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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is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Chinese in 
Steps textbook series. It is designed for those at B2 level (those wh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knowledge of at least 
1,500 characters and 4,000 words) who aspire to advance to B2+ and C1 
levels and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 and whilst 
improving their proficiency. Those studying business degrees who wish 
to focus on the busi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modern-day China should 
find it particularly helpful.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the authors’ many years of accumula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eaching Chinese. I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other China-focused business textbooks as it meets the needs of 
business leaders - present and future - by providing a strong and practical 
cultural foundation to effectively approach Chinese business issues.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and Sun Zi, which underlie many aspects of business practice 
in China. It presents information in a way that is easily accessible 
to learners,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 into cross-cult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uses contemporary case studies to demonstrate common 
scenarios.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follows the same principles as the 
Chinese in Steps series in seeking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kills. Each volume contains ten lessons, and each lesson consists of a 
dialogue and a text. The dialogue is in colloquial form whereas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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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 formal written style. Exercises for each lesson reinfor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dditional readings combine colloquial language 
with relevant business vocabulary. All this makes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unique. The first book -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I -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ese 
business, and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II delves into both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Chinese busines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London and Regent’s University London for their help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book, as well as thei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for their support in 
piloting the books and providing invaluable feedback. Thanks also go 
to China.com.cn for its kind permission to use some of its materials and 
photo images, and Cypress Books UK Ltd. for their dedication, support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in Steps series over 
the las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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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丽：�李老师，我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多不同

之处。比如，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同学

总是很用功，也很谦虚，这让我深受感动。那

么，在中国做生意是不是也跟在西方有很大的

不同？

李老师：�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文化

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和行动。如果不了解当地文化，可能会导致商

业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  卫：�到一个新的国家，是不是我们都要经过所谓的

文化震荡？

李老师：�没错。如果你们现在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日

后震荡就会小一些。�

大  卫：�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些文化

呢？

对话

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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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而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

族的影响极大。你们想了解中国文化，就要了

解儒家思想。

玛  丽：�儒家思想也叫“孔子思想”吧？

李老师：�对。由于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所以儒家

思想也被称为

“孔子思想”。

现在很多人都

在研究儒家文

化对企业管理

的影响。我们

都知道，管理

者和被管理者

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文化深刻地影

响着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大  卫：�李老师，孔子是什么地方的人？

玛  丽：�我知道，孔子的名字叫孔丘，他是山东曲阜人，

他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

李老师：�对。不仅是中国，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的影响

也很大。日本的企业就是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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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引起

了全球企业界的关注。

玛  丽：�我将来想去企业做管理工作，了解儒家思想对

我来说很重要。儒家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见

解？

李老师：�现代管理理论强调重视人，认为人是企业的灵

魂，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策略。“以

人为本”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不过它偏重

于人际关系的协调，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

奉献和服务，带有鲜明的群体和谐特点。

大  卫：�李老师，“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

李老师：�就是把人看作是最重要的。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创造出了一套完整

的儒家学说，其主要思想反映在《论语》一书里。儒

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

理、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供企业

管理借鉴的内容也非常多。

课文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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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也就是

要关心爱护别人。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

不愿意干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句话是孔子

仁爱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仁”也被很多商人视为经

营管理的“黄金法则”。

儒家还有两个基本精神 ：“以人为本”和“以和为

贵”。“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在企业

管理中重视人的作用，激发和鼓励人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以和为贵”是说“和谐”是最宝贵的，

凡事应该�“以和为贵”，“和”才是解决矛盾、持续发

展的准则。同时，孔子又强调不能为了追求和谐而牺

牲原则。我们应该追求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的和谐，

而不是方向不同、原则各异的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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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用中庸

的方法去观察和处理

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中庸就是恰到好处地

掌握分寸和火候，在

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

某种平衡。在管理上

讲究“度”，既不死守原则，也不随意乱变而失去原则。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理由是中国人几乎每件

事都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实际上中国人是有原则的，

这个原则就是中庸之道。

目前，有人把世界上的管理模式划分为西方式、

日本式及中国式三种。西方式的管理模式注重企业规

章制度、组织管理结构等，人情味相对少些；日本式

的管理模式关注一致性，重视团队精神、忠诚和合作

等；而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则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融合与

