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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海外项目团建方式方法的思考与实践
辛 行[1]

[ 摘  要 ]通过周密计划和目的明确地合理组织团队，进一步对团队成员进行训练、提高，可以

有效地实现对团队精神的塑造和成型。文章以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团

队建设思考与实践为例，介绍了其以文体活动、通讯外宣、海外家文化、技能比武为核心的“四位一体”

团队建设模式。同时，还重点关注了如何在团队建设实践中避免假装合群行为，以真正的达到团队

建设及队伍提升的目标效果。

[ 关键词 ]海外项目；团队精神；队伍建设；假装合群行为 

一、前言

何谓团队？根据知名学者卡赞巴赫的观点，所

谓团队即是由一些拥有互为补充的技艺、意愿为相

同的目的、考核指标和工作方式而彼此之间共担责

任的人们构成的联合体。团队精神就是成员彼此基

于相同的目的，为了共同目的，互相合作，充分发

挥团队成员自身的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意愿。团队精

神是企业内部的灵魂所在，也因如此，团队精神建

设是团建、队伍提升的核心诉求所在。

一系列相关研究表明，团队参与者彼此之间的

有效互动对团队整体提升有明显作用，在团体内通

过营造良好的人际氛围可以促成团队目的的实现。

凝聚力在任何组织中都被广泛需要。按照传统

的管理方法，往往是通过组织系统内自上而下的行

政指令来实现纵向管理，这一管理方式的缺点在于

弱化了团队成员个人感情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诉求，

针对性和目的性相对较弱。而团队建设理念则是选

择团队内部群体观念的刻意养成，基于成员在工作

实际中成型的惯例、信念、念头等心理层面的培养，

来优化团队成员之间的连接，从而进一步指引团队

成员拥有共同的使命、归属和认同，在这些信念的

叠加之下逐渐强化团队精神的理念，在内部产生一

种彼此呼应的凝聚力。团队建设的步骤首先是要建

立内部的奋斗目标，树立特色的旗帜，形成一种共

同的理念认同，使团队的全部成员向着一个共同的

方向努力；其次要树立成员共同的信念和使命感，

让每一个参与者都知道为什么奋斗、该怎么奋斗、

奋斗之后预期达成的效果、明确团队奋斗的意义；

第三根据不同成员的特色和特点，进而采取切实有

用的工作方式，持续提升凝聚力、战斗精神；第四

努力提高每一位主管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每一个

团队成员的参与感，提高管理效率及团队成员之间

的互动，去带动团队的整体前进。

二、团队建设及管理提升实践

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

中心位于缅甸曼德勒，团队成员以青年调度员为主。

作为调控指挥中心，担负着保障中缅油气管道安全

平稳运行的重要责任。作为 24 小时生产单位，调

控中心团队成员的主要工作形式为四班两倒的倒班

制形式，即第一天白班（7: 30-18:30）+ 第二天夜

班（18:30- 第二天 7:30）+ 第三天、第四天休息，

此为完成一轮倒班，每四天内完成一轮倒班，并以

此重复。

海外团队成员面临的工作环境相对单调，在相

对固定的工作场景之中，工作与生活经常发生重叠，

[1] 辛行，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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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海外工作特有的工作特色，对于需要参与倒班

