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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与培养路径探析
———基于过程哲学的视角

张 霞 房阳洋

摘 要： 基于过程哲学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将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界定为：综合女大学生行为特质

与行为过程的动态影响力。它是一种从意识到人际交互作用再到技能掌握的行动过程的能力模型，包

含构建愿景的能力、决策行动的能力和实践反思的能力。 在实践中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路径有：通

过系列课程促进女大学生对领导力的认知，提升构建愿景的能力；通过各类社团活动培养女大学生的

领导力特质，加强在行为过程中决策行动的能力；通过专门的领导力项目，培养女大学生实践反思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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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力（Leadership）的研究源于西方。美国

学者巴斯（Bass）认为，领导力是人类社会中普遍

存在但又最难理解的一种现象。[1]4 以大学生为主

体的领导力相关研究是在领导力理论发展相对

成熟的基础上开始的。美国高校从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起，将大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列入人才培

养目标和办学理念中，促进了大学生领导力教育

的迅猛发展。我国有关大学生领导力的研究起步

较晚，尤其是对女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相关研究

成果更少。

一、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

领导力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最多的现象之

一，由于其本质的复杂性，理论界还没有普遍接

受的确切定义。[2]193 从词源学视角来看，领导力对

应的单词 Leadership 由 Lead 与 Ship 组成，其中

Lead 的含义是引导、领导，Ship 的含义为才能、状

态、品质等，因而 Leadership 的含义是从事某种领

导活动所应具备的状态、品质与能力，即领导力。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领导力的研究领域太过宽泛

和复杂，无法用一个单一的定义来解释，因此首

先要将“领导”一词与“管理”“权力”区别开来。过

去，人们常常把领导力等同于权力，认为有权力

就有领导力，或者无权力就没有领导力。事实上，

领导力与权力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绝不是这

样的对等关系。权力仅仅是领导力发挥的一种重

要资源，而不是领导力的全部。 [2]序 言 对于身处校

园环境内的女大学生亦是如此，是否担任领导干

部职务并不会影响其自身领导力的培养与提高。
已有研究对领导力的主要认识有：（1）领导力

是一系列能力或品质，是那些能使领导者处于统

帅地位并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能力或品质；（2）

领导力是一种行为过程，是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互

动关系，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情感、需求等的关注，

以及对追随者工作技能提升的指导等。从本质上

讲，女大学生领导力究竟是指领导者所具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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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行为特质，还是指一种行为过程，有赖于基

于何种理论基础来阐释。本研究基于过程哲学的

视角，提出女大学生领导力的相关认识。
（一）过程哲学的理论基础

过程哲学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不是静止

不变的，而是处于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是在永

不停息地发生着变化，过程性是事物存在的本真

状态。由此，对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界定，也应

贯穿于大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之中。
首先，过程哲学强调对“过程”的关注，女大

学生领导力是一种行为过程。活动是有机体的根

本特征，活动的表现即为过程。过程是构成有机

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

程，整个宇宙间的事物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

动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女大学生领导力本身

就是一个变化的、复杂的、持续性的过程，它是非

常个性化的，其表现千差万别。对大学生领导力

的认识与培养不是一项一次性的、简单的、确定

性的事件或任务，而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探索

过程。过程性是大学生领导力的根本属性与内在

逻辑，因此，对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形成与发展的

研究要关注行为过程。
其次，过程哲学关注对具体事实的认识，女大

学生领导力是一系列行为特质。过程哲学批判

“具体性误置的谬误”，反对用简单抽象来代替丰

富的具体事实和以属性来代替实际物体。过程哲

学认为，自然界中的事件就是自然界中的实在，

是具有过程性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因此要从直

接感知的事件属性出发来认识领导力，它是基于

过去的学习、现在的实践所形成的。对女大学生

领导力的内涵界定，应该立足于大学生在活动过

程中表现出的具体行为特质，关注和重视与领导

力相关的具体活动和具体事件。
再次，过程哲学重视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女

大学生领导力是基于一定情境的影响力。关系思

维是过程哲学主导的思维方式。过程哲学认为，

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事

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才构成了事物本身，任

何一个实际存在物的存在，唯有与其他事物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摄入、相互包含，才有可能

