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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学习催化领导力开发
杨百寅 窦吉芳 | 文

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前总裁管彤贤，这

持准时上班。他对待员工也是既严格要求又悉

位59岁开始创业的老者，用十几年

心爱护，深受员工拥护和爱戴。

的时间，将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打造

2009年底，76岁的管老宣布退休，以振

成销售额几百亿的全球最大港口机械及大型钢

华港机70多亿美元的资产及约合全球76％市

结构企业。

场份额的辉煌业绩谱写了他59岁以后的精彩

青年时期的管彤贤命运多舛。作为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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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的第二批大学生，管彤贤一心建设祖国，但信

管彤贤的经历不禁引发我们思考，卓越

而见疑，忠而被谤，24岁被打成“右派”。北

的领导能力来自何处？锤炼领导力需要何种要

大荒务农十年，务工又十年，青春消磨殆尽。

素？逆境对领导力的培养起到的是正面促进还

但困厄艰难的经历并没有消磨他的锐利和斗

是负面阻碍作用？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为何

志，反而培养了他谦逊、低调的品格和坚忍不

有的人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自暴自弃；有的人

拔、团结公平的领导作风。据振华员工介绍，

却能把磨难当做人生前进的动力？为了基业长

在十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里，管总经常工作至

青，企业家们在培育接班人时又应该如何合理

深夜，但哪怕凌晨三四点睡下，第二天照样坚

地运用挫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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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领导力理论大都从领导者本身所表现

的理念，又促进了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在一

出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特质和行为上探求领导力

次又一次的磨练中突破自我，实现集体利益最

的本质，常常忽视了领导力是一个学习发展的

优化。

过程。我们认为，领导力的发展既有内在因素

具备良好的工具型学习与交流型学习基

又有外在因素；既需要顺利环境下知识和经验

础能够帮助管理者在技能和交流上取得成功。

的逐步积累，也需要逆境磨难所带来的反思成

但是，成功从来不是铺好的康庄大路，仅仅依

长。这就好比制造刀剑，一块优质金属材料除

靠顺境中的灌输与学习而不经历深层次的质性

了在烈火中熔炼以外，还须淬火和磨砺。

变化，还远不能使管理者获得重大成功，即使
成功了，也如昙花一现。美国管理学家吉姆

变革型学习理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梅兹罗(Jack

柯林斯 (Jim Collins) 在《从优秀到卓越》中
指出，大多数公司无法达到卓越，是因为他们

Mezirow)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变革型

相对优秀。所以，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想

学习理论，对认识领导力的发展成长，尤其是

取得长久的成功，还要敢于直面困境，敢于变

领导者在逆境和磨难中的学习，有着极为丰富

革，在“淬砺”中升华，这需要变革型学习。

的意义。变革型学习理论很好地印证了作为一

变革型学习 (Transformational

种深刻的变化行为，人生经历中突如其来的打

learning)

击对领导力的“淬砺”起到的一定程度的催化

人类学习的第三种形式是变革型学习，它

作用。基于梅兹罗的理论，人类学习主要有三

是一种“形成—改变—再形成”的过程。成年

种形式，其中的“变革型学习”是形成卓越领

人因为自己的经历、经验、教育，往往形成相

导力的催化剂。

对稳定的思维习惯、评价标准和行为方式，这

工具型学习 (Instrumental Learning)

可以叫做世界观、价值观、行动准则，也是我

工具型学习以任务为导向，旨在解决问

们评价外界事物的参考系，它构成我们行动能

题，确定因果关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学习类

力的基础。当一切顺利时，我们的价值观和行

型，它可以帮助学习者获得技术上的知识，实

为准则一般也会处于稳定状态，而行动能力也

现短期目标。例如职业教育，企业对新员工的

处于一个渐进增长过程。而当环境发生剧烈变

入职技能培训。

化、或者人们经历巨大挫折或挑战时，人们对

交流型学习 (Communicative Learning)

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也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

