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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新：构建可持续创新的管理模式》
[美]格雷戈里·麦克劳克林 威廉·肯尼迪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一八年二月 漫画角

温 故

世象管见

朱晨凯

说到以色列，不得不提到它
的创新能力。以色列人均拥有创
新企业数居世界第一，人均拥有
高科技公司数居世界第一，为世
界贡献了 20.2%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劳动力中 25％是科技专业人
员，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以色列
每万人中就有近 150 名科学家和
工程师，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从
事研发的全职人员占总人口的比
例为9.1%，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本 书 作 者 是 历 史 学 博 士 潘
光，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
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合作组
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
目主任。本书通过对以色列科技
创新的政策环境、文化动力、体
制机制分析，以及对中以创新合
作的探讨，总结出以色列创新成
功的经验——重视民族认同感和
凝聚力、重视个体素质和精神提
升、坚持“发展第一”的理念。

书中指出，在国家层面，重
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是十分重
要的。犹太民族具有超乎寻常的
内聚力和生命力，这种力量来源

于犹太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
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
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
值观，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
为核心的社团体系。依靠这三大
支柱，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总是紧
紧地抱成一团，世代传承求知重
教的传统，善于发挥自己的智力
优势，仔细研判周围的环境和态
势，深入分析面临的挑战和危
机，提出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的
独到见解，努力在夹缝中寻求生
存和发展的机遇。

在个体层面，重视个体的素
质和精神，也是以色列创新成功
的原因之一。建国之初，以色列
的开国元勋本·古里安号召全国
人民继续发扬离散时期犹太人

“质量胜过数量”的精神，以奋
斗、开拓、拼搏、创新来建设一
个新家园。以色列第一代领导人
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决定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不
仅是人口多少、国土面积大小和
自然资源多寡，更重要的是人的
素质和精神。犹太民族得以顽强
地生存下来，并且经过坚韧不拔
的奋斗最终重建国家，靠的就是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开拓精神。
以色列创新成功的经验，还

在于坚持“发展第一”的理念。
民族的安全、国家的发展和人民
的福祉始终是以色列创新的强劲
动力。对此，以色列人具有不分
党派的共识：“除了发展别无选
择”“要么创造奇迹，要么走向地
狱”。以色列研究创新教育的专家
认为，创新就是要不断挑战、改
变过时的思维定式，用一种新方
式去思考及行动，创新包含三个
要素——新的、有价值的、可行
的。在创新兴国、强国的征程
中，在攻克当代科技一个又一个
难题时，以色列人民表现出罕见
的智慧、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
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此外，书中还介绍了以色列
的其他创新成功经验，如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开放包容的教育体
系、支持创新的法制体系和政府
的“后台服务器”作用、优化创
新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所、
院校和企业的协作、推动积极活
跃的国际创新合作等，这些经
验，对于当下中国正在走的创新
之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之路
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以色列：
一个国家的创新成功之路》
潘光 汪舒明 著
姜斯宪 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吴启钱

建筑研究显示，中国传统木构
民居除了横梁外，其他木头大都选
择竖用，根部在下，梢部在上；西
方传统木构民居除了柱子外，木头
大都选择横用。这简单的一竖一
横，体现了中西方传统文化对生命
的不同态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活着的人
是站立在天地之间的，因而给人居
住的房屋所使用的木料必须是根在
下、梢在上竖着使用，与大自然中
活着的树木一样，体现了对生命的

敬畏与崇拜。而给逝者长眠的棺
材，木头必须也只能“躺倒”，这
两者是不可混淆的。也就是说，房
子不能横着盖，棺材不能竖着来，
否则就违反了自然法则，就是对生
命的不敬，通俗点说就是犯忌。这
样一些犯忌的事，虽不至于对人的
生命造成伤害，但会对人造成心理
伤害和精神损害。

这样一套人性、细腻、讲究的
逻辑，经过数千年仍在我们的生活
中起作用，成为公众普遍认同的常

识与规则，这就是公序良俗。公序
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
称。公序就是社会一般利益，包括
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
共利益；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
好道德风尚，包括社会公德、商业
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公序良俗是一种仅次于法律的
调整民事行为的规范。我国 《宪
法》 第 5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
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我国

《民法总则》 第 8 条规定，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不 得 违 背 公 序 良 俗 ； 第 10 条 规
定，处理民事纠纷，应该依照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
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
153 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

从这些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公
序良俗是我国民法中的基本原则。
一种行为就算法律没有明确的禁
止性规定，但与正常社会政治经

济生活秩序以及社会公德、商业
道德、良好社会风尚等相冲突，
就可以根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其
无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行为就
是违法行为。

