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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是中华民族传承久远、历史弥新的优秀文化的统称。从古至今，每一位有成就者

所秉持的经商、做人、处事的根本原则，无一不是源于国学智慧——儒家的进取、道家

的无为、佛家的超脱、禅宗的感悟、周易的精妙、法家的权谋、兵家的智慧……一个企业

经营者如果缺乏文化底蕴，也许能成为亿万身价的富豪，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企业

家！

      2000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率先掀起全国性的传统文化研究及应

用推广，十几年来致力于把大学文化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将中国传

统文化延续和发扬为责任。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更全面、更深入地认

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研究院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中国国学百家讲堂管理思想高级研修班
ADVANCED SEMINAR ON MANAGEMENT THOUGHT

PROJECT

课程背景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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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国学百家讲堂董事长研修班创始于2006年，历时十余年、近万名企业领袖

的参与见证，成为北京大学国学教育系统内的标杆项目。在新一代国学教育体系中，浚

商学院联合北京大学以及国内著名高校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等诸多知名学者，结合

北京大学十余年国学教学基础，持续跟踪调研上千名经过国学教育培育的企业家，经过

系统性教学研究，深度研发出符合当代企业经营者真实需求的全新国学培育项目——中

国国学百家讲堂管理思想高级研修班；本项目不但延续北京大学国学教学体系内容，同

时兼顾企业家在经营与管理落地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旨在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推

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实落地，彰显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

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推动中国企业家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

达变、开物成务。 

修齐治平、尊时守位、
       知常达变、开物成务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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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课程特色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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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国学圣地，在古典时空里的仪式感中，切身体悟传统文化之精髓；

读经典、学原文、悟原理。赋予经典新的时代感，新旧融贯，推陈出新；

免费参加学院开设的书画、养生、古琴、茶道、珠宝鉴赏、周易风水等国学
特色沙龙；

以班级私董会的形式,定期探讨国学智慧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解决企业管理中的
实际问题，学以致用；

与万名企业家同校为友，在燕园校友总会的平台上，实现项目对接，资源共享。

全球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家授课，让学员站在更高的视野领略国学的魅力与真谛；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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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学大家坐而谈经论道，领悟华夏最经典的文化和思想，参悟历代先贤先哲之心
性，探求儒道释之大略。博览经史子集，开启国学之大门，领略国学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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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课程安排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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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学之门

将国学精髓古为今用，以儒家之进取、道家之逍遥、周易之精微、法家之权术、兵家
之谋略、医家之养生等运用到实践中，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相结合。

主题：国学价值与应用

国学大道第一单元

儒家思想，仁义敦厚，博大繁富，根植于国人心之深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领悟儒学的大成之道。通过对儒家精神的领悟，成经世济民的大胸襟。

主题：儒家大道

《大学》是儒家“修齐治平”理论大纲。研读《大学》，由此登堂入室以置身儒家之
门。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以修身立业而兼济天下。

主题：《大学》精读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
庸之道通过阐述人性修养有关哲理，可开启治天下之门。

主题：《中庸》精读

儒家经典一第二单元

报名电话：010-66239826  13911069821（同微信）



05

《论语》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半部《论
语》治天下”之说。全面系统地学习《论语》要义，通过精读深析，理解儒家文化的
核心理念、现实意义，深刻领会儒家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念有更为深刻的
理解，为当代企业家修内圣外王之道，以德修心，实现身心合一。

主题：《论语》精读

《孟子》是“亚圣”孟子的言论汇编，其心性论进一步确立了儒家的地位。以“仁
义”思想为核心，对仁政、王道，德治、仁政、民本、格君心之非等思想有着系统的
阐释。

主题：《孟子》精读

儒家经典二第三单元

《孙子兵法》——天下第一奇书，百家兵法之始祖。当孙子兵法对应到企业经营时，
得天独厚的超级战略、决战经典，成为企业界不可或缺的商战参谋。

主题：孙子兵法

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
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两千年外儒内法之统治之道。传统法家管理文化对现代管理
具有很高的指导作用。通过法家学习，以强化组织的统御与控制能力，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

主题：《韩非子》与法家思想

诸子百家第五单元

了解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伦理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论。对道家
思想的发展历程有基本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研习道家经典著作，以求深入浅出，得大
智慧。

主题：道家大道

《道德经》被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养生修道者皆奉其为经典。领会老
子的思维，道家的精神气质让我们在忙碌、喧哗的视觉中体会云淡风情的感觉,体验无
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主题：《道德经》精

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承袭了孔孟之智慧，老子之无为，而庄子就是庄子，他有道
通为一的本领，他以心灵为炉，作为人世间的大冶，熔铸着整个世界、人生和历史。

主题：《庄子》之思

道家经典第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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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国文化史上的群经之首、中国思想的源头。可谓至高之妙之大智慧。通过
学习，理解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周易智慧中万物蕴涵的道以及道的变化规
律。

主题：《易经》智慧

详细讲解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使学员体会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相结合。从原始
筮法入手，具体讲解筮法的各种占筮体例以及如何成卦、变卦和解卦。

主题：易图、古筮法

风水学不是迷信，而是顺应天地的一种存在，让我们的风水专家告诉您，何为“风
水”，何为“顺风顺水”，从古老的智慧中体悟先人学问的玄妙。

主题：周易与风水学

周易第六单元

佛法无边无际，见心即见佛，得真谛者大彻大悟，来去自由。顿悟佛法，识破禅机，
使内心得以清净，天下皆为大境界，宇宙之间，万物充满朝气，心也将有所归一。

主题：禅宗智慧

解读佛教最伟大的经典《金刚经》，感悟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心经》是佛经中字
数最少、含义最深、传奇最多、影响最大的经书。解读《心经》，而知佛学真谛。

