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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徐樹荃博士作對話，他是北京師

範大學（北師大），香港浸會大學合辦的首間中港

聯辦的大學，簡稱北師港浸大，他是該所大學的商

學院副教授，兼副院長，和持續教育處長。徐博士

是加拿大香港人，他是創業者，上市公司高管，學

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服務上有10多年經驗，對西方
商業運作，了解甚深之外，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社

會處境也有親身的體驗。

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

同發展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一邊住在西方，一邊住中

國，我們今天想探討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的世界

淺談中西領導觀
■ 徐樹荃

耀海教育集團董事長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摘  要：梁、徐兩位學者沿着「一國兩制」的思路，討論了一個世界兩種制度並存的可能性。徐樹荃認為，管

理學是一套組織行為，不外乎三個元素，管理者、過程和結果。無論西方的管理學，或者中國人講的管理，大

家都是在說這三個元素。中國人的管理模式與西方是有些不同的。第一是講求道德，要向「道」或者「天道」

負責。第二是講求結果。第三是講求果效是要靠中間的過程，強調選賢任能。合適的領導有三方面特質：（1）
講求關係。（2）在關係裡邊取得成就和結果。（3）危機感。關係搞得不好不可能上位，不會處理事情不可能上
位，沒有危機感也不可能上位。梁燕城論述了中國式管理背後的文化邏輯，在天道的層面，中國人在差異性和

衝突之中相信「仇必和而解」，在實踐中通過認識歷史發展的「理」與「勢」，故而能將儒家思想、法家思想、資

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世界最好的價值觀。在領導與群眾的關係中，做到「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形成中國民主運行方式。徐樹荃總結說，這正是「中國領導行為模式」：道徳品質、實踐性、維持

性。對於中國領導者或領導學的走勢，徐樹荃強調三方面：美善、自能（自我提倡）、和合。他因此相信中國會

令到世界另眼相看。當西方發達國家推動西方化的標準化、統一化的時候，如果有人不跟從，就對他構成威

脅。中國則強調全球化，不是標準化，叫做共同體。共同體即是等於一個身體，但大家並不相同，而是各有各自

的功能。

關鍵詞：一國兩制；中國式管理；西方現代管理學；全球化；標準化；共同體

大局，中國成為西方所對著幹的一個國家民族。我

們一直以來都希望中國和西方是和諧相處，但現

在的美國要對中國作持續的攻擊，對我們這些住

在外國的華人來說，我們是怎樣公正的看待這些

事件呢？

2014年年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美
國總統奧巴馬時，曾說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大，應該

容得下中國和美國，但美國不吭聲，因為美國心目

中不認為太平洋是有中國的份，原來在2013年10月
剛卸任的前國務卿希拉利在對高盛銀行的講話中

說，美國對太平洋的權利的依據是二戰中「艦隊的

軍事實力」以及美國「發現了日本」。她說：「我這

麼說的道理是，美國應該聲稱擁有太平洋所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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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我們解放了這個地區；我們保衛那裡。我們對

太平洋所有地區擁有一樣多的權利。我們能把太

平洋叫做美國領海，這包括從加利福尼亞西海岸

到菲律賓的所有地區。」[1]

中國認為太平洋足夠大，世界各國應平等享

有權利，但美國不認為他國是平等的，並且到拜登

任總統時，更要將戰略目光放在南海，聯西方列強

在南海作軍事演習，形成包圍中國之勢。

後來習近平又提出一個更寬廣的觀點，在和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11月16日進行了
超過三個小時的視頻會晤。他說：「地球足夠大，

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展。」[2]這句說話顯明中

國的戰略意圖，是中美共存的空間是地球，是很廣

闊的世界。

中國在各大國際峰會都表達一種思維邏輯，

在中國-東盟峰會，中國講的是親誠惠容；在APEC
會議，中國講的是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在G20峰
會，中國說的是人類未來命運和福祉，中國一向重

視建立人類和平並存，各民族文化共融及共贏。美

國的思維邏輯卻相反，先有「亞太再平衡戰」，再

升級為「印太戰略」，又拉攏澳大利亞和英國成立

「澳英美聯」(AUKUS)。要將北約的軍事同盟帶來
亞洲。

狼群與功夫熊貓

中西文化思維方式不同，西方列強似貪得無

厭的狼群，要在全球搜刮盡所有資源，中國像本性

和平的功夫熊貓，武功高強只為守衛家人與族群。

中國的思考方式及文化底蘊，是嘗試盡量包容不

同、建立和諧共融，而不是對立、鬥爭和壓迫他人

的心態。因為中國過去經過文革的鬥爭，對國家造

成很大傷害，中國人已不想對內對外鬥爭。但奇怪

是西方列強自稱擁有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卻很習慣

去鬥爭、掠奪和欺凌其他民族文化，那麼在這樣的

局勢之下，我們可以用什麼思維模式去分析這兩個

國家。

擺脫殖民統治的思維

我自己的反省是，我和徐博士你都是在香港

受殖民統治教育。或多或少會認為西方的教育比

較優越，所以，我很多同學年輕時便去英國留學，

父母也許很鼓勵去英國，因為英國屬於先進國家，

留學生似是很威風的。到達了英國才知道這國家

的高傲、歧視及正在走下坡，不是我們想像之中那

麼開明和先進。香港人其次會選擇到美國升學。

後期一點，倒過來便是美國第一，英國第二。而我

則是在美國留學，徐博士你也是美國留學。那麼我

倆都經驗過西方世界觀的視野，當中少不免也熏

陶了我們華人的世界觀，幸好我們都有一個特別

的情懷，就是我們有一種感情，知道自己有華夏文

化根源。徐博士你自始是支援中國，又支援中國共

產黨，我以前的背景卻並不認識共產黨，只是很愛

中國民族、歷史和文化，我過去對自己中國的根源

的認識，就是少時讀很多中國歷史故事，又從13歲
就開始讀莊子、讀老子，之後讀梁漱溟、唐君毅、

馮友蘭等，從中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價值，使我認同

中華民族文化，以做中國人為榮。這使我擺脫殖民

統治的思維。

我青少年時因讀各種書，產生了愛護中國文

化和歷史的情懷。所以我雖在香港長大，我卻認同

我是中國人，我不會說我是英籍華人或自稱香港

人。香港是城市，不是國家民族，不能成為認同對

象。我雖拿英國護照，但心中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

的一份子。但在成長期間，知道中國大地經歷過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悲痛的年代，我感同身受。

