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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男女平等。

男女一样地入学就业，一样地参政议政，一样地具

有领导力。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自主意识的增

强，新时代中国女性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

性走向领导岗位，并且展现了女性领导力的独特魅

力。本文重点探讨如何应对时代发展变化和需求，

扬长补短地提升女性领导力。

一、新时代领导力的构成特征

一般领导力与女性领导力是一般与个别的关

系。严格地说，女性与男性平等，也体现在男女

领导力的一致性上面。换言之，女性领导干部的

领导力与男性领导干部的领导力尽管存在某些差

异，但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要弄清

什么是女性领导力，探寻女性领导力提升的路径

策略，就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一般领导力的构成

和特征。

女性领导干部提升领导力要知己知彼，扬长

补短，而不应面面俱到，更不能扬长避短。女干

部领导力提升既要向优秀女干部学习，又要向优

秀男干部学习；既要学习理论，也要注重实践修炼。

新时代女性领导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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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给广大女干部提供了广阔天地，提供了建功立业更大的舞台。女干部不仅与男干部

一样领导力不断增强，而且还不断彰显出女性领导力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课题

组调研发现女干部普遍执行力和影响力超强，而决策力和应变力稍逊；诚信有余，而自信

不足；魅力有余，而魄力不够；沟通团结有余，敢于担当和斗争本领不够。本文认为新时

代女性领导力提升应采取扬长补短的问题导向策略，而不应面面俱到，追求完美。要重在

敢于担当、积极主动、简约管理、方圆兼顾和来去自如等五个方面提升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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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科学的语境中，领导力与领导能力的

侧重点不同。领导能力是指领导干部从事领导工

作所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包括学习能力、决策

能力、用人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

力、应变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做好群众工作能

力等诸多内容。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对追随者主动

施加并为追随者自觉接受的正向的、积极的影响

力。领导能力与领导力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总体来说，领导能力是个名词，而领导力则

是一个动词或动名词。领导能力是个静态的、相

对狭义的概念，而领导力则是一个动态的、内涵

更广的概念，它包含领导能力但又不局限于领导

能力。

领导能力通常为领导干部所专属，它的大小

与干部和群众的接受程度没有太大关系。而领导

力突出强调领导者与干部群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和

相互作用，领导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领导干部的

领导能力，而且取决于干部和群众认同、接受的

程度。换言之，领导干部不能单方面决定自己领

导力的大小。

领导能力具有相对稳定性，领导干部一旦拥

有某种领导能力，一般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

往往不会失去。而领导力则与领导情境密切相关。

面对的干部和群众不同，所处的领导情境不同，

同一领导干部的领导力也会有显著不同。同一个

领导干部在平常时候领导力可能很强，但在危急

关头领导力则可能变弱。

领导能力强调大小强弱，本身并没有明显的

方向性。而领导力是一种矢量，它是一种正向的、

积极的影响力，它既有大小又有方向，还强调着

力点和受力的对象。同一个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

作用在不同对象身上，其领导力是明显不同的。

很显然，领导力的大小没有方向重要。

领导能力与领导职位相关，常常与领导干部

的领导权力画等号，因此领导能力的内涵相对单

一。而领导力则主要与软权力相关，软权力是指

非权力影响力。它的大小取决于领导者的道德品

质、能力、业绩、魅力魄力等个人因素，取决于

追随者接受程度。领导干部既要有领导权，又要

有领导力。新时代领导权没有领导力重要。

过去，领导能力往往只为领导干部所有。现

在领导力不仅属于领导者和上级，普通干部和群

众也不同程度地具有领导力。“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时代人人都有领导力。领导

力的随处可见正在给我们的新时代注入强大活力，

带来真正进步。

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中，领导力要发挥“领”

