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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再造、文化重塑与机制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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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学习型政府的构建是目前广为探讨的课题, 构建学习型政府应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结构再造是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基础, 文化重塑是构建学习型政府
的核心, 机制创建是构建学习型政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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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且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环
境, 如何使政府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中, 获得永续性的生存,

首先要求再造政府的组织结构, 使之与政府组织的学习行
为相匹配、相协调。

并不断追求卓越, 保持竞争优势, 是目前理论和实践广为探

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纵向线性结

讨的课题。自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和发展以来, 许多学者和

构, 它是依据层级节制的组织设计原则构建的, 表现为从上

实际工作者探讨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来指导政府管理, 构建

到下, 中间有许多的管理层,“中层阶层”十分庞大, 且权力

一个具有弹性、创新性、开放性、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

高度集中, 决策悉由高层做出, 权力结构呈金字塔的形状。

学习型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新加坡政府首先提出要建

这样的政府组织十分僵化、滞呆、缺乏活力, 必然会阻碍组

立“学习型政府”, 我国的北京、上海、青岛等也提出要构建

织成员的共同学习, 无法发挥所有组织成员的热诚、能量和

“学习型政府”
。 那么什么是学习型政府呢? 所谓学习型政

创造力, 其结果是组织效率低下, 官僚主义盛行, 无法对社

府, 其实就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政府的学习气氛, 充分

会的动态变化做出快速、灵活的反应。

发挥政府成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
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现代政

依据学习型组织理论, 学习型组织的特点之一就是组
织扁平化, 这也是为了学习的需要。当人们心态中有着无法

府。 学习型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创造组织化、规范化、

改变生存环境的无力感或相信有某个人在某地方遥控着我

制度化的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行为, 通过持续学习, 深化改

们的行为, 都会成为逐渐侵蚀学习的诱因。而如果知道命运

革, 实现观念和职能的彻底转变, 强化干部队伍素质, 提高

是操纵在自己手中, 我们就会努力不断地学习和应变。 因

服务水平。那么, 如何来实现学习型政府的有效构建呢? 笔

此, 当我们对自己的行动有着真正的责任感时, 学习的速度

者认为, 结构再造是基础, 文化重塑是核心, 机制创建是保

也就最快。因此, 构建学习型政府就必须建构一种分权型的

障, 为此, 本文试图从这三方面对学习型政府的构建作出一

扁平化组织结构, 也称之为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组织结

些思考。

构。组织的决策权向组织的结构下层移动, 尽可能让参与决

一、学习型政府构建的基础—— 结构再造

策的人面对组织所有的问题。 这种分权型的扁平化政府组

组织行为与组织结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组织行为影

织结构, 给组织成员以行动的自由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构想,

响并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发展, 一定的组织结构支持或制

并对所产生的结构负责。 在经济、技术迅速发展、全球化进

约一定的组织行为, 是组织行为的基础。 构建学习型政府,

程明显加快的今天, 政府面临的环境瞬息万变、动态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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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俱增,“地方为主”( 即组织的分权) 尤其重要。而学习型政
府对组织的分权要求正是适应了这个潮流。因此, 分权型的

望实现的目标, 大家就会努力学习, 追求卓越。 目标是一种
巨大的感召力, 有了目标, 才有奔头; 二是指学习型政府必

扁平化组织结构必须是设计学习型政府的基本构架。
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是一种通过减少管理层

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实现奋斗目标需要有一种强大的精
神力量去支持和推动。 共同的理想信念产生强大的精神力

次、压缩职能机构、裁减人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紧凑而富有
弹性的新型团体组织。 它具有敏捷、灵活、快速、高效的优
点。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等级型组织和机动的计划小组并存,

量。在组织内部树立共同的目标理念, 需要遵循三条基本原
则: 一要重视个人的目标理念, 不能排斥压制; 二要学会将
领导层的目标理念变成鼓舞组织的目标理念; 三是共同的

具有不同知识的人分散在结构复杂的政府组织形式中, 通
过未来凝缩时间与空间, 加速知识的全方位运转, 以提高组

目标理念, 不应是僵死不变的, 应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
不断调整。

织的绩效。 依据这样一种组织结构的特点和构建学习型政

2. 营造学习的文化氛围。 21 世纪的人, 应是能系统思

府的理念, 进行政府组织结构的再造, 至少要注意以下三个
方面的内容:
1. 全面地精简组织机构。要按照先事后人、最低数量的

考的、不断自我超越的、不断改善心智模式的、积极参与组
织学习的、能在共同愿望目标下努力发展的、视学习为乐趣
的“学习型的人”
。 因此, 在构建学习型政府的过程中, 将学

原则设置部门和职位, 科学地分解职能, 合理地落实载体即
行政机构, 把机构数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压缩人员编制, 减

习看成不仅仅是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更包括
培养个人的自信心、毅力、执着进取的精神, 使个人有更多

