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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1日，现代孔子思

想第二期讲座假醉花林俱乐部举

行，获得公众的热烈反应，出席人

数多达 550人左右。讲座会非常成

功，听众都投入聆听，踊跃提出问

题，并且纷纷表示讲座会有新鲜

感、有创意、有启发。主讲者杜博

士分享了他在破产后，如何依照孔

子思想的教导，能够咸鱼翻身，东

山再起的亲身经历，使大家很受启

发。听众对修身、齐家、治国、格

物、致知，特别是修身，修仁义，

修孝悌有了比较全面及深一层的

了解。讲座会主席潘国驹教授也称

赞杜博士的演讲深入浅出，非常成

功。众多听众在讲座会后，不约而

同地询问什么时候举行第三期讲

座，希望能够继续参加。  

杜博士的讲题一：孔子八大

主旨的辩证关系。他详尽解释了孔

子非常重视修身的理论依据，是源

自孔子“中庸”及“大学”的理论。 

“中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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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所有事物，包括道德观的本

性和本质；“庸”是天下所有事

物、道德观的发展规律。中庸就是

做人做事的最高指导原则。 

《中庸》后半部说：“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者，非

道也。”，意思是人的本性、本质，

就是要修身，修养仁、义、孝道，

道德观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要遵守。 

《大学》的理论：“物有本

末，事有终始”、“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

本”。“其本

乱 而 末 治

者，否矣”。 

孔子指

出：修身是

做 人 的 根

本，不管你

是皇帝或百

姓都要修身。修身就是要从格物、

致知（踏实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学习），从正心（保持情绪平稳）、

诚意开始；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

家、治国、平天下。 

杜博士在讲到孔子思想与企

业关系时提出，孔子要求做人必须

要正直，“政者，正也”。商者也

要正直，明白“不义之财，于我如

浮云”、“德者，本也；财者，末

也”、“贱货而贵德”，重视精神

生活，看轻物质生活。道德是企业

竞争力的泉源；修身能帮助我们

长寿，因为“仁者不忧，仁者寿”。 

杜博士说，孔子强调思考，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

殆”、“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

可为师也”。思考是学习和创意的

泉源。企业家必须不断学习和思

考，才有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

《大学》：“苟日新，日日新, 又

日新”，就是要我们天天有创意。 

企业家也可以从孔子理论中

掌握用人留人之道：“用人唯贤

与能”、“始吾

于人也，听其

言而信其行；

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

行”。曾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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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老板间交

往要有诚信，从而提高员工素质与

效率；要员工尽忠职守，对公司有

贡献，先要有“本事，就是先要有

本领，才能做事”，而本领就是从

学习而来：“学而不思，则罔”。

企业家必须要做到“射有似乎君

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不

断反省，知错必改，才可以成功地

永续经营企业。 

这些都是企业家可以从孔子

理论中汲取的智慧。 

2015 年 11 月 1日杜南发博士在醉花林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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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1日星期天下午，

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由现代孔

子思想基金会主席杜南发博士主

讲的“现代孔子思想增加金钱和

精神财富”公开讲座顺利进行，笔

者有幸担任此次讲座的大会司仪。

从两个小

时的演讲

中获得了

不少启发，

深有感受，

笔者谨此

与读者们

分享个中

得着。 

 

 

 

杜博士对于孔子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的诠释，可谓

深入浅出。他指出，如果领导者无

法做到修身，即修仁，修义，修孝

悌，那其他的任何发展都将是空中

楼阁，徒劳无功的。 

 

修身之能力培养，包括：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几个名

词，杜博士的解说让观众恍然大

悟！“格物”就是对事物作出深入

调查与研究，“致知” 就是尽一切

努力学习并吸收知识，“诚意” 就

是做到视他人如自己一般的重要，

“正心”则是在任何时间任何状况

都保持正面心态！ 

 

在“正心”方面，杜博士坦荡

荡分享了自身在中年时期企业碰

上困境而遭遇破产的经历。他说，

正心者，无论遇上任何状况，都必

须能够坦然视之并且从容应对，即

使坠入了人生谷底，破了产，甚至

当了要饭的，都要面露微笑，开心

  

 

 

 

