 在这一期 “中国管

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特刊中ꎬ 我们对参会学者

的发言进行整理ꎬ 变成独立的文章予以发表②ꎮ

通过对这些学者观点的梳理ꎬ 我们认为ꎬ 探讨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ꎬ 实现从中国实践

到达理论创新ꎬ 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见图 １): 第一ꎬ 研究逻辑③ꎬ 即中国管理学研

究要遵循什么样的逻辑ꎬ 是着重于本土情境化

知识还是普适性理论ꎮ 第二ꎬ 研究主体ꎬ 即谁

来主导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第三ꎬ 如何

通过建立学术社区与平台 (包括出版物等) 促

使中国管理学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实践相关性与

理论创新性的学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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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从中国实践到理论创新

二、 中国管理学研究要遵循

什么样的逻辑?

　 　 如前所述ꎬ 中国管理学界有不少学者倡导

中国管理研究要结合中国实践ꎬ 强调本土化ꎬ

做真 正 的 “ 中 国 管 理 研 究 ”ꎮ 对 此ꎬ 梁 建

(２０１８) 根据自身的研究经历指出ꎬ 中国管理学

研究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强调中国企业现象ꎬ

整理了很多企业案例ꎬ 却不能提炼出科学问题

并进行理论抽象ꎻ 另一个是虽然依照科学研究

的范式ꎬ 却没有明确的中国现象ꎬ 无助于对中

国实践的理解ꎮ 针对这两个问题ꎬ 他认为ꎬ 根

植于中国情境的中国学者应该从科学研究的基

本范式出发ꎬ 探讨中国实践或中国现象背后所

包含的科学问题ꎬ 而不是仅仅关注实践或现象

本身ꎻ 如果现有文献不能回答这些问题ꎬ 我们

就需要对中国实践或现象给出新的、 合理的解

释ꎬ 而正是这些新的、 合理的解释最终变成了

理论知识ꎬ 贡献于现有管理学知识体系ꎮ

同 梁 建 ( ２０１８ ) 的 思 路 类 似ꎬ 蒋 东 生

(２０１８) 提出从差异性事实出发构建管理学的中

国理论ꎮ 他认为ꎬ 中国管理学者不仅要熟悉西

①

②

③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 廖建桥、 田志龙、 杨治等以及参加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 ＩＡＣＭＲ) 研究方法研讨班

(２０１７) 的师生约 ８０ 人出席此次论坛ꎮ
由于时间等原因ꎬ 本期特刊只发表了与会者中梁建、 周雪光和沈伟的文章ꎮ 季刊领域编辑井润田和 «管理世界» 原主编蒋东

生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论坛ꎬ 但是他们也应邀提交了文章ꎮ
这里的 “研究逻辑” 类似于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和 Ｂｅｔｔｉｓ (１９８６) 所提出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ｏｇｉｃ”ꎬ 是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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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企业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ꎬ 同时还要对中

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有深入的了解ꎬ 只有这样才

能找出差异性事实ꎮ 如果现有理论不能较好地

解释这些差异性事实ꎬ 就存在着理论创新的可

能性空间ꎬ 通过对中国管理实践或现象的理论

抽象而提出新的解释ꎬ 由此实现理论创新ꎮ

周雪光 (２０１８) 从社会学领域有关本土化

和国际化的讨论出发ꎬ 他认为ꎬ 无论本土化或

国际化都是以国家或文化的 “边界” 为基础的ꎬ

二者不应该对立起来ꎮ 相反ꎬ 好的学术研究ꎬ

应该超越本土化或国际化的标签ꎬ 追求社会科

学研究所应有的标准: 强调对研究对象、 研究

背景的深入理解ꎬ 汲取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

资源 (包括本土思想资源)ꎮ 因此ꎬ 好的研究者

需要开放的胸襟ꎬ 以及由此带来的眼界、 思路

和分析工具ꎮ

井润田和耿菊徽 (２０１８) 从中国管理研究

中所存在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出发ꎬ

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梳理ꎮ 他们提出管理学研

究中存在三种典型的模式: “象牙塔式” 的研究

(崇尚理论研究的思想之美)ꎬ “咨询式” 的研

究 (深入企业情境解决具体实践问题) 和 “投

入式” 的研究 (把实践者视为创造知识的合作

伙伴而不只是研究对象)ꎮ 他们指出ꎬ 每个学者

可以追寻不同的模式ꎬ 但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要有清楚的理解: 科学研究在追求一般性理论

