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低级军官中的佼佼者，那些才华

出众矢志报国的精英军官，二十年

后可能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及向国会发

表陈述的将军。培养和保留这些人才至关重

要，失去这些人才，则有损于我们根据国家

安全挑战的变化而推动军事创新转型的长远

能力。美军必须抛弃工业时代的人事管理机

制和与外界隔绝的文化氛围，代之以鼓励创

新的当代人事和人才管理体系。

我拥有作为一名军官和作为一个民企主

管的双重经历，多次见识过人力资本的成功

改革，因此敢说，这些改革所实现的收益远

远超过其所付出的成本。

军队人事政策自 1947 年以来变化极小，

它奖励的是服从而不是工作表现或创新，它

的整个人事官僚体制是重在量而不在质，它

任命军官上岗主要是依据其学科或专业，而

很少考虑其人对所派岗位的爱好，并且在 O-2 

级（中尉）到 O-4 级（少校）的晋衔过程中

几乎不考虑工作表现。

然而，从上一代人开始，精英军官决定

去留的理由就发生了变化，从希望获得终身

聘留变为希望具备终身聘留资质。就是说，

如果雇主没有根据工作表现实施奖励，没有

让本人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言权，或者没有炒

掉不合格的上级，那么这些精英军官就会用

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一走了之。

陆军研究所 2010 年的一份研究表明，

精英军官决定退役的主要理由，不是因为民

间岗位报酬更好，而是因为平庸者留伍并获

晋升，他们不屑与平庸者为伍。

在按军龄晋衔的体制下，军官在头二十

年军龄中大家彼此彼此，就晋升速度而言，

高能者与平庸者及等而下之者几乎不相上

下。例如，根据 2011 年晋衔审委会数据，现

役陆军少尉有 99% 到了年限就升中尉然后升

上尉，上尉中有 95% 到时就升少校。在 

2010 年中，陆军中升到 0-5 级（中校）的晋

衔率达到 94%，其他军种的这个比例也高于 

85%。而在民间企业界，这样的晋升比例闻

所未闻。这种现象，说得客气些，是晋升平

庸体制化，说得不客气，是毒化我军的未来

高层领导班子接班梯队。

军队人事系统早该改革，重点有以下几

方面 ：

- 在考虑更高职务人选时，只选拔那些表
现最优者。

- 取消按军龄晋衔体制和“论资排辈”晋
升做法。

- 在军官各层级中鉴别并淘汰掉工作表现
最差者。

- 建立岗位招聘公示制度。

- 赋予高层领导人评估、聘用和培养精英
军官的责任。

- 允许精英军官选择非指挥岗位。

- 建立接任梯队培养程序。

- 在现役和后备役之间建立任命灵活性。

- 从退伍谈话中增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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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晋升平庸

军队还应该创造条件，让那些刚出大学

门的初级军官将学校中学到的知识技能立刻

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些初级军官希望学以

致用的时候。他们的专业，无论是工程、通信、

信息技术、行为科学、市场营销等等，都有

用武之地。军队的用人之道如能做出这些改

变，就能帮助初级军官培养起符合市场需要

的各项能力，对自己，对军队，都有价值。

这一切，要求军队的人事体制在对军队

干部的目前和未来需求与个人选择之间做好

平衡。这样的平衡看似不可能，其实民间组

织中已有范例可循，遍观民企，凡善用人者兴，

反之则衰。

向跨国企业学习

从我军的巨大规模、全球覆盖和大量复

杂技术等特征来看，可以将之和全世界最大

的跨国企业集团相比，两者同样面对着如何

聘留和使用精英人才的挑战。当然，军队不

可全盘照搬企业行话和所有做法，一切需以

保护将士生命为要。但是，军队完全可以参

照企业的一些常理性做法，从而聘留住精英

军官，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有 32 万名员工，培

养和发展精英人才一直得到最高领导班子、

甚至首席执行官的重视。公司做到尽早发现

潜在的干部人选，将他们投入历练的快车道，

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承担各种任务，

高层领导人则对他们的晋升和奖励做出及时

决断。对员工的表现评估，是基于组织业绩

和与同行部门的对比，并特别关注此员工在

“更上一层岗位”的短暂履历。志向高大目光

长远的最优人才有机会在 10 年内晋升到公

司领导层。其他优秀的精英人才也有机会留

在他们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积极性。

这对军队的人事改革有两点启示。

第一，必须抛弃“不晋 ( 升 ) 则退 ( 伍 )”