杜南发博士是现代孔子思想的身体力行者 
 

杜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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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活。这番言词，震撼了所有来宾，

他也分享了当年是如何“咸鱼翻

身”的精彩内容，杜博士的演讲受

到来宾的热烈回响。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杜博士将 “知，

仁，勇” 视为人生关键成就的基

础。好几位来宾后来还纷纷提出问

题请杜博士解答，有问到关于孙子

兵法与孔子思想的挂钩，杜博士回

答道，能够充分运用孔子思想 加

上孙子兵法，配合“智，仁，勇”，

将能够带给企业与人生长远的成

功！ 

 

笔者与 76岁的杜博士，在公会

中认识至今超过 20年，可说是他实

践人生目标的有效目击证人。俗话

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当许多人都

渴望在晚年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

生活时，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孜孜不

倦，甚至含辛茹苦地为他人为众

生，推广净化心灵及优化社会，但

却鲜为人知的孔子思想？所以在

我眼中，杜南发博士，显然就是孔

子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不愧为现代 

“智者，仁者，勇者” 的写照！ 

 

 

出席 2015年 11月 1日第二期现代孔子思想公开讲座的贵宾有：醉花林俱乐

部的文教顾问潘国驹教授、儒学会会长陈荣照教授、孔子后裔联谊会会长孔

繁樑先生、儒商学会会长沈时达先生、南洋孔教会副会长李叶明先生、现代

孔子思想基金会理事杜培杰先生和林财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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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虑，虑而后能得。 

 

政治道理：在宣扬鲜明的德

政，使人民成为与时俱进，有新思

维的人民，以追求高善的奋斗目

标。有了奋斗目标后，就有发展志

向和定向，心就不会妄动；有了定

向后，就能够冷静下来，冷静下来

心就能安定;安定下来就能够深思

熟虑，有全面思虑后，就能有心得

和成功。 

 

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 

 

物体有它的根本、树干和枝

末、树叶；事件有它的终结和开

 

   大 学 新 解 

     大学—大人之学即政治论 

杜南发博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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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

重要的，什么是根本的，什么是枝

末，什么应先做的，什么是次要慢

做的，你就做得对，近道了。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

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

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古人要向天下的人宣扬鲜明

的德政，要先治理好国家，要先治

理好国家，先要协调管理好他的家

庭；要协调管理好他的家庭，须先

做好个人的修身（修仁义、养身和

学习），要做好修身，须先保持平

常心（情绪平衡）；要保持情绪平

衡、平常心，须要有诚意(心诚意

恳)，言行一致；要有诚意，须先尽

力求知识；尽力求知识，在于调

查、观察、思考和分析事物。调查、

观察、思考和分析事物之后，才能

获得丰富的、正确的知识，有了丰

富知识后，就能辨别是非，明白事

理，才能保持诚意；有心诚意恳，

言行一致后，才能有平常心和情绪

平稳。保持平常心后就能专心修身

养性（修仁义、养身和学习）。修

身养性后，才能够协调治理好家

庭，协调治理好家庭后，才能治理

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

平安昌盛。 

 

原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从皇帝到百姓，每个人都要以

修仁义、养身和学习作为做人最根

本的事去做。以“修身（修仁义、

养身、学习）”的根本事没有实践，

而希望为“末枝的社会”能安宁有

序是不可能的！有修身的厚重（厚

道稳重）的人，其行为轻浮，而未

有修身的轻浮的人，其行为厚重，

是没有这种事的。 

2015 年 12 月 21 日，杜博士在泉州马甲镇 

仰恩大学演讲现代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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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or Lam 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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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家是否会有疑问，我身为商