的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

心的青年团队成员尤其如此。由于倒班制不受周末

及法定节假日影响，对于调控中心的年轻调度员来

说，如何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团队建设，持续提升团

队精神，促进团队管理提升，是值得思考及重点讨

论的问题。

行为研究是将方法和实际关联，大体上来说可

以分为四步： 计划、行为、观察和沉淀，是一个具

有自我反馈循环的行为方法。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

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正是按照行动研究理

论，经过一系列的前期探索实践、规范锤炼，逐步

确立了以文体活动、通讯外宣、海外家文化、技能

比武为核心的“四位一体”团队建设体系。本文重

点对调控中心团队建设文化进行解释，对达成的效

果及规避的团队建设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详细的阐释，

对海外项目的团队建设方式方法提出一个可能的 

思考。

（一）文体活动促和谐

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文体活动，是团队建设

活动的重要方式。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

管道项目调控中心在每年年初即编制当年文体活动

方案，将文体活动组织方案纳入年度工作计划中。

大体上按照每个月组织一次的频率，从完善机制建

设、创新活动载体、树立团队文化三个方面入手，

以“全员化、多元化”为特征，多角度、全方位充

实团队成员精神生活，组织形式丰富多样的文化体

育活动。在综合考虑海外团队成员轮休机制的前提

下，在每个月择期举行，确保全员百分之百覆盖。

在 2019 年，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

管道项目调控中心迎来了 5 名新晋调度员，通过形

式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迅速地实现了新成员的团

队“破冰”。通过文体活动，快速地加深了新老成员

之间的了解和认可，加速了新成员对团队价值的认

可和融入群体的速度和效果，有效地降低了新成员

融入团队的成本。在文体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中油

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总结

出“大众化、上下联动、重在参与”等组织原则。

即：文体活动主体为对个人技术要求不高的大众化

活动；活动开展以调控中心团队为核心，适量扩展

至其他部门；开展群体性活动，重在参与，重在培

育团队成员奋力拼搏的精神和状态。

（二）通讯外宣是窗口

通讯外宣是合理利用宣传资源，通过恰当的报

道手段和途径，将内部先进事迹和反映生产、精神

状况的事件整合起来，以报道形式进行传达。在成

功地组织一系列文体活动的基础上，中油国际管道

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重视部门外宣

工作的开展，持续加强部门外宣力度。作为一项长

期性、持续性工作，通讯外宣树立部门良好形象、

扩大和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团队精神建设提供

巨大的支撑。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

项目调控中心立足于合资公司门户网站、《思路国

脉》内刊、国脉微说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平台，多

方面、全角度地进行部门相关信息的外宣工作，在

对外树立部门形象的同时，在调控中心营造出一种

奋发向上的工作气氛。外宣过程中，中油国际管道

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还注重发挥通

讯外宣的指导作用、桥梁作用、带头作用，坚持正

面报道，凝聚团建活力，在营造工作氛围、搭建纽

带、引导整体文化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海外家文化是纽带

海外团队成员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难免会产

生思乡之情。因此，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从成立伊始，即确立了“以项

目为家庭，视团队成员为亲人”的海外家文化建设

思路。针对海外项目物资相对匮乏、卫生环境相对

较差的现实条件，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

管道项目调控中心多措并举，不断提高团队成员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广大海外成员感觉到团结、

友爱、和谐，尽力减少海外成员消极情绪的积累。

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

中心经常组织部门团队成员座谈会，通过茶话会等

轻松的形式，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所思所

想跟同事分享，在讲述与倾听之中，既融合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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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阂也营造了大家庭的氛围。此外，在部门团队

成员生日当天，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

道项目调控中心还采购生日蛋糕，为团队生日成员

进行集体的生日庆祝，营造浓浓的家庭氛围，提高

团队成员幸福指数。在海外家文化的建设过程中，

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

始终以团队成员为基本出发点，关注成员的需求，

重视成员的感受及体验，使彼此之间形成紧密联系

的纽带，形成“海外大家庭”的工作氛围。 

（四）技能比武促提升

为培养和塑造高水平、高能力的人才梯队，提

高团队成员综合水平，提升服务质量，争创发展新

业绩，进一步提升团队成员的服务意识，激发广大

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

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自 2018 年以来，在每年 7

月组织团队成员技能比武大赛。通过三人组队，以

答题、仿真实操等形式，开展技能大比武。培养团

队成员不畏强手勇争第一的积极进取、昂扬奋发、

永不言败、积极主动戮力攻坚地努力拼搏、潜心学

习和谐互助的团结协作精神，形成海外项目特有的

文化氛围，既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化管理经验的

复合型人才，也涌现出一批忠诚海外事业、勇于担

当奉献的先进典型。在开展技能比武竞赛的实践中，

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

以长输油气管道调控管理知识为主线，融合英语技

能的提升，通过三人小组的形式，既训练了团队成

员的默契度又在调控中心内部营造了良性的竞争氛

围，塑造了富有竞争力的团队。在考察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更增加了仿真实操的考察，让技能比武更

