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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对下属员工的工作行为
有重要影响遥 但是袁不同领导风格对员
工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袁需要进一步研
究遥关于员工行为的大多数研究都侧重
于考察遵守公司规则和法规的行为袁很
少有研究关注角色外行为遥 21世纪以
来袁学术界才真正开始关注领导风格对
员工前瞻行为渊proactive behavior冤这一
重要角色外行为的作用遥 此后袁大量研
究报告表明袁在通常情况下袁领导风格
与员工前瞻行为似乎存在一定的关系袁
且大多研究证明了这些关系何时发生遥
然而袁不同的领导风格如何影响前瞻行
为尧 哪些中介变量在这种关系中最重
要尧有没有使这种关系更强的条件等问
题尚待进一步探讨遥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尧充满不
确定性的情况下袁 企业要想保持竞争
力袁 仅靠员工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尧掌
握必要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够的袁还需
要员工更具主动性尧 灵活性和自发性袁
以应对复杂的工作和挑战遥前瞻行为就
是这样一种行为遥典型的前瞻行为包括
为组织提供建议并改变其工作方式以
提高生产力遥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实证研
究表明袁前瞻行为对组织和员工个体都
具有积极的影响袁 能够使员工从中获
益遥 比如袁有研究发现袁建言行为尧创新
行为等前瞻行为被认为与个体的绩效
呈正相关曰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袁前瞻行
为能够预测员工的主观满意度尧幸福感
及工作投入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前瞻行为
进行研究袁 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前因变
量尧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遥

不同领导风格影响员工前瞻行为

员工的工作资源和其在企业中的

命运大多与领导密切相关袁所以员工
前瞻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会受到领导
因素的影响遥 领导对员工前瞻行为的
回应将影响员工做出前瞻行为的热
情遥 如果领导者认为员工的前瞻行为
符合他或她的价值观袁员工就会获得
积极的绩效评估袁进而提升做出前瞻
行为的积极性曰反之袁若领导将员工
的前瞻行为视为不务正业袁则会减弱
员工做出前瞻行为的积极性遥 因此袁
需要进一步探究哪种领导风格对前
瞻行为有积极的效应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 变革型领导与前
瞻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遥 变革型
领导擅于使用高层次的理想和价值
观来激发员工的高层次需求袁使下属
能够充分参与工作袁并将组织利益置
于自身利益之上袁 以实现预期目标遥
它包括德行垂范尧愿景激励尧领导魅
力和个性化关怀四个方面遥 研究表
明袁变革型领导能够鼓励员工跳出自
己的思维袁从而增加他们做出自主行
为和前瞻行为的意愿遥 社会交换理论
认为袁 当其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时袁作
为回报袁交互中的另一方也会做出相
应的反应遥 这一反应便会给个体带来
直接的奖赏或是代价遥 变革型领导能
够为员工提供完成目标的资源袁对员
工进行人性化关怀袁与员工建立互相
信任的氛围袁使得员工自由地接受和
反馈信息袁从而激励员工更愿意采取
主动性行为曰作为回报袁员工也会更
积极地为组织作出贡献袁以前瞻性的
方式期待和解决问题袁并自发地做出
前瞻行为遥

研究表明袁真实型领导与前瞻行为
有着积极的关系遥这种关系可以用许多
理论来解释袁如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决

定理论等遥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袁个人可
以基于对个人需求和环境信息的充分
理解来评估自主性尧能力和关系袁然后
自由选择做出何种行为遥而真实型领导
诚实尧正直袁对下属关怀尧帮助和激励袁
并鼓励员工分享信息袁表达他们真实的
想法和感受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员工感受
到高度的自主性袁对领导产生信任遥 同
时袁领导的支持也给了其更高的自我效
能感袁这将有助于员工探索角色之外的
行为要要要前瞻行为遥
作为消极领导风格类型的代表之

一袁虐辱型领导渊Abusive Supervision冤
与员工的前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遥 虐
辱型领导是指领导者在与下属互动
过程中反复表达敌对言论和非言语
行为袁如挖苦嘲讽尧对下属不理不睬
等遥 资源保护理论尧社会交换理论和
社会认知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这种
关系遥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袁环境会对
个体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袁负面环境会
导致个体采取保守行为遥 虐辱型领导
会让下属认为袁即使他们做出有利于

组织的积极行为袁 领导也不会感兴
趣袁甚至会使领导对自己产生消极的
评价尧招致更多的不当行为遥 可见袁虐
辱型领导对员工前瞻行为的发生有
很大的负面影响遥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领导类型袁家
长式领导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
点遥 这种领导风格包括三个方面院威
权领导尧仁慈领导和道德领导遥 威权
领导意味着领导者需要绝对的权威
和对下属的控制袁 下属必须完全服
从袁包括独裁风格尧下属贬值尧形象装
饰尧教唆行为四个方面遥 仁慈领导将
向下属展示个性化尧全面而长期的关
怀袁 帮助下属应对生活和工作困难遥
道德领导是指那些表现出崇高个人
道德品质的领导者遥 研究发现袁威权
领导与前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袁
仁慈领导和道德领导与前瞻行为呈
显著正相关遥 具体来说袁威权领导的
专权作风会使下属与领导之间形成
强有力的上下级关系袁 在这种关系
下袁 员工会表现出一定的角色内绩
效袁但很难激发员工付出精力进行角
色外行为曰 仁慈领导关注下属的福
祉袁给予他们真正的关怀和照顾遥 这
些行为会促进员工积极情绪的产生袁
并且使其感到有责任表现出更多的
额外角色行为来支持领导工作遥 而道
德领导的公正无私尧德行模范袁会使
员工认同其道德标准及行为袁产生更
多的组织认同感袁 增加亲组织行为袁
如建言行为等前瞻行为遥

