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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anagement problem in recent years, is the focus of research,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mining in the theory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emerge in
endlessly, but as Chines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art, yet can have
deep research. In the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management strategy is the art of youdao, general,
the futility of humanistic thinking of the project,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humanities,
and overall consideration into eight aspe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hinese
art. In order to do futbure research, due to the limited length,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of
Chinese art of programmatic youdao, general studies, began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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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之识：中国式管理艺术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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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管理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挖掘中产生
的种种管理创新理论层出不穷，但对于作为中国式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管理策略艺术问题，尚未能有
深入地研究。笔者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中国式管理的策略艺术归纳为有道之识、无为之见、
人本之思、和合之计、变易之术、中庸之道、人文化成和统筹兼顾等八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式
管理艺术的基本策略原则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首先从中国式管理艺术的纲领性原则——
有道之识策略原则开始。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管理理念；管理艺术；纲领性策

实践，在历史的扬弃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发展着具

变依实践条件，化在国情环境。华夏沃土孕育的管理
艺术，从其生成的时候起，就大声疾呼“阴阳和，则万
物育”1 ，崇尚“道法自然”2 的“有道”之识，倡导的是一
种承认客观规律，要用阴阳和合的对立统一观点看问
题。

有时代意义的管理艺术。管理艺术是管理的重要组成

1.1 什么是道

管理的实践性以及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管
理艺术的多样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及其传
统管理中有着丰富的管理艺术结晶，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别是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

部分，从基本层面来看，中国式管理艺术可以归纳为

由中国文明之源的易学开始树立之道，如《道德
经》中所言之“道”，其根本内涵就是认为世界万物是
一种客观生成，事物的发展变化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性，这是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也是中国
式管理艺术常青的生命力本源。

有道之识、无为之见、人本之思、和合之计、变易之
术、中庸之道、人文化成和统筹兼顾等八个方面的策
略原则，本研究仅是对于其中的纲领性的管理策略原
则——有道之识，进行初步地探讨。

1 成功的实践从正确的认识开始

1

“经营管理无定式”，活在理念灵魂，长于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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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宣汉篇》，《论衡校释》卷十九，第 817 页，商务印书
馆，1935 年版。
2
见《老子》。

978-1-935068-35-8 © 2010 SciRes.

The 2010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 China

老子《道德经》的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用白话文理解就是：道啊，可以
认为是一般所说的行人所走之道路，但是，我这里所
说的道啊，又并非仅仅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道路。老
子所言之“道”，既有一般的道路意义，又有引申的道
理之意义。但其核心所在，还是论述道理、路线、规
律之意义。如《书经》中云：“天有显道”，“天道福善
祸淫”，就是指的道理、规律之义；又有“遵王之道”，
“论道经邦”，就是指国家管理所遵循的发展路线。
《老
子注》中，就有把“道”看作是治理国家的经邦治世道
理的意思。然而，正是因为老子在这一句话中一连用
了三个“道”字，似乎又有点诘牙骜口而显得诡谲难懂，
变得奥秘无穷，以至引起了后人的几多困惑，千古以
来，聚讼不绝。
对于“道”的认识，是贯穿于《道德经》始终的基
本思想，在相当多的章节里都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道
的问题；对于“道”的理解，是了解《道德经》第一章
全部内容的重中之重。在《道德经》的第 25 章中老子
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经典性的注解：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
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
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思是说：有
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它寂寥无声地存在着，它独立长存而永不衰败，它周
而复始地运行而从不停息，它可以被看成是宇宙万物
的根本。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不知道怎样为之命名，
只好勉为其名称之为道，如果再勉强地替它起个名字
亦可以叫做大。它广袤无边而又周流不息，周流不息
而又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又返回本原。因此可以说，
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是
居于其中之一的啊。人取法于大地，大地则取法于老
天，老天则要取法于这个道了，而道吗就要取法于自
然了。
可见，道的初义就是指的道路和途径，引申之也
包括我们以上所分析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规律
的永恒之“道”。人世间为了人们的生活之需要而形成
的道路，为人们所循所走；在老子看来，宇宙间万事
万 物 发 展 变化 客 观 上 也存 在 一 个 有规 律 的 永 恒之
“道”，它不但促生了万事万物，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
而且处于自然无为之中，为人们所必须遵循。
从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易学开始，不仅认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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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观的，而且认为“道”之生成是一个阴阳和合的客
观过程。《周易》中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3，“阴阳和，则万物育”4，认为阴阳不同因素
的相和或媾合，是世界万物生成的根本原因，世间万
事万物依循天道的变化而变化。老子在《道德经》中
进一步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周易》本意及衍义，太极
乃阴阳混沌未分之始，故太极为一，“一者数之始”；
在宇宙自然界自身运动变易的作用下，由太极而生两
仪，
《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即“一生
二”之阴与阳，阴阳之相互作用是为矛盾对立的双方，
一阴一阳是为易道的核心，道蕴涵阴阳；由阴阳对立、
矛盾斗争而生长出阴阳和合之状是为之三，是万物生
成、生长的根据，即所谓“三生万物”。所谓：“天地氤
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感而万
物化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会，才有了万物的生
长；男女媾合，才会有新生儿女的生成；阴阳相互交
感、交合、和合，才能有新生事物的化生。
同理可示，“经营管理无定式”，不等于管理无规
律可言、无规律可循，更不能凭“拍脑袋办事”，万事
万物都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必须树立有“道”
的观点；管理——无论是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还是
管理企业的微观管理，都有一个内在的客观规律之
“道”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必须遵循。而管理的实践性要
求则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生成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管理
定式套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东方市场经济的管理
实践中，“中和”思想应该成为一种现实的考量，由此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并非只有竞争才是市场
经济的动力，竞争与合作都是形成市场经济内在发展
能力的重要因素，竞争与合作的对立统一运动才是市
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源，因此，亦如合作所成
的“和合”之力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而且在市场
经济新时期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由此“有道之识”
原则成为管理的根本出发点和纲领性策略选择。

