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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的现代化调整与创新
王秀芳
摘

要：在现代行政话语体系中，领导干部的话语表达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求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的现代化。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话语表达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缺位、疏离民意等问
题，严重疏远了人民群众，也给群众带来了情感的伤害，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违背。 新时
代，社会治理更加注重法治化和规范化，领导干部的话语表达应用制度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从话语表达的互动性、
回应性、通俗化、形象化等方面促进领导干部话语的现代化调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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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紧迫的国内转
型发展需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特别是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６５－０５

直接决定着引领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成效，
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效能。

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舆情管控难度的加大，给社会

话语，一般是指人们的言说并借助行动进行利

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益、观点、意见与诉求表达的一种社会行为。 话语不

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顺应新时代需求，在不断完善

仅是人们沟通或交流的手段，是具有明确意向的社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上

会行动，而且也是人们观念与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

努力提升治理能力，让个人的思维理念、工作方法、

体现出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社会阅历。 法国学者福柯

沟通方式都能更好地贴近社会现状、贴近人民群众

指出：“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

的新需求、顺应新时代的诸多新变化，是一个亟须思

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

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领导干部
话语表达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

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① 福柯不仅把话语看作社
会主体行动的一种过程，而且还把话语“ 看作是一
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
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 ② 。 显然，话语
与权力保持着密切关系，话语本身包含着权力。 话
语在表达与传播中释放着权力的气息，从某种程度
上讲，话语即权力。 所以有学者指出：“ 话语更是与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开启了中国

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什么话，以什么方式说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

话，说出来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与其角色、

治理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话语表达是领

身份和地位密不可分的，反映了由社会建构的权力

导干部实现社会治理最直接、最有效、运用最频繁的

关系。” 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交流互动中往往通

一种方法和手段。 领导干部沟通群众的效果如何，

过话语来影响他人，以实现某种目的和诉求，与此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９
作者简介：王秀芳，女，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

１６５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时也会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 在相互影响过程中，
话语权最为重要：如果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有可能主
动设置话语议题，占据话语制高点，去影响和控制他
人的话语。
在当下，各级领导干部的话语表达无疑是一种
最具影响力的话语。 由于领导干部是代表人民行使

要求相违背。

１．话语表达的形式主义趋势

早在 １９４２ 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对“ 党八股” ，对

当时一些领导干部表现出的形式主义给予严厉批
评。 毛泽东总结出“ 党八股” 的“ 八条罪状” ：一是空
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是无

权力的，他们的话语不再仅仅代表个人，还代表着党

的放矢，不看对象；四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是甲

和一级政府，所以，他们的话语表达及其影响与一般

乙丙丁，开中药铺；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是流

群众的话语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领导干部话语

毒全党，妨害革命；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④ 毛泽

表达什么、如何表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往往会

东指出：“ 有的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

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在现代行政话语体系中，领

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 空话连篇，

导干部的话语表达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

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

话语表达一般是指其在行政行为中，通过文字材料、

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⑤ 用这样的话语向群

符号、形象、声音和图像等进行表达的一种行动。 领

众进行表达，不仅会助长形式主义习气，还会回避现

导干部是社会治理的践行者、引领者、管理者和服务

实具体问题，造成与广大群众的情感疏离，降低群众

者，他们的话语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风气与道德，所

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与信任。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话

以，领导干部话语表达不是领导干部某一个人的事

语表达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发展销

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整个行政阶层、政府与

声匿迹，甚至在一些地方与场合很有市场。 例如，

社会问题。
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话语
表达强势，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不愿意倾听、回
应他人的话语，不允许他人质疑；一些领导干部的话
语表达空话、套话多，带有很强的装饰性，甚至是虚
假成分。 这些话语表达不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传
染性，容易形成不良的风气，使领导干部接触不到真
正的民情、民意和民愿，而且导致领导干部的话语表
达成为其个人的自说自话，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沟通