的同时ꎬ 总要超越现象ꎬ 而解决现实问题又必

须回到情境之中ꎮ

总体上ꎬ 上述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所要

遵循的逻辑提出了比较明确且相对一致的建议ꎬ

这就是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ꎬ

又要超越实践去抽象出背后所隐含的理论问题ꎬ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ꎮ 这也正如李海洋

和张燕 (２０１６) 所指出的: “中国管理研究要

基于但是不能局限于中国情境或实践ꎬ 而是应

该把中国情境或实践放到更加普适化的理论背

景中去讨论ꎻ 这个过程需要在普适化理论和中

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ꎮ” 只有这样ꎬ

我们才可以逐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ꎮ 李海洋

和张燕 (２０１６) 基于他们自己所做的三个与中

国实践相关的管理研究ꎬ 具体地阐述了如何把

情境化知识和普适化理论进行有机结合ꎮ 彭维

刚 (２０１８) 在谈到学术创业时也强调这种研究

逻辑对中国学者的重要性ꎮ 他指出ꎬ 他的代表

作 (Ｐｅｎｇ ＆ Ｈｅａｔｈꎬ １９９６) 发表之后ꎬ 引起众多

关注ꎬ “原因之一就是用全球性的眼光站得高看

得远ꎬ 洞悉众多转型经济体中 (从波兰横跨欧

亚直到越南) 企业成长共同的战略问题ꎬ 而不

是一 个 国 家、 一 个 地 区 地 看 ” ( 彭 维 刚ꎬ

２０１８)ꎮ 与此相似ꎬ 李海洋在论坛发言中以他最

近的海归创业研究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为例ꎬ 指

出 “研究中国的海归创业是中国的事情ꎬ 研究

全球人才流动与创业———以中国的数据为例ꎬ

则是全球的事情”ꎮ 归根结底ꎬ 对中国管理实践

或现象的研究需要放在普适性理论的大背景、

大框架下ꎬ 才可能建立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

和贡献ꎮ

三、 谁来主导中国管理学

研究的发展方向?

　 　 过去 ４０ 年来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ꎬ 离不开每一位管理学者 (包括海外的

华人及非华人学者) 的辛勤付出ꎮ 那么ꎬ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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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由谁来主导? 管理

学界存在不同看法ꎮ 比如ꎬ 蔡玉麟 (２０１６) 对

“本土领袖” 和 “域外精英” 进行了区分ꎮ 他

指出ꎬ “时代正在呼唤本土领袖登场ꎮ 在解决中

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管理理论ꎬ

当然欢迎友善的外国学者参与ꎬ 却没有必要放

弃主导权ꎮ 事实证明ꎬ 把希望寄托在域外精英

身上ꎬ 把领袖地位拱手相让ꎬ 虽然他们也恪尽

职守ꎬ 甚至殚精竭虑、 身先士卒ꎬ 却成效有限”