1.2 循天之道
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因此，
人们必须首先做到心中有道，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
照客观规律办事。所以，“循天之道”成为一条根本的
原则。
3

《乾·篆》，《周易本义》卷一。
王充：《自然篇》，《论衡校释》卷十八，第 775 页，商务印书
馆，193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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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循天之道”的认识，根源于老子在《道德经》
第 25 章中提出的“道法自然”的原则。所谓：道大、天
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是居于其中
之一的。人取法于大地，大地则取法于老天，老天则
要取法于这个道了，而道则要取法于自然。在这里，
老子首先指出，“道”是一种自然存在，是“先天地而生”
的，是至高无上的；但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宇宙间存
在有四种能量巨大的东西，其排列是“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在这里，老子一反传统，不仅把上帝和
神鬼的影响力都完全丢到了一边去，而且，还特别指
出“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特别强调了人的作
用。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老子才进一步提出了“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一
思想是《道德经》中关于“道”的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结
论，说的是一切源于自然，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从“道，可道，非常道”——讨论“道”的含义，到 “道，
常无为而无不为”——讨论道的规律性作用，最后逻辑
性地落到了“道法自然”的结论性内容，强调要“顺其自
然”，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也是一个符合辩证法要
求的推理演绎过程。
对于为什么要“顺其自然”和怎样“顺其自然”，老
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还有着进一步的论述：“天
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
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
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大自然的规律，不是很像张弓射
箭吗？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
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把它
补充一些。大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
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
给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
人的不足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此，有道
的圣人这才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
同时又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
《道德经》中有多处论述了顺其自然、按照客观
规律要求办事的思想。老子在第十四章中有一段意义
极其抽象的内容，千百年来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联
系老子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主张和行文方式来看，其
中，在结尾处指出的几句似与全段毫不相干的话：“执
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对此，
有一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掌握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道”，就可以能动地用之于今天的现实；遵循客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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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规律，去认识古往今来的变化和驾驭现实，这就
是“道”所要求的根本法则，也是管理的根本原则。
在紧接下来的第十五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一章、
第三十七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一章等都从不同角
度地分别论述了顺其自然之行的意义。第十五章中言：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尽管这
一段是接着对第十四章结尾处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义的基本展开，老子所说
的是古代一些把握了道理、规则的得道者的行为方式，
但也同时体现了行动要顺其自然的基本精神。老子在
第十七章中论述了治理天下的四种不同的领导方式，
但在结尾处指出：“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强调了管理者要守“道”而谨言慎行，事情自
然而然就会圆满成功，让百姓们说事情本来就应该是
这样顺其自然才能做好的。在第二十一章，老子更是
直接指出：“惟道是从”，要求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老子在第三十七章中进一步指出：对于“道”之要求来
说，“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认为统治者如能够
