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以来， 我们中建五局每
年推荐一本书，其中有《论语》、《孙子
兵法》、《道德经》 等国学的内容。 近
期，我从国学中把一些经典的内容提
出来，分了几个方面，形成了关于领
导力的一些思考，今天分享给大家。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可能有点自
不量力， 那就是“中国管理该登场
了”。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说，我们不需
要“言必称西方”，西方有很多东西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中国也有很多
好的东西需要我们坚持发扬。现在社
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
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高考中英语考
试分数的比重就要下降。 实际上，国
外也不是什么都好，中国也不是什么
都差。 当然，我们总体上还是有很多
不足。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三
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我认为，作为我们企业界的
人，还应该讲“管理自信、机制自信、
文化自信”。 平时我在思考一些管理
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考虑。 比如说，我们开发的楼盘，就
不会采用“托斯卡纳”之类的洋名字。
我总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我们中
国五千年的文化，足以能够表达清楚
我们要表达的意思。 再比如说，我们
五局解决人的问题，就没用“平衡计
分卡”那一类的工具，我用“都江堰三
角法则”也把它解决好了。 都江堰是
谁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几千年了，都
江堰还在发挥功用， 这是世界罕见
的。 所以，要善于从我们的“老祖宗”
那里去汲取营养和智慧，这是我一贯
的思维习惯和思考方式。

这次，我将领导力的理论与国学
的思考相结合，形成“领导力六层次
模型”，但我感觉叫“模型”太模式化，
所以我把“模型”两个字去掉，就叫
“领导力六层次”(如下图)。

什么是领导力？ 领导力可以分为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六个层次。 如果你具备这
六个层级的能力，你的领导力就牛气
了。

首先要“格物致知”。 什么是“格
物致知”？ 就是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了
解、认识并掌握客观的规律，增加知
识储备，提高分析水平，增长处理人
和事的能力和智慧。如果用比较通俗
的话来解释，就是把这个事物用格子
分隔开来，分门别类，再分析它的内
在联系性， 然后装到你的脑子里，变
成你的智慧，这叫做“格物致知”。 再
就是要“诚意正心”。 什么是“诚意正
心”？ 诚意， 就是使自己的用心更真
诚、更可信、更实在。 正心，就是让自
己的内心更正大、更光明。诚意正心，
就是让自己的心灵，变成真正的光明
体，发出信实、正大的光芒，去引导自
己的生命，走向光明、正大的路程，去
点亮自己， 去照亮别人和周围的世
界。诚意正心是人的生命最核心的部
分。 否则，即使你有了知识，但你的意
念都是歪的， 你整天想着偷人家，抢
人家，害人家，那你就算有能力，也是
负能力。 然后是“修身”，“修身”讲的
是修养外在的气质和行为。 孟子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
本。 而后才是“齐家”。 我们企业也是
一个家，是一个大家庭。 治理企业也
是“齐家”的一部分。 如果能力再强一
点，可以“治国”，然后再是“平天下”。
这是从内到外、自近而远地阐述领导
力。

在“领导力六层次”中，“平天下”
是最厉害的。 我感觉，从狭义理解，能
够“平天下”的人不太多。 武力“平天
下”算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
领域的“平天下”。孔夫子就是一个代
表。 昨天我们接待了两位瑞士客人，
他们对我们的展厅很赞赏。 办公室的
小李给他们介绍“孔子”的时候，他恭
敬地说是“孔夫子”。“孔夫子”的称
谓，就包含着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
种尊重。 除了孔夫子用儒家思想来

“平天下”，还有老子，他是用“道”来
“平天下”的。 当然，秦始皇通过武力
也叫“平天下”，但他是有限的。 毛泽
东建立了新中国，也是“平天下”的一
种，从文化思想影响上看，毛泽东也
应该算是一个高峰。“治国”，刚才讲
的这些皇帝们、伟人们，就是治理国
家的。 我们大家平时讲起“治国”、“平
天下”的时候，好像这些离我们比较
远，其实不然。 如果从广义的层面讲，
可以说， 每个人都把自己修养好了，
每个企业都把自己治理好了，天下国
家自然也就好了。 这也是治国、平天
下。 从这个角度讲，治国、平天下离我
们并不遥远。 包括我们对国家有一些
建设性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大家
都来传递正能量，这就是为“治国”、
“平天下”作贡献。 然后是“齐家”的层
面，我们在座的人能多想想“齐家”的

