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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校本科学员较普通高校本科学生在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学员在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个体创新能力等方面也呈现诸多不同特点。研究发现：学员自我

领导能力整体水平较高，自我效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体创新能力整体水平一般；个人背景

项在自我领导、自我效能和个体创新能力部分因子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自我领导、自我

效能、个体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因子之间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来说，自我惩罚因子

与各因子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余因子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自我效能

在自我领导影响个体创新能力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军校教员和相关管理者应该着重推动自我

领导课程建设，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创新，重视自我效能测评并改进骨干选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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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创新行为是将有益的创新用于产生、引
入以及应用于组织中任一层次的个人行动［１］。对

于军校本科学员来说，个体创新能力是成为合格

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可或缺的要素。培养和提

高军校本科学员个体创新能力也是当前军队院校

办学育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影响

个体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如人格因素、动机

因素、价值观因素、组织氛围因素等等。其中人

格因素中的自我领导和自我效能在近些年管理与

领导科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关注。自我领导是学员

通过一定的认知策略和行为策略引导和控制自己

的行为，进而对自身学习训练、行政管理、执行

任务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的过程［２］。而自我效能

则是学员对成功达成某种特定目标所需要行动的

能力预期、感知、信心或者信念［３］。

国外对于自我领导理论、自我效能理论的研

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已有三十余载，大量研
究成果为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与个体创新能力三

者联系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Ｂａｎｄｕｒａ指
出对效能的自我感知和评估在知识技能和行动表

现之间起中介作用，其对个人行为选择、情绪反

应、努力程度、坚持程度和思维模式产生影响［４］。

Ｎｅｃｋ和Ｍａｎｚ研究发现，自我领导者倾向于是一个
机会思考者，他们在面对困难或问题时会倾向于

挑战主流的思想，并去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５］。

Ｐｈｅｌａｎ和Ｙｏｕｎｇ也指出，自我领导是人们对他们的
思考方式和对外界的感受程度的自我控制，从而

调动自身积极因素处理问题，在此过程中为创新

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自我领导水平较高的人能够

说服他人支持自己的新观点和解决方案［６］。Ｐｒｕｓｓｉａ
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从西北大学３个商学院选取了１５１名
学生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验证

了自我领导以自我效能为中介影响工作绩效的假

设［７］。近几年，国内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但

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地方企业或普通高校学生［８－１０］。

从现实的角度看，军校本科学员较普通高校本科

学生在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学员在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个体创新能力等方

面也呈现诸多不同特点。本文从自我领导、自我

效能与个体创新能力相关理论出发，通过问卷抽

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深入探讨三者之

间的相互联系，期望为军校学员人才培养提供相

关策略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选取某军队院校涵盖２种生源类别、５个不同
专业、４个年级的４００名本科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二）调查思路与方法

首先，设置７个研究假设。１．Ｐｒｕｓｓｉａ曾提出
自我领导会影响自我效能，自我效能则会影响绩

效［１１］。自我效能较高的学员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好

的自我领导者；而自我效能较低的学员，也可以

通过自我领导力的培训促使自我效能提升。因此，

建立假设Ｈ１：自我领导对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影
响。２．创新想法的提出需要学员通过自身努力沟
通协调获取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支持，而拥有

高水平自我领导力的学员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可

以推测拥有高水平的自我领导力会更容易促进个

体创新能力的实现。因此，建立假设 Ｈ２：自我领
导对个体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３．高自我效
能感是新知识发现或创造性发明的一个重要条件，

自我效能是影响个体采取特定行为的重要动机。

因此，建立假设 Ｈ３：自我效能对个体创新能力有
显著正向影响。４．自我领导力对于学员改善自身
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而在自我效能的形成过程中，

对生理状态的感知直接影响学员对能力的预期水

平，能力预期水平又决定着学员是否愿意去尝试

更好的方案以解决问题。据此推测，自我效能可

以在自我领导和个体创新能力的相互影响中充当

中介变量。因此，建立假设 Ｈ４：自我效能在自我
领导与个体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５．由于学
员个人背景项，如年级、生源类别、专业、骨干

任职经历、自我发展定位等可能会对其自我领导、

自我效能和个体创新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建立假设 Ｈ５：不同学员个体在自我领导能
力上存在显著差异；Ｈ６：不同学员个体在自我效
能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Ｈ７：不同学员个体在个
体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其次，采用问卷调

查法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共包含 “自我领导量

表”、“自我效能量表”、“个体创新能力量表”三

份量表，均基于国内外较为成熟的调查量表基础

之上，并根据军校本科学员生活实际改编而成。

“自我领导量表”共 ２９个题项，分为 ７个维度：
成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目标、自我对话、自