少职位设置, 杜绝闲职和冗员, 做到每个职位都有定事定
责; 健全机构编制法制, 控制总量, 调整结构, 合理配置, 严

的机会去与其他人友好相处, 参与政府管理, 关心政府发
展, 从而形成“学习+ 激励”的模式; 这不但使人勤奋工作,

格审批。

而且使人“更聪明地工作”, 不断提高群体智商, 使组织成员

2. 进行“中层革命”
, 减少组织的中间管理层。如果中间

没有太多的管理层, 决策层的许多好的管理理念、决策意图

活出生命意义, 自我超越, 不断创新, 达到政府效率递增、良
性循环的目标。 构建学习型政府就应当形成以学习为核心

很容易传达到基层, 基层人员许多好的想法也可以很快传

的文化氛围,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政府中, 应体现出这样鲜明

到决策层。学习型组织理论很强调上下组织能够互动, 这样
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相反, 如果上推不动下、下推不动上,

的特点: 拥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机制; 建立起多元回馈和开
放的学习系统; 形成学习共享与互动的组织氛围; 具有实现

这个组织就出现了障碍。有的专家已经提出, 今天中国政府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中层革命”
。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管

共同愿望的不断增长的学习力; 工作学习化使成员活出生
命意义; 学习工作化使组织不断创新发展。

理层一般是 3 级, 有的只有两级, 个别的只有 1 级, 而我们
国家是 5 级。 我国明朝 3000 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官, 现在是
30 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官, 不改实在是不行了。所以, 朱 基

3. 培养互信的团队精神。 构建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成员之间要彼此信任、互相宽容、互敬互重、合作共
事。讲诚心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传统。孔子讲仁礼智信。

提出了压缩国家行政机构的构想。
3. 在组织精简、扁平化的基础上, 增强组织的弹性。 学

孟子讲人天生存诚。诚信一直被中华民族视为立身之本。曾
国藩讲, 君子之道, 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昌。 诚信也是一种

习型组织理论认为要增强组织弹性应该持续准备, 不断计

无形资产, 成为增强竞争力的筹码。北欧国家丹麦以良好的

划, 即兴推行。 所谓持续准备就是说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只
有时刻准备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不断计划是指组织的发
展必须不断地计划, 打破以往僵化的模式; 即兴推行就好比

诚信名列世界国家竞争力的第一名。相反, 失信会失去同志
和朋友, 使组织涣散、集体瓦解。 失信也会成为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一句话, 互信是一个团体存在和发展的

一个好的演员, 当戏开拍的时候, 只有根据剧情发展的需
要, 有感情地即兴表演, 才能成功一样, 在政府组织中, 只能

道德基础, 构建学习型政府尤其注重这种精神。在政府组织
中培养互信的团队精神, 一要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加强诚

是根据领导下的指令, 按照市场需要,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去“即兴推行”才能成功, 而不是简单服人, 被动式地执行。

信的宣传和教育; 二要领导者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 成为诚
信的典范; 三要构建一种鼓励诚信的机制, 使彼此诚信成为

二、学习型政府构建的核心—— 文化重塑

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

文化是为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所共享并作为公理传承
给组织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念、指导信念、理解能力和思维

4. 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 学习型组织强调组织内部关

系的和谐与行动步调的一致, 所以构建学习型政府, 必须构

方式。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 核心在于扬弃传统官僚制度政

筑政府组织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传统官僚制政府中, 政

府组织的文化, 全力塑造学习型政府组织的文化。用学习型
政府的文化来孕育组织学习, 推进学习型政府的建立。

府组织内部的关系往往不甚和谐。首先, 上层和下层之间的
关系往往不够和谐, 经常出现行为不一致, 步伐不协调, 甚

1. 树立共同的目标理念。 共同的目标理念对学习型政

府的构建至关重要, 它能为学习聚集、提供能量。 只有当人

至出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对立情况; 其次, 同级组织
成员之间也是竞争性的, 你争我夺, 不是你输就是我赢, 人

们致力于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时, 才会产生自觉的创造性
学习。 它帮助组织培养所属成员主动而真诚的奉献和投入
精神, 从而取代成员对改革的抱怨以及对领导者个人理想

际关系表现得十分紧张。 构建学习型政府必须改变这样的
人际氛围, 一方面要将决策权向下移动, 尽最大可能让地
方、下级、基层人员面对所有的课题, 解决所有的问题, 努力

目标的被动服从。树立共同的目标理念, 包含两个方面的含
义: 一是指学习型政府必须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了衷心渴