(蔡玉麟ꎬ ２０１６)ꎮ 我们认为ꎬ 这种把 “域外精

英” 和 “本土领袖” 对立起来的观点ꎬ 有很大

的误导性ꎮ 第一ꎬ 如果我们认为学术研究 (包

括管理学研究) 要致力于发展理论ꎬ 解决实践

问题ꎬ 是否有必要对参与研究的学者的身份

(域外精英 ｖｓ. 本土领袖) 进行区分? 更何况界

定 “域外精英” 也并非易事ꎮ 事实上ꎬ 即便是

美国的管理理论ꎬ 也不是全部由美国本土出生

的学者做出的ꎬ 其中不少有移民背景或其他国

家的学者也做出了杰出贡献ꎮ 第二ꎬ 更为重要

的是ꎬ 学术界的主导权和领袖地位不应该取决

于某位学者来自哪里ꎬ 而是取决于这位学者做

了哪些工作、 做出了哪些贡献ꎮ 一个有趣的事

实是ꎬ 日本的 “精益生产” 理论不是由日本人

而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 (李海洋和张燕ꎬ

２０１６)ꎬ 但大家仍然认为ꎬ 这是日本管理实践对

人类管理知识的贡献ꎮ

沈伟 (２０１８) 的文章对 “谁会决定或影响

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做了有益的讨论ꎮ

他认为ꎬ 所有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或对中

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人ꎬ 作为一个群体ꎬ 都将

会影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虽然每个

人的研究兴趣存在差异ꎬ 可能会导致未来中国

管理学研究没有一个一致的方向ꎬ 而是朝多个

方向的探索和创新ꎬ 但是ꎬ 对于一个学科发展

来说ꎬ “百花齐放ꎬ 百家争鸣” 才是一个较为理

想的状态ꎮ 与此类似ꎬ 张静等 (２０１６) 回顾和

展望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进程ꎬ 他们也强

调每一类主体 (包括海内外学者) 都在发挥应

有的推动作用ꎮ

上述观点和营销领域的顶级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ＭＲ) 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

(Ｈｕ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不谋而合ꎮ 为庆祝 ＪＭＲ 出

版 ５０ 周年ꎬ Ｈｕｂｅｒ、 Ｋａｍａｋｕｒａ 和 Ｍｅｌａ 三位学者

(他们是 ＪＭＲ 前任或现任主编) 对过去 ５０ 年来

该期刊发表的近 ２５００ 篇论文进行分析ꎬ 来研究

到底是不同的主编会影响所发表文章的选题导

向ꎬ 还是选题导向会影响主编的人选ꎮ 结果表

明ꎬ 主编对选题导向的影响微乎其微ꎻ 相反ꎬ

基于众多学者个体的研究兴趣汇总起来的学科

发展方向影响着主编的人选ꎮ 这些结果也进一

步印证了周雪光 (２０１８) 的观点: 在任何学术

领域ꎬ 正是开放的、 不同方向探究的交流和争

论ꎬ 导致了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道路选择和推

陈出新ꎮ

四、 如何建立具有开放性、

包容性的学术社区和

高质量的学术平台?

　 　 周雪光 (２０１８) 提出ꎬ 学术研究需要建立

一个开放性的、 包容性的学术社区ꎮ 这种学术

社区的特点是: 学术研究展现学术社区的集体

活动ꎬ 学者们既互相竞争ꎬ 也互相交流和学习ꎮ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ꎬ 学者们的学术水平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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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 (乃至学术标准) 才会不断地提高ꎮ 贾良

定等 (２０１５) 以 ６ 个管理学界公认的理论体系

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ꎬ 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

由个体学者开始ꎬ 到学术团体整合ꎬ 然后在学

术社区进行动态及跨层次对话的过程ꎮ 他们认

为ꎬ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ꎬ 不仅要求

学者个体善于理论创新ꎬ 而且需要建立学术社

区ꎬ 从而为学者个体提供对话平台ꎬ 使得他们

能够对理论进行不断的讨论、 检验和完善ꎬ 最

终到达理论创新的目的ꎮ

如何建立开放性、 包容性的学术社区ꎬ 显然

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ꎮ 中国学者可以从美国管

理学领域的学会组织比如 ＡＯＭ (成立于 １９３６ 年ꎬ

见 ｈｔｔｐ: / / ａｏｍ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Ａ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ｐｘ )

和 ＳＭＳ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ꎬ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

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

发展过程中学到很多有益的做法ꎮ 张静等

(２０１６) 以 ＩＡＣＭＲ 的发展作为范例ꎬ 详细探讨

了学术社群 ( “学术社区” 的另外一种说法)

中各个主体 (包括商学院、 学术期刊、 专业协

会和学术会议、 学者自身等) 如何相互协同配

合ꎬ 推动了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ꎮ 在这里ꎬ 我

们仅从 «管理学季刊» 的创办动因及其办刊特

点出发ꎬ 来讨论如何打造高质量的学术平台

(或学术出版物)ꎬ 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做

出积极的贡献ꎮ

(一) 作为中国管理学研究学术社区创新平

台的 «管理学季刊»