遵守“道”之要求，经济社会治理过程的一切矛盾和问
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老子在第四十二章中指
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则是在前面对于“道”的不同
角度论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道”化万物的根本思想，
以及阴阳和合的循“道”原则。老子在第五十一章的开
头，重申了“道”生万物的根本思想：“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意思是
说，“道”产生万物，德畜养万物，物理使万物有了形
体，时势成就了万物，所以万物都尊崇“道”而又贵重
德。紧接之，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意思是说，“道”之所以受万物的尊崇，德受万
物之贵重，并不是谁命令它们这样做的，而完全是出
乎于自然。在这里，老子不仅再一次强调和深化了要
顺其自然之行的原则，而且，由“道”而提出了德，使
“道”与德并立，继而进行了关于“道德”之性质的比较
完整的论述，体现了《道德经》的“道”与“德”之有机
统一，也是一种顺其自然之行。
从易学开始的道家思想之“道法自然”的观念，也
在其后的儒家学说中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最主要的
就是阐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人的作用。
《论语》
载：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表明了对“道”的崇
尚和追求；又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则拓展了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孔子
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认为按照人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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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事事，等到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去穷于应付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控制天下的局面了。在《道德经》
结尾的第八十一章中，老子不仅对全书所言之“道”以
及“道”之术作出了总结，而且，也对其重点论述的“有
欲”、“无欲”以及“有为”、“无为”的天下治理之术给出
了经典性的结论，他指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
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意义是说，圣人不积蓄个人的私有财富，
他们虽然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但反而使得自己更
加富有；他们尽管把一切都给予了别人，但反而使自
己得到的更多。大自然之道在于化育万物、给予了我
们一切，而自己却从无所欲、无所求；圣人之道也在
于一心一意为民众而又不争名夺利。按照老子一以贯
之的“道德”思想，大自然之道、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生
成、发展和变化之规律就是“天之道”，统治者的治理
天下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代表了地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因为“天之
道，利而不害”，所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在
《道德经》第 65 章还论述了“善为道者”的行动逻辑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乃至大顺”。其意思是说，常知法则，这就叫玄德。玄
德深不可测啊，又远不可及，和万物一起符合道的要
求，才能最大地顺乎自然。这是老子在论述国家治理
的道理时得出的“善为道者”必须顺其自然的结论。
为了正确理解老子所提倡的所谓“圣人之道”，就
必须要正确地把握《道德经》的中心思想，正确理解
“道”之内涵。说到底，对于“道”的正确把握，关键之
点还在于悟“道”。其实，老子自己并未故意神奥自己
的学问，就在《道德经》第七十章中，他曾一再强调
自己提倡的“道”是“甚易知，甚易行”，而老子在《道
德经》中一再强调的“道常无为”、“道常无名”、“道法
自然”，就是对“道”的范畴、性质、特点之一步又一步
的层层展开、深入论述；而老子在《道德经》的最后
一章则给出了更为精辟总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
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说，对于自然界客观存在
的规律，顺之则有利于万物的发展；有知识的人、从
事管理者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在于其能够按照客观
规律而不是凭想当然办事。可见，其所言之道的根本
内涵，即是其所言的“圣人之道”。这一“圣人之道”，
与道家的代表作《周易》、
《太平经》所指出的：“乾道
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阴阳者象天
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
顺阴阳而行”，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的礼仪制度来管理，就可以达到“仁”的理想目标，就
是一种根据当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的顺时应世的
对策，既是“道法自然”的体现，又突出了人的主观能
动性。孟子讲“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也是突出了
人在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过程中的能动
作用。
中国传统的“有道之识”提倡的承认客观规律、尊
重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强调只有“循天之道”
才能有正确的管理策略选择和运用，才会有成功的管
理实践，正是“有道之识”原则的艺术魅力所在。