我奖励、自我惩罚、任务关系补偿、控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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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量表”共６个题项。 “个体创新能力量
表”共９个题项，分为３个维度：创新想法生成、
创新想法提出、创新想法实现。自然变量设置分

别为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生源类别

（青年学员、战士学员），专业 （飞行器、导弹工

程、材料工程、管理工程、步兵指挥），骨干任职

经历 （旅机关、团委、连级、排级、班级、无），

自我发展定位 （学习竞赛先进、训练尖兵、管理

骨干、宣传报道、文艺骨干）。经过初测，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良好。最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
录入与分析。统计方法主要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

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研究结果

本次研究共发放４００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
卷３３６份，回收有效率为 ８４％。得出研究结果
如下。

（一）总体得分及方差分析

学员自我领导整体得分 （３９５４±０４８７）较
高，就其子维度因子得分来说，自我对话得分

（４１１０±０６１２）最高，自我领导其他子维度因子
得分水平均在中等偏上。学员自我效能得分次之

（３８３５±０６６１）。学员个体创新能力得分 （３７１０
±０６３９）一般，其三个子维度因子的得分表现比
较均衡，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序为：创新

想法生成 （３８０５±０７０８）、创新想 法 实 现
（３７７７±０６５７）、创 新 想 法 提 出 （３６２５±
０６９２）。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１关于自我领导
子维度因子，不同年级学员在自我惩罚 （Ｐ＜
００５）、控制情绪 （Ｐ＜００５）上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不同专业学员在自我对话 （Ｐ＜００５）、
控制情绪 （Ｐ＜００５）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有不同骨干任职经历的学员在成功绩效心像化

（Ｐ＜００５）、自我对话 （Ｐ＜００１）、自我奖励 （Ｐ
＜００５）、自我惩罚 （Ｐ＜００５）、任务关系补偿
（Ｐ＜０００１）、控制情绪 （Ｐ＜０００１）上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２关于自我效能，具有不同骨干
任职经历的学员在自我效能 （Ｐ＜００５）上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３关于个体创新能力子维度因
子，具有不同骨干任职经历的学员在创新想法生

成 （Ｐ＜００１）、创新想法提出 （Ｐ＜００５）、创新
想法实现 （Ｐ＜００１）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自我发展定位的学员在创新想法生成 （Ｐ＜
００５）、创新想法实现 （Ｐ＜００５）上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１。

（二）各维度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个体创新能力三个维度

因子之间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来说：

除自我惩罚与各因子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余因子

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具体见表２。可以进一步通
过回归分析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表１　维度得分情况和显著性分析

总体维度 子维度 总体得分 各子维度得分

方差

年级 生源类别 专业
骨干任

职经历

自我发

展定位

自我领导

　

成功绩效心像化

设立自我目标

自我对话

自我奖励

自我惩罚

任务关系补偿

控制情绪

３９５４±０４８７

　

３９３２±０６６４
３８９１±０５７４
４１１０±０６１２
４０２２±０７４５
３５８５±０７２０
４００８±０６０５
３８１１±０６７２

０４６５
１６０９
２４３６
１３２８
３１８５
２２５５
３６９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７
１０３７
１５９４
１７６０
０６４１
２１８３

０３６２
２０３０
２９４０
１４１６
３１８５
２４０４
１７１４

２３２１
２１３４
３９４１
２８８１
２３９３
６７７０
７９６３

０８４１
１２９７
０７３８
０６４６
０８１８
０２４１
１３００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 ３８３５±０６６１ ３８３５±０６６１ １６３２ １５２４ １２１２ ２６５３ ０７８２

个体创

新能力

创新想法生成

创新想法提出

创新想法实现

３７１０±０６３９
３８０５±０７０８
３６２５±０６９２
３７７７±０６５７

１５２０
１６７５
２１３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７０３

１４７１
１５４０
２１０６

３７７６
２２５３
３４７９

２１０３
１４７３
２１９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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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维度相关性分析

成功绩效

心像化

设立自我

目标

自我

对话

自我

奖励

自我

惩罚

任务关系

补偿

控制

情绪

自我

效能

创新想法

生成

创新想法

提出

设立自我目标 ０４２１

自我对话 ０２７３ ０４９０

自我奖励 ０６１４ ０５９６ ０４０６

自我惩罚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６

任务关系补偿 ０４２３ ０５８２ ０５７９ ０５６６ －０２１０

控制情绪 ０１８９ ０３９７ ０４１０ ０３６７ －０１４７ ０５３０

自我效能 ０６５０ ０６８１ ０３９８ ０８１８ －０２５８ ０６１３ ０３８０

创新想法生成 ０６９７ ０６７３ ０５１９ ０７１２ －０２５０ ０６１６ ０３７７ ０７６０

创新想法提出 ０５１３ ０６５８ ０３８６ ０６１５ －０１１７ ０４８０ ０４３７ ０６７４ ０７０８

创新想法实现 ０５６５ ０６２５ ０４２５ ０６８５ －０２３６ ０４５７ ０４２５ ０６６８ ０７８２ ０７７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三）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与个体创新能力三