事，你的领导力就强了。 怎么才能“齐
家”呢？ 要“修身”。 这“修身”怎么修
呢？要“诚意正心”。怎么去达到“诚意
正心”呢？ 要“格物致知”。

“领导力六层次”，从里到外是一
种能量的散发，从外到里是对能力的
要求，这就是领导力六层次模型所要
反映的， 我从内向外画了个箭头，还
要再画一个箭头从外向里，实现双向
互动。 你要想散发能量，提高能力，你
就要拥有“核动力”。“核动力”来自于
哪里？ 来自于模型的圆心“格物致
知”，也就是认识事物的能力。 为什么
有的人能管好企业，有的人就管不好
呢？ 是因为“格物致知”的能力不同。
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管理能力自然
就差了。 但是，有了这种能力，你还得

“诚意正心”，这是人生“核能量”的能
源储备库， 只有提升自己的品德修
养，你才能影响你的周围，你的影响
力才会提高。 做到了“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 才有外面的“修身”、“齐
家”、“治国”乃至“平天下”。

大体来讲，这就是“领导力六层
次”的逻辑关系。 这是我把中国古代
儒家的经典———“四书” 之一的《大
学》中的“八条目”，重新组合成六个
层次，结合我们企业的发展，结合企
业各级干部领导能力提升的要求，所
做的一个阐发。《大学》的主要内容，
按朱熹的解释就是“三纲领、 八条
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
“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我把其中的

“八条目”整合为“领导力六层次”，也
就是把“格物、致知”合并在一起，把

“诚意、正心”合并在一起，因为，格
物、致知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诚意、
正心也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这样

“八条目”就变成了“六层次”。 为了更
好地说明这个模型，我
下边引用一些古典、经
典来给大家一一做出解
释。

第一层 格物致知。

《道德经》开篇的第
一句话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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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德经》是五
局“每年推荐一本书”活动今年推荐
的读本。 我们说“格物致知”，就是要
找出规律。 规律是什么？ 是“道”。 什
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你道出
来的“道”，就不是“道”了。 这个“道”
字怎么写的？ 拆开来看，一个“首”加
一个“走”，就是“道”，也就是“面之所
向，行之所达”，就是“道”。 但是，你写
出来的“道”，就不是“道”了。 所以，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道”不出
来、表述不出来的，一旦能“道”出来，
那就不是“道”了。 包括“名可名，非常
名”， 也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道德
经》被称之为“玄妙之学”。 但是，虽然

“格物致知”的规律是摸不着的，但又
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
论，宇宙在某一个“时点”或“极点”一
下就爆发了，开始不断地延伸，但这
个延伸也不是无限的，到了极限后它
又要进行收缩，偌大的宇宙最终收缩
到直径大约二十五公里这么一个状
态，到了这个时候，又会来一次大爆
炸，循环往复。这个过程多久呢？历经
几百亿万年。 在这个爆炸的过程中，
会产生许多微粒、尘埃，其中有一部
分就变成了人。人类的历史有 100 多
万年，相对于个人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了， 但相对于整个宇宙也是很短的。
我们讲太阳系， 地球围绕太阳转，月
亮围绕地球转， 这都是规律性的体
现。 人要想改变宇宙的规律，是不可
能的，你必须认识这种规律，遵循这
种规律。 地球几十亿万年运行形成的
沟沟壑壑、山山水水，我们不能总想
着去改造它、打破它，一个是你做不
到，再者你打破了，你将受到惩罚。因
为地球还在运转，它处在一种动态平
衡的过程中， 你不能人为地去干扰
它、破坏它，只有去适应这个规律。 为
什么说风水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呢？ 地
球表面有这高高低低，所以，气流啊，
风啊，雨啊，这些东西的形成都是有
一定规律的。 人们要研究这种规律，
遵循这种规律，而不是试图改变这种
规律。恩格斯说过：“人类每一次对自
然界的征服，就是自然界对人类报复
的开始”。 因为你把地球的平衡打破
了，它就需要寻找新的平衡，在寻找
新的平衡的过程中， 受伤害的是人
类。

