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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adership of the art is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quality of the leader, it is individual from 

person to person. Leadership art is the creative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the way of leadership.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creative and free creativity of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rue" is the master rule, in law creation sublimation, 

sublimation to the artistic realm; "good" is to conform to the political idea; "the United States" refers to the leadership o f people happy, 

comfortab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ffective and the leadership practice is the only standard to examine the art of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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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领导艺术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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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个人素质的综合反映，是因人而异的。领导艺术是指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

一方面是创造，是真善美在领导活动中的自由创造性。“真”是把握规律，在规律中创造升华，升华到艺术境界；“善”就是要符合政

治理念；“美”是指领导使人愉悦、舒畅。另一方面是有效性，领导实践活动是检验领导艺术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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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领导艺术，就是领导者在其知识、经验、才能和

气质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巧妙地运用各种领导条件、

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的基本技能。领导人有两个工作的

内容，一个是“人”，一个是“事”，有两个原因使得

人比事重要。第一，事是人做的。人的问题不解决，

事的问题会一再出现。第二，所有的资源都要通过人

来发挥作用。但是人又是最复杂、最难领导和管理的。

人的复杂表现在他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静

止的，而是变动的。随着经济领域中“智慧经济”的

比重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变幻莫测，人的位置越来越

重要。可以说，领导人成就的大小，最终取决于他整

合人力资源能力的大小。 

下面就从领导艺术的几种表现形式来阐述领导艺

术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1．用人和用权艺术 

领导者的用人艺术，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择人艺术和

人才管理两个方面，也就是“知人善任”了。要“知人”，

首先要对所需、所用之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在“知人”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择”合适的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讲，

“知人”即为“择人”了，因而“知人”就成为领导者用

人的第一要素与前提。当然，“知人”识才是为了“善任”，

通过“善任”人才来获得企业持续的竞争力才是用人艺术

最终落脚点。要用好人才，就必须“择人任势”。一个人，

不可能具备种种才能，胜任一切岗位，某一特定人才总有

最适合于他的位子。这就需要管理者在“知人”的基础上，

对人才的使用上给予恰当安排，形成人员配置的最佳组合

机构，达成最佳组合，此即领导者的人才管理艺术。 

首先，领导者可以不知道下属的短处，但不能不知道

他的长处。只关注人才的短处，是很难发现企业所需的合

适人才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即这个道理

了，领导者必须将其发掘出来并加上合理的运用，才算是

艺术地“知人”和“择人”。其次，伯乐虽然在“择人”

的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毕竟个人精力有限，伯乐再尽

心尽力，其相中的人也是有限的。因此，企业更需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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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人才的机制。企业领导者建立和完善一个公开、公

平、公正的“择人”机制，让一匹匹千里马自己亮相也是

非常重要的。挑选最好的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领

导者的工作，就是每天把全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延揽过

来。 

1.1 识人先识己 

（1）克服求同弃异的排他心理。只喜欢与自己兴趣爱

好，志向相同的人，无形之中，在对待人才的使用上，给

领导者自己拟下一个圈子，这样既阻碍自己的视野，同时

容易形成一切以领导者兴趣，爱好为主，以工作为人人的

现象，不利于领导者的工作的顺利开展。 

（2）要克服狭隘的嫉妒心理。害怕“功高震主”，对

有才能的人见贤思妒，视而不见，这是领导者对自己驾驭

能力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一方面不利于领导者自己能力

的提高，另一方面不能人尽其用。 

（3）工作出发，增加相容性，贵和不贵同。收集人才

一切应从工作的角度出发，由于各人水平，阅历年龄所教

育程度不同等原因，其性格、爱好，看问题的角度及工作

方式、方法等均会多样性，在这一点上，领导者应有宽广

的胸怀和客观的态度，只要在原则问题上，工作目标上一

致，就不应排斥对人才的使用。 

1.2 识人要识心 

考核领导者事业的成败，首先用事实来检查他所用之

人是唯贤、唯亲，是人才、奴才，还是庸才，就可以推断

领导者的贤或愚，或别有所投，善于选贤任能，为人才登

上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这才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气魄和