领导风格预测前瞻行为的
边界条件

对不同领导风格和员工前瞻行为

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遥在这
些研究中袁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把前瞻行
为作为结果变量遥 因此袁我们还需要探
索这种关系的中介变量遥 心理授权尧感
情承诺尧领导成员交换尧内部人身份认
知尧团队承诺尧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尧组织
承诺尧自我效能感尧工作投入尧雇佣关系
氛围尧下属动机归因尧组织认同尧团队信
任尧组织自尊尧心理所有权尧心理资本尧
个人要团队匹配尧战略定向尧对领导者
的信任尧对组织的责任感知尧领导代表
性等变量已被检验遥

在这些中介变量中袁其中一些获得
了关注和支持袁如心理授权尧领导成员
交换和各种形式的承诺袁还有一些尚未
被重复验证遥 鉴于心理科学研究的程
序袁这些变量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而已被
验证的中介变量都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进行解释遥 它们可以被概化为袁组织和
领导给予员工利益或代价袁员工以自己
的角色内尧外行为来进行回报遥 通过这
些理论框架袁未来的研究可进行多重中
介变量作用的探讨袁但需要确定哪些中
介变量是解释的关键遥

此外袁还有必要研究领导风格预测
员工前瞻行为的边界条件遥目前关于这
种预测条件渊调节变量冤的研究相对较
少遥 前瞻性人格尧领导对建设性变革的
责任感尧下属性别尧工作压力尧工作自主
性尧组织结构尧自我效能感尧核心自我评
价尧传统性尧权力距离尧心理权利尧领导
成员交换尧权威主义取向尧集体主义取
向尧前瞻行为效能感尧模糊容忍度等变
量已被检验遥这些因素几乎都是与中介
变量结合在一起进行验证的遥尽管这些
研究告诉我们不同领导风格何时以及
如何预测员工的前瞻行为袁但是很少有
人研究这一关系的直接调节作用袁究竟

哪些变量可以直接调节这一关系袁答案
并不明确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这些变量几
乎都没有被重复验证袁未来还需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遥另外袁有些变量渊如自我效
能感冤 既被当作中介变量进行研究袁又
检验到了其调节作用袁因此未来的研究
还需要指出调节和中介作用之间的差
异遥

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大量成果的研
究设计主要基于单源数据的横向调
查方法遥 单源数据很容易造成共同方
法偏差袁同时袁领导者的态度和行为
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袁这很
有可能调节领导方式和员工行为之
间的关系遥 而横向设计的另一个缺点
是我们不能在此基础上归纳因果关
系遥 假设领导态度会影响员工的前瞻
行为袁但实际上员工的前瞻行为也会
对领导产生影响遥 如果员工的前瞻行
为提高了组织绩效袁那么它反过来也
会促进领导者对前瞻行为的认可和
支持遥 因此袁我们必须认识到袁员工行
为可以预测领导方式的评级遥 为了理
清领导态度和员工行为的作用方向袁
探究其作用流程和时间是必不可少
的袁因此袁未来研究有必要使用领导
者和员工互评的方法袁并采用纵向设
计实验遥 此外袁在本研究领域的本土
化探索以及领导方式对员工行为影
响的跨文化差异袁也将是以后研究的
重点遥

渊本研究得到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渊2015GSF120015冤和胜利油田管
理局项目渊GKS1701冤资助冤

渊作者单位院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尧山东师范大学 EAP中心曰胜利石油
管理局烟台疗养院冤

2019年 3 月 30要31 日袁中国心理
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

渊筹冤首届年会在南京顺利召开遥此次会
议由中国心理学会主办袁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和江苏省心理学会承办袁围绕
野心理学助推社会治理冶这一主题袁展现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的研究动态遥

站在战略高度 众谈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野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袁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冶袁野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袁
培育自尊自信尧理性平和尧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冶遥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袁正是符合时代需求尧直面
现实问题的重要举措袁对于提升公众心
理健康水平尧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遥

作为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
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袁专委会主任
郭永玉教授指出袁野社会治理心理学冶是
心理学尧社会学尧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学
科曰社会治理心理学研究袁要运用心理
学的理论和方法袁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
文化与社会制度袁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
行为袁解决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遥

辛自强教授提出袁 社会治理本质
上应该逻辑性地包含心理建设袁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应以野心理建设冶为目
标袁以野由心而治冶为手段袁培育社会
心态袁疏导社会心理袁管理社会预期袁
实现社会善治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心聚力遥

