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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商业欺诈之风日益兴盛，假冒伪劣商品不

断涌现，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大大影响了

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为商业流通领域一个独特

的商人群体，儒商在医治商业道德沉沦弊病、净化

商业经营环境、维持正常的商品流通秩序、推动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他

们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的

诚信仁义等道德伦理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

念和规范，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

人精神———儒商精神。 [2]儒商精神凸显了儒商的基

本特色和本质规定， 构成了儒商概念的独特内涵。
同时，儒商精神又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

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活动正常进行，最终

获得经营成功的思想保障。 [3]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

深化对儒商的认识，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内涵，进而

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素质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

才，有效地消除当前严重的商业道德危机，并为当

代商业经营者提供理论借鉴，进一步提升其经营管

理水平，我们应当对儒商精神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

深入的探析。 儒商精神是一个由多层次、多方面的

规定所构成的商人精神系统，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

内涵，大致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儒商精神

的主要内容。
一、职业精神

儒商精神体现为儒商工作之中的职业精神（也

称工作伦理）， 它是儒商对于职业的根本态度和行

为准则，即如何对待工作、怎样去工作的精神取向和

道德准则。 职业精神是儒商职业行为的内在动力，引

导、规范和优化着儒商的经商活动，调节着各种职

业关系，从而对商业经营起着重要的作用。 [4]具体说

来，儒商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勤勉刻苦的奋斗精神
儒商认为“不勤不得”，勤勉刻苦是商业经营成

功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始终将“天道酬勤”、“勤则不

匮”等传统格言作为终生奉信的信条，一贯主张依

靠勤奋劳作与精心经营去创造良好的商业绩效，反

对把财富的增加寄托在偶然的商业机遇上，更不屑

于像“贪贾”、“劣商”那样凭借欺诈与投机取巧等不

正当手段去获取高额商业利润。 [5]儒商具有一种超

乎常人的勤勉刻苦的敬业精神，在创业之时跋山涉

水，风餐露宿，背井离乡，饱尝艰辛，而在富贵通达

之后也不为此所累，不因舒适贵显而磨灭和堕落自

身的勤勉刻苦的奋斗精神， 仍然能够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地进行商业经营， 特别是在业务上精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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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追求好中更好、优上加优，不断地去完善商品质

量，提高经营水平，以期商业经营获取更大的成功

与发展。
（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尽管儒商在商业经营中经常会遇到困苦和艰

难， 但他们不曾消磨掉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精神，更

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他们信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

息”， 将坚忍不拔的精神贯穿于商业活动始终，“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不辞辛劳，不

怕 失 败，拒 绝 沮 丧 和 颓 废，始 终 持 之 以 恒、坚 韧 顽

强，往往是“一贾不行再贾，二贾不行三贾，三贾不

行犹未尽焉”，表现出了百折不扰的锐意进取精神。
这种精神成为儒商不断开拓进取的内在动力，是儒

商取得商业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团结乐群的合作意识
儒商注重整个商业组织（商号或企业）员工的

和谐与合作， 具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乐群精

神，即团体主义精神。 他们把这种职业精神渗入到

商业经营活动之中， 特别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利益，
强调在合作中获得共同发展。 为此，儒商主张关心

商业组织的每一个员工，使得商业经营成为与全体

员工利益息息相关的活动，力求每一个员工能够全

心全意地投入到商业经营过程， 形成一个互相信

任、高效协作的团队，依靠群体的力量去参与各种

商业竞争，从而增强整个商业组织的内在凝聚力和

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营绩效。
（四）节俭寡欲的自律精神
儒商深刻认识到“不俭不丰”的道理，十分注重

力行节俭寡欲。 他们不仅在创业时期能够节俭寡

欲，即使在事业有成、家累万金，完全有条件享受生

活时也不贪求享受，仍省吃俭用。 儒商中的有为者

往往终其一生保持着“不饮酒，不吃腥，不内寝”的

习惯，并以此作为自己立业、守业、兴业的根本。 力

戒奢侈成为儒商的经营致富之术，是儒商成就事业

的一个基本要素。 正是通过这种节俭寡欲的自律精

神， 儒商保持和激发着专注于商业经营的敬业精

神，从而为商业经营注入了持久的工作动力，最终

顺利实现成功创业和守业。
（五）格物博学的好学精神
商业经营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能否科学决策与

