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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在 2017 年共举办 5 期企业党委书记培训班。在这 5 期培

训班中，嵌入解决问题工作坊，用行动学习的方式，引导参训书记借助互相的工作经验解

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并帮助实施方案实现落地。5 期培训结束后，笔者针对工作坊中的

一些共性问题，依据管理复盘的四步法（回顾 - 分析 - 提炼 - 行动），对企业党委书记班工

作坊进行复盘整理。

企业党委书记班行动学习十步法 

解决问题工作坊复盘
罗 文[1]

一、回顾

（一）课程目标

将“行动学习十步法”加入工作坊课程中，帮

助学员剖析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找到真正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并找到符合自己企业特点的应对措

施，以便回到工作岗位后运用这些措施改善工作。

（二）课程流程

1. 导入。小组通过互动游戏，讨论出谜题和难

题的区别，以及真正的“难题”是什么。

时间：开场热身、团队共创 10 分钟，寻找难

题 10 分钟。

方法：以“难题”与“谜题”的区别作为热身

开场，在调动学员积极性的同时，通过学员讨论，

找到“难题”的精髓。按照“难题”的要求，通过

依次发言并投票的方法，找到小组希望在工作坊中

解决的问题。

2. 摆症状。多角度剖析问题发生时的现象，把

问题具象化。找出最重要、最突出的一条现象，以

此展开讨论，（见图 1）。

图 1 以第四期班第一小组为例

时间：30 分钟。

方法：头脑风暴，每人列出 3 条在自己单位，

该问题的表现形式。找出小组成员中共有的、最重

要、最突出的一条现象。

3. 找原因。找出撬点，真正的面对问题实质。

时间：80 分钟。

方法：迷你世界咖啡，轮流在每组中贡献自己

认可的问题产生原因。分享结束后，回到小组，投

票剔除不相关因素，找出最关键、最核心的 5~8 条

原因。

4. 聚焦点。探索出引发问题产生的最重要原

因。

时间：30 分钟。

[1] 罗文，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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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重要 - 紧急矩阵，深挖原因，把原因按

照重要和紧急程度，分列到矩阵中并进行排序，找

出目前导致问题出现的，最重要、最根本、最紧急、

回到工作岗位上立马就需要解决的原因（见图 2）。

图 2 以第一期班第四小组、第三期班第三小组为例

通过前 4 步，小组已把开始时大而空的“假”

问题，逐步具化变为小而实的“具体”问题。通过

剖析发现，在第四步中找到的“最重要原因”即为

小组最希望解决的“真实难题”。

5. 定目标。重新定义难题，并为解决难题设定

目标。

时间：30 分钟。

方法：把大目标分步拆解成阶段性小目标，运

用 SMART 原则，分别制定出阶段目标（见图 3）。

图 3 以第五期班第二小组为例

6. 找方法。分享各自经验，找到合适自己公司

可落实的具体方法。

时间：60 分钟。

方法：开放空间。全班范围内互相给出可执行

的具体建议，互相借鉴，找到最符合自己单位的方

法。

7. 反思与评估。回顾找到的具体方法是否在围

绕目标而进行。

时间：30 分钟。

方法：收益 - 实施难度矩阵。把找到的具体方

法与自己岗位的适用程度进行匹配，列入矩阵。同

时对过程中所找到的具体方法进行反思，检验是否

与自己解决问题的初衷相背离（见图 4）。

图 4 课堂教学案例

8. 创新与发散。根据两周专题课程中所学到的

新知，找到改进工作的新做法，实现知识的迁移。

时间：40 分钟。

方法：“三到法”。关联学习过程中老师所讲的

与自己工作中可链接的内容，尤其是老师课堂讲授

的、给自己新的启发的案例，绘制成思维导图进行

班级分享（见图 5）。

9. 制定行动计划。梳理各组的思路，把适合自

己的方法，制作成个人行动计划。

图 5 以第四期班第四小组、第五期班第一小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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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课后至学习班结束前。

方法：每人根据工作坊内容，制定个人行动计

划，把任务分解到自己所在单位的团队成员。

10. 用于工作实践。实时反馈，不断迭代。

时间：训后 6 个月。

方法：在微信群中，每日推送新鲜知识链接，

促进学员持续交流；有工作计划实施进行的，在群

中进行有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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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十步法流程图

