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局限三：免费增值模式见效时
间较长
免费增值模式并非立竿见影，
而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一方
面，免费增值模式只适合于一个大
市场，即必须建立在足够大的用户

安全人性假设下的
管理路径选择分析

基础上。如果用户数达不到百万级，
免费增值模式没有意义，因为通

文/王秉

常来说，只有 1% － 2% 的用户会
升级付费产品。YY 教育的管理者
说过付费用户只要能占到 2% 就已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人性的“X—Y理论”假设和事故倾向理论，提出了安
全人性的“X—Y理论”假设，并建立了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并对安

经非常开心了。另一方面，企业需

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文化做了区别。结果表明：安全管理制度的设计应以安

要较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免费用户

全人性的“X理论”假设为依据，而安全文化牵引下员工构成倾向于安全

逐步转化为付费用户。云笔记应用

人性的“Y理论”假设。

Evernote 的免费用户中，在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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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人性的“X—Y理论”假设

月只有 0.5% 成为付费用户，但一
年之后这个比例上升到 7%，第二

人性假设有多种，笔者基于人性的“X － Y 理论”假设，提出了安

年为 11%，第 5 年是 25%。因而这

全人性的“X － Y 理论”假设，人性的“X － Y 理论”假设是对人性的

种模式是细水长流的，那些依靠轰

两种截然相反的假定。
“X 理论”是对人性的消极看法，认为绝大多数人

动产品短时间内跑量的企业不宜于

有懒惰、厌恶工作、逃避责任、急功近利、逞能、急躁、麻痹、侥幸等

采用这种模式。YY 教育做免费课

人性弱点，突出了人对物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需求 ；而“Y 理论”则是

程的底气在于它所宣称的在未来的

对人性的积极看法，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具有勤奋、热爱工作、

2 － 3 年内分次、分期地投入 10 亿

愿意承担并寻求责任、创造性等人性优点，强调了人的主动、自控能力。

元到在线教育领域，做好了打持久

需要指出的是“X 理论”和“Y 理论”是两种极端的观点，若人的最低

战的准备，这样才能使免费模式有

层次的需要还未得到满足时，人性偏向于“X 理论”假设，而当人的最

较高的成功概率。

低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后，人性则偏向于“Y 理论”假设。

企业应重视价格免费模式在实

安全人性的“X－Y理论”假设的内涵

践中的运用，研究基于价格免费模

由事故倾向型理论可知，在一定环境下，某些人由于具有某些个性

式的盈利机制，以实现互联网时代

特征而具有“事故倾向型”
。基于“X － Y 理论”和事故倾向型理论，笔

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者对企业中的员工做了两类极端假设 ：事故倾向型和安全倾向型，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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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X 理论”假设是对安全人性的消极看法，
强调的是安全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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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人对安全的不良认识、思想和行为等。其基本观点是 ：
第一，绝大多数人都具有马虎、侥幸、逆反、鲁莽、投机、逞能、浮躁、
懒散、疲惫、盲从、急功近利等安全人性弱点 ；
第二，由于大多数人具有以上安全人性弱点，因此，必须要对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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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迫、监督、控制并以惩戒等约
束 , 才能保证为其和组织的安全而
贡献自己的努力。
反之，安全人性的“Y 理论”
则是对安全人性的积极看法，强调
的是安全人性的优点，突出人为了
个人和组织安全而主动、自控的一
面。该理论认为 ：
第一，
一般人都具有很强的生理
安全欲和安全责任心，并尽个人最
大努力来确保个人和组织的安全 ；
第 二， 监 督、 控 制 或 惩 罚 不
是实现组织安全管理目标的唯一方
法，人在执行组织任务时能够主动

