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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用孔子的这句话形容现在全
国各地招贤纳士的热情一点也不
为过。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
的思想家、教育家，记录其言行的

《论语》中不乏对人才的评论，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现略作整理以飨
读者。

何谓人才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提
出 了 人 才 的 标 准 。 如 子 路 问 成
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
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
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为成人矣。”

子路问怎样才是完美的人，孔
子道：“智慧像臧武仲，清心寡欲像
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
像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
采，也可以说是完美的人了。”等了
一会儿，又道：“现在的完美的人哪
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起
该得不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
命，经过长久的贫困日子，都不忘
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完美的
人了。”

使用人才

讲诚信。首先，孔子认为使用人
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孔子

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
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对
个体来说，离了诚信、求实的态度，一
个人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信任
是相互的。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
就要自己讲信用。

孔子把忠与信并提，认为忠信是
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处讲到
这一思想。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就是把忠信作为修养的
基本内容，要求每天检查反省，是不
是做到了忠信。

在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及治理
国家应注意的问题时，更是将讲求
信义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如子贡
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

笔者认为，这段话的正确含义应
该是这样的：子贡问孔子为政应注意
的问题，孔子回答，要粮食充足，兵员
充足，人民讲求信义，子贡问，如果必
不得已而在这三项中去掉一项，那
么，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兵。”
子贡再问，如果不得已而要在这二者
中再去掉一项，那么去掉哪一项？孔
子答：去食。

子贡和孔子之间的问答，都是假
设而言，实质是形象地说明这三项哪
个重要。孔子对这个重要性的看法
是，讲求信义，诚实无欺，说了话算数，
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和人生价值观念，
应当比生死更重要。人皆有一死，但

是没有信，是无法立足于社会的。
孔子又说，为政要做到恭、宽、

信、敏、惠。他解释“信”时说：“信则
人任也。”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会信任
你。总之，只有得到人们的信任，办
事才能成功；只有自己讲信用，才能
得到人们的信任。也就是说，只有人
人讲信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
信，社会生活才能正常地运行、发
展。这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的道理。

其次，举贤才。在推举人才上，
孔子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如仲弓为
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
诸？”

意思是说仲弓做了季氏的总
管，向孔子问政治。孔子道：“给工
作人员带头，不计较人家的小错
误，提拔优秀人才。”仲弓道：“怎样
去识别优秀人才把他们提拔出来
呢？”孔子道：“提拔你所了解的。
那样你所不了解的，别人难道会埋
没他吗？”

推而广之，治理国家也是同样
的道理，“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
四方之政行焉。与灭国，继绝世，举
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检验并审
定度量衡，修复已废弃的机关工作，
全国的政令就都会通行了。恢复被
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
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的百姓就都
会心悦诚服了。

另外，“尊贤则不惑”。贤者是具
有智、仁、勇三“达德”的人，是勤于学
习的人，能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还说：
“好学近乎知”“知者不惑。”贤者有广
博的知识赋有智慧，因而不惑于事
理。尊贤，向贤人学习，听取贤者的
意见，就能通晓事物的规律而不迷
惑。

第三，做表率。领导者要带好队
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
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
的修养与作风。

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
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
道御之。”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
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
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
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
下一心，行动一致。

“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
人的“身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本
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进行的
通，他本身行为不正当，纵三令五申，
百姓也不会信从。

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
的结果。孔子说“修己以敬”，认
为领导者只有认真地修养自己，才
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做好领导
工作。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

“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
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
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
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
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
修养的重点。孔子把修身看成是
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
事管理思想。

激励人才

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就
意识到了人才的高层次需求，即被尊
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提出“君使臣
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观点使其安心
辅佐朝政。

首先，孔子强调君主对待臣子
要尊重，要有礼节。这是很多古代
君主和现实中的管理者所无法做到
的，他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心情决定
对下属的态度。心情好就会和颜悦
色，心情不好，则会乱发脾气，胡乱
指使。这样的领导往往难以服众，
通常是失败型领导者的典型。

其次，孔子认为臣子对君主要
“忠”，这里的“忠”可不是一般人所理
解的“忠诚”。很多领导认为下属要
对自己很忠诚，不能违背自身的意
愿，这是不对的。孔子所说的“忠”是
指做事尽心尽职，努力完成上司安排
的任务和工作。

“礼”“忠”二字，将上司与下属
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异常清晰。作为
上司，首先要对自身提高要求，能够
做到对下属有“礼”，而不是指手画
脚、颐指气使。唯有如此，才能够赢
得下属的“忠”。同样，作为下属，在
工作中要做到尽心尽职，保质保量
完成上司安排的各项任务。

由此可见，借鉴孔子思想之人才
观，了解人才需求并针对人才特点加
以分析，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采取
有效措施激励人才，可以不断提升治
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使得人才“近者
悦，远者来”。 （中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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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使用人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对个体来

