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管理者的素质培
养与风格和魅力塑造 

 主讲人：严书翔 

广东省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 

美中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分会会长 

深圳市知识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民政厅社会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 

佛山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理事长兼总干事 



主讲人介绍 

 严书翔：中山大学哲学硕士，经济师和社会 

工作师职称，著名企业管理与社会活动专家， 

执行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和社会工作在中国 

的首批研究者、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发表文 

章40余篇，目前已出版专著4部，参与编写书 

籍3部。曾任高校教师、深圳市行政事业单位 

处级干部、国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 

出资创办深圳市华派圣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 

007年出资创办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2008-2009年先后出资创办香港明镜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明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和佛 

山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正式组建明镜经济与社会服务产业集团。 

       现任香港明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董事长、 

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董事长、南昌大学兼职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导 

师、广东省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美中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分会会长、深圳市知 

识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民政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华派圣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 

圳市明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家规划设计院\审计与评估机构合伙人、 

《执行力组织建设丛书》主编、《卓越企业丛书》主编、《中国社会工作实践 

丛书》主编。接受过培训的企业和政府部门200余家。 



目    录 

讨 论： 优秀管理者的标准 

第一节  优秀管理者的素质培养 

第二节  优秀管理者的风格塑造 

第三节  优秀管理者的魅力塑造 

 



讨论：优秀管理者的标准 

    ？ 

    ？ 

    ？ 

    ？ 

    ？ 

    ？ 



导言：优秀管理者的标准 

一、美国总经理协会的标准          

二、普林斯顿大学的标准 

三、美国东部总经理俱乐部的标准    

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标准 

五、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的标准    

六、哈佛商学院的标准 

七、管理大师德鲁克的标准  

八、我们的标准 



八、我们的标准 

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简单
来讲，只有三条： 

1、是否懂得做正确的事情——

决策能力 

2、是否能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
——管理能力 

3、是否能将正确的事情执行到
位——执行力和贡献 

 



八、我们的标准 

复杂来讲，一个优秀的中 

高层管理者的标准要从技 

能、知识、道德和非智力 

因素四个维度二十个方面 

去衡量，即必须具备8种技 

能、4种知识和经验、达到 

4项道德标准、具备4种情 

商素质。 

 



八、我们的标准：四个维度 

技能 知识 

道德 
非智力 

 因   素 



八、我们的标准：三个努力方向 

优秀 

管理者 

素   质 

魅   力 风   格 



第一节  素质培养 



 

一、掌握成功的一般定律 

                      

 

 

 掌握2:8原理 

 
 



 

事业成功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成功学家希尔的17条黄金定律 



二、具备渊博的知识 

 
1、学科知识——包括哲学、社会学、心
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知识。 

2、政策知识——主要是公共政策和社会
福利政策。 

3、技术知识——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技
术、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技术、现代资讯
工具使用技术等。 

4、文化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
学知识、人文地理知识、待人接物知识、
人际交往知识等。 



三、具备多种能力 

1、技术能力——包括科学技术能力和处
理各种复杂社会事务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
技术； 

2、文化能力——主要指对不同服务对象
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
贫困群体、少数民族等）的文化有较强的
敏感性。 

3、持续学习能力——包括专业知识、政
策知识、文化知识等的学习、理解和接受
能力。 



 

四、具备良好的心态和心理素质 
 

1、要有同情心和爱心 

2、要有助人为乐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3、要有知足长乐、积极进取的心态 

4、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5、要有必胜的信心和信念 

6、要有良好的行为和心理习惯 

7、要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8、要有处变不惊、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 



五、具备优秀的情商 

人际 

交往 

识别他 

人情绪 
 

自我 

管理 

自我 

激励 

自我 

控制 

自我 

认识 

情商 



第二节  风格塑造 



一、讨论：什么是风格？ 

 

 ？？？？？ 



风格的本义 
——“风格”是特指人的作风、风度、品
格等。 

——用人格来说明风格，在中国和外国都
是通例，中国自古说“文如其人”， “
字如其人”。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就是
人”。（<论风格>）等。 

 



风格图示 

外在形
象风度 

内在品
格涵养 

风  格 



二、领导风格 
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习惯化影响方式。又
称领导作风。 

 
领导者
外在形
象风度 

领导者
内在品
格素养 

领 导
风 格 

http://baike.so.com/doc/6791992.html
http://baike.so.com/doc/554343.html
http://baike.so.com/doc/4777999.html


讨论：我们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一】领导者外在形象风度 

1、 

2、 

3、 

4 

5 

6 



讨论：我们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二】领导者内在品格涵养 

1、 

2、 

3、 

4、 

5、 

6、 



      三、管理风格 

1.   指令式的管理风格  

2．教练式的管理风格  

3．团队式的管理风格  

4．授权式的管理风格  

 



