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全貌之观

博大精深的中国国学，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坚实文化基础和

无限智力支撑。中华民族极具影响的伟大思想，一定植根于人的心灵，

启迪人的智慧，让我们在忙碌、喧闹甚至污浊的视听中体悟到“众人

皆醉我独醒”的境界。

国学晦涩之因

国学是基于中国文化并对人们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系

统学术理论。

读经热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国学热潮，各大学的国学班

随之应运而生。然而经过学习我们发现，所谓的国学就是

《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周易》、《诗经》、《道

德经》等各经典古籍的直白翻译，让我们恍惚回到了大学

时代，因其晦涩难懂难于落地，使很多企业家觉得国学只

是虚华的浮云。

应用难 通常讲解国学的老师，大多更重视文辞古句的解释

而忽视本质核心智慧思维的分析，很容易让听者觉得云山雾

罩、玄之又玄，进而失去学习兴趣和信心，只是知识层面的

学习。并且，国学老师尤其是学院派教授所具有的实践管理

经验少之又少，在授课时生搬硬套很多西方的管理案例，强

行编造与肆意结合，进而造成了企业家的反感，及至排斥。



国学未解之惑

筷子与刀叉，用筷子是国学；唐装与西装，穿唐装是国学；结婚

坐轿或上礼拜堂，前者是国学；秦砖汉瓦唐三彩是国学，唐诗宋

词元散曲是国学；文房四宝是国学，琴棋书画是国学，医卜星相

是国学；云对雨，雪对风，也是国学。这些说法对不对？它是国

学的精髓还是皮毛？

为什么说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并非来自近代 100 年的逻辑，而是产

自易经的思维方式。易经到底是迷信还是宇宙规律？我们听说过

的八字、风水、算命等同于易经吗？

如何选择企业匹配的合作者，形成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如何选

择企业的关键人物？严谨的“财务”、勇猛的“销售”、八面玲珑

的“公关”？

治理天下和治理企业有何不同？儒家的四套方法“法治，德治，

理治，情治”如何成为管理企业以及国家的核心法则？儒家于“执

行力”的解读就是知行合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道家是中国文化的“药店”，它蕴涵的自然、无为的政治管理智

慧以及立命养心哲学为历代治国安邦者所推崇，所谓“内用黄老，

外示儒术”。而我们通常听说的祝由科—画符念咒，是不是迷信？

神秘玄妙又有力量的道家养生功法如何修习？道教与化学、数学

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从历史看王朝立业、兴业到衰败，鉴以领袖用人治世御人之道；

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了解权力运作机制、国

家制度、等级之分应对当今企业组织、以古鉴今。



佛教的真正含义是智慧的教育，自身的修行，并非烧香拜佛，佛

就是每个人自己，烧香拜佛不是真正的佛教。“和尚”和“师”

有什么关系？是出家就能称为“和尚”吗？我们顶礼膜拜的观世

音菩萨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开国领袖毛泽东对墨子情有独钟，称赞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

人”。毛泽东在领导军队的过程中借鉴了哪些墨家的全控思想？

墨家的弟子可以为了墨家的思想“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当

今很多的企业无法留住优秀的人才核心关键真的是薪酬吗？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

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

法家主张面对未来，与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

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一切以法律为基准的学说是否偏颇？

号称天下第一奇书百战百胜的孙子兵法，对企业经营竞争来说，

是得天独厚的超级战略、决战经典，那么如何运用于企业发展

呢？中国本土企业面对还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使用什么样的策略

才更为有效？彼特的战略模型不能给你明确的答案，《孙子兵法》

中的三大战略如何帮您解答疑难？

《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是我国优秀的中医经典，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形成的生命哲学巨著。是指导人们保持身体