的晋升思维。有些能力强的军官可能不愿意

担当指挥职责或升职到其他岗位，军队应允

许他们留在部队，其军衔与其岗位职责相配，

直到退役。

第二，只要可能，应根据个人能力分配

与之匹配的岗位任命。在企业中，一些有抱

负的员工可能日夜发奋工作，可能经常换职

换岗，以求历练自己，日后升迁。他们这样

做是出于自愿。但在军队中，我们的做法是

搅动整个部队“周游全球”，不断换岗，似乎

要把每个军官都培养成将军。

更好的途径，也许是仿照企业中已经采

用几十年的内部聘岗公示系统。公司及时向

员工公示目前的和近期未来的岗位空缺，允

许有兴趣的员工申请竞争，经由上级评审挑

选，人事部门提供支持，最后确定最佳聘任

人选。

军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各部门在人事

部门的帮助下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满足领导

对人才的需要，并由领导选择下属人选。 军

种对各级军衔干部的大局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有时候，人不尽其才在所难免。但是，努力

减少人岗不匹配现象总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

度，从而增加人才聘留率并节省资金。

改进干部工作表现

在通用电气，公司按工作表现得分榜、

上级领导参与，以及 360 度全景评审来评估

员工表现和业绩。

360 度全景评审的结果是匿名的，不记

录在干部档案中，主要用作人才培养工具，

15



而非表现评审工具。领导人又通过“越级访察”