2 掌握天下治理之道
在《道德经》中，通过评论春秋时代的欲望涌流
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争名夺利现象，进一步表达了关
于在天下治理过程也应该遵循识“道”的“有欲”和“无
欲”的方式方法，不仅使得对于“道”的认识进一步深
化，而且，使之和“有道之识”及“有名”与“无名”、“有
欲”与“无欲”思想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同时自然地提
出了其最关心的“圣人之道”问题。

2﹒1

“圣人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之道，其根本目的还在
于其所说的“圣人之道”，也就是当时的思想家们所追
求的治理天下的管理之道。因此，老子在《道德经》
的开篇论述了道的范畴之后，在紧接之的第二章中就
指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
圣人处事要以自然无为而行，不以说教为能而主要是
以身作则。在第三章中，老子又强调指出：“是以圣人
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
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认为圣人治理天下之道，就是要净化人们的心灵，使
人们清心寡欲而又能够满足温饱，要削弱人们争名夺
利的念头而又使其身体强壮，要经常使老百姓处于没
有知识、没有欲望的状态，使那些有知识、有计谋的
人也不敢造是生非、为所欲为。就像这样运用无所作
为的方式方法去行事，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老子在第四十八章中又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
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说，追
求学问的人其知识日渐增长，追求大道的人其欲望日
渐渐减少。通过坚持不懈地追求大道，欲望则会不断
地减少又减少，才能够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赢得天
下的拥戴的圣人之道，就是常常是顺其自然而行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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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者的孔孟儒学，孔子强调“和为贵”5；孟子认
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6，管子说“和合故
能谐”，荀子认为“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
子 诡而有所至矣”；
《吕氏春秋》将和合概念用于研究
自然界和人类的起源和构成，
《吕氏春秋校释》云：“天
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
也”；以至，《太平经》中说：“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
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
已经把和合提高到了“治事”、即管理的高度，并且把
和合规定为圣人、即管理者必须掌握的管理原则和方
法。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承继先贤并用之以管理实践
的过程中，完成了“圣人之道”——“乾道变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
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
认为阴阳和合是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发展变化之道。由
此，历史过程的扬弃，成就了今天我们对于对立统一
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在中国古代之传统管理过程中，强调要运用
阴阳和合的思想，“顺阴阳而行”，要以“和为贵”、以
德为先、以人为本，“和合故能谐”。引申至今天中国
式管理之实践，强调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必须心中有“道”，要重“道”、识“道”、循“道”——承
认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
学习和运用中国传统管理的以“和为贵”、以德为先、
以人为本为基本价值准则的丰富多彩的管理艺术，这
样才算是把握了“圣人之道”的真谛。
老子于《道德经》所阐述之“道”，在历史的与时
俱进中，正是我们今天在管理实践之中，籍以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要掌握的道理、规律的所
谓永恒之道。所谓“圣人之道”，就是要“道法自然”，
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对国家和人民要有所作为
而不争一己之利。当今时代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对这种“圣
人之道”的扬弃和与时俱进。

2﹒2 “圣人之道”与“人文化成”
“圣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圣贤们关于治理天下、安
邦定国的一种路径选择，对于怎样实践“圣人之道”，
也许有着多种多样的构想和设计。世界上有没有一种
不凭征服、不凭蛮力，亦无需多少牺牲就能够实现天
下大治的力量和方式？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6

中国从 “三皇五帝”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呈现出一种
同西方世界那种充满了征服、杀戮迥然不凭蛮力的治
世之方，这便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开始提倡的“人文
化成”。《易传》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
《道德经》中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
而不争”。《吕氏春秋·恃君览》引伸说：“命也者，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
认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客观规律而不要随心所
欲，才能有利于万物生发而不加伤害，才是圣人的行
为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对于人文精神和人文
教育的特别重视。从《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开始就提倡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以实践“圣
人之道”。所谓人文化成，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通过以
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去实现的。祭礼作为一种宗教活
动，在礼仪文化的大系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所
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在于祭礼与政教、风俗浑然
一体。后来欧阳修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
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为了实现“圣人之道”，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除了关
于有道、识道、循道的基本要求之外，共同提倡的是
一种“人文化成”的路径选择。
《易．说卦》云：“是
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
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
六通而成卦”。大意是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
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
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
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兼三才而两之”成
卦，即这个意思。《周易》所谓：“文明以止，人文
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其意思就是说，通过观察和总结人类文明的进展，和
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践行，就能够用文明之文化和教
育感化的方法来教化天下，以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
持续发展。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是神圣的、完善的，
是一切价值和道德的源头。在文化上，天文是人文的
范本，是人文赖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人们草创人文，
必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从“天”那里得到启迪。因此，
文化是沟通天人的桥梁、人类的文化创造在“天人合
一”中得以发生和完备。《左传》把这种文化创造活动
称之为“经天纬地谓之文”，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后来儒
家学说的代表作《中庸》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儒
5