“ 念稿” 的会议比比皆是， 几乎在各种正式会 议 场
所，都有一些发言人正襟危坐、照本宣科，讲话像是
在做学术报告，讲究讲话的格式和体例，讲究内容的
“ 高屋建瓴” 和“ 绝对权威” 。 讲话内容几乎成了中
央精神、上级文件、权威报告的摘录或翻译，因为千
篇一律的正确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被模仿与复制
的可能，可谓是权力表演的“ 样板戏” 。
２．话语表达的官僚主义趋势

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就指出一

变成了单向地传达指令，引发群众的质疑和不满。

些干部不会说话：“ 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个人

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

的话语表达，以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这也

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⑥ 一些干部不会

是衡量领导干部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

说话显然是长期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染上一

要指标之一。

身恶劣的官僚主义气息所致。 以“ 我说谁腐败就是

二、当前领导干部话语表达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认真执行 “ 八项规定” ， 率 先 垂
范、以上率下、示范全社会，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
决心和毅力，把良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不断引向
深入。 但是，当前一些部门的行政话语表达仍然存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缺位以及伤害民意等诸多问

谁腐败” “ 我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 “ 不能盲目
相信法院” “ 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 谁让
我一时不好过，我会让他全家一辈子不好过” 等为
代表的官僚主义话语，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对这些官僚主义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的话语，广大群
众经常以“ 注水话语” “ 广告话语” “ 包装话语” “ 热
点话语” “ 克隆话语” “ 闭门话语” “ 表态话语” 和“ 暮
气话语” 进行辛辣嘲讽。 这种话语净是空洞的穿靴

题。 这不仅会给各级领导干部的话语体系带来合法

戴帽、圆滑的敷衍塞责和生硬的八股词汇，要么高高

性危机，而且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在上、装腔作势、离题万里，要么生硬冷淡、虚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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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严重脱离社会、脱离群众。

三、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领导干部

３．话语表达疏离民意的趋势

话语表达的转变与重构

领导干部话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凭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民意一点点

把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积累起来的。 领导干部说的话在理与否、中肯与否、

能力现代化下进行考量，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语言

合适与否，是靠人民群众来认可与评价的。 在现实

表达能力，彻底解决领导干部话语表达中存在的一

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因说出了一些越界和出格的

些问题，必须着眼于长远，用理念、教育、文化、制度、

话，对群众造成很大的伤害，对社会道德风气造成恶

考核、实践等共同构建一整套科学的、常态长效的机

劣的影响。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一段视频开始
在微信朋友圈流传。 该段视频显示，在 ４ 月 １３ 日中

制，从而推动官风乃至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要加强
对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的规约，建章立制，推动话语表

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的党员大会上，周法兴说：“ 作

达的互动性、回应性，打造话语的通俗性与亲民性，

为一个党员，个别人觉得自己是个转业军人就了不

提升话语表达的形象魅力。

得啦！ 转业军人怎么啦？ 转业军人个个都是好人
啦？ 都是能人啦？ 你是能人早就当将军啦，还转业

１．用规章制度立规矩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传统领

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⑦ 近年来政府官员因为“ 雷人

导干部的话语作风需要根本转变，必须用规章制度

雷语” 经互联网传播后而受查处的案例频繁出现：

立规矩，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操作性强的制度机

从环保局局长的“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

制，有效规范干部话语中存在的问题。 从制度机制

公平？ 臭不要脸” ，到规划局局长的“ 你是准备替党
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 从交警队队长的

“ 我只为领导服务” ，到江西宜黄官员的“ 没有强拆

就没有新中国” ；等等。 这些匪夷所思的话语表达，

方面入手，将改进行政话语系统中的文风、会风和作
风等硬化到各项制度上，使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
长久性，最终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
管人，以制度促作风养成的常态、有效机制。 早在党

不仅超越了公权的边界，甚至僭越了社会道德底线，

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显示出权力的傲慢与冷漠，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官员

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就提出，要“ 从

政治素养的极度缺失。 这类“ 话语暴力” 严重损害
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助
长了“ 官民冲突” ，破坏了政治生态。
４．话语表达的缺位趋势