这是从大的方面讲。 从小的方面
也可以体现规律性。 世界是由原子、
质子等很多很小很小的粒子组成的。
粒子虽然小，但它在左右这个大的宇
宙。 人类相比它来讲，又是很大很大
的， 但人类想要改变它也不可能，人
都看不见它，只有遵循这个规律。 基
因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不管是很大的事物，如宇
宙，或很小的事物，如基因，人类都没
法改变， 只有在可操作的范围内，认
识这种大的规律、小的规律，并遵循
这种规律，运用这种规律。 这样，你才
能得到好处。 否则的话，你就要受到

惩罚。 这是对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
对“道”的认识。 这种规律性是非常奇
妙的，比如，现在最快的计算机，每秒
能进行 10 的 48 次方运算，这是什么
概念呢？ 一秒钟，就相当于人类感觉
一万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叫“一万年
太久，只争一秒”。 企业运行也有自己
的规律，比如说我们中建五局搞三大
业务板块，推动转型升级，使我们十
年来保持企业高速健康发展，也有一
定的规律。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种规
律，将其运用于我们的实践，这是非
常重要的。

“格物致知”这个层面，《道德经》
里还有一句话可以阐述，就是：“道常
无，名朴。 虽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
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意思就是，
“道”虽然很朴素，很小，但天下没有
能让它臣服的， 人们只能够臣服于
它。 当王侯的人，如果能够守住这个

“道”， 万物自然而然就臣服于你，人
们不需要给万物下达各种指令，他们
就可以自动均衡地发展了。 我们不是

“侯王”，但是如果我们能守住“道”，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艰难
也都可以像步履平地一样通过，万物
都会顺畅地听我们摆布。 所以，我们
一定要遵循“道”，遵循事物的规律，
遵循适合我们企业发展的独特的

“道”。
“道”这么玄妙，那平凡人怎么来

理解呢？ 我感觉可以用这句话来解
释，就是“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
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
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句话意思是说，世上最好的事物就
是水了，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并
且“处众人之所恶”，众人不愿意去的
地方，它去，水总是往低处流的，水能
破解万物，万物都离不开它。 水的这
个特性，几乎接近于“道”了。 所以，如
果说“道”你不能理解，那你就仿效水
的特性去做就行了， 居住要有选择，
胸怀要博大， 待人处事要真诚友爱，
说话要言而有信， 理政要善于治理，
做事要能干，行动要选择时机，总之
要符合规律，顺天而行。 通过“不争”，
从而达到“无尤”的境界，就是做什么
事都能够恰到好处，让人没有什么可
埋怨指责的。

“格物致知”是儒家的经典《大
学》里边的话，现在我用道家的经典
来印证儒家的话。 我认为，儒家和道
家，都是讲“道”的，都是讲做人最基
本的东西的。 区别在于，道家更加理
论化一些，儒家更加实践性一些。 但
是，中华文化同出一源，在讲做人最
基本的道理， 在认识规律这个事情
上，儒道是相通的。 我引用道家经典
来解释儒家经典，也是希望给大家传
递这么一个信息。

第二层 诚意正心。

如何做到“诚意正心”呢？首先，要
像《论语》所说：“民无信不立”。 民，可
以是讲众人，也可以是讲个体。 大到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无信不立。 小到一
个家庭，一个个体，也是无信不立。 你
要想“立”，你就必须讲“信”，这是最根
本的。 你不讲“信”，最后伤害的是自
己，你就“立”不起来。 所以，我们中建
五局的“信·和” 文化是一个好东西，

