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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科特：管理不是领导
当下的管理学领域依然活跃着

的大师，多数是管理咨询专家，而约

翰·科特似乎与众不同。作为哈佛商

学院的终身教授，他始终处在学术研

究的前沿。科特避免了学院派的晦

涩，他的书一直是商业畅销书市场的

宠儿。

而他的理论，在领导领域尤其是

在组织变革领域，有着极大的影响

力。

领导 =权力 +影响

在管理学界，过去的观点认为

“领导”和“管理”之间并没有明显差

别。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

已经渐渐不为人们接受。另一种观点

则认为，管理是领导的特定内容。而

孔茨和韦里克等人则认为，管理才是

更大的范畴，领导是管理的一项重要

职能。

但在科特眼中，管理与领导是截

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区别管理和领

导的基础上，科特着重研究了如何培

养领导者。之后的科特，主要将精力

投入企业变革的研究中，最终成为这

一领域的权威人物。

通过对 1000多位世界知名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约翰·科特找

到了领导和管理的区别，并总结出

一套能让企业变革成功的规律与步

骤。

通常认为，科特在管理理论方面

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管理和领导这

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并通过对影响

领导能力因素的分析，揭示了领导力

之源。

事实上，科特超越了“领导”和

“管理”在概念范畴的包容与被包容

的争论，而是着眼于二者的差别。

科特认为，领导和管理是两个截

然不同的概念。首先，管理者制定行

动纲领，而领导者制定愿景和战略；

其次，管理者发展人际网络，而领导

者通过愿景使员工步调一致；再次，

管理者强调约束，而领导者强调激

励；最后，管理产生预测和秩序，领导

产生变革。总体而言，管理立足于科

学，重点在控制和有序；领导立足于

艺术，重点在远见和变革；管理是“治

事”之学，领导是“统人”之学；管理充

满了理性，而领导靠的是情感。

事实上，对于领导与管理的界定，

科特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是：“取得

成功的方法是 75%—80%靠领导，其余
20%—25%靠管理，而不能反过来。”这
句话道出了领导与管理之间的辩证关

系：领导和管理是两个互不相同但又

互为补充的行为体系；在日趋复杂和

变幻无常的商业社会中，这两者缺一

不可，都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通过一一列举领导和管理的不

同职能，科特得出了精辟的结论：领

导未必优于管理，也未必可以取代管

理；要获得成功，真正的挑战在于将

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结合

起来，并使两者相互制衡。

科特为了寻找一种使企业更具

竞争能力，更具适应性和应变能力的

灵丹妙药，对大量的综合性企业进行

了对比研究，最终发现只有重新发掘

领导作用，才能扼杀官僚主义的钩心

斗角、本位主义和危害极大的权力斗

争，进而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他认为，领导是一种特殊的影响

力，是一种以非强制为特征的影响，

它是以被领导者的自愿追随和服从

为前提的，是在调动了追随者的“内

动力”以后，追随者从内心里自觉自

愿产生的内化所施加的影响力。

科特说，“领导行为和管理行为

各自的主要功能不同，前者能带来有

用变革，后者则是为了维持秩序，使

事情高效运转。有效的领导和高效管

理相结合，将有助于产生必要的变

革，同时使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但

领导行为自身永远不可能使一项活

动年复一年地按时、按预算保持运

作；而管理本身也永不可能创造出重

大的有用变革。”

从科特开始，管理学的一般著作

中关于领导的论述发生了变化。在此

之前，管理学教科书谈到领导，多数

是从职权的规定、权责关系的一致、

命令权的运用等方面展开。而从此之

后，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著作以影响力

来定义领导概念，并把构成影响力的

因素分为职权影响力和人格影响力

两大部分。

由于科特在领导与管理这一领

域上的理论贡献非凡，被美国《商业

周刊》评为“20世纪对世界经济最有
影响的 50位大师”之一，成为当今世
界“领导与变革”领域最重要的人物。

领导力 =变革力

教学、写作和演讲是科特事业上

的三驾马车，它们不仅奠定了他在领

导和变革方面不可取代的地位，也带

给了他无上的荣誉。

在 25年的职业生涯中，科特获
得殊荣无数。在他众多著述中成为商

业畅销书的就超过 7 部，包括《领导
变革》、《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变

革的力量：领导与管理的差异》等。

科特的书在全世界已经被译成

70多种文字，总销量超过 200万册；
而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论

文复印件的销售量也超过 150万份。
约翰·科特还是蜚声全球的演讲

家，他曾经为数十家企业提供过演讲

和咨询服务，其中包括花旗集团、百事

可乐、通用电气等世界顶级公司。

作为领导和变革方面的顶尖学

者，科特在变革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方

面有大量著述，他在变革研究这一前

沿领域，至今还处在领跑地位。他的

《领导变革》（Leading Change）一书刚
刚出版，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后

