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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摘要  本研究援引烙印效应理论，以全国服务标杆

企业碧水湾为研究对象，构建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

的理论框架，着重探讨酒店如何利用师徒制影响组织操

作常规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酒店师徒制影响组

织操作常规的过程也是烙印效应发挥的过程。（2）酒店

通过师徒制发展组织操作常规，有赖于认知烙印、适应

化烙印和发展能力烙印的作用。（3）酒店以师徒制为依

托形成烙印效应，不仅贯穿于酒店员工成长路径的各个阶

段，而且渗透于酒店的个体与组织层次，既有利于塑造

员工行为观念、促进自我效能和职业胜任力的形成，也

益于推动酒店建构企业文化和承担社会责任。本研究从

服务性组织的管理情境入手，创新性地将烙印效应应用

于服务性组织，丰富了师徒制影响研究，为探讨服务企

业管理提供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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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企

业发展需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受到各行各业

的广泛关注和持续学习。反观当下酒店业，却因卫生清

洁不过关、诚信缺失及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1] 丧失顾

客信任，降低品牌价值和市场认可度，从而威胁组织存

续。这无不昭示着多数酒店在短期利益驱动下忽视操作

常规、殆尽工匠精神。组织操作常规是不断重复且具有

复制性的流程化操作过程和操作模式，[2] 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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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准服务流程、沟通流程等。[3] 现有研究将其分为日

常常规、投资常规和搜寻常规，其中搜寻常规是高阶常

规，可以修改或调整较低层次程序的常规，[4] 是确保酒

店日常运营应对环境变化的关键。特别是随着宏观环境

的时代诉求升级和客户消费需求更新，组织操作常规的

好坏愈发影响顾客对酒店的品牌形象感知、忠诚度及重

复购买意向。但现有酒店却因其对自身资源的有限控制

和监督错位，[5] 阻碍了组织操作常规的有效运营。第一，

酒店因员工流动性大、培训机制不完善，[6] 未能养成员

工良好的操作常规执行习惯 ；第二，酒店企业忽视自身

操作常规的重要性，难以贯彻执行标准服务流程，无法

全面监督操作细节；[5] 第三，酒店企业激励机制不健全、

薪酬设计不合理导致员工消极怠工，较难自觉落实操作

常规流程。换言之，在酒店业服务形象似乎全面坍塌之

时，酒店组织操作常规不仅需要标准化服务流程，[7] 更

需要基于工匠精神进行精细化管理。尽管已有研究指明

发展组织操作常规，酒店需要重视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

人才，[2] 然而如何打造组织操作常规则成为学界和业界

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师徒制作为企业管理运营实践的重要活动，是人

力资源向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手段。[8] 一方面，工匠精

神通过师徒制保障组织学习，[9] 激励员工对其工作主导

性和发展潜心钻研、精益求精的创新能力；[10] 另一方面，

企业借助师徒制约束或督促履行社会责任，[8] 有利于企

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酒店业界利用师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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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工匠精神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现象已然存在。但现

有研究仍停留在师徒制有效缓解酒店员工工作压力、降

低员工离职意愿等个体层面，[11] 对组织层面探讨相对不

足，难以揭示这一现象及其蕴含的内在机理。

烙印效应理论为推进研究酒店师徒制、工匠精神与

组织操作常规的联系提供了有益视角。首先，由于酒店

业是一个高度经验化的行业，[2] 其操作常规存在重复性

与复杂性，[2] 要求员工不仅仅具有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建构高品质服务流程，还需要抱

有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以应对动态环境的挑战。[12] 而烙

印效应作为组织塑造个体行为、形塑工匠精神的有力机

制，能够通过工作嵌入、路径依赖和制度化对员工职业

成功和组织有效性起到促进作用，[13] 从而使酒店在提供

高度接触类服务的同时塑造员工行为和习惯。尤其考虑

到新员工作为酒店新进入者，面对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不

同的情况，酒店需借助师傅言传身教，将烙印建立在某

种常规之上，形成惯性和刚性，[14] 固化工匠精神，潜移

默化影响理念改变，使新员工接受新的组织角色，助力

组织发展。[15] 其次，现有国内关于工匠精神与师徒制的

相关研究与报道多聚焦制造业、工业和手工业等，[9] 对

酒店业却鲜有提及。原因在于 ：酒店业作为现代服务业

有别于其他行业，被认为较难参与研发与创新，并且提

供的产品无形化，难以界定。事实上，这一看法忽视了

工匠精神的“原真内核”，酒店业同样需要专业知识和

创新能力，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与服务同样需要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然而，烙印效应理论的应用可以改变以

往的约束条件。研究表明，烙印效应能通过师徒制有效

诠释工匠精神内化为企业文化，推动员工弘扬与传承的

过程。[10] 换言之，烙印效应可以揭示出酒店人的工匠精

神形塑机制，不仅补充了酒店业在社会发展中外在约束

的不足，更发掘出酒店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内生

束缚，[16] 引导酒店业更好地建构自身发展，助力中国旅

游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为弥补理论缺口，本研究以中国酒

店服务标杆企业碧水湾为案例研究对象，援引烙印理论，

构建了酒店利用师徒制传承工匠精神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

分析框架，为中国酒店品质服务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一、文献回顾

1. 酒店师徒制

师徒制是指在酒店内部资深员工（师傅）与资浅员

工（徒弟）建立发展性人际关系，并对其进行指导的正

式或非正式制度。[11] 对于初入职场的员工，在职业敏感

期内师傅承担着企业文化传承、技术能力培养、德行及

人际关系建立等多重工作，旨在建立长期稳定关系、定

制职业路径和发展职业目标。[11] 在指导过程中，师傅也

会吸取新的知识和资源，促进自身发展。[13] 事实上，师

徒制与工匠精神的传承息息相关。如杏花村汾酒借助师

徒制通过口传心颂传承酿制技艺，逐步改良，精益求精。[9]

