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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传统文化 增强规则意识  

提高制度管理水平
裴青山[1]

[ 摘  要 ] 管理上水平，制度要先行。中华文化蕴含丰富的规则价值意识、规则尊崇执行意识。

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规则意识，提高制度管理水平。文章从规则缘起且助力于价值创造入手，

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规则制度及其能动作用和功效，提出了关于如何增强规则意识，提高制度管理

水平的建议。

[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规则意识；制度管理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员干部要切实强化制 

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很多制度执行的表

率”。目前，企业都在不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

制度体系建设，促进依法合规经营。但在巡视巡察审

计等监督检查过程中仍然发现，部分单位存在制度意

识不强，对制度认识不统一、制度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这些都要求我们提高规则意识，加强、改进制度

管理，建立起科学的制度体系并且严格实施，发挥制

度基础性管控作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和传

递着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传统文化富含规

则意识，谆谆教诲，神钦鬼伏。鉴古观今，可以裨

益于制度管理工作。

一、规则缘起且助力价值创造

（一）规则的缘起

一位哲人曾说过，任何事情只要说清楚了来

源，就说清楚了一半。首先，让我们从规则的产生

谈起。

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产生了作业规则。

人类首要的和最初的劳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处理这种关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的心

理意识不断发展，逐渐明白了“云腾致雨，露结为

霜”“向阳花木早逢春”，知道了借助雨水雾露之

天时、山林特产之地利，以促进生产。寓言《齐之

国氏大富》中说，人们依靠辛勤劳动，可以从自然

界中“偷”来财富。《庖丁解牛》启示我们，通过

实践，可以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

《拔苗助长》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

违反事物的客观关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加深，逐渐形成一定条件下生产方

面的规则体系。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

剩余财富。贫富分化加剧，相互之间发生对立和冲

突。为了分工合作、交往正常进行，满足更大的利

益需要，就必须处理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阶级斗

争、部族战争的结果，形成了最初的社会结构，社

会组织、成员之间交往的制度化，形成社会规则，

社会有机体自我更新发展。西方社会也认为，一

个人的世界不会形成社会规则；在伊甸园内，有亚

当，又有了夏娃，二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繁衍

后代，才有了婚姻、经济等社会规则。

[1] 裴青山，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综合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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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规矩，遵循规律，有助于价值创造。

《易节》中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

伤财，不害民”。意思是天地的运动，相互节制，

合乎规律，有四时变化。如果能在自然界的客观

运动链条上，打上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一环，实现科

学的制度节制，财物就能不损伤，人们就不会受到 

伤害。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了规则价值

创造

有了正确的规则、标准作指导，就不会南辕

北辙、画蛇添足，就能取得理想的实践效果，事物

（系统）将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

不断演化发展，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

百年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信奉辩证唯

物主义的，始终坚持利用规则的价值，坚持制度自

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年奋斗目标，不断

创造辉煌并开辟未来。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

中，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

体系。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层次内

容，系统完备，结构科学。中国共产党靠铁的纪律

走过一段又一段长征，形成了长征精神、大庆精

神等。大庆精神中所包含的“岗位责任制”“抓

思想从生产入手、抓生产从思想入手”“三老四

严”“四个一样”“五到现场”等一系列经典制

度，是中国石油以及其他国有企业用之不竭的宝贵

财富。

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加快。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

全会将依法治国定为会议的主题，中央印发了《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

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和重要保障，2018年3月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负责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整体推进；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作为2035年的远景目标之一。在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实践中，应

运而生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了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是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传统文化中的规则制度及其能动作

用、功效

为加强针对性，本文将侧重对内部规章制度

（以下简称制度），也就是对企事业单位依据职责

和权限、按照规定程序制定的、规范内部生产经营

管理活动和员工行为、具有长期约束力的规范性文

件的作用、功效进行探讨。

（一）规则、制度的含义

汉字结构中，蕴含诸多传统文化信息。“规”

