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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明，字垂运 (名垂青史之运)（根据家族排行：道 徳 文 章 光, 祖 垂 世 泽 

长），男，祖籍江西瑞金，1963 年生于江西南昌，炎帝 166 世孙，古代齐国始主

姜太公 114 世孙，谢氏始祖申伯（西周宣王之母舅）103 世孙，谢氏重阳族 17 世

孙，东晋名将谢玄（东晋北府军的创始人，东晋著名政治家宰相谢安的侄子）之

后，山水田园诗鼻祖谢灵运（爷爷是东晋名将谢玄，母亲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

王羲之的外孙女）之后。 

1978 年，谢明初中毕业于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980 年，谢明高中毕业于南

昌市第十中学（重点中学，前身是美国教会设立的南昌葆灵女子书院，创办于

1902 年），并以 413 分（满分是 500 分）的高考成绩，首选进入了当年中国国

务院纺织部排名第一的华东纺织工学院（谢明的母亲及外祖母都是民间裁缝），

就读自动化专业，获本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前夕，考取中国政府公派留法研究

生，1986 年获法国瓦朗西大学自动化专业硕士学位，1989 年获法国雷恩大学信

息学博士学位。谢明博士自 1986 年起，先后担任和担任过：法国国立计算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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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研究院 IRISA-INRIA 的科研助理，法国国立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院 INRIA 的

专家工程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新加坡-麻省理工

大学联盟会士（SMA Fellow）（隶属其中的制造系统与技术创新计划），华中

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02, 2006），中国江苏省高校教授（2014），南京工业

大学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院长（2014-2016），上海中海龙高新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2019-2024），江苏省产业教授（2020-2022）。 

谢明 博 士的 社 会服 务 包括 ： 担任 CLAWAR2007 大 会总 主 席， 担 任

ICIRA2009 大会总主席，共同创办国际人形机器人学术期刊（IJHR）（SCI 刊源）

并担任创刊主编，共同创办新加坡机器人学专业协会（RSS） （新中科技联盟盟

主单位）并担任创会会长， 共同创办新加坡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促进协会

（SCAAST）并担任创会副会长，创办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智能汽车实验室，

创办了南京工业大学的智能系统与机器人研究所，全面改革了南京工业大学电气

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的本科生培养计划、研究生培养计划、教师成果考评及奖励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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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明 博 士 的 工 业 服 务 包 括 ： 担 任 过 欧 洲 智 能 汽 车 项 目 （ Eureka-

PROMETHEUS）的专家工程师，担任过亚洲电子公司的技术顾问，担任过新加

坡港务局项目的技术顾问，担任过新加坡宇航公司的技术顾问，担任过索尼公司

的技术顾问，担任过日本村田公司的培训老师，担任过新加坡电力公司的技术顾

问，担任过上海中海龙智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谢明博士的高等教育能力包括：首创以系统论为主轴的机器人理论专著，首

创以自然语言为核心基础的人工智能理论教材，承担机器人学课程，承担人工智

能课程，承担应用视觉课程，承担微处理机系统课程，承担测量与传感器系统课

程，承担大学物理学课程。 

谢明博士的科研成果包括：获美国硅谷图形公司举办的 CrayQuest 大赛中

的一届金奖和一届大冠军奖，获新加坡科技局的最佳研究方案奖，获世界自动化

峰会（World Automation Congress）的最佳论文奖，获国际步行与爬行机器

人大会 CLAWAR 的最佳论文奖，获光华龙腾设计奖银质奖牌，首创头眼协调的确

定性算法，首创基于非标定双目视觉的手眼协调的循环算法，首创三维重建的逆

向算法，首创并行泊车的运动轨迹逆向规划方法（比日本 Toyota 汽车公司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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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创基于自然语言学习与理解的人工智能理论，首创快速更换电池技术和

换电为主充电为辅的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模式（比美国 Tesla 汽车公司早两年），

首创单个电机独立驱动 N 个关节的机器人设计技术，首创视觉引导的太阳能板追

光技术 （与美国 IBM 公司的聚光技术并驾齐驱），首创全景图像合成的投影技术，

首创内含多关节的机器人标准连杆模块，首创图像无变形的鱼眼摄像头的复合技

术，独自完成英文版的专著两部，带领博士生合著英文版的专业书本一部，编著

英文版的会议论文集两部，获发明专利十多项，发表国际期刊论文三十多篇，发

表国际会议论文一百多篇。 

谢明博士的创业成果包括：独立创办了智汽电子公司，独立创办了人形机器

人公司，独立创办了妙手机电公司，获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举办的春晖杯大赛中

的一届二等奖和一届一等奖，获首批上海市千人计划专家称号，获首批南京市

321 计划专家称号，获昆山市创新创业计划专家称号。 

在思想政治领域，谢明博士现在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党员之一，并

针对社会科学的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道德论等多个重要领域，用

中文在网络上发表了十多篇独树一帜的理论阐述。有史以来，谢明博士率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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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德的科学内涵，并率先解释清楚了普世文化（universal culture）的三维

价值空间的实质（它是对李光耀资政最先提出的双文化概念的理性延伸）。 

简而言之，谢明博士以凡人的心态和独有的能力，勇于站在众巨人们的肩膀

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例如：2003 年率先以系统论的思维拓展了机器人学学

科的理论基础，2009 年率先以语言学的内涵奠定了第三代人工智能学学科的理论

基础，2013 年率先以设计论的视角提出了文化学这门新学科的三大普世价值标准，

2019 年率先以宗学的框架呼吁世界上各派宗教的统一并以此去构建正统的全球德

育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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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壮人志，灵国运。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只能靠与时俱进的知识来武装广大人

民群众及领导干部的头脑。大家知道，思想决定言行，言行决定结果。然而，正

确的思想只能来自正确的理论。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着大量的信息。如何

从这些海量信息中看清楚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主脉？这是所有读者面临的首要问

题。 

众所周知，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维度有很多。但是，认识世界的高度大概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即：材料层面、器件层面和系统层面。有趣的是，关于系统的最

权威的理论知识在工程学科中传授，社会学科的人几乎不懂得关于系统的自动控

制理论。这个现实导致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的知识表述缺乏深度。因此，只有以

系统层次的理论及思维去表述社会学的主流学科，才能让读者真正看清楚这些学

科的本质，并实实在在地达到壮人志和灵国运的持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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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 文化学的内涵 

1. 引言 

在某国的某机场曾经有这样一则广告，即：字可以简化，爱岂能无心？有趣的

是，有（私）心的爱是会变的，无（私）心的爱则是永恒的。 

 

在此，如果我们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答案一定是语言与文字。

那么，人类历史上最牛的发现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佛陀讲的“一切皆心造”。其次

是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留下的传世作品是“道德经”。这部传世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即：

什么是德？如果我们用现代语境来解读“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佳的表

述是： 

⚫ 一切因素分为二类：内因和外因。 

⚫ 二类因素决定三种变化：量变、质变和裂变。 

⚫ 三种变化造就各种结果。 

这个表述同时给出了什么是道和什么是德的答案，即：内因为道，外因为德。 

 

当佛陀讲“一切皆心造”这句话时，应该如何去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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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当你看到一件伟大产品或作品时, 你会想到

哪三类人? 正确的答案是：设计者，制造者和使用者。那么，当你看到人的同类

时, 你会想到谁? 毫无疑问，答案是：人的设计者（上帝），人的制造者（父母）

和人的使用者（客户）。 

 

至此，不难理解，一切皆心造即是一切皆出自设计者们用心绘制的蓝图。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三个普世的文化价值观，即：崇尚人的设计者，崇尚人的制造者和

崇尚人的使用者。 

 

谈到价值，让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人民币和法国的法郎。中国货币传递的价观

是挣钱、赚钱和花钱。它们背后隐藏的哲理是：散财聚人，散人聚财。法国货币

传递的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和博爱。这三个词印在了法国的货币上。它们时刻提

醒持有者关注：平等的尺度，即: 崇尚人的设计者, 崇尚人的制造者, 崇尚人的使用

者；自由的领域，即：生存的自由, 劳动的自由, 贡献的自由；博爱的层次，即：

热爱生命, 热爱生存, 热爱生活。因此，法国货币提醒人们时刻把焦点放在普世的

文化价值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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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的系统观 

认识任何事物的切入点有三个层次，即：材料、器件和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

观察，人体包含：生物系统、生理系统、运动系统、感应系统、控制系统、思维

系统、及其它系统。这些系统内和相互间的活动决定了一个人的个体行为和社会

行为。 

 

另外，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空间，它包括：宇宙界，银河系，地球村，和自然

界，等等。与空间相伴的还有: 时间和人间（即：社会）。例如，科学家的活动主

要依赖于空间和时间。然而，教育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等职业的活动同时依赖于

空间、时间与人间。 

 

其次，人的成长过程分为两个层面，即：物质层面的成长和精神层面的成长。

前者主要是指生、长、收、藏这四个阶段。后者是指无能（增加言行）、无知

（增加知识）、无财（增加拥有）、无求（增加分享）这四个阶段。对于无求的

精神境界，庄子的表述是：道德高尚且忘我无私者为至人，能力超群且淡薄功利

者为神人，超然物外且无视名声者为圣人。 

 

进一步而言，人的成长过程中，思想决定行为。人的行为又决定其习惯。人的

习惯最后决定其成就。更重要的是，人的习惯决定了个体层面的文化。个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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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则形成了群体文化。群体文化的历史远远大于个体文化。因此，经过长期

积累及沉淀的群体文化反过来会影响个体文化的形成。 

 

3. 文化的定义 

至此，读者会问：什么是文化？我们先来回答什么是文，以及什么是化。文指

的是思想活动或思维。化指的是固化和同化。因此，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价值

观和行为模式在思想中的固化。文化代表的是价值观及潜意识，它是不可商业化

的。相反地，文艺代表的是文学及艺术，它是可商业化的。 

 

文化具有五大特征。它们分别是：文化是价值观的象征，文化是行为模式的象

征，文化不是知识的象征（即：人人都有文化，世界上没有没文化的人，人的一

种差异在于文化的高低），个人文化构成群体文化，群体文化影响个人文化。 

 

4. 文化的空间 

在文化的定义中，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 价值观决定人的认知 (判断) 

• 认知决定人的思想 

• 思想决定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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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模式 

因此，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文化的表象是行为模式。那么，文化所能代表的

普世价值观有哪些？此处的答案是： 

• 崇尚人的设计者 

• 崇尚人的制造者 

• 崇尚人的使用者 

 

上面三个价值观正好定义了三个价值尺度。这三个价值尺度又定义了三个轴线，

即：以人为本的文化轴线，以家为本的文化轴线，以客为本的文化轴线。由以人

为本的文化轴线、以家为本的文化轴线和以客为本的文化轴线构成的三维空间被

称为文化空间。这就是文化空间的定义。 

 

基于上述定义，文化空间包含了三个子空间，即：人文化或人道文化，家文化

或家道文化，客文化或商道文化。并且，文化空间有四大特征，它们是： 

⚫ 人文化决定人道的先进性 

⚫ 家文化决定家道的先进性 

⚫ 客文化决定商道的先进性 

⚫ 文化空间中的人道、家道和商道决定个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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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于人道的社会组织结构把设计者放在第一位，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结

构的主脉是：人员，成员，会员，职员，官员，议员，政权。然而，基于家道的

社会组织结构是把制造者（家长）放在了至高无上的第一位，由此产生的社会组

织结构的主脉是：人家，大家，公家，官家，国家，孤家，皇权。有趣的是，地

球村里有不少国家是政权与皇权共存。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瑞典，西班牙，日

本，泰国，等等。这种现象与中国的阴阳哲学是相符的，即：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 

 

5. 文化的影响力 

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文化现代化是其他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文化现代化，其他现代化是很难实现或者很难持续。这里所讲的其他现代化

包括：科技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等。 

 

其次，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产生先进的政治。只有先进的政治，才能营造先

进的经济。这是因为，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有上层建筑的

支撑。什么是先进的政道？答案只能是人道、家道和商道三者间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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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道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平等的本质是指，在设计者面

前, 人人能力及才华是平等的。自由的本质是指，在设计者面前, 人人可以自由地

创造价值。博爱的本质是指，在设计者面前，人人都是兄弟姐妹。 

 

第四，家道的核心价值观是孝敬、尊老和爱幼。孝敬的本质是指，在制造者面

前, 父母恩重如山。尊老的本质是指，在制造者面前，长辈德高望重。爱幼的本质

是指，在制造者面前, 晚辈任重道远。 

 

第五，商道的核心价值观是反垄断、反暴利和反倾销。反垄断的本质是指，在

使用者面前, 公平竞争。反暴利的本质是指，在使用者面前, 等价交换。反倾销的

本质是指，在使用者面前, 公平竞价。 

 

第六，德治的核心价值观是主义、宗教和法律。主义的作用是指，在国家面前，

激励有德之人。宗教的作用是指，在国家面前，感化无德之人。法律的作用是指，

在国家面前，严惩缺德之人。 

 

第七，政治的核心价值观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强国富民。物质文明的本质

是指，在国家面前, 人人都愿意积极地创造价值。精神文明的本质是指，在国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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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人人都参与合理地分配价值。强国富民的本质是指，在国家面前, 人人都享受

幸福地安居乐业。 

 

最后，我们不难得出这个表述，即：革命与变革的本质在于用新的价值分配制

度代替旧的价值分配制度。最为惊讶的是，人类历史的演变完全遵循这个规律。 

 

6. 小结 

文化是个三维空间。它由人道、家道和商道这三个维度构成。先进的文化是社

会先进性的基础。先进文化建设要依靠做加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建设中，出现

过焚书坑儒、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今后的文化建设必须把重心放在：补长人

道文化这个短板，保持家道文化这个长板，和补长商道文化这个短板。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有一问，即：当代怎么出不了大师？ 

 

也许，真正的思考题应该是：如何才能产出大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师出

自大理论家，大理论家出自大思想家，大思想家出自大实干家。只要我们尊重脑

力劳动及其成果，就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脑力劳动的大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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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2: 社会学的基础 

1. 一个目标 

地球村是个大系统。它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构成。种族之

间、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系与交往。因此，个体层面、种族层

面和国家层面的社会活动必然存在着一个共性的目标。它就是：幸福。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什么是幸福。如果你去问身边的人，什么是幸福？得到的答

案一定是千奇百怪。正确的答案来自中医理论。中医理论讲，痛即是气血不通造

成的，痛与阻力成正比。大家知道，幸福是与痛苦成反比的。因此，幸福也与阻

力成反比。例如，完成一项活动所产生的幸福感是与完成这项任务所遇到的阻力

成反比，阻力越小，幸福感就越强。 

 

2. 二类指标 

人类社会追求的共性目标是幸福。幸福感又是与阻力成反比。人类面对的阻力

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因此，衡量幸福的指标有两类。

一是物质层面的幸福指标，二是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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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层面的幸福指标当然是与物质世界的阻力成反比。同时，它又与收入的购

买力成正比。这是因为，购买力越强，克服困难的能力就越大。 

 

同理，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标是与精神世界的阻力成反比，与社会的凝聚力成正

比。社会凝聚力越强，人们之间的互助现象就越普遍。 

 

3. 三件法宝 

幸福感与购买力和凝聚力成正比。那么，如何保障购买力与凝聚力达到最大化？

这就涉及到国家治理的三件法宝。它们是政治、宗教与法律。 

 

政治的最大作用是激励有德的组织、团体和人。它们是凝聚力的维护者。同时，

它们带头保障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经济系统，并极大地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

积极性。 

 

宗教的最大作用是感化无德的组织、团体和人。它教育人们认清因果效应，并

鼓励人们修心、行善，不给别人造成阻力。 

 

法律的最大作用是惩治缺德的组织、团体和人。它清除社会中的破坏力量，并

把制造阻力及伤害的各种因素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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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条道路 

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可能是多样化的。无论如何，它都不能远离人类的共性同

标，即：幸福。 

 

从经济层面而言，保障幸福水平的原则有两条。一是积极地创造价值，二是合

理地分配价值。如果按照创造价值的积极与否、以及分配价值的合理与否来分类，

所有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分成四条，即： 

⚫ 创造价值积极，分配价值合理； 

⚫ 创造价值积极，分配价值不合理； 

⚫ 创造价值不积极，分配价值合理； 

⚫ 创造价值不积极，分配价值不合理。 

 

从政治层面而言，保障幸福水平的要素有两个。一是物质文明，二是精神文明。

如果按照物质文明的高与低、以及精神文明的高与低来分类，所有的国家发展道

路也可以分成四条，即： 

⚫ 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高； 

⚫ 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低； 

⚫ 物质文明低，精神文明高； 

⚫ 物质文明低，精神文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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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点文化 