工匠精神是指员工对工作内在价值的精神追求，是精益

求精的做事态度，是秉持信念坚守理想的自我效能感，[17] 

对中国每一个行业和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都起到

推动作用。[10] 然而，酒店业却鲜少关注。

另外，师徒制在酒店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也处于发展

前期，[11]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现有研究将师徒制分为三

维作用模型，即职业生涯、社会心理支持和角色榜样；[8] 

另一方面，将研究对象细分为酒店高管、[18] 一般管理者、[19] 

酒店一线员工等。[20] 尽管也有研究指出，师徒制可以有

效缓解酒店员工工作压力、[11] 降低员工离职意愿、[21] 助

力成长路径等，[21] 但从理论发展来看，上述研究都停留

在个体层面，缺乏对组织层面的探讨。从管理情境来看，

鲜有关于国内酒店企业利用师徒制推动组织运营的相关

研究。事实上，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是

企业得以发展的关键，[3] 所以有必要以工匠精神为切入点

探索本土酒店情境下师徒制及其对组织层面的影响机制。

2. 烙印效应与师徒制

烙印效应是指焦点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处于某个

特定阶段会受到个人观念、认识模式和行为习惯的塑造，

产生持续性影响。[22] 具体而言，个体的烙印受到个人、

团队、组织、网络和环境的交互影响，同时个体作为实

体也影响着组织的战略选择、组织学习、资源整合等过

程。[24] 烙印效应理论作为新兴的组织研究视角，[23] 受到

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对烙印的

讨论多从组织群体、组织、组织内部单元和个体四个层

面展开。[24] 在个体层面上多探讨企业创业者或高管受到烙

印效应影响给企业成长或企业绩效带来的变化。[24-26] 也

有少量研究以师徒制为切入点，讨论员工发展等相关内

容。[10,22] 在烙印效应影响机制方面，不同领域的学者也

探索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如有学者主张组织烙印“来

源—蜕变—绩效”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主要从组

织视角论述烙印在组织中经历的持续、扩大、衰弱和转

变等发展过程，进而影响绩效。[23] 梁强等着重强调组织

烙印在新创企业早期成长的重要性，以“初始条件—创

建企业—成长演化”为研究框架，利用“生态位”机制

刻画其在新创企业成长演化的机制。[25] 戴维奇等则从

认知维度和能力维度论述创业者在体制内的工作经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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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有更强的政府政策参悟能力，以

便更好地抓住创业时机。[24] 杜勇等以 C E O 的海外经历

为切入点，从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视角阐述了 CEO 海外

成长经历烙印对企业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26] 纵观上

述研究可以发现，缺乏员工层面的深入探讨，特别是本

土情境。事实上，现有研究指出烙印效应为企业师徒制

理论的演进提供了有益角度，[10,22] 但其深层的理论逻辑

还有待挖掘，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烙印效应对师徒制

产生的作用效果。[22] 

3.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酒店师徒制的研究多关注员工

等个体层面，而对于组织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况且在

本土酒店情境下师徒制内生机理未被深入讨论。其次，

烙印效应理论研究中关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多围绕创业者

或 C E O，针对员工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研究以师徒

制为基础讨论过员工相关内容，[10,22] 但员工层面的烙印

效应影响机制尚未得到清晰认识。鉴于此，本研究结合

酒店管理情境，借助烙印效应理论讨论酒店利用师徒制

传承工匠精神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过程机理，试图弥补

上述理论缺口。不仅对烙印效应理论作了有益补充，而

且拓展了师徒制和组织操作常规相关研究，也对工匠精

神如何推进酒店经营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

关于酒店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理论研究还比

较欠缺，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属于理

论建构式探索研究。考虑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与酒店实际

情况，且研究的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因

此案例研究是符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27] 具体而言：（1）

从研究对象考虑，“常规”的概念具有情境化，从以往

的研究范式来看，也多采用案例情境探讨常规，可见案

例是探讨常规情境化较为合适的研究方法。[2 ,3]（2）从

研究性质考虑，酒店师徒制、工匠精神和组织操作常规

在酒店管理学界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已有文献难以

回答和揭示研究问题的“黑箱” , 需从过程情境深入分

析，揭示现象特征和本质。案例研究在展示动态过程方

面具有优势，能深入揭示变化特征和发展脉络。[28]（3）

从研究意义考虑，本研究试图从理论上建构在酒店情境

下师徒制对组织操作常规的影响，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

不在于验证理论，而在于构建理论。其中单案例研究更

适合对纵向演进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从而揭示出

复杂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29] 所以本研究选择单案例研

究方法。

在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这

种探索性研究技术，[29] 原因在于该方法有一套较为完善

的程序，严格执行该程序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30] 具体

而言，程序化扎根理论是基于客观主义认识论，从后实

证主义的理论视角开展研究，[31] 用于尝试构建新的理论

或改良现有理论，对分析纵向案例尤为适用。[32] 而且，

程序化扎根理论已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在

国内获得广泛使用。[32] 因此，本研究基于程序化扎根理

论的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2. 案例选择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层原则，考虑到原始数据的质

