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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昌 /文

第十一章
“功劳簿的反面就是墓志铭”：

华为的自我批判

有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也是

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常说，企

业家要有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品格，实际

上就是讲企业家的自我批判精神。这是企业

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华为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自我批判的

历史，世上很少有如此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

公司。长期艰苦奋斗加上长期自我批判，这

样的企业能不保持创造活力吗？任正非把自

我批判看作是拯救公司最重要的行动。企业

展开自我批判，“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企业

家进行自我批判，“从泥坑里爬出的是圣

人”。正是华为人的这种自我批判、自我纠正

的行动，才使公司健康成长、步步向前。他调
侃自己说：“别人说我很了不起，其实只有我

自己知道自己，我并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
及财务，我的优点是善于反省、反思，像一块

海棉，善于将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进来，转

化成为自己的思想、逻辑、语言与行为。”
任正非认为，华为公司会不会垮掉，完

全取决于自己，取决于我们的管理是否进

步。管理能否进步，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核

心价值观能否让我们的干部接受，二是能否
自我批判。

银1.有自我批判的公司才能
生存发展

任何一个组织如果故步自封、僵化保

守，缺乏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机制，那它迟

早会丧失新陈代谢的功能，走向衰亡。公司

更是如此。
所以，任正非说，我认为一个公司能不

能生存下来，批判和自我批判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开展自我批判，天涯网为我们展开

批判提供平台，又不收我们的费用，这有什

么不好。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改进一点。你
不批判我我还要自己给自己批一下，促进自

己进步，生存能力就强了。你多听听批评意

见，多自我批评，你一定是进步最快的一个
人。大家看到，大家都批评资本主义，没有人

不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东西，连

资本主义的报纸都这么登。但是资本主义就
是在这一、两百年里不断的自我批判，使资

本主义摆脱了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危机，

变成了一个有力量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在批
判与自我批判上大家要深刻理解，你要成为

一个将军，你一定要知道你错在哪儿，你一
定要知道你这个组织错在哪儿。你没有改

进，你就不会有前进。

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全面阐

述了自我批判对个人和组织的进步意义，还
详细说明了具体的方式方法。

他说：“为什么要强调自我批判？我们倡

导自我批判，但不提倡相互批评，因为批评
不好把握度，如果批判火药味很浓，就容易

造成队伍之间的矛盾。而自己批判自己呢，
人们不会自己下猛力，对自己都会手下留

情。即使用鸡毛掸子轻轻打一下，也比不打

好，多打几年，你就会百炼成钢了。自我批判
不光是个人进行自我批判，组织也要对自己

进行自我批判。通过自我批判，各级骨干要

努力塑造自己，逐步走向职业化，走向国际
化。只有认真地自我批判，才能在实践中不

断吸收先进，优化自己。公司认为自我批判

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还不能掌握这个武器
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对他们再提拔

了。两年后，还不能掌握和使用这个武器的
干部要降低使用。”华为对不同级别的干部

有不同的要求，凡是不能使用自我批判这个

武器的干部都不能提拔。“自我批判从高级

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有人

听了以后认为公司内部斗争真激烈，你看他

们说起问题来很尖锐，但是说完他们不又握
着手打仗去了吗？我希望这种精神一直能往

下传，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
提意见，相互提意见时一定要和风细雨。我

认为，批评别人应该是请客吃饭，应该是绘

画、绣花，要温良恭俭让。一定不要把内部的
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有火药味的会议，高级干

部尖锐一些，是他们素质高，越到基层应越

温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一年不行，二

年也可以，三年进步也不迟。我希望各级干

部在组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千万

要把握尺度。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
不太好，像绘画，绣花一样，细细致致地帮人

家分析他的缺点，提出改进措施来，和风细
雨式最好。我相信只要我们持续下去，这比

那种暴风急雨式的革命更有效果。”

银2.“只有自我批判才会成
为强者”