《四书·孟子》，天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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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解释，所谓“人文化成”，就是用儒家经典来教化
人的意思。
人文精神从何而来？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
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我国的长期历
史发展中积累了许多人文精神对人们进行教化的宝贵
经验，这些无疑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应当珍视。孔子
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不修养德性，不讲
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
而不知改过，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孔子这段话可
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很好的总结。以“仁者爱
人”、和合与共、以人为本、以德为先著称的儒家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支撑中国两千多年
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应
该是独树一帜。
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教化人，那么我们这个
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有认为，那就是孔子说的
要讲道德、讲学问，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以儒
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之为“礼乐文化”，
其中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大大超过其宗教
精神。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表现出一种鲜
明的人文精神特色。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
这种人文精神，是以人为天地万物的核心，融天地（万
物）与人为一体，且把人的伦理精神、道德情操的自
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哲学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
神授、淡化神权，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二是高扬
明道正谊、节制物欲，道德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人文精神中，
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
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
哲学的主要特徵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
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
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
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
人文化成的本义，就是主张运用文化的力量来教
化天下，以达到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目标。尽
管主要是用于社会公共管理的治理之术，但借鉴于企
业管理的实践，也同样可以有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
保证企业持续而健康发展的功用。人文化成策略原则
运用于今天的管理实践，就是要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文化，包括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优秀内容，去进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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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和团队建设，通过精神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力
量去保证和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用之于中国
企业的管理过程，更能够同建立于以人为本与和合价
值观之上的各种管理策略原则形成有机的系统方法论
原则，以有效地提高和放大中国式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3 解读“天人合一”之迷
中国传统管理的所谓“圣人之道”，在以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就是指
的君主治理天下的事情，即今天的公共管理。如班固
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此君王南面之术也……”，
即天下治理的本领。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实现“人
文化成”路径选择，还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与“天
人感应”一起来增强“君权神授”的神秘力量。所谓圣人
之道在方策，包括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宣扬“天人感
应”和“君权神授”，以及“人文化成”之路径选择，是基
于“天人合一”理论之上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管理方
策、治理天下的“南面之术”。