打造一个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术社区创新

平台ꎬ 正是我们近年来创办 «管理学季刊» 的

主旨和理想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ꎬ 我们联合当时还

在上海交通大学 (现在在同济大学) 任教的李

垣教授以及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 (现在在汕头

大学) 任教的徐二明教授一起筹划、 创办 «管

理学季刊»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杭州首发ꎮ «管

理学季刊» 的目标有两个: 第一ꎬ «管理学季

刊» 被定位为中国管理学界的期刊ꎬ 它不是某

个 (或某些) 大学或学术机构的附属刊物ꎬ 它

是所有参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刊物ꎬ

是我们这个学术社区 (或学术社群) 的刊物ꎮ

与此定位相一致ꎬ 我们的编委团队 (包括主编

和领域编辑) 来自国内外不同的大学ꎬ 而且每

届任期只有三年ꎬ 每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一次ꎬ

换届时要遴选新的编委成员①ꎮ 我们希望通过编

委团队的多元化和定期轮换ꎬ 让更多年轻的、

背景不同的、 有能力的学者来担当领导角色ꎬ

以不断推动 «管理学季刊» 的发展ꎮ 第二ꎬ 我

们希望通过 «管理学季刊» 这一学术平台ꎬ 为

关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创造一些展示自

己最好研究成果的机会ꎬ 也希望能给大家 (尤

其是年轻学者和博士生) 的职业发展提供一些

帮助ꎮ 我们的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非常明确: 打造一

流的中文管理学期刊 (把 «管理学季刊» 打造

成中文的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ＭＪ)

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ＭＪ) )ꎮ 这就

是 «管理学季刊» 的由来ꎮ

(二) «管理学季刊» 的办刊特点: 如何打

造高质量学术创新平台?

«管理学季刊» 的办刊特点具体体现在它的

① 现任编委 (也是 «管理学季刊» 的第一任编委) 的任期会在 ２０１８ 年底结束ꎮ 事实上ꎬ 我们在写这篇文章时ꎬ 遴选下一届编委

成员的工作已经开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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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核心基石 ( ｐｉｌｌａｒｓ) 上 (见图 ２)ꎮ 第一ꎬ

专注性战略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管理学季刊»

不是一个 “巨伞形”、 包罗多个学科的刊物ꎬ 而

是一个有清晰定位的管理学期刊ꎬ 因此ꎬ 它只

发表与企业战略、 创业、 创新以及组织管理有

关的文章ꎮ 具体而言ꎬ 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竞争战略、 公司战略、 公司治理、 全球战略与

跨国管理、 创业与创新、 领导行为ꎬ 以及企业

制度与组织管理、 变革等ꎮ 当然ꎬ 我们也欢迎

其他领域 (比如经济学、 市场营销等) 的学者

来投稿ꎮ 但是ꎬ 他们的稿件内容必须解决管理

学者所关心的学术问题ꎮ

第二ꎬ 专业化、 国际化的编委团队 (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ｔｅａｍ)ꎮ 在现任

编委中ꎬ 从主编到领域编辑都是在各自领域中

已经获得突出研究成果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仍

然十分活跃的学者ꎮ 编委团队的构成是国际化

的ꎬ 由国内和国外学者联合担当ꎮ 比如ꎬ 现任

主编有 ４ 人ꎬ 其中 １ 位是国际主编ꎮ 领域编辑

共有 １４ 人ꎬ 其中 ５ 人来自境外 (包括美国、 澳

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ꎮ 而且ꎬ 编委团队的成

员定期轮换 (任期三年)ꎬ 确保不断有新成员的

加入ꎮ

第三ꎬ 严谨的评审流程 (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ꎮ «管理学季刊» 的评审流程强调严谨

性ꎬ 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盲审

(ｂｌｉ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ꎮ 作者不知道评审人是谁ꎬ 评审

人也不知道所审文章的作者是谁ꎮ ②由领域编

辑挑选 ２~３ 位评审专家 (通常是国内和国外的

评审专家都有)ꎬ 但为了避免裙带关系ꎬ 领域编

辑不会与作者直接沟通ꎬ 而是由编辑部来和作

者沟通ꎮ 如果作者有具体的问题要咨询领域编

辑ꎬ 可以通过编辑部ꎬ 这样尽可能地避免外界

的干扰ꎬ 提高领域编辑对稿件做决定的客观性

和公平性ꎮ ③领域编辑对所评审的文章 (通常

在修改完善之后) 可以做出 “接受发表” (ａｃ￣

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的建议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这个建