“信和”的内涵，先哲们都已经论述了，
我们五局人要珍惜我们的“信·和”文
化，践行我们的“信·和”文化。

“诚意正心”，除了这个“信”，还
要做到什么呢？ 我引用论语的一段
话：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
曰：“如斯而已乎？ ” 曰：“修己以安
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
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 ”有一次，子路向孔子求教，如何
才能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孔子说，
把自己修得恭恭敬敬的，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端庄得体，让人没啥可挑
剔的。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回
答，把自己修好了，还要给周围的人
带来好处， 给周围的人带来正能量。
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 孔子回答
说，周围的人安定了，还要继续修己
以安天下百姓。 能够通过修己来安定
百姓，恐怕尧舜都很难做到啊！“修己
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是我们修炼的三个层次，其中“修
己以敬”， 是最基本的前提， 然后再
“安人”，再“安百姓”。 如果我们连“安
百姓”都能做到了，那就比尧舜还做
得好。 尧舜是古圣先贤，我们每个人
都要向他们看齐， 就像毛泽东讲的

“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整个社会就肯
定是好的了。

《道德经》里还有的一句话，也是
讲“诚意正心”的，就是：“自见者不
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
不长”。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
己爱表现、爱张扬的人，不够明智，不
够聪明； 自己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
人，不能彰显，不能被别人认可；自己
认为自己作了很大贡献的人，其实并
没有功劳；自己不虚心，总喜欢骄傲
自满的人，不能够长远。 我们要“诚意
正心”，就不要做“自见者，自是者，自
伐者，自矜者”。

做没做到“诚意正心”，怎么去反
思呢？“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
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
思问，忿思维，见德思义”。 就是说在

这九个方面， 你要不断去“诚意正
心”。 看的时候，你要思考自己看清楚
了没有， 不要什么事情都没看明白，
就作出决定；听的时候，你听清楚了
没有，同样需要思考；你的面部表情，
是不是做到温顺谦让了，是不是还是

“张牙舞爪”的，不够恭敬，不够温顺，
不够温和；你的外貌、形体是不是对
人恭敬， 能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形象；
你是不是忠诚你的上级，忠诚你的国
家，忠于你的誓言和诺言；你做事的
时候，是不是敬业爱岗，是不是怀着
一种恭敬的心情去做，是当“差事”还
是当“事业”在对待；有疑问的时候，
你是不是认真分析寻求答案，有没有
想当然；遇到不平，你有没有发怒，有
没有想到发怒可能带来的难处；得到
了，有没有想想，是不是符合道义，符
合正义，符合法律，符合公理，等等。
我想，“诚意正心”，你能做到这几条，
就算差不多了。

第三层 修身。

在“修身”的层面，我总结了君子
的十种品格，简称“君子十品”。 纵观
《论语》里边有 107 处是讲君子的，这
里面不包括君王的君，只是讲君子的
君。我在这 107 处中挑出 30 句，然后
将这 30 句又归纳成十个方面， 就是
“君子十品”。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十个
方面做到了，就能成为君子了，我们
的修身就修好了， 领导力也就提升
了。

君子第一品，是讲孝和仁的，即：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乎”。儒家思想是讲仁的，
孝弟是仁的根本，你想对父母都不尊
重孝顺、 对兄弟姐妹都不关爱的人，
他能做好人吗？ 五局是个大家庭，我
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都要相亲相
爱。 另外，除了孝弟，君子还要做到：
“君子不重则不威。 学则不固。 主忠
信。 无友不如己者。 过则勿惮改”。 就
是说，君子只有庄重才有威严。 有的
人见了领导勾肩搭背、 拉拉扯扯的，
搞得领导也没有威信了。人与人之间
需要互相尊重。 不庄重就会轻浮，无
法沉淀。 君子要善于学习，因为学习
可以使人不闭塞。 更重要的是，君子
要讲忠信。 不要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交
朋友。 有了毛病不要忌惮不要掩饰，
改正错误就好了。