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分析

１自我领导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分析。将自我
领导作为自变量，自我效能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得出：成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目标、

自我奖励对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我惩

罚对自我效能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模型的显著

性水平 Ｆ＝４７５０７，Ｐ＝００００，整体解释能力为
７７２％，具体见表３。

表３　自我领导对自我效能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我效能

成功绩效心像化 ０１８２

设立自我目标 ０２９１

自我对话 －００６７

自我奖励 ０４４０

自我惩罚 －００８０

任务关系补偿 ０１３０

控制情绪 ００１３

Ｒ平方 ０７７２

Ｆ ４７５０７

　　注：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２自我效能对个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将
自我效能作为自变量，个体创新能力作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１）自我效能对创新想法
生成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模型显著性水平 Ｆ＝
１４２３３１，Ｐ＝００００，整体解释能力为 ５７８％。

（２）自我效能对创新想法提出有显著正向影响，
回归模型显著性水平Ｆ＝８６５２０，Ｐ＝００００，整体
解释能力为４５４％。（３）自我效能对创新想法实
现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模型显著性水平 Ｆ＝
８３９５６，Ｐ＝００００，整体解释能力为 ４４７％，具
体见表４。
３自我领导对个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将

自我领导作为自变量，个体创新能力作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１）成功绩效心像化、设
立自我目标、自我对话、自我奖励对创新想法生

成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模型显著性水平 Ｆ＝
３７３７２，Ｐ＝００００，整体解释能力为７２７％。（２）
成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目标、自我奖励、控

制情绪对创新想法提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模

型显著性水平 Ｆ＝１７６５７，Ｐ ＝００００，整体解释
能力为５５８％。（３）成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
目标、自我奖励、控制情绪对创新想法实现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回归模型显著性水平 Ｆ＝２１７２０，
Ｐ＝００００，整体解释能力为６０８％，具体见表５。

（四）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估计

本文研究的所有变量均是显变量，可以用回

归分析来估计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１２］。中介作用

的成立须满足以下条件：１在中介变量对自变量
的回归方程中，自变量能影响中介变量。２在因
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自变量能影响因变

量。３在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方程
中，中介变量能影响因变量。４在上述条件都能
满足的情况下，放入中介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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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必须比没放入之前不显著。

上述分析可知，成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

目标、自我奖励这三个因子均显著影响自我效能

以及创新想法的生成、提出和实现，在回归模型

中加入自我效能之后，发现：成功绩效心像化、

设立自我目标、自我奖励的影响力都有所减弱。

结合假设分析，可以做出判断：在成功绩效心像

化、设立自我目标、自我奖励对于创新想法的生

成、提出和实现的影响过程中，自我效能确实起

着中介作用，具体见表６。
综上，对于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的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４　自我效能对个体创新能力的回归分析结果

创新想法生成 创新想法提出 创新想法实现

自我效能 ０８１５ ０７０５ ０６６４

Ｒ平方 ０５７８ ０４５４ ０４４７

Ｆ １４２３３１ ８６５２０ ８３９５６

　　注： Ｐ＜０００１。

表５　自我领导对个体创新能力的回归分析结果

创新想法生成 创新想法提出 创新想法实现

成功绩效心像化 ０３８８ ０２１９ ０２０９

设立自我目标 ０３１７ ０４８９ ０３３４

自我对话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１

自我奖励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７ ０３２２

自我惩罚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２

任务关系补偿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１９１

控制情绪 ００１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３

Ｒ平方 ０７２７ ０５５８ ０６０８

Ｆ ３７３７２ １７６５７ ２１７２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表６　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创新想法生成 创新想法提出 创新想法实现

成功绩效心像化 ０３５３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８

设立自我目标 ０２６０ ０４０９ ０３１７

自我对话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５

自我奖励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６ ０２９６

自我惩罚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８

任务关系补偿 ００７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９９

控制情绪 ００１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７３

自我效能 ０１９７ ０２７５ ００５８

Ｒ平方 ０７３５ ０５７３ ０６０９

Ｆ ３３６５５ １６２９８ １８８７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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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假　设 内　　　容 验证结果