交流型学习涉及如何与他人沟通其情

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评价标准、行为准则也

感、需求和愿望，可以帮助学习者成为具有批

发生相应变化，最后催生个人行动能力的跨越

判性、主动的、负责任的思考者。与工具型学

式提升，这个过程就是变革型学习过程。

习相比，交流型学习在具备学习能力、掌握基

1995年，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登上福

本技能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沟通、交流，达成

布斯中国大陆富豪第8位的交椅。作为白手起

目标的一致性。例如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素质

家的民营企业，这在当时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拓展项目 (Outward Bound) 纳入员工培训体

一时间，包括中央干部在内的众多领导纷纷造

系，受训者既培养了自身主动思考、全面思考

访，史玉柱的名字被传到各个角落。顺境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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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或者人们经历巨大挫折或挑战时，人们对自己、对世界
的看法也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评价标准、行为准则也
发生相应变化，最后催生个人行动能力的跨越式提升，这个过程就是变革型学
习过程。
使人越发意气风发，趋于狂热。1995年的巨人

过程，在量变阶段往往经历工具型学习，而质

单在广告费用上就投入1个多亿，并急于投资

变则是由变革型学习引起的。

盖建当时“中国第一高”的巨人大厦。可是，

过去的经历和现有的认知体系让我们在看

在楼市方面的过度投入以及管理不善，导致巨

待事物时具有自身固有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认

人濒临破产。史玉柱从亿万富翁跌落为“中国

知和判断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符合现状且切

首负”。这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理念

实可行的；然而现实和外部情境又可能会经历

和经营策略。经历失败后的史玉柱在管理上不

轻微甚至颠覆性的变化。

再像以前那样一人拍板，而是逐渐放权，并重

当一个人面临巨大的情境变化乃至走入困

视人才的培养。这种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正

境时，沉着应对、谦虚学习、积极反思可能促

是他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剧烈变化，在

使变革型学习。科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

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短短几年，

书中列举了很多饱受逆境但坚强执着、谦逊低

这位“著名的失败者”带领团队东山再起，不

调，最后带领团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例子，

仅还清了所欠的2.5亿巨款，还成为保健和游

达尔文 史密斯就是其中一位。史密斯家境贫

戏领域大鳄。如史玉柱所说：“人在成功的时

寒，通过自己半工半读念完大学。艰苦的经历

候，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失败的时候，总结

使得史密斯身上兼具谦逊低调和强烈的意志这

的教训才是深刻的，才是真的。”

两种素质，接手金佰利-克拉克公司时，这家

变革型学习是对人生的一种锻炼，也是

纸品公司的股票已跌至低于市场36%的水平。

一种淬火。古往今来，但凡成就大作为的领导

就任不久，史密斯就被医生诊断出鼻咽癌，最

者，大多会经历这种变革型学习。

多活不过一年。史密斯将病情告知了董事会，
开始了每天坚持工作和治疗的日子。凭借坚定

领导力与变革型学习

的决心和超强的意志力，这位外表笨拙害羞、

领导力的提升与发展，离不开变革型学

性情温和的掌门人顶住压力，迅速进行了大刀

习。那么，变革型学习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

阔斧的改革。25年后，金佰利-克拉克收购了

合理地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磨难，化

科斯特纸业，8个产品系列中的6个都超越了宝

危为机，从中学习成长？

洁公司，而史密斯本人也多活了25年。在史

深层次思想意识的改变

密斯任职后的1971年到1991年间，金佰利-克

首先，领导力的“淬砺”，必然伴随着变

拉克公司收益高速增长，最高达到大盘收益的

革型学习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领导者思想意

4.1倍之多！如果大学里面专业知识的学习及

识的深层结构经历从渐进的量变到激荡的质变

顺利的工作经历是工具型学习过程，那么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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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事业、身体双重危机的时候，史密斯则经历