君子第二品，是讲学习的。 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古
代这个“说” 是通假字， 通喜悦的
“悦”。“时”的古体字是一个日，一个
土，一个寸。 讲的是古代利用太阳影
子记时的晷，一个时辰那个影子走一
寸的地，但是这一圈转过去了，第二
天又转回来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我们常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
难买寸光阴”里的“一寸光阴”也就来
自这里。“时习之”说的是“好书不厌
百回读”， 要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学
习。 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习”字的含义，一是复习的习，
另一个是练习的习。“习”的古体字，
上边是一个羽毛的羽，下边是一个白
字，表达的是一只小鸟在白天练习飞
翔的形态。 在这句话中的“习”不仅是
复习，还是练习的含义。 练习是最重
要的，学完后是为了去用的，能用学
到的知识去指导实践，当然是一件喜
悦的事了。“有朋自远方来”，这是说
对待朋友的， 朋友从远方来看望我
们， 我们肯定高兴啊。“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讲的是人家对你不
了解，你也不要抱怨。 有的同志做了
几件事，领导没有表扬，就生气了，这
个不够君子。一定要把这些不君子的
行为修正掉。

对“人不知而不愠”，还有一个注
释，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
己知也。 ”什么意思呢？ 君子只需担忧
自己没有能力， 不要担心人家不知道
你有能力。你只要真有本事，大家就会
知道，一时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

这是君子第二品，讲的是对待学
习，对待周围的人，你要怎么去做。 君
子要善于学习，并且凡事要善于从自
身上找原因。

君子第三品， 是关于言与行的。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说话的
时候要三思， 行动的时候要敏捷快
速。 毛主席比较喜欢这两个字，给他
的两个女儿起名“李敏”、“李讷”，希
望她们能够像孔夫子说的那样“讷于
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还有一句，也是
类似的意思：“君子耻其言而过其
行”。 对于言过其行、言过其实，君子
是感到耻辱的。这是讲“言”与“行”的
关系。 没本事不要急于说大话，吹牛
吹不起高楼大厦。 我们应该少说多
做，在做中学，在学中成长，长到一定
程度，不用说，大家也都会看到，大家
也就知道你了。

君子第四品，是讲义和利的。“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
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固
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对“义”看得
比较重，小人对“利”看得比较重；君
子心中思考的是德行，小人考虑的是
小利、私利；君子行动前参考道德法
规，小人往往有侥幸的心理，总想干
一些坏事又不被人发现；发达的时候
大家都能做好，到了穷困潦倒时怎么
衡量君子与小人呢？ 君子在穷的时候

能够安于贫困，小人就开始乱七八糟
了。 所以，即使遇到最困难的情况，也
能做到坚守底线， 这才是君子的行
为。

君子第五品，是关于交友的。“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态度和
顺，但不会苟同别人。 小人容易附和
别人的意见，但其实不能与别人和睦
相处。 小人总是同流合污的，君子有
他的原则性。 君子怎么去交朋友呢？
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
闻，益也；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损也”。 就是说，直率的，心胸
广阔、能够体谅别人的，见多识广的，
都是有益的朋友；性格古怪的，优柔
寡断的，使坏、搞阴谋诡计的小人与
佞臣，这些人不要交。 曾子曰：“君子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交朋友就要交
这些高雅的、 能够传递正能量的朋
友。

