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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商精神体现了儒商的基本特色和本质规定，科学地界定儒商精神是准确把握“儒

商”概念的前提。文章从归纳学术界关于“儒商精神”的界定入手，在综合考察儒商精神演变的

基础上，对儒商精神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期进一步深化儒商精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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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面貌发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然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商业欺诈之风不灭，消费陷阱比比皆

是，假冒伪劣商品不断涌现，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的事情层出不穷，极端功利主义和极

端利己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社会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引起了人们

的高度关注，一股强劲有力的“儒商热”勃然兴起，以致“儒商”成了一个新潮的社会名词。近年来，“儒商”
研究已为新闻娱乐界、商界和学界所重视，人们希望可以从中获取医治社会商业道德沉沦弊病的灵丹妙药。
儒商之所以能够和其他类型的商人区别开来，形成自身富有特色的内涵，并引起当今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

和极力追捧，甚至成为了全球经济文化领域一个被普遍热议的国际性话题，就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一些共

同的本质规定。这些共同的本质规定，集中体现为儒商在经营活动中所一贯尊奉的独有思想意识和价值理

念———儒商精神。所以，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儒商的认识，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基本内涵，我们必须对儒商精神

进行全面的探析和清楚的界定。
一、学术界关于“儒商精神”的界定

对于“儒商精神”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综合考察理论界学者们的

相关研究成果，“儒商精神”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儒商所奉行的商业文化精神

理论界多数学者均持有这一观点。朱书刚认为，所谓“儒商精神”是指儒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形

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精神。［1］肖群指出，儒商精神是商人各自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儒家

的观念运用于商业经营中而体现出来的一种商业文化精神。［2］罗能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所谓

儒商精神，就是儒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通过

二者相互改造，互补整合而形成的一具有东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

的鲜明特色，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它形成于儒商商品经济活动过程中，又是指导儒商实践的

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3］对此，宋玮明进一步特别强调，儒商精神是一种既区别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确立起

来的西方商业精神，也不同于犹太商人精神、阿拉伯商人精神的一种东方商业文化精神。［4］

2．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合一

有的学者认为，儒商精神的实质就是儒家精神中的经济道德理性，其特征是“经济合理主义”，强调经济

理性，即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李惠钦指出，在“儒商”身上体现出来的关于商业活动的理性精神和

价值原则，则被称之谓“儒商精神”。［5］张欣认为，所谓儒商精神就是儒商的经济道德理性精神，它的实质就

是儒商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的儒家伦理道德，是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合一，而儒商精神作为儒商的经济

道德理性，就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指导、统御经济领域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使经济与道德、经济与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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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经济与自然等达到和谐和统一。［6］

3． 渗透儒家思想的商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一些学者认为，儒商精神就是要坚持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但不是儒家思想与商品经营活动的简单相

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要把儒家的理念切实贯彻到商人的价值观念、工作伦理、职业道德、经营

之道、管理思想、处世风格等方面之中，从而形成渗透儒家思想的商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李承宗指出，儒

商精神是儒与商结合的思想观念，它提供在商业活动中，以人为本，以义取利，以和济争，依群利己，以变求

通等一系列渗透儒家思想的商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7］卢德之认为，儒商精神是儒家“仁”、“义”、“诚”、
“信”同商业精神的融合，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凝结和升华。［8］孔令

文指出，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

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9］

4． 具有儒家特征的商业伦理道德观念和风范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文化精神与商品意识在儒商身上溶为一体，凝聚成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商人应该

具有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施祖军指出，儒商精神就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经商意识，它表现为一种具

有儒家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10］张淑琴认为，儒商精神就是基于儒家的君子人格，以义利统一为内核、以业

仁重贤和好色不乱为外在表现的道德风范。［11］

5． 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万方荣、张金隆指出，儒商精神是一种东方民族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是体现在东

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弥补“西商精神”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12］

6． 儒商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思想和精神

张炎荪、杨杏芝认为，儒商精神是在儒商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对儒商形成发展和生产经营

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思想、精神的概括，是儒商共性的进步商德和对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和交换的共性认

识与经验的相互交融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人文思想和精神的总和。［13］

以上几种代表性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儒商精神的内涵。虽然还不能够较为准确、全面、深刻而科

学地概括和反映儒商精神，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儒商精神的认识，从而更为准确地对其进行界定。
二、“儒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为了对儒商精神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我们必须从史料梳理中追根溯源，综合考察儒商精神的形成与

发展，探寻其本来意义。大致说来，儒商精神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

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

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

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

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

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就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

不过，这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

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2． 发展形成期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

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 贱) 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说成唯利

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

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了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

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

曲折的潜在发展期。
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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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

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

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经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
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

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

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进入了逐步丰富完善期。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

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
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

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

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

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

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

商精神亦愈益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

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

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3． 西化转型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

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突显重道德、重和谐的

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代发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

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即由

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 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

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

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 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
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

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

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

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

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

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

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了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
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

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

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4．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

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

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
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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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

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

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竞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

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我国港澳

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

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

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

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 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

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 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

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

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

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

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总之，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

久的历史，且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演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在每一次转变过

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更新和优化。
三、“儒商精神”的重新界定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和学者们的研究观点，结合对儒商精神形成与发展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

归纳概括出儒商精神的基本涵义。
所谓儒商精神，是儒商在具体的商业经营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历史背景

下，运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指导和规范商业经营活动，经过较长时期互补整合的发展过