健康与心灵完满的最佳方法，是顺其自然且符合生命规律的正确

理论。真正的养生是“从生到死”维护健康的过程，中医不存在

亚健康—阴阳失调则为病如何解读？

企业家阅人无数。如何从见到对方的第一面起就洞察对方的心

机，性格，状态，成就？事业发展要靠合伙共赢。如何判断初识

的合作伙伴？人力资源要面试大量的应界学生和职场老手，如何

快速拆下他们的面具，进入他们的内心？



国学应用之道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深化，西方的管理模型越来越不能完善地解

决中国企业所有的问题，尤其对于关键症结愈发效果甚微，甚至由于

文化与思维的差异导致了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败，比如“蓝海战略”带

给 UT斯达康的困境，再如麦肯锡指导下的康佳、实达逐步跌入泥潭，

关于西方管理学悖论的争议越来越尖锐，如此案例比比皆是·····

中国自大禹时代，就利用堵不如疏的管理思想，治理自然灾害。

在 17 世纪以前，中国在国家管理、工程管理、农业管理等方面都曾

领先于欧洲近 2000 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优秀思想和实效模

型，或淹没历史中，或遗流于海外，进而逐步被我们现代国民所忘却。

当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进行着涅槃式复兴，海尔、京博

控股、阳光股份、华远、格兰达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领导者也正在利

用中国的管理思维与文化智慧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企业，为尚

在探索与发展中的企业家树立了成功的榜样。台塑创始人王永庆谈

到：“什么时候，企业经营偏离了民族信仰和文化，那么我们在竞争

对手面前就彻底忘记了自己是谁”。



我们的课程

实战：知识的学习是对国学经典的基础理解，智慧的学习是

把它理解、归纳、推演、提炼并成功应用于企业实战，并最终形

成中国文化管理模型。

清晰：国学智慧之树由易、儒、道、释、墨、法、兵、谋、

医、史、应用等构成，是完整的国学学术应用体系，而非简单散

乱的拼凑。

统一：全部的师资来源于同一教学研究中心，一脉相承，体

系完整并思路框架认知统一，规避现在其它国学课程互相诋毁攻

击的混乱现象，造成学习的困惑。



我们的师资

最差的老师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只懂理论不结合实践；

差等的老师是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用理论套用摘选案例；

中等的老师是把简单的问题简单化，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

最好的老师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理论创造出成功实践。

以“许文胜”老师为核心的国学管理讲师团队，都在各自的研究

领域具备精深的国学智慧造诣，完全掌握学派思维的精髓，同时创新

研发了各具特色的管理应用模型，形成了有战略、有方法、有逻辑、

有工具并对企业管理与生活有指导意义的实用国学管理理论。



课程模块

核心导读 课程价值

模块一
儒家中正
管理之道

儒家思想被长期奉为正统思

想，其核心是“仁”，追求“人

以性为本、国以民为本”，主

张“内修以齐身养性善仁义，

外用以成家治国平天下”，从

而达到“儒正”的最高境界。

1、理解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

2、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的影响

3、成为诚信乐善、和谐共赢的儒

商

4、掌握卓越领导力修炼的本质方

法

模块
二

道家领导
力之道

老子以《道德经》反映了宇

宙规律与生命密码的本质

体系。领悟“道、德、无为、

有无、虚静、柔弱”的深刻

哲理，更可领会老子的朴

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

宙观、人生观及方法论。

1、理解道家思想真谛

2、道家文化如何帮助现代企业实

现无为而治

3、掌握开创企业长存的经营大道

模块三
佛家危机
管理之道

佛家强调发挥人本身具有的

智慧，通过现象来看本质。

禅宗“持者用心，神通感物，

见性成佛”，是修心的指南和

开悟的钥匙。“心”的哲学，

是“爱智慧”的学问，“心”

的管理是管理的至高境界。

1、理解禅修智慧的轻灵正见

2、完成真实本源的自我探知

3、借助禅修达到乐观充实、和谐

宁静的心态，寻求善终健全的人生

归宿

模块四
易经管理
之道

《易经》，中国文化之源，历
代群经之首，古代科技之基，
可谓“大成智慧”。易学的思
想体系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核
心， “太极、阴阳、四象、
五行、卦爻”这些知识体系，
“归纳、推演、聚合、发散、
太和”这些思维方式，成为人
类智慧最高境界。

1、理解中华文化的辉煌原貌与起
源智慧
2、体悟管理的本质哲理
3、掌握企业成败的关键
4、掌握企业运营变化的本质



模块
五

兵家竞争
策略之道

结合“庙算”、“求势”、“稳

战”、“奇胜”、“心战”、“前

瞻”、“全局”、“临危处置”

等战略思维和方法的《孙子

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

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

军事著作，享有“兵学圣典”