全管理的两种重要途径，依次是安

调节和控制个人的意识和行为来保

H
Logit(H)= ———— ,
1-H

障个人和组织安全。

则说明上述分布服从正态分

淘汰（安全管理制度设计）手段和“Y

布，此模型即为安全人性的正态分

理论”假设下的宣传典型（组织安

布模型 , 如图 l 所示。

全文化建设）手段。

同样，安全人性的“X － Y 理
论”假设也是对安全人性的两种极
端假设，一般情况下，这种绝对化

2.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的解析

深层涵义 ：为组织安全管理指

的假设是不存在的，组织内的绝大

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由纵

明了方向，即要尽力实现积极安全

多数成员的安全人性应该处于两种

轴（成员人数）
、横轴（两种安全

人性“正态分布”的最大值。由数

假设之间。因此，在实际安全管理

人性假设）及成员人数变化曲线构

理统计学知识可知，正态分布存在

工作中，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组织成

成。其中横轴左端表示安全人性的

极值性，故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

员的安全人性及发展规律，并将两

“X 理论”假设下的成员，右端表

也存在极值。组织安全管理者要充

者结合起来，才能大幅度提升组织

示安全人性的“Y 理论”假设下的

分利用和引导积极的安全人性，在

的安全管理水平。

成员。该模型看似简单，实则内涵

此基础上，结合物质激励、精神激

丰富，可分三个不同层面进行阐述 :

励等激励路径，努力引导组织群体

表层涵义 ：成员人数分布规律

安全人性向有助于组织安全生产的

真实反映了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在

最大值方向发展，进而不断提升组

1.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的建立

现实生产、生活中，安全人性的“X

织安全管理水平。

正态分布是概率论中一种最常

理论”
（事故倾向型）和“Y 理论”

见，也是最重要的分布。在客观世

（安全倾向型）假设下的成员较少，

界中 , 许多随机变量的变化都服从

绝大多数成员都能够遵从安全管理

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对于一个特

规章、制度等，保障个人和组织安

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指出

定的组织，将组织中符合安全人性

全，这是确保组织安全生产的动力

了企业进行安全管理的两种重要路

的“X 理论”和“Y 理论”假设的

来源。同时，这也是对组织成员在

径，即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文

成员人数分别设为 A 与 B，令

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层面的要求，

化。所谓安全管理制度，就是以安

间接反映了成员的安全生理欲和安

全为目的，企业设计的所有员工必

全责任心等。

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等。安全

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的建立
与解析

A
H= ———— ,
A+B
运用逻辑斯谛回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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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涵义 ：提出了组织进行安

基于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的
企业安全管理路径选择分析

管理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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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员工的行为和活动，它是保证

检查 , 实质上，这就意味把每个员

安全观念文化主要包括企业安全价

企业安全生产必不可少的手段。

工都假设为潜在的可能存在违章操

值观、安全理念与安全意识等。

1.安全管理制度的设计依据

作等不安全行为的人，即便现实中，

安全管理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必

仅有极少数员工存在上述情况，但

激励和规范分别从不同层面描述了

须要与企业员工的安全人性实际相

是为了保证安全，所有员工都必须

其功能。其中，导向功能强调企业

符合，而不是传统的仅以风险为依

接受安全检查。由此可见 , 企业的

安全文化对员工安全价值观和行为

据来制定和实施安全管理制度。笔

安全管理制度设计必须要以安全人

等的引导作用 ；激励功能强调企业

者分别以两种安全人性假设中的一

性的“X 理论”假设为依据 , 对员

安全文化对员工的情感激发和精神

种为设计依据，并对设计出的两种

工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

鼓励作用，从而增强了员工为做好

企业安全文化的导向、凝聚、

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结果做出了对

2.安全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安全工作贡献个人努力的意愿 ；凝

比分析 ：

企业安全文化是存在于企业中

聚功能强调安全文化对员工的凝聚

若以安全人性的“Y 理论”假

的具有企业特点的安全价值观、安

作用 , 大家齐心协力为实现企业安

设为依据设计安全管理制度 , 其弊

全生产意识、安全管理机制及安全

全生产目标而服务 ；规范功能强调

端是员工的不安全行为的制约和规

行为准则等的总和。从文化的形态

企业安全文化对员工不良安全认识

范，由此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而

来看，安全文化是由表及里的物态

和行为的约束作用。企业安全文化

且，为实现企业安全生产贡献了个

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

的不同层面及功能，如图 3 所示。

人努力的员工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回

文化构成的。对于企业来说，安全

在安全人性分布模型中 , 通过

报，从而致使他们会向“事故倾向

物态文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安全文化

对安全人性的“Y 理论”假设的员

型”发生转变以获得公平的回报，

实体，如安全设施等 ；安全制度文

工为企业安全生产的努力行为进行

其后果是企业中安全人性“X 理论”