企业生存离不开自我批判，企业要成为
强者更需要自我批判。

任正非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自我批判，

不是自卑，而是自信，只有强者才会自我批
判。也只有自我批判才会成为强者。自我批

判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精神。”“如果一个
公司真正强大，就敢于批评自己，如果是摇

摇欲坠的公司根本不敢揭丑。”“惶者生存”，

就是真正有危机感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华
为能不断成长，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危机感，

坚持自我批判。我们从任正非 30 年来的讲

话（文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有思想上的危

机意识，才使自我批判、自我革新成为可能。
任正非从《反骄破满》《华为的红旗能打多

久》到《华为的冬天》《成功不是未来前进的
可靠向导》《前进的路上不会充满鲜花》等，

华为每向前跨出一步，危机意味和自我批判
就深化一步。

任正非告诉华为人：华为所有的领导

层、管理层、骨干层，华为的所有产品体系干

部，大部分是从交换（机）部门走出来的。他
们带去了自我批判的风气，以及不屈不挠的

奋斗精神。他们就像一个华为大学，源源不

断地向公司输出了多少优秀干部。是自我批
判成就了华为，成就了我们今天在世界的地

位。我们要继续提高竞争力，就要坚持自我
批判的精神不变。

华为的这种自我批判文化，是在长期的

奋斗实践中领悟出来的。任正非说：“如果我
们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

没有自我批判，我们就不会认真听清客户的

需求，就不会密切关注并学习同行的优点，

就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必将被快速多变、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所淘汰；没有自我批

判，我们面对一次次的生存危机，就不能深
刻自我反省，自我激励，用生命的微光点燃

团队的士气，照亮前进的方向；没有自我批

判，就会固步自封，不能虚心吸收外来的先
进东西，就不能打破游击队、土八路的局限

和习性，把自己提升到全球化大公司的管理

境界；没有自我批判，我们就不能保持内敛
务实的文化作风，就会因为取得的一些成绩

而少年得志、忘乎所以，掉入前进道路上遍

布的泥坑陷阱中；没有自我批判，就不能剔
除组织、流程中的无效成份，建立起一个优

质的管理体系，降低运作成本；没有自我批

判，各级干部不讲真话，听不进批评意见，不

学习不进步，就无法保证做出正确决策和切
实执行。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有

广阔的胸怀；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公

司，才有光明的未来。”

自我批判是企业成长强盛的基本“法

门”，也是华为创造或者说再次证明人类进

步的一个普遍法则。

银3.华为红旗能打多久取决
于自我批判

企业生存、发展和强大起来需要自我批

判，企业能走多久多远更取决于自我批判、

自我革命。

“自我批判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还

能向前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还能继续坚持自
我批判多久。”任正非认为，华为的红旗到底

能打多久，取决于员工思想、品德、素质、技
能创新等多方面的提高，而自我批判就是其

中的一个优良的工具。

当今时代，新技术，新业务不断的涌现，华
为要适应新发展，引领新进步，“这是万里长

征，路途漫漫。科学无止境，奋斗无止境，必须

在持续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吸收一切有益的营
养，使我们的产品不断地向国际大公司的优良

产品看齐，从中国市场走入世界市场”。
经历了几十年发展的华为，开始从幼稚

走向成熟。华为越来越坚信，一个企业长治

久安的基础，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被接班人认
可，而接班人必须具有自觉的自我批判素