来出版的《变革之心》（The Heart of
Change）更是将这股变革热推向了高
潮。可以说，《变革之心》是《领导变

革》的延续，而在这两本著作中，科特

将他的变革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

科特认为：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

时候，企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绝对不

是战略、结构、文化或系统，而是改变

组织中人们的行为。但在那些比较成

功的组织中，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重

要方式就是改变他们的感受———即

使是在那些非常注重分析和量化评

估的组织当中也是如此。

科特抛弃了理性的“分析寅思
维”模式，转而强调感性的“目睹寅感
受”模式。他发现，在成功的大规模组

织变革中，人们总是能设法帮助其他

人以一种能够影响他们的感受 (而不
仅仅是思维)的方式，来观察问题并寻
找解决方案。感受能够影响一个人的

行为，而且这种影响力足以帮助人们

克服大规模组织变革中通常存在的很

多障碍。相反，在那些不太成功的案例

当中，这种“目睹—感受—变革”的模

式就很少出现。人们之所以改变，常常

是因为所看到的事实影响了感受，而

较少是因为分析而改变想法。

这种研究，颠覆了传统思考习

惯。大多数组织在向组织成员表明所

面临问题时，还是采用常见的数据信

息、报告等，并且认为经过搜集、分

析、整理的数据、信息、报告更加详

尽、真实、专业，而这恰恰是科特所要

摒弃的。详尽的数据信息、报告等资

料尽管看上去更加专业，但却很难打

动人们。即使是在报告很严重的危机

时，这样的方式也无法让人们有更多

的心理触动。况且，“分析寅思维”模
式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思考，而不是

要改变人们的情绪。相比让人们的情

绪受到影响，思考的改变难度更大，

也更容易受到防御性反应的排斥。

成功的组织变革通常是一个耗时而且极端复杂的八

步流程，并非一蹴可至。经理人如果想投机取巧跳过一些

步骤，或者不遵守应有的顺序，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

虽然变革牵涉到复杂且多步骤的流程，高效率的经理

人员总是能够随着环境调整关键行动以达到变革的目的。

缺乏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以及一招半式闯天下的心态，通

常是造成失败的原因。

许多受 20世纪历史以及文化影响的人———包括有能

力、用意善良的经理人———常常在处理重大的变革时犯下

可预见的错误。

领导不同于管理。成功变革的驱动力来自于领导而非

管理。缺少了领导，错误产生的比率将大增而成功几率将

大幅下降，并不会因为变革的概念构架———如新策略、再

造工程、组织再造、品质计量以及文化变革等———而有不

同的结果。

十大管理大师系列之四

约翰·科特于 1947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曾先后就

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1972年开始任职于哈佛商学院。1980

年，32岁的他就被哈佛商学院授予了终身教授的荣誉，由此成为哈佛

大学历史上获此殊荣最年轻的二人之一。他被《商业周刊》评为“20世

纪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 50位大师”之一、“领导大师第一人”，他发

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一文，被 2004年 1月

中文版的《哈佛商业评论》评选为“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中八篇文章

之首，与“竞争战略之父”迈克·波特、“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等

管理大师并驾齐驱。

该预约方式与现行登记系统实现技术上完整对接，

申请人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网上服务系统完成信息申报

后，可直接在该网页进行递交材料时间预约。与电话预

约系统相比，申请人享受到了以下新服务：一是避免了

信息的重复录入与申报，简化申请人的预约操作；二是

系统可显示近 5 个工作日的剩余预约量，申请人可根据
自身时间自由选择预约时间；三是申请人预约之后，可

以打印预约告知单，并自动收到预约提示信息及注意事

项。自 2月底试运行以来，已有 5700余户次企业通过该
系统完成预约，获普遍好

评。

海淀工商分局登记网络预约
试运行成效明显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4 月 11 日，北京市建设
工程物资协会在京召开《空

