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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材党发〔2015〕90号 

 

关于印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 

在集团道德讲堂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成员企业党委、集团总部各党支部： 

按照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国资委的部署要求,根据《中

国建材集团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实施方案》（中建材党发

〔2015〕29 号），11 月 23 日，集团举办了一期以“敬业奉

献”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现将讲话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学习，抓好贯彻落实。 

请登录集团网站\下载专区\党群工作部页面下载，文件

密码：dqb12345。 

特此通知。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201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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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道德高地上做企业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宋志平 

2015 年 11 月 23日 

（现场录音整理） 

   今天的道德讲堂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大家用了三个小时

的时间谈论道德，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和讨论。现在正

是经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能够静下心

来，听包博士讲讲他的人生故事，透过他的故事，让我们来

感受人性的光芒和道德的力量，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

人生课。这是我们企业最为亟需的。其实，一个企业最核心

的是它精神的力量。中国建材一路走来，路途从来就没有平

坦过，从来都是在跌宕颠簸的道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正是凭着精神的力量战胜了很多市场上的客观困难。刚才，

韩局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的要求，讲得非常好，也非常中肯。我们要按照韩局

长的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刚才，包博士的两位学生都介绍了包博士的事迹，像宣

讲团一样。还有几位同志发表了感言。我和大家一样，听了

以后十分感动。中国建材从过去一家草根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连续 7年在国资委业绩考核中获得 A 级，这些都源于什

么呢？源于我们有包博士这样的一批精英、一批干部，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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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 18 万有高尚文化、高尚道德的员工。正是源于大家

的奋斗，才有了这样的成果。一个团队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组

织，要不停地进行内部的互动交流。今天这个场合，就是非

常成功的一次互动交流。今天是包博士给大家讲，下次我们

也可以请企业家、一线工人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讲一讲怎

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互相鼓励，互相学

习。这对我们集团作为学习型组织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今天，我也参与道德讲堂，跟大家讲讲最近我经常想

的关于道德的一些事情。我主要讲四段话。 

    一、道德高地 

大家也注意到,最近我总是在讲道德高地。作为企业来

讲，我们的发展要站在道德高地上。什么叫道德高地？就是

不能只顾自己的发展，要关注社会责任，要关注气候变化，

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等等。要关注包容性的共享发展，不能

只想着自己，这就是道德高地。对于建材企业来讲，就是要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我们的道德高地。怎

么做企业，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企业为人。我常说，企

业是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企业爱人。我们企业是敬天

爱人的，是从人的需求出发，从人的愿望出发，来做企业的，

而不是离开人，去单纯地追逐一些经济指标。我们要追求利

润，但追求利润也是为了人。第二点,做企业的时候，你站

在道德高地上，大家就愿意跟着你做。因为大家知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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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就能够共享。昨天我在江西讲改革。我说，改革其

实不只是作为资产所有者怎样去保值增值，还要考虑到怎样

让经营者也有利益，怎样让广大的职工也能共享改革的利

益。只有大家都努力，我们的改革才能很好地推进。这不是

哪一个单方面的事情，要靠大家共同的参与。只有大家都有

热情，都有动力，这样事情才能最终做好。我们无论做什么

事情，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人。企业处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

中。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人把竞争形容

得好像就是你死我活，其实在市场上，中国建材主张竞合，

既竞争又合作，坚持“行业利益高于企业利益，企业利益孕

育于行业利益之中”的理念，稳定市场，维持秩序。最近习

总书记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些工

作。在行业里大家都认为中国建材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袖。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站在了行业的道德高地上。所以，做

企业，做任何一件事情，先想一想道德高地是什么，道德高

地在哪儿。前不久，大家都在谈论“一带一路”。我说，实

施“一带一路”，我们也要想想道德高地。美国人搞马歇尔

计划，他们是把资金、世界银行，加上普世价值观、基督教，

带着一起出去的。中国人呢，我们现在也有先进的技术、先

进的装备，从出口产品到 EPC，到现在我们带着投资和亚投

行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企业。我们必须告诉别人，我们是

一群什么样的中国人，也就是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文化，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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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道德走出去。不然的话，外国人怎么看我们，他们就