过程，才使他获得领导力质的提升；也正是这

了变革型学习。

种“破茧”，才造就了“成蝶”的海尔。

困境时有人会以更加顽强的信念战胜困

原有假设和信仰的质疑

难，为活着而拼尽全力，激发变革型学习以及

再次，领导者的变革型学习往往是由于其

相应的领导力蜕变，但在顺境中人们往往会习

对那些不再有效的假设和信仰提出质疑而引发

惯于既定模式的优越感与安全感，对新事物变

的，而这些假设恰恰是构成个人态度、信念、

得不那么敏感，从而消磨掉自己的锐利，不能

行为的基础。

保持企业的长久繁荣。

个人以往的工作与生活经历决定了现有

领导能力的层级发展

的态度、信念和行为，沉淀下来便逐步形成了

其次，领导力的“淬砺”过程及伴随的变

相对固定的思想意识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

革型学习，是由思想意识深层结构的转变而诱

是我们行为的基础，有些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取

发的：领导力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与

得成功；但有些时候，这些固有的思维、行为

变革型学习密切相关。

习惯，让我们在新的情境或者困境面前茫然若

史蒂夫 乔布斯可谓少年得志。21岁与斯

失、束手无策，甚至铸成错误。

蒂夫 沃茨尼亚克一起创办了苹果公司，25岁

变革型学习即意味着要能够发现原有假设

即成为亿万富翁。可是，年轻的乔布斯在领导

的局限性，甚至质疑和抛弃原有的假设，建立

力方面非常稚嫩，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采用与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的新假设。

一遇到压力就痛哭流涕；不顾他人的想法和感

2010年，41岁的雷军创办小米公司。出

受，坚持不洗澡，其异味令同事难以忍受；加

色的营销模式和极强的性价比，使小米异军突

上其他原因，乔布斯在30岁的时候被董事会踢

起，短短几年就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公司。而

出了苹果公司。

雷军和小米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与雷军

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踢出大门对于乔布斯是

善于反思和改变不可分割。通过痛彻的思考，

极其痛苦的经历。之后的乔布斯慢慢经历了人

雷军意识到在以往20年里他所信奉的原则以及

生和领导力的蜕变升华。在离开苹果的10年

他对于实现成功的假设是有问题的。

中，乔布斯逐渐成熟，更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

从1992年雷军加入金山公司，1998年担

想法、驱动他人、整合公司，对于产品的判断

任总经理，到2007年辞去金山公司CEO，雷

和追求臻于成熟精准——领导力发展到高级阶

军在金山工作的16年里，一直被称为“IT劳

段的乔布斯最终带领苹果走向了辉煌。

模”。2000年，雷军创办了卓越网，2004年

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先生曾经就海尔

把卓越网卖给了亚马逊。卖掉卓越之后，雷军

的发展历程对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给予了非常

陷入了深思：为什么在金山苦苦奋战花费了

精辟的解释。他指出：“没有成功的企业，只

80%的精力，可是金山只有20%的增长率，而

有时代的企业”。从变革型学习的视角来看，

对卓越花费了少量精力却有100%的增长？大

正是这种不断“否定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和态

家创业都很辛苦，但是为什么马云、陈天桥相

度，加上对自己原有认识和判断的批判性学习

对没那么艰苦却非常成功？我可以更努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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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淬砺”及其伴随的变革型学习，离不开领导者接纳、探索和实践那
些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发展性价值观的能力。
一块石头，踹了一脚，石头就自己滚下去了，
如果你天天在山脚下，怎么踹都没有用。”就
这样，雷军打破了自己对成功要素的假设和观
念，重新构建了对取得成功所需条件的认知，
并依据新的理念和假设创办了小米，引爆了小
米手机的流行，带领小米公司迅速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思想境界的实践提升
最后，领导力的“淬砺”及其伴随的变革
型学习，离不开领导者接纳、探索和实践那些
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发展性价值观的能力。
华为堪称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从
1987年创业至今近30年，在快速剧变的环境
中，华为之所以能够不断成长，与任正非不断
接纳新的价值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
知，华为在创业之初非常推崇狼性文化，这表
现在对供应商方面，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
被指为“盘剥和苛待”供应商。在华为成长为
大公司以后，任正非开始从一种食物链争夺中
生存竞争的观念逐步转向开放共赢的价值观，
任正非说：“以前华为跟别的公司合作，一两
年后，华为就把这些公司吃了或甩了。这是
‘黑寡妇（一种蜘蛛）’的做法。今天，我们
勤奋，但是我能不能在成功路上容易一点？经

