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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管理日志》
作者：金错刀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45.00元

本书以日志的形式，从多角度剖析马云的管

理思想精髓——从坚定的价值观、梦想、创业精

神，到实际的团队建设、公司治理、品牌营销，再

到应对危机的失败学和竞争论——为读者展现

一个完整的马云。

企业人才管理的最佳实践
□徐中（北京智学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曾国藩的看人之道

书山寻宝

《给你一个团队，你能
怎么管？》
作者：赵伟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35.00元

作者用亲身经历，通过简洁有趣的描述，翔

实动人的案例，为我们揭示管理的真相，告诉你

应该如何建设和管理一个团队，内容富有系统性

与针对性，简单易懂，容易上手。

《人才管理大师》
作者：（美）比尔·康纳狄

（美）拉姆·查兰
刘勇军 朱洁 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价：39.00元

本书集中体现了人才管理大师的

特质组合：比尔·康纳狄在通用电气效

力长达 40 年之久，拉姆·查兰则是全

球排名第一的管理咨询大师，两人将

他们的经验和洞见总结出来，写成这

本人才研究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将

企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从事猎头工作多年，在书中针对职业经

理人、用人企业，甚至对所有的职场人士，提出了

许多中肯、实用的建议和意见。

《别让猪上树》
作者：王洪浩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定价：35.00元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的确，千秋大业，人才为本。人才是事业成败的根本，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然而，什么是人才？如何才能发现和用好人才？本期推出的这些书籍，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用人成败、有的总结智者的选人经验、有的告

诉我们管理专家眼中的用人经。想成为一名人才的你、正“怀才不遇”的你，以及在为寻找人才发愁的你，或许可以从书中得到一点启示。

本书基于细致的描述与缜密的分析表明：

美国之所以大师辈出，主要在于其塑造精英的

社会机制与文化氛围，尤其是精神、思想、传统、

价值观、信仰与习俗等“软实力”因素。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
师？——20世纪美
国顶尖人才启示录》
作者：付美榕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定价：39.00元

别开生面的历史研究
□张炳元

审校完《人才管理大师》，我深为

两位作者对人才管理实践的深邃洞察

和系统总结所折服，也为9家企业的人

才管理最佳实践所叹服。

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人力资源和领

导力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康纳狄在通

用电气工作40余年，长期主管人力资

源工作，与杰克·韦尔奇和伊梅尔特并

肩战斗多年，建立和完善了通用电气的

人力资源体系和领导梯队建设体系，是

世界上最有实战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

大师之一。查兰博士是世界知名的管

理咨询大师，长期为杰克·韦尔奇等世

界500 强CEO提供咨询和教练服务，

近距离观察和培养大量世界级卓越企

业的各级领导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他在《领导梯队》、《高管路径》和

《执行》等著作中多次阐述了领导人才

培养的系统方法，对企业界影响深远。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两位作

者深入分析了9家世界级卓越企业人

才管理的最佳实践，系统梳理了他们在

人才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通用电气、

宝洁公司、印度斯坦联合利华、诺华制

药、安捷伦科技、私募基金公司CDR、

固特异、联合信贷银行、LG电子等9家

企业在人才管理方面走出了各自独特

的道路，为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9个真实案例揭示了人

才管理的“真经”。

所谓“人才管理大师”，既是指企

业的CEO，也是指整个企业。“人才管

理大师”的七项工作法则是：CEO 高

度重视和亲自参与，创建一种适合人

才成长的环境；明察秋毫，培养精英；

树立和强化正确的人才理念；营造信

任和坦诚沟通的文化氛围；建立严格

的人才评估制度；与人力资源部建立

伙伴关系；不断学习，持续改进。

“人才管理大师”能够把少数“伯

乐”的“相人”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形成

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流程去分析、

了解、塑造和培养人才。他们在发掘

和培养人才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他们会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坚持不

