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 Carhartt 如何在各个层级创建标准的领导力语言。

创建领导传统

成功案例：



“作为一家拥有 129 年历史的公司，Carhartt 真正经受住
了时间的考验。随着世界从蒸汽和钢铁时代步入如今的高
新技术时代，他们调整自我，与时俱进。以员工成功为核心
的领导传统指引 Carhartt 在保留了以家庭为导向的支持
团队文化的同时，完成了文化和组织变革。” 

领导传统
随着 2013 年新总裁的上任和新人才的引入，Carhartt
迎来了一次文化转型。他们意识到，虽然公司业务蓬勃发
展，但领导层缺乏一致性，而领导层是公司持续发展并保
持 Carhartt 传统的重要保障。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促使他们开始培养有效的领导力
传统，以求为公司创造美好的未来。Carhartt 与一家独
立咨询公司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公司领导者的领导
力培训、聘用前评估和其他文化转型项目。对领导者进
行了一对一的领导力专门辅导。在尝试了多个领导力模
型后，Carhartt 选择实施了 Everything DiSC Work of
Leaders®。
 
该咨询公司为 Everything DiSC® 的授权合作伙伴，专门提
供 Everything DiSC® 强大的职场解决方案。该咨询公司
与 Carhartt 合作，围绕 Work of Leaders 设计了一套专
门定制的领导力开发课程。该解决方案主要通过为领导
者提供一个“愿景、结盟和执行”框架，使他们可以有效
地领导团队实现预期成果，从而提高他们的领导技
能。Work of Leaders 课程是在来自 150 多个组织的 300
名主题专家的帮助下历经四年开发而成，为企业的各级领
导者切实提高领导技能提供了坚实基础。

领导力语言
Carhartt 的领导力课程是该公司在员工发展方面所做的
最大投资之一。凭借咨询公司的专业知识，Carhartt 开发
出了一套基于群组的强大课程，直接将“愿景、结盟和执
行”模型与战略计划和实际项目联系起来，使学员能够轻
松、实时地应用他们学到的知识。

一开始，Carhartt 指定了一组学员作为试点，在小范围内对
课程进行测试。在看到课程对试点学员的沟通和工作成效
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后，高级领导团队便倡导在全球范围内
推广 Work of Leaders 课程。该课程改变了 Carhartt 各级
领导者的观念。“这不是一条直线.......高级学习经理 Nick 
Foote 表示，这更像是一个循环过程。你

进入“结盟”阶段后，可能还会再回到“愿景”阶段。你可

能在进入“执行”阶段之前，要重复进入“结盟”阶段三到
四次。这有时让人兴奋，有时令人沮丧，因为人们习惯了
直线思维。”

Carhartt 人才管理团队和咨询公司以实践为基础的应用
方式和持续的努力促使该课程在 Carhartt 得到了广泛采
用。在每个学习单元之间，高层领导与每个群组进行圆桌
讨论，将抽象的概念置于实际的背景之中，并提出以下问
题：“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怎样才
能变得更好？”

从最初仅拥有 5 名员工和两台缝纫机的小公司一路发展成为业务覆盖全球、全球范围内
拥有 4,700 名员工的大型企业，Carhartt 从未停止过发展的脚步。”这一知名品牌自 1889 
年以来，始终秉承创始人 Hamilton Carhartt 创造的优良传统。虽然该公司以生产高品质
的服装闻名，但随着公司的持续发展，他们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工作装领域。

从左到右：
Esperanza Juarez, Liz Nagrant, Brendan Lokes, Emily Irrer

2 John Wiley & Sons, Inc or its associated companies, are the authorized users or owners of DiSC and 
EVERYTHING DiSC and associated trademarks within this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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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总监 Chuck Jozwiak 表示：“培训之外的实践
与培训同样重要。”从一个单元结束到下一个单元开始的
这段时间对知识的掌握至关重要。利用这段时间，领导者
可以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从中发现自己需要调整的地
方，并更好地理解 Work of Leaders。

之前的怀疑论者在不知不觉间很快变成了 Work of 
Leaders 的忠实拥护者。这种通用语言让他们在日常工
作中实现了无缝互动。领导者开始根据手头的任务调整
他们的行为，例如在需要制定规划时交换意见。Foote 表
示：“当一个人自发地使用这种语言时，它会变得更加有
力。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继续推行这种语
言。” 

供应链高级副总裁 William Hardy 表示：“至于效果不言
自明。刚参加课程时，因为三天都无法使用手机和笔记本
电脑，我叫苦不迭。但是课程结束后，我收获了珍贵的友
谊。我们都变得敏感，但同时也变得更出色了。”

不局限于课堂培训
Everything DiSC® 已经成为了整个 Carhartt 的标准学
习工具。Carhartt 会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新员工介绍 
DiSC®，以便随着他们在公司内的成长，培养他们的这种
语言。Foote 说：“我们非常善于分析人才，给他们提供内
部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Work of Leaders 已经渗透到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甚至
反映在了该公司的领导能力模型、核心价值观和绩效评
估中。这种对领导力的高度关注使 Carhartt 能够从组织
内部提升人才，帮助这些 Carhartt 未来的领导者们取得
成功。

“该课程帮助我们的新领导们在职业生涯早期了解自己
的优势和机会。他们开始认识到不同性格类型的差异，
提高了自我意识，获得了有效领导大型团体所需的洞察
力。“愿景、结盟和执行”是输出，而人员互动是输入，非
常重要。”销售高级副总裁 Paul Hundhammer 表示。

随着 Work of Leaders 课程的持续实施，产生了一种独特
的“副作用”。在最初的 Work of Leaders 培训结束很长
一段时间后，各个部门的员工建立起了联系、结盟并共享
内部资源。领导团队看到，全球各地的独特解决问题能
力不断发展。从工厂经理、供应链领导者、销售总监到
企业高

管的各级领导者都接纳了该课程。主管们请求参加培训，
并渴望利用这一机会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

Carhartt 还利用该模型来改进战略规划流程和确定资源
的优先级，从而强化关键工作的执行。Work of Leaders 
帮助 Carhartt 对一项名为 Associate Engagement 的战
略计划进行了深化。Carhartt 的领导者借助该模型成功
将此计划付诸实施 - 让员工们得以团结一心、积极主动
地投身到公司目标和价值的实现中去，共同取得成功。

“Carhartt 的客户辛勤工作，Carhartt 的员工尽职敬
业。”Jozwiak 说，“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从最初的一个概
念、一种语言、一个模型、一本书到现在，我们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我们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Carhartt 的客户辛勤工作，Carhartt 的
员工尽职敬业。”

— Chuck Jozw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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