会，即和低一级或两级的整个部门员工定期

会面，帮助其下属干部改进工作和整个部门

的表现。

公司每两年举行一次员工意见调查，它

类似于军队司令部的文化氛围调查，目的也

相同。通过这些方式，加上主管领导的参与，

公司就能辨识哪些干部有能力化解危机，哪

些干部精于踩别人立自己，哪些干部重私利

轻公益。主管领导及时纠正用人不当，就能

保留住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下属干部和积极上

进的其他员工。

通用电气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亲手培育

年轻干部。在军队中，惯常的做法可能是高

阶军官和低阶军官定期见面，例如 O-6 校官

带 O-2 尉官，两星将军带 O-4 校官，或者三

星将军带 O-5 和 O-6 校官。这些见面会的形

式可能是对阶低者进行疏导和辅导，带低阶

者出席对高级领导人的汇报会，交待或增加

一些特别任务，参加一些参谋会议，当然，

也通过这些交流来评估低阶者的问题和不足。

更具体地说，高层领导人亲自关注那些

有才华有志向的年轻干部。在通用电气，公

司中最高的 10 名主管通过人事部门的年度

评审材料来了解公司中 1000 多名中高层和

中层干部的表现。这个称为“Session-C”的

干部考核程序把干部的表现制成一张汇总表，

列出每个干部最突出的五项潜能和素质。公

司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干部培养计

划。每个人，乃至整个领导班子，都经历这

样的评估程序。在这样的关注下，优秀干部

及其部门脱颖而出，公司不断将一些人剔除，

对出类拔萃者则善加培训，提供历练和挑战

机会。“Session-C”干部考核程序确保对员工

透明，被员工认可为公正，而不会被视为“乖

孩子”晋升系统。

象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如果按论资

排辈的做法来晋升干部和选拔领导，早就会

破产。（军队，则首先是按军龄晋衔，到了一

定的军龄后才通过选拔来任命更高级职务岗

位。）事实上在通用电气，公司层级的 190 

名最高级领导人，即相当于军队中的两星到

四星将军，其平均年龄仅为 45 岁，其中包

括刚三十出头或三十几岁的年轻干部。回望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国家存亡处

于紧急关头的时候，军队也曾凭本事加速晋

升，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军官可以晋升到 O-5 

级，四十来岁的少壮军官可以晋升为将官及

作战司令部级的高级参谋长。

这些决定性的变化所带来的代价，就是

使几十名平庸的将军丢了饭碗。同样，在民

间企业中，董事会关注企业的成功，可以毫

不犹豫地解聘不称职的总经理和公司其他高

层官员。我在企业担任总经理期间，曾解散

了不称职的整个领导班子，开除了领导干部

中的害群之马，从而一举扭转公司的全球业

务局面。相较而言，在军队的过去十多年里，

在 950 多名现役将官中，被撤职者不足 10 

人。很难相信，戴星衔的将官的合格率能高

达 99%。这只能说明军队秉持的是允许平庸

的文化。

军队需要借鉴民企中更好的人事管理制

度。联邦政府的核管制委员会已经自行制定

出一套计划，来发现每层级中的优秀员工，

该委员会列出 28 项素质要求，领导人亲自

参与评选具备干部潜质的员工。所有高层领

导人都需通过 360 度全景评审，和通用电气

公司一样，评审结果不放在个人人事档案中，

而是为制定培养计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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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晋升平庸

军队还可以从整体上思考如何更灵活地

安排职务任命。通用电气公司有时候指派最

优秀的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任职最多 5 年，以

充分培养其才干和创新能力。民间企业还重

视派干部去各地区基层生产部门锻炼，对军

队而言，这意味着安排更多地外派任命，例

如派军官暂时脱离现役，跨部门任职或者去

政府其他部局或企业历练，或者送入民间院

校深造。

培养优秀人才需要体制上的灵活性。但

是军队现役部队管理人才就像是管理神职人

员，任何人一旦离开部队，几乎不可能再回

来。后备役部队能提供“操练”性机会，保

留军官继续服役的资格，这种灵活性让他们

不必一直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军营中，而能

够和家人一起稳定生活几年，掌握民间工作

技能，然后返回现役。军队可以跟踪了解这

些军官在后备役期间担任民间工作的表现，

其中的优秀者应具备升任 O-5 级或 O-6 级指

挥官的能力。对于素质优秀的军官来说，在

民间环境历练四年，并不比在五角大楼或外

国使馆工作四年差。有了这样的灵活环境，

最优秀的精英军官可以在军队服务 40 年。

最后，对那些服役不足 10 年就选择退

役（和选择留伍）的军官，退伍谈话应做到

畅所欲言，使军队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从

而有利于部队人才发展。

改革的影响和结果

即使许多岗位上的优秀下级军官没有民

间历练经历，他们纵有继续服役报国壮志，

却可能受到如家庭问题等外部羁绊，以及军

内人事政策不合理等内部羁绊。

将晋衔体制改向按工作表现选拔和灵活

任命，肯定要付出代价，但可取得更大的收

益。在过去二十年中，资深士官的经验和教

育层次有了重大提高，他们，连同准尉衔军

官和有限职务军官，可以经过选拔程序来填

补原来为 O-3 到 O-5 级预留的那些岗位。另

外，减少各军种总部的兵员编制，也有益于

减少开支，创建出一种鼓励创新和去集中化

的文化环境。

无论什么解决方案，都要求改变规章制

度、晋衔及任命程序，以及人事制度。幸运

的是，这终将缓慢演变为一种文化，而不仅

仅是权宜之计，因为新一代精英军官将迅速

晋升到军队高层领导班子，继而推动文化思

维的改变。军队应该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改

变而更看重创造能力的价值，从而让四十来

岁的最优少壮军官有机会晋升为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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