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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浸染
企业和谐发展

中国企业界盛行“儒商”之说，做商
人如果能得一个“儒商”的雅号，是非常
荣耀的事情。所谓“儒商”，是指将儒家
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强调的是将
“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相结合。他
们不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正确的道德
观和价值取向，更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自
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运用儒学思想
进行自我规范和谋求发展同样是一条大智
之路。心心酒业自1970年创企以来，公司名
称和酒类产品等都几经更迭。但从儒家思
想“忠孝仁义”中提炼出的“忠、诚、
孝、爱心”企业文化内核一直不曾改变。
也正是这种对于儒学理解持之以恒的坚持
推动着心心酒业不断迈出坚实而有力的步
伐。

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的思想指引下，公司将强烈的责任意识融
入到自身发展的血脉之中，积极参与社会
各项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助推和谐社会
建设。而“仁”，作为中国儒家学派道德
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
心也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得到普遍采用，
没有拐弯抹角的矫情，只有直来直往的英
气，奉行“有教无类”、赏罚分明的规制
方式，在流露出企业自身犹如山东汉子般
“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豪情时，却也有着
细腻的豁达。

孔子有言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心心酒业的领导层正是用这样
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勤奋廉洁、遵纪守
法、不谋私利。用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在
员工中树立起威望，在“不令而行”实现
时，更带动全体员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工
作和生活。

心心酒业深知，一个企业，如果要将
儒家思想落到实处，就必须放弃很多眼前
利益。只是让儒学停留在企业文化层面，
那依然是虚的，只有使之融入管理，并延
伸至可供实施的制度，才能真正成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和符合时代需求的管理模
式。

拓展心之内涵 提升酒之品位
——— 心心酒业“以‘心’换‘心’”的兴业之道

□孟 一

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律历志上》中有
言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第一次用“珠
联璧合”这个词形容杰出的人才或美好的事物
结合在一起会绽放出卓尔不群的光华，意在凸
显人人交往或人物交合时联系度与契合度的重
要性。人类社会本就是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的，
只有处理好万物联系才能焕发出个体或团体强
大而旺盛的生命力。

当笔者如此迫近的接触心心酒业这个团队
时，不仅感慨，与其说它是一个企业，不如说它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它的体内，领导与员
工、企业与群众、产业与文化在无形间已经高度
的融为一体，散发出“珠联璧合”般的锐气。更因
为它种种傲人的品格，以及“纠葛”于“心”和“酒”
的情愫，使人萌生出一种如沐“金玺纶音”的清
爽，在不禁深受教诲的同时，也疑惑于心心酒业
这个拓荒者是如何一路播撒传奇的呢？

“孔孟之乡出美酒，朗朗心酒遍神州……”
心心酒业有限公司自1970年创建以来，这曲《心
酒飘香情悠悠》一唱就是几十年，而那句“忠心、
诚心、孝心、爱心”的企业文化核心，也一坚持就
是几十个春夏更迭、草木枯荣。它们将“酒品和
人品一样重要”作为公司质朴的治企方针，向社
会做出郑重承诺：“坚守用心酿酒，诚实做人，诚
信经营”，而“以礼待人、以诚感人、以信取人、以
惠让人、以和超人、以质过人”的员工行为准则
也一直被作为企业的光荣传统秉承至今。毋庸
置疑，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坚持和一如既往的
追求形成了心心酒业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集体
凝聚力。

但凡有所成就的企业都有着自己的企业文
化，或者说“一贯的坚持”，这种坚持决定了整个
企业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和处事方式等
内涵，是企业的灵魂和根脉，关系到荣辱成败。
但这种足以凝聚团队的文化力量在可以作用于
生产的同时也就可以流于表面，浮躁的企业文
化已经不能被称为文化，充其量只能算句口号，
或者说漂亮的句子，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可能使
企业内部产生正面的化学反应作用于企业运
作，由此，足见“落实”和“坚持”两个词的重要性
和困难程度。心心酒业做到了，从韩法轩董事长

“走人间真情路，奉忠孝诚爱心”的理念和对“言
必信、行必果”的执着，企业领导者始终没脱离
过“心”的主线、“爱”的内涵，也是这种上行下效
的表率作用引领着全体员工对于企业文化高度
的荣辱意识和责任意识。正所谓创品牌容易，发
展品牌难，没有坚持就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就没
有续航，只有用贯彻始终的行动力辅助品牌文
化的塑造才能构成一套完整的品牌实施战略，
也才能真正地使品牌和文化为企业创出效益。

在笔者看来，心心酒业对于企业文化的传
承之心是清晰而有力的，同样，他们对于自己的
产品———“酒”，也有着透彻的文化认知。中国是
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在中华民族
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
重要地位，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而在咱们济宁，这个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孔孟之
乡，孔子的“唯酒无量，不及乱”，李白的“斗酒诗
百篇”，历代文人骚客在此因酒而乐、饮酒而做，
孕育出了极强的文化张力。