字小篆字形表明，该字从夫、从见。从夫，成年人

有能力反映客观实际，产生社会的、科学的认识，

说明规是一种成熟的、理性的认识；从见，表示人

们看见，说明规是思维，是客观规律和客观关系、

客观运动的反映，也是看到的景观，是客观的物质

运动 。“则”字金文字形表明，该字从“鼎”从

“刀”，意为用刀子在鼎上刻画行为准则，刀子也

代表强制力量，说明规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老子告诫我们，遵循的总规是“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最终要效

法自然、客观之规律。不管是社会规则和个人规

则，还是法律法规、党内法规、监管要求、商业惯

例、行业准则、道德规范等外部合规要求，以及内

部规章制度，都是不能逾越的规矩、法则、标准。

（二）制度的能动作用及功效

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认为

“因其已知更进于行”，这表明，包括规章制度在

内，作为客观内容的反映，都具有能动性。一个科

学的制度，从“能”上来讲，除纵向具有目的性和

计划性、横向具有复制（现实）性和创造（未来）

性外，还具有四种特性；从“动”上来讲，科学的

制度，指导实施并通过实施能够创造出价值，具有

三种具体功效。

1.制度的四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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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认性。《管子》云：“有道之君，行治

修制，先民服也。”现代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也应

效法先人，让管理制度化，并让制度从员工中来，

凝聚各级员工长期工作经验、集体智慧，体现真

理；向员工中去，创造价值，得到适用范围内人们

的尊崇。

（2）基础性。《孟子 ·离娄上》：“离娄之

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韩非

子提出，“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

矣”“制度既设，三隅乃列”。意思是制度法规，

一经制定，其他各个方面就可以妥善安置了。由此

可知，规则制度起基础性的管控作用，是完成任务

的重要手段，是工作措施中的重要环节，是做事的

路径，是放大管理能力的工具。

（3）整体性。“物无孤立之理”“万物一

体”。每个制度都有内外部间的联系，各制度之间

也都是相互衔接的一个系统，具有层次之分。不是

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4）强制性。欺公日日忧，惧法天天乐。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官法如炉。这些都表明，规则

制度可以给人以原则指导、心理感召，更为重要的

是可以通过强制的约束来保障其实施。

2.制度的三种功效

（1）建构秩序。制度本身是多数人意志的体

现，通过鞭策激励，使组织和员工的行为保持自己

特定的位置，形成顺序和规则，使事物向有序、高

级有序发展，形成良好秩序。

（2）一流效果。“上下同心，其利断金”。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就像纪律严整的“岳家

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让敌军感叹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3）实现公平。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制度给

每个人提供了公平做事的机会，不看背景只看实

力，上升通道、施展才华的平台对谁都一样。“不

患寡而患不均”，担心财富不均、渴望公平，是人

的一般心理，还能让寒门能持续出贵子，只有实现

了公平，才能激发人们更大的创造力。

三、增强规则意识，提高制度管理水平

（一）规则制度的内容要符合三性

企业要提高制度管理水平，首先，要建立完善

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的建设需要统筹协调，顶层

设计，完善制度建设方案。具体制定时，一定要保

证制度质量，对规范的事项开展深入调研和对标分

析，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管理职责划分和界定等做

充分论证，设计形成制度的基本框架。其次，经过

起草、审核、审议、颁布等程序，产生出一个高质

量的制度。为保证制度的完整及其功效，制度内容

要具备以下特性：

1.客观性。制度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

一，是客观规律、客观关系的反映。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

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田忌赛马的故事揭

示了，在建立资源配置制度时，善用力量对比客观

关系，可以收到最佳效果。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改革，符合生产力客观实际水平，纠正了