二、分析

（一）值得坚持的一些做法

1. 形式

（1）在整个培训班，第一天进行导入，最后一

天做分享，工作坊贯穿于两周学习之间，前后有呼

应，加强了学员的安全感，结业时学员对培训满意

度有所提升。

（2）每个环节方法不同，设置有分有合、有起

有落，不仅有小组内讨论，也有全班打破规则的相

互碰撞，让每位学员持续保持新鲜感，

（3）一步一指令，层层递进。在小组长的配合

下，每个学员都清晰地知晓自己下一步的任务是什

么，并且在完成任务中收获成果。

（4）有一期学员在之前参加过工作坊活动，对

流程比较熟悉，在当期工作坊中，仍保持着热情，

全程非常积极地完成了小组任务，并形成自己的行

动计划书。

2. 内容

（1）从各个小组的板书内容可以看出，学员在

每一个过程中，产出质量是非常高的。每一组均形

成了有价值的内容措施，每位学员都收获到了至少

1 条对自己有启发的具体措施。

（2）前四步在设计时，划分时间较多，具体运

行过程中，有的班级里甚至出现了超过整体时间一

多半的情况，目的是深度剖析问题，找到真正的实

质问题所在。只有找到真实问题，重新定义问题后，

才能找到正确的措施。大多数小组在通过反复磨炼

的前四步之后，能够透过问题看本质，掌握到工作

坊要解决问题的深层次逻辑，在后续找方法的过程

中，变得容易很多，方案做的切实有效，这个时间

是非常需要的。

（3）行动学习与党建工作在内容形式上，进行

了结合。把日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些党务工作问题，

通过问题剖析，找到症结。帮助学员梳理出，在工

作中真正应该关注到的是员工思想的意识层、是

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执行层、是文化传播的认知

层……。

（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形式

（1）学员的热情很高，每个环节都希望能进行

充分的研讨，介于时间有限，有些环节，没有得到

足够多的意见分享。对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的内

容，有时候出现浅尝辄止的情况或畏难情绪。

（2）每个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进行深入探

寻，但过程中缺乏引导师的陪伴。当小组中大家的

工作经验都较浅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分析不透彻的

情况。

（3）培训班结束后，对学员的改进跟踪未做强

制要求。积极的学员会反馈，对大多数学员在工作

中实现的改变，不能及时知晓。

2. 内容

（1）引导师在工具方法讲解的过程中，缺乏一

些与实际工作相贴合的简单案例对比。在每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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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目标上，讲解不清晰，学员信服感不强。

（2）党建工作在很多内容点上，是思想层面的

工作，强硬地进行数字标准评判衡量，反而会加重

“重形式、轻任务”的现象。

3. 时间

行动学习是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在有的班级

中，出现用了两个小时，仍旧没有成果输出的现象，

学员内心会开始出现疑惑与抵触情绪。

三、提炼

（一）课程迭代

五期班中，每一期的工作坊形式都在不断的改

进，根据前一期的内容进行调整，同时新的改变需

要与学员有磨合期。

（二）专业技能

党建知识的丰富与完善、党建案例的充实与落

地，是引导师在把党建内容与工作坊进行链接匹配

的过程中需要格外花费精力设计的一个环节，在对

每个案例、每次分享的点评过程中，如果能灵活运

用党建在实际工作中的经典案例，并能将学员的分

享进行快速萃取，是决定工作坊最后是否取得成果

的有效途径。

（三）授课技巧与时间管理

提前对工作坊的每阶段任务目标进行预定，并

按照发散 - 收敛 - 再发散的“藕型”结构进行设计，

同时在课程中关注学员的情绪，时刻随着学员的能

量流动而进行知识的转移，是促进学员在讨论过程

中积极贡献能量的重要方法。

（四）成果回收

在培训后效果跟踪上，借鉴社团运营的经验做

法，在线上长期保持学员的活力，会提升学员在工

作转化过程中的效果，帮助工作坊的成果切实落地。

（五）团队分享

班级构成不同，工作坊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各有

特点。不同班级的引导师在完成工作坊后，分享经

验与做法，是促进工作坊改进的有力措施。

四、行动

（一）课程形式

目标：课堂鲜活，学员热情。

方案：

1. 整理学员前五期工作坊中成果，编制成案

例，选取可用案例，在下一期工作坊之前进行分享。

2. 设置相应积分管理等促学机制，在工作坊结

束后，对优秀的成果予以展示。

3. 工作坊过程中，在关键节点，选取小组分

享，在分享过程中，增加小组互评。

4．工作坊之前，召集组长召开课前沟通会，

提示关键节点的引导与组织。

（二）工作坊内容

目标：与课程相呼应，与工作相关联。

方案：

1. 重新对企业党委书记班课程进行梳理，按逻

辑排列课程顺序，并把工作坊嵌入课程。

2. 工作坊开始之前，对参训学员的企业进行相

应背景调研，鼓励学员带来真实的企业案例。

3. 在工作坊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将所需要解决

的问题与课程主讲教师进行沟通，在课程教授过程

中，逐一导入解决办法及指导方案。

（三）学员产出成果

目标：方案可行，行动可控。

方案：

1. 在工作坊过程中，鼓励学员根据自己企业难

题，选择工作坊主题。

2. 打破班级原有小组划分，按照个人关注的主

题，进行重新分组。

3. 在培训过程中，促进每个小组链接专业的教

授，进行组内指导。

4. 在培训结束前，收集个人行动计划，将行动

方案反馈参训单位人事备案。

5. 在培训结束后，半年时间内，进行回访，邀

请达成目标的优秀学员返回课堂进行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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