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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文化与苏南企业之关系 

吴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其作用区域分布广泛，以苏锡常为核心 

比较认可的文化作用区域。如果以周先人泰伯、仲雍奔吴作为肇始，吴文 

著文化多次交融的产物；近代以来，又不断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中生存发厍 

文化中精华的一部分。它与苏南地域的生产和生活相适应 ，是苏南社会 

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这么说，吴文化与苏南 

步的联动效应：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没有蓬勃的经济崛起；没有扎 

有繁荣的文化事业。 

我们所认定的“吴文化”应是这样一种文化——它以无锡“梅村”为 

为中心区，以太湖流域为辐射范围，以吴语为“方言”和重要交流手段 ，在 

程中形成的一种有着鲜明的南方‘‘水乡”特色的地域文化。 

纵观历史 ，吴文化曾经有利地推动 了苏南经济一次又一次的腾飞， 

苏南模式。然而，进入 9O年代中期以后，苏南模式风光不再，江苏在全国 

滑。在新 的历史时刻 ，吴 文化又该如何创新 ，再次推 动苏南经济 的发展? 

苏南企业作为苏南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 ，基于吴文化的苏南企业 

文化创新的一种思路，也是苏南企业构造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手段，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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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的一种方式。 

在吴文化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道德 

传统的影响下，苏南农民形成了勤劳、精 

巧、务实和讲求秩序的经济价值观 ，这对 

近代以来苏南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 

放 以来“苏南模式”及新世纪“新苏南模 

式”的形成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 

些学者也认识到，苏南传统乡村伦理中也 

二、基于吴文化的企业文化建设路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其不会自发形成 ，只能依靠企业坚 