和“导”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往哪儿“领”需要

决策力，如何“导”需要影响力，这是领导力的

两大要素，用公式表示：领导力 = 决策力 × 影响力。

因此，领导力的基本要素就是由决策力和影响力

构成的。决策力重在价值方向的确定，重在共同

愿景的确立，重在目标路径的选择 ；影响力则重

在选人用人，重在激励和凝聚，重在赢得群众的

自觉认同。

领导决策力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策”，

即出主意，拟方案 ；第二个环节是“决”，即选主

意，定方案。决策力重在先策后决，多策少决。“策”

要知识，“决”要胆识。“策”要民主，“决”要集中。

领导者影响力也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

“激”，即激励、发动群众，形成动力 ；第二个环

节是“聚”，即凝聚、约束，形成合力，重在组织

群众。影响力要先激后聚，多激善聚。

新时代领导力特别强调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结

合，用公式表示 ：领导力 = 硬权力 × 软权力。

传统的领导力几乎等同于领导权即硬权力，而新

时代的领导力更多地依赖软权力。对于领导干部

而言，硬权力没有软权力重要。硬权力是外在的，

法定的，有限的，强制性的，带来的只能是下级

对上级的服从，它是一个“常量”，不管你的能

力大小，只要居于同一职位就几乎具有相同的硬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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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则是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可以无限

开发的，它是一个“变量”和“增量”，带来的是

干部和群众对上级领导发自内心的认同。软权力

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品德高尚、作风过硬、能力超群、

经验丰富和绩效超优等与个人相关的多种因素。

因此，在领导科学的语境中，与领导者相对应的

是追随者而非被领导者，领导力不能“被”。领导

科学之所以使用追随者这个概念就是特别强调领

导力的大小取决于干部和群众对上级领导的认同

度，强调的是领导力的双向性和自觉性，而非被

动性和强制性。

二、新时代女性领导力的主要特征

原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和中国领导科

学研究中心曾委托第三方对参加原国家行政学院

厅局级女性领导力发展专题班的学员使用基于“卓

越领导者五种领导行为”设计的 TMLPI 测评问卷

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用以身作则、共启愿景、

挑战现状、使众人行和激励人心五个领导行为测

评女性领导力的主要特征。

问卷测评包括自评和他评两部分，其中，每

一位女干部的他评对象共 8 人，包括测评对象的

上级 2 人、同级 3 人和下级 3 人。测评问卷发放

和回收率均为 100%。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还利用这个测评工具

对全国各地千余名司局级和县处级女性领导干部

进行领导力测评。通过对每个测评对象自评和他

评的结果进行加总平均，得出对女性领导力的整

体评价（见图 1）。在卓越领导者的五种领导行为中，

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使众人行、以身作则、

激励人心、共启愿景和挑战现状。

给我们印象较深的是，女干部“共建愿景”和“挑

战现状”得分普遍偏低，其中“挑战现状”得分最

低。与此相反中国女性领导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使

众人行”、“以身作则”和“激励人心”三种领导行

本期关注 女性领导力

女性领导力五种行为总评排序

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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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五种行为

图1 中国女性领导力的整体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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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其中“使众人行”得分最高。

