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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管理变革是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 

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制胜之道，在 当今的 

市场经济体制下，变革是企业不变的主 

题。变革其实就意味着打破传统，意味 

着既得利益的变化或丧失。而变革的制 

胜之道在于有效沟通。文中将根据管理 

变革的不同阶段，从组织的沟通类型上 

对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进行选择性策 

略分析，以及从沟通策略基于沟通过程 

的五大要素，即沟通主体策略、沟通客 

体策略、信息组织策略、沟通渠道选择 

蓑略和文化策略进行剖析，选择有利于 

管理 变革中的有效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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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沟通足指信息发送者通过一定的渠道 

将某一信息 (或意思)传递给客体或对象， 

以期取得客体作出相应反应效果的过程。 

沟通过程的运作模式如下图： 

从以t的沟通过程示意图中，体现出 

了沟通的五大要素：沟通主体、沟通客体、 

信息组织、沟通渠道和沟通环境 (包括物 

理环境 、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心理背 

景)。而管理活动和管理变革是在组织中 

进行的，沟通又是组织内不可缺少的行为 

活动，所以，管理变革的实施离 开有效 

的沟通。现根据管理变革过程的调研期、 

启动期、资源整合期、推行期和收尾期等 

五个不同阶段，从组织的沟通类型上对正 

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进行选择性策略分 

析，以及从沟通策略基于沟通过程的五大 

要素(1)，即沟通主体策略、沟通客体策略、 

信息组织策略、沟通渠道选择策略和 史化 

策略进行剖析。 

二、管理变革调研期的有效沟通策 
略分析 

调研期的行动目的是在短时问内快速 

．i’解目前企业运作模式、了解部门运作流 

程，诊断企业仃在的问题；其次要调查员 

l 的心态，了解员工对企业的看法、观点 

j 建议；关键要通过调研找到此次管 变 

革的突破口和支持与反对变革的力量。而 

21B]E式沟通的沟通形式多样，沟通开放、 

：̂接、灵活，能快速了解员工真正的心理 

倾向与需求，了解民意、期望和看法。借 

助 “外力” (比如咨询顾问公司或外聘专 

家)的调研则更有必要采用开放式的非jE 

式沟通。凋研期沟通策略的关键要素在于 

沟通主体，现从沟通者的目标、沟通风格 

和沟通者的可信度进行剖析。 

沟通者进行部门调研、工序渊研或个 

体凋研前，首先必须明确本次沟通总体将 

要达成的目标，同时设定具体的、可度量 

的并有时限的行动方案和选择适合的沟通 

对象。其次，对于沟通客体来说，沟通者 

可信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沟通 

者的身份和形象能快速影响与沟通对象建 

立 n丁信度；沟通主体最好不与沟通埘象产 

生利益冲突或带来不好影响。最后，在沟 

通风格策略上，依据沟通内容控制与受众 

的参与程度高低程度分为：告知、说服、征 

询和参与四种形式。这四种沟通形式在信 

息控制和受众参与程度的作用如下图： 

凋研埘于信息的控制要求低，期望听 

众积极参与，更期待 良好的反应和反馈， 

所以尽量采用歼放式的参与策略 ，当然， 

调研过程也将适当带入叙述或征询策略。 

三．管理变革启动期的有效沟通策 
略选择 

管理变革的启动属于攻心策略，其目 

的就是向全体人员灌输管理变革的理念和 

_17：：业进行变革的决心，激励全体人员积极 

参与，获得全体人员达成高参 度的沟通 

效果。 此信息的组织、沟通形式的选择、 

沟通主体的确定、沟通渠道的选择策略和 

史化策略等非常厦要。从文化策略方面分 

析，依 霍尔斯察德对 同国家或地区的 

艾化价值观的五个维度研究，中国属于高 

权力距离国家，而国内的企业本身就属于 

高度集权组织。为了达到所要的沟通效 

果，影响沟通对象的心态和决心，且体现 

业组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增强约束 

力，相对来说，企业领导人的可信度和权 

威性是最高的。 此建议由企业领导人通 

过正式公告形式发布变革信息 ，同时辅以 

j 规、严肃地沟通渠道，Iiii：}I1企业领 

导人组织召开管理变革动员 启动大会， 

传达公司进行变革的必要性和充分性以及 

变革的决心。在文化氛围上，可通过公告 

栏、宣传横幅等影响员工对变革的认知。 

但启动后，企业内部中员工的心理状态大 

致将存在或依次经历观望、抵制、融合、接 

纳或积极参与，据统计：20％的人反对，20％ 

的人支持，60％的处于观望状态。 

所以，启动后，有必要采取正式沟通 

和非正式沟通双管齐抓的沟通策略。正式 

沟通可阻止谣言的蔓延和消除小道消息的 

负面影响，避免内部成员的相互独立，甚 

至形成派系或小团体。依据霍尔斯泰德的 

五维度研究，中国属于高集体主义的文化， 

对于高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组织，非 式 

沟通方式喜欢参与和征询的沟通方式，易 

让观望者和反对者改变对变革的态度。 

四、管理变革资源整合期的有效沟 
通策略分析 

资源整合期的目的是如何州动企业内 

部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最 

新进行结构调整、人员祭介、流程优化，构 

造 “塑造企业的凝聚力和打造介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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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管理模式。这个时期，人的因素占 