文化是价值观及行为模式在思想中的固化。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构成了文化的三

维空间。它的三个主轴是：崇尚人的设计者的人道文化轴，崇尚人的制造者的家

道文化轴，以及崇尚人的使用者的商道文化轴。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文化学这门

学科。 

 

从学科的角度来表述，文化学具有以下五点理论基础： 

⚫ 定律一: 文化是群体的思维模式在个体思想中的固化。 

⚫ 定律二：人的设计者至高无上是构筑以人为本的群体思维模式的普世价值尺

度。 

⚫ 定律三： 人的制造者至高无上是构筑以家为本的群体思维模式的普世价值

尺度。 

⚫ 定律四： 人的使用者至高无上是构筑以客为本的群体思维模式的普世价值

尺度。 

⚫ 定律五： 普世文化是由三个普世的价值尺度构成的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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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六点经济 

经济是一个大系统。经济运作的两大准则是：积极地创造价值，以及合理地分

配价值。前者要求生产要素的最佳匹配。后者则要求严格遵守按劳分配和等价交

换的规则。 

 

作为一门传统学科，经济的理论基础拥有以下六大要点： 

• 定律一：价值等于结果乘以交换。 

• 定律二：生意等于价值乘以赢。 

• 定律三：赢等于公利乘以自利。 

• 定律四：市场等于交换乘以自由竞争。 

• 定律五：自由竞争与垄断成反比。 

• 定律六：交换的润滑剂是货币。 

 

7. 七点政治 

政治是决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的字面含义是以政策来治理一个社会和

国家。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政治的理论基础拥有以下七大要点： 

⚫ 定律一：社会文明等于社会的物质文明乘以社会的精神文明。 

⚫ 定律二：社会的物质文明等于社会的购买力乘以创造价值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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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律三：社会的精神文明等于社会的凝聚力乘以分配价值的合理性。 

⚫ 定律四：支撑社会购买力的要素是利。 

⚫ 定律五：支撑社会凝聚力的要素是德。 

⚫ 定律六：创造价值的积极性与分配价值的合理性成正比。 

⚫ 定律七：社会革命或改革的本质是以新的合理的价值分配制度去取代旧的不

合理的价值分配制度。 

 

8. 八点宗教 

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要求每位公民在德、智、体三方面都达标。其中，德的达

标尤为重要。德的高低代表了阻力的弱与强。它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幸福感。

如何提高德的水平？大家一定会说，加强德育。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误把

属于智育范畴的政治思想教育当成了德育。其结果是，社会的德育严重缺失。 

 

大家知道，科学传授的是真理，学习真理可以提升人们的智力，评价智力的标

准是学位。然而，智与德是两码事。 

 

德育的主体是宗学或宗教，宗学传授的是善行，修炼善行才能提升人们的心

力，评价心力的标准是果位。德的高低即是善行心力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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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宗学或宗教对维护人类社会的幸福与和谐至关重要。宗教应该得到人类

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宗教的理论基础拥有以下八大要点： 

• 定律一：设计决定蓝图。(人的设计者是谁？我从哪里来？) 

• 定律二：蓝图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 

• 定律三：思想决定人的德性。 

• 定律四：行为决定人的品性。 

• 定律五：人的德性必须利他。(积善施德) 

• 定律六：人的品性必须利我。(自我完美, 修身齐家) 

• 定律七：人的处世必须利人。(博爱, 治国) 

• 定律八：人的处世能力受先天因素影响小，受后天教育环境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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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 经济学的系统观 

1. 引言 

政治是经济运转的核心，经济是政治生存的基础。《大学》一书中就阐明了东

方人的经济观或生财之道，即：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

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 

 

然而，西方人的经济观则更加理性。例如，亚当.史密斯的单利主义是重利润 

(即：交换)，他主张：目标利已, 过程通常利他，他的口号是：抓资本,促交换。卡

尔.马克思的单利主义是重增值 (即：生产)，他主张：目标利他, 过程可能利已，他

的口号是：抓资本, 促生产。也就是说，共同生产, 共同致富。 

 

近代社会中，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尤其是公众企业。公众企业的股权在股票市

场上公开交易。股票市场的本质是让老百姓变为公众企业的股东。当老百姓大量

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人们很自然地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经济系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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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英文的解释是：In its most simple and concise definition,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how society uses its limited resources. 

Economics is a social science that deals with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用中文来表达，它就是研究如何配置

社会的有限资源去满足人们对产品与服务的无限需求。这里，人们完全忽略了经

济系统。这样的定义合乎常理吗？有没有更科学的定义？ 

 

我认为，世界是由各种系统组成。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构成了经济系统。因

此，经济学的精简定义应该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系统的客观规律的学料。 

 

3. 经济系统 

什么是系统？简洁的答案是：为实现同一目标而组合在一起的要素就被我们称

之为系统。系统有输入、输出、以及内部的动态过程。系统的输出分为两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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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响应和稳态响应。系统的动态响应决定了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实时性和精准

度。 

 

中国有句古语，即：治大国如烹小鲜。从系统的角度，它传递的信息是：系统

越大，控制的力度越要精，控制的时间越要准。 

 

大家知道，现代经济体的三大要素是：资源、资本和资产。其中，资源包含人

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经济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经济行为主要包括：

生产、储备、供给、需求、消费。正常状态下，人的欲望不会超出人的客观需求。

例如，一天吃下 1000 个苹果。因此，客观的需求不会产生无限的欲望。 

其次，人们经济活动的有序组合构成了复杂的经济网。这张网上的每个结点即

是供方（生产方）也是求方（消费方）。所以，经济网上的每个结点可以称之为

供求方。供求方之间的有机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经济系统。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32 

 

我们生活在地球村。它拥有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系统。我

们称之为单一的经济系统。另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促进了单一经济系统之间的

供求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多边的经济系统。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经济学领域的两个基本定义： 

定义一：经济体是指从事需求、供给、消耗、储蓄的个体和团体。 

定义二：经济系统是指经济个体或经济团体构成的有机组合。 

 

4. 经济目标 

根据一个经济体或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我们可以归纳出下面三种类型： 

⚫ 成长型的经济体或经济系统：它在积累价值，即：增值 = 收入 - 支出 > 0 

或利润 = 收入 - 支出 > 0。 

⚫ 平衡型的经济体或经济系统：它在保持价值，即：增值 = 收入 - 支出 = 0 

或利润 = 收入 - 支出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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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退型的经济体或经济系统：它在减少价值，即：增值 = 收入 - 支出 = 0 

或利润 = 收入 - 支出 = 0。 

 

上面提到的收入包含两部分，即：经济实体的收入和经济虚体的收入。两者的

差别在于，经济实体的收入直接衡量创造价值的能力，经济虚体的收入直接衡量

分配价值的能力。 

 

同样地，上面提到的支出也包含两部分，即：经济实体的支出和经济虚体的支

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即：经济体或经济系统的期望目标是积极

地创造价值，并合理地分配价值。以这个目标为准的发展才称得上是科学地发展。

期望目标的表述中提到价值二字。在此，有必要阐明以下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 

⚫ 什么是经济价值？经济价值等值于实现了交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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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产生结果？产生结果的步骤有两个：一是广义的设计，二是广义的制造。

前者是把想要的东西设计出来，后者是把设计的东西生产出来。 

⚫ 如何进行交换？实现交换的模式有四种。它们是：以物换物，以物换币，以

币换物，以币换币。 

⚫ 什么是货币？货币是衡量货品价值的对等物。 

⚫ 什么是货品？货品是能以货值交换的产品。 

⚫ 什么是货值？货值是以货币为单位所衡量出的货品的价值。 

 

如何实现一个经济体或经济系统的目标？答案只有一个，即：通过有效的系统

控制来实现。根据自动控制理论，最佳的控制模式是反馈控制。反馈控制的两个

核心是：规划反馈控制系统的期望值，和消除反馈控制系统的误差值。 

5. 经济规划 

经济运作必须构建反馈模式的经济系统。运作反馈模式的经济系统的首要任务

是规划期望的经济系统输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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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规划即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包含两部分，即：制定期望

值（结果是什么？），和制定实现期望值的策略（方法是什么？）。 

 

经济规划的制定不能脱离社会治理的大目标，即：物质文明的提升，与精神文

明的提升。前者的尺度是购买力，后者的尺度是凝聚力。提升购买力靠财，加强

凝聚力靠德。由此可见，财与德是相辅相成的。 

 

经济规划的目的是：根据经济系统的当下能力和经济系统的长期目标（即：积

极地创造价值与合理地分配价值），制定下个阶段可控的经济输出指标的期望值。

可控的经济输出指标包括：货品存量，货品增量，货币存量，货币增量，利润，

税收，等等。 

 

例如，GDP 和 GNP 衡量了一个经济体或经济系统的货品增量。货品的存量则

可以通过”年初货品存量+货品增量-货品销售量”来计算。货币的增量可以通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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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货值增加量-预期的货值消耗量”来估算。货币的存量则可以通过“年初货币存

量+货币增加量-货币回收量”来测算。 

 

这里，大家一定要关注货币的正反作用。当货币的实际量等于货币需求的理论

量加上合理的增量时，货币能发挥刺激生产和鼓励消费的正作用。如果货币的实

际量远远大于货币需求的理论量时，货币则会起到打击生产和抑制消费的负作用。 

 

6. 经济控制 

经济是个大系统。大系统的最佳治理模式是反馈控制。这是因为，只有反馈控

制才能实现期望的经济输出指标值。反馈控制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受控对象，

反馈单元和控制单元。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37 

 

受控系统的输入称之为可控变量。以经济系统中的公司个体为例，它的可控变

量包含人力、技术和财力。受控系统的输出称之为可测变量。例如，一间公司的

可测变量包括利润、税金和现金流。 

 

反馈单元的输入来自受控系统的输出。反馈单元必须如实地测量并反馈受控系

统的输出。反馈单元的误着是无法被控制单元消除的。所以，数据造假是经济系

统中最大的干扰源。 

 

控制单元的输入是经济指标的期望值与经济指标的反馈值之差。控制单元的作

用是调节受控系统的输入值，直至控制单元的输入为零。所以，如果反馈单元的

输出是 100%真实，当控制单元的输入为零时，经济指标的实际值就等于经济指

标的期望值。由此可见，控制单元的功能是确保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实时性和精

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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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结 

经济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机器，也是培育精神财富的高地。经济运作必须基于反

馈控制的模式。由于人的客观需求是有限的，人的正常欲望也是有限的。所以，

经济系统是稳定可控的。根据反馈控制的原理，任何经济体都包含规划（计划经

济）和控制（市场经济）两种成分。因此，计划经济（宏观）与市场经济（微观）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受控的经济体的一项重要输入是资金或财力。因此，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其中，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发行货币。商业银行的主要

职能是为经济实体放款货币，银行炒股是一种犯罪，银行炒楼也是一种犯罪。 

 

当经济失控时，必然出现革命与变革。这是因为，革命与变革的本质在于用新

的价值分配制度代替旧的价值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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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4: 金融学的核心 

1. 引言 

古人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的含义是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是获利。

通俗而言，获利的方式有三种，即：竞争，斗争和战争。和平时期，推动人类社

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或竞争。经济或竞争的两大支柱是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前

者的重心是如何产生结果，后者的核心是等价交换。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产生结果、实现交换。一般而言，交换的模式有四种，即：

以物换物，以物换币，以币换物和以币换币。由此可见，货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

项重大发明。它的重要性仅次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伟大的发明，即：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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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货品 

没有货品，就没有货币。货品是因，货币是果。货币的出现反过来又大大促

进了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什么是货品？货品的一种定义是：一切可用来交易的人造的或天然的东西都

统称为货品。例如，天然的货品包矿物，水产和植物，等等。人造的货品包括艺

术品 (作品/作曲)，手工品 (吃/穿/用/玩/赏)，工业品 (轻工/重工/国防/医疗/保

健)，农业品 (种植/养殖)，等等。货品的两大特征是： 

• 使用性：货品具有满足使用者需求的功能。 

• 持有性：货品具有满足持有者聚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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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值 

货品是可以用来交换的。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因此，货品是可以被定价

的。在此，我们把货品的交换价值统称为货值。交换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使

用价值，二是持有价值。两者都是时间的函数。 

 

例如，衣、食、住、行、医、用、玩等领域的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主要取

决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估算，可以用这个公式：使用价值 (t) = 产生

结果所付劳动 + 时耗(t) + 物耗(t)。 

 

对于奇、珍、异、宝、贵等类别的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主要取决于它们的

持有价值。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估算持有价值：持有价值(t) = 使用价值(t) x 稀

有程度(t)。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42 

 

由于交换环节会产生成本或费用，交换价值的估算一般采用这个公式：交换

价值（t）= 使用价值（t）x 交易成本(t) + 持有价值(t) x 交易成本(t)。这个计算

结果可以当作定价的基数。 

 

货值一般上遵守三大客观规律。它们是： 

⚫ 客观规律一：货品的使用价值是随时间递减。 

⚫ 客观规律二：货品的持有价值是随时间递增。 

⚫ 客观规律三：货品的交换价值是使用权的交换价值和持有权的交换价值

之总和。 

 

4. 货币 

交易是产生价值的必要条件之一。交易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货币的出现则大

大提升的交易的便利性和效率。我们先来看一下货币的起源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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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丁四个人去一个资源丰富的小岛组建一个微型小国。甲是公共服务员

(政府兼央行的角色)，乙是金融服务员(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角色)，丙是生产 A

货品的企业家(实体经济的角色)，丁是生产 B 货品的企业家(实体经济的角色) ，A

与 B 货品可以等价交换，A 与 B 的定价由甲来维持公平。 

 

情景一: 生产催生资本。甲乙静观市场。丙主动生产了价值 10 元的 A 货品。

丁主动生产了价值 10 元的 B 货品。甲应该发放多少货币给乙? 答案: 20 元。如果

甲发放 40 元货币给乙(货币超发), 会发生什么反应? 答案一: 如果丙丁不知道甲超

发货币，物价不变，货币购买力不变。答案二: 如果丙或丁知道甲超发货币，丙或

丁可以选择多生产货品来维持货币购买力，也可以选择提高货品的价格来降低货

币购买力。 

 

情景二: 资本促进生产。甲主动发放 20 元给乙，丙丁静观市场，乙应该鼓励

丙丁生产多少货品? 答案: 20 元的货品。如果丙丁生产了 40 元的货品(产能过剩), 

会发生什么反应? 答案一: 如果甲不发放货币给乙，结果是：丙丁的货品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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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购买力上升。答案二: 如果甲再发 20 元货币给乙，结果是：物价不变，市

场货品货币更充足。 

 

由此可见，货币是商品市场交易活动的产物。交易的本质是等值交换。货币

是衡量货品的交换价值(即价格)的尺度。一个经济系统中所有货品的使用价值总量

除于该系统中的货币总量等于该系统中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购买力是衡量货币

自身价值的尺度。因此，货币也是可交换的特殊商品。我们来研究下面这个案例。 

 

一个大帝国派互不相识的甲乙丙三位巨人在一块风景宜人且商业资源丰富的

新区域组建一个新的小王国 。甲是房产商。乙是贸易商。丙是银行家且有印钞权 。 

一天, 丙对外宣布要出资 2.0 亿购买一座银行办公大厦。 甲乙获取消息后开始行

动。甲的计划: 向丙借款一个亿。私下目的是买地并建设一座大厦 。 然后, 以 1.5 

亿出售所建大厦给乙 。乙的计划: 向丙借款 1.5 亿。私下目的是买一座大厦 。再

以 2.0 亿卖给丙。不计利息，请问丙要真正印刷多少货币(净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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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一：货币的增发期望值等于央行的新增应付款 (1.0 亿+1.5 亿+2.0 亿)。

货币的回收期望值等于央行的新增应收款 (1.0 亿+1.5 亿)。货币的净增量等于货

币的增发期望值减去货币的回收期望值 (2.0 亿)。 

 

答案二：一个系统中货币的净增量等于该系统中货品的净增值 (2.0 亿)。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以下几个要点：每个独立的货币系统中只有一个拥有印钞

权的银行。每个独立的货币系统中可有多个贷款银行。拥有印钞权的银行不能私

有化。发行货币与回收货币同等重要。一个系统内的货值总量取决于该系统内的

货品总量。一个系统内的货币总量应等于该系统内的货值总量。一个系统内的货

币总量靠货币的增发和回收来维持。货币可以换货品。货币可以换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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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场 

价值的产生离不开结果的创造与交换。产生价值需要空间与时间。这个空间

与时间就构成了所谓的市场。市场是一个大系统。它内它内部的子系统包括：经

济个体 (设计/制造/营销)，经济群体 (设计/制造/营销)，货币系统 (发放/回收/借

贷)。 

 

经济个体和经济群体的共性是：拥有创造力 (输出货品/ 货值的能力)，拥有

消耗力 (输入货品/ 货值的能力)，拥有购买力 (输出货币的能力)，拥有储蓄力 (输

入货币的能力)。 

 

在市场系统中，货币的职能是是促进商品市场中的交易和促成资本市场的形

成和运作。货币能促进市场的发展，例如：投资实业，投资教育，投资科技，投

资文艺。货币也能破坏市场的发展，例如：以币换假物，以币换毒物，以币换币 

(拉高购买力出逃资本, 压低购买力进场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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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货币系统 

集货币输入, 货币输出和货币转换为一体的系统称之为货币系统。为了维护

市场秩序以及货币的本质，任何一个货币系统都必须遵守如下定律： 

⚫ 货值守恒定律：同一货币系统内, 货币的货值等于货品的货值。 

⚫ 货值增减定律：同一货币系统内，货币所对应的货值的增减等于货品所对应的

货值的增减。 

⚫ 货币守恒定律：在两个货币系统间, 当货品出口（或货币进口）时, 出口货品的

货值所对应的本币等于出口货品的货值所对应的外币。 

⚫ 货品守恒定律：在两个货币系统间, 当货品进口时（或货币出口）, 进口货品等

价于支付进口货品的本币所对应的本国货品。 

⚫ 汇率守恒定律：在两个货币系统间, 货品与货币之比（即：货币的购买力）必

须保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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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一个美洲人到全球游玩， 发现地球上有两棵特别的

果树，一棵种在欧洲，一棵种在亚洲，都结了野果，美洲人很眼馋，对欧洲人和

亚洲人说：“我要买你们的野果吃。” 欧洲人和亚洲人说：“好，先确定你到哪里去

买，到亚洲去买，１亚元１个，到欧洲去买，用１欧元１个。” 如果 1 欧元=10 亚

元, 请问美洲人的选择是什么? 

