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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单位的管理应从片面强
调“管”的权威和作用向“理”性管理回归，从
而走出“管理”的误区，真正实现管理的现代
化、科学化、人文化，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
益。 单位管理的“理”应该理解为条理、道理、
理解、理性、梳理、理顺、情理等。“理”才是管
理的落脚点，文化单位管理的重点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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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管理现代化
推动着管理日趋走向成熟，“理性管理”不再
是云里锦缎的慰籍和空中楼阁的期盼。 我们
应当冲破固有的观念羁绊，追求更能体现科
学、人文、高效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管理的
枢纽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益。 然而，
当前一些单位的管理片面强调“管”，认定管
理的要诀全在一个“管”字，并将其视为灵丹
妙药。 他们深信管理就是管辖、管制，就是要
管、卡、压，只要管理者管得严格、精细，就没
有贯彻不了的意图， 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
标。 似乎一个单位的成败得失、兴衰荣辱全
依赖于严管酷控，严防死守。 于是一系列不
够人情，甚至脱离实际，过于苛刻的规章制
度纷至沓来，并冠以“建章立制、管理创新”
的美称，所谓军事化管理或半军事化管理就
是其典范。 果真如此吗？

“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管”在我国
古代指锁钥，引伸为管辖、管制之意，体现着
权力的归属。“理”本意是“治玉”，“王乃使玉
人理其蓨，而得宝焉。 ” 指的是雕琢玉器、
整治土地、治疗疾病，引伸为整理或处理，有
疏通、引导、处理事务之意。 从现代意义上
说，“理”是真、善、美与知、信、行的统一。“管
理”连用，即表示在权力的范围内对事物的
管束和处理过程。 主其事叫管，治其事叫理，
两者结合统称管理。 管理活动，自古有之，然
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管理实践和研究的
方法、角度的差异,必然对管理的概念和功能
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随着管理实践的不
断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也
在不断深化，各种学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要给管理界定一个全面、精确、科学的定义
确非易事。 然而，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的管理
观念似乎正在经历一个从强调“管”的权威
性、约束性，遂渐转向强调“管”的制度化、公
开化、程序化、人文化、系统化，进而重视对
“理”的不懈追求上来。 那种大谈“管”的方法
和技巧，甚至也注意到了管理的民主、平等、
公平等问题，但归根到底仍强调：管理的关
键在管，管理的核心在管，其他一切只不过
是使管更加有力、更彻底，更大程度上发挥
管的作用而已。 却仍然没有解决管理的本质
问题，依旧没有对构成管理整体的“理”予以
足够重视。“理”性的光芒仍然是云遮雾盖，
雾里看花。 某些单位的管理人员更是对“管”
怀有满腔热情和执着的追求，而对“理”却置
之不理。 导致上述问题的起因主要来自以下
方面：

一是管理观念有偏差。 很多基层单位
管理者对“管理”更多是从字义的角度来理
解的，认为“管”就是“主宰”“约束”“包揽”，

“理”就是处理；“管理”就是管理者对被管
理者的管制、控制或制约。 这种观点，强调
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之间的对立性，强
调了管理者的强权性和权威性， 而忽视了

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
促进的一面， 忽视了被管理者在管理过程
中的能动性。

二是管理理论显匮乏。 长期以来，许多
人认为，管理是一门艺术，只有具备天赋的
管理者才能当领导， 上级组织的职能就在
于鉴别和选拔管理者，而不是培养管理者；
也有人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活动， 领导者
只需凭经验，不必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因
而对“人本管理”“行为科学”“依法治理”知
之较少。

三是管理实践存在误区。 许多人认为，
单位管理在道理上讲得过去， 也是正确的，
但在实践中有很多东西行不通，基本上还是
上级怎么说，下级就怎么做，认为管理就是
听上级领导的话，上级的指示就是管理中的
金科玉律。