说，离了诚信、求实的态度，一个人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

言之有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
才造士，为国之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决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
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
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我们应该如何深
刻认识并准确把握这一显著优势？

孙庆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培养选拔千千万万
高素质优秀人才，而我国制度恰恰能够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一，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人才培育、选拔、管理、使
用的制度体系。

育好选好管好用好人才，根本靠制
度。目前，以“两个体制”（人才领导体制、
人才管理体制）和“六个机制”（人才培养
支持机制、人才评价机制、人才顺畅流动
机制、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人才优先发展保
障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制度体系正
在有序有效运转。

第二，有效遏制吏治腐败和选人用人
不正之风。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选人用人
不正之风害党祸国殃民。我们党一直高
度重视惩治吏治腐败，匡正选人用人风
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遏制了
包括吏治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行为，惩
治了一批腐败分子，纯洁了党和国家干
部、人才队伍，优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和社
会生态，净化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同时，健全完善一大批党内法规和国家
法律，扎紧反腐败的制度笼子。这些都
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了
有利条件。

第三，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门类
齐全、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依靠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
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加快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目
前，我国人才队伍从数量规模、素质质
量、结构优化程度等多项指标看，都已跃
居世界前列。

第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
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人才制度建设，积极
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围绕
新时代如何做好人才工作、发展人才事
业、建设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
代人才工作和人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人才成长营造了良好环境。

言之有理：充分发挥坚持德才兼备、
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
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其重要意义
是什么？

孙庆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
度的价值在于管用。充分发挥坚持德才
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
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能够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各方面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撑。

第一，为强党兴党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

我们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能否
聚天下英才为党所用，事关党的兴衰成
败。我们党能够从最初只有 50多名党员
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191.4万名党员、468.1
万个基层组织的世界大党，就在于我们党
高度重视人才、广泛吸纳人才、善于使用
人才；就在于我们党能够集中中国工人阶
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集
中全国各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党
的事业不懈奋斗。在我们党已经成功执
政 70多年的今天，面对“四大危险”“四种
考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

要最大程度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更大规
模更高质量更有成效地培养一批又一批
党的执政骨干人才。

第二，为强国兴国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需要人才、更加渴求人才。中国制度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显著优势为满足这种
需要和渴求提供了强大支撑。只要坚持
好发挥好发展好这一显著优势，大批高素
质优秀人才就会不断涌现。

第三，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实
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本色，就要做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强军兴军，人
才是基础性决定性要素。党的十八大以
来，正是因为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一
大批强军兴军迫切需要的高素质优秀人
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民军队综合素质
显著提升，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强军兴军
迈出坚实步伐。

第四，为我国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提
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
争，谁能培养吸引更多人才，谁就能在
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赢得主动。能否
始终抓住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抢占国际人才竞
争的制高点，取决于能否拥有一支世界
一流的高素质优秀人才队伍。始终坚
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为我国赢得
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

言之有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如何坚持好发挥好发展好坚持德才兼备、
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
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

孙庆聚：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
论述，深刻体现了对人才地位作用和人
才成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反映了新
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人才工作的新要
求，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制度建
设和人才事业发展的系统思考和科学谋
划，是新时代做好人才工作、发展人才事
业的科学指南。充分发挥坚持德才兼

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
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这一显著优势，必
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
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二，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首先要明确管

什么、怎么管。既要靠制度管，也要靠科
学的工作方式方法管。要遵循人才工作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通过不断深化人
才制度改革和工作创新，逐步健全完善

人才管理制度机制，真正做到人才管理

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改进工

作方式方法，努力做到人才管理柔性化、

人性化。

第三，始终坚持尊重规律，按规律办

事。

按规律做好人才工作、发展人才事

业，主要是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和人才成长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

律中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

等，都会对人才环境的营造、人才资源的

配置、人才的流动流向等发挥作用和产

生影响。人才成长规律主要包括人才需

要通过学习增长知识、通过培训增加技

能、通过实践提升素质和本领、通过正心

修身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等。在实

际工作中，这两个规律是相互联系、共同

发挥作用的，不可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

薄彼。

第四，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只有不断深化人才制度改革，破除各

种束缚、限制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人才工作才能大有作为，人才事业才能健

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

改革的深入推进，“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

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

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日益充分地发挥出

来，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不断被激发

出来，八方贤能、天下英才不断集聚到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得人

才者得天下，赢人才者赢未来。只要我们

切实坚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这一显著优势，真

正汇聚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高素质优

秀人才大军，就一定能够把握当下、赢得

未来。 （人民日报）

中国制度何以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

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具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

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

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

势”。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这一

显著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各方面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围绕这一问题，言

之有理工作室采访了中央党校

原副校长孙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