像最近“高铁霸座男”的行
为，除了侵犯了小王姑娘的“座位
专用权”，违反了与高铁之间的运
输合同，同时还违背了“购票上
车，对号入座”这样的公序良俗，
违反了 《民法总则》 第 8 条的规
定。

又如日常生活中屡有所闻的
“凶宅”。一般认为，死过人的房
子，不宜作为婚房，甚至作为住宅
也难以被人接受，否则会在今后生
活中造成精神上的压力甚至痛苦。
所以，在“凶宅”买卖问题上，尽

管买卖合同已经成立，但如果卖方
事先不作说明，买方了解真相后要
退房，最合适的理由就是违背了公
序良俗，以这样的理由诉诸法院，
大多会得到支持。

这几个案例启示我们，“法无
禁止即可为”和“权利不可滥用”
是辩证统一的。“法无禁止即可
为”意味着，民事主体在不违背强
制性法律规则和法律不禁止的条件
下，可自愿选择满足或有利于自
身利益的行为；“权利不可滥用”
则意味着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
其行为应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并
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一般的公共
秩序要求。因此，在法律不足以
评价主体行为时，公序良俗原则可
以限制民事主体的权利滥用。

公序良俗不可违

倡导创新，离不开孕育创新
型人才的开放包容的教育氛围，
以色列在这方面构筑了一个十分
成功的体系。

基础教育就是培养打破思维
定式的能力。以色列家长不培养

“乖孩子”，而要培养有想法、能
思辨的孩子，注重孩子的独立思
考能力。犹太人认为孩子提出问
题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

“年轻企业家”已成为中学的一门
课程，要求学生独立设计一套自
主创业的方案。经过这样的基础
教育，挑战约定俗成的东西，摆
脱思维条条框框的束缚已然成为
以色列年轻人的一种习惯。

注重高等教育的创业创新能
力培养。以色列特别注重高校学
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支持每
个大学成立自己的孵化器并进行

资金资助，还成立高校科研成果
商业化中心。高校机构在商界也
十分活跃，将实验室研发出的技
术成果、知识专利出售，或进行
商业化运作。在大学教育中，以
色列高校重视将科技创新与商贸
管理、经济、法学、文史哲等学
科结合起来，体现出一种全面、
系统、综合的优势。学校看上一
个项目，要组织跨学科专家进行
全面考察和评估。当然，也不是
所有项目能成功。如希伯来大学
的风险投资项目，失败率大概是
30%。但是，以色列高校既有鼓
励创新的政策举措，也有宽容失
败的文化氛围，允许师生大胆尝
试，也允许犯错误。以色列教育
界的共识是：创新本身就伴随着
风险和挫折，因此要倡导理解失
败的风气，对失败者多一点包

容，才能使他们取得突破。
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推动全

民创新。目前，以色列职业教育
课程不再限于特殊技能，而扩大
到各种类型的通用高技术培训，
政府还全力发展成人业余教育，
鼓励成人学生选修经济社会发展
所急需的高科技课程。随着以色
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不断兴起，
每年高科技行业新增 7000 个至
8000 个岗位，但是只有不到 6000
名正规院校毕业生。因此，政府
广开渠道，为年龄较大的员工免
费教授最新科技课程，让他们填
补高科技职位空缺。以色列在人
均拥有图书馆和人均读书比例上
均居世界第一，终身学习蔚然成
风，中老年、退休人士取得创新
成果的事例层出不穷，形成全民
创新的社会风气。

■培养主动创新能力的教育方式

建国之初，以色列政府就制
定了发展科技的长远战略规划。
目前，由科技部、经济部等 13 个
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
系，负责制定科技政策、设计发
展规划和确定重点项目，形成合
力以推进科技创新。政府在认真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重点产业的创

新战略，如进入 21 世纪后，以色
列政府相继出台了生物技术产业
规划和纳米技术规划。政府还及
时组织一些重大攻关项目，如
1986 年一些国家首先开展对高温
超导现象的研究，以色列立即于
1987 年成立“高温超导战略委员
会”，组织各方力量集中攻关，很

快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些政策彼此联系，构成了一整
套的政府创新扶持系统，完善了

“创业国度”的创业生态环境。
可见，以色列政府是一个对创新
事业充满热情的合作型政府，发
挥 了 创 新 “ 后 台 服 务器”的作
用。

■发挥政府的“后台服务器”作用

1985 年以色列颁布的 《鼓励
工业研究与开发法》，规定了政府
鼓励和资助工业研究与开发的一
般原则，即由政府提供被批准的
研 究 与 开 发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的
30％～66％。获得资助的主要标
准是项目应具有创新性、技术上
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出口前景。该
法律确立了对产业研发进行资助