真正存在。因此，关系才是事物的内在规定与本

质属性。[3] 过程哲学反对主客体二元对立，主张主

客体相互依存。因此大学生领导力是领导者与追

随者在一定的情境中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学生基

于一定情境开展活动时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对于

女大学生领导力，需要基于对这种影响力的全面

认识和情境的创设来把握。
以过程哲学理论作为建构女大学生领导力的

理论视角，深入探究与挖掘过程哲学所包含的教

育意蕴，对于本研究正确认识和理解女大学生领

导力的本质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大学生领导力

不同于权力，它是领导或影响周围同学完成共同

目标的活动过程，是可以通过实践和培训而获得

提升的具体能力。女大学生领导力本质上是在校

女大学生发挥影响力、引领目标实现的女性素养

或特质，是女大学生可以利用课程学习和有针对

性的教育活动来提升和发展的能力。综上，基于

过程哲学的理论视角，女大学生领导力是一种行

为过程，是一系列行为特质的具体化，是基于一

定情境的影响力。
（二）女大学生领导力：综合行为特质与行为

过程的动态影响力

有关领导力的内涵研究，不同理论流派有不

同的观点。已有的关于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界

定，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基于行为特质的认

识和基于行为过程的认识。持第一种视角的研究

者中，翁文艳认为，大学生领导力的特质包括自

知的能力、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灵活的适

应能力、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承诺服务的能力、把

握公共政策的能力等。[4] 文丽认为，大学生领导力

包括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社会实践能力、情

绪和智力等。特质理论认为，领导是因为具备优

秀领导者的特质，比如智力超凡、有控制他人的

能力、自信、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强等。排名靠前

的几种领导力特质是：诚实、有远见、懂得鼓舞人

心、能力卓越。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领导力重要特

质的观点，包括认知能力、外向、尽责、情感坚定、
率真、一致性、适合性、动机、积极性、社交智力、
自我监督、高情商、问题解决能力等。[5]101

持第二种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女大学生领导

力与在职领导干部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同的，它是

一种包含价值观、知识和能力在内的多维的综合

素质。领导风格理论认为，领导者所处的情境会

影响领导风格，领导是由领导者、追随者和情境

共同组成的。个体成为领导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

具有某些方面的特质，而是领导者所具备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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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他工作的情境具有相关性，领导力产生于

领导者与团体其他成员的工作关系之中。[6]1 变革

型领导理论认为，有效的领导者应该具备一种能

够用激动人心的愿景目标激励下属进行变革的

能力，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善于激发周围人的

潜能 （鼓舞干劲）；善于创设容忍极端意见的环

境，以激励下属创造性地运用新观念看待老问题

（智力激发）；拥有下属和周围人的信任、忠诚与

尊敬（理想化影响）。分布式领导理论认为，应突

破领导分层的界限，提供机会让每个团队成员参

与领导的过程或承担领导角色。作为管理学分支

的领导学认为，领导力是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复杂

情境时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一种综合的、动态

的社会过程，是指对未来进行灵活应对的能力、
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对不确定情况的容

忍调适能力、对多边合作的沟通协商能力、对团

队合作的激发和维持能力、对冲突危机的应变管

理能力、对多文化共存的尊重协调能力等。 [7]9

在本研究中，基于过程哲学的理论视角，将女

大学生领导力的内涵界定为：综合女大学生行为

特质与行为过程的动态影响力。它是一种从意识

到人际交互作用再到技能掌握的行动过程的能

力模型，包含构建愿景的能力、决策行动的能力

和实践反思的能力。构建愿景的能力由学习能

力、自我认知的能力组成；决策行动的能力由解

决问题的能力、灵活适应的能力组成；实践反思

的能力由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和反思能力组成。
长久以来，领导力与性别之间有着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关系。大部分和领导力联系在一起的

特性是男性化的，如控制、权威、果断等。[2]49 也就

是说，女性性别的模式化概念与领导力的模式化

概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自然性别本身并不

必然会带来差异，但社会文化会影响和塑造领导

力特质，在社会规范和刻板印象的强大压力下，

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对领导力的反映是

不同的，社会化的结果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2]45 在

性别和领导力的关系上，我们认为，性别角色差

异在领导行为中是存在的，如男性领导力的特质

有：掌控、个人主义、权威、影响力、自信和果断；

而女性领导力的特质有：关怀、合作、分享、倾听、
共情等。因此，本研究对女大学生领导力本质的

认识将从女性特有的行为过程出发，强调构建愿

景中的关怀与合作，决策行动上的倾听与共情，

实践反思中的关怀与灵活适应等。

图 1 女 大 学 生 领 导 力 的 内 涵

二、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路径

领导力是可以培养的。对女大学生领导力本

质内涵的认识与理解，有助于对领导力培养的思

考与定位。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就是塑造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的过程。大学生领导力的

