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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要善于控制负性情绪
陈兴国[1]

[ 摘  要 ]人非圣贤，情绪波动是自然的，领导者概莫能外。握好情绪的“控制阀”，静以修身、

学以养心、净以育德、移以换景，做到内调外治、里应外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克服、消解负

性情绪，走好从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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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自然定律，七情六欲是生理本能，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领导者在巨大的工作压力、

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外部冲突面前，可能会表

现出负性情绪。领导者只有掌握好情绪的“控制

阀”，冷静处置各种生理、心理变化带来的情绪波

动，以阳光心态、正向价值、积极作为，完善领导

者人格，才能在从政路上演绎精彩人生。

一、领导者负性情绪的基本面相

情绪有正负之分，凡具有轻松、高兴、快乐、

喜欢、乐观、镇定等体验的，就是积极的正性情绪，

凡具有焦虑、愤怒、悲伤、厌恶、抑郁、恐惧等倾

向的，就是消极的负性情绪。从理论与实践耦合的

视角看，领导者有五种基本的负性情绪。

（一）冷

为显耀领导角色，有的人故作高冷、故弄玄

虚，自身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感，与人产生了莫名的

距离感。在工作中，凡事漫不经心，热不起来、紧

不起来、爱不起来，缺少冲动与激情，有点事不关

已、高高挂起的感觉；在人际交往中，爱摆官架子，

不喜欢招呼人、不乐于搭理人，冷心冷面、冷言冷

语，让同事和下属经常“热脸贴上冷屁股”；在生活

中，不习惯变换领导者角色，做事刻板有余、灵动

不足，说话阴阳怪气、冷嘲热讽，打官腔过多、讲

白话太少，缺少生活情趣，给人高处不胜寒、冷若

冰霜的印象……这些领导者的冷心情、冷表情、冷

言行，是性格使然，更多的还是娇柔造作。

（二）怒

领导者多是和颜悦色，但总有例外。有的领

导者遇到不听话、不听劝的下属时，恨铁不成钢，

平静的内心就会被打破，怒火中烧，甚至怒形于

色；遇到上级安排棘手、复杂的问题时，嫌自身倒

霉，郁闷的心境无法排解，恼羞成怒，亦可七窍生

烟；自己主张的观点得不到认同、部署得不到执行

时，感觉没位子、丢面子，顿时狂风暴雨、大发雷

霆……领导者表露出的怒目、怒火、愤怒、恼怒、

怒斥、怒吼等表情、心理与行为，就是上了火、动

了怒。

（三）哀

一般而言，领导者不会时怒时喜、时哀时乐，

表情总是相对平静、内心总是相对舒缓的。如果多

年的准备还是江郎才尽、多年的努力还在原地踏步

时，难免不流露“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哀怨；如果

慎密的谋略被全盘否定、辛勤的劳作被恣意歪曲时，

可能会滋生“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哀怜；如果终日

奔波换不来上级赏识、同行肯定、下属赞许，内心

油然而生“何不回家种红薯”的哀痛……这些领导

者表现出的脸无悦色、面色凝重、情绪低落，必是

心生哀伤、哀愁、哀悯、哀思了。

[1] 陈兴国，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与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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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萎

由于身体不适、心理疾病、工作压力、家庭

变故等诱因，有的领导者像是枯枝败叶，整日被低

落情绪笼罩。有时是健康不佳、身体异样，于是大

惊小怪，日不能餐、夜不能眠，久而久之，四肢

乏力、面色萎黄；有时是心态失衡、思想消沉，于

是不看书学习、不做分内之事，无精打彩、精神萎

顿；有时是遭受了挫折、遇到了打击，于是小题大

做，好像天要塌了、好日子没了，借酒消愁、萎悴

不已……领导者的上述情绪，是萎靡不振的表现，

与领导群体乐观向上的人格特征格格不入。

（五）恐

久经沙场的领导者，练就了“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的乐观与豁达。但有些领导者为了

自私的食欲、色欲、利欲、权欲，给金钱、权力、

名望、美色赋予了至高无尚的价值，完全丢掉了初

心，不能很好地自觉、自省、自律、自控，就难掩

恐慌了。为了步步高升，有的人手眼通天，又怕昭

然若揭，“觳觫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劣出政

绩，有的人弄虚作假，又怕弄巧成拙，“潺湲愁来，

怏怏何须一生”；为了私欲，有的人剑走偏锋、歪门

邪道，即便黔驴技穷，也难掩真象，担心自然与日

俱增……一旦失去了笑呵呵的尊容、乐融融的心怀，

必然愁眉苦脸、惊恐万状了。

二、领导者负性情绪的主要危害

正性情绪能激发正能量，可以愉悦心境、创造

激情、降低应激、减少冲突；而领导者过度的负性

情绪必将诱发负能量，毒害人的身体，导致组织绩

效差和员工士气低。

（一）毒害身体健康

《黄帝内经》有言：“怒伤肝、喜伤心、忧伤

肺、思伤脾、恐伤肾。”负性情绪分泌的是毒性物

质，长时间残留体内，如不及时排解，将衍生多种

生理疾病，导致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泌尿系统的紊乱，“三高”指标迅速飙升。领导者身