的法律基础，有力地促进了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运用和推广。
2002 年，《以色列税收改革法案》
获得通过，是以色列税收体制的
一次革命性变革，对“主动性资
本 （如风险投资、证券交易、直
接投资等） 收益税”作了重大调
整，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1 年 ， 以 色 列 颁 布 了 “ 天 使

法”，鼓励处于早期阶段的高技术
公司投资行为，符合资格的行为
主体投资于以色列高科技私营企
业，就能够从所有渠道的应纳税
所得中减去他们的投资数额。同
时，以色列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通过《产权法》《商标
条令》《版权法》等法律对知识产
权予以有力保护。

■建立健全一系列支持创新的法律法规

忙不过来 蒋跃新 绘

在知识驱动发展的全球环
境 下 ， 在 国 家 提 倡 “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
各地创新创业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作为创新创业的倡导者
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政府机
构也面临着自我创新的挑战。
本书从创新的价值和类型、文
化与环境对创新的影响、创新
的动态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分
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持续
性创新的流程。

《未来已来：数字化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鲍舟波 著

中信出版社 二○一八年八月

本书论述了数字化时代对企
业商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商业模式
的发展趋势，详细讲述了在数字
化时代企业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
新，分析了各种与时俱进的商业
模式创新案例，旨在于数字化时
代的大背景下，帮助中国的成长
型企业成功转型，真正找到适合
自己的商业模式创新之路。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鹿 鸣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
家冯梦龙，在 《智囊》 中讲了两
个故事：

未满三十岁的明朝官员徐存
斋，以翰林身份到江浙一带督察
学政。有个书生在文章中引用

“颜苦孔之卓”——颜渊学习孔
子，却苦于孔子的品行过于卓
越，难望其项背。徐存斋批为

“杜撰”，给他评了个四等。这个
书生拿着文章领责时，辩解说：

“并非杜撰，出自扬子 《法言》。”
徐存斋马上站起来说：“本官年
轻，学问不足，承蒙指教，惭
愧。”于是改评为一等。大家都称
赞徐存斋雅量。冯梦龙评论说：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

第二个故事，万历初年有一
书生作 《怨慕声》 ——怨慕即思
慕，孟子说，舜思慕父母，文中
引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
者”一句。文章被主考官打入四
等，评为“不通”。书生分辩说：

“此句出于《礼记·檀弓》。”主考
官非常生气地说：“卖弄学问，只
有你读过 《檀弓》？”给他改成五
等。冯氏愤愤评论说：人之度
量，相差何止千里！果然是雅量
难得。

雅量指宽宏的气量，始于魏
晋。其时，讲究名士风度，要求
注意举止、姿势的旷达、潇洒，
强调七情六欲都不能在神情态度
上流露出来。不管内心活动如
何，只能深藏不露，表现出来的
应是宽容、平和、若无其事。就
是说，见喜不喜，临危不惧，处
变不惊，遇事不改常态，这才不
失名士风流。如杜甫 《移居公安
赠卫大郎钧》 诗云：“雅量涵高
远，清襟照等夷。”蒲松龄《聊斋

志异》记：“而邻翁素雅量，生平
失物，未尝征于声色。”后来，雅
量一词演变成能虚心接受批评的
态度，尤其是上级接受下级、权
威接受小人物的批评。

雅量难得，是因为首先需要
有过人的胸怀，心有沟壑，能吞
吐万物。《尚书》 云：“必有容，
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清朝
学者邓拓亦有高论：“春风大雅能
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说的都
是这个意思。胸怀大了，能盛的
东西多了，尖锐猛烈的批评，不
留情面的指责，有失偏颇的物
议，甚至一些误会与偏见，都能
一一“笑纳”，做到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而不会勃然大怒，反唇
相讥，或寻机报复。那些心胸狭
窄、睚眦必报的人，注定与雅量
无缘。当然，过人的胸怀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需要后天的觉悟与提
升，修习和培养，需要以见识、
智慧、勇气来支撑。

雅量，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
识人用人上，做领导的一定不能
嫉贤妒能，怕下属超过自己，听
不得不同意见，一听批评就火冒
三丈，那样早晚会成为孤家寡
人。要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容
人的雅量必不可少。具体来说，
就是要允许人才冒尖，容忍人才
超过自己，给人才提供发展空
间，褒奖人才的突出贡献，并且
还要容许人才出错，耐心等待人
才成长。

得人才者得天下。以识才的
慧眼发现人才，以容人的雅量吸
纳人才，以爱才的诚意团结人
才，以用才的胆识用好人才，聚
天下人才为我所用，何愁人气不
旺，事业不兴？雅量难得，雅量
可贵，当思而学之，慕而修之。

难得又可贵的“雅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