议只会通知编辑部和主编而不是作者)ꎬ 但是最

终的 “接受发表” 决定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需要得到 «管理学季刊» 主编的同意ꎮ 国际一

流学刊如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ＭＲ)

采用与此类似的决策流程ꎮ 通常来讲ꎬ «管理学

季刊» 主编都会尊重领域编辑的建议ꎬ 但是不

排除主编也会提出进一步修改的建议ꎮ 如果作

者的修改不能达到主编的要求ꎬ 文章最终有可

能会被拒绝ꎮ 最后ꎬ 所有评审过程 (包括谁是

领域编辑、 谁是评审专家、 评审进展如何ꎬ 以

及哪位主编最终接受发表等) 都会在编辑部的

内网上实时公开ꎬ 以求做到评审过程的透明性

和公正性ꎮ

第四ꎬ 以改进和完善为导向的评审文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ꎮ «管理学季刊» 收到任

何一篇文章ꎬ 都不会轻易拒绝ꎬ 而是希望通过

我们严谨的评审过程使文章改进、 提高ꎮ 也许

«管理学季刊» 最终不会接受这篇文章ꎬ 但是我

们仍然希望通过专业的评审过程ꎬ 使作者可以

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议ꎬ 从而能够进一步改

进这篇文章ꎮ 同时ꎬ 作者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

知识或技巧ꎬ 包括如何投稿ꎬ 如何与评审专家、

领域编辑和编辑部进行有效沟通等ꎬ 这些知识

和技巧可以帮助作者开展其他研究项目ꎮ 换言

之ꎬ 一方面ꎬ 我们有非常严谨的、 专业的评审

流程ꎻ 另一方面ꎬ 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让作者

的文章得到改进ꎬ 让作者有所收获ꎮ 这是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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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季刊» 的一个核心价值观ꎮ «管理学季刊»

编辑部的朱沆教授对此做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好的作品ꎬ 我们帮您广告天下ꎻ 有潜力待完善

的作品ꎬ 我们帮您完善擦亮!”

«管理学季刊» 从 ２０１６ 年首发到现在不到

三年的时间ꎮ 正是坚持上面的办刊特色ꎬ 从创

办的第一天起就得到国内外管理学同仁的大力

支持ꎬ 也在中国管理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ꎮ

«管理学季刊» 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的管理学者

在名家专栏发表文章ꎬ 目前已经发表的文章的

学 者 ( 按 发 表 时 间 先 后 ) 包 括 徐 淑 英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ｅ Ｄａｍｅ)、 陈明哲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李海洋 (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张燕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ｄｅｄ Ｓｈｅｎｋａｒ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陈晓萍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ａｔｔｌｅ)ꎬ Ｓｈｉｇｅ Ｍａｋｉｎｏ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郑伯埙 (台湾大学) 和彭维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Ｄａｌｌａｓ) 等ꎮ 我们相信在

这些名家作品的带动下ꎬ 在国内外管理学同仁

的共同支持下ꎬ 我们稿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得

到更大的提升ꎬ 也会进一步推动 «管理学季刊»

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一个高质量学术平台ꎬ 从

而为中国管理学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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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管理学季刊» 的核心基石

五、 结语

本文基于 “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 特

刊所收录的 ５ 篇文章ꎬ 探讨了中国管理学研究

实现从中国实践到达理论创新所要回答的三个

问题: 第一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要遵循什么样的

逻辑? 着重于本土情境化知识还是普适性理论?

第二ꎬ 从研究主体来看ꎬ 谁来主导中国管理研

究的发展方向? 第三ꎬ 如何建立开放性和包容

性的学术社区和高质量的学术平台来推动中国

管理学的发展? 我们认为ꎬ 就研究逻辑而言ꎬ

中国管理学研究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ꎬ 又要超

越实践去抽象出背后所隐含的理论问题并提出

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ꎮ 这个过程需要在普适化

理论和中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ꎮ 就

研究主体而言ꎬ 所有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ꎬ

作为一个群体ꎬ 都会影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

展ꎮ 同时我们建议ꎬ 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共同建

立开放式、 包容性的学术社区以及高质量的学

术平台ꎬ 以推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发展ꎮ 我们

希望 «管理学季刊» 的创立和成长能为中国管

理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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