很显然，这三种得分较高的领导行为主要是

领导用人行为，说明女性领导者的用人行为表现优

秀，女性干部执行力和影响力很强 ；另外两项得分

较低的领导行为则属于领导决策行为。这说明女性

领导者决策行为的表现相对不足，决策力和创新力

相对偏低。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工作千头万绪，但只有

两件大事，一是决策行为，二是用人行为。把这一

观点和卓越领导者的五种行为结合起来研究，我们

发现，以身作则、激励人心和使众人行这三种领导

行为基本与领导用人行为相对应，因为用人的实质

强调影响力，领导不是自己干，而是带领众人、激

励众人一起干。而共启愿景和挑战现状则主要与领

导决策行为相对应，因为决策力的实质强调创新思

维，寻求目标，改变现状，共建愿景，在冲突中做

出果断选择。从上述调研中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

中国女性领导力的突出优势体现在执行力和影响力

方面，而在创新力和决策力方面表现略显不足。

此外，根据对女性领导者自评和他评结果的

比较分析还发现下述两个显著特点（见图 2）：第一，

自评与他评的方向和程度高度一致，这说明女性

领导者自评的结果与他评的结果高度吻合。因此

可见，测评结果的可信度很高，女干部对自身的

评价和他人的评价比较一致。第二，自评得分普

遍低于他评得分。这说明中国女性领导者诚信有

余，自信不足。我们发现女干部普遍具备良好的

角色意识，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知道自己该干

什么，不该干什么，并且清楚自己的长处所在和

短处所在。这个调研得出的结论跟我们原有印象

基本吻合，即女干部普遍谦虚诚信，但似乎自信

不足。

我们知道领导力与领导科学有两个基本观点 ：

一是诚信是卓越领导力的重要基石，没有诚信就

没有领导力。二是自信是卓越领导者的主要特质，

没有自信就没有领导力。

这个调查问卷给我们这样一个初步判断，一

方面中国女性领导者谦虚谨慎，非常诚信，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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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力自评与他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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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女性领导力自评与他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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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道的是能够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格要

求自己，有很强的执行力，表现出较强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中国女性领导者受到现实环境

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往往自信不足，主

动性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领导力

的构建和提升。

此外，我们还通过大量的座谈、访谈和实

证分析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中国女性领导干部

的影响力很强，决策力则相对较弱 ；软权力发

挥得很好，硬权力的运用则相对较弱 ；女性领

导干部魅力有余，魄力不足 ；谦虚有余，自信

不足 ；德识有余，胆识不足 ；执行力超强，工

作认真负责，但创新力和应变力似乎不足 ；感

性思维和直觉思维较强，理性思维和战略思维

有时稍许不足 ；抓具体业务多，往往喜欢事必

躬亲，抓重点不够，举重若轻稍显不足。

调查问卷显示，中国女性领导干部“以身

作则”表现明显，这恰好说明女性领导干部执

行力较强，由此带来的感召力也较强。但这并

不等于就具有真正的领导力。真正的执行力与

领导力是不可分开的。一个干部对上坚持“四

个意识”，要有坚决执行力，对下要强化“四

个自信”，要有强大领导力。对上的执行力与

对下的领导力事实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几乎成

正比的。每个女干部都应知道，执行力不只是

自己执行，而是带领下属一起执行。因此，对

下的领导力真正提升，对上才有真正有效的执

行力。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 2019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创造

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这

个新提法需要引起广大女干部足够重视，过去

都是谈“坚决贯彻”、“严格贯彻”、“全面贯彻”，

强调执行落实，但这一次强调“创造性贯彻落

实”，这个新要求对新时代的女干部特别具有

针对性。女干部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方针政策

和工作部署，关键要增强自己的决策力和领导

力。

创 造 性 执 行 首 先 要 注 意 执 行 与 决 策 的 关

系。任何执行都离不开决策，如何执行本身就

需要决策，执行和决策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

领导干部要有对上的执行力，但是各地有各地

的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结合干部群众的认识

水平和利益诉求，结合本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

条件，结合省情市情县情去创造性执行，这就

需要女干部提高创新力和决策力。

创造性地执行还要注意执行力与领导力的

关系。女干部对上要强化执行力，增强“四个

意识”，维护中央的权威，但对下要增强领导力，

增强对群众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对上执行力的

大小取决于对下领导力的大小。因此，创造性

执行不仅要提升决策力，还要增强领导力。领

导力要体现出对群众的组织力、对人才的集聚

力，尤其对基层干部群众的影响力。领导重在

激励，让大家跟你一起执行 ；要营造有利环境，

让干部群众有自觉执行的自主性、积极性和主

动性。

三、新时代女性领导力提升要扬长

补短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时代领导工

作越来越复杂，人们受教育程度在提高，自主

意识明显增强，因此，对女性领导力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新时代女性领导力提升必须采取扬

