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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变“轻”、员工变“重”，才是未来的趋势
■嘉 宾：苏勇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采访者：陈瑜 （本报见习记者）

透视“996”，日本加班文化前车可鉴

最近 ，互联网企业的 “996”加班
文化引发了热议。所谓“996”，是指工
作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一周工作
6 天 。 当刘强东 、马云为 “996”辩护
后，更是将这个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从管理学上看，工作
时长和员工绩效完全不
成正比

企业的算盘打得精明吗？ 从表面
上看，企业生产力=员工单位时间平均
效率×员工工作时长×员工人数，似乎
在员工平均效率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
工作时长和员工人数， 都是提高企业
生产力的选择。但是，在复旦大学东方

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教授看来 ，“996”

加班文化无论对企业还是员工来说都是
有害无利的，缺乏可持续的战略眼光。

“从管理学上看， 工作时长和员工的
工作绩效完全不成正比。”苏勇首先强调，

“甚至，当人们长期从事同一种劳动，在日
复一日机械的工作中反而会出现厌恶感，

造成无效劳动或是工作差错率的上升，这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工作倦怠’（burn-

out）概念。 当初，美国的福特汽车工厂曾
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哪怕是计件工资的重
复性劳动，如果无限制地延长员工的工作
时间，也会导致损耗率的增加，最终导致
单位劳动时间效率的下降。机械的重复性
劳动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今天的许多工
作，是更需要员工的创造性的。 ”其实，这
种 “工作倦怠” 现象已然反馈在了今天
“996”群体中，比如马云最痛恨的“兔子
员工”。 这一群体虽然天天加班， 看似很

忙，但实际上都是在“磨洋工”。

在苏勇看来， 加班文化的畸形发展
不仅仅对企业的发展有害， 最后也会对
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加班文化
盛行的日本最后就发展出了这样一种病
态的社会文化： 由于早出晚归的上班族
被视为经济地位的象征，‘加班’ 意味着
事业兴旺、受公司重用，如果在正常的下
班时间到家， 反而会引起家人和街坊邻
居的非议。 许多日本上班族会特意在下
班以后相约去酒馆喝酒、打电子游戏，借
此消磨时光，晚点回家，从而赢得他人和
社会的认可。 ”

近年来， 日本整个社会居高不下的
“过劳死”现象和自杀率，使得政府一直
在出台各种法规为企业过度的加班文化
踩刹车 ，就在今年 4 月 ，日本劳动新规
为大企业员工设置了加班时长上限，这
些教训和经验都值得我们深思。

从管理员工转向为员
工赋能， 是提升竞争力的
关键

不爱加班就是没有拼搏精神吗？ 将加
班包装成“奋斗”“成功”的代名词———这种
“打鸡血”的方式，年轻人似乎并不买账。这
是否就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拼搏精
神，不爱奋斗了吗？ 答案并非如此。

“60 后、70 后的员工是‘干一行，爱
一行’，今天的新生一代则是‘爱一行，干
一行’。年轻人没有老一辈当年所背负的
巨大经济压力， 他们把工作更多地视作
个人价值的体现，而非单纯的谋生工具。

此外，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思想也
更活跃，个性也更加凸显。 ”苏勇说。

据他介绍， 随着 90 后员工成为职
场生力军， 新生代员工的管理和激励问

题已然成为目前管理学的热点问题， 他
们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和对待工作的
态度 ， 都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课
题。 整个学界也在反思， 如何针对这一
群体寻找合适的管理方式， “今天应当
把员工作为具体的 ‘人’ 来看， 而不是
‘零部件’。”

在苏勇看来，满足新生代员工的需
求恰恰就是当下企业管理理念应该转
型的方向，“互联网时代，企业竞争形态
正在发生变化。 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
越来越少，而特种兵式出奇制胜将成为
竞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企业管理者的
主要职责也随之变化。 ”

苏勇认为，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对员
工进行赋能， 从管理员工行为转为鼓励
员工探索， 是企业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首
要任务。 他进一步指出： “要加强对员
工的培训 ， 提供各种资源促使员工成

长、 助力员工创新， 推动员工快速成长
为具有高超技能的 ‘特种兵’。 还要开
放授权， 进一步打破层级、 岗位和固定
分工， 用任正非的话来说， ‘让听得见
炮火的人做决策’。 企业变 ‘轻’， 员工
变 ‘重’； 企业变 ‘小’， 员工变 ‘大’，

这才是未来的趋势。 当我们把许多复杂
的事情简单化后， 我们所用来解决这些
问题的单位时间也可以缩短， 员工就不
必浪费多余的时间， 也就可以进一步避
免 ‘996’ 加班现象的发生。”

苏勇认为，为员工赋能，从“人力资
源”到“人力资本”，企业管理理念的这一
转型趋势， 也恰恰满足了新生代员工想
要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的“奋斗”诉求：

“资本是可以增值的。 90 后们不想被企
业仅仅当作利用的对象， 而是希望获得
一种能力的资本， 使其个人价值在今后
有更大的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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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如何让年轻人成为有获得感的奋斗者
互联网职场的“996工作制”引发社会巨大关注和争论