通常来说，凡是与民情、民意和民生关系密切的

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各级政府要向社会及时公布
信息，让人民群众第一时间知晓，并用真实、简练、务
实的话语给予表达与回应，防止引发谣言，扰乱社会

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 。 ２０１９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了《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要求“ 发扬‘ 短实新’ 文风，
坚决压缩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 。 习近平
同志曾发表《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
风》 的 重 要 讲 话， 告 诫 各 级 干 部 在 讲 话 中 要 力 戒
“ 长、空、假” ，提倡“ 短、实、新” 。 一些地方为防止有

些领导干部讲话不当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对

安宁。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却习惯性地

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还专门建章立制。 各级领导干

在这类事件面前话语表达缺位，搞消息封锁，搞舆论

部要切实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地方规章制度的要

压制，漠视公众的知情权与话语权，以“ 维护社会稳

求，坚决清除话语中的套话、废话、空话和假话，从语

定” 的说辞进行推托。 这种话语的缺位如果得不到

言上纠正和根治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

及时纠正，最终会给政府与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带来

做派。

损害。 比如，在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中，最
后之所以导致严重的社会事件与冲突，与当地政府

２．增强话语表达的互动性

话语中的假、大、空，首先源于对实际情况的不

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话语表达缺位存在很大

了解，临场应付差事。 各级领导干部在话语表达过

关联。 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及时发布真实事项，迅速

程中，需要相互倾听、沟通、参与和互动。 一是要善

应答群众质疑，并进行果断处理，必然能够避免造成

于倾听。 就是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放下架子，接地气，

重大损失。

走入寻常百姓家，设身处地倾听民情、民意，真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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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他们的需求，想其所想，做其所做，才能感知实

实在和具体，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群众很容易通过

情，讲话才有针对性。 二是要善于沟通。 沟通是双

听就明白事理；好记，就是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向对等的交流过程，这既是对意见、分歧表达与沟通

表达，合乎群众的口味，让群众一听就明白怎么回

的过程，也是相互妥协、促成共识与分享的过程，而

事；好用，就是让话语有执行力，能够达到应有的效

不是单方面的独白、指导与灌输，也不是单方面的宣

果、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话语应当是

泄和满足。 沟通秉承双方平等持续交互的原则，双

群众的语言，如果与群众话语保持隔阂，必然会脱离

方都要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三是要参与互动。 话

群众，不被群众所信任。 话语不仅要表达成群众的

语的表达更需要双向平等参与和有效互动，要让倾

话语，还要让这种表达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 为此，

听者参与其中，特别是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与
群众和气沟通，让其充分表达意见，让群众有主人翁

领导干部要积极为群众营造一个 “ 好听、 好记、 好
用” 的话语环境，坚决走群众路线，下沉到群众生活

的感觉与体会。 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各项权益，并

中，去学习群众的语言，学习群众的表达。 当年毛泽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群众才能认同

东就提倡，“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作风，都是和

你，才愿意和你说心里话。 在语言表达中要倡导领

当时当地的群众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

导干部与群众相互倾听、双向互动、上下交流，进行

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

健康、平等和有效的交流，只有切实履行承担、保障

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教条主义、经验主

和维护群众各项权利的责任与义务，才能减少矛盾

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

冲突，防止错误和失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

３．增强话语表达的回应性

随着互联网等各种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

表达的渠道、空间与机会得以前所未有地拓展，人们
对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的需求日益增强。 因此，
要尽快建立完善各种民意回应机制。 例如，进一步
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建立网络
问政机制，建立政情民意互动机制，建立网民留言办
理工作机制，开展政民互动平台、市民论坛，设立领

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
为它们脱离群众” ⑧ 。 要充分相信群众的伟大创造
力，要虚心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
千成万的‘ 诸葛亮’ ，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
的‘ 诸葛亮’ 。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
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办
法” ⑨ 。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话，曾经有学员向
他请教政治与军事这个问题。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回