培养过程与育人过程是一致的。研究表明，一个

人领导风格与领导力的形成，与其童年时期、青

少年时期所受到的一些持续性影响有关。威利斯

等研究者基于学习和认知发展的规律理论指出，

青年人在领导力的培养方面比成年人具有更强

的可塑性。[8] 高等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未来领

袖的重要使命，为引领社会变革、培养未来社会

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需要在大学期间关注女大学

生领导力的培养。但这绝不是培养学生“官本位”
的思想，而是要培养可以引领变革的未来领袖。
培养女大学生领导力，是对女大学生开展的一种

专门化、系统化的素质教育，它是在实践中形成

的、通过训练来培养综合行为特质与动态影响力

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会进一步促进高等教

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建

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所提出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形成高

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目标。
（一）培养女大学生领导力的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在

美国涌现，现已有 1200 多所高校参与到大学生领

导力的教育中。[9] 1978 年，美国成立了“全国学生

领 袖 研 讨 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udent

Leadership）。与此同时，美国女子大学通过各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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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计划，有目的地培养具有领导能力的女性人

才，对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发挥了

重要作用。佐治亚州女子学院、巴纳德女子学院、
卡洛女子学院、威尔斯女子学院、马里兰圣母女

子学院、道格拉斯女子学院等女子高校，尤其注

重从领导力的角度培养美国女性英才，对女大学

生开展了以领导力为主题或专业的跨学科教育。
例如，威尔斯女子学院在 1978 年发起成立了旨在

开展女性领导力教育的公共领导力教育网（简称

PLEN）。该项目作为一个拓展女性领导力的全国

性教育项目，目的是为女性在公共领域担任领导

角色做好准备。多年来，美国女子高校通过实施

领导力教育，已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具有领导意识

和领导能力的女性人才，她们活跃在国际社会的

各个领域。
与美国相比，我国大学教育中有关学生领导

力培养的计划起步较晚，但已有一些项目推动。
例如，浙江师范大学“明日看我———领导才能训

练”培训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领导力发展峰

会”、复旦大学“青年领袖培养计划———卓越计

划”、深圳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共同主办的“2005

年大学生领导力国际研讨会”、2011 年清华大学

创立的“清华大学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唐仲英项

目”等。有关女大学生领导力发展与培养的项目

也在近年受到高校和社会关注，例如浙江大学连

续举办了多期女性领导力培训班。2016 年 7 月 9

日，由北京市妇女国际交流中心指导、桑德伯格

倡导的励媖中国（Lean In China），在北京国际汉

语学院主办了首届“女大学生领袖计划”（Young

Leaders Program）。该计划从领导力培养、软技能训

练和职业素养提升三个方向入手，联合多个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和组织，通过专题演讲、师生

互动、圈子交流等形式，分享成功女性的不同故

事，帮助女大学生提升个人领导力，促使她们进

一步深入了解自我，实现梦想。2018 年 3 月 7 日，

四川师范大学召开“女大学生领导力论坛”，组织

了“女性精英展”———对国内外典型女性职业精

英第一人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女性校友职业精英

的优秀事迹进行系列展出，传达出“女性在每个

领域都能有杰出成绩”的教育理念。
此外，还有一些中外联合开展的大学生领导

力培养项目。如，“清华大学学生领导力培养计划

唐仲英项目”基于“全过程匹配各类教育资源因

材施教”的理念，每年选拔一批志愿到公共部门

就业的清华大学优秀在校生实施领导力的个性

化培养，通过三个培养环节的系统学习，提升学

生从事公共部门工作所需的领导力。励媖中国

（Lean In China）的创始人陈玉馨（Virginia Tan）指

出，领导力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力，后天

是可以培养的，而且领导力需要在团队建设实践

中锻炼得到。励媖中国（Lean In China）项目旗下

的励媖高校（Lean In College），是一个培养女大学

生领导力的跨校平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

个城市的 50 多所高校建立了 Lean In 社区。
（二）中华女子学院培养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初

步实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女大学生

数量有了较大提高。以女大学生为主体的女子院

校，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于女大学生领导

力的培养。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全国妇联所属的普

通高等学校，具有培养女性领导干部的历史基

因。近年来，学校针对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挖

掘女大学生领导力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中综合女

性行为特质的表现与女性领导力行为过程的动

态影响力，既注重加强女大学生对领导力的持续

认知和学习，又培养她们在行为过程中的问题解

决能力和反思能力，对培养女大学生领导力进行

了初步的探索。所有的大学生都是潜在的领导

者，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对领导力的发展有影响作

用。[10] 因此培养女大学生的领导力，不是针对部

分干部人群的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能力培

养。为此，学校从课程设置、校内社团活动、校外

专题项目等不同路径出发，全面提升女大学生领

导力的各项特质表现和影响力，锻炼其领导力的

行为过程，使女大学生在校期间逐步感知、探索

与发展领导力，以最终建立拥有持久影响力的终

身能力。
1． 通过正式课程培养女大学生的领导力认知

如果缺乏相关的领导力知识，大学生很难建

立起对领导力的科学认识。 [9] 中华女子学院通过

一系列规范化课程的设置，保障女大学生领导力

的培养目标落到实处。针对本科生，从过程哲学

的意识出发，在二级学院设置领导力课程试点，

帮助女大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目前二级学院特

别设置了诸如女性领导力、女性领导力与个性发

展、女性领导力与职业发展等课程。此外，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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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网易公开课等互联