重要位嚣，所以从沟通对象的策略着手， 

现按照人的心理需求l青况和对信息处理的 

不同方式的心理特征相应采取的沟通策略 

进行如下分析： 

l、按照心理需求的不同分为成就需 

要型、交际需要型和全力需要型；现从心 

理需求不同的沟通对象进行沟通策略分析 

如下： 

2、按照其对待接收信息的处理方式 

的不同分为：思考型、感觉型、直觉型和 

知觉型。现从信息处理方式不同的沟通对 

象进行沟通策略分析如下： 

不同类型的人采用不同的沟通策略完 

成企业变革的资源整合，让员工通过学 

习、参与讨论和培训了解和接受变革的新 

模式，感受变革将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利 

益，为后期变革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五 管理变革推行期的有效沟通策 
略设计 

在管理变革的具体实施推行阶段 ，凶 

为 lT还不习惯新的运作模式或不想改变 

的阶段。变革推行过程中，一一旦员工在接 

受新的1二作体系中发现局部的错误和不合 

理之处或 F培训、沟通不允分导致人与 

系统不匹配或其他问题、 难时，就会谣 

言 起；甚至原奉的反对者将会发起对变 

革体系的集体抵制。所以推行期的有效沟 

通策略就是 “以点带面”。找准管理变革的 

切人点，集中优势兵力主抓最易解决且有 

实效，又期望你去解决的问题点，既可稳 

定军心和人心，扭转原本的观望者成为变 

革的支持力量，又可各个击破，防止反对 

者的乘虚而起，甚至可以转化反对者对变 

革的态度。依据霍尔斯泰德对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问文化价值观的五个维度研究，中 

国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注重集体主义精 

神，因此也可匹配相应文化策略，如人际 

关系奖励、精神奖励、惩罚等行政管理于 

段，加强沟通效果，推动变革进程。 

六、管理变革收尾期的有效沟通策 
略分析 

管理变革是一个反复和相持的过程。 

变革进入收尾阶段 ，员T的工作熟练度、 

变革的参与性和对变革的认知度已提升， 

日的模式，是变革阻力最大也是最易失败 为了维持变革的稳定、成熟和持续发展， 

沟通风格选择策略分析 

种 类 应用背景 方式 (风格) 目的／目标 
指 告知 沟通者属于权威或在信息掌 指导或解释，需要听 让听众接受和理解．并表现出 
导 策略 握程度上处于完全控制地位 众学习或了解此内容 服从或支持态度的反应和反馈 

性 说服 沟通者属于权威或对信息处于 向对方建议做与不做 让对方把握自己的建议 
策 簧略 丰导地位

， 但听众有最终决定权 的利弊以供对方参考 去实施自己预期的行为 略 

咨 征询 沟通者向了解更多 商议方式，对方 期望能提供自己需要的信息 
询 策略 信息或达成共识。 愿意提供或付出 
性 
策 参与 沟通者并非权威或 你是在需求合作，且要 与听众共同讨论、 
略 策略 听众有很高的参与度 有最大程度的合作性 发现和解决问题 

员工状态 观 望 抵 制 融 合 接 纳 积极参与 

默默无声，被动配 拒不接受，强烈 接受变化， 了解全貌，理解 积极响应，同盟 表现形式 

合，静观发展而动 或暗中反应或抵制 消极配合 支持，示以友好 军．努力合作 

项目 成就需要型 交际需要型 权力需要型 

心理 有具体的目标与标准： 看重友情和真诚的工作 对工作负责：有 

特征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关系：有收获的工作氛围 很强的权力欲 

沟通 给予大量的反馈信息， 以朋友的姿态和口气与之 采用征询或建议的沟通方 

策略 对其表示肯定的态度 交流，坚持平等相待原则 式，对其工作职责表示肯定 

项目 思考型 感觉型 直觉型 知觉型 

心 思路清晰
． 

以个人价值和 有丰富的想象力 精力充沛、实干 

理 瞢于逻辑思考
： 

判断处理事务， 和创造性思维， 实战，善于行动 

特 凭直觉、预感和可 而不善于言辞， 
征 重事实、数据 公关意识强 能性处理事务 处理问题当机立断 

沟 为其提供帮助你的机会； 明确表达你的价值观； 不要轻易否定其观 

通 以{薏虚的态度与其沟通； 在信息组织上突出你 清晰地交流， 
镱 给予他充分的信息并客 的支持和合作。不让 点，要告知你的想 抓住要点 

法、观点和目的 略 观
、 始终如一的对待事务 其有受威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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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适合的文化策略，帮助员工解决变 

革过程的心理压力 ，及时了解 员工的想 

法，获得员_T更大程度上的支持 认同。 

同时建立学习型的组织、采取沟通者ll1J．信 

度的人际关系奖励、精神奖励、物质奖励 

或员工通过变革后既得利益的分享等等沟 

通策略巩固变革成果。 

七 结束语 

管理变革的难度在于如何平衡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司利益之间 

的关系。管理变革及其目标的实现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人，其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人的 

因素。本文主要依据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 

思想、文化背景、观念、态度、心理需求 

和价值观，并且在变革的不同进展阶段将 

产生的变化来分析、设计有效的管理沟通 

策略。但始终围绕有效沟通的宗旨：帮助 

沟通客体得到她 (他)想要的，则沟通主 

体就将拥有我所想要的。站在员工的角度 

进行换位思考，始终关注员工的态度和心 

理变化，摄大限度地达成组织与员工的 

“双赢”，通过有效的沟通策略运用，与企 

业内部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相结合，维 

护和保障管理变革的成功。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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