人，学历不高，不是学者，为何

对孔子思想特别爱好重视，了解

那么深入？ 

 是的，我的背景与我对孔子思想

的执着、了解和创新是不是靠

谱，是许多人想知道的。 

1.1 我读华中时，就受陈嘉庚的

“取之社会，用诸社会”思想

的影响。 

1.2 年轻时就很推崇孔子的仁义，

所以当我的孩子出世，我就为

他们取名德仁和德义。 

1.3 1991年，我们因为种种原因，

被逼成立“贞义社”，向社会

宣扬贞义姑的伟大精神，是体

现孔子思想的仁义智勇。 

 每年贞义社举办庆典纪念贞

义姑的诞辰，我必须演讲贞义

姑的伟大事迹，藉此宣传孔子

思想。这样逼得我需要看孔子

书，准备演讲。在过去 20年，

我断断续续地读孔子书有所

领悟和理解，我认为孔子思想

被封建皇帝、儒家大师、和一

些学者利用、歪曲和误解。

2000 年在我的演讲中提出这

一点并首创提出孔子思想是

科学的，创意的、务实的和真

理的。所以我说，贞义姑促使

我去读孔子书。我一生受到两

个伟大历史人物贞义姑和孔

子的影响和激励，尤其是后

者，使我有今天的成就。 
 

2. 为何我能融会贯通、复原并创新

孔子思想？ 

 谁是我的老师？你们猜谁是我

的老师？我的老师就是孔子！

我活用孔子教导的治学方法来

研究孔子学说。怎么说？因为孔

子的治学方法是科学和实用

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

知新，学而时习之，可为师也”。

孔子思想的著作有三本：论语、

大学和中庸，论语是讲做人的标

准，是道德论；大学是大人之

学，是政治论；中庸是孔子思想

现代孔子思想如何造就我 

杜南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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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要了解孔子思想，先要

了解他的理论，于是学习理解中

庸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是很多

人，包括学者所忽略的。 
 

3. 孔子思想是 2550多年前的学说，

今天我们推广现代孔子思想是

否适时、实用、管用，有意义和

价值吗？这是很重要和严肃的

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 

 从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成立后，

我推广现代孔子思想遇到一些

疑问和困难。很多人对孔子思想

不了解、有成见：认为孔子思想

是落后的，没有创意与不科学

的，只是讲仁义道德，对做生意

没有帮助。很多人看不起孔子思

想，轻视它，表示没有兴趣。也

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孔子思想不

甚了解，也不了解我要推广现代

孔子思想的意义。他们认为孔子

思想如果是那么棒、那么管用，

为何孔子的家乡中国过去却是

那么落后、那么穷？也有人说，

推广儒家思想早在 30 多年已经

有人提倡了，这是学者的事，让

学者去做吧！ 

 很多人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

孔子思想这座知识宝山，我们不

能责怪他们。这是因为过去 2550

多年孔子思想被利用、歪曲和误

解，没有表达孔子思想的精神实

质，使人们不能真正的理解所造

成的严重后果！ 

 如果今天我所提出的现代孔子

思想，不是科学的、创意的、务

实的、实用的和真理的，不适合

时代，不能应用到各个领域、各

层次的生活，不能让年轻人，企

业家，各界人士有益处；不能匡

时济世，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

平，那我的工作是没有意义、浪

费大家宝贵时间！ 

 事实上恰恰相反！最近，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意识到孔子思想

的实用性，指出要解决当代贫富

悬殊、社会诚信、道德每况愈下

等突出难题和世界难题，提供孔

子思想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

益启发；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

有益启示。这说明推广现代孔子

思想是合时宜与实用的，是匡时

济世的！ 

3.1 让我谈过去 20 多年来孔子思

想如何造就我个人和我的企

业。 

3.2 孔子重视做人要有仁义诚信的

基本品德，要先学会做人，才能

做生意、做事和做官。我用孔子

的仁、义、诚、信作为公司的企

业文化。消费者很信任我的公

司、产品和广告诉求，长期支持

使用公司产品。员工也认同公

司文化，效忠公司，作出贡献。 

3.3 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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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员工，

要员工们讲诚信、友爱、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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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要员工对老板或公司效