3.1 高举“天人合一”的大旗
“道法自然”，包括道之所以然和道之必然两个相
互连接的内容——道理、规律之所以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自然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道理、规律是客观
存在的，人们的行为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要求。“道法
自然”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来说，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天
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理念。从“天人感应”、“天
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以至再到“顺其自然”之说之
行，是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演绎过程。
对于“道”之所识、所悟、所循，是“南面之术”的
根本性要求。严格说起来，在老子的《道德经》中，
基本上是没有论及超自然的力量的，从“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分法”哲学思想，到“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对于天地万物的
根本性认识，再到老子在《道德经》的最后一章的精
辟总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的“圣人之道”，都始终贯彻了一种“自然无为”和“道法
自然”的客观精神，也初步表达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
念，成为中国式管理艺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怎样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如何“道法自然”，通
过“人文化成”的努力去实践“圣人之道”？《礼记•中
庸》指出：“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什么是“方策”？
郑玄在《礼记正义》的《学记》中注道：“所学者，圣
人之道在方策。”疏曰：“正义曰：郑恐所学惟小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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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
圣人之道不可。又曰：“百名以上，书之于策，不满百
名，书之于方。”郑注云： “方，板也”；“策，简也。”
“牍”是古人用以写书的木板，又称为“方”。《仪礼•聘
礼疏》
：“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在中国古代，老子所言之道，则是以天的形式表
现的，这就是后来的由“人文化成”的客观需要所导致
的“神道设教”到“君权神授”之方策设计。人类社会
必须与自然环境相统一、天与人必须相和谐，人
必须顺天而行；“天人合一”是因为存在“天人感应”，
由此而生“神道设教”和“君权神授”之“人文化成”之
方策设计。因此观之，“盘古开辟天地”之说，表
现了天与人和、人顺天行、天必佑人的思想，也
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神道设教”和“君权神
授”之说的一种显现。
从历史文献考察来看，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
之源的《周易》中，就开始就有了与“天人合一”
观点的论述。《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乾卦”中就
指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
只要能够充分遵循“自强不息”的精神，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事业有成。说到底，
《周易》所作六十四
卦，其所意、所行、所指，就是要在人类和大自然、“人
道”和“天道”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来，初步地显示了一
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和努力之行。
“天人合一”理念根源于《道德经》第 25 章老子关
于：“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
段著名的论述思想。可以说老子的《道德经》贯穿了
“天人合一”的理念。从《道德经》的开篇之作的第
一章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
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认为大自然存在着
客观规律之“道”、人的行为处事存在事理之“道”、人
类行走存在便利之“道”；人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道”，
要重“道”、识“道”、循“道”。所以，老子在《道德经》
第 25 章又强调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然后，老子在《道德经》第 42 章中进一步
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一”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
来面目，亦即自然之“道”；“一生二”，即由自然之“道”
的一而生出阴阳之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基本元素，
亦即“一气分为阴阳”也；“三”则是指阴阳由相互对立
又至相互转化之和。在《道德经》结尾的第八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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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子则对所论的天下治理之术给出了经典性的结
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认为大自然之道在于化育万物、给予了我们一切，而
自己却从无所欲、无所求；圣人之道也在于一心一意
为民众而又不争名夺利。可见，老子在《道德经》中
重点论述天下治理的“圣人之道”的过程中，说明了“圣
人”之所以能够“无为无不为”，就是因为其心中有
“道”、重“道”、识“道”、循“道”，从而能够达到知行
一致、主观和客观相互统一，充分地表达了一种“天人
合一”的认识。
关于“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思想集大成者的儒
家思想中表现为：天人相分，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反而对人有很大的支配性；天生百物，而以人为贵；
人之中的圣人能与天相应，用己心来衡量天之心；人
们通过圣人来了解天道，圣人对一般人进行教化。而
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道家学说中，就已经有了
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后来的儒家学说中，这种“天人合
一”说有了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到汉代由董仲舒发
展完善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
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所谓“仁”，提倡“仁者爱人”、
“和为贵”，其外在表现则是礼仪。如有学者之言，“礼”
的文化建构集中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对
于春秋时代的文化核心理念“礼”，如荀子所认为的那
样，它“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天与人
是文化发生的本源，文化是“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形
式。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在传
统道家思想中固然有着充分的展开，而在传统儒家思
想中也是有十分明确的表达的。如《荀子·天论》中说：
“圣人清其天君（“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
君”），正其天官（“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
夫是之谓天官”），备其天养（“财非其类以养其类，
夫是之谓天养”），顺其天政（“顺其类者谓之福，逆
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养其天情（“形具
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以全
其天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
地官而万物役矣！”又如，《中庸》说：“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
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两段
话明确、概括地表达了儒家“顺自然”而与自然之天“合
一”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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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道家所讲的“天”为自然，道家的“天人合
一”讲的人与自然的合一。那么， 儒家所讲的“天”则
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儒家的“天人合
一”大体上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因
此后来成为大统一政权所需要的“君权神授”说的理论
依据。圣人治理天下、管理社会的根本原理，就在于
贯彻和合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顺应阴阳平衡的
要求才能有协调发展。可见，道家思想的最高追求，
就在于使人的办事行为符合客观规律要求，因而发出
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天人合一”。儒家思想的最高
追求，则在于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可以秉承天意
而行。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大成者董仲舒提出：
“天人相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此类合之，天人一也。”7

3.2

由“天人感应”到“君权神授”