 

答案是：先从亚洲借一个果子，到欧洲去换１欧元，拿１欧元到亚洲去换

10 亚元， 用 10 亚元可以换 10 个果子，拿一个果子还给亚洲，就白得了 9 个果

子。拿白得的９个果子再去欧洲换９欧元。然后，拿 9 欧元到亚洲去换 90 亚元。

最后，用 90 亚元去换 90 个果子。拿这 90 个果子再去欧洲换 90 欧元。然后，拿

90 欧元到亚洲去换 900 亚元。最后，用 900 亚元去换 900 个果子。结果：美洲

人不花一分钱而获得大量物质财富 。造成这个原因是，汇率严重违反汇率守恒定

律。 

 

除了上述定律之外，商品-供消环节的货币定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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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一：一个货币系统中的货品的货值总量(V)等于现有货品的货值(Ve)

加上货值的增减量(ΔV)。 

⚫ 定理二：一个货币系统中的货值的增减量(ΔV)是生产消耗(ΔP), 物流消

耗(ΔL), 使用消耗(ΔU), 持有消耗(ΔT)和新增货品或新减货品的货值(Vn)

的总和。 

 

金融-借贷环节的货币定理包括： 

⚫ 定理一：贷款的利息收入是债权的分配。它与货值的增减无关。 

⚫ 定理二：借款的利息支出是债务的分配。它与货值的增减无关。 

⚫ 定理三：金融本身不创造价值。 它直接分配价值。 

 

国税-收支环节的货币定理包括： 

⚫ 定理一：国税的收取与货品的净增加货值成正比。 

⚫ 定理二：国税本身不创造价值。 它直接分配价值用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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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回发环节的货币定理包括： 

⚫ 定理一：货币的新增总量等于货币系统中货品增加的总货值。 

⚫ 定理二：货币的新减总量等于货币系统中货品消失的总货值。 

⚫ 定理三：本国市场中，外国货品的货值在本国货币系统中应该定义为负

值。 

⚫ 定律四：国行的净货币发行量等于货币的新增总量减去货币的新减总

量。 

⚫ 定律五：国行的净货币回收量等于货币的新减总量减去货币的新增总

量。 

 

货币是人们天天接触的特殊商品及交易媒介。由于它的普通性，人们不

太关注货币的本质以及它能产生的负作用。下面列举一些不易识别的误区： 

⚫ 误导性观念一：把可流通的货币讲成通货 (通货 = 手中的钱 + 活期

存款 + 定期存款 + 货币抵押)。混淆公众的判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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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观念二：把创造价值讲成挣钱。只字不提购买力。 

⚫ 误导性观念三：把赌博式的价值分配讲成赚钱。只字不提购买力。 

⚫ 误导性观念四：把货品净流出为正的财富流失当作常态的国际贸易。 

⚫ 误导性观念五：每出口一件货品, 增发等值的本国货币。 

⚫ 误导性观念六：每进口一单位外国货币, 增发等值的本国货币。 

 

7. 小结 

货币的产生源自货品背后的货值和等值交换这个常识。货币的本质是促进交

易和促进生产。货品的交换价值不能脱离货品的使用价值。货品的交换价值也不

能脱离货品的持有价值。货品的交换价值更不能脱离货品的交易成本。 

 

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是，让百姓安居，让百姓乐业。因此，执政党要时刻牢

记，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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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鼓励劳动致富的同时，一定要真实地遵守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 

 

钱多不等于贡献大，例如：有多少人比毛泽东/李光耀钱多，他们的贡献比

毛泽东/李光耀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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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5: 管理学的共性 

1. 引言 

 

有人参与的系统或组织都离不开管理。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人。人是重情，重

义，重理，重德，重法，重结果，重流程，重因缘的造物。人们就建立了各种因

人而异的管理学说，例如：中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美国式管理，欧洲式管理，

等等。 

 

然而，人人都出自同一张蓝图。我们同源 (同一设计者)，同根 (同类制造者)，

同途 (同类使用者)。所以，管理学拥有共性。为了更好地发展高科技、促进产业

化和提高文明度，我们要求同存异，不断创新管理学。 

 

2. 管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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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由系统构成的。例如，山川，河流，气象，社会，等等。其中，社会

是由以人为主体的系统构成的。社会包含：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国

防系统，等等。 

以人为主体的系统是反馈控制系统。反馈控制系统包含：认知，决策，控制，

执行，和反馈。反馈控制系统的期望输出与决策有关。所以，人们常讲，不怕做

不到, 就怕想不到。最重要的是，反馈控制系统的输出精度与反馈有关。因此，统

计造假是管理中最大的干扰源和错误源。另外，反馈控制系统的响应由动态响应

和稳态响应组成。 

 

以人为主体的系反馈控制系统中，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个体的输出性质，

输出质量，和输出数量。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群体的输出性质，输出质量，输

出数量。为了保障质量与数量，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3. 管理的定义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55 

 

什么是管理? 管理是指: 管人理事吗? 这里，我们给出的定义是：管理学是一

门研究以人为主体的各类反馈系统的运行规律和控制规律的学科。 

 

管理的二个核心是：管住思想 （即：认知, 决策） 和理顺行为（即：反馈, 

控制, 执行）。这是因为，思想主导行动, 行动构筑习惯, 习惯决定命运。人们常说

要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不难看出，解放思想是因, 统一思想是果。 

 

基于上述定义，管理要关注的四个重点是：个体的思想，个体的行为，群体

的思想，群体的行为。当群体的思想失控前, 尽快拉响警钟。当群体的行为失控前, 

立即防止丧钟。 

 

4. 管理的层次 

 

管理的层次体现在横向的广度层次和纵向的深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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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的广度层次主要包括：个体的思想，个体的行为，群体的思想，群体的

行为。个体的思想和群体的思想受教育和媒体的影响大。个体的行为和群体的行

为受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大。 

 

纵向的深度层次主要包括：策略，战略，战术，行动。策略是回答“做什么”

这个问题。战略是回答“怎么做”这个问题。战术是回答“如何实现结果”这个问题。

行动是回答“如何执行”这个问题。 

 

5. 管理的目标 

 

管理的最佳原则是：既要重结果, 也要重过程。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管理的

最高目标是以合适的过程实现合理的期望结果。例如，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

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发展是硬道理。这些口号

与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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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衡量管理目标是否实现的尺度有四把，它们是： 

⚫ 结果尺度一: 正向-反向。迈向期望目标的动态响应为正向。远离期望目

标的动态响应为反向。 

⚫ 结果尺度二: 及时-延时。到达期望目标的实际时间小于期望时间为及时。

到达期望目标的实际时间大于期望时间为延时。 

⚫ 过程尺度一: 创造力-破坏力。为实现期望目标增值的能力为创造力。为

实现期望目标减值的能力为破坏力。 

⚫ 过程尺度二: 动力-阻力。放大创造力的能量 (正能量)为动力源。抵消创

造力的能量 (负能量)为阻力源。 

 

基于上述四把尺度，我们可以得出八条普世的管理准则，即：鼓励创造力，

鼓励动力，鼓励正向，鼓励及时，抑制破坏力，抑制阻力，抑制反向，抑制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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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的工具 

 

最佳的管理系统是反馈控制系统。反馈系统的动态响应取决于受控对象的设

计（先天响应特性）和系统控制的设计（后天响应特性）。因此，管理的工具离

不开设计，即： 

• 受控对象的设计 : 它包括文化设计 (先天思想)和组织设计 (先天行为)。 

• 系统控制的设计: 它包括教育设计 (后天思想)和制度设计 (后天行为)。 

 

文化设计的三个价值尺度是：崇拜设计者 (政治文化)，崇拜制造者 (生活文

化)，崇拜使用者 (工商文化)。 

 

组织设计的四大任务是：设计天网，设计地网，设计人网，设计物网。这些

网中承载着：能量流，信息流，知识流，决策流，货币流，货品流。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59 

 

教育设计的三个标准是：德、智、体。社会喜欢的是三好公民。社会痛恨的

是一好刁民。 

 

制度设计的两个重心是：做人的普世行为准则，和做事的普世行为准则。前

者要求明确：人网的各条分支上: 我是谁? (有我)，以及明确人网的各条分支上: 他

是谁? (有他)。后者要求明确：明确人网的各条分支上: 由谁做问答题? 以及明确人

网的各条分支上: 由谁做选择题? 

 

7. 小结 

 

社会由大大小小的系统构成。有人参与的系统就需要管理。所以，管理涉及

的面很广，管理的四大层面包括：管理个人，管理小家，管理国家，管理世界。

例如：如何理解: 治大国如烹小鲜？如何理解: 没有远虑, 必有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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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馈控制系统，治大国火候要温 (文化要没有短板)，动作要细 (制度要

没有漏洞)，Small Action, Big Outcome。系统越大, 方法越要准和细。 

 

根据反馈控制系统，阻力与动力并存。管理系统中没有绝对的幸福 (阻力为

零)。没有绝对的痛苦 (阻力无穷)，幸福是相对的，痛苦也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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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6: 领导力的基本要素 

1. 引言 

任何组织是一个系统。一个组织由三层人组成，即：成员层，干部层，领导

层。任何个人也是一个系统。人的系统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思考，表述，执行。

所有系统一中，反馈控制系统才是最佳系统。 

 

最佳系统的三个核心环节是是：领导层负责制定目标/提升能力/获取资源，

执行层负责建立制度/设计流程/监督运营，考核层负责能力考核/贡献考核/实施

奖励。 

 

领导力能够创造出奇迹。例如，由狮子领导的羊群可以战胜由绵羊领导的狮

群。但是，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越大，失败则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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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能够展现奇妙的功效。例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系统越大，误

差和时差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领导力拥有奇特的功力。例如，世界上最怕的就是领导们的认真两字。只要

(领导)能想到, 就基本上能做到。 

 

2. 人员 

人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复合体，它们包括: 

1. 人是个机械系统 

2. 人是个控制系统 

3. 人是个信息系统 

4. 人是个智能系统，等等 (生物, 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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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系统都有输入，例如：人会消耗资源，人会占有资源，人会争夺资源。

同时，任何系统都有输出，例如：人会创造资源，人会创造资产，人会创造资

本。更重要的是，任何系统都有运作机制。例如，人的智能控制系统包括决策，

控制，执行，监督。 

 

3. 人群 

地球上不只有一个人。地球上有一群人。地球上有一群系统。一群系统要有

输入，即：消耗资源，占有资源，争夺资源。但是，一群系统也会产生输出，例

如：创造资源，创造资产，创造资本。 

 

一群系统也有它们自己的运作机制，例如：无组织的运作机制，和有组织的

运作机制。前者野蛮、低效。后者文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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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 

地球上有一群社会。每个社会是个有组织的人群。有组织的人群是一群系统。

一群社会的输入包括：消耗资源，占有资源，争夺资源。一群社会的输出包括：

创造资源，创造资产，创造资本。 

 

同样地，一群社会的运作机制包括：争夺价值（例如：不管黑猫白猫, 得到

老鼠就是好猫），创造价值（例如：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分配价

值（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然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争夺价值的方式有三种，

即：依靠战争力，依靠斗争力，依靠竞争力。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有三种，即：依

靠肢体力，依靠心智力，依靠凝聚力。分配价值的三种方式则是：依据输入（后

果：离散力），依据输出（结果：凝聚力），依据运作（结果：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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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量 

能量是一切活动的源泉。没有行动，则没有结果。社会的能量包括个体的能

量，群体的能量，自然的能量。个体的能量的三种表现形式是： 

⚫ 创造力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 超越力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 凝聚力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群体中, 个体的角色有三种，即：领导（领袖 + 导师），干部（干将 + 部

长），成员（成事 + 员人）。群体的能量 (各个体能量之和)的表现形式为： 

⚫ 领导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 干部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 成员的功率 = 能力 x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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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力 

上面提到了领导、干部和成员的能力。一般而言，单独个体的能力主要表现

在三方面，即：思考力，表述力，执行力。但是，当个体处于不同的岗位时，其

能力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例如，群体中领导的能力必须突出： 

⚫ 策划力：重心是战略和战术。战略是根据现有能力和现有资源制定要实现

的一系列任务。战术是利用现有能力和现有资源制定实现各个任务的方

案。 

⚫ 组织力：重点是人网和物网。在人网中，必须明确：谁是上家(供方)? 谁

是下家(求方)? 