量、丰富程度及兼顾典型性和数据可得性，[9] 本研究根

据理论抽样选择广州从化碧水温泉度假村酒店作为案例

研究对象。具体地，借鉴许晖等的选择方法，[33] 考虑 ：

（1）行业典型性。碧水湾酒店作为现象级酒店，具有独

特性和单一性，特别是近几年亲情服务和个性服务受到

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碧水湾作为酒店服务的蓝本，

始终用师徒制匠心打造亲情服务，推动组织操作常规发

展，使其在酒店业界具有极高的口碑和顾客认同感，在

大众点评网更是连年获得 4.9 分 -5 分的好评。特别在

近几年全国酒店行业的逆市下，碧水湾酒店连续 7 年实

现营收过亿，经营效益持续增长。更值得一提的是，在

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服务”大会中，碧水湾荣获“中

国服务十佳品牌企业称号”，碧水湾董事长曾莉荣获“中

国服务导师”殊荣。可以认为，碧水湾酒店的服务流程

和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酒店业的一流水平，对

本土酒店的运营管理模式有较强的借鉴意义。（2）匹配

性。碧水湾酒店创建于 2002 年，在 18 年成长历程中，

碧水湾酒店利用师徒制用心栽培每一代碧水湾人的工匠

精神，在关注员工的成长路径同时结合多个发展阶段的

渐进演变特征建构和发展组织操作常规。也就是说，这

一发展过程的演进变化和阶段差异为探索和提炼理论

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翔实地呈现本研究问题。[33]（3）数

据可获得性。本研究团队长期关注碧水湾酒店的服务管

理和组织赋能，从 2016 年开始对酒店组织操作常规进

行跟踪研究，多次赴酒店开展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为

本研究奠定了可靠扎实的数据基础，也为本研究的信度、

效度控制及理论饱和度检验提供了保障。

3.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为了更好地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根据 Y i n 的案

例研究原则，[34] 本研究团队基于信度、内在效度、外在

效度、建构效度四个质量评价标准对本研究进行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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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首先，研究团队成员设计了调研方案计划书，与

酒店对接人员反复商讨达成一致意见，方才展开工作。

其次，在调研过程中，成员深入酒店各部门收集不同来

源资料进行三角互证（见表 1）。[35] 具体包括 ：（1）档案

资料。在调研过程中酒店工作人员积极提供组织结构图、

服务流程图、人员架构图，师徒协定书、出徒考核试卷

等方面的文件资料。（2）网络二手资料（除档案资料外）。

研究团队也注意收集二手资料，如期刊、网站、微信公

众号、地方报纸及酒店公开举办的培训班等，同时也对

携程网等手机 A P P 客户端关于碧水湾酒店的组织操作

常规评论的语句进行筛选。（3）半结构访谈。本研究主

要对碧水湾员工进行半结构访谈，通过研究设计提纲对

受访者提问，根据受访人当场的反应及思路追问获得更

具体信息。每次访问保证至少 4 名成员，当场相互校对，

全程录音。为有效解决模糊或定义不清数据，成员与酒

店员工建立微信群，及时沟通确认。最后，团队成员将

收集的资料书写成文交回碧水湾酒店，再进行核实与检

验，以保证对案例描述的正确性。

表1  研究资料收集情况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一手数据 半结构访谈

二手数据

企业师徒制的协议、试卷、宣传册、人才培养计划书、组织结构图、服
务流程图、人员架构图等档案资料

碧水湾酒店网站、企业公众号

非官方网站与公众号（如美团、去哪网、携程、酒店评论微信号等）

表2  访谈内容与被访人员
序号 职位 年龄 性别 工作经验 访谈次数 访谈时长

1 人事经理 30 女 6 年 2 187min

2 前台部门经理 30 女 9 年 1 73min

3 康乐部门经理 28 女 7 年 1 70min

4 餐饮部师傅 34 女 5 年 1 46min

5 餐饮部徒弟 27 女 1 个月 1 74min

6 客房部师傅 42 女 6 年 1 54min 

7 客房部徒弟 32 女 3 个月 1  45min

8 温泉康乐部师傅 28 男 5 年 1 53min

9 温泉康乐部徒弟 22 女 1 年 1 72min

10 温泉康养部师傅 26 女 5 年 1 63min

11 温泉康养部徒弟 21 女 2 年 1 73min

12 酒店前厅部师傅 26 女 3 年 1 48min

13 酒店前厅部徒弟 21 女 6 个月 1 55min

研究团队在访谈对象选择方面做了如下工作：首先，

碧水湾酒店共有 11 个部门，根据关于酒店服务的相关

文献，[36] 最终选择对宾客服务较多的前厅部、餐饮部、

客房部、康养部 4 个部门。其次，由于师徒制、组织操

作常规和工匠精神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涉及不同的行动

主体，结合相关文献，[11,15] 为了缩小不同身份、年龄层、

工作年限及部门分工的个体差异特征，运用开放式抽样、

关系性和差异性抽样、区别性抽样 3 种不同的理论性抽

样，以保证不同类型受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降

低研究偏差。总体来看，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团队前

期跟踪了解的情况及相关文献指出的个体差异情况比较

类似（见表 2）。[11,15]