“天人感应”是论证“天人合一”理论的重要范畴。
关于“天人感应”概念，
《辞海》中注：“天人感应”是中
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认为天能干
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
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西汉董仲舒不仅是
“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进一步用以“天人感
应”论述“君权神授”，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
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
欲止其乱也”（《对贤良策一》
）。同时，认为人君的某
些行政措施，人们用某些宗教仪式，也能感动上天，
促使天改变它原来的安排。
“天人感应”思想是由阴阳大化与木、火、土、金、
水五行变易观演变、凝聚、提炼而成的中国古代管理
文化中的又一重要内容。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
但高而难问。但是，天地人间都同样充满了阴阳五行
之气，运行于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和人体蕴含
的阴阳五行之气，二者相通，即可以同类相感。人只
能通过切身感受到的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变化之中去
体会和察觉天的意志，“天”与“人”不仅可以“感应”，
而且还可以通过感应而达到“合一”，“以类合之，天人
一也”。“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和合文
化的两大基本内容，更多的是作为兴国安邦的治理之
法提出来的。
《尚书·洪范》有言：“初一曰五行……一、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
7

《春秋繁露·阴阳义》。

978-1-935068-35-8 © 2010 SciRes.

190

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
穑作甘。”《洪范》中说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
也就是所谓的九种治国大法，其中，以“五行”为“九畴”
之首。“洪范九畴”明确规定“国”或“家”的管理者必须
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法作为施政之根本方法。五行的排
列顺序在诸子百家的解释中尽管有所不同，但是阴阳
五行、相生相克、大化变易的思想结构，一直是中国
古代几千年历史时期中，人们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
发展变化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之说，不仅用于宏观管理之
道，而且还普遍用于一言、一行、一事的指导，所以
又有了把《周易》与之结合的“卦气”说，即把《周易》
的卦爻同历数相结合，以《周易》的六十四卦，同一
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全面配
合，以对天地人事进行认识，用繁琐的诠释模式来显
示其权威性，说明上“天”之愿，与世间节气、社会、
人事之变化相映照，所以“天子”和所有管理者都必须
按照上“天”之愿去进行管理，管理得当、社会稳定则
风调雨顺，喜怒失常、政令不当则会有灾异降临。秉
从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念，中国古代人们就
一直致力于“道法自然”的生产和生活。可以说，中国
传统管理艺术的方法论基础，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论之
上的，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都是由阴阳五行、天地四
时化转而来。“时变是守”、“依时行政”就是具有代表
性的思想。
后来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地把阴阳五行思想赋予
了伦理道德的涵义，成为支持仁政主张的重要理论依
据。
《尚书》中还把种五行相克的思想与“正德、利用、
厚生”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列、并重。
《孟
子·尽心下》中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
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之于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语命也”。《管子·五行》中说：“故道
乎样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道乎
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辰，以视其离。通若道，
然后有行。”所以，
《荀子·非十二子》注中认为，五行
即是仁、义、礼、智、信。
以阴与阳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关系，按照现代哲学
观点来看，未免有所狭碍，但是他毕竟道出了事物客
观存在的矛盾关系，这对于生活在几千年之前的中国
古代人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即使在当代的西方
哲学思想中，对于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观点也是推崇
评论很多。把阴阳看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的
观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在“在西方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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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科特在研究中国医学时认为，阴相当于一切收敛性
的、反应性的、保守性的东西，而阳则相当于一切伸
展性的、扩张性的、要求性的东西。F·卡普拉认为：“阴
应当解释为反应性的、紧缩的、合作的行动，阳则是
扩张的、伸展的、竞争性的行动。阴的行动考虑环境，
阳的行动考虑自我”8；阴与阳的不同行动与人的两种
特性或者说是两类知识，即直觉和理性密切相关，“理
性与直觉是人心功能的两种互补形态”，“理性知识易
于产生自我为中心的亦即阳的行动，而直觉智慧是生
态性的亦即阴的行动”9。卡普拉认为，西方文化的弊
端就在于割裂了阴与阳的互补充、互相渗透、互相转
换的关系，西方社会“一直崇尚阳而贬损阴，认为理性
知识高于直觉智慧，科学高于宗教，竞争高于合作，
开拓自然资源高于保护自然资源，等等。这种强调阳
的做法，一开始是受到父权制的支持，后来又被过去
三个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感性文化所鼓励”10。延伸
之，在现代管理中，应该充分考虑阴阳关系，即现代
哲学所讲的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要充分认识在处理
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人际关系以及企业管理过程中
各种矛盾的相辅相成之作用，不能有失偏颇而只顾及
一方，而无论哪一种偏见均会导致关系失衡；只有兼
顾双方利益、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矛盾关系，或者说只
有阴阳融突和合，管理才会有效率，社会才能有文明
进步，企业才能有好的发展。
作为对道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儒家学说，
后来为了使得世人能够“道法自然”，又提出了“神道设
教”的范畴，认为有一个主宰万事万物的上天（代表着
天道所示之规律、道理），世间人们之行事都是秉承上
天的意旨。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相关文献观之，“人
文化成”路径是天下治理方策的现实选择，由“天人
感应”论证的“天人合一”之说，到“神道设教”的世俗形
式则是其重要的方式方法。“君权神授”的理论渊源
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产生的天人一体认识，认为
君主应该是有德者居之，因为有德者才能真正上
领会天意，下体察民意，合天、地、人为一体而
成功地治理天下。“神道设教”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
另类表现，也是东方管理文化的普遍思维方式。最早，
8