君子第六品， 是关于待人处事
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
反是”。 有一些人，看到同事提职了，
有好事了，就写举报信。 这是什么行
为啊？ 小人啊。 尽是用的一些阴损的
招儿。 君子要成全别人的美事、促成
别人的好事。 还有：“君子坦荡荡，小
人长戚戚”。 君子心胸坦荡，小人心胸
狭窄，总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喜欢传
谣。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很多人信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以讹传讹，也不
够君子，也不够坦荡。 还有：“君子求
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能反思自己
的毛病，小人往往找别人的毛病。 我
工作没做好，是领导不重视，朋友不
关心，同级不支持，下级不努力，都是
外在环境不好。 不找自己的毛病，不
从自身找原因。 一有错误，马上推脱，
这不是我干的；一有好处，马上往自
己身上贴，这是我干的。 揽功诿过，典
型的小人行为啊。 子贡曰：“君子亦有
恶乎？ ”子曰：“有恶。 恶称人之恶者，
恶居下流而讪上者， 恶勇而无礼者，
恶果敢而窒者”。 君子厌恶总是说人
坏话的行为，厌恶下级毁谤上级的行
为，厌恶逞匹夫之勇而不讲礼节的行
为， 厌恶粗鲁莽撞而顽固不化的行
为。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君
子的成分，也有小人的成分，如果我
们把身上小人的品行都修正了，就只
剩下君子的品行了。 要把君子的行为
发扬光大，把小人的行为去除，这是
修炼的本质。

君子第七品， 这是讲敬畏心的。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是不是有
所敬畏，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
子有三畏： 对于天命和规律性要尊
重，对于上级和长者要敬畏，对于圣
人的教诲要听从。 小人不知道敬畏，
也不知道害怕。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
人连鬼都不怕了，他还怕法律吗？ 法
律都不怕，他还是个人吗？“狎大人”，
就是对长者不敬重、不尊重。 毛泽东
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几百年中国才出
这么一个人，一些人把他说得乱七八
糟的，这种行为就是“狎大人”。 毛主
席今年诞辰 120 周年了。你想前后一
共几百年就出这么一个，我们怎么能
够不尊重他呢？！ 拿住他一点小错误，
无限上纲上线，诋毁他，污蔑他，这都
是小人啊！

君子第八品，是讲如何对待错误
的。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
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
之。 ”君子有没有过错呢？ 有过错。 君
子的过错像什么呢？ 像日食月食的样
子。 日食月食谁都看得见。 但君子只
要把错误改正了，人人都景仰他。 我
感觉， 毛泽东的过错就是君子之过。
君子有了错误， 不要试图去掩盖，因
为掩盖需要谎言， 谎言多了， 你就

“圆”不过来了。 本来犯一个错关系不
大，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但你一掩
盖，最后你就需要很多谎言和过错来
弥补，还不一定能掩盖得了，实在是
得不偿失。 不如坦然面对，闻过则改，
善莫大焉。

君子第九品， 是讲人生态度的。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
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
天命就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你对规
律性没有认识， 违背规律去行事，就
无以成为君子；不知礼节，你就不足
以在社会立足；不能了解言语背后的
含义， 你就不能真正地懂得一个人。
所以要“知命，知礼，知言”，尊崇好的
东西，明辨是非，不要“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譬如说父母、长者、领
导批评了你，要知道好歹，他是对你
好，即使有些冤屈，这些批评也是善
意的。 要正面地去理解这些事情。

君子第十品， 是讲综合仪态的。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
民也义。”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
是孔子评价郑国的宰相子产的身上，
有四点最能体现君子的风范：第一点
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 恭敬自
己、尊重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不尊重
自己， 就不要指望别人真正尊重你。
怎样尊重自己，用现代的话说可以叫

“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同
时也要注意外在的形象，以及与不同
人交往的深浅程度等等。 第二点就是
尊重上级领导，包括对事业或者说职
业要敬业。 第三点就是对老百姓、对

下属要施以恩惠。 第四点是指在用人
的时候要讲义。 另外，还有一句话，是
形容君子给人的印象与感觉。“君子
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
也厉。”君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远
远望去，君子外表很庄严、很威严，有
点可怕的味道； 但是接近他的时候，
感觉很温和、宽厚；听他讲话，则严谨
不苟，很有指导性，都是一针见血的
道理。

这便是我从道、 学习、 交友、言
行、义利、仪态、为人处事、是非判断
等等方面，讲述的“君子的十品”，即
作为君子应具备的十种品德。 在“修
身”这个层面，如果你这十条做好了，
你就是真君子！ 虽然离修成神仙、修
成圣人还很遥远， 但孔夫子说了，他
都没有见过圣人，那我们要修成圣人
也不大可能，修成君子就不错了。