长补短的策略，而且重点在于补短板，进而全

面提升女干部的领导素质和领导力。

（一）女性领导力提升要勇于变革，敢于担当

根据前述测评结果，中国女性领导干部普

遍在挑战现状和共建愿景两个方面有所欠缺。

所以就应该注重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在这方

面多下功夫。挑战现状尤其需要创新思维，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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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担当。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习

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

争精神”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

验，特别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

经历，缺少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责任和担当。

我们也发现一些女干部平时工作很勤奋，对自

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了主

见。斗争本领不足，斗争精神不强，是不少女

干部领导力的短板。

这就要求女性领导干部要有胆有识，勇于

变革，敢于担当，不惧怕责任、压力和风险。

要有开拓精神和胆略气魄，攻坚克难，咬定青

山不放松。对女干部而言，往往知识没有胆识

重要，能力没有决心重要，理念没有行动重要。

面对确定的目标和认准的事情要敢于涉险滩，

敢于啃硬骨头。“真正做到面对矛盾敢于迎难

而上，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危机敢于

挺身而出，面对失败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

邪气敢于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领导干

部要勇于担当，把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

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作为检验每

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标准。真正的领导干部就

是责任、困难和风险的担当者。敢于担当是大

智和大勇，是见识和胆识，是责任和使命。有

的人对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透透彻

彻，但总是患得患失，追求完美，做谦谦君子，

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顾虑太多，犹豫不决，这

与新时代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时来天地同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共

建愿景需要女干部的超前思维和战略思维，新

时代女干部领导力修炼的重点是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机遇意识和进取意识，是斗争精神和斗

争本领。

（二）女性领导力提升既要诚信，又要自信

女干部领导力修炼的重点是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努力做到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执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信念坚定是女干部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

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动摇前进的方向，就

会动摇正确的道路。

女干部的优势是普遍情商较高。一是自我

认知，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二是自信，自

我激励，积极向上。三是包容诚信，团队合作，

激励他人，影响别人，赢得信任。四是情绪稳定，

有很强的定力。孔子说过君子有三德，一是智

者不惑，二是仁者不忧，三是勇者不惧。所谓“仁

者不忧”强调的就是领导者要自发自信，能始

终保持乐观向上的阳光心态和积极进取的奋斗

精神。“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激三千里”。

自信才有领导力，只有自我激励才能激励他人。

从扬长的角度，女干部有自知之明和知人

之明，善于沟通，有很强的魅力和影响力。从

补短板的角度来说，女性领导干部要特别注重

情绪稳定，胸襟开阔，能包容他人。女干部要

自信自强，积极进取，主动有为，不待扬鞭自

奋蹄。

（三）女性领导力提升要善用简约管理的领

导艺术

大道至简，大成若缺。女性领导力提升要

特别注意要从事必躬亲的事务性工作中超脱出

来。领导工作不是越复杂越好，越忙越好，而

是要举重若轻，抓住重点。“新时代要不断减

少领导工作的‘量’，要尽可能提高领导工作

的‘质’”。 

领导工作的本质不是自己干，而是千方百

计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女干

部切忌事无巨细，事事亲力亲为，保姆式的领

本期关注 女性领导力

2018【总目录】.indd   20 2019-3-20   10:41:19



2019・3

·24·

导在新时代是最不受欢迎的。女干部必须正视

“领导替代”现象，正视新时代领导环境的变化，

正视新时代领导力的新要求，要学会简约领导。

从扬长的角度看，女干部要靠前指挥，以

身作则，发扬带领率领和以上率下的榜样作用。

从补短板的角度来说，女干部要在战略思维和

理性思维上多下功夫。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女干部不能处处事必躬亲，不要时时面面俱到。

