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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推动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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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文化和管理沟通是 目前企业管理的热门话题。本文从企业文化和管理沟通的理论和 内涵出发探讨 了 

管理沟通与企业文化两者之 间的关系，并从 四个方面论述了通过管理沟通推动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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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文化的回顾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 ，与企业的存在有着一样的久 

远历史。但纵观企业文化的历史 ，企业文化的真正的提出 

却仅仅在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日本企业的迅速崛起和 

不断壮大，美国和欧洲学者开始研究东西方管理方法的差 

异，结果发现了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这也带来了企业文化相关研究的兴起。1979 

年，Andrew Pettigrew在 1979年发表的 《论组织文化》最 

早提出了 “组织文化”这一概念。随着 1981年 William 

Ouehi的 《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 日本的挑战》、 

1981年Pascale＆Athos的 《日本的管理艺术》等著作的 

发表 ，企业文化正式进入人们的眼球 ，并真正成为管理科 

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如今，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最热衷议论的话题，而 

且大多数人将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有无活力等都归咎于 

企业文化的好坏 。的确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命之源 ，能 

为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并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社 

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理念，企业文 

化是企业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等理念的总 

和，企业文化的精髓在于各企业成员所认同的并在行动上 

付诸于实践行动中的价值理念。 

2 管理沟通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自从有了群体活动，就有了管理 ，而管理活动的有效 

实施必然离不开沟通的作用。管理是一种通过别人完成任 

务的艺术 ，沟通是人类活动和管理行为中最重要的职责之 
一

。 因此 ，组织成员之间 良好有效沟通是任何管理艺术的 

精髓。 

《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沟通 的解释是 ：沟通就是 “用 

任何方法、彼此交换信息。即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用 

视觉 、符号、电话 、电报、收音机、电视或其他工具为媒 

介，所从事之交换信息 的方法 ”。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 

为：沟通 “可视为一种程序 ，借此程序 ，组织 中的一成 

员，将其所决定意见或前提，传送给其他有关成员”。从 

管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管理沟通定义为：在各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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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商务活动中，沟通 主体 (沟通者 )基 于一定的沟 

通背景，为达到一定的沟通目标，在分析沟通客体 (沟 

通对象 )的基础上 ，将特定的信息或思想、观点传递给 

客体，以期获得预期反应效果的全过程。 

管理沟通与其他沟通相比具有以下特征：①沟通的主 

体是人或社会组织。管理沟通不仅是信息的单纯传递，还 

包括思想、观点、态度的交流。②沟通发生在管理和商务 

活动中，管理沟通与一般沟通的区别在于沟通的背景是发 

生在管理活动或商务活动中。因而沟通的 目的性更 明确 ， 

对对方的反馈期待更高。③管理沟通是为 了达到管理的目 

的而进行的沟通行为与过程。如果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完 

成管理目的或目标，那么，这样的沟通就不能称其为是管 

理沟通。 

管理沟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按照沟通方法可以分为 

语言沟通、非语 言沟通 、道具沟通等 ；按照沟通 范围区 

分 ，我们可以把管理沟通划分为人际沟通、团队沟通 、部 

门内沟通、跨部门沟通、组织沟通 ，以及组织与所处环境 

的组织系统沟通、外部沟通 ；按照沟通内容来划分 ，又可 

以划分为部门决策沟通、企业决策沟通、企业战略管理沟 

通及企业文化管理沟通等。 

管理沟通作为管理科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企业文 

化建设与实施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发挥着作用。 

管理沟通可以认为是企业成员在一定的企业文化背景 

下进行思想和意识的双向传递过程。企业文化关注的重点 

是企业中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总和，而管理沟通则 主 

要关注管理中信息的传播、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企业文 

化主要解决企业中成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 

问题 ，管理沟通主要解决信息传播流畅性和效果的问题。 

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文化与管理沟通的关系，管理沟通是手 

段，而企业文化则是通过沟通这种手段我们所要传播的具 

体 内容。如果我们把组织比喻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那么 

管理沟通就犹如保持其 良性循环的一根根血管，而企业文 

化则是血管里流动着具体的血液和养分。 

3 管理沟通推动企业文化 

3．1 管理沟通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手段 

文化最需要也最适合沟通。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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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沟通的手段、目标和结果，又是沟通的环境和背 