改善领导者的心智模式, 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和能力, 全力
构建领导人员和下层人员新型的和谐一致的人际关系;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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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要在共同的目标理念下强调组织内部各成员、群
体的协作与配合, 使团队精神成为政府活力的源泉, 竭力改
进同级之间以往的你争我夺的竞争性的人际关系, 培养组
织成员之间合作的、你赢我也赢、双赢的人际关系态度。
5. 实行柔性的管理模式。构建学习型政府, 政府组织结
构需要由传统的金子塔集权模式转变为分权的扁平的网络
模式。 原来承担上下层级间信息沟通联络的环节—— 中间
管理层日益减少; 内部分工和由内部分工带来的控制与反
控制、协调与反协调的内耗被扬弃, 从而创造了最短的信息
流; 同时政府内部的界限和职能也变得日益模糊。 因此, 在
这样的组织结构中, 必须改变传统的硬性管理模式, 使柔情
管理成为政府组织内部管理的主流。 一要突出“人本”的管
理理念, 最大限度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最大限度地发
挥个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要强调通过人才培训, 人
才资源开发, 提高个体成员的素质, 增强应变力, 提高个体
成员独立处理问题的管理能力, 力图实现相当领域的自主
管理; 三要强调战略决策的柔性化, 增强战略的灵活性, 同
时要更加重视利用高新技术、利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管理,
全力构造“没有管理的管理”这一管理的最高境界。
三、学习型政府构建的保障—— 机制创建
构建学习型政府, 需要结合实际, 创建科学有效的运行
机制。这种机制的创建不应该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
应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规
范的、科学的机制来保障学习。这套机制既要有战略上的规
划和思考, 同时也要有具体可行的规章制度。战略上的思考
要有超前性, 保证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具体的规章制度是
为了保证日常的学习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 只有两个都具
有, 才能在具体的学习中向政府组织的发展战略方向努力;
只有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才能推进学习的经常化、
普遍化和制度化, 使各级政府机关成为组织成员相互学习
的课堂、交流思想的家园和团结前进的战斗堡垒。在构建学
习型政府的过程中, 主要应创建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
1. 培训机制。 培训是开发公务人员人力资源的重要途
径。 政府培训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形成公务员终身学
习, 随时随地均能学习, 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接受教
育的局面。 政府应制订有关公务员培训的原则、机构、种类
和方式等等的法规制度, 保证政府培训管理的正规化和法
制化; 政府也应增加对公务员培训的投入, 同时要强化公务
员培训的效果, 如将培训成绩作为公务员确定工资和职务
升迁的依据等等。
2. 激励机制。即持续地激发人们的行为动机, 始终保持

激奋的心理状态和高昂学习热情的机制。 一方面鼓励建立
个人愿望和目标。有愿才有力, 有了广大公务员衷心渴望实
现的书籍目标, 才会有努力学习、追求卓越的内在动力。 这
是一个充满感情、智慧、理性、行动和判断的过程, 必须符合
政府行政的基本规范要求。另一方面给予适当的精神、物质
奖励, 对参加全国统考获得研究生学位的给予一定的学习
补助, 通过提出挑战性的高难度的问题, 或刺激智力好奇心
的办法来鼓励学习。
3. 创新机制。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 在目标上适时
调整; 在体系上不断创新大众化、个性化的教育体系和教育
方式; 在制度上不断拓展教育领域, 建立开放式课堂; 在组
织上通过不断学习来创新组织本身, 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
和成长能力; 在载体上, 建立培训基地、教育平台等, 搞好
活动,
M PA 学习教育和学电脑、学外语、学科技的“新三学”
全面推广普通话。
4. 考评机制。将考评与机关职能、工作效率、服务水平、
作风等结合起来, 建立科学灵活的动态考核机制, 形成一级
抓一级, 一级考一级, 一级带一级的分层次、立体式的考核
体系。考核可采取听汇报, 看台帐、开座谈会、抽样调查等方
法, 坚持年终综合考评与平常检查相结合。 通过考评, 提高
参评对象学习的自觉性, 真正做到“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推进学习型政府构建工作的有序开展。
5. 责任机制。 构建学习型政府, 确保政府公务人员学习
的经常性、有效性、积极性, 还需要建立学习责任机制。 要开
展经常性的学习交流活动, 对学习效果进行检查, 对于学习
不到位、态度不积极的个人, 要追究其学习责任, 予以相应的
告诫和惩罚; 对忽视学习、学习效果不佳的单位、部门, 要建
立提醒制度, 直至追究领导责任, 以提高整体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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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 s is, Core and Guaran tee of Con structing L earn ing Governm en t
—— Rebu ild in g Structrue, Rem old in g Culture and Establ ish in g System
TANG W en - yu
( X iam en Un iversity , X iam en 361005, Ch ina )
Abstract: T he con stru tion of learn ing governm en t is the sub ject being w idely d iscu ssed recen tly. T h is article th ink s abou t the sub ject
fo rm th ree asp ects: structu re, cu ltu re and system , and ho ld s rebu ild ing structu re is the basis, rem o ld ing cu ltu re is the co re and estab lish ing
system is the guaran tee.
Key words: L earn ing governm en t; con struction; structu re; clu tu 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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