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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决文化冲突是虚拟团队日常运作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虚拟团队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冲突产生的主要原 

因，认为解决跨文化管理问题是化解文化冲突的最佳途径，并从共享价值观和跨文化沟通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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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沟 

通上的时空障碍，使跨时间、跨地区、跨组织的交流成为可 

能，虚拟团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企业应 

对全球化竞争、提高效率、整合人力资源最佳选择。 

虚拟团队存在潜在优势，即他们能够创造出跨文化的协 

同增效作用，提供新的思维、观点和独特的创造力，从而给跨 

国组织带来非凡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虚拟团队由于本身结 

构的多样性，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不同时区，不同 

的组织，不同的国家，而且在社会环境(文化、宗教、种族、风 

俗及社会制度)方面相差极大，所以跨文化冲突成为虚拟团 

队面临的首要问题。 

2．虚拟团队的文化多元性及其冲突 

2．i什么是文化和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斯图尔特 ·豪尔(Stuart Hal1) 

认为文化是人们在处理 日常事务时属于某一群体的人们约 

定俗成的思想、行为以及感想的模式。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组织、不同职能间的 

文化差别。它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语 

言、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习惯等方面。影响虚拟团队绩效的 
一 个主要的、普遍的问题就是团队成员的文化差异问题，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信仰、价值观、态度、能力 

和对优先权的感知。 

2．2文化多元性和特定性优劣比较 

从文化多元性和特定性的优劣势的比较，可以映射出虚 

拟团队这种文化多元性团队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可以通过表 

2—1进行分析。 

由于文化多元性团队的成员来 自不同的文化，对自己的 

文化都有根深蒂固的认同，所以一般很难轻易被他人说服， 

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团队成员之间就难以建立信任，无 

法有效沟通，从而影响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表 2—1 文化多元性和特定性的优势、劣势比较表 

优势 文化多元性优势 特定文化优势 

· 意义的扩展 ·对地方的员i有更好地7解 

多种多样的观点及看法 ·有助于和地方上的特定客户的合作 

更加开明的对待新观点 ·有助于更好的和用户进行交易 

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说明 ·可以增强对特定国家的政治、社会、法 

· 选择的扩展 、 律、经济和文化环境的7解 

创造性的增强 

灵活度的增大 

解决问题能力的加 强 

劣势 文化多元性劣势 特定文化劣势 

· 多元性会增加 ·组织特定的政治 

任务的不明确 ·组织特定的战略 

关系的复杂性 ·组织特定的运营方式 

误解和冲突 ·组织特定的运作程序 

· 意思传递的困难 ·种族优越感 

错误 传达 

很难达成共识 

· 行动传递的困难 

很难在特定的行动上速成共识 

2．3虚拟团队的文化冲突及原因分析 

虚拟团队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团队内部的员工分属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而产生的文化冲突。导致虚拟 

团队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来自多方面，主要原因有：种族优 

越感，不恰当地运用管理习惯，沟通误会，价值观的不同等。 

文化冲突还会带来其他的不利影响，如成员之间的沟通中 

断，团队内部管理决策的低效率，组织目标的不一致，团队缺 

乏凝聚力，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等。 

对于文化差异和距离，荷兰学者 Hofstede·G的文化维 

度理论为我们认识跨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解决这 

个问题提供了思路。霍氏文化五维度学说在不同的民族反 

映了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 

①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Hofstede·G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人们关心群体 

成员和群体 目标或者自己和个人目标的程度”。个体主义文 

化强调个人 目标、个人独立，而集体主义文化倡导人和人之 

间的依赖和不可分割。 

②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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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 

程度高的国家，社会层级分明，权力距离大；反之，接受程度 

地的国家，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权力距离也小。 

③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不确定性规 

避指的是人们忍受模糊或者感到模糊和不确定性的威胁的 

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们敢于冒险，对未来充满 

信心；而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则相反。 

④男性主义／女性主义(Masculinity／Feminine)。男性 

主义的文化鼓励激烈的竞争，获得财富和成功；而在女性主 

义文化中，社会主导的价值观是中庸和睦，重视人际关系，崇 

敬大自然，关怀他人，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 

⑤长期／短期取向(Long／Short Term)。这个维度是指 
一 个文化对传统的重视程度，关注一个组织是否愿意长期忠 

诚于传统的、先前的思想和价值观。 

3．虚拟团队跨文化管理 

3．1贝雷(1980)的文化适应模型 

贝雷(Berry，1980)从两个纬度来描述文化适应，一个是 

人们是否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另一个是个体是否愿意接触 

异族文化。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反应就生成四种文化适 

应方法，如图3—1所示。 

是否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是 

震是 
除 
异 

否 

化 

是 否 

融合 同化 

隔离 边缘化 

图 3—1贝雷的文化适应模型 

由上图可知，个体在遇到新文化时有不同的适应方法， 

有的人在学习新文化的同时不放弃 自己原来文化的价值观 

和信仰，而能有机的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指导 自己的行为， 

这样的适应方式称为“融合”(Integration)。而有的人在接 

触新文化后，为了使自己能更快的融入新的文化，完全抛弃 

了自己原来的价值理念，这种方式叫做“同化”(Assimila— 

tion)。还有些人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不愿意了解和接 

受其他文化，这样的适应方式被称为“隔离”(Separation)。 

而接触新文化后，变得茫然，这样的适应方式被称为“边缘 

化”(Marginalization)。研究表明，在这四种适应方式中，融 

合是最健康的理想方式，而边缘化是最糟糕的适应方式。 

3．2增强虚拟团队的跨文化沟通 

沟通是通过语言和动作来发送和接受信息的过程，沟通 

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交换信息。所谓的跨文化沟通是指具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那么，要想 