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败。 商业经营者只

有科学决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他们必须具

有经商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和智慧才干。 为了提高文

化知识修养，增长智慧和才干，以保证商业经营活

动的成功，儒商向来十分重视对知识的积累和才干

的培养，勤于学习，具有格物博学的好学精神。 他们

不断地努力向传统、向实践学习，善于从历史上汲

取经商的智慧，注重个人业务的培训，并以此为乐、
学而不厌。 现代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的日益发展

对经商所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商更充分发挥格物博学的好

学精神， 致力于商业知识的学习和经商经验的总

结，不断地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掌握现代化

的管理方法，力求能够进行科学的决策，切实提高

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商业经营的高效和成功。
（六）处事以通的权变意识
儒商深知商场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能否随

机应变、灵活果敢地进行科学决策对商业经营的成

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认为，在经商过程中

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要有“穷则变，变则

通”的权变意识，能够察权时宜，“趋时观变”，一切

因时、因事、因势而变，“因俗时变”，采取灵活的经

营策略，“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

以，儒商特别注重灵活多变、处事以通，强调从整体

上、从事物的联系和变化中把握商业经营活动的规

律，遵循“审时度势”、“从本达用”、“进退有据”等经

商法则，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俗成定制和陈规。 许

多儒商都是处事以通、善抓机遇，从而取胜的行家

里手。 例如，子贡在经商过程中十分善于审时应变，
能做到“与时转货资”，即善于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

的变化灵活地进行商品买卖； 白圭更是 “乐观时

变”、“智足以权变”的高手，能够根据商机的变化，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乐观时变、处事以通不仅

是儒商获得商业经营成功的必备素质，而且成为历

代儒商所追求的至高经商境界。
此外，儒商还特别信奉儒家“苟日新，又日新，

日日新”、“器惟求新”的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表

现出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 儒商认为，唯有在不断

开拓创新中推出新产品，以不断满足社会和公众的

需要，才能巩固并扩大商业活动领域和范围，进一

步赢得客户，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实现财源通畅，
永葆经商事业长盛不衰。

刘甲朋：论儒商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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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价值观

儒商的商业价值观是儒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

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商业经营活动的目的、价值取

向和意义的根本理念，是指导儒商经营行为的总原

则，确定了儒商精神的基本方向和性质。 [6]儒商的商

业价值观包括从低到高不同层次的多方面内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博施济众、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
在商业经营过程中， 儒商虽然也追求商业赢

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并没有

将商业利润的获取作为其唯一目的，而是把博施济

众、经世济民作为其最高目的。 在儒商看来，商业经

营活动不仅仅是谋利活动，更主要的是实现博施济

众、经世济民的手段和获取社会功名的方式。 所以，
他们强调个人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对

社会尽可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商将这一观念贯彻

到商业活动之中，主张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

起，时刻不忘用爱心和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社会的关

怀，努力回报社会。 为此，他们一贯热衷于慈善事

业， 甚至赠献巨资用于发展社会教育和公益事业，
从而造福家乡、服务社会。 博施济众、经世济民的商

业理想强化了儒商进行商业经营的内在动力，并净

化了商业风气，为保障市场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二）建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功业观念
光宗耀祖、提高家族声望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

一种根深蒂固的主导观念。 在将“学而优则仕”作为

最优人生道路的传统意识影响下，成就功名被认为

是最能光宗耀祖的事情。 许多儒商本来具有强烈的

“官本位”思想倾向，努力追求建功扬名，希望以读

书取仕来光宗耀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踏

上科举之路，只好走上经商之路，力图以自己经商

的显著成就和积累的巨额财富来实现建功扬名、光

宗耀祖的愿望。 儒商将这种功业价值观念切实地贯

彻到商业经营活动中，成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一

种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许多儒

商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走上商业之路，进而

最终达到建功扬名、光宗耀祖的目的。 由此可见，经

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儒商跻身官僚士大夫阶层、
曲线博取功名的的一个手段而已。 所以，儒商在经