体不适，反过来会导致更多病态心理乘虚而入，冷

漠、愤怒、忧虑、哀愁、恐惧等攀附病体，身与心

相互折磨，产生“无可奈何，回天乏术”的身心交

瘁，最终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生活。

（二）降低工作绩效

藏匿负性情绪的领导者，遇事不动脑筋，通常

使用悲观归因对信息进行加工制作，很难做到有效

的自我抽离，结果是反应迟钝、思维混沌，注意力

漂逸、记忆力逃逸，无法沉心静气、专心致志。这

类领导者喜欢推卸责任，挑三拣四、推三阻四，一旦

患上“三躁”病，总是抄小道、走捷径，热衷于短

平快的“面子工程”“数字工程”。当新鲜感不在、

上进心不强时，他们官气就大、惰性就足，稍有不

悦，山雨欲来风满楼，方法简单粗暴、语气死板生

硬……这些职业疲惫现象，必定伤于自身、殃及池

鱼，降低工作业绩与成效。

（三）破坏团队和谐

一个完美、优秀的工作网络必定是和谐的，领

导者率先垂范，下属一呼百应。如果领导者爆发严

重的负性情绪，“一人感冒、集体吃药”，疫情迅速

裂变，空气中弥漫着躁动和不安。这种情况，必然

打破人与人之间习以为常的相处方式，一石击起千

层浪，孤独、沉默、怪异、猜疑、疯狂、偏激等负

性情绪，就会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在这种工作网

络中，无心恋战者逃之夭夭，无所事事者坐山观虎，

无力反抗者忧心忡忡，整个团队就像被捅的马蜂窝，

人人自危，没有了合力、失去了战斗力。

三、领导者控制负性情绪的根本思路

为了高效率工作、高品质生活，领导者要善于

从学习引领者、工作指挥者、生活榜样者定位角色，

时时处处握好情绪的“控制阀”，内外兼修，阳光面

对各种风云变幻，消除负性情绪的影响，化解心理

变异的羁绊，成就卓越而非凡的人生。

（一）静以修身，提升从政境界

静非不动，似动非动，这是心平气和的历练，

是外在物象与内在情思的完美融合，是领导者高超

的管理艺术、是成熟的政治风范。“非宁静无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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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从政的漫长道路上，遇事要冷静分析、沉稳

应对，不能失语、失态、失德，不能大喜大悲、动

口动手。

1. 达而不狂

走上领导岗位，有个人的不懈奋斗，也有上级

的赏识、下级的信任。人生得意不尽欢，不要听了

几句奉承就飘飘然、受到几回顶撞就气不打一处来，

领导者应有极高的内敛和涵养，常怀感恩之心、时

时记得他人的好，常存同情之意、处处留意别人的

苦，不要给人高处不胜寒、高高在上的印象，而是

低调平和、达而不狂。

2. 功而不骄

身为领导，要高标准、严要求，做事不留瑕

疵、追求功德圆满。但切忌居功自傲，有了一点成

绩就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尾巴翘到了天上。越有

成绩时，越要警惕，走得快、不一定稳，跳得高、

不一定好，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有马失前蹄的

警觉，一旦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就不能理智、冷静、

客观对待周边的人和事，从政之路就会受到多种负

性情绪的干扰。

3. 挫而不馁

领导者要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喧闹之场避而远

之，是非之地泰然处之，烦恼之事一笑了之。因为，

从政之旅，有和风细雨、也有惊涛骇浪，有鲜花漫

漫、也有荆棘密布，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只是美好

奢望。遭遇挫折时，不要气馁和退缩，相信“不经

风雨怎能见彩虹”；经历失败时，不要叹息和抱怨，

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二）学以养心，夯实从政基石

虽然“学而优则仕”有些偏颇，但“仕而优则

学”是亘古不朽的诤言。科技进步越来越快、执政

难题越来越多、内心世界越来越燥、能力保鲜越来

越难，形势倒逼领导者埋头苦读、潜心学习，博学

笃志、养育心境。

1. 做到心无旁骛

“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领导者要体味

其中的深邃，不能心存杂念、不能心猿意马，必须

保持学有定力。学马列经典之目的，是锤炼坚强党

性；学党规党纪之初心，是强化宗旨意识；学中华

精髓之力量，是做到知书达礼。这些都需要领导者

心无旁骛，切忌心浮气躁，否则学之浮于表面、流

于形式，不能真正植入内心、启迪心灵。

2. 做到心如止水

诸葛亮笃信“非静无以成学”，苏东坡恪守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翁同龢“每临大事有