时勘教授表示袁 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袁但社会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此并
不同步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亟待
加强遥 心理学研究应以国家健康战略
为蓝本袁 运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袁构建社会心理促进机制袁建设健
康型社会遥

许燕教授认为袁 个体视角下的心
理学是一门高科学成本尧 低社会效应
的学科袁为了实现心理学的全面功能袁
还应发挥其社会效应袁 完成心理学向
多元功能尧 社会解读和心理健康社会
学的转变袁 为自上而下的心理健康促
进提供依据遥

跨越学科边界 直面社会问题

心理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袁履行好

时代使命遥 韩布新研究员强调袁心理学
不应该在描述和分析的道路上一去不
回头袁在新时代背景下袁中国心理学应
直面社会问题袁并在全球心理学领域占
据一席之地遥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野心理
学助推社会治理冶这一主题袁从心理学尧
社会学尧组织行为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
学科视角袁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讨论遥

社会心理促进是社会治理的重要
方面遥 王俊秀研究员指出袁民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与其目前的体验存在
较大的差距曰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带来了阶层分化尧贫富差距尧社会
不公等问题袁社会治理必须重视这些
社会心态问题袁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
社会治理来解决遥 谢晓非教授针对风
险沟通障碍进行了研究袁指出公众与
政府在沟通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都可能产生偏差袁政府应高度重视这
一问题袁在风险沟通的过程中充分地
了解公众特征袁选择合理的信息传播
方式袁扮演使人信服的政府角色遥
社会行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基础

内容遥赵玉芳教授通过对低地位群体的
攻击性进行研究袁剖析了低经济社会地
位群体攻击性的表现与心理机制遥她指
出袁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袁为低地
位群体的社会支持提供保障曰另一方面
要从心理层面出发袁改变民众对低地位
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袁 提高低地位
群体的获得感和安全感遥 刘永芳教授
致力于人类合作行为研究袁 提出了有
限理性的合作观遥他认为袁社会治理问
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袁 促进不同
思想尧不同利益尧不同价值观的个体进
行合作袁 是心理学能够为社会治理提
供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支持袁 也是社会
治理的关键遥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袁 是助

推公共政策制定和落实的重要举措遥
徐富明教授倡导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助推公共事务遥 他指出袁要充分应用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范式袁实现消
除贫困这一首要目标遥 陈丽君教授关
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诚信行为机
制研究遥 她认为袁在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背景下袁 政府要及时调整角色袁更

多地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袁才能将心理
学与社会治理有效结合遥

博采多元方法 共谋社会发展

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袁是科学研究的
关键遥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袁不仅
有助于理论层面的交流借鉴袁更有助于
博采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尧学习不同领
域的先进技术尧 发挥不同专业的优势袁
共同促进社会发展遥

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大多以情
景实验尧相关研究等为主袁随着科学
技术的日新月异袁 当前心理学的研究
也开始与人工智能尧模拟仿真尧大数据
分析等新兴科技接轨遥刘海燕教授利用
基于主体的模拟仿真技术袁有效考察了
心理安全感的形成机制遥朱廷劭研究员
表示袁人工智能为大数据中的知识发现
提供了支撑遥 利用网络大数据优势袁建
构野互联网+社会治理冶体系袁实现网络
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袁是当前心理学
研究应当大力推广的前沿技术遥

除了对前沿技术的吸收和应用袁也

有很多研究者整合既有研究基础袁提出
了新的方法与技术遥刘正奎研究员以重
大突发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与援助为
着眼点袁开发了心理援助时空二维工作
模式遥杨波教授以毒品问题的社会治理
为着眼点袁提出了循证戒治的研究方法
和多元整合治理的研究观点遥正如孙时
进教授所言袁社会发展与治理应以整合
心理学为视角曰将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理
论与方法加以整合袁有利于推动社会治
理曰使用知行合一的研究方法袁有利于
心理学推动国家政策的出台和落实遥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逐
渐成为心理学科发展的新领域袁其学术
贡献与智库价值逐渐得到广泛关注遥对
于专委会的建设与发展袁中国心理学会
理事长周晓林教授认为袁应将基础研究
与社会责任相结合袁发挥心理学的专业
优势袁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曰应更多地
与其他专业委员会合作交流袁形成心理
学界的合力来研究社会治理问题曰应重
视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袁用交叉学
科的视野袁拓宽研究思路曰应加强专委
会与政府的联系袁发挥咨政建言的智库
作用袁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贡
献心理学家尧心理学科在社会治理方面
的独有力量遥

渊作者单位院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冤

领导风格影响前瞻行为的作用机制
筵王大伟 宗肇飙 胡艺馨 王继勇

心理学助推社会治理
筵顾玉婷 茆家焱 张跃

领导风格对下属员
工的工作行为有

重要影响袁 但不同领
导风格对员工行为的
影响存在差异遥 实践
经验和研究表明袁前
瞻行为作为一种员工
的角色外行为袁 对组
织和员工个体都具有
积极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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