商致富后往往热衷于重返科场应试，或者资助家族

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显亲扬名，提高其

社会地位。
（三）创家立业、垂裕后昆的功利意识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一

切活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许多儒商往往是在仕途

之路走不通而又面临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才决

意弃儒经商。 他们力求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来解决

生活的基本问题， 并尽可能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为

其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即所谓创家立业、垂裕后

昆。 对此，许多儒商都曾明确指出：“丈夫苟不能立

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隅，不能树基业于家哉?”
“丈夫志在四方，何者非吾所为。 既不能拾朱紫以显

父母， 创家立业也足以垂裕后昆”，“生不能扬名显

亲，亦当丰财裕后。 ”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儒商们的

共同心声。 所以，儒商往往把商业经营活动与创家

立业、垂裕后昆紧密联系起来，并试图通过经商致

富来达到这一基本目的。 这一功利意识不仅在传统

儒商中相当普遍， 在近现代儒商中也有很大影响，
成为儒商共同具有的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也

是促使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不断奋发进取的功

率强大的精神发动机，许多儒商藉此最终取得了经

商的成功，甚至创造了巨额财富，成为一方富豪。
建功扬名、 光宗耀祖的功业观念和创家立业、

垂裕后昆的功利意识是儒商低层次的基本价值目

标，属于家庭价值观；而博施济众、经世济民的商业

理想则是儒商高层次的终极价值目标，属于社会价

值观。 这三个层次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儒商的整个

商业价值观体系。 其核心是力求把经商谋利与家

族、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世俗的经商活动来

尽可能地达到超功利目标。 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目标

可以是同一儒商在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方面的追

求，也可以是不同层次儒商的不同追求。 一般说来，
低层次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大多数儒商最普遍、最一

般的价值追求，而高层次的终极价值目标则只有那

些高层次的儒商才可能真正去实现。 [6]不过，任何一

位儒商都应该不断努力，为“经世济民”做出应有的

贡献，从而使自己的价值目标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

转化。 只有在“经世济民”上有所作为的儒商，才能

够称为真正的儒商。 [3]

三、商业道德

儒商商业道德是指儒商在经商活动中所应遵

循的道德规范，儒商道德精神则是儒商在商业经营

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精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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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所涉及的主要是儒商在市场行为中 “应该”与

“不应该”的问题。 [6]儒商在遵守商品经济基本法则

和法律的同时， 非常注重自我内在的道德自律，自

觉信守一系列商业道德规范，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义”与“信”，主张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从而构筑了

一整套以“义”、“信”为根的商业道德体系。
（一）以义取利、义利合一
商人不能不追求赢利，不能不讲究挣钱，可以

说商人与利是不可分割的， 否则就不成其为商人。
作为商人，儒商也同样重利，认为商业经营获得经

济效益乃天经地义之事， 所以不仅要获取利润，而

且要尽可能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与此同时，儒商又

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利为中心、重利轻义、见利忘义，
反对唯利是图、 不择手段地获取个人不正当利益。
他们认为不能把利绝对化，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

义、求利而不忘义，做到以义取利。 所谓以义取利，
即强调经商赢利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注重取财有

道，不发不义之财，同时不把利作为唯一目的，甚至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越利而行义， 可以去利怀义，
以利成义， 这样就可带来更大更长远的获利机会，
即“义以生利”。 历史上业绩卓著的儒商大都以义取

利，把发展商业、谋求利润的行为服从于国家兴旺、
民众幸福的大局，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而那些见利