具有指导生产实践的价值，对于日常工作的开展更

具有深刻意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真正

地锻炼了团队成员的工作能力和技能水平，在小组

成员的彼此配合之中，展现出成员个性、技能互补

的优势，实现了锻炼队伍的目的。

三、团队建设中的假装合群行为

合群能力是指达成合群所必需的思想品质、个

性特点和技能水平，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即融入

群体的意愿、个人思想品德、融入群体的技能水平

等。在集体活动中，参加者往往会对不参加者产生

负面印象，发表负面评论，以致不参加者与他人的

关系评价大大降低。在大范围合群的氛围影响下，

有的人即使不欣赏某个团体的气氛和行为方法，但

由于极度在乎外界的评价或者自身的利益，也会选

择通过伪装自己来达到看上去合群的目的，从而产

生假装合群的情况。

假装合群行为对于团队建设活动具有一定程度

的负面影响。在团队建设活动中，如果参与者通过

伪装自己来达到融入团队的目的，在参与的过程中

往往会存在压抑自身情绪强制融入团队建设活动中

的情况。这种压抑自身情绪会让参加者无法有效地

融入到团建活动气氛中，无法从中受益。

在假装合群行为的影响下，参与者无法通过团

队建设形成团队意识，培养团队精神，达到团队建

设的目的。这样带来的最大不利影响是，团队建设

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却不理想。既耽误

了时间，又达不到设想的效果。因此，在组织团队

建设活动中尤其要考虑假装合群行为的比例，如果

在一次团队建设中假装合群行为过多，对其他参与

者也将产生连锁性的不利影响。

分析产生假装合群行为的原因，提出解决 

对策，有助于提高团队建设效果。

第一，个人兴趣的问题。不同的团队成员对于

相同的团队建设活动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对于一些

过于个性化的团队建设活动，在接受程度上可能存

在较大分歧，因此，在实践中宜采用更普遍性或大

众化的团队建设活动方式，来达到更普遍的接受度。

第二，个人性格的问题。有的团队成员可能存

在内向的个性趋向，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够敏感，

更习惯于在宁静的环境中独处。对于具有内向性格

的团队成员，参与团队建设活动可能会造成一定程

度上的心理负担。这种心理负担在团队建设中要极

力避免，实践中可以通过在整体的团队建设活动

中添加个性化情节的方式，来帮助内向者寻找到舒

适的环境氛围，以更好地融入到团队建设的整体氛 

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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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团队建设活动的强度问题。团队建设是

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在一次团队建设活动中附

加太多的意义或较大的强度将对团队建设活动中的

参与者易造成较大压力，在日常的实践中，有必要

控制团队建设中要达成的目标，避免通过单一或某

一次团队建设活动来达成整体团队建设的目标。

假装合群行为对团队建设活动会产生较大的破

坏作用，团队建设的目的是形成团队意识，也就是

一种团队范围内广泛认可的价值观，需要团队全员

的整体认知。为了达成团队建设的目的，需要全员

主动、积极的参与。在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

油气管道项目调控中心的团队建设实践中，通过采

用多方式、多场景、多形式的团队建设形式，有效

地避免了团队建设中的假装合群行为，达到了较好

的团队建设效果。

四、总结

团队建设的核心在于组建核心层、确定团队方

向、训练队伍精英、养成团队价值观、做好队伍激

励。团队建设的根基在于重视每个成员的个人倾向

和能力分布。团队建设的基点要素在于促进团队全

员的团结互助，目标要达成的效果是全员范围内的

共同价值观，在完善成员的个人需求和整体需求的

一致后，再进而促进团队的高效运行。

团队作为一个整体，核心诉求在于通过发挥团

队成员相互补充的能力，来达成团队的整体目标。

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协调、整

体配合。团队之所以称为团队，并不是一个个成员

之间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于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产生

的化学作用和相互协作，来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整

体目标。团队成员之间需要的是彼此无间的协作配

合，以及为了团队目标共同努力的协作意愿，团队

成员之间的技能、个性及水平可以相互补充，共同

促进。而如何将各种技能、性格彼此不同的团队成

员聚合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奋斗整体，正是团队建

设活动的目标和意义。

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控

中心通过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建

立多渠道的外宣通道，以海外家文化为纽带，通过

技能比武促进团队整体提升，培育团队成员发自内

心对团队的认可，形成了团结奋进的团队意识；通

过促进调控中心每一个成员的个性化发挥，使其具

备专业知识及技能水平；在团队中塑造互助合作的

气氛，成员组成统一有机的整体。团队成员之间注

重互相配合，彼此之间提供帮助，在团队建设的开

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了假合群现象，让每一个团

队成员都可以真正地在团队建设活动中有所收获，

让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每一次的团队建设活动

中取得成长。在承认个体差异，尊重个体差异的基

础上，中油国际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管道项目调

控中心鼓励团队成员主动分享、主动学习，形成了

具备竞争力、协调一致的团队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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