所以當我們成長，中國改革開放，我當時在中文大

學讀碩士，專研中世紀靈修思想，之後就去美國讀

博士，親身去到西方了解其文化、社會和體制。

回國獻身的決定

我的心總有一種想法，怎樣能貢獻中國，使他

發展更好，特別在中華民族重建，文化重建方面。

這種心態，讓我終歸還是選擇投身中國，放棄在

海外很多優渥的發展機會，當時海外給我一份很

高薪的工作，但我考慮如此即不能全面貢獻祖國，

終放棄這機會。因知中國發展很艱難，我心底有一

份特別的情懷。第一，就是宗教性獻身的使命，我

20多歲已決定100%獻身去活出信仰所經歷那無條
件的愛，以僕人的服侍去關愛同胞，推而及於全人

類。第二是100%委身給中國，尋求民族文化的重
建，願意為中國作任何犧牲。第三是100%愛妻子
和子女，這是做人的基本責任。因著這種情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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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讀博士，專研儒學和易學的本體詮釋學，終

歸是探討中國人的根源精神，希望能夠幫助中國

在文革後重建文化、重建家庭和社會。

早年在中國的交流

90年代回中國所見，中國發展很艱巨，每個人
為了生計，都在發展經濟或企業，但貪污腐敗十分

嚴重，而當時剛產生初步的知識分子群體，收入都

很低微。剛剛改革開放沒多久，體制未完善，一般

人對世界的認識還是很愚昧，行政管理落後，很

多香港人和海外華人對中國人瞧不起，但我卻為

中國的未完善深感焦急，我覺得我的職責是要幫

助中國重建精神價值。所以在中國的大學講中西

文化及中國的道德價值，重建下一代。

當時大概於90年代，從1994年開始，創辦文化
更新研究中心，在學術文化方面建設，通過辦中國

學術刊物，跟國內學者對話和讓學者發表論文，這

是在外國發表的，而且又可以討論中國前途，那麼

我就和很多國內學者交流，無論是哲學、文學、歷

史、社會學的城市發展，經濟發展等各式各樣的討

論，當時候，一批一批學者開始冒出來，大家關心

如何讓中國發展得更好。我們籌款捐助的第一個

研究計劃，就是和上海復旦大學由王滬寧領導的

學術團隊合作，探討廉政文化，數十年後中國廉政

終於結出成果。

之後我們和民政部合作，又到蘭州大學交流，

到貧困地區考察，在海外募集捐款，在中國艱難的

年代，資助有需要的山區貧窮學生教育。

就我個人而言，自己辦一個慈善機構，做這些

工作的工資遠低於我的資歷，還不斷要尋求捐款

支持，但是，我很高興能夠跟中國有對話空間，了

解國家發展遭遇的難題，盡有限的能力貢獻。且在

交流中能夠把仁愛價值，特別是我們祖先留下來

的精神風骨，傳達給中國學生，接下來下一代的學

生畢業，投身社會，他們不單具備能力管理辦事，

且有道德人格的承擔。我在中國有28年，近這十多
年，我目睹了中國如何從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怎

樣發展成今時今日先進的國家，這是我做夢也沒

想到。作為一個普通的華人，能看見少少的進步已

經開心不已。想不到中國勵精圖治，突飛猛進的

發展，極不簡單，是一個歷史奇蹟。

親身了解和經歷中國的成功及新的

衝擊

沒有一個國家好像中國，可以在短短20幾年
的時間內，興起得這麼快，而且貧窮人口那麼多，

知識水準也有限，中國在這段時間內，已經慢慢

認識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和體制，並吸收到西方最

優秀的知識。然後根據中國自己的處境，發展一套

適合中華民族的方向，這個對於我來說印象很深

刻，我觀察到這樣慢慢的發展是可行的，那麼我

便差不多可以退休了。我那時已經60多歲，是時候
退休，可以說多年來盡了很大努力重建中國，要做

的都完成了。我曾經到農村幫助二萬多貧困學生

受教育，又在國內講學，與100多個不同專業學者
交流，獲得很大成果，見到中國成功脫貧、克服貪

腐、社會日漸富足、文化復興，對宗教信仰有尊重，

十分欣慰，大概人生使命也已達到一定的完成。但

是，從自己信仰靈修內省的直覺，感覺好像還未完

成，還有很複雜的事要讓我去做。

當下的中國各方已經上軌道，怎麼知道，2019
年香港出現大暴動，這個大暴動剛開始的時候，我

還以為是香港人過去那種和平理性方式爭取體制

改革，但很快觀察到其迅速暴力化，這個暴亂是有

計劃、有組織、有龐大背後資金錢及政治勢力支

持，在幕後想搞亂香港，進而拖慢甚至摧毀中國

發展。我開始警醒，難道西方真想破壞中國嗎？

回顧歷史，發現美國剛開始和中國交往時，

不外想利用中國抗衡蘇聯，進而想通過中國改革，

將美國的思維方式，帶入中國，培訓培養一批親

美的年青人，但是並不成功，中國人在改革有成果

時，轉向對自己歷史文化很認同。雖然中國知識分

子都有一批較為西化的，他們或有對中國可能有

不滿，但是他們總是為了愛中國而批評中國，不是

站在西方立場，要把中國推翻。

忽然間，形勢一變，西方背信棄義，違背和平

共存的全球化原則，用從前帝國主義欺壓原住民

的手段，來打壓中國，為什麼美歐不能容納中國的

興起呢？在這個時期，我在香港遇到了徐博士，徐

教授在國內教學多年，剛退休返回香港，原來就

住在我附近，我們是幾十年沒見面的朋友，之後喝

茶聊天，他提出一個他的理念，就是說中國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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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是否在全球可以提倡一個世界兩種制

度呢？這個意念很有見地，就是把一國兩制擴展為

「一世界兩制度」，或是「一世界多元制度」，多元

文化價值平等並存。人類或應朝這方向，甚至成為

主流。文化和諧並存，否定一文化凌駕一切的「文

化霸權」或「文化帝國主義」。

西方國家，例如加拿大，原是自認尊重多元文

化的體制，現在因美國脅迫，突然間也改口，認為

西方那套制度才是代表普世最高價值，反對中國

的體制。西方的人權自由原來只是一畫皮，其原形

竟是深藏傲慢和歧視的妖怪。

然後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爆發，因俄國也遭

遇到歐美同樣的打壓。本來蘇聯已不存在，為什

麼北約不能吸納俄國，還要繼續東擴？2004年及
2014年，兩次用顏色革命來控制烏克蘭，改變為親
西方的勢力，由於北約步步逼迫俄羅斯，俄羅斯擔

心這個東擴會利用烏克蘭來摧毀俄國。終引發俄

烏之戰，生靈塗炭，我覺得很悲痛，看看整段西方

歷史和文化，從希臘史讀到近現代史。我發覺西方

雖然說民主自由人權，但是當他去佔據其他土地

的時期，他們對自己的少數民族是非常殘酷的，根

本沒有做到他們所說那些價值。

西方主義的思想

但三個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以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侵佔全球，後殖民研究大師Couze 
Ven n指出，西方主義的思想，連結著一種全球性
轉型計劃，及一種世界秩序，「西方主義是一組概