⚫ 管理力：重点是制度和文化。制度是管住行为。文化是管住思想。 

 

群体中干部的能力则主要表现在：规划力（目标 + 时间），监督力（流程 + 

纪律），控制力（成果 +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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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成员的能力则必经展示在这三个方面，即：思考力（方向 + 方法），

表述力（任务 + 方案），执行力（做人 + 做事）。其中，做人是指既会在正确的

场合当好上家(供方)，又会在正确的场合当好下家(求方)。做事是指既会在正确的

场合做问答题，又会在正确的场合做选择题。 

 

7. 小结 

现代管理学的核心是：管住思想，理顺行为。尤其是要管住领导层的思想，

理顺领导层的行为。对领导的考核必须是对其领导力的考核，对领导力的考核必

须基于领导的能力(智)和努力(德)。 

 

广义上讲，领导力存在于组织的所有层面。领导力赖以形成的外部要素是下

属的能力，即：下属的思考力，下属的表述力，下属的执行力。领导力赖以形成

的内在要素是领导自身的能力， 即：领导自身的策划力，领导自身的组织力，领

导自身的管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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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7: 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 

 

1. 引言 

 

教育是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专、到大学的链。更重要

的是，教育是人才市场的供方。尤其是，高校是人才市场的主力供方。 

 

人们的思想来自后天的学习。思想的质量决定了一个社会运作的质量。这是因

为，正确的理念产生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语言产生

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行为产生正确的结果。 

 

高校的核心成员是教授群体。教即教育学生，授即传授知识。因此，教授的天

职是传授知识（培养本科生），应用知识（培养硕士生），和创造知识（培养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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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教育的普世愿景  

 

高等教育的唯一愿景是把最优秀人员变为最优秀人力。人力即劳力，劳力由劳

动者的脑智能力和身体能力之和构成。在实际使用中，人力主要表现为思考力，

表达力，和执行力。 

 

人的脑智能力可分为优与良。人的身体能力也可以分为优与良。根据优与良的

组合，高校输出的人才可以分为四类。他们都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成员。而且，

人力资源才是社会价值链的源头。所以，人力资源才是强国的根本。 

 

3. 高等教育的普世使命  

 

高等教育有两大普世使命，它们是：教学（即：传授知识），和科研（即：创

造知识）。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70 

 

知识是教育的核心，知识也是创新的基础。高校涉及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4. 高等教育的普世任务  

 

高等教育有三大普世任务，它们是: 培养一流的本科生（即：学习知识），培养

一流的硕士生（即：应用知识），和培养一流的博士生（即：创造知识）。 

 

高校必须奉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人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其他物

质的东西只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决非充分条件。 

 

5. 高等教育的普世系统  

 

人的智慧是产生价值的源泉。通过实践，人的智慧可以产生理论、技术、产品、

和服务。高校是高级智慧群体的聚集地。因此，高校是一个围绕理论、技术和产

品而运作的复杂系统。高校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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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学系统：它的输入是入校的新生。它的输出是掌握了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本科毕业生。。 

⚫ 技术创新系统：它的输入是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它的输出是具有发明能力的

硕士毕业生，以及该系统所产生的技术发明。 

⚫ 理论创新系统：它的输入是优秀的硕士毕业生。它的输出是具体从事基础研

究的博士毕业生，以及该系统中产出的著作与论文。 

⚫ 产品创新系统：它的输入是技术发明。它的输出是高科技产品。 

 

6. 高等教育的普世管理  

 

管理即管住人的思想和理顺人的行为。管理的主要步骤包括：育能力，配资源，

定目标，建制度，兴文化，抓考核。 

 

高校是个复杂系统。它的管理涉及方方面面，例如：教学管理，科研管理，资

本管理，资源管理，运营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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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学管理要培育教学能力和配置教育资源。前者涉及课程承包制和课程

评分制。后者涉及课程经费制和课程竞配制。 

 

其次，科研管理要培育科研能力和配置科研资源。前者涉及理论创新（创造知

识），技术创新（应用知识），和产品创新（应用技术）。后者涉及以〝 想到〞 

为依据配置给理论创新类的科研资源，以〝 做到〞 为依据配置给技术创新类的科

研资源，和以〝赢在终点〞为依据配置给产品创新类的科研资源。 

 

7. 小结 

 

教育是强国之本。教授强则干部强，干部强则制度强，制度强则社会强，社会

强则国家强。 

 

教育也是富民之道。教育把人员变为人力。有了人力，就不难实现：化人力为

经验，化经验为理论，化理论为技术，化技术为产品，化产品为商品，化商品为

资产，化资产为证券，化证券为资本，化资本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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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8: 大学的顶层设计 

1. 前言  

 

教育是社会价值链的源头。教育的宗旨是把人员培养成(或培训成)人力。只

有合格达标的人力，才能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参与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的活动。

然而,教育本身也是一条由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构成的主轴链条。在

教育链上, 大学是龙头。同时,大学也是连接教育链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因此, 一

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完全取决于它的大学的兴衰。  

  

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后来演变成各个朝代出现

的书院。近代的大学应该是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的 Universities。这类大学的影

子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和新中国时期的改造，形成了当下

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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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等教育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足以表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尚

未达到让大部分民众满意的程度。如何办好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等教育是个

值得探究的议题。本文从高等教育的目标、资源、能力的角度,阐述具有创新色彩

的高等教育顶层设计。  

  

2. 办学目标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三个培养, 即: 培养合格的本科生, 培养合格的硕士生,培养

合格的博士生。  

  

本科生培养的重心是学习知识和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科生合格的重要标

准之一是能自主地设计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硕士生培养的重心是应用知识和具备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硕士生合格的

重要标准之一是能自主地发明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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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的重心则是创造知识和分享知识。博士生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是

对某个领域是否产生了新的知识或理论。  

  

由此可见,大学可以分为三类: A (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B (培养本

科生、硕士生), C (培养本科生)。所以, 研究型大学的一项硬性指标是研究生人数

与本科生人数之比接近于 1 或者大于 1。 

  

3. 办学资源  

   

大学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学的人力特色是,它主要由教师、行

政人员、本科生、研究生这四部分组成。大学的物力特色是,它主要由教室及其教

学设备、实验室及其实验设备这两大部分组成。大学的财力特色是,它主要由学费、

拨款、捐款、培训收入、股权分红这五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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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能力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例如: 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 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 

课堂教学能力, 实践教学能力, 理论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服务创新能力, 等等。

这些力量的源头终归可以追溯到两个机制: 一是本科生培养机制, 二是研究生培养

机制。  

  

4. 办学能力 

 

目标是大学的前进方向, 资源是大学的构成要素, 能力是大学的发展动力。动

力的发挥则取决于大学的二大培养机制: 本科生培养机制和研究生培养机制。因此, 

这两大培养机制的顶层设计才是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核心。  

  

大学是一个复杂系统, 顶层设计决定一所大学的蓝图,蓝图决定一所大学的运

行效率和结果。长期以来,大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分散式的,学生被分散式地分配到

各个学院、各个科系。这种机制在过去竞争不激烈的历史阶段是先进的。但是,当

下的社会竞争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合作共赢, 跨学科突破等特征。很明显,分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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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体制己经不能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需求。这个瓶颈早己被感受到, 不少大

学早就鼓励学生们跨科系、跨学院、跨学校去选课、修课。也有大学甚至取消科

系,实施对教师的扁平化管理。  

   

基于上述观察, 本文建议集中式的人才培养机制,即: 大学的本科生集中地由

本科生部管理 (把教务处更名为本科生部), 大学的研究生集中地由研究生部管理, 

学生不归属于任何学院和科系。  

  

5. 本科生培养  

   

本科生部一次性地或定期地聘请校内或校外的资深教育家或学者, 帮助设计

每个本科生专业的课程体系, 以及每门本科生课程的课堂内容及实践内容。本科生

课程的教学与实践则分配给相关学院、科系的老师们去执行。这种模式的优点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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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让每位本科学生充分发展个人兴趣和提升个人潜能,成

为综合素质优秀的就业、创新或创业人才。  

-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让志同道合的师生组合在一起完成跨学科的毕业论文项

目。有效地锻炼本科生们解决问题的实战能力。  

-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让志同道合的教师们一起共同经营精品课程和打造一流

的实验室平台。  

  

6. 研究生培养  

   

以此类推, 研究生部一次性地或定期地聘请校内或校外的资深教育家或学者, 

帮助设计每个研究生学科或学位点的课程体系, 以及每门研究生课程的课堂内容及

实践内容。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与实践则分配给相关学院、科系的老师们去执行。

这种模式的优点包括: 

-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让每位研究生充分发展个人兴趣和提升个人潜能,成为

综合素质优秀的就业、创新或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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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让志同道合的师生组合在一起完成跨学科的研究生论文

课题。强化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及社会影响力。  

- 打破学科和专业的屏障, 让志同道合的教师们一起共同经营科研团队和打造一流

的科研领域。  

 

7. 师资引育  

 

  综上所述, 大学的核心业务是三个培养：培养一流的本科生、培养一流的硕

士生、培养一流的博士生。这个理念完全符合大学的三大使命：传承知识、应用

知识、创造知识。它也对应大学的三个主要职称：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

教授。  

  

所以，讲师职称的标准是在专业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传承知识的能力和品德，

以及从事科研的潜能。副教授职称的标准是在专业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传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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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知识的能力和品德，以及从事基础研究的潜能。教授职称的标准是在专业的

广度和深度上具有传承知识、应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和品德。  

  

因此，教师队伍的引入和培育必须遵循上述标准。考核及面试的表格必须按

照上述标准来制定。例如，招聘讲师不能只看简历，而是要加上一至二门课程的

己经实施或者能够实施的教案（教学计划、教学讲义、教学讲稿、试卷样本），

以及从事科研的潜能。招聘副教授除了简历，也要重点看申请人的上课教案及应

用型项目成果，以及从事基础研究的潜能。招聘教授则要全方位地审核教案、应

用型项目成果、基础研究成果。  

  

以招聘的标准内涵为依据，同样可以制定对内部教师评定职称的两大标准：

讲师升副教授的标准和副教授升教授的标准。例如，讲师升副教授的考核标准的

主要指标是：课程教案和应用型项目成果，以及从事基础研究的潜能。副教授升

教授的考核标准的主要指标是：课程教案、应用型项目成果和基础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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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寄语  

 

  基于上述师资引入和培育的标准内涵, 我给讲师们或助理教授们的寄语是：

规划好你们的职业生涯，不要急功近利，牢记欲速则不达，建议你们的定位是：

以成为优秀的教育家为主业，以成为合格的科学家为辅业。我给副教授们和教授

们的寄语：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为主业，以保持优秀的教育家地位为辅业。  

  

9. 展望  

 

  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各行各业的精英。精英的成长是有客观规律的。我认

为这个客观规律是: 鼓励优秀的教育家成为科学家，鼓励优秀的科学家成为企业家，

鼓励优秀的企业家成为资本家，鼓励优秀的资本家成为政治家。只有这样的政治

家才真正地具有内在及外在的抗衡金钱和物质诱惑的能力。而且, 只有这样的政治

家才能使一个社会最优地运作,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类腐败。纵观全球, 文明程度

较好的社会体制是在不知不觉中顺应了上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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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 不创新不行, 创新慢了也不行。我认为, 固

步自封是创新的天敌, 异想天开是创新的天使。希望本文能激活人们对高等教育中

的人才培养体制的创新热情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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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9: 创新之火，可以燎原 

1. 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计划型经济的三十年和市场型经济的三十年。

2008 年的金融风暴，让中国的经济火车头驶入了当今以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轨道。

特别是 2009 和 2010 这两年间，中国尤其重视自主创新的建设。以江苏，浙江和

广东三省为例，各级政府投入巨资去激发自主创新。然而，充足的资金只是一个

必要条件。它决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哪些是必要和充分条件，它们能真正帮助

中国造就一大批“认识世界（即从事发现工作的科学家），改造世界（即从事发明

工作的专家）” 的领军人物？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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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创新之火  

  

一切创造源自智慧。培育创新之火，首先要做的是培养有用的创新人才。人

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有用的创新人才？ 

  

一个现代人的素质取决于内因（即：人的个性）和外因（即：人的社会性）。

就人的个性而言，人分有三类：一是开创型的人（先知先觉者），二是学习型的

人（后知后觉者），三是劳力型的人（不知不觉者）。由于人和外部世界的复杂

性，每个人的内在素质是综合性的。比如，一个人在某方面会很有才能，在另一

方面则很一般。 

  

然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可分为两类：一是有公德心，二是没有公德心。

比如，那些制造金融风暴的天才们就没有多少公德心。 难怪格林斯潘不久前曾发

问， “为什么金融界的高手们（sophisticated persons）会犯下如此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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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综合考虑内因和外因，我们可以客观地把人分成四类：精英（有品德有

专才），良民（有品德无专才），俗民（无品德无专才），刁民（无品德有专

才）。显而易见，有用的创新人才应该是那些有品德有专才的人士。 

  

中国的教育曾经非常重视“三好（德，智，体）”精英的培养。现在，我们要

防止让我们的下一代变成“一好（智）” 刁民。否则，金融风暴还会重演。所以，

中国的教育要时刻行驶在培养“三好（德，智，体）”精英和培育创新之火的轨道

上。 

  

3. 滋润创新之火  

  

创新之火是种子。它需要适合它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可喜的是，中国的现

行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投入，开拓了一大片创新的沃土和热土。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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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所面临的一大困惑是：如何让创新的种子顺畅地落地？我举一个

例子来表明这个困惑。中国的某特区城市，曾经以重金奖励科技人士而自豪。但

是，在利用创新基金上面，不恰当地设限。它的做法是：规模大于某个低限的企

业（即中大企业）才有“唯一”资格申请创新资金。显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规

模小于某个上限的企业（即中小企业）才有资格“优先”申请创新资金。设上限还

是设下限，只是一字之差。但效果则完全不同。 

  

所以，中国必须有滋润创新之火的胆略。因为，当代和未来的创新人才，在

起步之初，不可能既是精英又是富豪。 

  

4. 营造创新氛围 

  

除了土壤之外，创新之火的种子也需要适当的气候才能茁壮成长，并营造出

百花齐放的气势。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此，中华大地要有经久不衰

的东风，而不是各种“弄虚作假”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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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创新主要靠智慧。资金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创新离不开资金

的支持。在中国，有智慧的人很多，涉及的创新面也很广。这就给如何分配有限

的资金带来难题。一种极端的做法是“有心栽花”，即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少数几个

项目或少数几个人身上。这里，我就不提及它所带来的各种“弄虚作假”的案例，

只是提一下毛泽东主席说过的话，“腐败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另一种有效的做

法是“先无心插柳，后有心栽花”，即把资金小量地分配给有心去创新的人才。有

了成果后，再逐步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先用小量的资

金首先去实现基础性的突破。然后，用较大的投入去扩大成果或创造产业链。 

  

另外，当今的媒体对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影响力。“弄虚作假”之所以有市场，

很大的根源在于有人“造假”，“说假”，“夸假”和“信假”。特别是，有些媒体为了

商业利益，有意或无意地去“说假”或“夸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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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某顶尖高校重金聘请西方某一普通晚辈学者来华讲学。在他的一

番高论之后，该顶尖高校给他扣上“人工大脑之父” 的挂冠。然后，媒体也跟进作

宣传。但是，只要上互联网上查一下就知道: 是谁发明了电脑？是谁发明了操作系

统？可见，“造假”，“说假”，和“夸假”的毒害性是迷惑不知情者。可怕的是，“信

假”而能导致年青的创新人士错失创新的热诚和良机。在这里，我可以说，目前学

术界没有人知道“意识”（即大脑的操作系统）的设计蓝图。比尔-盖茨在 2004 年

曾说过，在这个领域的突破，至少可以产生十个微软公司。 还有学者指出，这个

领域的发现可能造就多个爱因斯坦。所以，中国的媒体不要轻易地去“说假”或“夸

假”。 

  

另一个例子是：近日多个媒体报道，日本学者拍到大脑做梦的影像，以此推

论，人们可能实现重现梦境这一壮举。打个比喻来说，只要某人的梦境中有长城，

该梦境能在另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长城的人脑中再现。再打个比喻来说，拍几幅张

三家电脑的母板（motherboard）的红外影像，人们就能在李四家的电脑上（或

在张三家的同一电脑上）再现同样的操作系统。其实，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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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类报道只能用作一个教学的例子，它教导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天方夜潭”

这个成语。 

  

所以，中国在政策上吹东风的同时，要告诉媒体去自我约束，而不要去“说

假”和“夸假”。 

 

  另外，造假之所以有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资助和奖励政策上的非科

学性。比方说，如何去有效地评估科研贡献以便给予适当的资助和奖励？在中国

和亚洲其它国家，我们看到的普遍的做法是：一看论文数量，二看论文被引用次

数，三看所获项目经费，等等。一句话，是用间接的量化指标去评估科研贡献。

这为学术“弄虚”或“造假”营造了广宽的空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去评估科研贡献呢？第一条，科学研究讲究的是

“进步 （progress）”而不是“产量 (production)”。同样道理，企业讲究的是“利

润 (profit)”而不是盲目地追求“产量 (production)”。 第二条，科学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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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创新”来衡量。例如，在第一时间里提出解决某问题的最好方法，或提出

对某问题和现象最好的论述和解释。 而评估创新的指标只有两个：最快和最好

（to be the first and the best) 。“最多”决不是评估创新的依据。所以，用中

国某位部长的话说，我们的科技决策者不能只懂算术而不懂学术。第三条，科学

研究的贡献要用“进步率 （progressivity）”来评估。即，进步程度除以所耗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把大量资源浪费在获取小量的创新。并从根本上，不让“弄虚”

或“造假”的人有机可乘。 

  

5. 延续创新成果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含金量很高的四大发明。例如，当代导航系统的前身应该

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当代的媒体工业也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造

纸术和活字印刷。现代军事的热武器的前身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发明的火药。

只可惜，我们的前辈没有好好地延续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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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提醒我们，当代人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一方面，我们要再创辉煌，

再创先机。另一方面，我们要珍惜现存的先机，并将它们好好地延续下去，造福

中国，并造福全世界。这里，我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表明观点。 

  

大家都说，中国既要有比尓-盖茨式的企业家，又要有诺贝尔奖得主。幸运

的是，诺贝尔奖中有一项医学奖，而中国还没有失去在医学领域中占有的先机。

首先，我们的祖先最早提出，“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用现代的话来

说，“上医”是指卫生部的部长和官员们。他（她）们的任务是，在国家范围内，

排除疾病和增強体质。但是 , 我们没有延续这一创新。否则，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或红十字会应该是由中国人发起的。其次，中医 (一种说法是，在中国发

展起来的医学) 和西医 (即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医学) 是同属一个学科 (即医学) 。