4. 资料分析与理论建构

本研究的资料分析和编码过程严格采用程序化扎

根理论的三步编码技术，包括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

和选择编码。具体来说，研究团队利用不同身份的多类

型研究者对概念、范畴及故事线分析等问题进行相互论

证。在编码过程中，4 位成员分成两组背对背编码，然

后团队其他成员根据研究编码结果表决 ：若赞成，对所

提观点进行完善补充；若反对，进行新一轮验证和修正，

直至达成统一。最后将统一的编码和资料结果分别交给

碧水湾酒店领导（业界专家）和相关领域教授（学界专

家）进行验证，如仍有疑问，再次校验与修正，直至意

见完全统一完成编码过程，全程保证数据编码的严谨度

和有效性。  

（1）一级编码称为开放式编码，是对初始资料进

行解析，然后对整理的资料“贴标签”，提炼初步概念

化，对于类似概念重复定义整合，用更高一个层次概念

来概括，形成范畴。在编码过程中，为保证范畴间的性

质、关系和维度符合真实情境，研究团队不断对原始资

料与概念、范畴持续推敲、比对和衡量，共得出 106 个

概念和 11 个范畴。其中，少部分语句可归纳多个概念，

也存在多个语句仅概括一个概念的情况，部分概念与范

畴参考以往文献资料（见表 3）。

（2）二级编码是轴心式编码。采用轴心编码旨在在

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挖掘主范畴，揭示各范畴间的差异、

联系和潜在逻辑关系。具体而言，研究团队基于案例资

料分析要求和步骤，发现初步范畴化得到的不同范畴在

概念层次上存在内在联结。[30] 根据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思维逻辑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共得出 4 个主范畴，各

个主范畴代表的意义及其对应的初步范畴见表 4。

（3）三级编码是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主要目

标是对主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理论化整合，与已有理论进

行对接和比较，再以“故事线”方式刻画范畴间的联系，

从而提炼出核心范畴进而形成理论架构。研究团队成员

在所得资料与现有理论之间反复思考对比，确保概念体

系和模型既切合实践经验又符合理论逻辑。[37] 本研究

选择性编码得到的核心范畴表述为“师徒制影响组织操

作常规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酒店企业传承工匠

精神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成长演化不仅取决于师徒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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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案例开放式编码分析示例

原始资料 初步概念化 概念化 范畴化

对于从大学刚出来的员工，师傅是他们开启在碧水湾酒店企业发展的领路人（a1），帮助他们形成职
业认识（a2）
师徒制的推行会增强徒弟对企业的归属感（a3)。尤其表现在对企业的认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a4)

师傅在教授过程中，徒弟对他是有一丝崇拜的，也包含尊敬（a5)。徒弟会以师傅为榜样去学习他为
人处世等各个方面（a6）。例如，师傅在言传身教中把企业文化展现得淋淋尽致（a7)。在潜移默化
影响中徒弟对待自己的工作会以酒店为中心，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约束自己的行为（a8)

刚入职的时候，师傅特别注重培养徒弟的服务理念（a9），也会对其站姿、服务仪态进行一定的指
导（a10）。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餐饮部，师傅会告诉我餐厅的布局、物品摆放注意事项、熟上菜
流程等，也会告诉我应该在站在餐厅什么位置、站姿如何（a11）

师傅也会鼓励我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像现在就在学习在转盘上做沙画（a12），师傅也会介绍掌握技
能的同事下班之后多教我一下（a13），为了不让师傅失望，希望可以早日做 VIP 服务员（a14）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女士咳嗽，主动与女士沟通，她就说她最近嗓子不太舒服（a15）。稍后我给她
准备了一杯雪梨水，还有关于一些治疗嗓子不舒服的小贴士送给了她（a16）
我师父虽然是有时会散养我，但是很多时候师傅都很有原则，要求相对来说会比较严格，是以身
作则的一个人（a17）。举个例子，我自己独立上夜班的时候，当时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很清
楚记得我师傅跟我讲，“你要好好上班，你这个班次虽然我们夜班只有一个人，但你不要觉得你是
一个人在上班就无所谓，其实你如果犯了错误的话，所有的人所有的同事是要跟你一起承担错误的，
然后包括整个部门乃至度假村，你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是你一个人在上班”。以后我就不敢松懈
了（a18）
......

a1 师傅是开启企业发展的领路人
a2 师傅帮助徒弟形成职业认知 
a3 师徒制增强徒弟归属感
a4 师徒制增强员工对企业认同感
a5 徒弟对师傅尊敬和崇拜
a6 徒弟以师傅为榜样
a7 师傅展现企业文化
a8 徒弟约束自身行为
a9 师傅灌输服务理念
a10 师傅教导徒弟工作行为习惯
a11 师傅帮助徒弟熟悉环境
a12 师徒鼓励徒弟学习新技能
a13 师傅利用自己人脉帮助徒弟
a14 徒弟有上进心
a15 徒弟主动与客户沟通
a16 徒弟提供个性化服务
a17 师傅以身作则
a18 师傅教育徒弟有责任感和集体荣
誉感
 .....

A1 指导作用（a1、
a2、a9、a10、a11、
a18）    
A2 传递传承功能

（a3、a4、a7)
 A3 学习标杆 （a5、
a6、a12、a14、a17）
A4 徒弟自我要求
(a8、a14)
A5 提供社会网络

（a13）
A6 徒弟主体性

（a15、a16）
......

共 106 个概念

AA1 职业生涯 (A1、
A2) 
AA2 角色榜样（A3）
AA3 发展能力烙印

（A4、A6）
AA4 社会心理支持

（A5）
......