念與歷史空間，要全球逐漸變得西歐化和現代

化。」[3]基本上西方在侵略全世界時，提出一種合

理化自身利益的主張，認為現代性是一計劃，一種

要實現的理念，提倡一種線性的歷史進程，全球所

有文化都當「以歐洲人做為人性歷史代表範本的

主體。」[4]伴隨著殖民主義，列強將一切非西方文

化定位在這些論述之下，「被公開稱為有缺陷的、

低度發展的、或甚至在時間上只停留在某些最初

發展階段，也就是處處落後的狀態。」[5]

我們接受的殖民統治教育，也是被灌輸這思

想，香港年青人很容易認為西方是代表人類該走

的方向和最後目的。但是當我們真正了解西方，便

發覺其虛偽。美國常出兵攻打其他國家。21世紀美

國攻打了中東四個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

和利比亞。有個美國可靠的研究，穆斯林被殺的最

少有400萬人[6]，這些手段造成其他民族文化的人

很大的傷痛，當我跟穆斯林談話交流的時候，他們

對美國仍然很憤怒，但西方傳媒都隱藏這些消息。

現在更加明白，美國一直是在盤算策劃如何打壓

中國，企圖打跨香港和利用台灣製造亂局，手段之

陰險是一樣的，目的就是西方在全球獨大，其他不

同民族和體制都只是附屬。我便開始明白，在整個

過程裡，徐樹荃博士提的觀點很重要，一個世界兩

種制度是否可以並存？

中國文化的精神重視多元並存，易經的思想

核心就是在眾多的事件中，如何找到平衡點，求達

至和諧而不造成衝突，這稱為聖人之道。眾多事件

或者個別事件裡面，形成不同的人群，可以含不同

看法，做法是用協調、和諧、對話、互相欣賞，達至

和平共贏，不是對立或要消滅對方。我想這是中國

人用和諧致勝之道，且在全球已得很多發展中國

家的支持和讚賞。看看徐博士對這個問題有什麼

看法。

商人學者回國的了解

■：多謝燕城，跟你對話有很大的感觸，又看見大

家對國家的情懷有增無減，尤其是我們已經站在退休

年齡，其實可以舒舒服服做自己的愛好，但是我看見你

和我對國家情懷，仍然是那麼的熱烈。

我自己是在1972年-1976年在美國大學畢業。當時
正值70年代，中國與美國的國力真是天淵之別，那段時
間去美國讀書的人，都認為美國是最好的。而我在美國

讀書的時候便經歷了很多美國人來幫助我，這經歷是

正面的。之後我就去了加拿大工作10年，1986年回流到
香港，從事中港房地產開發工作共20多年。1997年後，
開始人生的新一頁，投身國際教育及持續專業培訓，到

2010年，到國內任教，是北師港浸大商學院副教授，副
院長，持續教育處長。我對中國的認知及親身體驗是

1990年代，香港地產發展商正是進軍開發國內房地產
的黃金時刻，我是港商的高管，不時要出差，與國內公

司(中方)協調事務，當時中國的營商環境相當之被動。
資金，資料或者資訊，管理水平等都是缺乏和落後的。

國家步入經濟開放時期，鼓勵外商投資，活化中國的經

濟和經貿環境，但與此同時，社會生活方式差異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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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下產生的矛盾亦出現。回顧開放之前，經濟薄弱，

但中國開放之後，令社會資源重新分配和建立個體戶

營商環境。民生開始富裕起來，當時的每一個中國人，

都努力改善自己生活水準。後來，我在2010年，就真正
長住在中國10年時間，我深深體驗到民生的改變。舉
個親身例子，當年我在大學任教期間，經常僱用一個司

機，接送我由珠海九洲港來回學校，他一個月的平均收

入大概是4000元。後來，我在2020年期間離開當地的
時候，他的收入差不多已經約八千至一萬多元左右。他

是一個普通的市民，再加上因為有自己屬於鄉村的物

業，如果國家收購的話，市值過千萬，即是說一個普通

的中國市民，他的財富可以翻幾倍。我都不能不承認，

國內人的現在資產值，已經不遜色香港人了。

其實，中國的競賽之路，以中美博弈為例，就好像

一個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龜兔競賽」。大家會問，為
什麼龜會贏了兔子呢？其實龜靠什麼去贏兔子呢？回顧

我1972年去美國讀大學的時候，美國當時摩天大廈林
立，從建築方面已經看到他完全是走在世界上的頂尖。

兔子跑得很快，它一下子已經去到終點，但當我們回頭

看我國，只是短短二十，三十年，美國(西方國家)就開始
擔心跑輸給龜呢？

中國人是靠什麼贏

我覺得關鍵是中國人的管理方式，中國人是靠什

麼贏，或者是靠什麼人上位，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持

久性」(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或者叫做「持續
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範式(paradigm)。美國當時已
經是世界頂尖國家，正因為這樣，她就像那隻兔子，

既然已經是鉅頭，不如先去睡覺，不時戲弄那頭龜，不

過那頭龜卻沒有受她影響，不理會她，按自己步伐走下

去，當兔子睡醒之際，才發覺龜已經很快到終點，兔子

用盡力去追跑，結果還是輸了。我自己是研究管理學，

中國的管理學強調三個基本元素，包括管理者出身和

自生(德行)，靈活政策及策略，和可持續及有效的績
效。

1.中國領導人講求道德(Vir tue)，他是要向「道」
或者「天道」負責，是個很大的承擔。好領導有好德

行，是中國管理傳統重要範式，正因如此，中國百姓十

分憎惡貪官，今天的中國政府對打貪都不遺餘力。當

然，貪污是全球國際事件，不只出現在中國，全世界包

括北美洲、香港，一樣也有貪污。然而，西方的領導者

／管理者講管理行為，十分重視個人在群眾的表現和

講求魅力性(Charisma)，這些能力當然可以發自內心，
亦都可以是虛假，是扮演世界政經舞台上的一個角色，

例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他便是一個好出名的喜劇

演員！

2.政策及策略過程(Efficiency Process)與有效績
效(Effective Performance)，在中國做領導或做管理，
最重要還是講求績效結果，要有果效的結果就是要靠