程，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主要包括儒商关于商业经营的根本理念、宗旨、目
标、原则、方法以及在商业活动过程中处理各种关系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内容。

具体说来，儒商精神体现在职业精神、商业价值观、商业道德、管理理念、人格理想等几个基本方面。与

此相对应，其基本结构也主要具备五个层次或方面( 如下所示) 。

儒商精神

职业精神

勤勉刻苦的奋斗精神

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团结乐群的合作意识

节俭寡欲的自律精神

格物博学的好学精神

处事以通的权变意识















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

价 值 观

博施济众、经世济民

建功扬名、光宗耀祖

创家立业、
{

垂裕后昆

商业道德
以义取利、义利合一

重诚守信、{ 诚信为本

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仁者爱人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宗亲纽带、家族本位

选人多亲、
{

以贤为用

人格理想
注重名声、追求道德

致富聚财、{





























追求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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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作为商业经营活动的基本指导理念和规

范，力主依据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建构商人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商业道德、管理理念和人格理想等，由此

形成了富于儒家特色和儒者风范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商业道德、管理理念和人格理想等。正是这些因素，

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儒商精神。它贯穿于儒商整个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是指导、规范儒商经营活动的

基本原则和思想导向。
作为一种在长期的商品交换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商业经营活动的渗透和影响，凸显了儒商的基本特色和本质

规定。这种儒商精神是其他类型的商人所缺乏的，形成了“儒商”概念的独特内涵，从而使得儒商成为一种

与西方商人、犹太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等不同的特殊商人类型。
由此可见，儒商精神根植于儒家文化，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蕴含着儒家理念、觉悟、修养等内在的

追求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商业经营活动有机结合的产物。儒家思想构成

了儒商精神的“深层内核”，也是统摄和协调儒商精神系统的灵魂。离开“儒”，那么儒商精神就会成为没有

灵魂的躯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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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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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正如儒商有传统儒商、近代儒商和现代新型儒商之分，儒商精神也有传统儒

商精神、近代儒商精神和现代儒商精神之别。
简言之，传统儒商精神也称旧儒商精神、古代儒商精神，是在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儒商

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

精神。传统儒商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

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

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

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这些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构成了传统儒商精神的主要内容。
近代儒商精神是儒商在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将传统儒商精神

和西方企业经营管理意识进行嫁接，从而形成的具有鲜明“近代”特色的商人精神。显然，近代儒商精神是

对传统儒商精神的继承，二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注重用儒家理念来指导和规范商业经营活动。不过，

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痕迹，但它已经突

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在诚信观、义利观、公益和私利观等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儒

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例如，在义

利观方面，即由“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 在诚信方面，注意制度运作，

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

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 在终极目标方面，坚持民族大“义”，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

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

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现代儒商精神也称新儒商精神，是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摒弃和克服了旧儒商精神的缺陷，吸收

了其具有现代价值的合理内核，并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进一步增加了现代科学

理性的因素，从而形成的现代化的商人精神。“二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儒商更加注重以现

代科学理性指导商业经营活动，使得儒商精神由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

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

主要体现为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经营理念、宗旨、价值观、伦理道德规范等等。现代儒商所具有的

和平竞争、同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谋略观、以和济

争的善意竞争意识，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力求具有经营、管理、营销、交际、表达等多方面

素质的多元经营能力观和好学精神，注重知识型管理和文化型经营的战略理念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

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的独特内涵。
总之，儒商精神既是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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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

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

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商业经营实践活动中表现出

明显的比较优势，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产生强大的竞争力量，最终赢得市场，实现良

好的经营绩效。

参考文献:
［1］ 朱书刚． 儒商是“义利兼顾”的积极践履者［J］． 财经政法资讯，2003( 3) : 11 － 15．

［2］ 肖 群． 传统儒商的概念辨析［J］． 科技信息: 学术版，2010( 28) : 403 － 404．

［3］ 唐凯麟，罗能生． 传统儒商精神与现代中国市场理性建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 1) : 7 － 12．

［4］ 宋玮明． 儒商精神与二十一世纪［J］． 船山学刊，2000( 2) : 27 － 29．

［5］ 李惠钦． 略论古典儒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 焦作大学学报，2002( 1) : 84 － 88．

［6］ 张 欣． 中国古代儒商和现代儒商的比较研究［D］． 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2006．

［7］ 李承宗．“儒商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5) : 7 － 9．

［8］ 卢德之． 论儒商精神及其现实价值［J］． 湖湘论坛，2004( 4) : 37 － 39．

［9］ 孔令文，夏 雷． 儒商精神: 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EB /OL］． ( 2013 － 06 － 04) ［2013 － 09 － 25］． http: / /www． zhpd． com． cn / rsfc /2012 /0604 /

9117． html．

［10］ 施祖军． 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J］． 湖南社会科学，2003( 5) : 26 － 27．

［11］ 张淑琴． 儒商的道德风貌及其精神文明价值［J］． 河北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7( 3) : 32 － 36．

［12］ 万方荣，张金隆． 论儒商思想对中国家族式企业的影响［J］． 经济师，2002( 12) : 17 － 18．

［13］ 张炎荪，杨杏芝． 儒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 3) : 76 － 79．

Defini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LIU Jia － peng

( College of Economics，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businessmen spirit embodi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essence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cien-
tific defini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is the prerequisit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busi-
nessma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fini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en spirit in academic circles，then on the ba-
sis of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it redefined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businessman spirit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Confucian; Confucian businessman; Confuci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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