 

共 11 个范畴

表4  轴心式编码结果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师徒制

职业生涯 帮助解读认知、了解工作规制、指导工作流程等效用

社会心理支持 拓展社会网络、提供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等效用

角色榜样 具有榜样激励、标杆示范等效用

组织操作
常规

日常常规
熟知工作流程、基本完成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基本合格以推
动酒店组织操作常规发展

投资常规
独立上岗操作、适应倒班、熟悉工作环境、能较好处理人
际关系等，以推动酒店组织操作常规发展

搜寻常规
主动提供个性化服务、积极推荐服务产品、较好解决客户
投诉、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等，以推动组织操作常规发展

烙印效应

认知烙印
具有能够认知企业文化、塑造行为习惯、了解工作流程、熟
悉周边环境的能力

适应化烙印
具有能够适应工作环境、建构自身交际圈、承受住工作压力、
掌握工作节奏的能力

发展能力烙印
具有能动性与主体性、可以识别机会和挑战、有很强荣誉
感的能力

工匠精神
感知培育

培育工匠精神、感知榜样力量、设立奋斗目标的工作态度和
行为习惯

根植彰显
具有敢于创新、彰显精益求精理念、认真负责工作态度和
行为习惯

用机理，而且有赖于生成的烙印效应。酒店企业通过师

徒制手段，基于烙印效用机制，使员工根植工匠精神，

从而推动组织操作常规发展。这一过程展演了酒店企业

工匠精神从培育到彰显的成长演化，同时也渗透于组织

与个体两个层面。据此，本研究形成理论模型（见图 1）。

5.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通过扎根理论构建的理论模型是否合理，

需要对编码过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因此，研究团队

在得到概念、范畴和故事线的情况下，继续收集各种来

源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的验证。结果显示，模型中的

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新的资料没有得出新的范畴

与原来范畴之间的关系，主范畴内部没有出现新的属性，

由此可以认为上述理论是饱和的，并确定最终理论。

三、案例发现

1. 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过程

酒店通过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过程，同时也

是员工工匠精神从培育到彰显的过程。具体而言，基于

碧水湾师徒制关于一个月出徒、三个月转正、六个月可

以晋升或升级为师傅的培养流程，将酒店员工发展阶段

划分为职业认知期、职业成长期和职业成熟期。其中，

职业认知期时，员工新进入企业，处于角色转换期，解

冻酒店认知，了解具体岗位责任，感受工作环境 ；职业

成长期时，员工熟悉工作环境，但会出现职业倦怠或感

受不适，产生焦虑甚至萌生离职意愿 ；职业成熟期的员

工已适应工作环境，在师傅帮助下其知识技能、服务理

念和工匠精神得以根植，具备从容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

能力 , 甚至凭借自身表现可以得到组织认同或升级为师

傅（见表 5）。
表5  碧水湾员工职业发展路径周期

职业认知期 职业成长期 职业成熟期

了解日常常规 完成出徒考核 快速反馈客户投诉

认知岗位职责 掌握组织常规 懂得追寻客户需求

牢记服务理念 适应工作环境 积极做到亲情服务

跟随师傅上岗 独立上岗 熟练操作常规

执行标准化服务 实行个性化服务 奉行超常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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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认知期——认知烙印

员工在办理正式入职后，进行为期三天的培训，随

后由部门领导根据员工资质、性格特征及个人工作意愿，

为其指派匹配度相对较高的老员工，建立师徒关系，旨

在让师傅全心全意教授徒弟，并签一份师徒协议。在学

徒期间，徒弟在工作上出现的问题都由师傅负责。一方

面，由于徒弟处于员工成长初期往往缺乏各种资源和能

力，在工作认知职责、技能熟练掌握程度及组织资源获

取或利用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酒店利用师徒制传递告知

工作态度以规制服务标准，同时释放酒店培养具有工匠

精神的人才理念，以便徒弟找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新员工在经历过择业迷茫期之后，选择新进

入企业，对自身前途和未来发展保有一定期许，同时又

对酒店的前景、培养机制存在认知模糊。而“师傅是一

种职业信号的传达”（N O.2），“是他们开启在碧水湾酒

店企业发展的领路人”（N O.3）。这意味着在职业发展

初期，师傅的知识与经验对于徒弟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初

始资源禀赋，对其立足公司、铺垫职业生涯发展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8]

职业生涯维度是指师傅给徒弟提供的工作指导，[11] 

使其快速认知岗位职责和掌握基本技能，从而适应企业

短期日常运营常规，同时也帮助其较快养成积极自主的

工作习惯。具体而言：（1）感知企业服务理念。师傅帮

助徒弟了解服务质量与服务流程等日常常规，明确职业

特征及所需职业技能，[8] 从而形成认知烙印。（2）观摩

服务流程常规。通过观察师傅在服务客户流程时的细节，

包括文明用语、动作、仪态、表情及应对客户的反应等，

固化徒弟认知模式和行为规范，使其在短时间内胜任日

常运营常规。（3）在师傅陪同下上岗。在操作过程中，

徒弟受到师傅指导与监督，找到自身的不足，形成感知

能力，甚至“会让徒弟了解和知道重要客户的喜爱，以

便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好地服务客户或者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NO.8）。这样徒弟从无到有地构建自身资源，弥补