中間的過程，中國的管理過程是很強的，強調選賢任

能，須要選擇一個合適的人去管理。一個合適的人要

䁱得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但是西方認為關係不可靠，

其實，中國人的關係是指建立實體人際互聯網的組織

能力，換言之，關係就是確保人與人之間的不穩定性的

可靠性，這樣就可以保持穩定成果，降低風險和提升

危機意識的預判力。選拔好領導，他或她一定擁有與

人、事、物建立互通的良好關係，這些人才配得領導中

國的好領導班子。儘管有人(西方傳媒)批判中國領導者
的不是，其實，新中國幾乎由零開始到現在小康，短短

經過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政府的卓越政績，包括經濟

自主、政府的公信力、執法和破案、精準脫貧執行力、

創科和專利、新能源、基建、軍備、教育和環保等方

面，都使人拍案叫絕，正反映出中國的領導力的高有效

性。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
裡找到相關的資料作引證研究，西方國家成長速度，與

中國比較下，落差甚大！使人失望。梁博士，你有沒有

什麼補充？你對於我的看法有什麼回應，因為你是研究

中國文化，你從中國文化出發，你覺得中國的領導學或

者領導力，你認不認同這個看法？

中國管治的真實處境

□：講道德和關係的管理，加上持久性奮鬥，

確是中國成功的特色，中國重人的內心承擔及人

與人的感通共融。這不同於西方重外在的效率和

工具理性。我自己在中國有幾十年經驗，慢慢觀

察和綜合他們的管理，並與那些官員領導一起入

到貧困落後的農村，我們碰到很多熱心的官員，都

是有道德承擔，且大家建立互信關係，一起為脫

貧奮鬥。說也奇怪，我在中國到2021年已有28年，
雖然外面說到貪污何等猖獗，但我二十多年從未

遇過有官員問我們要錢，或收取貪污利益。當然，

我沒有做生意，只做慈善，或許貪污者也另找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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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機構是做慈善事業，是靠捐款來幫助中

國貧困地方，因此，人們對我們很尊敬，閒談之間，

他們都會說，你有偉大的愛心，貪官也不會貪你的

錢。在中國就是這樣想，貪官大概有個道德底線，

不會貪好人的錢。我也覺得很奇怪，所以中國的貪

污不是海外所傳那種情況，官場也有中國文化的

道德。

其實中國共產黨有一套思想，黨的教育是要

求有那種忠誠品格，當然不是所有官員做得到，但

這是大方向，所以，我們在中國遇到很多好的官，

他們都知道中國艱難，明白民族的大方向，大家都

想努力改善。然後，我又慢慢觀察，中國人若要做

好一件事，他們不是先有個大理論，或者透過什麼

行政管理作為理性工具來達至目的。他們是徐博

士你說的，重視關係。如果你要做成一件事，一定

要通過各方面同意，大家都認為做這件事對國家

好，是在多人同意之下大家一起去做，所以要有好

關係。在進深的關係裡邊，他們還希望可以做到通

過關係而達至更大的成就，免得因關係破壞而形

成危機。我覺得這個就是將中國儒家和共產黨道

德的一個奇異的融合。以前共產黨是反對儒家，但

排拒儒家的和諧，則會變成無止的鬥爭，但鄧小平

以來，我覺得奇妙就是中國文化得到重視，被包容

入政府發展的裡面。

中國第一代學者和思想家

90年代我初到中國的時候，見到第一代的思
想家，他們那時每個都是較貧窮的，大家穿件白襯

衫，穿對涼鞋，但卻很有思想，其中一個便是張立

文教授。他寫了一本書，叫《和合論》，即是「和」與

「合」，這書就是建造「和諧」論，以前是「鬥爭」，

現在就是不想再有鬥爭，張立文教授等他們很多

都是馮友蘭影響下的弟子。馮友蘭是大哲學家，中

國開放時他已經很老，去世之前他寫的書，最後談

到中國哲學的歷史，他總結跨代，提出張載的話：

「仇必和而解」。就是以前文革是仇恨鬥爭，但現

在是和解重建的年代。仇必和而解，就是他對那麼

多年努力為中國奮鬥，他希望中國能和諧。後一代

是張立文，經過文革，張立文都已經四五十歲了，

他寫《和合論》，渴望用中國文化重建未來價值。

之後便有很多較為年青一代的思想家出現，開始

作很多中國儒、道兩家的研究，我和這一代精英對

話了20多年，因為我也是研究儒釋道。當中也有學
者是研究基督教的，如社科院的卓新平、北大的張

志剛等，大家探討如何以基督信仰的僕人精神，以

無條件的愛來服侍人民，重建中國人的仁愛和道

德價值，共同建造高水準的未來社會。

共產黨思想的中國文化根源

我研究中國共產黨興起時的哲學思想，主要

是毛澤東寫的《實踐論》，這個實踐論根源於王陽

明的「知行合一」，行就是實踐，人的良知就在生

活實踐中彰顯，知行合一作為實踐修養，達到最高

峰是劉蕺山(宗周)講「慎獨」，謹慎自己孤獨的時
候，不但在人面前表現高尚的道德，且自己一個人

的時候，堅持不做失德的事，這就是道德實踐最高

峰。而劉宗周在清兵入關，堅持絕食而死，這是能

忍受餓死之苦的德行，可以說儒家實踐思想的最

高品格。

知行合一的實踐思想影響到王船山，王船山

改從實踐去了解歷史大勢。他在南明抗爭滿清都

失敗，他發覺這是歷史的大勢，他在《讀通鑒論》

中指出，歷史的現實形成發展的規律(理)，故歷史
的理只體現在人們的歷史活動之中。歷史的「理」

是在歷史的「勢」裡面了解的。若能掌握理勢，就

會勝券在握，若掌握不到歷史的大勢，逆其理而

行的話，便會失敗。

毛澤東年青時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跟

從恩師楊昌濟學習，楊的學問受王船山的思想影

響，他特別強調「力行尤要」，青年毛澤東對楊先

生最為佩服。當時湖南長沙有一船山學社，是譚嗣

同老師劉人熙在1914年創辦，毛常到學社聽講，很
愛讀王船山之書。毛澤東革命時到井岡山，都叫人

帶一套《讀通鑑論》去，他熟讀中國歷史，掌握如

何去應付國民黨的軍事力量。毛澤東後來經長征

到延安，寫《實踐論》，建立革命中的實踐哲學。重

在生活實踐中掌握歷史現實及其規律「只有在社

會實踐過程中，……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一定

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

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

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

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歷史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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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永遠的真理，卻是按目前的實踐來掌握，所以