忘义的商人虽然一时能聚敛大笔无义之财，但最终

必然是“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长

也。 ”可见，儒商协调了“义”和“利”的关系，奉行以

义取利、“财自道生”的原则，力求能够义利双全，从

而将“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归于完美

的统一，实现了义利合一。
（二）重诚守信、诚信为本
与“义”相联系的另一重要商业道德规范就是

儒商所突出强调和严格遵循的“诚信”。 “诚信”不仅

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还是商品经济活动的

基本道德规范，是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它在

反映交换关系的商业活动中显得尤其重要，“货之

粗精好歹，实告经纪，使好裁夺售卖，若昧之不言，
希为侥幸出脱，恐自误也”。 重诚守信、诚信为本已

经成为有所作为的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必须坚

持的基本准则和商业道德。 儒商深知“诚招天下客，
信聚八方财”，“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诚信是

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形成良好商誉

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十分注重诚

信。 他们不仅宣扬“无信不立”，把诚信看作是一种

精神信仰和哲学，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之本，而且

将诚信作为一条必须恪守的重要商业道德和经商

谋利的前提条件，在内心深处将诚信视为指导自己

经商处事的基本行为准则，将商业行为建立在诚信

的基础之上。 诚信观念对儒商的现实行为已产生了

实质性的影响，变成了其自觉的行为规范。 他们以

诚信作为经商成功的一个前提保障，一贯遵循诚信

为本的道德规范， 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商业经营活

动，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要信守契约、守诚讲信、以

诚待人，不因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失信，甚至可

以为了守信而宁愿牺牲自身暂时的利益。 特别是在

处理交换中的利益分配关系上， 儒商提倡买卖公

平、价格公道，注重互利交易，追求双方共赢。 作为

儒商精神的首要道德信条，重诚守信、诚信为本一

直被儒商所极力倡导，这是儒商获取商业经营成功

的一大秘诀。
儒商道德精神主要体现在诚信观和义利观两

个方面，义利合一、诚信为本成为儒商基本的商业

道德规范，是儒商开展商业经营活动的生命线。 儒

商道德精神既受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所制约，又受

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商业

道德的鲜明特点。 这些特点构成儒商道德精神的独

特价值， 不仅为经营者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带

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也促使企业经营日趋完善，成

为儒商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管理理念

儒商精神表现在商业经营管理过程之中，就形

成了儒商的管理理念。 概括说来，儒商基本的管理

理念就是主张使用合乎“仁”的方式，注重协调、提

倡合作，追求和谐，即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同时注重

亲情，倡导家族式管理，具有浓厚的宗亲观念。
（一）以人为本、仁者爱人
儒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单纯地对物资利

益的追求，注重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

去进行商业经营活动，强调通过充分发挥人的积极

主动性去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 这种“以人为本”
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儒家“仁者爱人”，以人为中心去

认识处理问题，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的思想在

商业经营活动中的运用，[7]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人去经营。 儒商认为，商业经营虽然离

不开金钱资本，但其根本还在于人，人是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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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顺利进行的最根本、能动的决定性因素，要把

人当作获取商业经营成功的最重要的资源和最有

价值的资本，尊重人的价值，重视选择人、造就人，
发挥人的能动作用。 二是提倡人情式经营。 儒商反

对仅仅把人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本，甚至不择手段地

剥削压榨和巧取豪夺。 他们主张把人当作经商活动

的主体来对待，通过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和发展

人，尽可能地满足员工的需求，充分发挥员工的积

极主动性，从而使得商业经营活动生生不息，实现

工商企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最终提高经营效率，创造出优异的商业绩效，获取

丰厚的利润回报。 [8]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是儒商取得

成功的一个根本条件，成为其经营管理理念中最具

特色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商品经济离不开竞争， 但竞争是把双刃剑，既

是商业发展的动力， 助成竞争的互利性和生成性，
又可以造成竞争中的残酷性、消耗性。 有鉴于此，儒

商把“以和为贵”作为处理各种关系的一个基本原

则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商业活动之中，主张实行

和谐经营， 注意协调经营中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在

竞争中提倡合作精神，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自律式换位思考为方式， 维护对方的合理利益，努