现代社会， 科学管理的重要性有目共
睹。 管理就是效率和质量，业已成为有识之
士的普遍共识。 管理，是一门艺术。 事实上，
不论管理内容如何纷繁复杂，涉及面如何广
泛，就理论上讲，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管，二
个是理；涉及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
事；管理的目的也是两个：一是最大限度地
调动人的积极性，二是满足各单位发展的需
要，实现单位的最大效益。 文化单位管理与
一般管理活动有许多共同之处。 然而，由于
文化单位管理具有特定的管理对象，因而也
就具有其他管理活动所不同的个性特征。 因
此，管理必须与日俱进，摒弃过时的观念和
方法，大胆创新。 不仅重视“管”的科学化、现
代化，且更应重视“理”的重要性和协调性，
让“理”性的光芒绚丽夺目！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如何做到正确
管理，使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既是管
理者的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成功的
管理经验是：超越“纷繁复杂”，提纲挈领地
抓住“人”的核心，精于管，重在理。 他们尊重
客观规律，把管与理、控制与协调有机结合
起来，在管中理，在理中管，让人更高效、更
愉快、更正确地做事；做到管而有“法”，管而
有度，以科学性、可行性为原则；把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理”之中，理顺关系，理清职责，理
和气氛，理畅情绪，依情而理，使每一个人的
主观能动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使工作环境既
有规章的严肃，又有人情的温馨。

文化单位管理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管理，
它是以文化宣传为主要对象，以文化人的活
动为基本特征的综合管理。 管理的核心是能
动的人，管理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因
此， 管理的核心是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
这就决定了文化单位管理既是一门科学，更
是一种艺术。 它不仅需要一个优秀的管理
者，更需要一个杰出的管理家。 因此，管理只
重“管”而轻“理”，势必导致事倍功半，得不
偿失。 以笔者看来，文化单位管理要想获得
被管理者的心悦诚服并切实发挥其应有的
效应，惟有将“管理”重心转移到对“理”的追
求上来，“理”才是管理的落脚点，文化单位
管理的重点在“理”。

笔者推崇“理”，在理论上认为，“理”应
该理解为理性和条理、道理、梳理、情理等。
在实践中，“理”字当头，有“理”而为，无“理”
而止。两者相得宜彰，则无往而不利也。邓小
平曾说过：“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

工作”。 作为管理者，无疑要学习、研究、创新
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江泽民同志的精辟
论断给学校管理指明了方向。 文化单位管理
必须创新，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管理发展
的必然。 如果把重“管”和重“理”比作为治水
的话，重“管”就像鲧（大禹父亲）治水，利用
围堵的方法，河坝越堆越高，水量储存越来
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表面看暂时也没有
发生水灾，但“水祸”的根源并未消除。 重

“理”就像禹治水，适当的泄洪能够保证河堤
的安全，消除“水祸”隐患。

文化单位管理向“理”性管理回归，应该
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管理的精髓是“理”不
是“管”。“管”不是目的，“理”才是追求。管只
能管事，理要理人。“管”与“理”是辩证的统
一，“管”不仅要服务于“理”，还要“服从”于
理。 法理、事理、情理是“管”的基础和依据，
整理、治理、调理、梳理是“管”的方法，合理、
有理是“管”的结果。 只有这样，管理才是文
化单位发展的助推器和有力保障。

“理”性思考之一，文化单位管理应讲
法理。

依法治国的大背景， 将对单位管理产
生观念性的变革，依法治理不仅迫在眉睫，
也是许多单位管理的成功经验。 依法理政，
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随着人们自身
权利保护意识的提升，各种以言代法、权大
于法的观念，都将受到无情的挑战。 无论是

“家长式”“放纵式”还是“掠夺式”管理，均
将导致“人在政行，人走政呆”的无序局面，
所谓“依法治理”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单位
管理要讲法理， 就必须把法律法规真正贯
彻到管理的各个层面上去。 为此，单位管理
者一方面要知法懂法思法， 提高自身的法
制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另一方面更
要用法守法护法， 将之贯彻到本单位管理
的各个方面，依法行政、依法从业、依法治
理。 这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保
证，也有利于提高质量。