能夠很靈活。他動用中國草根農民為其基本力量，

以鄉村包圍城市，每場仗都贏，是因為他掌握到歷

史大勢，明白民意民心方向，並有公平的理想去鼓

勵平民，結果民意就趨向共產黨，掌握歷史大勢

便會贏，國民黨每個將軍都懂得打仗，但是單靠打

仗還是不行，他們欠了一種思想文化和理想。

革命成功建國後，曾因大躍進和文革失去了

實踐精神，發展產生了曲折，結果鄧小平重建實

踐，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地重建中國文

化的包容性，以特區包容了市場經濟，通過市場經

濟帶動發展，達到今日的輝煌成就。

馬克思主義其實原是要求通過革命，使一個

資本主義的富足的社會，人民可共同掌握生產資

料，達至分配的公義。但中國革命是在貧窮的社會

中發生，之後強制性地建立公有制，並不能帶來富

足。直到鄧小平改革，引入市場經濟，奮鬥動力重

新出現，中國文化重新復興，對道德和家庭重新肯

定，中國進入富足，再以社會主義維持一種對市場

經濟的平衡，管制特權資本家的壟斷，達至共同

富裕的理想。

新時代克服貪腐和貧窮

但是改革初期，大部份人仍是貧窮，官員系統

亦產生腐敗，直至經過20年的發展，一部份人民開
始富足。這時中國要克服的難題，第一是腐敗；第

二是貧窮；第三是中國文化需要重建。近10年政府
努力在這三方面建設，解決了大部分的貧窮，沒有

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在短期內將幾億人口由貧窮脫

貧，雖說不上富足，但是卻已克服絕對貧窮，就像

我以前在農村見到很多人，一說起生活的貧苦就

哭，貧窮得家徒四壁，小孩子見到我們特別來探訪

關懷，都會哭泣，我們其實能夠做的也有限，因此，

我寫意見給政府，政府真心去做，一做之後就改

變過來。

另外，習近平時代，政府打壓貪腐，黑社會，

寡頭壟斷的權貴資本家。中國對寡頭是有某個程

度的限制，共富理想到近期就能正式提出，平衡

資本主義過份造成的不公平，建立社會主義的精

神，市場經濟的出現，漸成富足，富足時期再推社

會主義精神，使之平衡共富，加上儒家思想的調

和、法家的公平法治，四樣的結合，形成20大新時
代的成功，中國的成功是綜合了世界最好的價值

觀。

中國全過程民主運作方式

當我有機會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會議中有

十多箱報告，各報告是由各方不同專家依數據寫

的，不是順口開河拿來交差，報告中寫的都是中

國的重大問題，要用時間慢慢去看，去研究。我才

知道中國開一個大會是何等用心，要處理每階段

的問題，這些報告是透過無數的專家去了解民間

意見，站在人民的角度去掌握民意。這精神是with 
the people，是全程與民同行，即了解民意。張維為
教授提出中國的民主是from the people and to the 
people，從人民掌握民意，從民意建立政策，使人
民得益。自這個中國全過程民主的運作方式，包含

民有、民治、民享。

我多年觀察中國，正正就是這樣，是一種實

踐的方式，其思路是易經的方法。易學先是要觀

察全域，分析全域眾多事件，包括國際性及本土

性，在眾多事件中怎樣平衡，怎樣處理，這是一個

龐大而多元互動的處理系統，與西方的行政和工

具理性運作完全不同。

台灣中央研究院朱雲漢教授，他對中國有很

深的了解，他說中國頭30年發展產生了一大成果，
是用共產主義帶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破除傳統的

封建體制，並將散亂的中國統一起來，能夠動員

所有人團結一致。使中國要做起事來，可以很快完

成，例如，建高速公路、高鐵、科技研究、上月球、

上火星，下深海，發展的速度快得不得了。我們一

批海外學者去參觀中國的科學園，科學園用高薪

聘請全球科學家，當中大部份是海外華人專家。參

觀時有學者提出中國現時發展科技仍然有很多東

西要買西方機器，但日後不可以依賴西方的產品，

一定要中國自己做得到，否則，與西方敵對時，西

方一定控制你的生產鏈，例如晶片。朱雲漢教授

提出，今日中國的工業，可以做最低端的產品，也

能做到最高端的。中國技術正在趕上生產高科技

發展，潛力是十分龐大。若以全面視野來看中國的

整體大局，發展有五位一體：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生態。每一個面都要兼顧，每方面有很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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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專家同心協力研究，這就是中國發展成功不

可思議的地方。

中西方領袖的共通點

■：今天的討論，其中之一個話題，是中西方的管

理法和領導模式，是否可以找到共通點，加強雙方對

話。剛才你談到共同富裕，我覺得共同富裕將會引申到

程序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的討論，西方民主說平
等，多談量的分配，而我認為共同富裕的實踐，不是均

富，而是質的公平分配，是處理民生財富效應(中低產
階級)的互補機制，當然，質和量對中西方百姓都十分
重要的。而中國的起步較遲，所以，當時中國民心都追

求高經濟效益時候，提升個人生活水準，因此，關注程

序式公義暫不是首選項，某程度上會導致生活水準差

距，這差距包括了程序上的不公義例如貪污舞弊，中國

政府進入零容忍時代，特別是習主席任內，大力打擊貪

腐，讓全世界震撼，並不是在做樣板，而是真真正正對

深層幹部的審查。審查超過百萬人。中國對程式公義的

實踐，有針對性的改善，例如司法執法和醫療的效率

和專業性都大大提升。剛才我用龜兔的比喻，就是西方

早在70年代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生活水準，而中國當時
候個人生活困難。傳統文化上，東方人比較傾向集體性

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而西方卻是較強調個別性
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中國開放之後，個人主
義或後現代主義，影響加深了，中國人的自我中心強了，

導致社會問題例如高離婚率，急功近利，誠信度下降

等。反之，西方不斷倡議的個人主義的權威性，導致美

國近期的兩派兩黨走上兩極化，個人獨力思考降低，

引致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和失效，直接影響民生例如落

後的基建、歧視、暴力、露宿者等社會問題，因此，中美

在民生問題，多對話，互相學習。我站在管理學立場出

發，大家可以有對話的可能性，希望將來中國與美國兩

國之間，大家能夠定位在管理學或者領導學的範疇上

多作交流。

西方現代管理學

西方現代管理學，最新最主要是兩種領導學，

一個叫做更新式或變革型領導( Tr a n sfor mat iona l 
leadership)和交易式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這是西方領導學去解釋管理現象。西方所說的更新式