讨论：我们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管理风格？ 

1、 

2、 

3、 

4、 

5、 



讨论：我们处在什么时期？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风格？ 

1、 

2、 

3、 

4、 



 
五、社会服务机构领导风格塑造 

  

 1、较少运用职位赋予的权利去领导下属； 

 2、较多运用指导、诱导方式去影响下属； 

 3、比较注重使用影响员工的能力和技巧。 



六、社会服务机构的领导艺术 

 

 1、获取员工的合作； 

 2、慎重使用领导者的权威； 

 3、注重引导与沟通； 

 4、维持纪律与监督训练； 

 5、发挥团队精神。 



  第三节  魅力塑造 



一、讨论：什么是魅力？ 

1、 

2、 

3、 

4、 

5、 

6、 

7、 

8、 



二、魅力的本义与功效 

 ——魅力是指特别的吸引力、迷惑力。魅：引诱、吸引的意思。 

 ——魅力常见形式有笑的魅力、声音的魅力、眼神的魅力、身体的
魄力、性格的魅力、人格的魅力…… 

 ——人的魅力可以无所不在，包括发怒、忧伤、哭泣等负面情绪等
都会成为魅力的源泉。 

 ——对一个人是否具有魅力的判断，依赖直觉、不假思索、不加选
择的结果常常会与深入考察之后的结论同样准确而持久。所以"一
见钟情"、"一见如故"这样的成语总也不过时。 

 ——魅力不是一个定量的概念，一个人的魅力对甲而言，是慑心动
魄不可抗拒的，对乙可能就平淡无奇甚至不屑一顾。魅力一旦产生
就有了一些神奇色彩。 

 ——案例：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他因喜欢一位先生的文章而喜欢先
生这个人，终至于连这位先生的笔误也喜欢。魅力有时就像流星一
样是不可思议无可理喻的，它能吸引其他人对它作出更多的感情、
时间、物质上的投资。 

 

http://baike.so.com/doc/6575175.html
http://baike.so.com/doc/1593421.html
http://baike.so.com/doc/4630758.html
http://baike.so.com/doc/4125724.html


三、如何塑造魅力？ 

1、学会微笑  

2、不要谈论沉重话题 

  3、说话时尽量减少口头语 

4、尽量减少说话时的手势  

5、找不到共同话题时，就重复对方观点  

 

 



讨论：我们的管理层需要塑造什么样的魅力 

1、 

2、 

3、 

4、 

5、 

6、 

7、 

8 

 



四、参考——雅虎网:讨人喜欢的27个原则 

 1.长相不令人讨厌，如果长得不好，就让自己
有才气；如果才气也没有，那就总是微笑。 

 2.气质是关键。如果时尚学不好，宁愿纯朴。 

 3.与人握手时，可多握一会儿。真诚是宝。 

 4.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  
5.不要向朋友借钱。  

 6.不要“逼”客人看你的家庭相册。  
7.与人打“的”时，请抢先坐在司机旁。  
8.坚持在背后说别人好话，别担心这好话传不
到当事人耳朵里。  

 



四、参考——雅虎网:讨人喜欢的27个原则 

 9.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你只微笑。 

 10.自己开小车，不要特地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
的同事打招呼。人家会以为你在炫耀。  

 11.同事生病时，去探望他。很自然地坐在他病床
上，回家再认真洗手。 

 12.不要把过去的事全让人知道。 

 13.尊敬不喜欢你的人。 

 14.对事不对人；或对事无情，对人要有情；或做
人第一，做事其次。 

 15.自我批评总能让人相信，自我表扬则不然。 

 16.没有什么东西比围观者们更能提高你的保龄球
的成绩了。所以，平常不要吝惜你的喝彩声。  

 



四、参考——雅虎网:讨人喜欢的27个原则 

 17.不要把别人的好，视为理所当然。要知道感
恩。 

 18.榕树上的“八哥”在讲，只讲不听，结果乱
成一团。学会聆听。 

 19.尊重传达室里的师傅及搞卫生的阿姨。 

  20.说话的时候记得常用“我们”开头。 

 21.为每一位上台唱歌的人鼓掌。 

  22.有时要明知故问：你的钻戒很贵吧！有时，
即使想问也不能问，比如：你多大了？ 

  23.话多必失，人多的场合少说话。  

 



四、参考——雅虎网:讨人喜欢的27个原则 

24.把未出口的“不”改成：“这需要时间
”、“我尽力”、“我不确定”、“当我
决定后，会给你打电话”……  

25.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
的，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 

  26.当然，自己要喜欢自己。 

27.如果你在表演或者是讲演的时候，如果
只要有一个人在听也要用心的继续下去，
即使没有人喝采也要演，因为这是你成功
的道路，是你成功的摇篮，你不要看的人
成功，而是要你成功。 

 



祝语 

衷心祝福各位社联-明镜同事成为: 

——风格高雅 

——魅力十足 

——讨人喜欢 

            之人！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