化主要指企业制定的安全规章制度

宣传和物质、精神等激励，就会促

假设下的员工数量就会增多，使更

和行为准则等 ；安全行为文化主要

使越来越多的员工认可企业的安全

多的人偏向“事故倾向型”的那侧

指企业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安全

价值观、理念、意识和行为准则等，

转移，此时的员工数量分布模型就

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

进而使员工自发采取有利于企业安

会向左发生移动（见图 2）
，违背了
安全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所指明的
企业安全管理方向，导致安全管理
制度失效。
有 鉴 于 此 , 大 卫· 休 漠 提 出
的“无赖原则”的基本观点是 ：应
该把所有人假设为“无赖”来设计
和实施制度，指出要用完善的制度
来钳制人的行为和活动，从而保证
所有人“规规矩矩”为组织服务。
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设计要实现这样
的效果，就既要对员工的不安全行
为进行有效钳制，并且要阻止和遏
制员工萌生有可能导致发生事故的
“无赖”冲动。如企业安全检查就
是如此，为了确保安全生产，所有
员工及作业环境等都要求进行安全
2015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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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空白”地带，就要借助企业
安全文化的牵引作用，使员工主动
采取有利于组织安全生产的行为，
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在自己职责范
围之内。
5. 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
结合，加大精神激励力度。精神激
励是一种比较节约、经济而效果明
显的激励途径。通过对安全人性的
全生产的行为 , 这时模型会向右发

引导员工积极的安全人性，努力使

“Y 理论”假设的员工为企业安全

生移动（如图 4 所示）
，与安全人

员工朝实现积极安全人性的“正态

生产的努力行为进行荣誉表彰等精

性的正态分布模型所指明的企业安

分布”的最大值方向发展。

神激励，宣传他们的积极安全人性，

全管理方向一致，突出了企业安全

4. 坚持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与安

发挥其榜样作用，可促使更多的员

文化的牵引作用。需要说明的是，

全文化两种手段相结合，充分发挥

工向他们学习。■

此时企业安全文化所表现出的牵引

安全管理制度对员工行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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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人性学对企业安全管理路径

全行为准则、岗位安全作业要求和

选择的启示

规程，但安全管理制度并非不存在

综上分析，从安全人性学的角

任何漏洞。对于安全管理制度中没

度，对企业安全管理路径选择提出

有做出规定的，但本质上有助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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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持安全人性“适应论”和
安全人性“可塑论”相结合 , 以“可
塑论”为主。在企业安全管理中，

制度改变结果

首先要把握员工的安全人性，这是

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因为那儿地广人稀，尚未开发，英政府

设计和选择企业安全管理手段的逻

就鼓励国民移民到澳洲，可是当时澳洲非常落后，没有人愿意去。英国政

辑前提，努力与员工的安全人性相

府就想出一个办法，把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本土监狱

适应 ；其次要紧紧围绕员工的安全

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的劳动力问题，还有一点，他们

人性来进行企业安全管理活动，逐

以为把坏家伙们都送走了，英国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渐重塑并完善员工的安全人性 ；最
终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与统一。
2. 安全管理制度的设计和执行
都必须要与企业员工的安全人性实
际相符合，基于安全人性的 “X 理
论”假设设计的安全管理制度才能
更好地发挥其效用。
3. 企业要注重企业安全文化建
设，充分利用安全文化的牵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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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
很快政府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弊端，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平均超
过了百分之十，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三十七。政府
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
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实施不下去。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 ：
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
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
百分之一左右。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