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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ok fo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management theory. Using Confucianism to shape the value of 

employees and to establish a system for the standar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by management theory 

ca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optimize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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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寻找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有共通之处，实现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的融合。运用儒家思

想塑造员工的价值观，以管理理论为企业的规范运行建立制度，可对企业管理产生积极作用，

起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优化企业管理制度等效果。 

1.引言 

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都难免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引

入西方的管理理论或模式应用于管理实践也是非常普遍。对于中国本土企业和员工而言，必

然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汇的情境之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冲突在所难免。文化情境

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组织文化思想的提出，使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得到关注，

文化成为解释现代组织管理实践的重要视角，相关学者分别从组织文化影响因素、跨文化问

题、组织文化特征等角度展开研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影响及所起

的作用，也应该有其独特性。 

Robertson等[1]就儒家动力主义与非亚洲国家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儒家倡

导“德治”、“礼治”，对中国古代社会行为规范的导向作用显著，显示出其强大的社会治理功

能[2]。儒家动力主义与新教工作伦理的关系受到重视，把儒家思想的研究从社会治理层面引

申到组织管理及组织成员的个体行为层面。而儒家动力主义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认

为，具有儒家动力主义特征的决策者会降低在采用平等模式时所有权和定位的优势[3]。现在

普遍被认可的企业管理理论主要产生于西方国家，有着较为成熟严谨的体系，具有西方文化

基因的烙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本土的企业管理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组织文

化。管理理论与儒家思想都面临着引入与发展的问题，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行为方式等方

面的差异，是不同文化的差异产生冲突的主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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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y 等[4] 提出“管理的中国理论”与“中国管理理论”等议题，针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

情境是否有其独特性，还是要立足于现有管理理论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等问题展开讨论。中国

传统管理思想在理论体系构建方法方面借鉴了管理理论，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易经》中

所蕴含的管理思想也为研究者所认可。黎红雷[5]把儒家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着

重于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价值方面，主要体现于儒家的教化作用及儒家的德治观、义利观、

诚信观等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与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日

益受到关注，并被运用于实践。 

虽然儒家思想可运用于企业管理，但并不是所有的儒家思想都对现在的企业管理有积极

意义，所以，我们要选取其中一些优秀的思想观念，以指导现实的管理实践。通过案例对儒

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的过程进行研究，以探索中西文化融合机制及为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促

进管理创新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寻找新思路。 

2.案例概况 

大连华立国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是一家经营智能化涂装设备为主

要业务的民营企业。H公司初创期，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管理问题：首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低，员工流失率高；其次，生产无序、成本控制能力差、生产任务不能如期完成；再者，员

工的高离职率也阻碍了工厂生产管理体系的完善。H公司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初步建立起

生产管理体系和企业工作制度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从2010 年开始分三个阶段将儒家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第一阶段（理论学习）：要求

员工学习《弟子规》、《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引导员工“爱父母、爱妻儿、爱

他人、爱国家”；第二阶段（转变观念）：在进行儒家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相关活动，如

员工生日会、员工家属亲情游、养老院公益慰问等。第三阶段（自觉践行）：经历上述过程，

员工逐渐接纳有利于组织运行的价值观，并主动学习与遵守儒家思想规范。在对员工进行以

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教育基础上，H公司逐步完善企业生产管理体系，建立人才金字塔

管理体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标准及薪酬体系，完善员工绩效考核制度等。 

经历上述过程后，实现了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的融合，H公司的上述管理问题也得到解

决。现在拥有五家全资子公司和涂装研究所，拥有4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获得辽宁省

著名商标、中国涂装十大知名品牌、中国涂装信赖企业等荣誉。从以案例的情况来看，在导

入儒家思想之前存在的企业管理问题，在导入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之后得到了解决，并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 