在虚拟团队成员内部进行有效的沟通，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建议。 

首先要了解语言的局限性，选择合适的交流工具。根据 

沟通专家的估计，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只有 7 左右靠语言传 

达，还有 38 是靠声音和语调，剩下的55 是通过身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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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达的。但虚拟团队中面对面的交流往往是屈指可数的， 

所以电话和视频会议这种可以触及到声调和身体语言的交 

流方式就尤显重要了。其次尊重对方的文化，建立快速信 

任。在与团队其他成员通过电话或者视频会议交流的时候， 

尽量要有耐心，一再的审度自己对别人表达的意思的理解， 

切忌不要做出快速判断。第三要了解高语境和低语境在不 

同民族中的区别。语境是指两个人在进行有效沟通之前所 

需要了解和共享的背景知识，所需要具备的共同点。这种共 

享的背景知识越多，具备的共同点越多，语境就越高，反之， 

语境越低。O’Hara--Deveraux和Johansen(1994)根据他们 

的研究，对民族文化根据语境进行了排序，中国文化处于高 

语境的一端，而美国文化和北欧文化处于低语境一端，所以 

在虚拟团队内部合作中，了解不同国家的语境会给沟通带来 

积极的作用。 

3．3培养虚拟团队的共享价值观 

虚拟团队由于成员来 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价值观层面，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团队内部成员所共享的价 

值观，这样就能解决虚拟团队由于文化多元性而带来冲突。 

首先共享价值观可以形成团队成员对目标的归属感和 

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共享价值观促使成员积极树立短期 

目标，确定成功的衡量标准，制定详细的项 目实施方案。团 

队成员越分散，清晰的目标就显得越重要。虚拟团队的成员 

分散各地，会感到自身是独立于组织外的，因此创造一种团 

队内部独有的身份标志可以巩固团队的结构，加强成员对团 

队的归属感。 

其次共享价值观是在识别文化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团 

队成员要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首先要理解和尊重 

对方的文化，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对他文化采取一种较为 

超然的立场和包容的心态。所以在合作开始阶段，团队领导 

者对其成员进行敏感性训练是很有必要的，加强成员对不同 

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 

第三共享价值观有助于产生跨文化协同增效作用。“文 

化的协同增效(Cultural Synergy)”最早是由加拿大学者 Ad— 

ler提出的。美国学者 Harris与 Moran认为文化的协同增 

效是指文化的差异性可以促进跨文化交流中各参预防的共 

同发展和完善，这种差异性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远大于单个 

文化团体。简单地说，协同增效就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不同元 

素之间共同起正面作用的过程与效果。跨文化协同增效也 

可以被看作一个简单的“输入一过程一输出”模型。合作中 

文化差异被看成是积极的因素和达到协同增效的潜力(输 

入)，各种文化的优势的组合产生了协同增效(过程)，最终协 

同增效达成一个更好的结果(输出)。 

4．结束语 

化解多元文化冲突作为虚拟团队管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要想提高整个虚拟团队绩效，解决团 

队成员之间的文化冲突就迫在眉睫。在理论上，要从文化的 

维度理论出发，深刻的分析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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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的洞察力和先见之明；(2)创业营销需要通过创新性的 

风险管理、资源的杠杆利用和价值创造的方法来实现，企业 

需要主动创造市场而不是被动适应市场。对原有市场均衡 

的打破，需要企业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以上两点表明创业 

营销是以供给导向为价值观取向，以创造市场为市场方法的 

营销观念。 

据此，我们提出一个基于企业两个基本价值观(即供给 

推动和需求拉动)和三种市场方法(市场说服、市场适应和主 

动创造)的营销观念矩阵，形成了四种类型的营销观念(见图 

1)。创业营销观念(区I)是以“前摄性的、主动创造市场”为 

市场方法，以“不断创造新产品的供给推动”为价值观的营销 

观念，这种观念明显区别于其它营销观念(区Ⅲ、区V和区 

Ⅵ)。图中区Ⅱ和区Ⅳ不代表任何营销观念，因为区Ⅱ既然 

以“供给推动和自我为中心”就不可能采用“适应市场”的方 

法，同理，区Ⅳ既然以“需求拉动为中心”就不太可能采用“以 

我为主、主动创造市场”的市场方法。 

主动 

市 (proactive) 

场 适应 

方 (adaptive) 

法 说服 

(persuasive) 

价值观 

供给推动 需求拉动 

I创业营销观念 Ⅳ 

Ⅱ V 市场营销观念 

Ⅲ 产品与生产观念 Ⅵ 销售观念 

图 1 营销观念矩阵 

创业营销观念与市场营销观念的主要区别不在营销职 

能上，而是经营和战略导向上的差别。传统营销的经营哲学 

是适应市场，即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它通过大量 

的市场调查来收集信息，运用营销组合、STP营销战略和客 

户关系管理等来实现这种思想。这种理论的价值和实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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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有在市场比较稳定、营销计划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才 

是有效的。而企业家活动恰恰是对市场的创造性破坏，对于 

创业型企业来说，新的市场和不清楚的顾客意味着流行的市 

场营销理论不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指南。与此同时，以资源为 

基础的竞争理论强调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企业应该培育 

核 t,fl~力，在此基础上积极的进行创新才能维持竞争优势。 

因此，创业营销的经营思想是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这 

是理解创业营销的关键，也是指导创业营销研究和实践的 

基础 。 

[注]本文为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业营销的基本理论 

问题 ”(2006一HYSKIJ—ZC--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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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在实际行动上，要培养团队成员的共享价值观，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虚拟团队的文化 

冲突问题，从而保证这种跨组织、跨时间、跨国界的团队能够 

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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