品质，也最衡量领导者一个重要标志。 

在人才选拔上任人唯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

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有过行政组织领导者任人唯亲，

导致行政组织内部近亲繁殖，帮派林立，最终导致行政系

统内部严重危机以致灭户的结果。因此作为一个现代科学

的领导者，必须摒弃私心，惜才爱才“亲贤臣而远小人”

唯才是举，选择出最优最佳的人才，使下属的作用发挥更

充分。 

1.3 识人要领 

事在人为：做事之前要先读懂人。成大事者先识人;

人际交往先读人;努力摘掉有色眼镜;见树木更要见森林。

人为主：从第一印象看人;从笑容来断定你的心;以发型来

判断对方;从帽子的选择上来判断他人;由眼镜观察对方;

从领带断定对方的生格。相由心生：从性格上洞察人心“善

任” — 领导者的人才管理艺术。天下无无用之才。 

1.4 要有正确态度 

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用人所长应做到： 

(1)善于发现，不能“一叶障目”    一个下属可能有

许多缺点，但有一项优势，而且适应工作的一方面，领导

者应当善于利用下属的优势，并创造机会使其充分发挥，

以弥补其它方面的不足。 

(2)善于运用，充分发挥人才特点    每个人在社会中

生活都需要有一个最佳位置，但往往不能一发到位，这就

需要领导者帮助他们找到最佳位置。 

另外，在人才的配备上，要依据人的不同特性，合理

配备，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用，用其所长，达到最佳组合，

要根据不同职能要求，安排不同类型的人才，同时，不同

个性的人才根据个性的弱点配备能克服这种弱点的搭当，

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同时能把个性特点对组织的损害程度

降低，真正做到避其所短，扬其所长。 

2.决策艺术 

决策是领导工作的中心环节。决策是从多种方案中做

出的选择或决定，也可以说是多方案择优。通常讲的领导

“拍板”，指的就是决策，但绝不能把决策仅仅理解为一

瞬间的“拍板”，它包括决策前的提出问题、搜集资料、

预测未来、确定目标、拟订方案、分析估计和优选以及实

施中的控制和反馈、必要的追踪等全过程。决策是人类社

会确定方针、策略的大计活动。它涉及到人的生活的各个

领域，人和集体的各种行动都受决策的支配，它是有意识

地指导人们的行动走向未来预定的目标。 

决策的主体是领导，看一个领导的水平高下最主要的

是看决策。所以每个领导都必须精心制作决策，科学执行

决策。领导决策程序，即领导根据决策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所决定的既相互独立又前后联系的基本步骤来进行决策。

各种决策都具有共性，一些基本的步骤是任何决策都必须

遵循的，违背了这些基本步骤，会使领导决策失去其科学

性，甚至会导致领导决策的失败。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决策

过程应该包括四个步骤。     

其一，界定问题，确定决策目标。确立决策目标是领

导决策程序的第一基本步骤。目标直接关系决策的方向，

而问题是确立决策目标的需要和可能。因此，领导只有找

准了问题，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确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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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提出解决问题、实现决策目标的措施或方法。发

现决策问题是领导的重要职责。明确了决策问题就可以确

立决策目标。目标既是领导决策的出发点，也是领导决策

的归宿。因此，确立决策目标是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和前

提。确立决策目标时应注意几点：（1）目标要明确具体；

（2）目标要切合实际；（3）如果是多目标决策，决策目

标应有主次之分；（4）目标要有价值准则。 

    其二，拟定各种可能的备选方案。拟定备选方案是领

导为实现特定的决策目标所选择的途径和手段。拟定方案

应遵循两个原则：（1）多样性原则。拟定方案要尽可能的

多，尽量把各方面可能性都考虑在内。（2）独立性原则。

虽然拟定备选方案要求多样性、全面性，但各个方案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即每个方案本身都是独立

