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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private colleges genera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through the strengthening of disciplin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aff
qualities, subjective facto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management. Over-rigid
management mode is no longer fit for the requirement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manage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ew ideas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were put forward, which through the strengthening of organizational values and teamwork spirit to inspire staff subjective initiative, creativity.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personal value and organization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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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民办高校在实验室管理中一般重视制度建设，通过对纪律的不断加强，达到规范化管理的目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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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办高校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中人的主观因素越发凸显，过分僵化的管理模
式不再适应当今时代对实验室管理的要求。本文针对民办高校管理现状，以柔性管理思想为基础，提出
实验室柔性管理改革思路。该思路通过加强组织价值观与团队精神建设，激发教职工主观能动性，创造
性，最终达到个人价值与组织目标的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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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各地实验室建设不断加强，大量现代化仪器设备与高级教学人才
引进，有效充实了民办高校实验教学的硬件水平。然而对于管理与队伍建设，多数实验室仍采取陈旧的
模式——以制度和纪律对成员进行管理。在思想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管理中人的因素被越来越
重视，片面追求制度约束的刚性管理不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模式。面对云集大量尖端设备与高级教
育人才的高校实验室，民办高校管理应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结合民办教育实际，运用现代管理中的柔
性管理方法，为高效管理实验室教学找出一条新的道路。

2. 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特征与内涵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与影响。由于民办高
校特殊的经营方式与办学定位，在管理上与公办高校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实验室管理。
民办高校实验室肩负着学院实验实训，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其管理对象一般包括实验设备与实
验室相关教学人员。对于设备，民办高校缺乏国家直接投资，实验室必须在保证设备使用率的同时又尽
量节约；对于人员，实验室队伍建设难度大，流动性大，平均素质不如公办高校等现象，必须更加规范
化管理。基于这些特性，民办高校实验室在过去的管理中，逐渐形成一套以制度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在
设备上，制定大量制度，规范设备使用，如设备管理制度、使用细则、借出制度、维护折旧制度等等；
而在人员管理上，一般存在两个指标体系，一是以考勤制、坐班制，实验室制度为代表的工作纪律指标，
二是以绩效、科研成果、岗位责任制为代表的工作质量指标。所有的考核指标均通过数据量化，严格规
范所有成员，并作为奖励处罚的依据。
民办高校实验室以制度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体现出了其强化责任，追求规范化运行的思想内涵。同
时这种管理模式也带有着强烈的刚性管理色彩。

3. 认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
3.1. 刚性管理的内涵
在管理学的思想中，存在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所谓刚性管理，指的是以
工作为中心，强调规则制度的管理方式——即以制度约束、纪律监督、奖惩规则等手段对组织进行管理，
使组织更加程序化、规范化，最终达到公平有序且高效的工作状态。刚性管理以效率和可操作性强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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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被大量组织、企业采用。然而在一些方面，刚性管理模式也存在着天然的局限：
1) 刚性管理模式是一种强调制度的管理，程序化的制度与绝对的职责划分要求人员一切照章办事，
不讲情面，这限制的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利于组织成员间的情感沟通，使整个团队缺乏凝聚力，同
时也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成员的主动性。
2) 刚性管理模式为保证制度得到切实执行，必须依靠强大的监督机制，随着控制与制度的不断翻新，
管理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3) 刚性管理其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份制度的出台需要通过发现问题、总结问题、解决问题，
确定措施、草拟制度最终通过制度的漫长流程。同时，任何制度都存在漏洞与顾及不到的地方，如果寄
希望通过制度去避免，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3.2. 柔性管理的内涵
柔性管理模式是近年来企业管理的新思路，它是一种反应敏捷，趋向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它更注重
情感的投入，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移默化
的影响，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成人的自觉行动，并主要依据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
文化精神进行人格化管理，是对传统刚性管理模式的超越[1]。柔性管理模式的重心在于组织内部精神文
化，风气观念、和统一价值观念的建立，组织着力为成员创造健康的、向上的，和谐的工作环境，激发
其组织归属感和主观能动性。
1981 年，美国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在《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中指出，美国企业注
重战略、结构、制度等刚性因素；日本企业不仅重视刚性因素，还注重人员、技能、作风、共同的价值
观等柔性的因素。据此，他们建议美国企业从“日式管理”中吸取借鉴[2]。时至今日，柔性管理的思想
被大量应用于企业生产，高校管理，公共管理等方面，其与刚性管理思想最大不同，在于能够从“人”
的方面提高组织管理水平，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最大限度发挥成员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传统的管理从
人的行为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但柔性管理也有局限性。因为柔性管理的弹性大，变动性和灵活性也大，处理得不好有可能造成混
乱；另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可能无法满足单位成员无限上升的需要，这会影响柔性管理的实
施[3]。

3.3. 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关系
理论上，刚性管理模式的代表“泰罗制”将人看做“经济人”。而柔性管理起源梅奥行为科学思想
则认为人是“社会人”，两种理论存在巨大分歧，而在实践上，两者却并非水火不容的存在。有学者评
价柔性管理的职能为“教育、协调、激励、互补”[1]。其中“互补”职能，就是指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
的互补。在实际管理中，我们需要刚性管理来加强基础，所谓无规矩不方圆，没有规范的制度，管理就
无从谈起。而柔性管理则是进阶的管理，它灵活多变，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组织更具凝聚力。两
种模式内涵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都能对组织管理做出巨大贡献。只有将它们相互结合，取长补短，
根据自身情况有所侧重，才能让组织的管理职能更上一层楼。