网平台学习领导力课程。高校通过领导力课程设

置培养女大学生在校期间领导力认知的做法，既

服务于学生个人，又服务于社会，有助于学生的

终身发展和个人能力提升。在对上课学生的访谈

中，有一名学生讲了她的体会：“我是 2016 级的

学生，学院开设的女性领导力与个性发展课程，

让我增强了对自我个性的认知，提高了学习理解

能力，学会了理解自己和他人，知道了很多女性

领导力的案例，打开了视野，为构建自己的人生

愿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门课让我充满了向上

的动力，也推荐给学妹们来上。”
2．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女大学生的领导力特质

通过各类校内社团活动，可以提升女大学生

的社会交往与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有助于

培养学生领导力特质和决策行动的能力，是学校

对女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学生处

及二级学院的学生科结合学生行为特质的需求，

定期开展了一系列非正式的领导力活动，锻炼学

生实现行为目标、发挥影响力的能力。（1）在学校

举办以“千辩万化，辩出自我”为主题的专业辩论

赛。通过初赛、复赛、决赛三项赛程，使学生在参

赛过程中提升思维与口才。（2）开展女大学生演

讲比赛。比赛分为以校训中“博学”为主题的演讲

和“诗与远方”即兴演讲两部分，鼓励女大学生勇

敢地表达自我，提升自身修养。（3）举办“构想未

来的时间胶囊”活动。通过倡导女大学生给未来

的自己写信，帮助其树立目标，践行理想。（4）开

展“朗读者”读书月活动，推荐有关女性领导力的

书籍，鼓励女大学生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5）

组织大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学校鼓励女大学生

走出校门去帮助弱势群体，认识社会，回报社会。
有的学生走进朝阳区金盏乡彩虹村养老院，与老

人聊天，陪老 人打牌、散步 ，照顾行动 不便的老

人；有的学生参加抗战纪念馆讲解、摆放公共自

行车、和孩子们一起义卖等志愿活动；还有学生

积极参加立德社区志愿者、“蓝立方”鸟巢志愿者

等特色活动，使学校逐步积累了志愿活动基地资

源。（6）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服务工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

举办期间，学校组织大学生到国家会议中心参与

会议引导服务工作，锻炼了学生的服务意识、沟

通意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 通过专门培训项目培养女大学生的实践反

思能力

学校还联合一些社会力量和非公益组织，对女

大学生进行了专门的领导力项目培训。如，自 2007

年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市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以来，学校积极号召和选拔优秀人才参加

该项目，将其作为领导力培训项目的典范。此外，学

校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女性参与公

共服务”项目（简称 WPSP）办公室合作开展了女大

学生领导力培训班，帮助学生形成女性政治领导的

跨文化视野。该项目每期培训 50 名优秀女大学生，

学员以中华女子学院学生为主，同时吸收来自湖南

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

学院、同济大学女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女子学院

等校的女大学生参加项目学习。培训内容丰富多

图 2 女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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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raining Model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A Process Philosophy Perspective

ZHANG Xia，FANG Yang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leadership as the dynamical influenc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behavioral traits and behavioral

processes，and the model of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from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o skill mastery

which include the ability to build a vision，the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and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reflection．In

practice，we traine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leadership to enhance their cognitive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a vision through the series of courses；to cultivate their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in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various school community activities；and to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practice

reflection through specialized leadership programs．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leadership；training model

样，有女性领导力与团队建设、女性领导力工作坊、
朋辈支持技巧、公共演讲与沟通技巧、女大学生媒

体素养培育、女性创业者分享辅导等。培训师资来

自国际组织官员、国内外相关领域著名学者专家

等。培训形式为浸透式的分组培训，鼓励分享讨论。
这一项目的开展对于女大学生开阔眼界、开展创造

性思考、进行实践反思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大学是培养领导力的天然实验室。在对

女大学生领导力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中华女

子学院通过设计系列培养路径，形成了有助于学

生成长的“三个一”路径资源：一个大学生领导力

课程资源体系、一份专家库资源、一份基地资源。
这将有助于全社会关注女大学生的领导力培养，

促进女性人才的成长和终身发展。

图 3 女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的路径资源

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