力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着手建构经营的双重和谐

环境，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和气生财。 以和为贵、和

气生财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

重不同商业经营者之间进行文明、公平和公正的善

意竞争，顾及对方应有的合理利润，寻找共同的生

财之点，力求实现互利合作和双赢，所谓“有钱大家

赚”，而不提倡趁火打劫、你死我活的相互吞并甚至

将竞争对手置于死地；二是尊重顾客的利益，不巧

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方便顾客，注重

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顾客，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

经营氛围；三是注重内部人际和谐，强调以“和”的

方式来进行管理， 尽可能淡化内部消耗性竞争，提

倡管理者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团结合

作，从而协调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增强

内在凝聚力。 [9]倡导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以和为贵、和

气生财，是儒商一个富有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
（三）宗亲纽带、家族本位
商海泛舟时常会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特别是

经商与生活在异地时，儒商往往认为本宗族的人比

异乡人更值得信任。 客观而言，在当时的经商环境

中确实没有比亲族更为信任的合作伙伴和助手了。
正是如此，儒商宗亲观念特别浓厚，十分看重亲情

关系，崇尚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基础的

“五缘”管理，力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和中心的“五

缘”网络，并以此作为维系商业经营活动的精神纽

带，组成利益共同体，联络感情，互通音信，互相扶

助，谋求共同发展，具有较强的群体团结性。 徽商、
晋商、赣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

证。 儒商的重亲情突出表现在以家庭为依托进行经

商活动，注重亲情伦理的家族式管理，即把“齐家”
的原理扩展到商业组织内部各种经营管理活动之

中，将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视雇员

为大家庭中的一员，把师徒关系看成是长辈和晚辈

的关系，把徒弟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兄弟关系，相互

之间结成“命运共同体”，进而极力在内部营造一种

家族的亲和氛围，以建立起相互信任感，使得亲情

伦理关系成为各种管理活动之中的关键性调节机

制。 儒商实行家族本位的经营管理，其组织方式、组

织结构都具有鲜明的宗族特征和浓厚的血缘色彩，
是儒商经营管理的基础。 [10]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能够加强商业经营主体彼此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比

较容易形成统一意志，结成利益共同体，增强内部

凝聚力，充分调动员工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管理效率， 更有效地进行调度，
更灵活地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四）选人多亲、以贤为用
商业经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儒商

深谙此道，所以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十分讲究人才的

选拔和使用，具有独到的人才管理理念，坚持选人

多亲、以贤为用。 一方面，儒商特别看重地缘、血缘

关系，力求将商业经营管理权都交给自己能够放心

的所谓“家里人”，由此他们主张尽可能地从亲族子

弟中选拔人才，即所谓“选人多亲”。 具体说来，在经

营商号时，儒商一般大多喜欢雇用本宗族的亲戚或

同乡为掌柜、伙计，且充分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上

辈人的为人处事、 德行信誉； 另一方面， 儒商遵循

“以贤为用”的原则，对人员的使用制定一套比较严

格的标准，例如，要求新吸收的人员一律经过三年

的学徒阶段，届满优秀者才能够录为正式员工。 实

行这种带有浓厚宗亲血缘色彩的人才选用制度，虽

然有时被雇用者的能力不一定强， 但至少熟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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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同时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内部成员彼

此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和默契，使得管理者更

容易利用乡土人情和宗族情感来协调各方利益和

行动，有效地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实现统一行动，
这样既可避免人际关系的紧张， 又能人尽其用，使

得整个团队更加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从而为商业

经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原动力。 [11]

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注重亲情等管理理念体

现了商业管理的一些基本要求，有利于维护商业活

动的正常秩序，提高其经营绩效。 这是儒商进行商

业经营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成为其一个极具特色

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指导原则。
五、人格理想

由于商人具有追逐盈利的特性，长期以来唯利

是图成为商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定势，甚至无商

不奸也被看作是商人人格的公认定论。 同样作为商

人的儒商虽然具有商人逐利的特性，但他们却不愿

做一般的俗商、庸商，更不屑于与奸商、贪商同流合

污。 实际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从其产生之

日起， 就开始按照儒家所主张的做人准则要求，并

结合自身的职业特点， 进行了人格的修炼和塑造，
致力于塑造一种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君子商人人