气源热泵、太阳能与地暖组

合建筑采暖系统的节能能效

研究》科技成果发布会。据介

绍，新型供暖方式是一个从

空气和阳光中获取热源、以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作为末端的供暖系统，这种

供暖系统中的空气源热泵，

可从室外空气中获取大量大

自然的免费能源，并通过电

能将其转移到室内。目前，该

项采暖技术已在北京及周边

地区的民用建筑项目中得到

应用。

北京建工物资协会
举行科技成果发布会

4月 10日，通力新工业园
和研发中心在昆山高新技术

产业园正式开业。此次投资建

造的通力工业园占地 24 万平
方米，包括三个电梯工厂和一

个自动扶梯工厂，是通力全球

最大的制造基地。芬兰外贸部

长 Alexander Stubb，昆山市委
副书记、市长路军以及通力董

事长 Antti Herlin，通力总裁
Matti Alahuhta 等领导出席了
开业仪式。新工业园还包括通

力全球八大研发中心之一，预

计于 2014 年开始运行，以支
持通力对摩天大楼的客流解

决方案的开发。

通力昆山制造及研发
工业园隆重开业

近日，韩系经典 SUV 华泰
圣达菲 2013款在北京宣布上
市，这一分别搭载 1.8T汽油及
2.0T 柴油的涡轮增压动力新
品，在动力系统、外观内饰、配

置、服务、价值等方面进行了 5
大升级 23项优化，而价格仍
保持不变：1.8T手动两驱售价
9.57万，2.0T柴油手动两驱为
9.97万、2.0T柴油手动四驱则
是 11.67万。华泰圣达菲 2013
款不但让广大消费者的 SUV
生活在强劲动力、经济节油和

舒适操控等方面得到了全新

价值体验，更有望成为国内中

级 SUV市场全新的价值标杆。

华泰圣达菲新推
T动力 2013款

近日，美国礼来公司动物

保健部拿出约一亿美元购买了

中国动保领先企业———中国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该项投资证明了礼来动保对中

国的承诺———帮助中国满足百

姓不断增长的对食品和营养的

需求，提供创新、有助加强食品

安全的生产解决方案。双方已

就下一步商业合作达成协议。

美国礼来动物保健部（Elanco）
总裁杰夫·西门子表示，投资是

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将和中国本土的机构组织共同

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礼来公司
入华投资一亿美元

智库

今年 5月，备受全国高尔
夫球爱好者期待的“2013皇冠
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

英挑战赛”即将挥杆开赛，据

悉，本次赛期将延续至 10月，
并在全国 12 个城市陆续展
开。作为中国业余高尔夫赛事

中最高级别的全国性赛事，已

走过七年的“皇冠杯”除延续

往届的品质和精彩之外，更有

奥运冠军倾力加盟，同时吸引

了顶级品牌 Taylormade 加盟
赞助，提供更加专业的高尔夫

装备，势为全国的高尔夫球爱

好者呈现一场惊喜不断的高

球盛事。

中国业余高尔夫球
城市精英挑战赛开赛

由中国企业报社组织的企业信息员春季集中培训学

习活动于 4月 9日在江西南昌拉开帷幕，会议对 2012 年

度优秀企业信息员和企业联络处进行隆重表彰。江西省

企业联合会对本次会议给予热情支持。

图为《中国企业报》信息员在景德镇市佳洋陶瓷进行

考察。 本报记者 任正直 肖威摄影报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章玉贵 中国必须改变重商主义经济模式

作为中国“经济奇迹”重要推手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已经

难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增量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美国高消费、低储蓄和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两级结构。中国

经济也因此严重依赖外部需求，资源供给条件日趋恶化。中国

在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应该积极

完善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条件，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战略管理与公司绩效专家

佟景国 战略变革企业家的学与不学

企业家群体中，王石无疑是伟大的。他 60岁高龄到哈佛
与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人一样，学习语言，每天学习 15—16
小时，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后进生到合格生。王石的战略变

革的角色，不是进老年大学，消磨时光、摆摆样子即可；不是要

别人学习他，而是自己学习别人。因为，成功的战略变革，需要

企业家重新学习的活力，而不是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恰恰

是变革的主要部分。正如王石自己所说，到哈佛学习，潜意识

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只有提升自己才知道怎么走。

北京蓝巨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温晓东 企业家的转型

CEO 这个上世纪 60年代才由美国人“发明”的舶来品同
时需要为股东及企业经营负责，简单来说既要平台方略又要

行军打仗。而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屹立不倒，更需要投入大

量的精力与时间。与之相比利用丰富的经验与洞察力，把握公

司发展的重大环节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更重要的

还可以让更多新鲜元素注入企业当中。我想这是他们选择卸

任 CEO的原因之一，也是马云与史玉柱二人都选择保留董事
局主席的原因。

企管专栏作家

史光起 战略长期不变将把企业带上不归路

真正的经营战略是要有所变通，有所取舍的———当企业

遇到暂时性的困境时不要放弃，不为诱惑与艰辛所扰，继续坚

持奉行既定战略；但是，当市场客观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本质

性改变时，即使我们依然在原有的经营战略指引下不断发展

且利润丰厚，也要果断进行经营战略的适时改变，甚至发动一

场彻底的经营革命。

天明集团创始人

姜 明 企业领导要学会放手

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80%左右的工作要放手高层团队
去做。20%重要的、关键的、关系到全局发展的事情要重点指
导、重点把控。真正把时间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钟都为企业的

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于每一个管理者来说，同样要用 80%
的精力，抓住 20%关键的事情。要清楚哪些工作需要自己亲自
做，哪些工作需要指导下属做，哪些工作是只需要关注了解

的。真正实现层层放手，层层都有自己的工作目标，层层做下

属无法替代的工作，层层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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