会对我们有种种的质疑和责难。我们是个大国，要做大国国

民，我们要走出去，不能只是说我们来赚钱就行了，最重要

的是我们要为当地做出贡献，与当地的企业友好合作，与当

地的人民友好相处。总书记说我们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

四个字的原则“亲诚惠容”，即亲和、真诚、互惠、包容。

这些思想，包括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

内涵。我们应该把这些思想和文化带着出去，让人家觉得，

中国人是带着中华文明而来，不光是为了挣钱来的，更不是

来掠夺和推行新的殖民主义。做企业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市

场竞争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企业发展要关心环境，走出

去要树立大国形象，这些都属于企业要占领的道德高地。在

经济发展的时候，在企业发展的时候，也包括在人生发展的

时候，我们都应该想到这四个字“道德高地”，它是什么，

它在哪儿。 

    二、君子之道 

    余秋雨有本书，叫《君子之道》，讲的是中华文明、中

华文化，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到底是什么。他用了荣格

的心理学来分析。他说，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来源于这个民

族最古老的记忆。我们中国人最古老的记忆到底是什么。通

过研究，他发现是“君子之道”。《论语》里讲的做君子，

西方称绅士，或者我们讲高尚的人，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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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品质。他列举了九条，我研究后，提炼为四条，同时

加上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条。我认为成为一个君子，至少

有这么五条。第一条是君子怀德，讲求道义，德是君子的第

一条标准。第二条是君子怀刑，君子知道规矩，遵纪守法，

有敬畏之心，做事有底线，不会恣意妄为。第三条是君子成

人之美。君子是做好事的，像雷锋、张思德都是这样，做好

事不做坏事，乐于成人之美。第四条是君子有耻。君子有耻

辱心，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有什么不妥当的，会觉得

很不舒服，心里很难过，这样才能进步。如果说犯了错误，

都无所谓，自己特别能够原谅自己，或者把所有的缺点、错

误都推给别人，都推到客观，好像是自我安慰了，但是却没

有任何进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里指的首先是“士”，

“士”就是不断学习的人。如果你不学习，别说三日，就是

别三年，再见到你，不但没有进步，还不如以前呢。最后一

条是君子自强不息，这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刚才包博

士也讲到了，要奋斗，要拼搏，要敬业，要爱岗，这都属于

自强不息。君子之道应是我们中国人的为人之道。在《论语》

里，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种田的人、草根百姓如果品

德高尚也是君子。高高在上的人，如果品行不好，那也是小

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仅看你的行为，还要看你心里的道

德世界。有一次，我向星云大师请教，他跟我讲，科学是心

外的世界，宗教是心里的世界。其实，我想道德也是心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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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东西。刚才说的君子的 5条标准，也不一定全，大家可

以研究，研究《论语》，研究孔子。其实，在座的大家都是

孔子的学生。细细看过《论语》，就会发现，今天我讲的，

包括韩局长讲的，以及大家所有人讲的，从伦理道德的内容

来看都没有离开《论语》的范围，只不过我们用的是大白话，

但是没有离开《论语》的大逻辑，都是在《论语》这一万多

字里。今天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渗透着《论语》里孔子

的教导。大家不妨去认真读读看。或许你以为我们都是现代

人了，我们今天用的语言和孔子扯不上关系。但是你读了《<

论语>三百句》，会吃惊地发现，我们平时说的不都是孔子的

话吗？“道德”这个词，是个很厚重的词，厚德载物。中国

建材有 18 万人、4000 多亿元的资产，这么大的规模，这么

大的企业，我们用什么来承载它？就得用厚德。我们有深厚

的道德，能够承载更大的事业、更重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能

做到，而有的企业却做不到，为什么即使在今天这么困难的

情况下，我们还能稳如磐石，那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企业文

化和道德观，有在企业文化和道德观熏陶下的 18 万人，大

家众志成城。明朝有一个思想家叫吕新吾，他把领导干部分

为三种资质，第一种资质呢，就是人格厚重；第二种资质，

人很豪气；第三种资质，人很精明。他把“精明”放在了第

三位。第一种便是人格厚重，可见把德性看的很重要。这不

只是对领导的要求，对一般的员工，尤其是年轻人，也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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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厚重、健康的人格。我们一些同志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人

格不健全。我们要加强修养，增加修养，都是为了培养健全

健康的人格。一个人的教养是先天的，取决于我们出生在什

么样的家庭，有着什么样的父母，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我们

很难决定自己是出生于教授的家庭、军人的家庭，还是农民

的家庭，可能先天的教养会有不足，但是后天的修养能帮助

我们培养出健康的人格、健全的人格，依然能够承担大任。

但是如果不注意后天的修养，即使你有很好的教养，也不见

得有健全的人格。有些人出了问题，虽然有很好的教养，有

的出生在非常好的家庭里，却出了很大的事情，都是因为后

天没有很好的修养。从人格的角度来看，我们说的君子之

道、绅士、士，等等，都是讲人格的培养。 

    三、成功之道 

    刚才包博士和他的两位学生讲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成

功的故事,能够感染大家。很多年轻人都想知道成功之道是

什么，怎样才能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我读过邱于芸博士的书

《用故事改变世界》，我很赞同她的说法。刚才万博士讲到

西游记，西游记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非常典型。与西游记

类似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写的《哈里波特》。能写神话故事

的民族都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民族。神话故事是什么呢，是

从 0 到 1，从无到有，完全想象出来的，是一种创意。有创

意的人、有创意的民族才能写出神话故事来。邱博士把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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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故事分为四个阶段，就像《西游记》里讲的。首先是英