要改变这个现状，要开放、合作、实现共赢。

过近一年的思考，雷军意识到，原来以为成功

我们要多把困难留给自己，多把利益让给别

要靠勤奋与努力，但是仅有勤奋与努力是不够

人。”华为也非常崇尚艰苦奋斗的作风，随着

的，寻找“猪也能飞的大风口”是这个时代创

华为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对于艰苦奋斗，

业取得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要抓住时代

任正非也日益具有包容性和弹性。曾有华为员

之“势”。

工写文叙述一件趣事，任正非去海外公司的时

“我原来站在旁边看的时候，觉得很多成

候，手下一位女管理者怕任正非看到自己的豪

功创业者是靠运气，其实，他们是在山上找了

车，就把车停得远远的，任正非知道后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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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开豪车，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

安，我们原有的经验即意义观点和意义体系受

同样经历了变革型学习而后始成大器的还

到挑战和质疑。因此，原有的理性假设和基本

有曾国藩。曾国藩在初办团练意图剿灭太平天

信仰无法对这类触发性事件进行合理解释或赋

国之初，屡战屡败，靖港惨败投江自尽几乎丧

予新的意义。这尽管是一个困惑、迷茫、挣扎

命，之后江西受困三败于石达开，曾国藩既剿

乃至痛不欲生的激荡经历，但这恰恰也是“淬

患不成又见疑于朝廷，可谓内外交困，进退无

砺”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经历，具有批判性思

路。根据胡浩明的《曾国藩》一书考据叙述，

维能力，开放包容价值观的领导者，往往能够

早年，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之学，以“君

开始反思、探求、挑战自我并最终战胜自我，

子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谨言和奋发

浴火重生。

为官，以“乱世须用重典”的申韩思想治军，

许多企业意识到基层工作和艰苦岗位的意

他相信只要己身端正，什么事情都会做好。

义：经历挫折、甚至是逆境和磨难的干部往往

然而，这位青年时期仕途顺遂的干吏在严酷的

更能负重、更能够担当大任。华为适时出台了

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低谷中的曾国藩

“三优先”和“三鼓励”的政策。“三优先”

苦苦思索：为什么一身正义却不见容于湘赣官

之一是优先选拔在一线和海外艰苦地区工作的

场？忠心耿耿却招来重臣嫉恨？为什么遵循国

员工进入干部后备队伍加以培养；“三鼓励”

法、事事秉公却行不通？这个时候，曾国藩再

之一是鼓励机关干部到一线特别是海外一线和

次品味幼时熟读的《道德经》和《庄子》。早

海外艰苦地区工作，奖励大幅度向海外艰苦地

年，曾国藩对于老庄的出世颇为不能接受，而

区倾斜。在华为，所有干部都要填表“自愿”

逆境中的曾国藩通过仔细品读，不由得豁然开

申请到海外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否则不管你多

朗，悟出自己很多的阻力皆因自己过于刚直之

么优秀，都不在干部选拔之列。国外的企业同

故，而庄子和孔子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样如此。以AES公司为例，作为世界电力行

“大柔非柔 至刚无刚”、“知地之大，而吾

业巨头，在新员工的招聘及对员工的培训开发

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

上，AES公司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给员工压

雌”，如此，方可既做出壮烈奋进之事业，又

担子，安排他们到不同的岗位锻炼，要求他们

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自此，曾国藩在孔孟申

必须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是AES公司认为

韩之外兼用黄老之术，以圆熟的技巧、老到的

“培养领导型人才以及促使员工不断学习的最

功夫纵横官场，终于达致“内圣外王”之境。

好方法。”

可见，包容性更强的价值观才能够更好地

顺境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机，人生不如意之

产生变革型学习，才能够在“淬砺”中更好地

事，十之八九。变革型学习的催化，使得领导

成长。

力的培养如宝剑锋之“磨砺”，无坚不摧；亦

启示与结语

如梅花香之“苦寒”，历久弥香。

无论书本上的理性知识学习还是工作中的
实践性学习，都无法造就变革型（质变）学习
所引起的领导力“淬砺”。当我们遭遇到逆境
和磨难这类触发性事件时，通常经历困惑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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