4. 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必须承认，一系列制度控制，让民办高校实验室日常运行更加规范，工作任务的量化考核，控制并
保证了实验人员能够维持一定的工作效率。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片面刚性的管理模式存在天然的局限，
随着民办高校实验室不断深化改革，它将不断被放大，让过去积累的优势荡然无存，甚至对实验室的发
展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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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的缺陷源于刚性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实验室设备与人员的快速发展，它主要
体现在：
1) 刚性管理模式难以量化实验室的创造性工作。传统企业在运用刚性管理模式时，惯用方式是依靠
制度和职位划分将重要任务量化，并细分到各个成员中去。这些任务一般有着目标单纯、步骤清晰，结
果可预见等特征。然而在高校实验室中，实验室人员在日常工作之外，还会从事一些具有创造性，科研
性的工作，如实验项目研发、实验科学研究等等，这些任务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其过程与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很难通过规则制度去将其量化，即使强行规定一些简单的指标去约束，
也存在着缺乏实用性与破坏公平的风险，这导致了刚性管理模式在管理一些创造性工作上的先天不足。
2) 刚性管理模式很难营造出宽松团结的工作环境。民办高校实验室不同于一般企业组织，作为学院
进行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的场所，其自身存在一定的学术性质。一个良好的学术组织往往需要宽松且团
结的工作环境，以促进人员之间相互交流，这样才能在一些学术难题上通力协作，群策群力，贡献各自
的技术与智慧。而刚性管理所依靠的大量制度与条例，往往将组织变成一个冰冷、高压且缺乏人情味的
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纪律和制度就是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淡薄，每个人只想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协同与合作自然也无从谈起。
3) 刚性管理模式不适合管理高素质人才。随着民办高校实验室的发展，传统低素质的“楼管”式实
验人员已经被基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过训练，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员具有较
强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追求，并不需要像普通工人那样硬性约束。比如，过去一些实验室会硬性要求员工
打卡上下班，然而实验室项目往往存在不确定性，在进行某个重要的实验时，实验人员可能会自发加班
到很晚，然而制度要求他们第二天和没加班的人一样照常打卡，显然这既不公平也缺乏人情味。显然，
片面强制纪律的管理对高素质的实验室人员作用十分有限，有时过于高压的制度还可能激起人们的反抗
情绪，产生不良的效果。

5. 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需要融合柔性管理思想
在管理学中，任何管理最终都会体现到人的身上，一个好的组织，在规范成员行为的同时，还要注
重人的情感与主观能动性。民办高校实验室在新时代形势下，应主动探索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融合的
思路，不断摸索尝试，最终达到更加完善的管理效果，其主要方向如下：
1) 构建实验室特色团队文化
在过去，团队文化的构建往往被民办高校实验室所忽视，这是由于民办高校发展底子薄，领导经验
不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在各种管理思想高速发展的今天，民办高校实验室人员应认识到，一个组织
的团队文化、集体价值观是影响成员情感与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柔性模式的管理重点。要培
养符合组织价值观，同时又能被大多数成员认可的团队文化并不容易，一方面：它需要实验室在长期发
展中不断积累，形成特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一些细节方面刻意营造。
在具体实现上，首先应在实验室领导层明确团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逐步讨论出具有本单位风格
的团队文化特征。其次，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中，各管理人员应通过言论与行动践行团队文化，不断影响
各层次的组织成员，使得团队文化得以发扬。期间还应认识到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不断坚
持从小事，从一言一行做起，才能营造出团队文化良好发展的土壤。最后，在实验室内部设施上，如有
条件可以实行统一的建筑风格，采取彰显实验室团队文化的设置，比如通过一些标语，装饰甚至设施，
突出自身团队文化的独特性，使得团队文化在实验室人员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被加强，以达到潜移默化
增强文化影响力的作用。
2) 制定以人为本的管理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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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管理的核心是通过组织的精神文化，激励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使其能自愿为实现组织目标
而行动。这种模式的实现，在于构建组织与成员的利益共同体。只有满足了大部分成员的切身需求，才
能使其产生归属感。因此，在实验室管理过程中，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制度化的同时兼顾人性化。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办高校实验室应改变过去对实验人员感情不闻不问的态度，多关心
他们的心理情况，如定期组织一些非正式谈话，倾听和了解工作人员对实验室的看法以及诉求。谈话过
程中，管理者应该做到少说教，多倾听，同时话题也可以不局限于工作本身，重要的是谈话带来的沟通
与感情交流，因为只有有了好的沟通，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另一方面：民办高校实验室应在制度上
进行一定调整，特别是针对实验室里负责创造性，科研性工作的成员，他们的日常管理，诸如考勤、坐
班等不应再做过多限制。考核的权重可转为科学研究和实验项目，同时在科研激励上也应讲求方式方法，
以正向激励为主，多鼓励奖励，少限制处罚，真正做到在管理中相信人、尊重人、理解人。
3) 创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
民办高校实验室组织具有的学术性质以及日益增加的高素质人员团队，使其在运行上更适合宽松和
谐的工作氛围。为营造这样的工作氛围，应在保证规范化运行的前提下，努力营造出一种和谐平等、包
容民主的环境；首先针对实验室大小工作事务，组织在言论上不能设一言堂，要提倡成员各抒己见，允
许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其次在学术上，也应不设障碍，给予所有人宽松的学术环境，对于不同专业领域
存在交叉的学科，提倡多进行思想交流，在学术上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引导成员树立团队意识和协作
意识。最后，针对成员群体，在倡导和谐融洽工作关系的同时，管理层也可以效仿企业，定期组织一些
团体活动，诸如拉练、年会等，加强成员协调性，提高组织的凝聚性，最终营造出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

6. 结语
相比刚性管理，柔性管理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够催化组织的凝聚，也能激发人的自主意识。民
办高校实验室在管理过程中，既要追求刚性的规范制度，又要融合柔性的人文关怀，只有做到刚柔并济，
平衡发展，才能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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