懈对人的能力进行判断，从而让他们

的主观判断变成具体的、经得起检验

的客观判断，最终形成像企业的财务

报表一样清晰明确的衡量指标。

通用电气的人才管理体系无疑是

本书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作者首先

讲述了一个高管突然离职的真实案

例，韦尔奇、伊梅尔特和康纳狄在一天

之内为该岗位找到了最佳接班人，妥

善处理了人才危机，充分展现了通用

电气的人才管理智慧和雄厚实力。

此外，宝洁公司培养全球化领导人

才的成功经验，安捷伦公司帮助技术型

人才转型为业务领导人，诺华制药通过

强化领导者的自我认知提高领导力，私

募基金公司CDR的人才管理创新，以

及LG电子全球招募优秀人才取得成功

的最佳实践等都极富启发性。

在书中，作者还讲述了20多个领

导人才成长的真实案例，极大的增添

了全书的可读性和情景感，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企业人才管理的宏

观体系和微观操作。

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企业领导人把

人才管理和财务管理放在同等的地位，

并且使其清晰明确，那么，这个企业的

人力资源潜力将得到真正的开发。

曾国藩看人，首先看这个人有没

有独立之志，在大事上是否有自主判

断力，能否独当一面。而且不仅要能

独当一面，还要能聚集众人的力量。

一个领导最要紧的不是自己在做事，

而是要让跟自己的人都能好好做事，

这点才是最关键的。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独立之

志，一个很直观的方法是看他是否听

话，怎么听话，以及听话听到什么程

度。一个人如果太听话，就容易变成

“奴才”。你对老板服服帖帖，老板一

定把你当“奴才”。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有

足够的判断力，能清楚把握其中的界

限。中国人是最懂得品质管理的人，

其核心就是牢牢抓住上下限，然后由

此就产生三个字，叫作“差不多”。听

话听到差不多，不听话不听到差不多，

守规矩守到差不多。“我绝对不骗人，但

是我经常不说实在话”，这是外国人根

本弄不懂也弄不明白的道理。如果曾

国藩不守规矩，我们就不必学他，但是

如果曾国藩太守规矩，他又很可能活

不到62岁就死了。有些时候如果你完

全死守规矩，不懂得灵活变通，你就会

无路可走，甚至只有死路一条。

其次，曾国藩看这个人有无过人

胆识。立好志之后，还要有胆识。“要

能自己拿定主意，就必须有胆识，能

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作出合理应

变。”我们今天也会谈各种“识”，比如

见识、胆识、知识、常识，其实和古人

讲的不太一样。古人所谓的“胆识”，

包括了前面所有这些，它们合起来就

是胆识，胆识是综合性的。一个人如

果没有其他这些“识”，是根本谈不上

有胆识的。没有知识，你敢有胆识

吗？没有常识，你谈什么胆识？没有

见识，你有胆识又有什么用？而且最

终的考验也是“胆识”。

有胆识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事

果断，能果断决策。因此要“博采众议，

不主观武断”，也“不能以自我为中

心”。现代人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爱以

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说“我负责”。说

这种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能“果敢决

断，不草率、不鲁莽”。曾国藩也曾经“当

断不断，反受其乱”。他42岁在家守母

丧的时候，就曾经患得患失，不肯出来率

领湘军，怕出来之后别人会骂他不孝，最

后差点丧失机会，不过他会这样担心也

难免，也属人之常情。因此一个人不能

太坚持自己，否则就叫“刚愎自用”，但是

也不能太软弱，否则就是犹豫不定。怎

么把握好中间的度，取得平衡，就需要自

己去悟、去体会。

曾国藩看人，第三点看这个人有

无持久恒心。什么叫“有恒”？就是

要专心，要长期坚持，而不能有始无

终、有头无尾，有头无尾是最糟糕的，

但也是最常见的。偶尔一次坚持，偶

尔一次表现出应变力是很容易的，但

是能长期这样做，却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点可以说是把成功者与普通人

区分开来的最大原因。

好友陈云发近日寄赠我刚由文汇

出版社出版的《错位的人杰》，认真拜

读一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以新的视角

研究历史，有真知灼见的著作。早在

上世纪90年代，作者在读史时就发现，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均是某一领域

的专家，卓有建树。但在帝王的位置

上却都干得很糟糕，最后弄得亡命亡

国。当时他就想写一本书探讨其中的

原因，后感到视角过于狭窄，故未动

笔。前年初，作者再读史书时突然对

这个问题有了新的领悟：这背后实际

上是一个选用人才的机制问题。

正如作者所说，当把视野转向考

察、探究中国帝王时代的人才机制方