“理”性思考之二，文化单位管理要讲
条理。

文化单位管理同其他管理活动一样，
都是在一定组织范围内进行的。 如何充分
发挥各系统的整合力， 实现管理整体优化
的目标，离不开管理的条理性。 这是由文化
工作的规范性、系统性、程序性等特性决定
的。 系统论原理告诉我们：整体有可能大于
各部分之和，也有可能小于各个部分之和，
关键在于子系统的结构与配置。 那种“一竿
子插到底”或“乱插一竿子”只会造成上一
层次疲于奔命， 还挫伤了下一层次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责任心。 那种“唯长官意志办
事”的思维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工作作风，“遇事不讲原则，办事不讲规则”
的工作方法，势必将单位管理引向歧路。 只
有讲条理、 依规定才能确保单位各项工作
秩序井然，各部门才能真正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齐心协力创造辉煌！ 因此，管理必须
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单位特点，创造性地制
定各种规章制度，作为办事程序和依据，从
而提高工作效益。

“理”性思考之三，文化单位管理须讲
道理。

管理活动是以对人的管理为主要裁体
的多层次、 复杂性的管理， 是一项需要讲

“理”的工作。 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是管理
中的第一基本因素， 管理活动离开了人，便
无法正常有序地进行。 单位管理的每项决策
和措施要想得到贯彻执行，管理者务必要做
细致的说理工作，让被管理者理解，并心悦
诚服，从内心予以接受。 管理者唯有通过说

“理”， 一方面让被管理者认清工作的意义、
目标、程序和方法，另一方面促使管理者更
直接地了解被管理者的想法、取向，及时、恰
当地调整工作目标和进程，才能使单位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理”性思考之四，文化单位管理须讲
梳理。

以文化宣传管理为中心的管理，是一个
系统管理工程。 为激活每一个子系统的活
力， 管理者必须善于理顺各系统间关系，梳
理它们的职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是为
了达到同一目标而协调人们活动统一的过
程”。 因此，单位各部门既要分工明确、责权
统一、理顺层次，又要加强联系、协调合作、
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相互支
持、步伐一致的整体，以减少内耗，增强凝聚
力，营造一个融洽共事、团结协作的工作环
境。 协调、疏通、理顺单位各部门的关系，解
决内部各种矛盾，将成为管理者的重要工作
之一，责无傍贷。

“理”性管理思考之五，文化单位管理要
重“情理”。

“从心开始，用爱管理”是我们推崇的管
理方法，利用“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找到本
单位管理的“根本”，提倡管理“服务化”而不
是“控制化”，使部门运行更顺畅和长久。 文
化单位管理也是一种管理态度，管理者只有
先端正自己的管理态度，用心处事，用爱待
人，才能够在“理”和“管”之间做出更好的调
节和运用。 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活动应体
现“人本”精神，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
的工作为根本。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强群
体的内聚力， 是完成管理目标的重要条件，
是形成坚强集体的粘合剂。 为适应新形势的
变化， 管理者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
想，变以事（物）为中心为以人为中心，变“独
断式”“监督式”管理为“参与式”“激励式”管
理。 人是有感情的，感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动
力，照章办事是一回事，带着感情工作又是
一回事。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对尊重、关
心、爱护等情感上的需要是最重要的，文化
人较之其他群体有更强烈的追求。 现实的管
理工作中，重制度轻情感，立规定远人理。 更
有甚者，一些人目中无人，心中无情，高高在
上，不接触，不了解，不关心；对他人要求甚
多，付出却甚少。 如此等等，只能疏远群众，
还谈什么“零距离”管理？ 我们应该提倡上下
级间、部门间、同志间都建立带有感情的和
谐人际关系，这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
法宝。

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理性化、现代化
已成为时代主旋律， 管理的生命力在于创
新，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只能停滞不前、拾人
牙慧，唯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创造辉
煌。 现代管理的重心必须回归，文化单位管
理者必须认真进行“理”性思考，让“理”性的
光芒撒播在管理的每一个层面，这不仅是适
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管理者素质的
需要，更是指导管理实践的需要。

文化单位的管理重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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