（四）女性领导提升要善用方圆兼顾的领导

艺术

女干部既要坚持原则性，在大是大非方面

敢于亮剑，又要坚持灵活性，要根据变化了的

环境和对象的不同，改变自己的领导方式工作

方法。真正做到方圆兼顾。所谓“方”是指领

导工作的原则性和坚定性，领导决策的目的和

目标必须坚定不移 ；所谓“圆”是指领导工作

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实现领导决策的具体方法

则要灵活和变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用

原则性来束缚灵活性，又不能以灵活性破坏原

则性。女干部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

起来，要善于运用方圆兼顾的领导艺术。

新时代女干部要自觉做到“大方小圆，内

方外圆，先方后圆，己方他圆”。所谓大方小

圆是指大事与中央一致，与上级一致，坚持原

则不动摇，不含糊 ；要自觉强化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与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

上保持高度一致。小事可以更多地灵活变通，

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充分体现创造性和灵

活性。所谓内方外圆是指思想信仰要坚定，要

讲党性，做人堂堂正正 ；外圆是指行为要适应

社会，适应环境。所谓先方后圆是指原则性是

第一位的，方是根本，圆是第二位的。所谓己

方他圆是指要严于律己，严以用权，严以修身，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干部和群众则要宽容

宽松。女干部要做到方圆兼顾，就必须按本色

做人，按角色做事。按本色做人是“方”，按

角色做事是“圆”。

从扬长的角度来看，女干部要更好发挥沟

通协调的作用，发挥好“圆”的作用。从补短

的角度来说，关键时既要能“方”能硬，更显

斗争性和坚定性。对下属既要厚爱又要严管，

既要激励又要约束，真正做到严管厚爱结合，

激励约束并重。

女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不能怕得罪人，

更不能当老好人 ；做事既要认真负责，敢于较

真，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多用硬权，

敢于“金刚怒目”，有时则可以多用软权，乐

于“菩萨低眉”。既有魅力又有魄力，才能成

就卓越领导力女干部。

（五）女性领导力提升要善用来去自如的领

导艺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最

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领导力产生

和运用的基本规律。所谓“来”是指把群众中

分散的智慧、意愿和力量集中起来 ；所谓“来”

是指领导干部要带领群众，走在前面，与众不

同，要比群众付出更多辛劳，要比群众接受更

严格约束 ；所谓“来”是指要拉大与基层干部

群众在能力素质和觉悟境界方面的距离。所谓

“去”就是放下架子，主动沟通协商，亲民务实，

缩小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距

离，从而强化自己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所谓“去”

是指始终与基层干部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女干部既要敢于出来，又要善于回去，要

反复来去。运用来去自如的领导艺术要防止出

来以后回不去，也要防止回去之后出不来。所

谓出来以后回不去是指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

高于群众，但不善于沟通协商，就可能高高在

上，犯“命令主义”的错误 ；回去之后出不来

则容易犯“尾巴主义”的错误。换个角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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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Enhancing Female Leadership under New Era
Liu   Feng

[Abstract]  Chinese female leader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enhancing its leadership capability, and 

manifesting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articularly under New Era which provides a vast space and 

platform.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female leaders have strong capabilities of execution and influence, shortage 

of abilities of decision-making and adaptability, full of integrity but shortage of confidence, personally 

charming but lack of boldness, and good at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ing, but shortage of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and using tac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female leadership under new era 

should be down-to-earth, practice oriented, be active, simplified management, balancing roundness and 

principles, rather than seeking perfection. 

[Key   Words] Female Leaders; Leadership; Improvement Strategy; Art of Leadership

出来以后回不去，回不到实践中去，就可能犯

“教条主义”的错误 ；回去以后出不来，缺少

正确的理论指导则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女干部既要“厚德载物”，又要“自强不息”；

既要“谦虚谨慎”，又要“艰苦奋斗”；既要“干

在 实 处 ”， 又 要“ 走 在 前 头 ”；既 要“ 做 出 样

子”，又要“放下架子”。女干部特别要在“来”

的方面多下功夫，关键时刻要向前一步，脱颖

而出。要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平

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

头豁得出来”，真正提升女性领导力和执行力，

成为新时代卓越的女性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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