面以后，“顿觉茅塞洞开，许多原来的

疑难就迎刃而解了。”中国历史上的

君主都是世袭制，这不仅造成在最高

统治者的选择上存在一种根本性、机

制性的缺陷，而且标志着在帝王这一

最关键、最重要的人才的选用上，存

在着最大的不公平。因此作者认为，

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单纯讲朝代更替和

政治经济文化，必须把人才选用机制

上的根本弊端剖析给人看。书中，作

者正是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对中国

从上古部落联盟时代、诸侯分封时代

直到清王朝，在人才选用方面采用的

禅让制、世袭制、察选制和科举制，其

各自的沿革和利弊，作了鞭辟入里的

分析，深刻阐述了人才选用得当与否

与国家兴亡的关系。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作者也

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与

众不同的看法。譬如屈原，作者认为

他从楚怀王的心腹重臣到遭谗被流

放，说明他缺乏对付奸邪小人的智慧

和手段。对于一直以来认为屈原不离

不弃楚国是爱国的表现，作者提出了

异议，他认为孔子早就说过“春秋无义

战”，孔子自己尚且离开鲁国先后投

齐、卫、楚、赵，以冀一展抱负，而孙武、

百里奚、商鞅、孙膑、张仪等也都是转

投他国英主而后尽展其才的。千百年

来无人责备孔子和上述人物不忠于祖

国，为何独独屈原若明珠他投就是背

叛楚国呢？因此，作者认为屈原是一

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离骚》《九歌》等

诗篇是奇珍异宝，在文学史上有独特

的地位，但是政治上他只能算是一个

庸才。这样的新见显然不是臆说，而

是持之有故的。

同时，本书作者在臧否历史人物

时，既能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又能予

以“理解的同情”，因而避免了简单

化。对冯道的评论就充分体现了这种

态度。作者指出评价冯道这样复杂的

历史人物，一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二

不能脱离论者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完

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冯道当

时的时代背景看，他虽曾为五朝八姓

时十一帝执掌权力中枢，但朝野对他

始终尊崇有加，没有非议，这说明他的

行为具有历史合理性。我赞同作者所

说的，对冯道这种复杂人物的评价，似

宜“多锤定音”，难以一锤定音。也就

是说既不必否定五代时人们对冯道的

正面评价，也赞同后世学者因所处时

代的要求对他的批判与否定。这是否

是历史相对主义？我认为：否！因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

家克罗齐语），人们总是为了现实的需

要才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的。

本书可视为一部研究科举制终结

前中国人才选用机制的专题史，但是

却没有严肃的面孔。它坚持论从史

出，努力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本身

来说话。叙述时很少引用文言文献，

而是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娓娓道

来；遇到古代政府机构或官职等专名，

又能及时予以注释，减少了年轻读者

的阅读障碍。有趣、好读，是本书的又

一特点。

《错位的人杰》值得一读，尤其是

各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读

后当会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

精彩书摘

书评

《曾国藩识人用人之道》
作者：曾仕强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定价：110.00元

本书结合曾国藩的一生经历，
清晰呈现了曾国藩通过一生坚持
进德修业、自改命运，由不懂识人
转变为阅遍大清举国之才的鉴人
用人大师的非凡历程。

《错位的人杰》
作 者：陈云发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定价：36.00元

天生我才，何处安放？所谓“星宿”，
如何归位？本书全面诠释人才上位的最
东方规则，全面透析中国历史上人才精
英择业得失现象，洞悉星宿人才沉浮的
秘密，解开人杰精英错位的迷局。

书海畅评

书序拾贝

管理（上、下册）
作者：
（美）彼得·德鲁克
（约瑟夫·马恰列洛
辛弘 译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价：39.00元

彼得·德鲁克数十年前在那台嘎嘎作响的

旧打字机上写下的文字，到今天一如当初那样

切中要害。它们值得每一个肩负责任的人去

读——现在值得读，明天值得读，100年之后仍

值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