它们之间的差别，只说明它们只是处于同一学科的两个不同层面，即“中医治人，

下医治病”。用现代话来说，下医意指西医所包含的领域。在这种关系中，中医还

占有先机。因为，中医的重心放在整体上，而西医放在局部上。可惜的是，西医

在抵制中医时，中医却降低自我价值，不去主动地兼容西医， 而只是从事一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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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结合这个非本质性的做法。实际上，现代科技为中医兼并西医创造了很好的

条件。只要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上有决心，让最优秀学生中的一部分投入中医 (比

如, 每年让 5%的顶尖高校的学生进入中医专业), 中医一定能兼并西医。只要朝这

方面去做，中西医为一体的现代医学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而且，从现在做

起，用不了多久，中国一定能产生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6. 小结 

  

全方位的创新包括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和服务创新。只要我们细

心培育创新之火, 用心滋润创新之火, 关心营造创新氛围, 并决心延续创新成果, 我

们可以让创新之火在中华大地日久天长地燎原。  

 

刊登在<<中国城市经济>> (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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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0: 科技交流的四个层面 

1. 摘要  

 

科技交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论述科技交流的四个层面，

以及每层面的具体和有效的实施方法。  

  

关健字: 科技教育交流, 科技创新交流, 科技创业交流, 科技人才交流。  

  

2. 前言  

   

今天的市场竞争己从单一的价格战演变成全方位的资源争夺战。在众多资源

中，人力资源尤为稀缺。俗话说，十年树树，百年树人。因此，对高层次或塔尖

人才的争夺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人才不是商品或拥有物。人才的一个特点是

流动性。为了有效地引导人才的合理性流动，科技交流这个渠道必需畅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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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的交流涉及多个层次。从产学研的角度来看，它包含科技教育，科技创

新，科技创业，和科技人才这四个方向。因此，促进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

间，机构与机构之的科技交流，必须围绕上述四个方向。在这里，笔者就这四个

方向谈一下个人见解。  

  

3. 科技教育交流  

   

科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流的创新精英。科技教育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

要依靠一大批教育界的大师。所谓大师，是指在某一学科或领域，建立了自己的

独创理论和见解的学者。弄虚或玩弄数字的人，永远都不是真正的大师。目前，

科教界的大师是世界上的稀有资源。因此，共享各个学科里的大师，是促进科技

教育交流的首要任务和方向。其中，一种做法是建立教学课程承包制 （即把每门

课程承包给该领域的大师们），和教学岗位兼职体制 （即允许大师们跨国界和跨

机构地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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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创新交流  

   

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当今，世界范

围内的创新，不能只是闭门造车。 只有通过思想的碰撞，才能产生出柳暗花明又

一春的发明和发现。然而，真正的思想碰撞，离不开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对知识

产权的尊重和维护。否则，没有多少人会在公开场合，说真理性的话，和讲原理

性的事实。因此，促进科技创新交流的两大任务是，建立知识产权的互信和互保

的机制，并在此机制的框架下，促进创新团队的定期交流和互访，从而避免把有

限的资源，浪费在做同样的己知事情上 (即: 闭门造车)。  

  

5. 科技创业交流  

   

当今，各国己经都有很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它有利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比如，各高等学府是知识创新的乐园。而各研发机构，则是技术创新的热土。而

且，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加大对高等学府和研发机构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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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少地方的创新仍然面临一个大的瓶颈，那就是产品或服务创新。这

个问题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不可能是产品或服务创

新的主要基地。所以，大量资金投入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并不能直接带动产品

或服务创新。其次，不少政府只愿意花小钱用于支持产品或服务创新。这是非常

不明智的做法。原因非常简单，创新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创造出知识或技术，并把

它们当成摆设品。创新的终极目标是运用新知识和新技术，去设计出最好的新产

品或新服务，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个政府应

该首先资助产品或服务创新。也就说，用别人的知识去设计出我们自己的产品，

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知识创新。当然，最好的做法是把有限资源，均衡地投放到

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中去。  

  

在现实生活中，产品或服务创新并不比知识创新或技术创新来得简单。首

先，产品或服务创新要面向市场，面向客户群，和面向竞争。其次，产品或服务

创新要经历从技术到样品，从样品到产品，再从产品到商品等几个重要环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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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环节中，都离不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所以，促进科技创业交流的

一项任务是帮助创新创业人员，了解合理有效的融资渠道，其中一项就是政策性

融资。其次，促进科技创业交流的第二个任务是，帮助创新创业人员整合实力，

形成对外竞争的产业链，而不是内部竞争，自生自灭。  

  

6. 科技人才交流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知本的载体。在现代社会，知本比资本更重要。

因此，一个社会和机构必须真正做到，尊重人才高过尊重资本。人才交流可以体

现在科技教育，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这三个方面。所以，促进人才交流的首要任

务是建立人才库，和建立人才需求信息网。接下来，促进人才交流的第二个任务

是，建立适合人才合理流动，和合理发挥人才智慧的聘用机制。比如，科技教育

大师可以选择兼职的方式，为科技教育交流服务。科技创新高手可以选择担任技

术总监或顾问的形式，去促进科技创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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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大力鼓励创新和创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从生产型向创新型

的转变，早就让中国政府认识到自主创新的紧迫性。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各伙伴

国在创新领域中，完全可以资源互补，市场互补和人才互补。在互赢的基础上，

共同成为推动世界范围内创新的主力军。  

 

刊登在<<中国城市经济>>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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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1: 经济领域中的道与德 

1. 摘要  

 

社会的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 一方面, 物质财富的增长

是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 精神财富的増长才是社会进步的

真正标志。 当前, 世界的物质财富有了飞速的增长。 然而, 金融风暴的反复出现, 

说明了经济领域中道与徳的背离。与此同时, 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兴起, 说明

人们必须从过去的精神文明中重新找回失落的精神价值。 也就是说, 现代的物质财

富并没有真正推动现代精神文明的同步增长。 在物质充裕和货币量充足的形势下, 

人们自然地要问: 如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增长? 本文从道与徳二字的

入手, 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些新观点。  

 

关键字: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和谐社会, 内因, 外因, 道, 德, 经济学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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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的文明程度  

 

人类社会的目标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那么, 什么是物质文明? 什么

是精神文明? 首先, 物质文明是指人人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去正当地从事物质财富

的创造, 分配, 获取和积累。 例如, 劳动权保障人们创造财富的自由, 劳动法和税收

政策保障财富的合理分配和获取, 物权法则保障财富的合理积累。 其次, 精神文明

是指人人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去正当地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 分享, 传播和积累. 精

神财富包括思想, 理论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等等。  

  

因此, 不难看出,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增长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合理

的体制或国家机器。 在它的正常推动下, 人们能自觉地和有序地从事财富的创造, 

分配(或分享), 获取(或传播)。 那么, 一部怎样的国家机器才能引导人们去正当地

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 我们先从道与德二字的本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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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与德的科学本义  

 

对道的理解, 从古到今都有一个统一的共识。 简单地说, 道是指内在的客观

规律, 或内因。 然而, 什么是徳? 据作者的查证, 古今中外, 还没有一个众人皆知的

统一注释。由于对德字的含糊理解, 导致了众多的背道离徳的现象, 美国引发的次

贷危机和新一轮的金融风暴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 徳的真实含义是什? 作者认为, 

徳是指促成一切事物顺利发展的外因或外部条件。一个人或组织可以为他人或事

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也就是我们说的积德(或施德)。因此, 医生要有医德, 专注

于治病救人。 公务员要有政德, 真心地为人民服务。中国的圣人说过, “一生二, 二

生三, 三生万物。” 当然,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解释这句话。但是, 从道德的角

度来说, 这句话的含义是: 一切因素 (即: 事物或过程) 都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 

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三种势场: 天时, 地利及人和。 在这三种势场的

作用下, 促成了各式各样的结果。彿教讲的因果关系也出自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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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要如何维护天时, 地利及人和?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提倡徳。大家也

许没有留意, 弘杨德的三大法宝是我们所熟知的: 法律, 宗教和主义。 法律防止人们

做缺德的事。 宗教感化人们从无德变为有德。主义激励人们永保有德的境界。  

 

4. 经济领域中的道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強调科学发展观, 以及建设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的基石是遵道, 也就是说, 遵循促成一切事物顺利发展的内因。 在经济领域中, 我们

的核心目标是合理地创造价值和公平地分配价值。那么, 经济领域的真道是什么? 

  

从广义上说, 创造价值需要三个环节: 设计, 生产, 和交换。 广义的设计包含

发明, 创意和构思等等。 产义的生产包括创作, 制作和制造等等。 广义的交换包括

交易, 交流和传播等等。 在上述三个环节中, 交换这一环非常重要。 因为, 物品的

交换过程中让人们发明了货币。 而货币的出现, 让交换变得更为复杂。设计, 制造

和交换是创造价值的三大环节。 这三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参与。 然而, 由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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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 创造价值的人群从事着不同的职业。 职业的形成, 就决定了价值可以在不

同领域中产生。 而这些领域的相互关联就形成了社会经济的价值链。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一个环节是教育, 它把人培养成有知识的载体 (即: 知者)。

因此, 教育的确创造价值。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二个环节是脑力劳动, 例如由学者, 

艺术家, 音乐家, 文学家等等, 从事的脑力工作。 这个环节把人才变为智慧的载体 

(即: 智者)。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三个环节是科学研究, 它应用智慧去发现和总结

新的科学知识。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四个环节是技术开发, 它应用知识去发明新的

技术。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五个环节是产品设计, 它把技术转化为能让大众受益的

产品。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六个环节是贸易交换, 它把产品转化为商品, 并换取货

币。 经济学的价值链中第七个环节是客户服务, 它用商品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并收取货币。 这七个环节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价值链, 即: 人-人才-智慧-知识-技

术-产品-商品-服务-人。 它是经济领域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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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领域中的德  

 

上述经济学的基本价值链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遵守的真道。 在这个价值链

中, 我们忽略了第八个环节, 那就是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经济学的基本价值链中

的一个核心环节。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基本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公共服

务的保护。 所以, 公共服务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德。  

 

我们知道, 在经济学的基本价值链中, 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货币的参与。 因

此不难看出, 金融服务的主体必须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作者认为这是经济学中的

一个重要的道德底线。违背了这个道德底线, 就会出现经济领域中的黑洞, 它把世

界的财富吸入少数人之手, 源自欧美的金融问题就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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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我们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并建设和谐社会。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遵

道施德, 也就是说, 遵守经济领域的价值链, 坚持把金融服务的主体纳入公共服务这

个道德底线。 在经济活动中,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无需靠所谓的神仙。 如果

要合理地创造价值并公平地分配价值, 我们只有靠认清经济领域中的道与德。 我们

一定要提倡遵道施德, 防止出现背道离德或遵道离德的行为或政策。 只要认清了经

济领域中的道与德, 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部优质的国家机器。并通过优化我们的公

共服务, 真正地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刊登在<<中国城市经济>>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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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2: 剖析德学 

1. 前言  

 

老子的道德经流传至今，影响深远。但是，没有多少现代人能完全读懂它。

原因何在? 答案是，后人把它当成圣经，不去发展它、完善它、并用与时俱进的语

言去描述它。值得一提的是，后人没有从理性方面去充实道德经，并让它更具科

学性。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古人不可能有很深的理性认知。道德经的发展只能

靠后人去不断地推动。本文从理性的角度，剖析德学的科学内涵。并提倡由“尊道

贵德”(言语) 上升到“遵道施德”(行动)。因为,只有创造性的行动才是人类社会和谐

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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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的理性内涵  

 

我们的古人非常重视“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用科学的话来说，做人做事

离不开“时间-空间-人间”。在道徳经中，老子感悟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个规律。但是，这样的描述不够理性，很难被现代人接受。 

  

尽管人们可以从不用的侧面去解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我认为

它的核心意义是: 一切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类，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时

间、空间、人间三个载体的形成，时间、空间、人间三个载培育了万物、万灵、

万事“生-长-收-藏” 这个永恒的过程。 

  

所以，道的科学内涵是指“事物发展所遵循的内在自然规律”。道是神圣的, 

是至尊的。毫无疑问，我们要尊重“道”。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按自然规律去做事

做人。只有遵循“道”, 才能创造出物质文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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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的理性内涵  

 

如上所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由“生，长，收，藏”构成的四个阶段。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的顺畅发展离不开内因和外因两大因素。内因指的

就是“道”，外因说的就是“德”。所以， “德”是指促进事物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从广义上说，“有德”或"积德"就是指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机构或一个人在

不断地创造有利的“外因”，从而促进事物的蓬勃发展。另外，厚德载物就是教导

人们，积累厚厚的"德"去营造促进事物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只有具备厚德载物

这样一种思想境界，才有资格为人民或客户服务。 

  

德是可以从外部获取，也可以向外部给予或施舍。知道了德的内涵，人们就

不难理解为何要时刻学会感恩。感恩就是要感谢别人给予的德或爱，例如: 感谢上

天给予的风调雨顺，感谢大地给予的五谷丰登，感谢贵人给予的关怀和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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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最高境界就是爱。徳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很保贵。在 “贵德”或“惜德”的

同时，我们更要提倡“施德”或“为人民服务”。只有提倡“施德”, 才能创造出精神文

明，提高社会的凝聚力。  

  

4. 做人的道理 

 

人们常说，人定胜天。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一群安定团结（即：心定）

的人所发挥出来的创造力胜过自然规律的创造力。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人的创造

力源自人的思想（即：决策或领导力）和能力（即：执行力）。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好的思想，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文明社会要教育人们从小就

知道：只有做好人，才会做好事。 

  

那么，做人的道理是什么？简单地说，做人就是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进一步说，就是要处理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夫妻的关

系，朋友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大学》一书告诉我们，做人要遵循的自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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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与人交，止于信。”（注：君是指上级，臣是谓下级，朋友包括同事、同学和同

僚）。换言之，做人必须遵循“天规”，必须关爱众人。也就是说，要时刻“敬天爱

人”。  

  

5. 做事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问做事的道理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认清，做事的目的是创

造价值和分配价值，增加大家的富有程度。因此，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大学》一书告诉我们，做事要遵循的自然规律是：“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 换言之，做任何事

必须不忘“遵道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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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物质文明的核心是“利”。

衡量物质文明的客观尺度是“购买力”。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科学”或“经济

学”。物质文明建设的手段包括生产、交易和金融。然而, 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德”。

衡量精神文明的主观尺度是“凝聚力”。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德学”或“政治

学”(公共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包括法律、宗教和主义。因此，建设和谐与

幸福社会的切入点就是去广泛地普及、宣传和弘扬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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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13: 简言短论 

1. 科学和创新 

 

数年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

的辩论。其焦点在于中华传统文化是阻碍了还是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

创新对任何国家都重要。笔者在此谈一谈一些比较理性的看法。希望把一些道理

说透。  

  

科学的目标是探索宇宙和人类社会的道理，从而实现创新。何谓道理？  

  

道是客观事物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各种表现。道为理之母，

理为道之帅。没有道的理，只能说是异想天开。但是，异想天开可是创意的翅膀。

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没有理的道，只能是一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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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尘莫及的东西。望尘莫及的东西是很难被广泛接受和继承。因此，这里就引出

了西方科学史与东方科学史的差异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东方科学史发展最早。但是，它自古以来重“道”轻“理”。因为东

方科学在道方面的超前性，西方科学在它发展初期主要是重“理”轻“道”。它以此

策略来达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的效果。现在大家都承认，西方科学发展到今天，

正在逐步实现“以理醒道，以道悟理”这样一种大好局势。  

  

纵观东方科学史，东方科学的复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以道明理，以

理载道”。比方说，古人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试问，有多少人知

道其中的道理并运用之？一个重视科学的国家，一定要弘扬道和理。然而，弘扬

道理必须依赖一批静心探索“道”钻研“理”的学者。“投机”或“浮燥”是出不了道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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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地普遍提倡“创新”。那么，创新含义是什么？我们先从“新”说

起。  

  

广义的新是指任何新的东西或事物。大家知道，艺术界提倡创意。艺术家可

以随心所欲地去创作和构思。他们的新意归属广义的新。但是，狭义的新是指运

用专门知识或特长而做的有用发明或发现。也就是说，狭义的“新”强调专业性和

有用性。比方说，没有人会把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说成是什么伟大的发明或发现。  

  

接下来，我们看“创”字。创新离不开创造。创造是本，创新是标。一个不会创

造的人，最多只能胡思乱想，决不可能去创新。所以，年轻的朋友要注重提升自

己的知识和技能，使自己成为创新高手。那么，一个创新高手可以在那些领域施

展才华呢？在现代人类社会，创新的领域主要包括：  

⚫ 知识创新：即把智慧转化成知识。  

⚫ 技术创新：即把知识转化成技术。  

⚫ 产品创新：即把技术转化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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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创新：即把产品转化成对个人、群体、机构、地区、国家、甚至世界都有