持不懈的努力来塑造。由于文化本身具有 

很强的区域性，因此要塑造优秀的苏南企 

业文化 ，就必须汲取苏南 当地区域文 

化——即吴文化的精华。为此，笔者基于 

吴文化的一些特点，对企业文化的建设提 

出如下几条路径以供参考。 

水 ，既是吴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条 

件，又是吴文化自身特色的重要表现。 

1、提倡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 

结合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或多数 

员工共同一致、彼此共鸣的内心态度、意 

志状况和思想境界，它可以激发企业员工 

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企业精神作 

为企业内部员工群体心理定势的主导意 

识，是企业经营宗旨、价值准则、管理信条 

的集中体现，它构成了企业文化的基石。 

吴文化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与敢为 

天下先的开拓性于一体，开拓创新是吴文 

化的鲜明特点。 

吴地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处、东西文 

明的撞击地，这一便利的地理区位适于多 

元文化的传播交流。吴文化本身就发端于 

吴地的历史实践和多种形态的文化碰撞， 

是中原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结合基础上 

的文化创新。 

同时，泰伯敢于在远离周族的荆吴之 

地，开拓建立起勾吴国，这种不拘陈规、敢 

想敢干的开拓精神，为吴地人民树立了开 

拓创新的典范。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依靠 

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才能维持生存和发 

展。自从 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 

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一词无论是在 

理论界还是实际管理部门出现的频度越 

存在着过于谨小慎微、等级秩序过 

等不利因子，这也是 20世纪末 “ 

式”陷入窘境的重要原因。 

来越高。熊彼特的“创新”是指在经济活动 

中引入新的东西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 ，引入一种 

新的产品或者赋予产品一种新的特性 第 

二，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第三 ，开辟一 

个新的市场 ：第四，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 

新的供应来源：第五，实现一种新的工业 

组织。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企业 

创新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曾经，富于开拓创新的吴文化精神底 

蕴支撑吴地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实现了不同寻常的创新跨越。如今，苏南 

企业更要将这种底蕴上升为一种企业精 

神，倡导员工具有创新的意志状况和思想 

境界，引领吴地经济乃至中国企业走上一 

条以创新求变革，以创新求发展的道路。 

2、构建学习型组织文化 

对现代企业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科 

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持续运行 

期限和生命周期受到严厉的挑战，而高素 

质、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型员工是企业发 

展的灵魂，也是创新文化的主体。知识经 

济时代，一个人若不及时更新知识 ，将难 

以胜任新的工作。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 

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 

习，应变的能力来 自学习。只有通过培养 

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 

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 

业资源和市场，并迅速地吸收所学到的新 

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才能获得企业 

最终竞争优势，挺立潮头。 

吴文化本身是一种崇文重教的文化。 

数千年来，吴地“教育为本”的思想深入人 

心，重视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注重各类 

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训练，倡导经世致 

用、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学风。 

苏南企业应该将这种优 良学风融合 

进企业文化，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 

体来说，就是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的 

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 

立起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横I 

式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创新发J 

织 。 

3、建立注重和谐的企业道德 

企业道德是与企业制度的 “碉 

相对应的“软调节”工具 ，具体来访 

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相适应的～ 

道德规范，它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 

践中逐步形成的，除了调节企业内 

种道德关系外，还调节企业与外部自 

道德关系。 

现代企业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 

克服工业文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对内开 

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 

吴文化的产生，就注入了和谐 

因子。吴文化是以一种和谐的方式 

土先吴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融合的 

泰伯、仲雍来到吴地之后，“文身断 



的影响，这是一种和谐 ： 

而归之干余家，立为吴太 

和谐。不难发现，吴文化 

深埋下了和谐的种子 ，和 

的基本属性。 

事件让外界对苏南模 

，苏南企业的企业家们有 

中的和谐因子，让苏南模 

式以一种更为健康的状态展现在世人面 

前。 

企业可 以采用四种方式来追求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其一是法律方式 ，企业要自觉遵守环 

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预防环境污染 ，提升 

企业的市场形象。其二是市场方式，企业 

三、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寺吴文化 

化都是优劣共生的。所 

优秀成分的同时 ，要克 

文化中的消极成分。这里 

，是指那些与企业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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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顾客的环境偏好作出积极响应 ，即 

顾客无论需求何种善待环境的产品，企业 

都会提供。其三是利益相关者方式，企业 

对利益相关者如雇员、供应商或社区等群 

体在环境方面的多种需求作出反应。其四 

是活动家方式，企业积极寻求尊重和保护 

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途径，这种方式也是 

企业走和谐发展之路的最高境界。 

会，因此身份等级观念在中国人心里根深 

蒂固。吴文化深受其影响，使吴地人民具 

有较强的组织性 ，并一度成 为优势 ，如有 

利于有组织地开展运动或发展经济，有利 

于企业中规章制度的建立。 

吻合的成分。 

E吴文化的孕育下，苏南 

阳集体观念。其中很重要 

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排斥 

横向关系的纵向关系社 

j社会。就等级观念而言， 

梅因说过，任何社会的进 

』契约”的进步。在身份社 

系是法律权利和义务关 

等级越高，所能分配到的 

，相反，身份等级越低，所 

}又利就越少。我国整个封 

身份明确、等级森严的社 

但是，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可能会与吴 

文化中的开拓刨新相冲突，在某种程度上 

放慢创新的步伐。同时，过于强大的等级、 

集体观念可能使有些员工对 自己在企业 

的位置没有信心，对企业的走向也不是很 

关心，因此无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消 

极成分很难截然分开。它们往往是一个内 

涵，两种表现，是优点还是缺点，取决于分 

寸的把握。继承吴文化的优秀成分，克服 

其消极成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吴文化一分 

为二，再贴上标签，然后优秀的拿来，消极 

的丢掉，而是要辩证地看待，适度把握，不 

偏不倚 ，不走极端。 

2、处理好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的关 

系 

企业文化是指导和约束企业整体行 

为以及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而这些指导 

与约束规范 ，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规章制 

度。企业文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规章制 

度未能解决的：如何使员工自觉 自愿、尽 

心尽力地为企业工作 ，想企业之所想 ，急 

企业之所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是要使 

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密切相关，融为一 

体 ：同时，使二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比 

如吴文化中的集体、等级观念 ，如何巧妙 

运用使其为规章制度服务，又不扼杀企业 

中的创新变革元素，实行有效激励以提高 

员工的参与性。 

企业文化是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 

形成的，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奠基石。 

如果没有建立现代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 

就不可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当管理者 

认为某种文化需要在企业倡导时，他可能 

通过培养典型的形式，也可能通过开展活 

动的形式来开展和传播。但要把倡导的新 

文化渗透到管理过程，变成人们的自觉行 

动，制度则是最好的载体之一。人们普遍 

认同一种新文化可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而把文化“装进”制度，则会加速这种认同 

过程。 

企业应当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使其 

交互上升，不断优化，臻于完善，促进企业 

的成长和发展壮大。 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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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太湖蓝藻一事件让外界对苏南模式提出诸多质疑，苏南企业的企业 

家们有责任重温吴文化中的和谐因子，让苏南模式以 一种更为健康的 

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