导人信箱、领导人留言板等，以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

答道：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我

引领社会大众的话语表达。 比如，山东省打造了大

们对手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就叫政治。 什么叫军事？

型问政节目《 问政山东》 ，湖南省在网上成立了“ 红
网网上群众工作部” ，山西省出台了《 网民留言办理
工作实施方案》 ， 广东省广 州 市 尝 试 搭 建 了 “ 问—
答—办—督” 的四进程规章制度，这些举措都是很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就叫军事。 毛泽东把最
难懂最复杂的问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简明扼要的话
说出来，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 坚持用简
约、务实与朴素的话语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应当

好的探索，更便于及时回应网民的各种诉求。 这些

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语言风格与

回应机制，能够很好地对群众各种意见、观点和质疑

接受程度；善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

做出有效回应和解答，进一步通过行政话语化解矛

的道理，善于把深邃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４．增强话语表达的通俗性与亲民性

无论怎样进行话语表达与传播，也无论涉及什

么内容、观点等，领导干部话语价值取向的最终落脚

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形象的生活逻辑。” ⑩ 这是
领导干部在话语表达中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５．提升话语表达的形象魅力

传统的领导干部话语表达普遍存在“ 念稿” 的

点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讲话

现象，话语中充满了格式化、程序化和俗套化。 为纠

一定要通俗、朴实、有效，要讲百姓语言，融入百姓生

正这种表达的平庸现象，必须与时俱进地提升话语

活中。 话语的通俗性就是：一要好听，二要好记，三
要好用。 好听，就是讲的话让群众喜欢听，有内容、
１６８

形象魅力。 “ 话语形象是公共部门行政输出的重要
内容，是公共产品的基本载体。 由此，领导者语言形

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的现代化调整与创新

象是行政绩效的重要变量。 话语形象不好，必然影
 树立良好的话语表达形象，需要务

响行政绩效。” 

到生动活泼和寓教于乐方式；贴近对象和具体分析
方式；平等参与和民主讨论方式；以身作则和言传身

实的话，需要个性的话，需要接地气的话，需要坦诚

 在治理新常态下，要让民声、民意和民情

教方式。” 

的话。 只有这样，才能与群众产生共鸣与互动，才能

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话语表达的主流。 各级领导干部

感动听众、征服听众，群众才会信任他。 在现代文明

的话语表达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感受，要耐心倾

时代中，领导干部更要注重自我“ 软实力” 的储备与

听他们的各种愿望，要主动地与他们分享，要积极帮

积累，因为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不是仅仅依靠人民

助他们解决各种难题，促进社会安全有序发展。

赋予的刚性的权力，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需要通过
自我的话语表达沟通，去展现对群众精神、心理和行
为的影响力。 领导干部要用真实、亲和与朴实的话
语增强在行政过程中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动员力。

注释
①［ 法］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年，第 ５６ 页。 ②高宣扬：《 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６０ 页。 ③韩志明：《 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从独
白走向对话》 ，《 东南学术》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④⑤《 反对党八股》 ，《 毛

四、结语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必须适应当前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决纠正个人话
语表达中存在的假、大、空、长等陋习，构建起与新时
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相符合的话语体系。 话语表达
与沟通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诉求，是为利益进行
相互商讨、争取甚至讨价还价的过程。 良好的话语
表达有助于探索情感的共鸣，有助于黏合社会多元

话语的分歧。 “ 在回应现实问题、解疑释惑时，注意

泽东选集》 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８３３—８４０、８３４—８３５ 页。
⑥习近平：《 要群众信任，决不仅仅靠权力》 ，《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⑦《 周法兴不点名批评一名军转干部，视频上网，引发舆

情发酵》 ， 搜 狐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３２９７０５７４ ＿ １０００３８２６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 ⑧《 论联合政府》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毛泽东
选集》 第 ３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０９５ 页。 ⑨ 《 组 织 起 来》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
第 ９３３ 页。 ⑩
朱俊瑞、赵宬斐：《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执政党

话语的调整与转化》 ，《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秦德

君：《 重塑官员话语体系》 ，《 决策》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

话语务实性，与大众化的话语贴近，在表达时尽量做

责任编辑：阳

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ｆ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ｍ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ａｙ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ｄｒ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１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