益的服务 (包括统治)。  

⚫ 企业创新：即把产品或服务转化成财富或利润。  

  

世界上没有完人，只有能人。希望年轻的朋友要认清自己，选择好属于自己的

创新道路！ 

 

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5 年) 

 

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人才资源被放在第一位。正如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所说，

新加坡要从知识型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ics)，转变为创新型经济

(innovation-led economics)。然而，创新要靠一大批高学历的人才。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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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加坡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培养博士生。新加坡本地大学也把博士生的

培养，列入对大学老师的一项重要量化考核指标。 

  

但是，在大量扩招博士生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培养博士生已成为一个突出

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培养博士生有三种做法： 

  

一是海外培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就釆取了这种方式。它为中国的

高等学府和企业，培养了一批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其实，新加坡本地大学也

受益于这种模式。因为，新加坡本地大学的大部分老师，是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

的。 

  二是联合培养。这种模式顺应两种需求：首先，有些学科需要兼顾区域的特

性。比如，商业和管理。在中国和新加坡，有不少 MBA 和 EMBA 就属于这类的

联合培养。其次，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独立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那么，学习

和掌握这种能力的一条捷径，是让本国老师和国外大师们共同合作办学。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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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去联合培养高端人才。 新加坡本地最著名的实例是，从 2000 年开展至今

的新加坡-麻省理工大学联盟（Singapore-MIT Alliance）。 

  

三是自主培养。当今世界，竞争尤其激烈。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只能靠

自己去实现。依靠外力，自己永远只能处于二流水平。所以，在人才培养上，中

长远目标应该是，依靠本国大学的老师们，去培养出一流的高学历人才。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梦想能否实现？ 

  

这里，本人就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归纳出牛顿式培养法。供读者借鉴。 

  

牛顿是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在睌年，成为一名专心的神学家。然

而，他说过一句名言。那就是，“如果我比一般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其实，牛顿的这句话，道破了一个天机。那就是，牛顿指出了培养博士

生的科学方法，即：真正的人才要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换言之，一个能站在巨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18 

 

人肩膀上的人，要有三种能力：一是辨别谁是巨人，二是能自己爬上巨人的肩膀，

三是能自己在巨人的肩膀上站起来，并且看得更远。 

  

显而易见，根据牛顿式培养法，一个真正的高学历人才，要经历三个培养环

节： 

一是培养兴趣。现代学科，有五花八门的分类别科。每个分支，都有巨人

（或大师）。一个有潜能的年青人，不可能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众多的学科上，

去实现建树。而是要问自己，对哪门学科感兴趣？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其实，在大学里，培养年青人深造兴趣的最好方式，是开设研究型的硕士课

程。 

  

二是培养能力。一个有潜能的年青人，一旦选定了研究方向，他（她）所面

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了解该研究方向的历史和现状？换句话说，这个研究

方向的巨人是谁？他（她）们的成就有哪些？只有客观地面对这些问题，并找出

答案，才能真正地爬上巨人的肩膀。从而，防止弄虚作假，把自己吹捧为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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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培养眼光。一个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同时要有向远处看的能力。否

则，他（她）还不算是高端人才。因为，没有自己眼光的人，只会“温故”，而不

会“创新”。所以，一个有潜能的年青人，要独立地知道自己学科的未来趋势。更

重要的是，他（她）要有能力去描绘出自己学科的未来蓝图。也就是说，他（她）

要证明自己能够创新。 

  

我想，以上三步曲，是牛顿式培养高学历创新人才的方法的核心所在。只要

按照牛顿式培养法，去设计我们大学的教研大纲，亚洲国家一定能够自主地培养

出一流的高学历人才。从这个意上说，牛顿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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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销的内涵 

 

营销由营与销两字组合而成。营指经营市场。销指销售产品。因此， 营销的

内涵包括经营市场、销售产品这两部分。 

  

经营市场的目的是打败竞争对手、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市场中常见的现象

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强鱼吃弱鱼。那么要如何做市场呢？ 

  

首先是市场定位和市场细分。策略有两种：一是宁做大水池中的小鱼也要避

免做小水池中的大鱼；二是宁做蓝海中的小鱼也要避免做红海中的大鱼。只要小

鱼能占寨为王（to be the best in our own small, or big, territory），它就有

朝一日会成长为大鱼。 

  

其次是打败对手、赢得竞争。做市场的第一个问题是: 谁是竞争对手? 第二个

问题是: 如何打败对手? 赢得竞争的策略有两种: 价格战和差异战。产品的价格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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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成: 一是交换价值 （取决于功能和生产成本)，二是使用价值（取决于质量

和售前/售后服务），三是符号价值（取决于品牌和信誉）。产品的差异性来自三

个方面：一是功能（即：多少），二是质量（即：多好），三是品牌（即：多

真）。 

  

销售产品的目的是把产品变为商品、方案和竞争力。同时，销售产品必须做

到开拓新客户、留住现有客户。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客户，提高市场份额。那么要

如何做销售呢？ 

  

首先，开拓客户的方法有三种：一是用产品的外观去吸住客户的眼，二是用

产品的功能去打动客户的手，三是用产品的质量去感动客户的心。 

  

其次，留住客户的策略也有三种：一是和客户建立交易关系（产品成为客户购

买的商品），二是和客户建立顾问关系（产品成为客户购买的方案），三是和客

户建立合作关系（产品成为客户购买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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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梦的内涵 

 

佛教的一个教诲就是: 给人信心、给人梦想、给人便利、给人欢乐。中国新

一届领导人以中国梦给中国人、海外华人和世界热爱和平发展的人士带来了巨大

的信心和希望。中国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去阐述。例如, 中国梦就是幸福之

梦、是人民之梦、是富强之梦、是美丽之梦、是复兴之梦。然而,本文从理性的角

度去简短地论述中国梦的科学内涵。让人们不仅知道中国梦是什么, 而且知道如何

去实现中国梦。  

 

首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梦就是美丽蓝图之梦。其次，我们要知道这

个美丽蓝图的内容是什么? 综合地讲，这个美丽蓝图包括: 中国未来的教育蓝图、

中国未来的科技蓝图、中国未来的工商蓝图、中国未来的公共服务蓝图、中国未

来的文化蓝图等等(由于篇幅的原因, 不一一列举)。那么，这些方方面面的子蓝图

又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去实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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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的教育蓝图。中国是个教育大国。目前，教育资源的分

布和人口的分布不很协调。有些 50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没有一两所中国标准的一

流大学。这导致三大问题: 一是教育不公平，二是人力资源的外流和不公平分布, 

三是新生的高等人才或未来大师在教育界就业难。中国未来教育的一大发展趋势

就是合理地分布教育资源，例如: 在每个中型以上的城市打造一两所一流的高校，

为所在地的周边区域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造福当地百姓。  

 

教育的责任是把人变为人才，这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第一个环节。创造价值

的第二个环节是把智慧变为知识、技术、产品。所以，中国未来的科技蓝图就是

一条龙地开展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华人社会普

遍只重视形而上学的作品，而轻视形而下器的产品。这违背了创新的龙头是产品

创新这个自然规律。因为，一切创造发明必须为人所用。无用的创新是可耻的浪

费。所以, 中国未来的科技蓝图必须以人民的需求带动产品创新、以产品创新带动

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带动理论创新或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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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的第三个环节是把产品变为客户喜欢的商品、客户解决问题的方案

和客户竞争力的催化剂。这个环节的运作要靠工商业 (即: 工业和商业)。当然, 农

业也不能少。中国未来的工商蓝图要在两大领域建立科学的基础，一是以设计、

制造、物流为一条龙的工业，二是以自由、竞争、反垄断为核心的商业。在工业

领域，要把设计放在第一位。目前，中国过于重视制造/营销，过于轻视设计。在

商业领域，中国的垄断现象不容忽视。垄断会严重打击人们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积

极性。在中国，人们普遍把创业误认为经商，这是出现“重视富”大于“重视强”这

种历史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只有强大于富，才会给人民和国家持久的安

全感。 

 

创造价值的第四个环节是把政策、货币、商品变为让人民满意的服务。这也

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含义。在众多的服务领域，公共服务是核心。因为, 社会的价

值链是一个从人到人的循环。它从人开始，最后又服务于人。例如，教育把人变

为人才(即: 智慧的载体)，科技把智慧变为理论、技术、产品, 工商把产品变为商品、

方案、竞争力, 服务把商品、政策、货币变为人的购买力、凝聚力、幸福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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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来自人民，也归宿于人民。然而，要保证社会价值链的有效运作, 公共服

务是唯一的保障。它的工作重心是保障创造价值的四个环节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态

环境。因此, 公务员更要担当卫生员的角色，消除一切破坏创造价值这个生态环境

的所有害虫。  

 

最后, 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人。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欲望的高级

生物。人们思维模式的共同特征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基础。人们的思维模式涉及社

会的各个领域, 它包括: 文艺、教育、科技、工业、农业、商业等等。所以, 文化就

是人们共同的思维模式在人们思想中的固化。如果把大脑比作电脑，个人思维意

识是个人大脑的操作系统，群体思维意识(即: 文化) 是群体大脑(即: 社会) 的操作

系统。所以, 文化创新是体现一个社会进步的精神标志。纵观世界，人类文化构成

了一个两维空间，它的一个轴是以人为本的思维模式，它的另一个轴是以家为本

的思维模式。以人为本的思维原点是尊崇人的设计者，它最具代表的倡导者是西

方的宗教。而以家为本的思维原点是尊崇人的制造者，它最具代表的倡导者是中

国的儒家。所以, 中国未来的文化蓝图必须是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除去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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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糟粕、吸纳西方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优点。显而易见，中国未来的更加高级的文

化必然造就中国社会未来的高度文明。只有高层次的文化创新, 才能真正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5. 文化的科学内涵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说到文化、文艺、文学、文明等词汇。如果我们问大

家什么是文化，得到的肯定是各式各样的答案。因此，有必要从客观的角度去解

释文化的科学内涵。 

  

首先，文化是群体行为的一种共性。中国有中国文化。西方有西方文化。山

东有山东文化。江西有江西文化。那么，文化的字面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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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文攻武斗这个词句。它形象地表述了“文”代表一切与思

想直接相关的活动，而“武”则代表一切与肢体直接相关的活动。所以，从字面上

讲，文化是指思想行为的固化或同化。换句话说，文化是群体共有的思维方式在

群体思想中的固化或同化。 

  

其次，人们要问：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扎根于群体的思

想中？人们不难理解，越是共性强的思维方式越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只须知道

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有哪些能影响全人类的共同思维方式？

在这里，我要给出科学的答案。 

  

我们就从一件产品或一件作品入手。当人们看到一件产品的时候，从学术和

工业的角度来讲，人们应该会想到哪三类人？ 

  

正确答案是： 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很有意义的是，这样的答案适用于

一切动植物、天然物和人造物。接下来，不难理解，在天下所有的设计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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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者中，最普遍且最受尊崇的应该是“人”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尊崇设计者

和尊崇制造者就形成了全人类都能接受的共识。这两种全人类都能接受的共识促

成了两种影响全人类的思维方式。一是以人为本，它尊崇人的设计者（宗教的起

源）。二是以家为本，它尊崇人的制造者（儒家的起源）。 

  

有趣的是，对比东西方文化，我们能清晰地描述出两种社会层次。一是以人

为本的文化决定了如下的社会层次：人员、成员、会员、职员、官员、议员、政

权。二是以家为本的文化决定了如下的社会层次：人家、大家、公家、官家、国

家、孤家、皇权。众观全球，不难看出，像英国和日本等有些国家是政权和皇权

并存。另外，是否有人对比过“国家”和“家国”这两个词。如果翻译 country 或

nation, 应该是“国家”还是“家国”? 中国的语文学者们要站出来理清一些人们的日

常用语。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 

  

最后，显而易见，以人为本和以家为本是全球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从数学

的角度来说，全球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构成了一个二维空间。一个轴向是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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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另一个轴向是以家为本。在这样一个二维文化空间中，各国、各民族、各地

区的具体文化都能找到各自的坐标。 

  

上述就是我研究出来的文化的科学内涵。我最后的总结是：文化影响群体的

思维，群体的思维影响群体的决策，群体的决策影响群体的行为，群体的行为影

响群体的习惯，群体的习惯最终影响群体的富强。所以，一切现代化的宏伟愿景

只有在文化现代化的土壤中才能实现并持久地延续。中国政府很有远见，专门设

立有文化部。希望它的历史使命是以中华文化现代化为主轴，为全面实现各行各

业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土壤。  

 

6. 职业场上做对人 

 

人类历史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今天，我们正处在网络化的

时代变革。的确，社会是由多重网络构成。大体上，这些网络可分为人网，地网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30 

 

和天网。其中，人网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士组成。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复杂

的人网中的一个接点。在这个接点上，每个人同时扮演多种角色。 

  

正是因为角色的多样性，往往容易出现角色错位的现象。例如，一个和尚挑

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等水喝。这种现象背后的客观原因就是角色的

错位。这种现象在亚洲社会的众多层面都多多少少地存在。因此，如何做对人成

为亚洲社会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例如，在家庭关系网中如何做对人？在朋友关

系网中如何做对人？在职业关系网中如何做对人？在企业内部如何做对人？等等。

在这里，本文就职业场上做对人的普世行为准则和大家分享一些见解。 

  

在职业场上，人网是由广义的上下级关系构成，例如：上司与下属，上游与

下游，上家与下家，商家与客户，前锋与中锋，中锋与后卫，控球队员与非控球

队员，机械工程师与电子工程师，电子工程师与控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与软件

工程师，融资人员与投资人员，领导与干部，干部与职员，空军与陆军，空军与

海军，等等。为了便于统一描述，我们可以把这些上下级关系统称为：供方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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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供方包括：下属，上游，上家，商家。求方包括：上司，下游，下家，客户。

那么，我们要问: 供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什么? 求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什么? 

  

首先，供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了解求方的需求，并就求方的需求提出多种可

行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供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只做问答题，并做到一问多答。

例如，当客户需要手机，商家要提供多款手机让客户去选。 

  

其次，求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提出实际的需求，让供方去做出多种可行的解

决方案，然后从中选择一个方案。换句话说，求方的普世行为准则是只做选择题。

例如，做决策过程中，要让下属提出多种策略，上司的任务是从中选择一个最适

合的策略。 

  

好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让所有成员都认同并执行职业场上做对人的普世行为准

则。为此，每位成员要心中记住两类人: 一是我的求方, 二是我的供方。例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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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人员的求方是所有其它部门; 机械设计人员的求方是控制工程师; 控制系统

人员的求方是软件工程师; 软件开发人员的求方是客户。 

  

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理解，如果客户是商家的上帝，则求方是供方的上帝。

所以，人人要有时时刻刻为他人、为客户、为求方服务的意识。  

 

7. 职业场中做对事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所有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们弘扬劳动光荣的日子。

也是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让更多的职业人士做对事的日子。人们要问，人人都有劳

动的自由，难道需要规范每个人从事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作流程？ 

  

答案是显然的。地球上的人都出自同一张蓝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做创造

性的劳动。在职业场上，为什么西方人的许多劳动结果能影响全人类？深层的原

因是，西方人做事的行为准则更具有普世性，和可复制性。例如，亚洲菜远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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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包复杂，但由于做菜的规范不同，亚洲菜没法去支撑像麦当劳这样的国际连锁

餐饮店。 

  

另外，东方世界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 四大发明也源自东方。但是，由于

做事的规范不同，东方世界的工程师并没有首先创造出一流的飞机、飞船、汽车、

航母、手机、电脑、手表等产品。也就是说，我们首创的技术并沒有激发出首创

的全球化产品。 

  

不可否认，东方世界的人在整体上缺乏遵守做事规范的思维和习惯，正是这

种毛病导致东方世界的首创技术难以变为让全人类受益的首创产品和首创服务。

例如，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卫星导航系统和产品不是中国人的首创。中国

人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打印机、自动印染机和多媒体产品不是中国人的首创。

所以，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做对人，还要学会做对事。前者是创造价值

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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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个超级复杂系统。它的复杂性源自社会中的个人是个

创造力和破坏力都很强的独立系统。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从规范个人的行

为入手。让每个人把自己的能量尽最大比例地用于创造力的发挥。 

  

从正能量的角度来讲，人的创造力由两种力量构成：一是领导力，二是执行

力。结合前期谈论的关于做对人的普世行为准则，领导力是指做选择题的能力，

执行力是指做问答题的能力。在社会的人际网络中，每个人都时时刻刻与供方和

求方打交道。因此，人人都必须规范自己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首先，做选择题的最佳行为准则只能是：趋利避害。但是，我们要防范趋私