养。为此，在华为公司，不能自我批判的员工

是不能被提拔的；不能自我批判的干部则将

会被免职，不能担任管理工作；华为要通过

长期的努力，在整个公司内部层层形成自我
批判的风气；通过组织的自我批判，使公司

流程更加优化，管理更加优化；员工通过自

我批判，不断提高自我素质。
这样，成千上万的各级岗位上具有自我

批判能力的干部队伍就会形成，华为自我批

判的价值观就会生根开花，华为的红旗就将

永远高高飘扬。

银4.成功的模式“不可能复制”
华为可以说取得了“成功”“繁荣”，华为

处于一个上升发展时期，已走到了世界先进

前沿。但“成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激励

你奋斗前行，但如果你陶醉于成果，那它的

背后是危机。这是十分可怕的。只有对自己

充满自我批判精神，反骄破满，在思想上继

续艰苦奋斗，长期保持自我进取超越的态

势，才能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

2011 年 1 月，任正非在全公司大会上

以《成功不是未来前进的可靠向导》为题作

了报告。他指出：“华为公司过去的成功，能

不能代表未来的成功？不见得。成功不是未

来前进的可靠向导。成功也有可能导致我们

经验主义，导致我们步入陷阱。历史上有很

多成功的公司步入陷阱的，例子很多。时间、

空间、管理者的状态都在不断变化，我们不

可能刻舟求剑，所以成功是不可能复制的。”

2014 年 2 月 19 日，任正非以《自我批

判，不断超越》为题，就华为公司的组织变革

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

话：“在过去 20 多年中，不断主动适应变化、

持续自我完善的管理变革帮助公司实现了

快速的发展和商业成功，我们不能等到泰坦

尼克号撞到冰山再去调整航向，而是在欢呼

声中出海时，就针对长远航程中可能遇到的

挑战进行布局，未雨绸缪。功劳簿的反面就

是墓志铭，近十年来多少行业巨头走向衰

弱，就是不能适时顺应环境的变化，不能积

极扬弃过去，不能主动打破自我舒适区。固

守不变的优势，这也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进一

步成长和超越自己的最大灾难。未来是光明

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今天我们迎来了

ICT 技术引领和驱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最好

时代，同时我们又处于公司基于知识、技术、

产品、人才以及客户基础等长期优势积累的

最好时期，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

须勇于自我批判，才能最终实现超越！”

华为人深知，时代发展很快，如果自满

自足，就会固步自封，就会从历史上抹掉过

去的成绩。因此，华为人必须长期坚持自我

批判不动摇。任正非希望华为人架着大炮轰

轰华为的问题，多找找华为的问题。他说，

《我们眼中的管理问题》这厚厚的一大摞心
得，其中每一篇文章都经我亲自修改的，大

家也可以在心声社区上发表批评，这样才有
可能解决问题，公司才会不断优化进步。

任正非和他率领下的华为，一个令人敬

服的品质是自觉的、常态化的自我批判精
神。这就是胸怀、格局，这就是华为的底气、

风骨。

银5.“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
变化”

世界在变，华为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

必须求变求进。

任正非分析说，我们处在 IT 业变化极
快的十倍速时代，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

是变化。我们稍有迟疑，就失之千里。固步自

封，拒绝批评，忸忸怩怩，就不只千里了。我
们是为面子而走向失败，走向死亡，还是丢

掉面子，丢掉错误，迎头赶上呢？要活下去，
就只有超越，要超越，首先必须超越自我；超

越的必要条件，是及时去除一切错误。

要“去除一切错误”，任正非指出，首先
就要敢于自我批判。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

师，这三人中，其中有一人是竞争对手，还有

一人是敢于批评我们设备问题的客户，如果
你还比较谦虚的话，另一人就是敢于直言的

下属，真诚批评的同事，严格要求的领导。只
要真正做到礼贤下士，没有什么改正不了的

错误。没有自我批判，我们的 08 机早就死亡

了。正因为我们不断地否定，不断地肯定，又
不断地否定，才有今天暂存的 C驭C08iNET
平台。如果有一天停止自我批判，iNET 就会
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自我批