“酒”不单是种饮品，更是种文化，所以，心
心酒业从最初借儒家“四心”定义企业核心，到
后来以国粹瓷器为着眼点推出的青花瓷心酒、
中国红心酒，都饱含有对中华文化和酒文化深
刻的理解和热诚的追随，深化了“酒”的品位、拓
展了“心”的内涵，让人每每举起酒杯，不论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铿锵，还
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的愁思，都
会或多或少的有所寄怀。酒，几乎伴随着人类发
展从野蛮愚昧走向文明繁荣的全过程，而在今
天的社会生活中，它更加展示了强烈的广泛性、
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相信，在诸如心心酒
业之类热心文化事业的企业推动下，必将缔造
出更加灿烂辉煌的酒文化。

苏轼在《明君可以为忠言赋》中写道，“上之
人闻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岂微忠
之能致，有至明而为本。”“赤心”在古代可以表
忠诚、稳军心、平民怨，在今天放之企业规制则
有助企业稳住脚跟，做大做强。

心心酒业素来以一片赤诚之心管理企业、制
定规章、对待员工，没有拐弯抹角的矫情，只有直
来直往的英气，奉行有教无类、赏罚分明的规制
方式，在流露出企业自身犹如山东汉子般“酒酣
胸袒尚开张”的豪情时，却也有着细腻的豁达。

公司在硬件与设施革新方面从不吝惜，刚刚
投资200余万元陆续改造了三个精品车间，花100
余万元增加了不锈钢罐和大型陶缸等储酒器具
和设施，又投资近1000万元购买了三处计1200多个
平方米的商品营业用房，再加上旧房改造，仅用
于增加企业生产竞争力看得见的投入在2000万元
以上，在稳妥为先的基础上向规模要效益。

员工职业素养和技术的培训一直是公司关
注的核心，专设的职工培训中心先后投入120多
万元用于人才的培养，不断通过专训班、轮训班
等形式对一线员工实行“全员培训”，受训面达
到百分之百。同时，派遣130多人员到各大专院校
学习深造，并斥巨资聘请相关的专家和技术人
员，走出了一条自主培训与外聘专家相结合的
人才兴企道路。近年来，公司还在党员队伍当中
培养出了享受省市两级政府津贴的“圣地英
才”、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席技师
李佳利总经理；锻炼出11名以王印流，王春记、王
攀、于爱华等为代表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
磨砺出以梁金辉、司鲁光、林湘云等一批营销精
英和以戈文锋、于瑞芒、吕亚群、肖明、韩福林为
代表的一批精于企业管家理财的好手。他们是
支撑企业发展的力量，更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和
未来的希望。

如果说文化是企业的凝聚之魂，那么机制
就是企业的运行之轨。一个企业能创造好的业
绩，确实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需要强大的机制
支撑。公司创建的人才选聘机制、基于业绩和潜
能的用人开发机制、基于价值和创造的激励约
束机制，以及符合自身状况的管理机制，都是靠
燃烧满腔热忱激发了员工的激情，也驱动着企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公司将创先争优活动作为日常工作
开展的重要内容，下大力气从党的基层组织战
斗力和党员先进性的实际出发，围绕年初公司
董事会制订的工作方针和目标及十二五规划及
设想，踏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
设。

公司党委要求各部门、各车间，充分发挥出
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努力把党组织建
设成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
推动者和实践者，成为紧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
生产经营、富于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治
核心和战斗堡垒。努力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讲
政治、讲大局、会管理、善经营、团结协作、勤政
廉政、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严守纪律、致力于公
司发展壮大的坚强领导集体。

正是因为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心
心酒业公司成功历经了改革大潮的洗礼，脱胎
换骨，逐渐成长为全市白酒行业的领跑者，企业
活力四射，事业方兴未艾。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
年，心心酒业要求全体员工将抢抓机遇，跨越发
展，力争在规划的最后两年，每年至少要形成两
亿元的收入。公司计划在新厂址动工兴建一座
集心酒公寓、现代化公司管理中心、营销中心、
心酒文化博物馆和心酒大厦于一体的大型产业
园区。届时，公司将凭借更科学、更环保、更具规
模、更现代化生产车间酿造出更符合时代特色
的酒品。我们有理由相信，把握机遇，顺势而上，
心心酒业必将走上快速振兴之路，再创行业新
的辉煌。

慧心之酒：

用感恩仁德的心智报答
公众关爱和社会的栽培

清心之酒：

用高雅清新的品位弘扬

企业精神和文化传承

《易·益》中有这样的表述，“有孚惠心，勿问
元吉。”魏晋玄学家王弼对此进行注解：“惠之大
者，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心”即为
利民之心，而“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则进一步指
出饮水思源、感恩怀德是一种高尚的心智。