的美誉。

1、理解兵战与商战的核心联系

2、掌握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精华

3、掌握开创企业生存之本，缔造

企业常胜之势

模块
六

曾国藩冰鉴

识人之道

毛泽东说过：“我平生独服曾

文正”。曾国藩被称为“千古

第一完人”，培养能人无数，

他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淘出精

英人才？成功的你被众星捧

月。围绕在你周围的合作伙

伴，挚交好友，他们哪些是

真心对你，哪些又是阳奉阴

违，你如何知道？

1、第一次见面起就洞察对方的心

机，性格，状态，成就

2、判断初识的合作伙伴

3、快速识别面试的大量的应界学

生和职场老手

模块
七

墨家全控
文化之道

墨家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

情神，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

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墨家注

重逻辑学、代数学、几何学、

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

究，以至于毛泽东主席给予

高度评价“墨子是比孔子高

明的圣人。”

1、理解墨家核心思想和精华知识

2、领悟墨家“兼爱非攻”的管理

艺术

3、掌握企业忠诚控制的无形策略

模块八 法家管控
之道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遵循“因

时立法，因事制礼”的原则。《管

子》提倡社会分工且鼓励消费，

《韩非子》提倡君主专制。法

家强调“法”（即法律、法令）、

“术”（即权术）、“势”（即权

势）三者的辨证统一。

1、利用法家手段推行企业制度化

治理

2、利用法家势治方法强化企业领

导者控制能力

3、帮助企业和领导者建立核心竞

争力

4、建立企业人才考察机制

5、打造企业坚强核心团队



模块
九

历史管理
之道

汉代的辉煌文化，唐代的盛

世经济，宋代的举世科技，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

的亮点，从中可以探究中国

兴盛的印记。秦始皇、唐太

宗、宋太祖，其各自的统治

之术对当今企业领袖仍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

1、学习先哲优秀管理思维

2、掌握各朝代对应管理模

型，古为今用

3、借鉴管理经验，避免重蹈

覆辙

模块
十

景观智慧与
规划之道

风水学是人类在长期的居

住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来人们

不断的总结居住环境的优

劣,到了汉唐时期就形成了

很成熟很系统的中国风水

学理论。

1、掌握风水学运用之道

2、为企业顺利锦上添花

3、为家庭幸福保驾护航

模块
十一

黄帝内经
养生智慧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

地位最高的中医瑰宝、中医

养生学之源，以中国传统文

化智慧为基础，形成的生命

哲学巨著。中医学的养生之

道，是指导人们保持身体健

康与心理完满的最佳方法，

是顺其自然且符合生命规

律的正确理论。

1、掌握经络的运行时辰与养生法

则

2、掌握自己的最佳作息规律

3、学会养生的核心内涵和身体健

康的本质规律

模块十
二

修身养性
之道

琴棋书画治性情，诗书礼乐
好养心。养生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学会把健康交给自己，
健康的秘诀就是学会自诊自
治。

1、按摩乃中医之最高境界，掌握
方便有效的自我或相互按摩之法
为养生之最佳。
2、通过琴棋书画的鉴赏解读，达
到身心合一的健康境界。



师资介绍

国学导师许文胜

著名国学管理专家，太极管理理论创建人，清华大学

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国际

著名易学专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科技研究者，创新

管理专家，被誉为“精研国学之道，通晓众家之慧”

的文化专家。

儒家学者孙虹钢

儒学领导力专家，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学

者，新易国学管理团队主讲老师。修国学童子功，解儒

家经典，研知心、治心之“儒正领导力法则”及和谐、

高效之“儒家执行力系统”，倡“国学智慧之道为体，

西方管理之法为用”的成功组织文化模式。

易家学者张宝祥

易学应用专家，环境景观专家，国学文化研究者，墨

学专家，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国际太极

易学会副会长，新易国学管理团队主讲老师，被誉为

“国内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国学老师，清华大学课酬最

高的易学景观专家”。



道家学者黄卫东

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新易国学管理团队主讲

老师，新易国际核心顾问，国际太极易学会理事，资深易

学专家，环境景观理论造诣精深的应用专家，道家思想专

家。

兵家学者宫春

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孙子兵法》、《易经》国

学管理应用研究专家，新易国学管理团队主讲老师。创立

《孙子兵法营销模式》体系，研发出针对企业营销策略的

《孙子兵法的竞争策略之道》，在国内外讲学广受欢迎。

法家学者黄晓

法家思想研究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新

易国学管理团队主讲老师。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理论和企

业应用的成果进行融合，结合企业组织变革及执行运营方

面的丰富经验，研发出《法家思想管控之道》等课程。

医家学者秦鸿亮

国学文化研究会学者，新易国际核心成员，新易国学管理

团队主讲老师，北京环宇科苑中医研究院主任。从事中医

治疗、亚健康调理、中医养生研究三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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