技能空白，感知学习工匠精神，深化认知烙印。这不仅

有利于员工自身能力的提高，也助于酒店日常操作常规

的构建。

（2）职业成长期——适应化烙印

员工度过职业认知期，进入职业成长期。对于徒弟

自身来说，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工作洗礼，基本上能够独

立上岗，工作技能得以提升，敢于尝试主动服务客户，

询问客户需求，具备了实行投资常规的能力，而且精益

求精服务理念与习惯也得到了进一步内化，使组织操作

常规初具匠心。但“由于工作环境愈加复杂，甚至在工

作中会出现‘演员’现象，产生摩擦或出现面和心不和

等情况”（NO.3），又加上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及薪

酬待遇和工作环境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酒店员工易出

现“不适”的症状，从而导致组织常规效率下降，甚至

产生离职意愿。换言之，成长期员工烙印会受到外界价

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冲击，对其行为产生削弱或增强影

响。当其被相悖观念和行为方式影响较大时，员工的角

色压力会超载，出现倦怠，丧失工作信心，失去工作认

同感，产生离职意愿 ；[38] 相反，当行为受到客户褒奖或

师傅肯定时，徒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甚至再面对

相似的困难或压力时能更快地调节情绪和心态解决问

题，或者在处理同事关系时做到换位思考，体谅他人，

促进组织和谐。[39] 

 社会心理支持是指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师傅帮助徒

弟稳定组织社会关系，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关心和支持，[8] 

使其较好地适应组织环境。[11] 从烙印效应视角来看，徒

弟处于职业适应期，前期形成的认知烙印在组织动态的

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模糊，[40] 以致陷入组织冲突或矛

盾，从而产生负面工作态度，缩减服务流程，忽视服务

质量。而此时“师傅会教育徒弟，让其明白工作中总会

有些插曲”（N O.9），“应换角度思考，如遇到投诉是一

样的道理，是为了更好了解工作，也是磨砺自己的时机”

（N O.9），同时“每天下班前，师傅让我反思或找到不懂

的地方，耐心解答，从而让我更好地熟悉碧水湾，心态

也变得更加平和”（N O.9）。正是因为师傅这种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使徒弟产生了适应化烙印，利于员工嵌入

团队网络，固化与酒店的关系联结，催生信任感，从而

引导员工更好地实践，推动投资常规有序发展。

（3）职业成熟期——发展能力烙印

当员工克服了工作不适性进入职业成熟期，即使环

境发生变化，发展能力烙印也不会轻易消散。进一步说，

徒弟经过出徒考核、试用转正之后，基本上成为碧水湾

酒店合格的服务人才，具备的特质和技能是内在的、连

续的。[8] “甚至部分徒弟升级为师傅，帮助组织培养新员

工”（N O.2）。在酒店企业里，服务是组织、员工和顾客

交互的过程。[41] 虽受到服务宗旨和顾客导向的限制，[42] 

但是员工的发展能力烙印决定着企业服务水平。[3]

而角色榜样旨在以师傅为徒弟学习榜样和工作标

杆，影响和激励徒弟潜能，[8] 使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不

断学习，提升工作技能和积累服务经验，从而使烙印发

生蛹变并不断扩大，[23] 最终使工匠精神根植形成动能以

克服环境的负外部性。[2] 具体而言，酒店将具有工匠精

神的一线员工（师傅）树立为劳动榜样，作为持续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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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行为角色的范本，不仅有利于员工自觉落实工作、

完善组织操作常规流程，而且有助于员工及时掌握和反

馈客户情况，主动发挥自身创新机能，奉行超常化服务。

“师傅会在工作上给我正面的榜样力量，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使我加倍努力”（N O.13）。由此可见，在角色

