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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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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军校不仅是一所享誉中外的军校， 而且也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培养闻名于

世。本文首先从入学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 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计划、 考核体系三个方面介绍
西点军校的领导力培养体制; 然后总结出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的基本经验; 最后提出对领导力
培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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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of West Point and Its Implications
OU Chao － min，HE Ｒen － jie，WANG Ｒui
（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 West Point is famous in the world not only as a military academy but also for its
outstanding leadership education. Firstly，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system of West Point is introduced
from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the education goal，the education plan and the assessing system.
Secondly，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of West Point are summarized. Finally，the
implications in leadership education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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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领导力培养是院校整个培养体系的

我们西点人自己创造的！ ”西点军校之所以在领导

应有之意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的发展，

力培养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完全得益于其成

我国的人才培养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受各

功的领导力培养体制。本文在介绍上述体制的基础

种因素的制约，仍需大力加强领导力培养。西点军

上，梳理出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

校是一所从事学历教育培养生长军官的军校 ，也是

基本经验，尝试为其它院校加强领导力培养提供有

一所以领导力培养誉满全球的名校 。建校以来，西

益的借鉴。

点军校注重教学质量、道德品质、军事教育和体育
［1］

运动， 注重竞争激励、 领导能力的培养

。 真正

一、西点军校领导力的培养体制

实现了 “为国家输送能够服务于国防的品质优秀
领导者 ” 的目标， 成为美国陆军军官的摇篮。 虽

（ 一） 入学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

然其培养的人才在美国陆军初级军官中占的比例仅

进入西点军校的学员，不仅要有优异的文化成

为 15% ，但在高级军事职务中占了 80% 以上的比
［2］

例

绩，强健的体魄，还要具备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西点人中流传着一句他们引以为骄傲和自

学员在入学前是否担任过各种球队的队长或者是否

豪的话： “我们所学习的美国和美军的历史， 是由

有学生会的任职经历，通常会成为考察和筛选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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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入校后有望在文化科目、军事科目和体育科

军事训练要求严格和快节奏，并将伴随学员们
度过四年。第一学年第一步是队列训练。各种步伐

目中表现优异，有很高的道德品质和领导潜质，有

操练，天天都反复做。第二步是日常生活管理。每

决心完成西点的学习并继续军旅生涯 ，能代表陆军

天早上 6 点所有学员必须起床、 出早操和整理内

军官的多样性。西点军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五大

务。接着就到大餐厅进餐， 时间只有 20 分钟。 用

方面： 智力水平、军事素质、领导能力、身体素质

餐时，不许喧哗。从 7 点半到 12 点全是上课时间。

和道德素养。

午餐、午休时间一共只有 50 分钟。 下午要进行 2

的一个重要因素。西点军校招收的学员应具备下列

（ 二） 三位一体的培养计划

小时的体育锻炼， 晚饭后 50 分钟就得上晚自习。

入学后，在强调伦理道德培养的同时，开始从

所有学生必须到 23 点才能熄灯睡觉， 还常常搞夜

三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交叉的培养方向对学员进行

间紧急集合。第三步是野外训练。在西点后山的山

教育和评估： 文化、军事和体育。以此为基础，学

谷村进行，人人都身着伪装训练服和战斗靴，住帐

员在统一的框架下，逐步完成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

篷，每天都野外强行军。从第二学年开始，学员们
必须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到了第三学年，学员将进

领导经历。
1. 文化的培养

行历险性训练。第四学年成了学员队的大小领导，

（ 1） 文化课程的设置

如 “队长” 或 “参谋”。

西点军校不培养头脑简单的武夫 ，而是通过四
年的训练，使每个毕业学员都具备一名职业军官所

（ 3） 西点军校学员旅制度
［4］

西点军校每年招收高中毕业生 1200 名

，将

需的性格、领导才能、智力基础和其他能力，以便

所有学员编成一个学员旅统一管理， 学员旅下辖 4

模范地效力于国家和军队。西点军校四年制本科学

个学员 团， 每 团 编 制 3 个 营， 每 营 编 制 3 个 连

。西点

（ 队） ，每连 （ 队 ） 约 110 人。 为了营造培养学员

开设了数量众多的课程供学员学习 ，其中包括必修

领导力的良好环境，学员旅的各级主要领导岗位均
实行 “双轨制”，任命专职军官和高年级学员共同

［3］

员的课程共 44 门，其中 32 门为必修课程
和选修的领导课程。
（ 2） 文化课程外的培养情况

担任，把学员旅的指挥责任交给军官和学员一起完

西点军校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每年会召开

成。学员军官在职位上为第二指挥官，但在负责一

美国问题学生大会和国家安全问题年会 ，常请国内

线指挥和管理； 专职军官是法定连队指挥官，但一

外知名人士作演讲与发言。学校组织部分学员参观

般处于二线。为了保持指挥系统的稳定性，由学员

访问国家政府部门，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去走访各国

担任的旅、团级主官任期一年，可以连任； 其他职

代表机构， 还组织学员参加校内外各项专题辩论

务任职一个学期，由学员轮换担任，以保证所有学

会。为了加深学员对某些学科的理解 ，学校多数系

员在校期间都能担任领导职务。在不担任领导职务

还开设特别计划班，如指导少数优秀学员进行独立

期间，高等级学员也有权力和责任促进低等级学员

研究的荣誉班。

实施纪律制度

2. 军事的培养
（ 1） 军事科目的基本要求
军事科目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军事训练、军事
科学和职业培养。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须经正式评

