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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梦想、规划自我价值的道路上带来一些启发。

重新审视女性领导力
女性领导力，最开始出现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时的英文表

述为“women in leadership”，直译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

而非女性领导力。女性领导力话题关注的是女性在职场中可

能遭遇的性别歧视、刻板印象、“选择性退出”和职业“天花

板”等问题。另外，商业组织需要提高女性领导者数量，也

是各界的共识。这个话题并非强调男女在领导力方面的差异，

而是隶属于管理多样性的范畴。

受访嘉宾一致认可领导力并没有男女性别之分。陈丹霞

认为，无论何时，都是领导力先行，能坐在领导的位置首先

考量的是能否满足这个位置的能力要求，然后才是考虑男性

女性领导力的区别。当今时代，领导力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

一群聪明人一起完成目标、创造价值。在落地实施的时候，

男性、女性领导力都会有各自的优劣势。没有必要过分强调

和追求公平，世间本来就没有绝对公平，女性领导者更需注意，

避免将自己在职场上遇到的困难进行错误归因，从而产生性

别区分上的道德绑架，反而对女性在职场上发展造成更多的

误解。不可否认，女性在职场会比男性面临更多挑战，所以

要突围而出，这就需要能力和智慧。

杨莹则提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正如每个个体都各

不相同一样。德勤非常注重多元包容的文化，女性员工达到

总员工人数的 61%，女性合伙人达到 30% 以上。她说：“我

成长在德勤的氛围里，在工作中经常会忘记女性的身份。我

们在讨论问题、服务客户上与男性没有什么差别。在数字化

等新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时代，女性的很多天然柔性特质——

重于情感体验、善于换位思考（共情，同理），勤于合作融合

等等，将释放无限潜能，创造更大价值。比如科技细分领域

的人工智能，目前缺失‘情绪智力’，即感知、使用、管理自

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注入女性的上述特质可以极大提升人

机交互的体验感、观感和幸福感。”

女性领导力促进创新发展
在提到女性领导者的优势时，受访嘉宾不约而同地提及包容、

细腻和同理心，这正是营造创新氛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陈丹霞表示，对于任何领导者来说，建立团队信任至关

重要，女性领导者通过发挥自己的特质，尤其是同理心，善

于换位思考，去观察和发现团队协同中出现的问题，并且给

予充分的空间去试错，引导他们彼此成就、相互赋能。企业

创造包容的文化氛围，对于创新的土壤影响重大。陈丹霞提

起自己创业建立的一个主营高端化妆品和母婴产品公司办公

室装修的小细节，在设计洗手间指示牌时，团队非常有创意

地 写 到：“men to the left，because women are always 

Right.（男士在左边，因为女士总是正确的）”，通过英文的

一个小小的一语双关表达，幽默地体现出了这个 80% 是女员

工的组织对于女性在职场的尊重，并将这个意识根植在研发

产品、服务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后来，她管理的朝

云集团主营业务是家居、宠物和个人护理产品，80% 员工是

男性，但是服务的用户基本是女性，于是更加需要客户第一

为主导的换位思考的思维导图。

“一个微小的行动，便能够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这

就是蝴蝶效应。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对周围的人产生持

久的影响，并带动旁人。”杨莹说，“女性从各个方面，推动

社会平等包容，促进性别多元化发展，展示了超凡的影响力

与卓越的领导力，因此德勤用‘蝴蝶效应’来形容她们带来

的积极影响。在面对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世界，我们看到女

性善于倾听，善于感知社会新需求并将其纳入业务与模式创

新，善于用关怀领导力推动内外部合作，实现社会影响力。”

根据德勤观察，许多世界一流企业顺势而为，将“她能力”

融入组织能力的构建，融入组织和人力资源战略，甚至已进

一步提升到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高度。比如微软公司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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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都对性别多元化的问题有