3.案例分析 

根据H公司引入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的原因、过程及取得的经营成果，本部分着重

分析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所起的作用和起作用的方式。 

3.1两种思想融合在企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 

3.1.1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 

文化认同及其观念整合是劳动关系稳定和谐的基础与根本所在[6]。如果在员工对企业价

值观缺乏认同的情况下，推行西方的管理制度会使员工感到企业冷酷无情，容易激发员工的

抵触心理。冲突源于劳动契约无法事先详细、准确约定需要完成哪些具体工作以及付出何种

努力程度[7]。因此，要解决劳动关系矛盾，须将企业价值观与员工的价值观统一起来。H公司

引入儒家思想塑造员工价值观使其与企业价值观统一的做法，缓解和减少了不同背景员工之

间、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文化碰撞和冲突。H公司在引入儒家思想之前，尝试单独运用管

理理论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效果不理想，而通过引入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进行融合后，能较

好地降低员工离职率等问题。这说明管理理论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地方，儒家思想却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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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节。以上情形，为营造良好的劳动关系氛围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

也为引入管理理论解决企业营运效率问题奠定了基础，而企业营运效率的提高也进一步促进

劳动关系的和谐，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3.1.2促进管理创新和员工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H公司这家本土家族企业导入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后，重塑了企业文化体系，淡

化家族企业的色彩，吸引外部管理人才加入，避免了任人唯亲、经验主义倾向、创新不足等

家族企业的一些弊端。从H公司的管理实践来看，引入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后，儒家思

想改造员工价值观和管理理论规范员工的行为，两种思想的融合互动，使员工认可企业价值

观也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管理体制变革和管理创新，起到激发员工的创造

力的效果，企业员工结合工作开展发明创造，获得的各类实用专利和发明专利数量也逐年增

加。这是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效应，由此推断，我国本土企业可以通

过中西文化融合作为来源实现管理创新。 

3.1.3优化企业管理制度效果 

通过对员工进行传统文化、道德教化等方面的企业文化塑造培训，发挥文化力量教化员

工，使员工产生企业价值观认同，从而遵守企业的管理制度。并且，这种规范行为可以在日

常生活行为与工作行为之间进行互相迁移，促进员工自身家庭关系和谐，从而使培训员工规

范行为的结果产生放大作用并巩固其培训效果。把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嵌入到企

业的日常管理之中，是企业与员工建立心理契约的一种形式，这些做法，获得了员工广泛的

认同。H公司的管理实践表明，通过儒家文化对员工进行教化，既能让员工产生敬畏感和使

命感，又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忠诚度，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了管理效率，在

企业明确的制度、规则等所无法规范的情境，以儒家思想重塑企业文化后却能起到规范员工

行为的作用，这是单纯运用管理理论的规则和工具等措施难以实现的。 

由此观之，以制度、规则、流程、工具为表征的管理理论，结合企业文化对员工进行价

值观塑造，可以改善员工的行为，而文化融合形成的管理机制，造就了企业自身独特能力。 

3.2两种思想融合在企业管理中起作用的方式 

1.寻求不同管理方式的共通之处。从表面上看，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理论体系。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所体现的大多是模糊的行为规范要求，而管理理论则强调

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实现管理目标。解决这一分歧的做法是寻求两种管理方式的共通之处，

以促使两者的融合。H公司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筛选，要求员工长期坚持学习儒家思想中的礼、

仁、五伦等这些对于个人行为规范要求的内容，使员工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加强，产生潜移默

化的作用，逐渐接受儒家思想对其日常行为的规范，这与管理理论以明确的制度要求规范员

工行为的做法是具有共通之处的。由此，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结合规范员工行为，这一过程

实际也是在寻找这两者共通之处的过程。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起作用的方式。在引入儒家思想过程中，H公司对儒家思想的内

容作了处理：一是选用针对性强的、适用于企业员工管理的内容，如让员工学习与价值导向、

行为规范等与企业管理制度规范有关的内容；二是强化儒家思相中有益的内容，对服从管理、

忠诚、奉献等内容进行强化推广；三是对儒家思想中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进行淡化。

运用儒家思想塑造员工价值观的机理：一是企业实行系统性的强化学习；二是在员工对儒家

文化传统具有文化认同的情境下，采取强制措施强化员工的内在文化认同感，促使其与工作

行为规范结合起来。 

从以上分析可知，强制员工学习培养产生员工文化认同，并促使员工践行儒家思想，实

现了对员工价值观的塑造，减轻了由于两种不同管理思想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冲突，对形成

良好的劳动关系氛围产生积极影响。在员工对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产生认同和接纳的基础