Ｈ１ 自我领导对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 部分成立

Ｈ２ 自我领导对个体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部分成立

Ｈ３ 自我效能对个体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成立

Ｈ４ 自我效能在自我领导与个体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部分成立

Ｈ５ 不同学员个体在自我领导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成立

Ｈ６ 不同学员个体在自我效能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成立

Ｈ７ 不同学员个体在个体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成立

三、讨论

Ｍａｎｚ认为，自我领导主要涉及行为和认识两
个战略内容。行为战略主要包含设立目标、自我

监督、自我奖励及积极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惩

罚［１３－１４］。军校本科学员入校时自身身心素质基础

较好，加之在校期间得到的军事训练使得其心智

更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学员懂得通过设立自我目

标、自我调节、自我奖励等方法帮助自己提高绩

效。然而部分学员对于自身胜任相关工作没有十

足的信心，加之缺乏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容易

在心理上产生挫败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我效

能水平。学员的创新思维较为活跃，但是自我效

能的缺失，以及严格的管理模式使得部分创新想

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去加以实现。自我领导格

外注重认知战略，认为经常进行自我对话，形成

积极思考的习惯和思维模式十分重要。此外，树

立信心与责任心、以更具个人激励特色的方法去

履行职责，均是认知战略的组成内容。而骨干任

职经历恰好为认知战略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军事院校的骨干岗位为学员锻炼领导管理能力、

谋事办事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搭造了良好平

台。一般来讲，骨干经历丰富的学员，更加懂得

采取自我暗示、自我对话等方法来获取成功，遭

受失败时不易受到内心愧疚感的不良影响；他们

会经常注意组织各层面可供改善或者创新的机会，

并提出解决方案，进而调动资源、争取支持并最

终得以实践。

从自我领导、自我效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

发现：执行任务前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任务成

功后进行自我奖励等方式，对于自信心的提升很

有帮助，而如果遭受失败后自责感、愧疚感超过

了一定程度，则易产生自卑的消极情绪，抑制学

员自我效能的提升。同时，定期设定目标能帮助

学员明确努力方向、依据目标提高绩效，这对于

提高自我效能大有裨益。此外，自我对话、控制

情绪对于学员处理突发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

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６）曾提出：自我
效能涉及的不是能力本身，而是个体能否利用所

拥有的能力去完成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１５］。自我

效能可以影响学员的思考模式、动机、行为表现

以及情绪化程度。自我效能感较强的学员，当意

识到组织中存在创新的机会时，往往不会选择放

弃或逃避，而是试图思考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并

让他人认同接受。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体现在成

功绩效心像化、设立自我目标和自我奖励对于个

体创新能力影响的过程中。当学员在以上三个维

度上均保持较高水平时，会有助于其自我效能的

提升，进而促进其个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针对以上调查和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

措施：１推动自我领导课程建设。课程是大学教
育的直接载体，有了充实的课程，教育才能不空

疏［１６］。目前很多大学并未将自我领导等相关课程

纳入理论教学中。笔者建议应加强对自我领导理

论教学的重视，综合考虑学科设置，将自我领导

理论教学适当加入必修课、选修课、教学网网络

课程；教员也可以从自我领导的７个维度入手来培
训和引导学员进行自我领导，进而全方位提升学

员的自我领导能力，给组织带来更多创新行为，

获得更高绩效。２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创新。在对
学员的管理过程中需更多采用正面鼓励，避免简

单粗暴的 “棍棒教育”，减少一味地惩罚批评，引

导学员通过适当的自我奖励、自我惩罚进行自我

约束，促使学员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以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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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鼓励学员积极发展兴趣特长，拓宽参

与渠道，保证每名学员都能在各自领域得到一定

程度锻炼，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中提升创新能

力。３重视自我效能测评。加强对学员自我效能
感的观察力度并定期做出测评，根据学员各阶段

自我效能表现，采取专家授课、心理咨询、活动

锻炼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提高自我效能。４改进
骨干选配方式。骨干任职经历对自我领导、自我

效能和个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巨大。骨干选配应建

立在对每名学员综合素质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可

以建立个人档案，围绕基层任职能力各个方面进

行考评，按照强弱搭配原则扩大人员任用范围，

定期轮换岗位锻炼。连队亦可根据任务分工，组

建人才队伍，选配管理骨干、训练骨干、学习竞

赛骨干、宣传骨干、文体骨干等，多方位、宽领

域增加骨干岗位，搭建平台、交予任务锻炼，全

面提升学员的自我领导能力、自我效能和个体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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