領導跟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君子實踐論其實很相似。

1978年，兩個學者(Burns and Bass)發表文章介紹這兩
類領導者的模型和範式。我最近有一篇論文去批判該

領導力的非線性的失效度。關於這方面，中國君子這個

概念，需要長時間去詮釋，但是現在中國的領導力和管

理學，是包含了西方管理學主流思想。中國領導看重民

本和民心，其實，我認為民主是尋找民心的方法之一，

互不矛盾。換言之，西方所說的民主，而中國用民本，對

於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更加貼切，更加讓我們容易了

解。西方講的自由，其實我們說的是自決自能。西方很

多時候批判中國人只講關係，其實關係本身是一個平

衡中找自由空間的好機制。因為西方是講法為本，但是

我覺得中國所講的法，是盟約，是法中有情，情中有法

的概念，因此，法為綱，情為本，亦可以說由關係出發。

我認為是法為綱，一個綱領，按處境來改變，會更有果

效，卻不是朝三暮四之事；而法為本，就是按本子辦事

(Rule Base)，這種辦事方式，有可能欠靈活性，而導致
做事不到位和缺乏親和力，中西管理中，都有相同的問

題。將來有機會我們再討論這方面。

□：中國目前仍未對自身發展提出一套完整

理論模式，去與西方對話，其實中國應該出版一套

書籍，說明成功的因素是什麼，英文書就是W hy 
China Success? 我們應該提出一理論框架，解決
這四十多年中國成功的因素，例如「全國一盤棋」

的策略，這是西方比較少想到的。中國剛開放時，

可以分別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廣

州等最先發展地區；第二世界就是初步發展的重

要城市，如長沙、南寧、蘭州等；第三世界就是各

個縣城，大多仍是相對貧困；第四世界就是最落後

的農村；我的團隊每年到第四世界支援山區留守

兒童教育，都先是飛到第二世界，坐幾小時車到縣

城，再花幾小時入山到第四世界探訪孩子。二十多

年來，發現中國能在最底層世界不斷進行改善，我

覺得很奇怪，中國從農村、縣城都不斷更新，農村

陸續興建公路，近幾年很多山區道路已經打通了，

那種努力很難想像，令人尊敬。如果國家仍然普遍

有貪污腐敗的話，是不可能做到。從前入村探訪，

走的都是爛路，然後發展跟至二級公路，最後是柏

油路入到村裡邊，豬屋旁邊便是柏油路，又有電有

水，又將偏遠村民遷移到更好地方居住，以便與外

面更多接觸。

中國推動精準扶貧，是按不同農村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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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進經濟的意見，這過程我可算是有點參與，

省政府曾帶我到實地了解他們的精準扶貧工作，

他們先找一批有理想的畢業生到農村主政，用他

們的學識，了解每一農村實際情況，按情況提出改

善健議。這個完全是處境化處理問題，不同西方先

講程式公義，卻是面對每一村的現實處境，怎樣逐

步改善，尋索這條村的可行發展。我們機構以前栽

培的年青人，他們完成大學畢業，有些選擇去到最

落後地方貢獻，將中國貧窮的面貌改變。

改變與靈敏度

■：我在這點上談談我的觀點角度和意見，西方

管理常倡導革新管理學(Change Management)，中國
這方面研究是世界頂尖的，易經就是革新管理學的鼻

祖；我特別提及革新的二種屬性：速度性(Velocity)和
敏感反應性(Elasticity)。中國在過去多年的改革軌跡，
剛才以龜作例子，牠走路是慢，但卻有步伐。西方批評

中國是一個規劃式管理，其實卻是中國成功之處，這個

叫做速度控制(Pace controlling)和特區試點(Testing 
territory)，中國革新成功，是多謝中國領導人的不變應
萬變的遠見，堅守走自己步法，管控革變速度的快與

慢，按部就班行事，持之以恆，便會有驚人的創舉，在

成功道上，控制節奏是需要有一位長期穩定的協調帶

領者去領軍行事。中國領導人作風，好多時候讓西方人

有錯覺，認為他們佔上領導位置過長，就會出現貪污或

弄權。我明白權力是可以使人腐敗，中國文化和傳統，

亦是管控著中國領袖的私欲，讓他們可以克己求新的

精神，中國領導能稱好領袖，不單止有卓越辦事才能，

更重要是個人品德行為操守，這就是配合儒家那種君

子之道。總言之，改革，革新就需要有一位有多年實戰

能力和不同經驗的領袖，才有膽量去管控節奏和目標

的風向，才有延續性的績效成果。我最近研究，關於商

業上首席執行官(CEO)的任期長短研究，研究資料得
出大約4年，是能發揮最高利益效率。但在政治管理，
比商業管理困難萬倍，因為極多變數每天影響國家，績

效成果是看長遠的，所以，我是贊成政治領導任期是

較長。

替換性及魅力領導問題

□：我創立文化及慈善機構文化更新研究中

心，一面做重建中國文化學術工作，一面到山區扶

貧助學，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2022年已經28年
了，我仍然是領導，主要是一種精神領導，有重建

民族的理想，有建國的使命，有關愛疾苦的靈性。

過去都有人想弄權奪取，一旦你的機構做到有些

成果，又有人捐款，別人便會虎視眈眈。就算讓其

他人來做領導，他又有異象嗎？是否對中國有情懷

和委身呢？甚至是低薪酬也願意做呢？結果奪權

者都失敗。但之後有一問題，老了能退嗎？誰能繼

承？

■：你提到關於替換性這方面，也是管理學所關

注的。西方選賢的過程，跟中國選賢人，是不同的方法。

通常在有宗教背景的組織裡，他們的替換性是很低的，

多數因為該組織很強調異象使命。這也很難傳遞下

去，所以這個或許是一個宗教意識，或者用神學靈性來

說，令到某個人對某些事特別看好，這個靈性知識是

個人與上天的呼應感覺，他是否可以傳遞給第二代或

者下級的人，要視乎多種情況。今天的現象是很多宗教

團體，為甚麼不可以繼續替換下去呢？這就是其中一方

面的原因，當然，另一方面是如果你相信這是有神帶領

的話，可能會興起一個人在某個時代就是做這件事，

之後神又會再興起另一個人做另一件事。所以，在宗教

性方面來看，持續性不是那麼重要。這是我個人看法，

不知你觀點如何？

□：創辦人做到的成功因素，是否換了另一個

人，同樣都做到呢？最初我發覺很多機構，特別追

求理想的慈善機構，如果換了另一個人，只是根據

行政管理來處事，很快就失去精神及靈性的動力。

精神領袖和第二號的行政主管是不同的。如香港

前特首林鄭月娥，作為第二號的行政主管是一流

的，但她一旦成為第一領導，就顯得缺乏遠大視

野，沒有情懷，沒有方向，所以她一遇到動蕩危機，

就束手無策。作為領導的特性，個人魅力和廣闊胸

襟視野是很重要，有魅力的人可能才華出眾，但卻

未必具管理能力，有魅力又懂得管理的人不多，然

而只要懂得善用管理人才即可。

但如果要繼承，很難找到具有魅力、有使命、

有胸襟及視野的人選替換，我覺得奇特在中國最

高管理者，都需要具備這種魅力特質，因為講求關

係。如果有良好關係的領袖，再加上有效的行政，

其管治就成功，中國的最高領導連續做下去都可

以。漢朝劉邦開始，接下去是漢文帝和景帝，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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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恢復社會秩序的領袖，經過春秋戰國，秦國連