“996” ———这个看似90后暗号

的专有名词， 正被更多人熟知， “996

工作制 ” 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 “标

配”。 继马云4月11日在公司内部讲话

中评论 “996” 之后， 刘强东隔日也在

朋友圈发文回应对 “996” 的看法， 引

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大佬与员工各执

一词， 也把职场的加班文化第一次摆

上台面公开探讨。

这种探讨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的今天 ， 在人民群众向往更美好生

活的今天 ， 具有积极意义 。 有专家

认为，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996工作

制”， 它的背后， 葆有奋斗精神、 敬

畏法律底线 、 尊重劳动权益 ， 一样

都不能少。

葆有奋斗精神依然是正
确价值观

对于“996工作制”，互联网大佬们更

倾向于持支持态度。 其态度源于创业多

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都说出了自己的

真心话。 无论是马云还是刘强东，言谈

中都回忆起当年拼搏奋斗、无畏无惧的

创业情景。 马云用“12?12”来形容他常

年来的工作状态。刘强东写了一个“地板

闹钟的故事”， 称自己刚开始做电商时，

作为京东的一号客服， 为保证24小时服

务，会把闹钟设定为两小时后响铃，四年

间从没有连续睡眠两个小时以上。

马云和刘强东， 代表中国第一代互

联网创业者，他们在创业路上九死一生，

成功源自比“996”更加“自我压榨”的拼

搏精神，这种成功也强化了他们“为理想

努力拼搏”的人生观，他们的努力成果，

也让人们看到为理想而奋斗的价值。 中

国互联网从籍籍无名、落后闭塞，到如今

电商贸易通达四海、 很多领域能在短时

间内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 是这些人用

拼了命的“快”和对自己的“狠”闯出的。

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提出
更高要求

令人关注的是，大佬们对于“996”的

评论，并没有得到一呼百应。许多基层员

工有自己的想法，个人生活、身心健康、

加班回报是员工们吐槽最集中的三点，

关乎劳动权益。 那么，“996”究竟是否普

遍？据了解，全国多家科技互联网企业几乎

都在推行“996工作制”，包括阿里巴巴、百

度、腾讯、华为、小米、饿了么等巨头。

一边是创业者崇尚的 “速度与激

情”，一边是员工对于劳动权益的合理维

护。 关于“996工作制”的探讨，在当下应

有其更深远的意义： 当国内一些城市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踏上2万美元

的新起点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去实现？

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

伟律师认为， 当互联网发展的人口红利

下降后， 互联网公司却依然强调单个人

力资本产出价值的结果导向， 这并非长

远发展之计， 企业家应该借由这次 “危

机”，寻求更加合理的出路。

事实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管

理者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 用更

加文明、更加合理的工作安排，来实现企

业的增值。未来，我们要超越更多互联网

巨头 ，闯入科技 “无人区 ”，需要考虑的

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提

高生产效率， 让奋斗者的努力奋斗有理

想、有创新、有获得感、有持续性。

“巨浪滔天中的金字塔”，转瞬即逝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落成30周年纪念艺术品短时间内被损坏，艺术家大度表示“图像如人生”

为纪念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巴黎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落成30周年， 法国装

置艺术家让·雷内和400名志愿者日前在

金字塔所在的拿破仑广场上， 花费五天

时间用2000张条状印刷纸铺设了一幅总

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3D幻视艺术作品

《伟大金字塔的秘密》。然而，该作品在展

示后两天时间内就支离破碎， 不少游客

甚至将其撕下，以“留作纪念”。

《伟大金字塔的秘密》视觉效果相当

震撼，远观宛若金字塔从海底缓缓升起，

面世后迅速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起热

议。“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现代主义的标

志之一，自诞生以来，它为许多艺术家带

去灵感。 当让·雷内谈起《伟大金字塔的

秘密》时，我迅速就被这个想法吸引了，

它为金字塔带来了新的魅力， 并让所有

游客都得以参与到30周年庆典中来。”卢

浮宫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表示。

虽然大批游客的涌入和阳光剧烈的

照射迅速破坏了作品， 但让·雷内十分大

度地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图像如人

生，转瞬即逝”。他表示，在完成的那一刻，

《伟大金字塔的秘密》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而毁坏也是作品完成后的必然步骤，从这

个意义上说志愿者和游客都成为了作品

的一部分。卢浮宫方面则表示，“毁坏在意

料之中，只是不清楚会有多快”。

《伟大金字塔的秘密》是让·雷内艺

术生涯中规模最大的作品， 这不是他第

一次与玻璃金字塔结缘。2016年，他就将

一幅巨大的错视画覆盖在金字塔表面，

以此唤起人们对于自拍行为的思考。

作为卢浮宫入口， 玻璃金字塔在建

造之初也引发过争议， 但如今已成为博

物馆的标志性建筑。玻璃金字塔由673块

菱形玻璃拼组而成， 而由于金属支架的

负荷远超其自身的重量， 金字塔也被认

为不仅是现代艺术风格的佳作， 也是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全新尝试。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落成 30 周年纪念作品《伟大金字塔的秘密》在展出后短时间内被迅速损坏。 左图为《伟大金字塔的秘密》原貌。 上图为《伟大金字塔的秘密》被损坏得支离破碎。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