景。我们所用的任何一种沟通方式和1二具 ，都是文化的一 

部分 。同样地 ，在企业中，我们 的沟通工具和方式也是企 

业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企业文化中的每一个具体内涵 ， 

总是通过少数人探索实践或倡导带领下而形成 ，而在形成 

过程 中，必然要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等沟通方式向外发散 ， 

并逐渐被企业中的广大员工所认识 、理解 、接 受并认 同， 

从而形成 “共识”，最终成为企业文化 中的具体 内涵。在 

这一过程中，沟通的作用是巨大 的，乃至不可或缺的。若 

企业 内缺乏沟通 或不畅，员工则无法认识 、理解企 业文 

化，更谈不上接受、认同企业的文化，而游离于企业文化 

之外。员T和企业没有共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这又会进 
一 步致使沟通的破坏并恶性循环 ，最终危及企业生存 。 

3．2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通过管理沟通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文化是建立在 “以人为本” 

的基础上 ，不单单把员工看成 “经济人”，而重视 了人的 

作用。企业文化强调了精神激励并重视员工身心需求 ，是 

一 种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所以企业文化正是通过管理沟通 

而体现的。试想在一个企业中，如果缺少正常管理沟通渠 

道，企业员工想法和需求都无法传达至企业管理决策层， 

管理者就不可能重视员工 ，更别谈建立企业文化 。 

企业文化还包括了企业的形象系统。企业形象其实是 

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企业的形象是需要塑造和传播，而 

塑造和传播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沟通的作用 。管理沟通不 

仅仅是向内的，同时也是向外的，企业文化的企业形象需 

要通过企业的外部沟通才能建立并广为流传 。 

3．3 管理沟通推动企业文化变革 

市场竞争中，企业变革不可避免，而企业文化也必然 

随之变革。而在变革中，管理沟通机制便是保证企业文化 

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的、不断发展 的要素之一。良好 

的沟通会促使员1二重新审视个体与企业，学习了解新的企 

(上接 P19)电量指标征收使 自备电厂逃脱收费管制现象 

依然存在，造成不平等竞争。把对 自备电厂的税收标准提 

高到至少能够补偿公用电厂提供的辅助服务和建设投资的 

水平上来 ，并与其同样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完善法制 ，对 

环境损害严重的自备电厂进行依法关停。2006年 “十一 

五”计划时期以来，全国已累计关停 10万千瓦及以下小 

火电机组 2587万千瓦，占 “十一五”关停 5000万千瓦 目 

标的 51．74％，这对规范我国供电市场起到了很好的敦促 

作用。 是加强对各种自备电厂的监管，让其逐步淡出我 

国供电市场。电力监管部门、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应加强对 

各种 自备电厂的监管力度，对违规建设和运营的白备电厂 

进行严格处罚。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电厂的管理水平，使 

各种 自备 电厂逐步淡 出供 电市场。 “合理充分地利用 资源 

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我国电力生产 

业文化。而企业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建立新的企业文 

化制度层。充分的沟通也可以将企业变革中的冲突转化为 

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并创建新的企业文化。 

3．4 企业文化必须立足于管理沟通 

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理念 ，其中也包括企业的宗 旨和 

使命，而对一个企业来说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是其存在的根 

本目标和原因。而企业的理念、宗旨和使命等这些企业文 

化的具体内容都必须通过沟通让企业 中的员T理解，才能 

认同并进一步按照已有的企业文化行动。没有管理沟通， 

企业使命 只是句空话 ，是无法转化成生产力的。 

综上所述 ，没有管理沟通 ，就没有刘‘企业 文化的理 

解与共识 ，更不可能形成优秀 的企业文化 。管理沟通是 

创造和提升企业文化 ，完成企业管理根本 目标的必要方 

式和丁具。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企业 经营 中创造出一 

种企业独有的优秀企业文化 ，使这种企业文化转化为企 

业员工 白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塑造 ， 

其实质是一种思想 、观点和情感 的沟通。企业只有通过 

建立 良好的管理沟通 ，才能建立一流 的企业文化 ，从而 

创建一流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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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也是如此，把我国电厂管理推向更加科学的层级，这 

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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