連戰火，恢復社會民生之後，到漢武帝就去大舉

發展，與今時今日中國的歷史現象有點相似。鄧小

平開創改革之世，江澤民、胡錦濤恢復社會民生活

力，就進入習近平時代的盛世。

我在中國那麼長時間了解其發展的艱苦，我

知道並了解中國不同方面優勝的地方，可惜，香港

精英卻不知道，以為中國停留在數十年前的狀態，

仍然認為香港優越過中國，為何呢？因為香港精

英是英國栽培出來，我們舊時公務員系統各方面

是英國栽培，認為自己比較中國是優越的，香港的

人由始至終都是這樣想，所以結果陷入死胡同，不

能乘中國發展的火車頭前進。

西方制度的問題

■：可能現在西方擔心中國或者對中國批判，就

是中國第二梯隊是否可以做到好像第一梯隊的成果，但

同一時間，中國看西方的沒落，認為他們的選賢制度出

現失效性(Incapability)，這個情況，大家還要再待觀
察。

再談一國兩制的背後模型，從管理學上，它不是

統戰手段而是市場學常用測試市場(Test Marketing)基
本手法；測試行銷(Test Marketing)是由公司在精心挑
選的市場中進行的受控實驗，以測試其新產品和行銷

策略的可行性。它為您提供了學習、調整和完善產品的

機會。測試行銷的目的是根據客戶的反應找到產品的

局限性和優勢。它還有助於我們構建該產品的行銷策

略。測試營銷活動旨在預測收入模型（銷售、利潤、定

價）。它向您展示了產品的效率以及促銷資訊。

因此，一國兩制是動態非靜態，因不同情況作出

修正，因此，港澳的一國兩制方針是不變，而根據當地

民情（民心和民意）作出調整和完善，而台灣的一國兩

制，不會用港澳式的一國兩制去執行，最重要是有果

效，給該地區有更好的發展，此外，我提一國的角色，是

母體而非殖民地，母體是孕育，只談付出少談回報，香

港回歸後，國家給香港就是這樣，不是嗎？反之，殖民

地的控制國，例如英國在香港，是以支取當地資源多於

支援當地，當然，主人給飯勞工吃，勞工才可以有力為

主人工作，但給飯不能太多，而導致反叛或是喧賓奪

主，過去港英政府的模式，不是這樣嗎？也許，再推廣

到現今世界的政體，已出現多制的走勢了，這樣，大國

與大國之間的矛盾已經全面產生了，貿易壁壘更鮮明，

全球供應鏈變成盟友供應鏈，若是這樣，苦了發展開中

國家和未開發地區。然而，相信大家都努力去適應新

局面，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間。而我們做學術，就做點鼓

勵溝通之事，雙方不同意識型態中，能提點些共存的空

間！但，談何容易呢！今天網絡文宣的勢力，使我們有

意及無意地，不知不覺靠邊站了。

最後，我個人認為一國兩制的建立，除了用西方

市場學去解釋之外，我認為一國兩制理念是建基於八

卦，陰中有陽，而陽中有陰，在一個合體中，互雙共生

和養孕，和自我面對矛盾，進行修補，不需要靠外來的

力量，例如：分離，分割和分裂等手段，就可以自我修

復了。當然，外力量是有機會減慢陰陽的互動性，但想

破壞它，也許，要用極端的手段，例如，戰爭吧！因此，

二十大提議要防止外來力對一國兩制的介入就可能是

原因之一。香港的一國兩制，正在修正中，目標是國家

主權和民心的調整。便證明一國兩制的堅韌力和靈活

性，燕城，你有同感嗎？

□：有的！西方有一個難題，因為他四年就要

換屆，選舉一次，選出相反政黨，就形成一次休克，

一切資源從新安排。

■：這是一個問題。

□：且執政者只按其理想執政兩年，後兩年就

要花精力為未來選舉而鋪陳。

■：我了解美國大家之間兩黨的紛爭，以前不是

那麼白熱化，直至特朗普之後，這兩黨分化才明顯，是

一個問題。

美國立國的矛盾性

□：我分析美國為何兩黨分化那麼大，原

因是美國立國本就是具矛盾性，一是來自英國

所殖民主義者，1606年，倫敦的弗吉尼亞公司
組織首批移民遷往北美，建起了一個據點，命名

為詹姆士城(Jamestow n)，建立英屬北美殖民地
(Brit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稱為弗吉尼亞
(Virgin ia)，一切目的是為了財富：掠奪黃金與資
源。但同時另一批人來，是英國清教徒，由於受英

國國教的壓迫，部分在1620年9月16日，乘五月花號
前往北美，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在登陸前，11月
11日制定一個共同遵守的《五月花號公約》自願結
為民眾自治團體，按照多數人的意願進行管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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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治的政府。他們之目的是為了民主自由。

美國的矛盾在其政治和經濟是繼承英國的帝

國主義，但文化和宗教卻來自基督教的精神文化，

美國跟從正統基督教，信基督教的人非常之多，特

別至今福音派仍是很強的，具有一種道德的精神

價值，而這個價值與民主價值是結合。但因為越戰

的殘暴，引起美國有批人反對這種傳統價值，開

始有自由主義(Liberalism)興起，正統基督教講自
由的理想，是以道德價值為本，但自由主義則基於

世俗虛無主義，摒棄道德價值，到後現代發展了法

國哲學家納維列斯所講的自我中心(Egocentric)思
想，自我中心文化是個人自由凌駕於任何道德和價

值之上，第一個爭議是墮胎問題，認為嬰孩未出世

還未出世就沒有人權，女性有自我的自由權隨便去

除其懷的胎，這對宗教生命尊重的衝擊，之後就到

同性戀，變性人等運動，人自我有自由，喜歡自己

是男是女都可以，政府無權干預自我，這種做法後

果形成了自由主義逐步擴展，因為每過一段時間

便會是民主黨當道，支持自由主義。共和黨當然是

支持傳統價值，慢慢地會每一次民主黨當政，一步

一步，將原來傳統美國社會的家庭倫理和道德價

值清除，政府正步步摧毀美國正統文化和宗教的

價值觀。

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更大問題就是當蘇聯崩潰，美國以為自己好

強大，號令天下莫敢不從，老布殊總統說建立世界

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其實就是推動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個好精明的設計，是讓窮國家提供土