静气”，说的都是心如止水，告诫领导者不因学富五

车而大喜、不因学无所获而大悲。读古今中外之名

著，将心归零，就能以学益智；品孔孟圣贤之名句，

心指灵魂深处，就可以学修身；颂唐诗宋词之力作，

回味先贤的智慧与阅历，方能以学养心。

3. 做到心明眼亮

从孙敬自幼的“头悬梁”，到苏秦中年的“锥

刺股”，从赵恒的“六经勤向窗前读”，到赵普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秉持的都是“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不把读书治学作为仕途的阶梯，反

对曲学诐行，不求功名利碌，只愿普照众生。领导

者要以他们为楷模，不被功利蒙蔽眼睛，静得下来、

看得进去、写得出来，学有所获、学之致用，才能

夯实从政基石。

（三）净以育德，呵护从政生态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最高境界的净，是被世

代称颂的德，是新时代领导者为人处事的标尺和孜

孜以求的追寻。为了呵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

党风、政风淳社风、民风，领导者磨砺此信条、孕

育此风范，更好地心若幽兰、静如处子。

1. 为人干净，身正不怕影子斜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领导者

为人干净，就是要与贤为伍，常思他人之善、之好、

之长，择其善而从之、乐其好而齐之、取其长而补

之，做到正直、公道、正派，明明白白、不徇私舞

弊，表里如一、不偏袒庇护，堂堂正正、不阿谀奉

承。心底无私天地宽，就不怕被监督、指责与攻击。

2. 处事干净，廉洁不怕谁敲门

包拯“不得贪赃枉法，违者扫地出门”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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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海瑞“以死上书，誓言除恶”的悲壮人生，

于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的豪言

壮语，都是后人廉洁为官的典范。领导者要效仿先

贤，始终公字当先、不取国家一分一厘，廉字当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干干净净做事，心无所惑，就

不怕被诬陷、中伤与诽谤。

3. 生活干净，慎独不怕人言畏

过上高品质生活，就要学会慎独，厘定自己的

生活半径，不被世俗所扰，不跟潮流较劲。学学毛

泽东穿补丁衣，不因物质享乐褪了本色，学学邓小

平喝绿豆粥，不因花红酒绿迷了眼睛，学学习近平

到湘西摘柚子，不因政务繁忙没了生活品味。领导

者干净生活、清心寡欲，做到了纯净、清淡、有趣，

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

（四）移以换景，改善从政心智

每个群体都有特定的认知图式，是从已有知识

和生活阅历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暗示，以

及胜人一筹的情绪控制力。当负性情绪来临时，领

导者就要改变环境、及时调整，把负性情绪消灭在

萌芽状态。

1. 做到“移情别恋”

有些领导者主观认为，下属一定能做好、这事

完了、他们都得听我的，一旦事与愿违，绝对化、

灾难性、以偏概全的非理性情绪开始上涌，就要学

会“移情别恋”，做深呼吸，给自己泼冷水，想无关

的事情，必要时逃离是非之地。当情绪回归本原时，

再仔细甄别、系统思考、理性决策，避免把能人逼

走、把好事搞砸。

2. 做到移步易景

多岗位锻炼、多职位调整、多区域迁徙，练成

了领导者的多面手，有时是“播种机”，把善良与友

好播洒在每个人的心间，有时是“灭火器”，浇灭团

队中的燥动与不安，有时演主角，用精明与执着成

就一番事业，有时“跑龙套”，用忠诚与担当做好护

花使者。进一优、高瞻远瞩，退一优、脚踏实地，

才是领导者移步易景的成熟与睿智。

3. 做到移风易俗

在良法与善治的新时代，领导者凝成了积极向

上的文明、礼节、规矩，形成了好的风气。但有的

领导者官本位的遗毒还在，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的影子犹存，身上多少沾点俗气、霸气、匪气，情

绪上难免就官气十足了。破除官场陋习，做到办事

有原则、说话讲分寸、举止能文雅、为人须大度，

就可以在传统美德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淬炼中，改

善从政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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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管理者走向卓越的 2 大核心

中层管理者，对上级是执行角色，没有什么

管理职能，无需探讨；对下属是领导角色，带领

团队需要管理，实施目标也需要管理。作为中层

管理者要做好管理，需要把握两个方面要素：

一、管理自己

管理自己需着重注意三点：第一自我岗位职

责的分析；第二自我能力优劣势分析；第三自我

时间管理分析。

二、管理下属

下属是支撑自己业绩的关键因素，管理上需

要多费心，多重视。管理下属，需把握几个关键

环节：第一做好职位职责管理；第二做好员工的

绩效管理；第三做好团队建设管理。

（摘编自《中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