统一。在重视管理制度化和理性化的同时，中国式管

理还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卓越的

团队精神。

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随

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出现了趋同

倾向。未来的管理会更强调人的价值 , 更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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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谦虚� 形	 qi`nx$ modest

  2. 渗透� 动	 sh-nt7u to permeate

  3. 思维� 名/动	 s~w9i way of thought, thinking; to think

  4. 导致� 动	 d2ozh# to lead to (bad result)

  5. 比比皆是� 成语	 b@b@ ji8 sh# abundant,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6. 所谓� 形	 su6w-i so-called

  7. 震荡� 动	 zh-nd3ng to shock

  8. 光辉� 名/形	gu`nghu~ brilliance; brilliant

  9. 灿烂� 形	 c3nl3n resplendent, shiny

10. 主干� 名	 zh^g3n trunk, mainstay

11. 见解� 名	 ji3nji0 opinion

12. 以人为本� 短语	 y@ r9n w9i b0n people oriented

13. 偏重于� 动	 pi`nzh7ng y% to put emphasis on, emphasize

14. 奉献� 动	 f-ngxi3n to dedicate

15. 和谐� 形	 h9xi9 harmonious

16. 道德� 名	 d3od9 ethics

17. 伦理� 名	 l%nl@ morality

18. 借鉴� 动	 ji-ji3n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19. 仁� 名	 r9n benevolence

20. 核心� 名	 h9x~n core, kernel

生 词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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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法则� 名	 f2z9 rule, law

22. 以和为贵� 短语	 y@ h9 w9i gu# regard harmony a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23. 激发� 动	 j~f` to stimulate

24. 积极性� 名	 j~j!x#ng initiative, enthusiasm

25. 凡事� 代	 f1nsh# everything

26. 牺牲� 名/动	 x~sh8ng	 sacrifice; to give up

27. 前提� 名	 qi1nt! premise, prerequisite 

28. 苟同� 动	 g6ut5ng	 to agree without giving serious 
   thought

29. 主张� 动/名	 zh^zh`ng to advocate; proposal

30. 观察� 动	 gu`nch1 to observe

31. 恰到好处� 成语	 qi3 d3o h2och& just right, perfect

32. 分寸� 名	 f8nc&n appropriate degree

33. 火候� 名	 hu6hou duration and degree of heating, 
   a crucial moment

34. 讲究� 动	 ji2ngjiu to be particular about

35. 中庸之道� 短语	 zh4ngy4ng  the Doctrine of the 
  zh~ d3o Mean (Confucian thoughts)

36. 规章� 名	 gu~zh`ng regulation, rule

37. 一致性� 名	 y!zh#x#ng consistency

38. 忠诚� 形	 zh4ngch9ng loyal

39. 融合� 动	 r5ngh9 to integrate

40. 卓越� 形	 zhu5yu- outstanding



8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2

41. 取长补短� 成语	 q^ch1ng   learn from others’ strengths to 
  b^du2n make up one’s own deficiencies

42. 一体化� 名	 y#t@hu3 unification, integration

43. 趋同� 动	 q$t5ng to converge

44. 包容性� 名	 b`or5ngx#ng tolerance

1. 论语� L%ny^� Analect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collection of sayings of Confucius allegedly gathered by his students a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2. 春秋战国� Ch$nqi$ Zh3ngu5� the periods of Spring and Autumn 
(770 BC– 476 BC) and Warring States (475BC – 221BC), a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when many schools of thought were developed.

1.  让我深受感动：“ 让 ” is a causative verb, meaning “enab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 受感动 ”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being moved”.

例句： 1  我生病的时候，他天天来照顾我，让我深受感动。

      2  他十年以来一直坚持学习汉语，让人深受感动。

注释

专有名词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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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致：lead to, cause 

例句： 1  我觉得这种做法会导致市场的混乱。

      2  外国投资者的大量涌入导致了房价上涨。

3. 比比皆是：abundant,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例句： 1  在上海会说英语的人比比皆是。

      2  在美国的超市里，中国商品比比皆是。

4. 引起……的关注：attract someone’s attention

例句： 1  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政治家的关注。

      2  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n’t 
want done to you.