了更新更深入的理解。组织性别多元化早已超越了抽象的性

别平等问题，而是关系到更新组织结构、健全机制、协同利

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等方面。

根据瑞信研究院 2020 年发布的《CS Gender 3000》报

告显示，董事会成员中有女性的公司，在股市中的表现会更

好。在线决策平台 Cloverpop 调查了 200 个团队做出的 600

项商业决策，发现性别多元化的团队在 73% 的情况下优于单

一性别决策者。《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也指出，领导层多

元化的公司占领新市场的可能性高 70%，营收高 19%。越来

越多的世界一流企业开始由女性担任最高领导人。2020 年《财

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上，女性 CEO 数量攀升至 37 人，而在

2010 年仅为 15 人。

德勤全球于 2022 年国际妇女节推出“蝴蝶效应”活动，

着眼于每个人日常生活中能够采取的举措。蝴蝶效应提出，

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

反应。德勤借用蝴蝶效应来阐述女性领袖对他人产生的积极

影响，一次细微处的小小举措，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创造“蝴蝶效应”。德勤全球希望通过这一活动邀请代表世界

各地企业的女性领导者，揭示女性领导者如何发挥自身价值，

如何成功，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卓越管理公司（Best Managed Companies，以下

简称“BMC”）项目是德勤中国联合新加坡银行、香港科技

大学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等合作推出的评选奖

项，旨在发现和见证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卓越管理水平的

企业。BMC 奖项于 1993 年在加拿大创立，至今已覆盖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 万家企业参与。《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近期采访了 BMC 获奖企业朝云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陈丹霞、德勤中国副总裁杨莹、德勤中国 BMC 项

目主管合伙人赵健，共同探讨女性领导力在中国塑造创新力、

韧实力、社会力中的作用。我们希望这些故事可以为女性在

当今时代，领导力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一群聪明人一起
完成目标、创造价值。在落地实施的时候，男性、女性
领导力都会有各自的优劣势。

女性领导力的
蝴蝶效应
德勤借用蝴蝶效应来阐述女性领袖对他人产生
的积极影响，一次细微处的小小举措，都可能
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创造“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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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层，培养女性的多领域带头人，在晋升中统一考核标准，

争取女性得到中立、平等的对待。第二，它们建立女性导师

机制，帮助女性员工坚定职业信心，树立高远职业目标；为

女性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各项专业技能，发现和

发挥女性自身潜力。第三，这些企业建立配套支持体系，帮

助女性员工应对生育等带来的职场挑战。例如实行弹性工作

制度、推出短期退出后重返职场计划等。另外在加快数字化

转型，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设施，弥补女性生理、体能等

方面的短板，为女性发挥领导力创造更大空间。第四，对于

企业关键的创变未来的项目中女性发挥的创新力、链接力量

给与奖励，真正激发女性力量，提升企业社会与商业价值。

女性领导力提升社会影响力
在工作和其他领域，人们都非常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同情心——

女性领导者是这些宝贵品质的主要来源。陈丹霞指出，通过

观察，她发现拥有女性领导者的组织，员工的幸福感会更高。

一个很小细节就是每年圣诞节期间，她管辖下每个公司的布

置，女性领导者的公司那颗圣诞树除了堆满礼物，还挂着温

暖的装饰。女性在处理冲突方面也比较有优势，许多并购重

组的任务也是由女性领导者来挑大梁。女性这些看似微小的

细节，实际上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组织的文化土壤和精神

追求，塑造更加美好的使命和价值观，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

进步。2020 年疫情一开始，全国消毒产品最紧缺的时候，朝

云集团发布了全国各类除菌、消毒产品不得涨价的通知，稳

定了市场消毒品价格，朝云集团还联合立白集团捐赠了价值

两亿元消毒物资给全国 2000 多家新冠定点治疗医院，甚至

帮助 1000 多个经销商、20 多万员工、几十万零售门店复产复

工，还通过 3000 多场在线培训，培训经销商和生态圈所有零

售商进行转型——如何把日常刚需的生活用品送到消费者手上。

杨莹表示，2020 年，我们探讨过“社会企业”概念。“社

会企业”是指那些将企业的商业目标与社会属性相融合的组

织，不仅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更多的是把“社会绩效、经

济绩效、环境绩效”紧密结合，实现基业长青。社会企业最

重要的元素是“平衡价值”和“社会创新”。很多 BMC 企业

在过去一年经济挑战下，重新定义核心业务，力求通过商业

思维、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难题。德勤中国也始终致

力于通过持续创造社会影响，推动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凭借专精的服务能力与经验、卓越的人才队伍、对社会和环