［5］

。

3. 体育的培养
体育训练贯穿在四年军校生活中，体育课大一
就开始，有各项球类、游泳与体操。每个学员连队
配备一名体育教官担任学员教练，组织学员进行体

估，职业培养的评估则通过对军事训练的评估间接
进行。四等学员完成学员基础训练，三等学员完成

育活动并评定成绩。体育运动关键在于坚持，学校

学员野战训练，二等以上学员要利用一个暑期到指
挥岗位任职，利用另一个暑期到野战部队任职 。派

育活动，每个学员每两周应参加一项体育比赛 。西

往野战部 队 的 二 等 学 员 参 加 “操 练 学 员 领 导 训
练”，一等学员参加 “学员部队领导训练 ”。 学员

及支持者组成的陆军体育协会，具有相当的影响。

在任职期间应达到军人作风所包含的 、美国军校学
员规定所要求的行为和纪律标准 。

西点军校对学员的综合评定是围绕培养目标设

（ 2） 军事训练

规定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下午都要进行各项体
点的美式足球在全国很有名气，由西点军校毕业生
（ 三） 考核体系
计的，包括文化科目学分、军事科目学分和体育科
目学分。学员表现成绩是反映学员表现的综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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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通过对上述三个培养项目的学分加权算出 。对
学员在各个项目中的表现进行评定有两个基础 ，一

和意识，恰当地把决策权和其他权力委派给下属 。
（ 8） 监督能力。 要有建立监督管理机制的能

是学员表现出的与规定课程目标相关的能力 ，另一

力，对下属的任务、活动以及自己的活动和职责进

个就是学员在领导素质方面的行为表现 。西点军校

行监管，采取措施监督所委派任务的完成情况 。

对学员的领导力的标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将其细
分为 12 种标准。 每一种都明确了具体的要求， 并
［6］

分为达标和优秀两个层次

。

（ 9） 培养下级。 要善于培养下属的能力和自
信，培养手段包括以身作则以及开展和下属当前或
今后的职责有关的训练和培养活动 。
（ 10） 决策能力。要有基于对事实的分析得出

二、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的基本经验

正确、合理的结论的能力，以及在这些结论的基础
上采取行动的决心。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发现西点军校在领导力培

（ 11） 表达能力。要有在个人或团体面前进行

养方面积累并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体现出一些具有

有效的自我表达的能力，还包括使用正确的语法形

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

式、运用手势和其他非语言交流手段进行交流的能
力。

（ 一） 实施精细化考核是成功培养的有力保障
西点军校制定了 《学员领导能力培养制度 》，
明确领导力培养目标——— “毕业学员能够领导一

（ 12） 职业道德。 要保持伦理、 道德及军队的
职业标准和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7］
支奔赴世界各地执行多样化任务的陆军 ” ， 即鼓

（ 二） 讲授最新理念是成功培养的坚实基础

励毕业学员担任领导岗位，使学员准备好迎接军队

西点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涵盖了领导力的很多方
［9］

面，从基础理论到研究方法再到领导力的实践

领导岗位的挑战，在巨大压力下以及在不同工作岗
位上都有进行冷静思考、明智决策和坚决行动的能

西点军校所开设领导类课程的内容紧跟国际前沿 ，

力。然后以此为依据出台了 《学员 12 种领导能力

注重培养学员最新的领导理念。 如 《领导理论与

达标标准 》， 将领导力考核细化为 12 种标准， 全

发展》 课程， 关注领导和领导发展领域的最新概

面、详细、具体地描述了学员应该达到的领导力水

念和理论，帮助军校学员更好地理解领导过程 ，以

［8］

平

。

。

提高学员的领导效能和组织绩效。另外，学员将学

（ 1） 职业动机。 要努力完成应尽的责任， 达

习一些新兴的领导观点。团队领导是当前领导学研

到岗位职责所要求的预期目标，将完成任务置于个

究的新热 点， 西 点 军 校 开 设 《领 导 团 队 》 课 程。

人利益之上，以实际行动保证自己、下级和他人为
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

这门课程旨在强化学员对小团队中人类行为的理

（ 2） 军人举止。 要保持军容严整、 举止得体、
礼节周到、体格强健。
（ 3） 团队精神。 要以实际行动支持集体或组

解，课程内容包括团队的结构特征， 如团队规模、
团队地位、团队角色和团队规范等。
（ 三） 重视实践训练是成功培养的核心
研究表明，实践训练是领导力培养最直接有效