6. 凡事： everything    
 凡是： all

例句： 1  他很好强，凡事都要争当第一。（所有事情）

      2  凡是注册的正式会员，都可以享受优惠。

�������������（只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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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课文判断正误

��1.�由于不了解当地文化而导致商业失败的例子不多。� □
��2.�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
��3.�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
��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

��� 让别人去干。� □
��5.�儒家文化强调和谐，不讲究原则。� □
��6.“以和为贵”就是以和平相处作为主要目的。� □
��7.“以人为本”是说把人看作是最重要的。� □
��8.�中国人常常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 □
��9.《论语》是孔子写的。� □
10.�中庸思想长期以来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主导原则。� □
11.“中庸”就是没有原则。� □
12.�西方式的管理模式人情味相对少些。� □
13.�日本式的管理模式和西方式的差不多。� □
14.�中国式的管理模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
15.�东西方管理文化越来越不同。� □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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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词语搭配连线

取长� � � 深远

光辉� � � 好处

丰富� � � 补短

恰到� � � 灿烂�

互相� � � 模式

死守� � � 震荡

影响� � � 原则

思维� � � 借鉴

文化� � � 多彩

三、近义词连线

震荡� � � 优秀

模式� � � 战略

理念� � � 形式

包容� � � 准则

原则� � � 虚心

谦虚� � � 贡献

奉献� � � 冲击�

卓越� � � 观念

策略� � � 倡导

主张� � � 宽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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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括号里的词语改写句子，保持原来句子的意思不变

1.�他十年以来一直坚持学习汉语，我很感动。（让……深受感动）

���� �

2.�这件事政治家并没有在意。（引起……的关注）

���� �

3.�在上海，很多人都会说英语。（比比皆是）

����

4.�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凡是）

����

5.�做任何事情，开头都是很难的。（凡事）

����

�

五、选词填空

1.

a. b. c. d. e. f. g. h.

国界 发行量 模式 先后 文化 热点 引起 接着

� �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上� � � � 出现了四次

研究孔子的热潮。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 � � � 名人，《论

语》的� � � � 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儒学的生命力已经

远远超越中国的� � � � 。近年来，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一

个� � � � 就是“东亚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

是日本，� � � � 是�亚洲“四小龙”以及近几年的中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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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 � � � 世界极大的关注。东亚

工业区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非西方经济的发展� � � � 。

2.

a. b. c. d. e. f. g. h.

态度 尊敬 无论 为了 爱护 其中 可是 真正

� � 孔子主张，� � � � 有没有钱交学费，每个人都应该有机

会上学。所以，他的学生特别多，一共有三千多个，� � � � 最

好的有七十二个。孔子经常告诉学生：� � � � 学习新知

识，要经常复习和使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孔子还认为，学

习� � � � 一定要端正，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样才能� � � � 学到知识。孔子告诉学生，学习书上的知识

当然很重要，� � � � 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做人。他主张年轻

人要� � � � 长者，子女要孝顺父母，当官的要� � � � 老百

姓。

六、讨论题

1.�在当代企业管理文化中，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理念是什么？

2.�如果你是管理者，你会不会用儒家思想去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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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思考

孔融让梨

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孔融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

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孔融先拿。你猜，孔融拿了

一个什么样的梨？

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

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他故意问孔融：“这么

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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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融������������ 专名 K6ng R5ng
Kong Rong, a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and a well known man 
of letters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2  懂事 形 d6ngsh# sensible

3  礼让 动 l@r3ng to give precedence to others

4  称颂 动 ch8ngs7ng to praise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孔融说：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懂事的

好孩子。”

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这种谦虚礼

让的美德，受到人们的称颂。后代教育家们把“孔融让梨”写进启

蒙课本《三字经》中，以此教育儿童要学会礼貌让人。�

 思考：故事中的道理和西方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11  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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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和船夫

一个哲学家与一个船夫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对话。

哲学家：“你懂哲学吗？”

船� 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至少失去了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

船� 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进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挣扎，船夫问他：“你会游泳吗？”

“不……会……”

“那你就会失去百分之百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