地和廉價勞工，投資可省很多錢，且可掠奪窮國的

資源。除了中國，還有墨西哥、南美洲、印度、東南

亞，廉價勞工的產品讓美國獲得利益。

由於美國工人薪酬高。全球化造成美國白

人工人大批失業，起初問題不算嚴重，但卻越來

越嚴重，美國用金融來解決，但是最後出現的問

題不是金融能解決的。最近一齣電影─無依之地
(Nomadland)，講述一撮美國人過著類似遊牧民
族的生活，電影中城鎮的居民都依賴工廠謀生，但

因為全球化使廠房倒閉，女主角面臨失業，加上她

的丈夫過世，房屋對她也沒有意義，她便買一輛

卡車，選擇住在車裡面，隨意周圍去做散工生存，

這齣戲能夠非常現實地反映美國貧窮人面對的困

難。另外一套著名電影小丑(Joker)，就是反映社會
低下層，常被人欺凌，生活沒有希望改變，所以後

來他去殺人，做了恐怖份子，做了蝙蝠俠中的惡人

小丑，原因是心理上有很多傷害。我們可以看到美

國的社會問題好嚴重。左派就認為他們奉行的才

是美國應有的價值。由於與右派分化，大家各說各

話。

西方推動全球標準化引起的問題

■：我當然了解你的思路。但從商務立場，全球

化(Global izat ion)，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來標準化

(Standardizat ion)。商務標準化而導致很多失業，很
多變成了問題，所以中國提倡的是多邊主義，但是中

國是否提倡標準化呢？不是的。含義不同的，有機會

我們再作討論。以學術角度出發，我們已經研究了很

多關於商業發展，一定是由本土(Local)，發展變為地
區(Regional)，再發展為國家(Count r y)，然後全球

(Worldwide)，這是一個進程。在這個發展進程，怎樣
做才為之合理，中國都要外交，雖然最近被美國打壓，

但沒有問題的，因為這就是現實。

由於西方要求落後的地區要跟西方那套標準化，

某程度上，當西方去推動標準化、統一化的時候，你

就會發現美國其實繼續要進行標準化，要中國跟其標

準，如果你不跟從，就對他造成威脅。所以中國強調全

球化，不是標準化，叫做共同體。共同體即是等於一個

身體，我是心，你是理，大家有各自的功能。中國在非

洲建設道路就是建路，中國沒有向非洲輸出中國標準

(China Standard)，不需要非洲跟從中國。同時，我們要
思考的就是，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變成了一個中國標

準化的話，就有可能重蹈美國所講的美國標準，那麼，

如果中國當強大之後，可能也會變成與西方產生同樣的

問題，中國人管理方式乃屬關係性，這雖與西方不同，

但亦都是我擔心的問題，我不知道中國會否這樣，這也

是我們往後值得深思和討論的。

□：中國走向全球的戰略和理想，首先在2013
年6月7日至8日，習近平和奧巴馬於美國加利州安
納伯格莊園進行會談，中方正式提出新型國際關

係（新型大國關係）概念，願意在「不衝突、不對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上與美國和國際合作，

不過美國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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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紀
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發表題為《攜手構建
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

話，正式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

體在2017年10月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於2018年修
憲時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主要包括

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五方面， [7]目標是

「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

容、清潔美麗的世界。」[8]

這是中國儒家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的精神，中國只要維持這來自中國文化的初

心，與國際多國多民和平共贏，應可避免發展成霸

權。

[1]維基解密：〈太平洋能大到容下中美兩國

嗎？〉，BBC News，2016年10月13日。
[2]鄭真：習拜會｜從「太平洋」到「地球」：新舊

秩序的界碑，香港01，2021-11-17 12:00. https://
w w w . h k 0 1 . c o m / a r t i c l e / 7 0 1 7 3 0 ? u t m _
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3]Couze Venn, 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 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引自中譯本，謝明珊譯：
《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台
北：韋伯文化，2011年)，第13頁。

[4]同上，第15頁。
[5]同注[3]，第16頁。
[6]Nafeez Ahmed, Unworth Victims: Western Wars 

Have Killed 4 Million Muslims Since 1990, Middle 
East Eye, 18-4-2016.

[7]〈什麼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紀委監察部

網站，2018-01-17 15:20. https://www.ccdi.gov.cn/
s p e c i a l / z m s j d / z m19d a _ z m19d a /201801/
t20180116_161970.html.

[8]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

告〉，2017年10月18日。

Casual talk o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dership Perspectives 

Anthony S. C. Tsui (Chairman, Bright Ocean 
Education Group, China)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On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2 scholars: Leung and Tsui, fur ther 
discussed the possible co-existence for two systems 
in the world. Tsui observed that management is a se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comprising 3 elements: 
dynamic managers, strategic processes and sustainable 
results. Irrespective of Western or Chinese practice, 
management involves the 3 elements. Yet, management 
models do vary. Firstly, in emphasizing virtue (morality), 
answerable to the “Tao” or “Celestial Tao”. Secondly, 
in result-orientation. And thirdly, in efficiency-focus, 
with talented experts manning intermediary steps. 
Apt leaders exhibit 3 characteristics: (1)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2) nurturing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outcomes; (3) crisis-mentality, good relationships aid 
positions, poor job-performance undermine positions, 
crises enhance positions.  Leung expounded the cultural 
logic behind Chinese management style. At the Celestial 
Tao level, Chinese believe that “adversities need be 
reconciled” despite confrontations and conf licts.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rder” 
and “tendency” will adapt Confucianist and Legalist 
thinking with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pirit to forge 
the world’s best values. Chinese democracy operates 
patently upon “coming from the masses, going to the 
masses”, manifesting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the masses. According to Tsui, “Chinese leadership 
model” theory, based upon morality, practic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sui highlighted Chinese leaders or 
leadership roles are trending in 3 aspects of goodness, 
self-enablement (self-advocacy), and harmony, a 
trend culminating with the world taking a second 
look at China. A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are 
promoting Westernized standards and unity, anyone 
found not complying will be threatened by them. China 
emphasizes globalization, not standardization, to live 
as a community. Community is a body with individual 
members, each being different, having own functions.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hinese management style, Western modern 
management, globalizat ion, standardizat ion,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