心心酒业深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市场是

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一手搭建起来的，而
企业的稳步发展也得益于消费者执着的品牌忠
诚度，没有广大消费者对心酒的无限厚爱也就
没有心心酒业的今天。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
当下，更应把维护社会稳定、造福广大人民作为
公司的一项大事、要事来抓，把反哺于众作为企
业感恩社会、回报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来践行，
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孔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意在表明大同之世离不开爱心
与孝心，而这些又恰恰都是心酒文化所大力倡
导和努力的方向。当年，梁山县白庙村是个出了
名的贫困村，韩董事长在到实地考察情况后再
也坐不住了，让公司先后送去10万余元的现金
和大量的物资，帮助他们架电、办厂，开辟致富
之路。不论是南方水灾还是汶川地震，抑或是为
社会分忧，面向苏鲁豫皖鄂冀等老区、边区，与
有关部门联手，组建再就业基地，聘用下岗员
工，增加再就业机会。心心酒业在得知社会和群
众的需要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积极踊
跃地捐钱捐物，用设身处地的相濡以沫、患难与
共诠释着乐于奉献的无边大爱。

正如法国客商和韩董事长一起评酒时所
说，“心酒，值得骄傲，是因作为酒品，它虽是
酒氏中的一族，但它对社会与人生的理解，既
打上了优良传统的鲜明印记，又伴随着人类
的追求而发展，如同酒族中所有的名品一样，
是一种目标，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凝聚，是一
种升华，它把人间真善美的至高境界与不可
满足的精神领地点缀得异彩纷呈。”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筠”，本意指
竹子的外皮坚硬，和“心”字连用，做“像竹那样正
直的心”之意。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根据
2011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对食品安
全工作安排，将加强酒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
度，其重视程度足见酒类质量的重要性。

心心酒业就是在恪守着各项安全标准，脚踏
实地的用筠心酿酒。对此，韩法轩董事长有他自
己的见解，他要求公司一方面坚持传统的酿造工
艺，固守、挖掘、继承传统的酿酒技术，在原材料
和产品质量上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将新产品开

发与包装注册保护纳入同一工作程序，不给假冒
侵权者以可乘之机。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将“诚
信”二字镌刻于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

公司创建41年以来，一直坚持打造一个健康、
安全的酿酒环境，表明了公司诚信酿酒的毅力和
决心，韩法轩董事长就曾反复告诫自己的员工，

“一瓶酒的质量不合格，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万分之
一、十万分之一，但到了消费者手里，那就是百分
之百，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一瓶不合格的酒出厂！”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在
进行产品出厂检验时，发现在发往东北的一批
酒里有一瓶含有悬浮物，厂方当机立断，2500

箱酒全部拆封重检。就这样，60多名质检人员
把5万瓶酒又重新逐一检查了一遍。对于这样的
企业领导者，我们除了敬佩，更多的是觉得暖
心，在物欲横流、经济效益优先的当今社会，
还能这样时时刻刻、一丝不苟为消费者着想的
人堪奉为竞争时代的楷模，还能这样敢拍着胸
脯向公众保证所有产品质量绝无任何问题的企
业堪称为商品社会的丰碑。面对产品质量和消
费者安全这两条“硬杠杠”，公司从来没有半
点含糊，说死磕也好、认死理也罢，就是为了
捍卫“安全”二字在食品生产行业中永远不可
动摇的首要位置。

其实，酒类品质的保障绝不是制定原则和遵
守要求这么简单，按照标准化进行生产才是保证
产品安全的法宝和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近年
来，公司投入巨资购置了大量先进的分析检测仪
器和设备，为质量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使他们的产品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和ISO22000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作为鲁西
南地区最早通过双认证的白酒企业，伴随着市场
安全管理的加强，消费者对心酒系列产品的放心
度、美誉度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筠心之酒：

用真诚负责的态度捍卫
产品品质和顾客的安全

赤心之酒：

用谦恭尊崇的姿态回馈
政府的扶持和各界帮助

心心酒业自1970年创立以来，公司名称和酒类产品等尽管几经更迭，但从
儒家思想“忠孝仁义”中提炼出的“忠、诚、孝、爱”企业文化内核一直不曾
改变。也正是这种对儒家思想的执着，推动着心心酒业在健康发展之路上不断
迈出坚实而有力的步伐。

——— 山东济宁心心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法轩

▲心酒生产场景。

▲心心酒业向泗水希望工程捐款。

▲心心酒业向贫困生发放资助金

▲2010年11月底济宁文化上海推广周暨食品
展销活动举行，加拿大游客拿着心酒爱不释手。

▲山东济宁心心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韩
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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