忠和尽忠，忠诚贡献；要员工

重视学习，温习所学习的知识，

以提高个人的本事，提高工作

效率；这有助提高员工的效

忠、效力和团队精神，避免跳

槽，增加效益。 

3.4 孔子思想是重视创意的，这一

点在历史上、传统上被忽略了。

我利用孔子的创新思想来加强

产品开发、广告行销和提高生

产力，增加企业竞争能力，促进

公司业绩，使 Bio-essence 成

为新加坡第一护肤品牌，高价

被印度集团收购。 

 孔子的创新精神体现在： 

3.4.1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像每

天要洗澡一样，洗掉肮

脏污垢，使我们清新；

要我们去掉坏习惯、旧

思维，追求新思想，追求

创新；要我们像天天洗

澡一样，天天都要创新。 

3.4.2“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

极”。周朝建国虽然很

久，但却充满维新的思

维，于是君子都要尽最

大的努力追求新的思想

和理想。 

 3.4.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与至善”。大人之

学的道理，在宣扬鲜明的仁政，

使人们成为有新思想，有高尚

奋斗目标的人。 

3.4.4 “学而不思，则罔”，因

为有思考才能产生创

意。 
 

4. 1985 年我破产了，1987 年我东

山再起，孔子思想起了什么作

用？ 

 孔子说：“君子有似乎射，失之

正鹄乎，反求诸其身”、“智者

不惑，勇者不惧”、“随遇而安，

自强不息”，对我东山再起，起

了关键性的作用。 

 孔子说，作为君子做事要像射箭

一样，射不中箭靶，（意思是做

事失败了，破产了），不要怨天

尤人，要虚心检讨自己失败破产

的原因，改革错误，重新再来。

“知者不惑”，有智慧的人，胜

不骄败不馁，不会迷失方向。有

位年轻宗亲，在我破产时，劝我

去观音堂拜拜，扫走厄运，保佑

发达。但我没有去观音堂拜拜，

因为我觉得我的命运是掌握在

我的手上。“勇者不惧”，勇敢

者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挑

战，不怕失败、不理会人家瞧不

起，有信心和勇气争取东山再

起！“随遇而安，自强不息”，

当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破产时，

孔子教导我要随遇而安，泰然处

之，要乐观，不要忧郁；但要自

强不息，照顾健康，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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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子的中庸理论：致中和，阴阳

调和，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和气求财，和谐相处，和而不同，

和而不流，不要过尤与不及，随

遇而安，保持情绪平和，修身和

养身等，是我对个人、家庭、社

会交际、社团和企业生活的指导

原则，为人处事的原则。 

 

6.为什么，2013年公司卖了 1.77亿

元，我没有去环游世界，清静享

福晚年，却捐出一千万元成立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到处

演讲，出钱出力，忙得不可开交

呢？我的人生梦想就是推广现

代孔子思想，匡时济世。2007 年，

我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演讲时就

说，我做生意赚钱，不是我的最

后目的，我的最后目的是宣扬现

代孔子思想！ 

 

7.我的人生观是人生有四求：求

健康、求知识、求成功、求贡献！

因为我有幸（也可以说是不幸，

因为我要出钱出力，没有机会清

闲享福！）能融会贯通孔子思

想，觉得它是非常优秀，科学的，

实用的学说，掌握它，终身受用

无穷。对个人、社会、国家，甚

至全世界、全人类作出伟大贡

献！因此，我不能自私自利，藏

为己用，要把我的孔子思想心

得，公开宣扬，与大家分享，唤

醒人们重视和学习，希望提高人

们素质，促进和谐，匡时济世，

造福人群！ 
 

8. 现在希望你们听了我的演讲、看

了我的书后，要看得见、看得起、

看得懂这座知识宝山－孔子思

想－要挖宝满载而归，终身受用

无穷！  

2015年 12月 21 日杜博士在泉州马甲镇仰恩大学演讲现代孔子思想，师生听讲的热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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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Tor Lam 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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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s: pursue health,  knowledge,    

success and contribution. My dream of life 

is to propagate Modern Confucius Thought. 

Since it is fortune that I can comprehend 

Confucius Thought, (maybe it is unfortu-

nate as I have to take out money and time 

affecting my enjoyment of old age) and I 

have the opinion that it is excellent,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mastering it can 

benefit you endlessly.  It contributes tre-

mendously to individual, society, nation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mankind! Therefore, I should not be selfish 

and keep it to myself. I must be open what  

I have learned about Confucius Thought 

and share with all of you, waking up people 

to value and study them, in order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people,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to relieve universal crises, save 

the world to benefit mankind! 

 

8. I hope  my  speech  and  new  book  will   

enlighten you to realize Modern Confu-

cius Thought—the treasure mountain of 

knowledge—and hope you will dig more 

treasures to enrich your life and        

business. I assure you Modern Confu-

cius Thought will benefit you for whole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