格形象，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人格风貌，并将其作为

人格理想而予以竭力倡导，公开宣扬“良贾何负闳

儒，其躬行彰彰”。 在儒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家

学说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而愈益增强了其人格魅

力。 在此情况下，儒商人格明显地受着儒家君子人

格的规范和左右，儒商们大都较为自觉地将儒家的

君子人格作为自身的人格理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

自己的君子人格形象，尽力促使人格品行实现儒家

化，做到“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
儒商既不愿做只是一味求利的一般商人, 也

不同于完全追求名声高低的一般儒士。 在儒商看

来，商人的求利和儒者的名声都是必不可少的。 儒

商认为，虽然“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儒家注重名声

高低的道德追求与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追求具有

相互矛盾和对立之处，但在具体的经商实践活动过

程中，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而且应当相互统一。
因此，商人人格和儒者人格的互相渗透和内在结合

就成了儒商人格的基本规定，即所谓“易儒而贾，以

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 ”就其由儒

而转商来说，儒商人格有功利导向的一面，然而就

其由商转儒来说，儒商人格又有塑造儒者形象的另

一面，带有极浓厚的儒家理想人格色彩，甚至君子

人格有时就是他们的人格本身。
所以，儒商虽然本人一直在商业流通领域忙于

经营谋利活动，但是却并没有忘记修德成圣。 儒商

对儒士和商人的人格理想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

“实”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结合，找到了二者的

契合点，作出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 儒商一贯保持

亦商亦儒、左儒右贾的人格风范，从而形成了兼有

儒士和商人双重人格的新型人格理想。 明代儒士王

文显曾通过“善商者”和“善士者”的比较来说明商

人和儒士的平等价值。 他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

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

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

有成。 ”这就是说，虽然儒商和儒士在职业身份和活

动方式上有差别，但他们在价值上和心灵上却是平

等和相通的。 儒商这种功利实惠和道德名声的双重

追求表明儒商意图按照儒家思想进行商业经营活

动最终实现儒士和商人双重人格的完美组合和有

机统一。
由此可见， 儒商人格理想植根于儒家思想，儒

家君子人格是儒商人格理想的基点，“儒”“商”有机

融合的双重人格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完美人格理想。
其主旨在于借助儒家思想的社会效应塑造儒商良

好的人格形象， 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

望，从而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促成其获

取更大的成功。
综上所述，儒商精神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丰富的内涵。 以上我们从职业精神、商业价值观、商

业道德、管理理念、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儒商精神的

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性介绍。 这几个方面相

互统一、紧密联系，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儒商精

神的特质。 所以，儒商精神的这五大方面只会因时

空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却不可缺废。 其中义利统一

的商业道德观则是儒商精神的核心，它集中地体现

了儒与商结合的本质和特征，融汇贯穿于其他各项

儒商精神之中， 是儒商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

征。 儒商精神的其他方面都是义利统一观在不同方

面的展开和体现，甚至儒商的整个活动，实际上都

是在商业实践中以不同方式对义利统一观的贯彻

实施。 [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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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结合产物的儒商精神“以儒为神”，将其职业

精神、商业价值观、商业道德、管理理念、人格理想

等几个方面连接汇通，构成了一个相互融合和彼此

促进的有机整体。 离开“儒”，儒商精神就会成为没有

灵魂的躯壳。可以说，儒家思想构成了儒商精神的“深

层内核”，是统摄儒商精神系统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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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in Content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LIU Jia-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Shandong 264005，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businessman actively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as the basic guiding ideology of business manage-
ment, thus had formed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with strong Confucian characteristics, mainly including the occupation
spirit, Commercial values, business ethics, management philosophy, ideal personality and so on.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highlight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essence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and ensures the success of business. In-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will help to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fu-
cian businessma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commercial operators.

Key words: Confucian businessman;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Confuci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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