织的目标，及时有效地完成集体所赋予的使命和义
务，与他人进行有效协作； 与组织的目标或政策协

的途径。西点军校非常重视在实践中提升学员领导

调一致并予以积极配合。

里通过模拟具体情境训练学员领导力 。学员旅制度

（ 4） 影响他人。 要运用恰当的人际交往风格
和方法引导他人或整个集体去完成任务或解决争端
与分歧； 积极影响事态以达成目标。
（ 5） 关心他人。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力，开设 《领导人在行动 》 课程， 在领导实验室
是最能体现西点军校重视领导力实践训练的地方 ，
它把领导力实践带到日常生活中。西点军校在学员
［10］

旅中建立渐进型系统来提升领导力

， 旨在营造

领导力的氛围，增强学员对领导力的感性认识。 学

并斟酌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的影响 ，以支持

员自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处在这个领导系统之中。

和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人。

一年级学员通常是被领导者，在大部分时间里要接

（ 6） 组织能力。 要有为自己和他人完成特定
目标制定计划的能力，明确首要任务，恰当地分配

受、执行老学员的命令和指导； 二年级学员开始负

时间、资源和人员。

带领不超过 11 名的二年级学员； 四年级学员成为

（ 7） 委派能力。 要有使下属各尽其才的能力

责其他学员的训练、学习和生活； 三年级学员通常
学员军官，其中表现突出的将担任旅、团级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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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注重岗位特征是成功培养的关键
西点军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军官，因此在培养领
导力时，西点非常注重满足军队岗位的特有需求。
一是注重体育训练来提高学员的体能和纪律团队意
识，以适应学员未来军队训练乃至作战的需要 。二
是以实战为标准来牵引军事训练的内容 。每种军事
训练都针对可能的战场而设定，对未来战争的样式

29

理》 等。虽然这些课程在弥补学员领导理论知识
方面有较大作用， 但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员
讲、学员听、期末考模式，在将领导理论转化为具
体技能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应建立各种训练
环境，在实践中提升领导力。一是大胆创新，以成
效为目标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比如，组织学员建立
模拟组织，结合授课章节的推进，引导学员根据日

进行大胆预测和分析。如学员可从四项历险性训练
中任选一项： 到巴拿马进行热带丛林作战训练 ； 到

常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选择相关案例进行情境模
拟，使用正确的工具方法分析问题，并找出引发问

阿拉斯加北部进行野外滑雪作战训练 ； 进行突击作
战和空降训练； 到科罗拉多空军学校进行驾驶直升

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有效途径。二是建立学员自我领
导组织。在建立过程中首先要真正下放权利 ，保证

飞机和野外生存训练。

领导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这样学员骨干在决策时才
会切实考虑决策的科学性、 可行性和对未来的影

三、对领导力培养的启示

响。其次要保持骨干的更迭，让一个人体验不同的
角色，让更多人得到锻炼， 既保证了培养的公平

（ 一） 要制订细致完善的领导力考核标准

性，也保证了培养的普遍性。
（ 四） 要加强体育军事素质培养

目前院校人才培养在文化学习等方面已经有较
为成熟的考核标准，但是在领导力方面并没有专门
的考核标准。所以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领导力考
核标准。首先要确定正确的领导力培养目标 ，这样
制订考核标准时才有明确的目标指引 。在确定领导
力培养目标时应体现基本领导力培养 ，比如说责任
使命和个人品质； 应基于学员将来任职的需求，要
包含比如第一任职岗位能力方面的目标 。其次要根
据领导力培养目标，细化培养的具体内容和建立相
应的考核标准，并建立一整套领导力考核机制来确
保考核的有效实施。
（ 二） 要构建更为完善的领导力课程体系

军事和体育素质的培养是西点军校领导力培养
的特色之一。我国大学对于科学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直非常重视，相对来说对于体育军事素质的培养
就显得不够。加强学员的体育素质培养应该严格各
项体能考核标准，定期进行体能考核，督促学员自
觉进行体育锻炼。同时，鼓励学员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自己喜爱的体育活动。对于军校而言，还要突出
军事特色，增加军事技能科目，如格斗，登山，潜
水，工兵作业，野战通信，救护，野外生存，战地
侦察等士兵基本技能。同时适时开展模拟军事指挥
行动，磨练学员指挥能力。

西点军校特别重视领导类课程建设 ，开设一系
列领导力方面的课程。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院校
应该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增开领导类课程 ，以完善现
有的课程体系，针对性培养学员领导力。在完善课
程体系前应科学调研，要深入了解学员所从事岗位
的需求和准确测评学员现有的领导力水平 。学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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