利、避己害。因为，趋私利、避己害决不是和谐社会可以包容的行为准则。所以，

在职业场上，领导力或做选择题的普世行为准则只能是：  

- 最大限度地趋公利：公利包括除私利之外所有的利益。它包括国家利益，和团

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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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限度地避公害：公害包括除己害之外所有的祸害。它包括秧及国家的祸害，

和殃及团队的祸害。  

  

不难看出，上述普世行为准则的推广，一方面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另一方

面可以消除一切破坏美丽家园的有害行为。 

 

其次，几百年来机械工业的发展己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产品设计方法。

它以用户为导向，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指南。这种做事的方法具有普世的价值。

它可以在其他领域推广，并用来规范任何层次上的执行力 （即：做问答题的能

力）。 

 

从广义上说，产品的含义包括商品、解决方案、或提升竞争力的工具。例如，

卖产品的三个层次是把产品变为求方的商品，把产品变为求方的方案，把产品变

为求方的竞争力。所以，在职业场上，执行力或做问答题的普世行为准则应该是：  

- 确定求方（上司，客户，下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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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求方的需求  

- 构思出满足求方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和产品具备的功能（或服务具备的细项）  

- 把实现所构思的产品的每个功能（或服务的每个细项）的所有可行方案都罗列

出来  

- 从罗列的可行方案的方阵中，构思出实现所有功能（或细项）的可行组合。  

- 评估每个可行组合 （标准包括： 可实现性，可操作性， 可维护性， 可接受度）  

- 选出最佳组合  

- 实施最佳组合  

- 测试或检证最佳组合  

- 优化或改善最佳组合  

- 输出最佳组合  

  

以机器人、汽车、飞机、飞船或航母为例，不难看出，越是面对复杂的产品、

系统或难题，人们越要遵守上述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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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做对事就是指按正确的方式做事。把做对人和做对事有机地联系

起来，人们就可以明白管理的科学含义， 即：管人和理事。从做人与做事的角度

来看，管人只须教育人们去做对人，理事只须教育人们去做对事。其次，管理包

含管理自己和管理别人。因为，每个人只有科学地管理好自己，才能科学地去管

理好别人、管理好团队、管理好组织、管理好企业，等等。 

最后，祝大家劳动节放松自己，养护心灵，提升自我，在内心深处百分之百

地接纳做对人和做对事的普世行为准则，做一名卓越的智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

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真正动力。  

 

8. 劳动节的联想 

 

今天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劳动节。节日是修身养性的时刻，也是放飞梦想和

放飞思想的时刻。劳动的节日也自然地让人们去联想一些与劳动相关的理念。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38 

 

人们常讲：劳动致富、劳动光荣和按劳分配。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关

注是挣钱和赚钱。至于挣钱或赚钱与劳动有无关联，人们并不很在乎。也就是说，

钱或货币似乎没有传递劳动致富、劳动光荣和按劳分配这些普世的价值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设计货币的前辈们早己把正确的价值观凝聚在货币里

了。后辈们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去关注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与货币的直接或间

接关系。 

  

今天，我以两个货币为例，揭示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如何含蓄地或直接地传递

普世的劳动价值观。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中国货币（人民币）所传递的价值观。在华人社会，人

们最热衷从事的活动是：挣钱和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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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字是由手和争两个字组成。手的含义多数是指体力劳动。然而，争的含义

除了体力劳动之外，更多的是指脑力劳动，因为争包括竞争、斗争和战争。 

  

我们再来看看赚字。它由贝和兼两个字构成。贝即钱也，兼则是兼职也。让

钱去兼职地生钱就是人们常讲的资本运作。从事资本运作则需要相当的脑力。而

动用脑力也是一种劳动。  

  

除了挣钱和赚钱外，华人在花钱上面也有很高的智慧。这种花钱的智慧的最

精彩表述是：人聚财散，财聚人散。散财即花钱。它告诉人们，政府的职能决不

是聚财并把国民赶跑或被移民，政府的正确执政路线是散财聚人。散财聚人有两

层深刻的含义。一是藏富于民，二是保持国民的凝聚力。把国民凝聚在一起的目

的是什么？是共同生产（共产）或共同劳动，也就是说：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花钱也与劳动有深层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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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的千人计划以及各地方政府实施的引才计划都是非常

明智的散财聚人之举。我相信，操办这些引才计划的执行人员会逐步深入地领悟

散财聚人的智慧，并把各类引才计划执行得更好。 

  

东方人富有感性并含蓄。然而，西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理性和直接。让我们

以法国货币（法郎）为例，看看它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 

  

法郎所直接传递的普世价值是：平等，自由，博爱。这六个字被直接印在法

国的货币上。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短句都与劳动有直接的关联。 

  

平等的核心含义是指人人在文化的三维空间里都是平等的（参阅我关于文化

空间的论述）。因此，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力。

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去容忍无故剥夺国民劳动权力的行为。在发迏国家，政府从来

不救助懒人（有劳动权力而不愿劳动的人）而是弱者（有意愿从事劳动但劳动能

力弱的人）。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对劳动权力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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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很广的含义。但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不多。其中，最根本的具有

普世价值的自由包括：自由地生存，自由地劳动，自由地贡献。可见，一个政府

或一个组织的重要任务是营造一个让所有成员都能自由地劳动和自由地贡献的社

会生态。 

  

博爱的含义也很广。就个体而言，它指的是：爱生命，爱生存，爱生活。就

群体而言，它指的是：爱帮助，爱援助，爱互助。因此，任何群体参与的劳动都

离不开博爱的助力。 

  

最后，做个简短的总结：散财聚人是东方人的最高政治智慧，也是全球人类

要遵循的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智慧。但是，散财聚人是德政的必要条件，而非德政

的充分条件。它必须与按劳动分配的原则紧密相联。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

止各种形式的贪婪和腐败行为，即：各种严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行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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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一方面要弘扬劳动光荣，另一方面更要反思货币的职能。有趣的是，货币

与劳动的联姻恰恰构成了德政的八字方针：散财聚人，按劳分配。 

  

祝大家五一节生活快乐，梦想成真！ 

 

2014.5.1 

 

9. 货币的二重性 

 

当下，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处于上升的趋势。大到国际舞台，小到国内舞台，

人们似乎大片大片地成为金钱的奴隶或炮灰。其典型的表现形式为：战争、冲突、

暴力、房奴、车奴、钱奴、贪奴、等等。更为奇怪的是，人们在惊呼信仰缺失和

拜金主义盛行的同时，却又天天崇拜和向往挣钱、赚钱和赌钱等落后的社会行为。

极少有人倡导积极地创造价值、合理地分配价值这条科学发展观。另外，亚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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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拜金主义的推手和奉行者。人们不

禁要问：为何全球、包括亚洲地区有这些奇特现象和行为？  

  

本文通过简述货币的二重性来帮助大家看清上述问题的根源及管控这类问题

的举措。  

  

我们先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船政博物馆谈起。创建于马尾地区的船政学

校是中国现代海军的摇篮。它拥有中国近代最优秀的留学生和海外洋人师资。它

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为此, 政府在马尾地区建设了船政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凡

是参观了该博物馆的人士都会有如下同感：一是清未政府也奉行了科技兴国政策，

当年的留学生的科技水平丝毫不亚于今天的留学生；二是清未政府也实行了人才

强国政策，并引进了洋人学者来华执教，师资队伍的实力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众多

大学。所以, 当时中国海军的人才实力是名列世界前矛的。然而，当时的最高统治

者不懂货币的二重性，胡乱截取海军军费去修建某个后花园，间接或直接导致甲

午战争的全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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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解的是, 战败之后，中国的学者没有一人从金融或资本的角度去分析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更有甚者，香港的一名教授放言道：“世界上没有人能讲淸

楚什么是货币，我的美国导师是货币之父，他也不知道货币的本质”。其用意就是

不让中华民族了解货币的真相。  

  

放眼今日，中国政府部门的文化部、宣传部任由挣钱、赚钱、赌钱等落后的

思想在中华民族间隨心所意地传播，不加修正，不敢抵制。这也间接说明，中国

大陆的学者们都不关注钱的本质，或货币的二重性。所以，揭示货币的本质或二

重性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从学术上讲，社会价值等于实现了交换的结果(不参与交换的私货不代表社

会共享的价值)。最原始的交换方式是以物换物。例如，用一件衣服换一条裤子，

或用一担米换一摇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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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是个社会需求。而且，交换是重大的社会需求。然而，以物换物有众多

的缺点：一是以物换物模式的流动性差或速度慢（例如，怎样用江南的水牛换北

方的俊马？），二是以物换物模式的地理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怎样用中

国的茶叶换法国的面包？），三是以物换物模式在交换时间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例如，怎样用春天的挑子换秋天的水果？），等等。为了解决上述社会需求所

面临的重大问题，人们开始脑筋，发明了货币这个交换工具。并且,货币从最原始

的贝壳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纸币和电子货币。  

  

因此，货币的第一属性是：价值或价格符号。它的这个属性带来了两种全新

的交换模式：一是以物换币（中文称之为：卖。例如，把生产的一只鸡卖掉，换

回 10 元货币），二是以币换物（中文称之为：买。例如，支付 10 元货币买回一

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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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货币是价值或价格的符号，市场上货币的总量必须与市场上货品

的价值或价格保持平衡。价值增加了，货币要增发。价值减少了（例如：粮食被

吃掉了），货币要回收。  

  

因为交换是涉及整体的社会行为，货币的增发和回收必须由人们公认、共信

的机构去执行。这样的机构最好是国家下的公认、共信部门（或公共部门），即：

央行。因此, 不言而喻，金融服务必须纳入公共服务中去。  

  

在电子货币出现之前，货币都是有形的实物。然而，有形的实物都是可以交

换的。结果是，货币换货币的现象就出现了。 

所以，货币的第二属性是它的特殊商品性，即：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这个

属性带来了第四种交换模式, 即：以货币换货币。这个模式的出现给世界造成了周

期性的灾难：金融危机。因为，货币换货币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改变分配价值

这个环节。这种改变往往是弊大于利。它纵容各种有形无形的巧取豪夺，破坏社

会和谐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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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货币具有二重性：一、货币是代表价值的符号，它促进价值创造

这个环节；二、货币是一种可以参与交易的特殊商品，它改变价值分配的格局。

最典型的货币换货币是赌场或某类股市。在此，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

李光耀资政等世界级领袖要反对建立赌场、反对货币换货币导致的种种腐败行为。

所以，执政党及其政府必须抑制货币的商品性，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符号属性，

鼓励人们积极地投身于价值创造这个利国利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最近，中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去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项创造价值的伟大

事业要能否开花结果，完全取决于是否有适合双创的生态，其中之一就是金融生

态或资本市场。在此，我的一个建议是把金融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让货币像水、

电一样成为公共的、合理收费的社会资源。我坚信，这个景象早晚一定会在地球

上出现。因为, 它将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下一个标志或高度。另外, 公共服务内容的

日趋丰富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48 

 

10. 论幸福 

 

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包括衣、食、住、行。除此之外，

人还要时刻准备好去面对贫困、疾病和情感带来的挑战。因此，为了应付这三大

挑战和四大需求，人们从小就开始努力学习，长大后又积极工作。  

  

所以，人们一方面勤劳地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争分夺秒地积累财富。有了

财富、金钱和成功带来的地位（权力），人们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了。  

  

的确,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幸福以及与之相伴的生活。然而，幸福与财富、金

钱和地位是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讲，财富、金钱和地位是获得幸福生活

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要看清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幸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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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人们很难一下回答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幸福是一

种主观的内在感觉，它似乎不可以被检测到，因此，它也似乎不可以被量化。那

么，如何客观地量化幸福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中医中找到。  

  

大家知道，幸福感是与痛苦感是成反比的。痛苦越少，幸福越多。从广义上

讲，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痛苦的人是绝对幸福的人。根据中医理论，痛觉

是因为气血及其它津液流动不畅所造成的感觉。因此，痛苦是与阻力成正比的。

阻力越大，痛苦越大。这个现象在社会、经济、科教、交通、人际交往等众多领

域同样存在。例如，掌握一门技能的阻力越大则学习的痛苦越大，求职的阻力越

大则失业的痛苦越大，交通拥挤的阻力越大则出行的痛苦越大，市场自由竞争的

阻力越大则创业的痛苦越大，等等。  

  

如果痛苦与阻力成正比，那么幸福则与阻力成反比。所以，广义的物理量-

阻力-可以用来量化幸福感，并帮助人们理解幸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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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幸福感来自过程而非结果。这是因为，没有过程，就谈不上阻力。从

这个角度来看，结果或成功只会带来短暂的幸福感。获得结果或成功之后，如果

没有下一奋斗目标及过程，人们只会有空虚感而不会有持续的幸福感。因此，人

们平时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当下的目标，二是实现了当下目标之后的目标。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地享受过程带来的幸福感（或痛苦感）。  

  

其次，幸福感其决于外部因素。这是因为，阻力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当外部

因素造成的阻力很小时，事事顺心，处处满意。此时，人们的自我意识是，这种

幸福感似乎发自人们的内心。但是，这种幸福感的真正源头是外部因素。所以，

饮水要不忘思源，幸福之后要不忘感恩，即：感谢所有为我们提供有利且阻力小

的外部因素的人士、团体或组织。  

  

既然幸福感来自过程，那么幸福也取决于主观的选择和自觉的坚持。人们常

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通向同一目的地的不同道路上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选择对了，实现目标的阻力就会小。选择不对，实现目标的阻力就会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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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对的选择，但是没有坚持，前进的方向最终也会被迷失掉，导致阻力加大、

困难重重。所以，追求幸福，必须学会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坚持。  

  

最后，人们可以巧妙地利用幸福感来自过程这个原理，主动地营造一些让自

己很容易感受到幸福的过程，例如：走亲戚，访朋友，参加音乐会，看电影，读

小说，写字，写诗词，演奏，散步，游泳，做运动，登山，等等。  

  

所以, 无论有没有财富、金钱或地位，人人都可以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人人都可以为别人的幸福生活助一臂之力。当所有的人们天天都过着

幸福的生活时，这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实现和谐社会与追求

财富、追求金钱和追求地位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因为, 财富、金钱和地位是获得

幸福生活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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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教育 

 

中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这是因为，除了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去

负责教职工的教学（智育）和科研（智育）、以及学生的学习成长（智育）和创

新创业（智育），中国的高校还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去负责教职工的思想（德育）

和生活（体育）、以及学生的思想（德育）和生活（体育）。 但是，这种世界级

的先进体制的优势和活力被某些现行的不科学的制度和流程给大大地降低了。所

以，我们要从制度和流程上入手，把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优势和活力更好地释放

出来。 

  

然而，先进制度和先进流程的设计首先要有对教育体制的高度自信，其次要

有对高等教育目标的正确定位。 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偏离了德、智、体、

美这个普世的教育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毛泽东主席提倡的三好学生中的德、

智、体三个字的理解不到位。在此，我简述一下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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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果关系来看，德、智、体三方面都优秀是果。大家都明白这个果。但是，

实 现 德 、 智 、 体 三 方 面 都 优 秀 这 个 果 的 因 又 是 什 么 呢 ？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实现德、智、体三方面都优秀的因是：德育及其课程体系、

智育及其课程体系、体育及其课程体系。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德育、智育、体

育各自的课程体系又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讲，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己经给出了合格的答案。特别是德育课程

体系，几乎是处于缺失的状况。  

  

客观地讲，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心力而非智力。心力所涉及的层面包括：善良

之心、慈悲之心、同情之心、宽恕之心、荣誉之心、耻辱之心、赞美之心，责任

之心、公正之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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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马列理论、毛泽东思想、古代哲学等智力范畴的课程当

作心力范畴的课程。因此，教育界的一项首要任务是设计出适用于幼儿园、小学、

中学、大学的德育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了解西方社会的人都清楚，西方社会的德育基本上依靠宗教。而

中国没有西方概念上的宗教，即：崇尚人的设计者，而不是崇尚人的制造者。所

以，中国的德育只能由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来承担。  

  

大家都知道，心散，则思散。思散，则言散。言散，则众乱。为人之本离不

开慧心、善心、仁心。处事之道少不了宽心、静心、耐心。只有同心，才会同德。

所以，教师要以学生之心为心。以此类推，领䄂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干部要以员

工之心为心，商人要以客户之心为心，医生要以病人之心为心，父母要以儿女之

心为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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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每位学生或公民而言，把自己当作自己仍有我之心，把别人当作别人仍

有他之心，把自己当作别人仍忘我之心，把别人当作自己仍无我之心。因此，德

育的最高境界是：以有我之心修身，以有他之心齐家，以忘我之心富民，以无我

之心强国。  

  