雄上路。像包博士当年不做销售员了，要去读书了，英雄在

路上，怀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去做一些事情。第二就是途遇师

傅，这是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对孙悟空来讲，就是

遇到师傅唐僧。谁出来创业都要有老师、有领导、有同事帮

助，不能靠自己单打独斗。出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师

傅，拜师学艺。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一样，要找领导、找

长者，向他们学习请教。第三个呢，是历险记。像西游记里

面的过火焰山等好多历险，一会儿唐僧被抓住了，一会儿猪

八戒被捆起来了，孙悟空怎么去救他们。救不了他们，再大

闹天宫一番，请如来相助。其实，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神话

故事，关键要理解它潜在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的启发和提升。

最后是英雄归来。包教授生日那天，获得了全国劳模，英雄

归来，衣锦还乡。这就是创业之道、成功之道，基本上就这

么四个阶段。我们大家现在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有的刚毕

业，英雄刚刚上路；有的途遇师傅，正跟着师傅学艺；有的

跟小伙伴们一起创业，演绎着历险记，历险过程中要找到同

伴、同事，年轻人有的还收获了爱情，大家共同来开发事业。

这就是成功之道。 

    四、人生心路 

    刚才包博士跟大家讲了他的人生心路。他的弟子万博士

也概括了他的人生理念，就是敢为人先、勇当第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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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给大家讲三个人的故事。第一位是玛丽·居里夫人，

她发现了新元素钋和镭，用于 X射线的。居里夫人在给她姐

妹的一封信里写到这么一段话：“人生是不容易的，但那又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一生能做成些什

么。那就一直努力，到成功。”这段话讲的是，人生不能去

想象，人生关键在于行，取决于你怎么去做，你的努力程度。

我年轻时比较喜欢居里夫人的这段话。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

能做成什么，但我一直很努力。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很努

力。我也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只是按照她的这个要求去

做。第二位就是大家熟悉的保尔·柯察金，他有一段名

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

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虽然前苏联倒掉了，但

是在今天的俄罗斯人心目中，有两个人他们始终没有忘记，

至今引以为傲，一个是保尔·柯察金，一个是朱可夫元帅，

卫国战争的领袖。为什么呢？他们有自我的牺牲精神，有崇

高的人生理想。我们现在也需要这种精神，崇尚这种精神。

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克里斯汀。他曾写过一本书

《创新的两难》，我给大家讲过的，他认为创新包括颠覆式

创新和持续性创新。他是一个著名的教授，几年前得了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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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心脏搭了桥，经过化疗后，头发都没了，后来他给哈佛

的应届毕业生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他演讲的题目非常之好，

叫《如何衡量你的一生》。大体有三个内容，第一点，如何

做出完美的事业，这是大家都希望的；第二点，如何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第三点，如何能够善始善终。根据他的演讲，

出了本书,现在台湾出版了，大陆估计很快也会出。这是很

有意义的一本书，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忙于事业，有

的人事业很成功，可是到头来发现，生活并不美满。他提出，

既然能做这么好的事业，为什么不能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呢。

他的一些哈佛同学，当年读书的时候都很好，现在出问题

了，有的违法了，甚至入狱了，不是善始善终的人生。我们

做一个职场人，大家都想做点事，都想有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一生善始善终，这三个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最后，我想讲讲我的心路历程。前几天，中国建材杂志

搞了一个建材转型的高峰论坛，评选出十大新闻人物。每年

都有一次这样的评选。我连续 16 年被评为新闻人物。这次

呢，给我评了个终身荣誉奖。我开玩笑说，终身荣誉奖，一

般 80 岁才有，我今年还不到 60岁，早早给我评个终身奖，

是不是要我走进历史呀。会上让我发表感言。我说，我崇尚

一生做好一件事，做企业重在坚守。熟悉一项业务，大概需

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真正掌握一项业务，大概需要二十年左

右的时间；而要把业务做到极致，做到世界一流，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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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建材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才成了

世界 500 强企业；北新建材做石膏板也做了 30 多年，成为

世界第一；中国巨石也做了 30 年了，做到全球第一；像包

博士，也做了 30 多年的科研工作。如果想做成一件事情，

真的没那么容易，一定要有时间的积累。 

在这次道德讲堂上，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道德高地、

君子之道、成功之道、人生心路这四点。不当之处，请大家

批评指正。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2015年 12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