的，各个方案之间应有原则的差异。否则就无法划清界限

和比较优势，也无法挑出最佳方案。方案拟定一般要经过

两个步骤：第一，轮廓设想。第二，细部设计。 

其三，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最合适的方案。在拟定

的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评价、比较和选择。这是领导决策

程序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步骤。方案评选应遵循几个标准：

（1）价值标准，主要指决策方案的作用、效果、益处和意

义等，主要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2）最优

标准与满意标准，最优指投入和付出的代价最小、获得的

效益最大；（3）局部服从全局标准；（4）期望值标准，

就是哪个方案的期望值最优，就选哪个方案。 

其四，决策的执行。领导首先要组织有关人员制定决

策方案的具体实施计划、措施和步骤。然后根据计划逐步

付诸实施。在制定方案的实施计划中，领导要充分考虑到

决策方案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出

现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危害。为此，就需要准备一些

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以减少那些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和危

害性。另外，由于决策是一个动态的、依赖于时空变量的

复杂过程，有时可能会出现决策方案不同程度地偏离目标

的情况，所以，在决策方案实施、执行中，特别是如果主

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以至必须重新确定决策目标时，就

需要进行追踪决策。  

    领导要善于决策，不善于决策的领导是低效能的领导。

领导的决策合理、及时、有艺术，群众拥护，心情舒畅，

就会政令畅通。领导的决策艺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下放决策权。第二，容缓决策时间。这里有个词“合

理地”：对于某个特定的、迫在眉睫的决策，来定义“合

理地”的范围，是一门需要大量实践和技术的艺术。  

3.人际关系的艺术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活动过程中直接的心理关系，它是

人们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社会活动所不

可缺少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伟人也从自己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人际沟通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罗斯福说 ：“成功的公式中，最

重要的一项能力是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一位哲人也说

过，“没有交际能力的人，就像陆地上的船，永远到不了

人生的大海”。可见，巧妙地进行人际沟通，在工作、生

活中都非常重要。它对一个企业发展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

言而喻的。 

首先，巧妙的人际沟通可以提高企业成员的满意度。

巧妙的人际沟通容易使成员感到愉快、亲切、随和。这样

的感觉能制造出轻松愉悦的工作氛围，能给员工带来积极、

健康、饱满的精神状态，从而使成员对工作满意，能更好

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不断地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巧妙的人际沟通可以增强企业成员的凝聚力。

巧妙地进行人际沟通能释放和缓解压力，能使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从而起到维护人际关系的作用。企业中成员之

间人际关系和谐，大家团结一心，成员之间不会为一些鸡

毛算屁的事发生争执，成员把心思花在如何完成企业目标

上，这样企业成员的凝聚力就会增强。 

第三，巧妙的人际沟通可以提高企业成员的工作效率。

成员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效益的好坏。虽然，

影响成员工作效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成员之间人际

沟通艺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巧妙的人际沟通是创造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良好人际关系可以激发组织成员

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可以激励成员的工作激情，形成和谐

的气氛，从而提高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往，不仅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需

要，也是适应社会发展、个人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交

往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赖以继续的一种行为模式，在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今社会，具有较强

的交往能力，是个人立足于社会并求得发展的重要条件。

交往使我们彼此了解，交往使我们互通有无，交往使我们

化干戈为玉帛。今天我们无论是人际交往的广度还是深度，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综上所述，领导力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不仅仅

包含了各种具体的管理技能和管理方法，也囊括了前瞻与

规划、沟通与协调、真诚与均衡等更诸多要素。要想成为

一名符合 21 世纪产业发展要求的管理者，要想具备一名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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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管理者应有的基本素质，我们就必须在宏观决策、管理

行为、个人品质等不同层面认真学习、体会并实践 21 世纪

的领导艺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国家、企业及个人面临

的竞争异常激烈，作为各级领导或管理者，除了要认真研

究领导科学，大力推行 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外，

更要进一步提高领导艺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只有这样，

才能带领团队有效抵御化解各种风险，保障其始终充满活

力，不断占领制胜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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