榜样的指引下工匠精神、知识技能和服务特质一旦形成，

不会轻易消退，更会加深企业文化印记，产生发展能力

烙印，使其在服务过程中更加主动发挥能动性，形成搜

寻常规。[2] 进一步讲，“碧水湾以亲情服务著称，不但要

求员工要做好本职工作，领会客户需求和满足客户基本

需要，更要求员工能够懂得追寻客户需求和追求客户赞

誉，积极主动探求客户潜在诉求做到‘锦上添花’或‘雪

中送炭’”（N O.1）。实际上，角色榜样发展能力烙印的

过程，也是组织利用师徒制构建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的过

程。碧水湾酒店通过师徒制加快了员工间的知识转移，开

拓了工匠精神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

化，使员工职业路径在组织操作常规的修改或建构过程

中不断生产出来，从而推动酒店搜寻常规的不断完善。

综上，酒店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过程，同时

也是员工工匠精神从培育到彰显的过程。具体而言，为

了改善组织操作常规约束条件、旨在传承工匠精神，酒

店在员工成长过程中利用师徒制的职业生涯、社会心理

支持和角色榜样三方面机制生成烙印塑造员工，以保障

组织操作常规从日常常规到搜寻常规的发展（见图 2）。

2. 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层次

考虑到工匠精神是组织和员工共同的思维图示和行

事惯例，[9] 本研究借鉴多层分析的研究思想，[39] 分别从组

织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碧水湾酒店通过

师徒制传承工匠精神影响组织操作常规不仅贯穿于酒店

培养员工的各个阶段，而且渗透于酒店的组织与个体层次。

（1）组织层面

组织通过师徒协议制度化的流程，培养员工感知是

企业发展组织操作常规作用过程的第一步。[3] 而且“碧

水湾酒店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通过师徒制贯

彻到日常工作中，使徒弟潜意识认知到工匠精神的重要

性”（NO.3）。尽管在前期通过师徒制培养员工，酒店会

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与人力成本，但对于组织自身来说，

“师徒制能够迫切解决用工难题和有效应对消费品质化

的市场需求”（NO.3）。其次，组织通过师徒制构建相互

学习、相互效仿的组织氛围，有利于传播组织文化、内

化工匠精神和服务理念、形成员工群体认知烙印，进而

促进组织操作常规发展。特别是在条件约束及组织选

择压力下，[25] 师徒之间投入情感会引发较强的关系导向，

强化适应化烙印，从而减少组织不确定性，提高组织依

赖性，增加组织凝聚力，[42] 以保障组织操作常规有序执

行。最后，为了谋求长期发展和应对动态消费市场的挑

战，组织利用师徒制激发员工主动性，使其积极寻求开

发客户，改变现有常规，[3] 形成发展能力烙印。进一步讲，

组织操作常规具有双重性，主要表现在结构和行动上。

对于前者，组织利用师徒制调整组织人力资本结构，既

扩充了人才队伍，规避在酒店客户数量激增或客户要求

多元化的情况下出现服务操作常规偏差，又拓宽了组织

操作常规的覆盖范围，在员工多样化技能、高品质服务

及精准营销策略的相互支撑下，更好地服务客户，保障

实现组织绩效。对于后者，“徒弟在师傅榜样力量作用下，

既激发主动性约束自身行为，又磨砺提升组织操作常规

流程”（N O.8）。除了有助于酒店人才机制的建构，师徒

制也通过不断修正组织操作常规来增强自我扬弃的适应

能力， 并将工匠精神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使企业恪守对

员工负责、对客户负责的社会责任，进而为碧水湾服务

品牌建设、组织常规发展和市场全方位营销奠定坚实的

基础。

（2）个体层面

知识是常规的本质内涵，[3] 而知识交换是师徒制情

境下师徒之间最为重要的人际互动行为。[43] 进一步讲，

师徒之间的交换不仅仅是经验与生活交流，同时也是社

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交互的过程。对于徒弟来

说，师傅关系除提升自身能力之外，还会深化烙印，加

快职业生涯发展时效。具体而言，当徒弟处于认知期，

师傅按流程培养徒弟服务理念和态度、塑造行为习惯及

职业素养。在磨合期，徒弟在初始条件下虽受到师傅认

知烙印影响，能够从事日常常规的工作，但未能突破现

有师傅教导知识和学习的能力，只是被动地发展自身能

力，感知工匠精神。随着时间推进，师徒之间不再简单

地局限于隐性知识的传授，而是在各种资本交互作用下

为徒弟职业生涯提供保障。师徒制打消了徒弟工作顾虑，

加深了组织认同感，形成适应化烙印。在被动学习转向

师徒互动性学习的过程中，徒弟具备了独立实行投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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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能力。当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徒弟在师傅榜样力

量的导向下，通过烙印机理形成发现式能力，不光考虑

到自身的职业路径和长远发展，更会顾虑到企业形象和

服务口碑。特别当其服务态度得到组织认同时会受到鼓

舞，用感恩的心争取在日后工作中有更好的表现。[36] 对于

师傅来说，首先，在教学相长中徒弟为师傅注入了新鲜

的知识和信息，助推师傅技能增强。[43] 在信息沟通中也

助于启发导师，克服职业瓶颈，[13] 同时师傅在工匠精神

的约束下，对自己的表达行为与自我呈现进行反思和控

制以适应组织情境变化。其次，师徒互动的升温也拓宽

了关系网络，有助于获得资源优势。通过师徒互动，师

傅易获得有用的信息和必要的资源，从而对决定如何处

理信息、如何利用信息创造价值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进

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最后，师傅也会得到相对的物

质奖励。“碧水湾酒店也为成功出徒的师傅，颁发证书

和金钱奖励”（NO.2）。

综上，酒店以师徒制为依托影响组织操作常规，不

仅有助于塑造员工行为意识、促进自我效能和职业胜任力

的形成，而且有益于酒店传承企业文化，使其更加积极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工匠精神。具体而言，从组织层面

来说，酒店不仅利用制度协议培养员工，而且借助组织氛

围保障组织学习，规制组织和员工行为，从而有效促进工

匠精神融合于企业文化，进而推动酒店更好地承担和履行

社会责任。从员工层面来说，师傅与徒弟同为组织运营

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动态、长效的互动，相互获得人力资本、

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力支撑，使其在感知客户需求变

化和应对外部市场时能够更好地塑造职业胜任力，从而

拓展职业生涯成长路径，形成自我效能（见图 3）。

四、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援引烙印效应理论，解析了酒店师徒制影响

组织操作常规的演变过程和作用机理，揭示组织操作常

规不断发展的诱因，建立了理论模型。本文研究发现 ：

（1）酒店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过程同时也是烙印

效应形成的过程。（2）酒店通过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

规，有赖于认知烙印、适应化烙印和发展能力烙印的作

用。（3）酒店以师徒制为依托影响植操作常规，不仅贯

穿于酒店员工成长路径的各个阶段，而且渗透于酒店的

个体与组织两个层次，既有利于塑造员工行为观念、促

进自我效能和职业胜任力的形成，也有益于推动酒店建

构企业文化和承担社会责任。

本文研究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发现员工

在组织中的成长是渐进性的适应和调整过程，需要经历

认知烙印—适应化烙印—发展能力烙印三个阶段，这有

别于创业者或 C E O 的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的理论框架。

在本土情境中，关于烙印理论在个体层面的探究多聚焦于

创业者或 CEO，[24-26] 员工视角研究不够深入。尽管有研

究借助烙印效应理论指出了师徒制与工匠精神的联系，[11] 