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第 2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9
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第 2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10
F·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第
2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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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易》中已经有了“神道设教”的提法。
《观》卦《彖
辞》文云：“中正以观天下。……圣人以神道设教，而
天下服矣。”其意思是说，按照中和正确的方式观察天
下，就是以隆重的祭祀典礼，展示符合“天道”之意，
圣人则根据“天道”制定礼仪教法，从而使天下百姓服
而行之，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有效治理。中国传统文
化之“天人合一”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
中，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的认识能力的局限
性，产生了对于一些超自然力量和某些事情因果关系
认识上的不可理解及模糊性，滋生了原始文化中的自
然（天地）崇拜及祖先崇拜。由此，“圣人之道”的“人
文化成”路径实践，在中国古代又往往是通过“神道设
教”的方式进行的。汉之大儒董仲舒用“天人感应”之神
秘学说进一步论证了“天人合一”，以及“君权神授”、
“神道设教”之说，从而为“人文教化”之统治提供了思
想理论基础及方策设计。

结语：由“道法自然”到“人定胜天”
秉承“天人合一”思想，中华民族历代的贤人志士，
在依“道法自然”之按照客观规律经天纬地经营的同
时，还努力发挥人的“成万物”之作用，倡扬“人定胜天”
的理想和信念，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可以认识并
掌握客观规律去实现最美好的发展。“人定胜天”的理
想和信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
《列子·汤问》中就记载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
故事——不管那两座大山是否真的被神仙移走了，但
是挡在愚公老人家门口的障碍物是被清除了，被河曲
智叟之类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却变成了可能，即使
是没有那两个大力神的帮助，按照愚公的子子孙孙没
有穷尽的移山精神和不懈的努力，其移山的目标的实
现也是符合逻辑的。而“愚公移山”所要说明的，并不
在于这件事情本身的真伪，而是体现和宣扬了一种人
定胜天的精神和愿望。
“愚公移山”所表现的思想，是在尊重客观规律之
“道”的前提下，认为人不仅仅只是被动地遵循客观规
律，而且可以能动地利用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欧洲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指出，人們的想像和思
維是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
現实生活过程；分析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意识形态只是他們現实生活的反射。在欧洲古典哲学
犄另一代表人物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虽然是头和足
“倒过来”的，但他从来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暄欺骗，
而把它看作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

978-1-935068-35-8 © 2010 SciRes.

The 2010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 China

决的思想仍然是深刻犄。马克思在恬弃欧洲古典哲学
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过程中，突出地阐述了人和自然
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恩
格斯认为“现代唯牨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
而他的任加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2。毛泽
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
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
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
世界。”13]欧洲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是革命
导师的许多深刻论述，都一再阐明了：人不仅仅只是
被动地遵循客观规律，而且可以能动地认识客观规律、
并能动地利用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这些，从发展的
观点认识，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历史承继。
所以，知道、识道、循道，应该成为中国式管理艺术
的纲领性策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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