境负责的价值观，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持续贡献力量，实

现专业报国。我个人通过与这么多成功女企业家的合作，深

信女性领导应保持初心，保持对未来趋势探索的好奇，同时

保有多元包容的“同理心”，敢于塑造影响力，有勇气拥抱变

化与持续创新，就一定能形成更大的社会价值。

赵健提出，女性在洞察社会需求、公司内创新模式和创

新氛围打造，以及组织内协同方面，都有先天优势。领先

的民营企业的女性领导者可能有机会变革公司的创新工作方

式、工作环境，提升公司内部的“幸福感”并把这种幸福感

贯彻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以及传递到企业外，增加客户端的“体

验感”。我们相信未来女性领导力可带来蝴蝶效应的巨大动能，

我们也希望德勤 BMC 项目能有机会深入到企业，发现和总

结更多的优秀女性领导者以及领导实践，助力民营企业不断

改善领导力。

虽然发展女性领导力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组织在支

持和促进妇女权益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场疫情为女性

带来了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许多女性在家工作，并兼顾日

益繁重的家庭责任。实际上，探讨女性领导力的话题带来的

是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强调的是给女性选择权，并通过一些

微小措施的调整，改变对女性不利的外部环境。让我们尽可

能地支持和培养未来的女性领导者，世界需要她们。

为是聪明且富有同情心的，而男性领导者只有 27%。

陈丹霞表示，近年来越来越能感受到企业中女性领导者

的优势，自己所管理的公司中女性领导者的比例在 30%，像

朝云集团的首席运营官王冬是女性，电商负责人、个人护理

品的负责人、产品开发中心负责人、HR 负责人都是女性，

甚至澳大利亚墨尔本新开的 COURTYARD 酒店的 CEO 也是

一名本地女性。陈丹霞发现，成熟的女性领导者对生活的深

刻理解、看待世界的多元化角度，以及自身的韧性都会对组

织产生很多积极向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通过高强度工作训

练出来的女性领导们学会了抓住关键事项、抓大放小的能力，

扬长避短形成自己独特的领导风格，能带领团队迅速成长。

杨莹提出，我们观察到 BMC 企业做了很多事情，帮助

女性在职业发展和领导力方面都更有韧性。首先，这些企业

带头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职业环境，在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

管理中不贴标签，将考察重点放在岗位职责和所需能力上，

性别中立。在能力达标的前提下，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董事会

文化中明确：“我们相信多元化让我们的绩效变得更强大、产

品更完善以及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更丰富。随着我们的多元化

员工队伍不断发展，它也反映出我们所在社会和全球市场的

多元化程度”。甚至连“男性气质”明显的汽车行业也在试图

改变这一刻板印象。比如，戴姆勒公司承诺到 2020 年将领

导层中的女性比例至少提高至 20%；大众汽车公司制定“共

同战略 2025”，将性别平等作为实现企业多元化总体战略目

标的一部分。

女性领导力滋生“韧实力”
女性对当代职场的影响，其实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尤其是

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的时候，“以人性化的方式处理困难的

事情”成为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

文章显示，智慧和同情心是领导者在保持人性化的同时处理

艰难任务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在接受调研的近 100 个国家，

约 5000 家公司的领导者中，55% 的女性领导者被其员工认
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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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力的蝴蝶效应

在工作和其他领域，人们都非常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同情心
——女性领导者是这些宝贵品质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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