主题：《金刚经》《心经》

佛与禅第七单元

《黄帝内经》是中华传统医药的圣经，是生命哲学。通过学习，能引导我们顺应自然
的力量，帮助我们认知生命、尊重生命、静思生命，于细微处领略世间的玄妙智慧。

主题：《黄帝内经》

中医养生讲究阴阳平和、天人相应、道脏腑为中医养生之根本。从养生中学习生命的
智慧，体味生命之大道，享受生命的快乐。为企业家私人定制“事业+健康”的长青
发展。

主题：中医养生

中医养生第八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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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课程模块

MODULE

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系统讲述从夏商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兴衰原因、后人评价等，认识兴亡周期律，知兴替，明得失，借鉴历史伟人的
智胜法宝，提高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

主题：中国历史通史

学习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智慧，揣摩人心、收服人心、识人用人之法，造势做
局、把握时机的谋事之道，为企业管理、权力运作汲取智慧源泉。

主题：曾国藩智慧

读史学经典《史记》、《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等，了解历代历史名人。
以史明鉴，领会历史长河的变迁与人生变化的意义，汲取深邃的历史与人生智慧。

主题：史学经典

史学篇章第九单元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理念，以提升人文素养为中心，给予当代企业家如何把国学中
的思想智慧应用在企业管理中的睿智见解，“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主题：国学的管理智慧

《人物志》在我国国学典籍中，是一部专门介绍如何品鉴人才的典籍。书中通过讲述
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放在什么位置
上最适合。对当代企业家识人用人，具有借鉴意义。

主题：识人用人智慧—《人物志》

国学应用第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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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官员
FAMOUS TEACHER

中国国学百家讲堂管理思想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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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LOUYULIE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佛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

班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协会顾问，国

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李四龙 LISILONG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文化研究

院副院长、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文学

部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与比

较宗教学。

王守常 WANGSHOUCHANG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

学院院长，中国新时期"国学"教育的倡导者与实

践者。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佛教、近、现代思

想史等。 

于晓非 YUXIAOFEI
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大学禅学社首任名誉社长、九

华山佛学院讲座教授，三十年深入经藏，潜心修

持，对佛教的历史渊源、法脉沿革等都有深入的研

究，被誉为“亚洲最具魅力的弘法居士”。

王晓毅 WANGXIAOYI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专业博士生

导师。在道家思想、玄学与周易、三国历史文化

等研究领域出版9部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两

次获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并获国务

院 “政府特殊津贴”。

董  平 DONGPING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

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央视

《百家讲坛》节目《传奇王阳明》、《名相管仲》

主讲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中国佛

教哲学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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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春 WANGXINCHUN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中

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易学、宋明理学、儒道哲学、中国哲学。

徐小跃 XUXIAOYUE

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哲学、宗教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

中国哲学、哲学概论、宗教学、佛道思想、中国天

人之学以及中国宗教与民间宗教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

王岳川 WANGYUECHUAN
史(先秦--南北朝时期)研究。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协会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

孔令谦 KONGLINGQIAN
著名中医文化学者，孔医堂创始人，孔伯华中医世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继承人。现任孔医堂董事

长，孔伯华学院院长，世界孔子协会副会长等。著

有《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

吴言生 WUYANSHENG
陕西师范大学佛教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国

学班禅宗智慧课程特聘教授。“喜马拉雅”禅宗智慧

主讲人。

岳庆平 YUEQINGPING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

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北京大学政策研究室主

任，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北京大学人才研

究中心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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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玉振 GONGYUZHEN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

院副院长，曾国藩研究第一人。

李中华 LIZHONGHUA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

化书院副院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张  辛 ZHANGXIN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研究方向：

文物考古、儒家思想。

金海峰 JINHAIFENG

长春大学国学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方尔加 FANGERJIA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名师。

李  山 LISHAN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

先生弟子，央视百家讲坛名师。

张松辉 ZHANGSONGFHUI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向以道家道教为主)，中国文

学史(先秦--南北朝时期)研究。

马  骏 MAJUN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中国第

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法学博士、大校军

衔。代表作有《马骏说孙子兵法》、《马骏点将：

拿破仑》。

圣凯法师 SHENGKAIFASHI
先后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

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普陀山

佛学院研究生导师。

程郁缀 CHENGYUZHUI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

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杨立华 YANGLIHUA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

学系副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儒学、

道家与道教。

王国玮 WANGGUOWEI
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中医世家。在临床实践

的同时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普及医学知识，

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为百家医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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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传统文化，追求素养与境界提升，对管理哲学有系统梳理和思考的各行业董事长、

总经理及高层管理人员。

REGISTRATION AND 

报名选拔

SELECTION

招生对象

修完全部课程及规定的学时，可获得学院认证的《中国国学百家讲堂管理思想高级研

修班》学业证书。

证书颁发

北京、九华山（1次课）、武当山（1次课）

学习地点

审核：收到报名表审核通过后，发放《入学通知书》。

汇款：学员收到《入学通知书》后将学费汇至指定账号 

报到：学员应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准时报到。 

学员报到时应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两寸蓝底照片2张，学历证明复印件2份。 

报名流程

学  制：一年（共计10次，每月周六、周日集中授课2天）

学制学费

学  费：9.8万元/人（本期校友特惠                                     ） 6.8万元/人
（含1年的教学、教材资料费，不含学习及游学产生的食宿交通游览费用）

（注：有关规定开班前请详询招生老师，开班后不予退费，敬请谅解！）

报名电话：010-66239826  13911069821（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