就智育而言，智育的目标是增强智力，从而掌握某类知识。多年来，大学的

教师们只在乎我能教什么，不太关注学生需要学什么。所以，智育目标要从重

《教》转向重《学》。按工业上成功且广泛遵循的产品设计的思路来讲，重

《学》的教育必须正面回答下述问题：  

第一个问题：学生的学习需求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满足学生每类需求的课程体系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实现每个课程体系的方案有哪些？  

第四个问题：这些课程体系的可行方案形成的最佳组合是哪组？  

第五个问题：如何实施课程体系的最佳方案组合？  

第六个问题：如何监督最佳课程体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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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问题：如何激励最佳课程体系的实施？  

第八个问题：如何根据学生的学习结果进一步优化最佳的课程体系？  

  

近几年，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台湾三地都在漫延着大学生在学校不读书

的现象。人们可能要问，当代大学生为何读书的少、读讲义的多？ 人们可以把这

个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去研究，并把原因归纳为内因和外因两类。  

  

就内因而言，当代大学生不读书的可能原因包括：要么没时间读书，要么忙

于上网，要么急功近利地应付考试，要么买不起书，要么很难借到书，要么没有

读书的乐趣，等等。  

  

就外因而论，当代大学生不读书的可能原因包括：要么书很贵，要么图书馆

的书很少，要么老师推荐自己写的讲义，要么网络上的各类似乎有用的信息随手

可获，要么不读书也能轻松地拿到文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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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大家应该关注大学生不读书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社会冲击。目前，

一些明显的冲击包括：只会抄袭不会思考，只会山寨不会创新，只知查找答案不

知推导答案，只知道比尾巴长做不到比肩膀高，等等。  

  

接下来，体育的目标是锻炼体力，从而掌握技巧。美育的目标是提升眼力，

从而掌握审美观。这两种能力对学生今后的生活质量和职业生涯也都有潜在的帮

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即：守

望。守望的场所之一就是学校。学校是学生提升自我价值的充值站。学校是学生

塑造精神长相的美容院。只有增值了，学生才有力量和思想。只有更美了，学生

才有自信和主见。有了力量、思想、自信和主见，学生才有了为人类贡献的真本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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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育的目标就是激励学生们自我增值和自我美容。教师的使命就是守

望着学生们自觉地读书和实线，看着他们去掉可能沾染他们精神长相的各种污秽，

并看着他们增强心力、智力、体力和眼力。  

 

12. 论科研 

 

为什么要从事科研？为什么要创新？怎样从事科研？怎样从事创新？这是所

有年轻教师和部分资深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  

  

于是乎，人们到处去寻找各种捷径、各种绝招、各种高术去攀登科研的高峰。

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几条大道至简的感悟。  

  

首先，科研或创新的目的是去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这句话回答了为什

么要搞科研或创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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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如何搞科研或创新这个问题。  

  

如果科研或创新的目的是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那么，科研或创新讲究

的应该是进步 progress。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研进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新与

先（new and first)，第二类是优与先 (better/best and first)。  

  

要实现第一类进步的科硏成果，必须依靠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这类学者

已经建立或开创了自己的知识领域。这类人很少。在亚洲，则更少。难怪钱学森

问：亚洲的大师都去哪儿了？ 

  

要实现第二类进步的科研成果，只须依靠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凡人。因此，只

要选对巨人（自己领域的大师或强者），接近巨人（跟踪巨人的科研成果）并爬

上巨人的肩膀（完全理解巨人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学者都可以成为站在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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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的凡人（发表比巨人的成果更好 better 的 SCI 论文。无需最好 best。因

为，后有来者）。 

  

  

在亚洲，我认为科研的最大障碍不是内因，而是外因。这里就不多讲。总之，

方向对了，办法对了，世上则无难事，只需不断攀登。  

 

13. 论创新 

 

创新与创意的差别在于创新背后的理性知识体系和创意背后的感性审美思想。

创新与创意的结合是产生伟大产品和作品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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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人们目前尚未树立统一的认知和认识，这种模糊性主要反映在教

育部、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知识体系的混乱分类上。因此，本文从创新的

角度去分享—些有关创新内涵的观点。  

  

首先，我们知道，创新的对象主要是指理论、技术、产品和服务。服务包括

公共服务和政府的政策。所以，创新是一个链条，各个环节是相辅相成的。新理

论促进新技术，新技术促成新产品，新产品带来新服务。创新的源头是理论创新，

创新的龙头是服务创新。  

  

基于上述认知，人们常讲的创新或科研目标只有两个: —是找出解决理论问

题的最真理性的答案，二是找出解决社会需求的最有效率的方案。前者靠发现，

即:基础研究。后者靠发明，即: 应用研究。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即: 发现中有发

明，发明中有发现。然而，维护这种相辅相成关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共同的知识

体系。现实中，这个必要条件被严重地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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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高等教育中知识的传递己建立了—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它的最基

本的构件是课程。所以，我们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材料学，机器人

学，电子学，自控理论，计算机原理，人工智能，等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也

有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这些课程中的知识完整地定义了知识体系中的知

识领域，也支撑了社会的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国防，等等的需求与

服务。  

  

因此，我们不能打着基础科研的旗号，任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去另建—套与高

等教育知识体系不―样的知识结构。这只会加重教育与科研的分裂。另外，自然科

学基金的目的是资助理论创新。不言而喻，自然科学基金规划的主要内容应该是

知识体系中各领域尚未有更完善答案的理论问题的汇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

能任由教育部去建立—套与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吻合度较差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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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 名不正，言不顺，行不果。在深化改革和大力创新的时代，

政府部门有责任去坚定地维护本文所述的: —套知识体系，二个创新目标，四个创

新环节。  

 

14. 论社会 

 

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分享同一资源的一群人就构成了一个社会。例如，地

球上的空间、时间、资源就是供近 50 亿人口的一个群体共享。从社会的角度来

看，地球就像是一个大村庄。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地球村。  

  

从数学上讲，一个空间可以分隔成一组子空间。因此，地球的表层空间也可

以分成一组区域。现实也是如此。地球上的每个区域被称之为国。在同一家国、

同一时间分享同一资源的一群人就构成了相对于某一家国的社会。所以，地球村

里有一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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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里的大家都知道，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维系人的生存需要有资

源。所以，社会的基本活动是：创造资源和分配资源。这个基本活动就构成了一

个社会内部的复杂游戏，以及多个社会间的复杂游戏。  

  

大家也都清楚，玩游戏要有规则和目标。例如，打蓝球的目标是把球投入蓝

框，规则之一是不能用脚碰球也不能抱球奔跑。那么，社会的生存游戏的规则与

目标又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社会的生存游戏的规则被称之为政治。社会的生存游戏的目标被

称之为经济。所以，政治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两大推动力。政治是因，经济是

果。一个先进的社会不能只重因不重果，也不能只重果不重因。原因不言自明：

好因生好果，好果促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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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地球村的各个社会尝试过不同的政治体制（即：占用空间和资源

的规定及法则、运用空间和资源的规定及法则），例如：奴隶制、封建制、帝王

制、政党制、议员制。地球村的各个社会也尝试过不同的经济体制（即：拥有空

间和资源的目的及标准、继承空间和资源的目的及标准），例如：私有制、权有

制、混合制、股份制、民有制。  

  

既然社会活动是一种超级复杂的游戏，在规则与目标之外，还需引入一些约

束性的原则，例如：社会的生存游戏要有裁判员（即：政府）去确保规则的实施

与目标的实现，游戏中裁判员与运动员不能是同一群体，游戏中的裁判员执法要

及时且公正，违规群体或个人必须受到惩罚（即：收容或监禁），等等。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游戏中的规则与目标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也就是

说，不应该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放在对立面上去对比、取舍。避免犯下用好苹

果与烂香蕉作对比取舍，或用烂苹果与好香蕉作对比取舍这类的思维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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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经济制度的设计之外，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还包括社

会组织框架的设计。  

  

如前面所述，社会的基本活动是：创造资源和分配资源。讲得俗气一些，社会

中的有组织的团体的基本活动是挣钱（广义的创造价值）和花钱（广义的分配价

值）。因此，根据挣钱的特征（创收性质的投资、创收性质的支出）和花钱的特

征（非创收性质的支出），社会中的团体化的组织（也称：企业化的组织）可归

为四类: 

- 公司型组织：这类组织以直接挣钱为主、直接花钱为辅。例如：央企，国企，

民企。  

- 公众型组织：这类组织以直接花钱为主、直接挣钱为辅。例如：学校，医院，

央行。  

- 商业型组织：这类组织只直接挣钱、不直接花钱。例如：商店，餐馆，旅馆。  

- 公益型组织：这类组织只直接花钱、不直接挣钱。例如：军队，宗教，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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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制度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前提。俗话讲得好，旁观者清。社会制度的顶

层设计必须引入德高望重的局外人或旁观者。只有这样，才能从各方面保证社会

制度蓝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5. 论追求 

 

追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个体的追求可以五花八门。但是，群体的追求

则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造就了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基本特

征的差异性也决定了民族或者国家层面的追求也是五花八门的。 但是，在这些差

异性背后存在着三个永远不变的最高的追求目标。  

  

我认为，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以下三个之和，或者三个

之一，即：人、财、物。这三个最高目标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只有以下三种之一，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68 

 

即：优先追求人的高贵、优先追求财的丰厚、优先追求物的优美。 而且，这个起

主导作用的最高目标决定了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通过比较各国的历史，不难看出，只有优先追求物的优美，才能真正支撑另外

两大最高目标，即：追求人的高贵与追求财的丰厚。有趣的是，如果用中国五行

学的理论来表述，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 优先追求人的高贵必然产生如下结果：人克财、人克物；（贫穷、落后） ； 

2. 优先追求财的丰厚必然产生如下结果：财克人、财克物；（巧取、豪夺） ； 

3. 优先追求物的优美必然产生如下结果：物生人、物生财；（安居、乐业） ； 

  

所以，一个社会、民族、群体、实业的最高目标是优先追求最好、最佳、最美

的物，把追求物的优美放在首位。只有优美的物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的

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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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加一句，古代的人都明白《厚德载物》的重要性，现代的人更应该看到

《厚物载人》的光辉！ 

 

16. 地球村 

 

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除了相残的斗争、相杀的战争，人们更期望的是能让

地球长治久安的相助的竞争。  

  

如果从崇尚人的设计者的这个普世价值观来看整个世界，不难理解，地球村

只有一户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有上百号兄弟姐妹。按年龄（历史）、人口、地域、

实力等综合要素来排序，地球村里的兄弟姐妹的辈分应该是：老大哥中国、老二

姐俄国、老三弟美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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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纵观地球村的现状，人们不难发现：老大不像老大，它忘记了自己才

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还是老二，天天忙碌，顾此失彼。老三不像老三，财大气粗，

到处救火，也偶尔点火，耀武扬威不亦乐乎。  

  

毫无疑问, 老大哥中国曾是地球村的高白帅富美男子，后来一不小心，变得

营养不良，衣衫褴褛，满面灰尘，经过近三十年的养精蓄锐，身体恢复很快。现

在，就差洗个热水澡，换上新装，重启左右腿相向而行的程序，并重振高白帅富

的老大哥形象。  

  

所以，在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要有更高的视野，并重新找回老大哥的心态。

带领地球村的兄弟姐妹开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国际良性竞争: 拼能力、拼努力、

拼成果。坚决反对拼货币、拼霸权、拼垄断的国际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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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语 

 

未来引领科技，科技成就未来。人类历史前进的车轮永远只会行驶在逐利的

轨道上。逐利主要是指逐公利及逐众利两种。众利才是实现众和的经济基础及保

障。 

 

人类的逐利历史走过了无业时代和农业时代，现在正行驶在工业时代。工业

时代的三大支柱是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和土本工程。每个时代的特征是，大部分

人从事相似的同类工作，他们曾被称之为农奴，农民，工人和工程师。另外，驱

动每个时代的劳动要素也不一样，例如：农业时代的苦力和工业时代的巧力。 

 

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器人正在逐步把工人从工厂里解放出来。人工智能

的突破及普及也将会把工程师转型为纯脑力劳动型的设计师。 

 



谢明论语集 – 壮志灵运 

 

所有版权, 作者私有, 侵权必究                                                                                  

172 

 

不难看出，工业时代正在向学业时代过渡。学业时代的特征将是大部分人在

学校从事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的应用。因此，学业时代的三大支柱将

是科学、宗学和身学。并且，学业时代的劳动要素将是智力，学业时代的经济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型经济，智力劳动的成果与价值将被摆在首位，知识与技术

将比产品与服务更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付出。所以，学习知识、创造知识和分享

知识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趋势。 

 

著书立论和传授知识及技能将是学业时代的学者们或学人们的主要劳动及付

出。同时，当全民都能接受到高素质的教育，都能自觉地天天读书，地球村将不

再会有不合格的村民，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才能真正地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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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世界名言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 Isaac Newton 

 

 

Love will find a way. Indifference will find an excuse. 

 

- Jan Carlson 

 

 

A single arrow is easily broken, but not ten in a bundle. 

 

- Japanese Proverb 

 

 

Assets make things possible. People make things happen. 

 

- R. W. Emerson 

 

 

Truth without love is brutality. Love without truth is hypocrisy. 

 

- George Ma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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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 John C. Maxwell 

 

 

Don't use your people to build a great work; Use your work to build a 

great people. 

 

- Jack Hyles 

 

 

Faith makes all things possible. Love makes all things easy. Hope 

makes all things work. 

 

- Helen Rowland 

 

 

The value of a person resides in what he or she contributes, but not in 

what he or she receives. 

 

-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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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和愚蠢硬碰硬，要学会向愚蠢低头” 

- 司马懿  

 

（谢明评语：这是佛系小乘派的最高智慧之一，即：内王、外圣） 

 

 

“我这一生，没有敌人，看见的都是朋友和师长” 

- 司马懿  

 

（谢明评语：这是佛系大乘派的最高智慧之一，即：敬天、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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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作者名言 

 

Brain develops while mind learns.  

 

- Xie Ming 

 

 

The greatest invention in human history is human language.  

 

- Xie Ming 

 

 

Invention is to change the world, while discovery i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 Xie Ming 

 

 

Philosophy is the study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human being's 

sensory data.  

 

- Xi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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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s the study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sensory data from 

instruments and sensors.  

 

- Xie Ming 

 

 

Immersed in God’s love, I trust. Grounded on God’s compassion, I 

serve. Devoted to God’s glory, I perform.  

– Xie Ming  

 

 

Wisdom (智慧) refers to the mastery of knowledge, while smartness (聪

明) refers to the efficiency of sensory systems. 

 

- Xie Ming 

 

 

Bachelor degree certifies your ability of learning knowledge; Master 

degree approves your skill of applying knowledge;  

 

It's only Ph.D degree which indicates your readiness of creating 

knowledge. 

 

- Xi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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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s to create values by finding better ways of solving 

problems. Research is not to create trivial results by applying known 

solutions. Engineering works should never be counted as research 

works。 

 

- Xie Ming 

 

 

Research is to make progress, but not production. 

War is to make peace, but not killing. 

 

- Xie Ming 

 

 

Mathematics is about the art of describing; Intelligence is about the 

art of thinking; Physics is about the art of explaining. 

 

- Xi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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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己报众 

- 谢 明 

 

遵道施德，厚物载众 

- 谢 明 

 

赞美佛菩萨，修行才伟大 

- 谢 明 

 

内因谓之道，外因谓之德 

- 谢 明 

 

学以致教率先，学以致用善后 

- 谢 明 

 

论人只讲优点，论事专注缺陷 

- 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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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文明之根，文明是文化之相 

- 谢 明 

 

教育乃财富之源头，教师乃财富之神宗  

- 谢 明 

 

谁是人的设计者？谁是人的制造者？谁是人的使用者？  

- 谢 明 

 

如何善化内心？如何善化生态？是佛学净土宗派的两个首要问题 

- 谢明 

 

如何不执着于外相？如何不执着于内念？是佛学禅定宗派的两个首要问题 

- 谢明 

 

战争是解决冲突，实现和平，而不是杀害地球村民。同理，科研是解决问题，实

现进步，而不是制造学术垃圾 

- 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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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住世于肉身中带面具（思想）的圣灵（生命） 

我从哪里来？六道之一或天堂 (极乐世界)  

我到哪里去？众望所归的极乐世界 

- 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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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明 
世界著名学者  

 

 

联系信息 

 

电话： 

+65 98379612 

+86 13809806310 

 

网站： 

http://xieming.robotics.sg 

http://personal.ntu.edu.sg/mmxie  

 

电子邮件： 

xieming@robotics.sg  

mmxie@ntu.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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