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

端，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

和土地的潜力。

2.系统性。制度的具体内容需要覆盖具体业

务、配套完善、相互衔接，符合外部法律法规、上

级规章制度等要求，不能与相关制度矛盾、重复、

冲突，出现制度纠缠，也不能出现制度真空。

3.适用性。制度涉及的管理机构、职责、权

限、程序或要求，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些保证制度

实施的现实力量，不能纸上谈兵。为使制度程序更

加明晰，便于操作，应该建立健全配套制度，同步

制定操作流程。

（二）做好制度实施，彰显制度生命力

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

居正等，重视制修订法律，均有强烈的实践意识，

对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国力因其变革而增强。

这启示我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好制度实施

工作，可以让主观见之于客观，把制度变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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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彰显出制度的生命力。

1.树立规则意识，提高合规自觉性。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很早就有规则意识。在史前神话时代，

就有伏羲女娲具有规则意识描述。山东嘉祥武梁祠

内的“东汉伏羲女娲砖刻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

《伏羲女娲图》中，均有伏羲女娲高举着规和矩的

形象，意味着我们的始祖很早就认识到规矩价值，

用规矩衡量事物，确定行为准则，对人类社会秩序

做出初步规范。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关于

大禹为完成治水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左准绳，右

规矩”，以“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的记载。

孔子把“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修养追求

目标，希望主观意识和遵守规则完美融合，实现真

正的自由。讲究“礼门义路家规矩”的孟子，要求

人们不断扩充增强是非、羞恶、辞让、恻隐四心，

为如何做到守规提供启示。宗圣曾参，每日三省吾

身，从省（善于反省自己）、 思（多思考谋划）、

慎（谨言慎行）三方面严于律己。君子要慎独，

《礼记·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

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屈原也倡导树立规矩意识，在《离骚》中，

赞扬商汤夏禹态度“俨而祗敬”、周文王“论道而

莫差”，称赞他们“循绳墨而不颇”，斥责庸人

“偭规则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

圣贤言语，穿越时空，犹在耳畔！我辈何其幸

哉，应该见贤思齐。体悟文化，树立强烈的规则是

非、执行、价值意识，增加规则情感认同，提高合

规能力，让合规理念深入内心。

2.培育合规文化，做好制度实施。一个企业要

想增强规则意识，提高制度管理水平，必须培育合

规文化环境，帮助员工知规、用规、合规，做好以

下具体实施工作：

（1）加强制度培训，完善员工知识结构。人

学始知道，学则智，不学则愚。培训能够赋予制度

认知能力，完善能力结构，为履行职责提供目的和

方法。学然后知不足，所以需要深入系统学，对相

关应知应会知识掌握得越全面深刻，工作的自觉性

越强，所以，要加强制度宣贯培训教育，引导员工

增强制度意识，自觉学习掌握贯彻执行制度。

（2）强化制度执行。为保证各项责任落实到

位，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全员参与，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不越位、不错位。执行不打折扣，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人莫不忽于微者，以致其

大”。许多惨痛教训都充分说明，不执行或者执行

不到位多么可怕。

（3）评价与改进制度。明者因时而变，知者

随事而制。客观实际在变化，制度需要适时评估、

相应动态优化。业务遗漏或者新增的，需要新增；

制度不配套的，有管理缺陷问题的，内容冲突、相

互抵触的，适用性发生变化的，规定落后于业务发

展、内容老化的，内容虚化、操作性不够、难以执

行的，需要修订；规范的事项已不继续存在的，需

要废止。

（4）监督与检查。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表

明，严考核、硬兑现很重要。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抓而不实等于白抓。为此，要构建务实高效、有

针对性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确保制度实施落到实

处，确保员工严格遵守制度，坚持按制度作业，照

制度办事，靠制度管理。监督部门需将制度管理工

作纳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依纪依规奖惩。

管理上水平，制度要先行。一个优秀的企业，

一定是一个制度完善、管理规范的企业。在建设

“法治央企”的今天，要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建

立依法治理、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体系，以提高

制度管理水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治

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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