但仅停留在现象和内涵等层面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案例进行过程考察，探究员工烙印效应形成的内在机理，

为现有研究关于员工层面认识不足形成有益理论补充。

第二，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出组织操作

常规与师徒制的内在联系，验证了李彬等关于培养适合

企业实际发展的人才对发展自身组织操作常规的观点，[2] 

丰富了师徒制、组织操作常规的研究视野。以往师徒制

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师徒制对员工职业路径发展和缓解员

工工作压力等个体方面的影响，[11,22] 尚未关注组织操作

常规与师徒制之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本研究围绕碧水

湾案例，发现了师徒制如何影响组织操作常规的作用机

理，不仅填补了师徒制在服务管理情境中组织层面研究

的不足，而且深化了师徒制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本研究从服务性组织的管理情境着手，创新

性地将烙印效应等相关概念应用和发展于服务性组织。

以往关于师徒制的探讨多聚焦手工业、制造业与互联网

等行业，[9] 在服务业特别是酒店业鲜少提及，自然也就

缺乏师徒制作用机制的讨论。本研究以烙印效应为理论

基础，揭示了服务性组织以师徒制为依托的烙印效应作

用机理，既弥补了本土情境下服务企业师徒制研究的缺

位，也拓展了师徒制的理论价值和产业意涵。

2. 管理启示

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在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

费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客户对酒店人才培养、精益服务

的提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因而酒店应重视传统文

化工匠精神，利用师徒制对酒店自身人力培养、组织操

作常规发展的积极作用，建构出适合本土酒店业发展的

管理模式。在推动组织操作常规不断发展的实践中，酒店

应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师徒制的人力资本优势，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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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社会心理支持和角色榜样等效用根植工匠精

神，帮助员工职业技能提升和促进酒店竞争力的增强。

其次，酒店企业应充分认识到烙印效应对企业发

展的重要性，从而利用其机能促进酒店经营运转。具体

而言，管理者培养员工需重视新员工入职初期或处于敏

感期形成的烙印。也就是说，在培养员工发展的过程中，

尤其在员工价值观念与经营理念不符、技能欠缺和资源

约束的情况下，管理者要善于发挥烙印效用机理形塑员

工，助力和推动组织常规的有效运营。此外，考虑到酒

店员工的观念与行为在成长周期中受到新旧烙印的重叠

影响，致力于组织操作常规流程有效运行，管理者应建

立长效制度进行维护，以确保烙印效应持续作用，[24] 从

而使组织资源与员工能力实现持续优化与服务升级。

最后，本研究发现不仅可以在酒店企业使用，也可

以推广到旅游、航空、金融等服务企业中。尤其是近些年来，

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但各行业发展良莠不齐，距离发达

国家服务业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服务质量管理仍是困扰

中国服务业的瓶颈。[44] 服务企业可以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

意识地将组织氛围营造与师徒制建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

日常服务流程更加精益化，又有助于服务质量提升，从而

使企业形象及其消费者感知在无形中被提高。[3]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仅是本土酒店情境下烙印效应与师徒

制研究的开端。虽然研究过程中严格按照质性研究的方

法对碧水湾酒店进行纵向剖析并提炼了结论，但受限于

研究对象的数量，本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其他酒店在利

用师徒制影响组织操作常规中出现的特殊问题。正因为

不同酒店间自身资源、规模、企业文化及所处社会环境

都存在显著差异性，因此后续工作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实

证检验或多案例研究，深化师徒制在酒店情境下的理论

探究，形成对已有理论的有益补充。其次，本研究未能

有效地区分访谈对象的差异性，访谈对象的代表性有

待增强。虽然本研究针对访谈对象在年龄、部门及工作

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性做了区分，但仍然存在年龄迭代等

瑕疵。由于该研究领域在本土情境下处于发展前期，在

统计变量选择上，如性别、教育程度等，未能有效甄别，

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高度关注的地方。如果未来研究能

够进一步扩大取样总量、扩展调研对象范围，将能进一

步提升数据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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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inting Effect: How to Develop Hotel Operation Rou-
tine through Mentoring System
 Zeng Guojun1, Li Haoming2, Yang Xueru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present, some hotels suffer from poor health, lack of 

integrity and insufficient service capacity, resulting in customer loss 

and threa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hotels that use the mentoring system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craftsmen 

and develop the operation routine, which has been praised by cus-

tomers and the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come a benchmark 

enterprise in the hotel industry.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have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issue concerning with how to develop the 

operating routine through the hotel mentoring system and it is diffi-

cult to reveal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quoted 

imprinting effect theory and concept of the hotel enterprise spirit 

inheritance to analyze mentoring system develop hotel operation rou-

tine of conven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means of single case 

study with regard to the hotel named Bi Shui Wan which is very fa-

mous for good service and excellent operation routine. This study em-

phatically discussed: how to develop hotel operation routine through 

mentoring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craftsman spiritual inheritance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social psycholog-

ical support and role modeling of mentoring system ar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tel operating routine. The men-

toring system can shape employees' behavior and promote hotel in 

constructing corporate culture and bear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cognitive imprinting mechanism, adaptation imprint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ing ability imprinting mechanism.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of artisan spirit is the key to develop the 

hotel operation routine. The results will ena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hotel mentoring programs and indicate directions for 

improving their operation routine.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imprint-

ing effect theory into the hotel management situ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entoring system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ote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Mentoring System; Operation Routine; Imprinting Ef-

fe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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