上把儒家思想嵌入管理理论，既营造了良好的劳动关系氛围，促进了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

随着企业营运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也进一步促进了员工对文化融合的认同。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09

186



4.结论与实践意义 

4.1结论 

本文对这家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引入儒家思想及配套措施解决管理困境的实践进行分析，

旨在探讨儒家思想在中国本土企业与管理理论的融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进行儒家思想

与管理理论的融合模式分析。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儒家思想着重于塑造员工价值认知方面，

而管理理论则更关注行为规范及相应评价标准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把这两种不同的管理

方式融合，难免产生管理理念的冲突。对于这种情况，为了促使不同思想实现融合，需要寻

找两者的共通之处，引入两种管理方式产生冲突后，需要作调整： 

1.区分两种管理思想的作用范围。对员工加强儒家思想的教育，运用强儒家思想对员工

进行价值观塑造；同时引进管理理论制定规范的行为标准，建立起与企业情况相适应的管理

系统，实现员工行为的规范化、企业运营科学化。这一做法与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

思想是相融的。 

2.员工接受这两种管理思想的过程包括：通过对两种管理思想的作用范围进行区分可缓

和员工接受过程中的冲突，并在企业的强制作用下，加速了融合过程；随着员工学习的深入，

对儒家思想认识的加深，员工价值观也随之转变，从而促使其也更易于接受管理理论，最终

产生相互促进的效应。 

3.企业推进与员工接受是一个循环往复和潜移默化的过程。H公司在引入儒家思想与管理

理论融合的过程中，根据员工的接受情况，调整内容和推进策略，如此循环，从而产生了潜

移默化的效果。两种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伴随着在实践中反复调和，最终形成适用于企业

的管理系统。管理理论虽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及实践系统，但是，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这类具有自身独特管理特征的企业，西方管理理论难以完全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而儒家思

想却有其适用于解决其独特问题的一些优势，两者的融合可改善企业运营效率。 

从H公司的文化融合实践经历看，管理理论主要是为企业运营管理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措

施，如通过制定员工行为规范、工作程序、绩效考核标准等岗位规范和准则，以规范和引导

员工的工作行为。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的冲突，是由于不同的逻辑体系和文化源流造成的。

儒家倡导以“礼”规范人们的行为，大多是模糊的行为规范要求，而管理理论以员工行为规范

和工作程序等明确标准规范具体要求，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存在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哲学理

念，两者存在共通性和互补之处，在两种管理思想指导下的不同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融合。这

一过程，经历了从形式冲突到观念融合，最终达成一致。 

本文着眼于中国本土企业如何运用中西两种管理思想，发现通过企业的强制与员工自身

的学习内化产生的价值观认同机制，实现了两种管理思想的有机融合，并形成有效的互补。

因此，可将这一逻辑过程可概括为“强制（或自觉）学习——内化转变——实现融合”模式，

并且这两种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是伴随着不断碰撞、磨合及循环互动的。 

4.2实践意义 

根据以上结论，在管理实践中，可将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融合的有效方式应用于中国本

土企业的管理之中，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儒家思想存在适用于企业管理的内容，可运用到日常的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思想中包

含大量的规范个人行为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规范可以用于塑造员工的日常行为，使员工努

力工作，对企业忠诚，与同事融洽相处等，可与强调通过制度规范实现成本降低和效益提高

的管理理论形成互补。 

2.运用儒家思想塑造员工价值观，对员工进行教化，有助于培养员工敬业的品质。敬业

度与工作特征、组织支持等企业提供的工作资源[8]，以及成就需要、员工责任心等个人特质

有关。企业通过强制学习促使员工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员工也能接触到

大量与儒家思想有关的内容，包含儒家思想的行为仪式和宣传等方式强化了员工对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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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利于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匹配。中国本土企业员工的文化认知中就包含着丰

富的儒家思想成份，而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又存在大量共通的内容，经儒家思想教化后，可

以培养出与企业价值观相同的敬业员工。 

3.儒家思想与管理理论实现融合的过程与文化认同机制，可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对中

国本土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企业可以借力于员工对儒家思想

的内在认同促使这一目标效果的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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