判，我们的制造平台，就不会把质量提升到

20PPM。

银6.“英雄是有一定时间性的”
在任正非看来，尽管华为还是一个年轻

的公司，充满着活力和激情，但也充塞着幼
稚和自傲，公司管理还不够规范。只有不断

地自我批判，才能使我们尽快成熟起来。这

些年来，公司在《华为人》、《管理优化》、公司
文件和大会上，不断地公开自己的不足，披

露自己的错误，勇于自我批判，刨松了整个

公司思想建设的土壤。为公司全体员工的自
我批判，打下了基础。一批“先知先觉”、先改

正自己缺点与错误的员工，快速地成长起

来。公司成功消除了滋生骄傲自满、不思进
取的情绪。

2000 年，作为华为最重要的部门———市

场部，为了落实自我批判精神，实行了集体大
辞职举措，所有领导干部一律打报告先辞职，

然后再竞岗竞聘。这是一场自我革命的洗

礼。任正非予以高度评价：“他们留给我们所
有人的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必须经

过严寒酷暑的考验，我们的身体才是最健康

的。因此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实际上是在我们
的员工中产生了一次灵魂的大革命，使自我

批判得以展开。作为我个人也希望树立一批

真真实实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的鲜活实践。”

任正非在一次大会上说，我们要深深地
感谢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英雄。没有他们

的奉献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事业。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英雄是有一定时间性的，

今天的成功，不是开启未来成功之门的钥

匙。要永葆英雄本色，就要不断地学习。戒骄
戒躁，不断超越自我” 。

也正因为这样，他“感谢”特朗普对华为

的打压，使华为人警醒、奋起。在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访谈中，任正非指出：“在特朗普

没有打击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内部还是比较

松散的；特朗普打击我们以后，我们内部‘求

生存、求发展’，更加团结一心，而且意志更

加坚强，大家工作干劲和热情更加高涨。”现

在，“我们照样热火朝天地生产，员工人数从

18.8 万人扩展到 19.4 万人，因为要做版本

切换磨合，需要增加工程师。”

银7.“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任正非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来启

发华为人：自我批判不是今天才有，几千年

前的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同志对写文章要

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

彼”，都是自我批判的典范。没有这种自我批

判，就不会造就这些圣人。

现在华为人都比较年轻，也许真正能展

示华为公司实力的，还是未来 10 年的事。

“现在他们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10 年后才

三十七八岁，正当年华。只要我们坚持自我

批判，永不满足，你们火红的青春，就会放射

光芒，就一定会大有作为。”

银8.自我批判是为了提升华
为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只有深入推行以自

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与优化活动，才能

发展和进步。

任正非认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才

能使我们尽快成熟起来。我们不是为批判而

批判，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

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导向公司整体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对个体来说，“自我批

判的目的是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而不是停

留和沉溺于自我否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

要拼命学习，不断修炼和提升自己。

批判是为了建设，否定是为了肯定。因

此，任正非提醒员工，不要过度地自我批判，

以至于破坏成熟、稳定的运作秩序，这是不

可取的。自我批判的连续性与阶段性要与周

边的运作环境相适应。我们坚决反对形而上

学、机械教条的唯心主义，在管理变革中，一

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形左实右。尽管我们要

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但对一个正常的公司

来说，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内外秩序就很难

稳定和有序延续，另一方面，不变革又不能

提升我们的整体核心竞争力与岗位工作效

率，因此，变与不变要统一起来。

在肯定中否定，在传承中变革。任正非

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好这个关。我们开展

自我批判的目的也不是要大家去专心致志

地修身养性，或是大搞灵魂深处的革命。而

是要求大家不断地去寻找外在的更广阔的

服务对象，或是更有意义的奋斗目标。因为

你的内心世界多么高尚，你个人修炼的境界

要看你在外部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

行为，它们是否有利于公司建立一个合理的

运行秩序与规律，是否有利于去除一切不能

使先进文化推进的障碍，是否有利于公司整

体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走出内心世界，向

外去寻找更为广阔的服务对象和更有意义

的奋斗目标，并通过竭尽全力地服务于他们

和实现它们，使我们收获一个幸福、美好、富

有意义的高尚人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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