第四层 齐家。

“齐家”，我引申为带团队，这里
我把“大家”的概念多说一点，“小家”
的概念少说一点。

首先是《论语》里这一句，“政者，
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一
个团队要带好，以身作则最重要！ 这
个道理很简单，但是要做到还是不容
易的。

再一个是《孙子兵法》里有一段
话：“视卒如婴儿， 故可以与之赴深
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厚而
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
若骄子，不可用也”。 这是《孙子兵法》
里对带队伍的论述。 意思就是，将士
卒视作婴儿一样地爱护，他就可以跟
你一起赴汤蹈火；将士卒视同自己的
爱子一样，他就可以为你牺牲自己的
生命。 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宽厚，那你
就不能指挥他；你过度溺爱他，即使
他犯了错，你也不整治他，娇生惯养，
最后他就是不能用的废物。 所以，带
队伍不能“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一定要厚待而有原则。
团队内部， 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强调纪律性。 否则，你的团队是带
不好的。

另外，《道德经》 里有一句话，也
是讲带队伍的：“太上， 不知有之；其
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
之。 ”什么意思呢？ 领导有四种境界，
第一种叫“不知有之”，不知道他的存
在，自然就和谐了，这是最高的境界；
第二个境界，“亲之誉之”， 大家很亲
爱他，称赞他，美誉他；第三个境界是

“惧之畏之”，就是害怕他；第四个层
次叫“恶之侮之”，大家都不尊重这个
领导，这是最糟糕的了。 我感觉，做领
导的， 要好好修炼自己的领导力，不
仅应该做到第三个层次，还应该做到
第二个层次，最好是能达到第一个层
次。

第五层 治国。

关于“治国”这个层面，我们首先
要知道的一句是：“民为贵， 社稷次
之， 君为轻”。 这句说的是民本的思
想。 领导需要把你的下属、你的“臣
民”、你的国民，看得很重要。

还有一句，“子路问政，子曰：“先
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
怎么样治理国家，如何为政，孔子答，
要“先之、劳之”，就是你要先做榜样，
你要求人家做到的， 自己要先做到。
你要下属好好工作，你自己首先要把
工作做好。 子路说，你能不能说得详
细一点啊？ 子曰：“无倦”，就是做到了

“先之、劳之”，还要不知疲倦，持之以
恒。 圣人言语非常精炼，几千年反复
地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领导者
带队伍，治理国家，自己首先要做榜
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例如教育
小孩，你整天打牌，吃喝玩乐，那对小
孩是什么影响？ 他肯定不会好好学
习。

再就是：“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
中的一句话。《淮南子》中有一句“公
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 一言而万民
齐，靠什么？靠的是公正无私。五局这
些年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
公平公正的机制。 治理国家也是这
样，一定要公正公平。 温家宝说过：公
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还有一句来自《道德经》，“以正
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就
是说，要以清静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
法用兵,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所
以有这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治
理一个大的国家，要像烹制小鱼一样
地用心。

在“治国”这个层次上，我讲的四
句话，比较发散，事实上我希望传递
这种信息： 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
一些基本观点上最后总都是相交的、
一致的，而不是相矛盾的，它们都是
可以相互印证的。

第六层 平天下。

关于“平天下”，只有一句话，做
到这一句话，就可以平天下了。“道常
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
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
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 不
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要遵守“道”，
掌握规律。“道”无处不在，侯王若能
守之，万物自己就会自律。 当领导的，
就是要做到让“万物自化”。 如果个人
欲望发作了怎么办呢？“吾将以无名
之朴镇之”。“无名之朴”就是“道”啊。
用“无名之朴”镇之，大家就没有私欲
了。“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没有了
坏的欲望，没有了个人私心，天下就
会自定。 追求万物自化，追求天下自
定，这是最高的境界。 如果我们的领
导力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就是卓越
的、伟大的了。 我们“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
相信我们就会有进步。

（作者系中建五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 ）

鲁贵卿

领导力六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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