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相关概念界定

“职工”一词在新华词典中的解释为：“职工

是指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 李磊在《职工文

化建设研究》一书中将“职工文化”定义为：“职工

文化是职工群众在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形成

的、为多数职工所共同遵守的基本信念、价值追

求和行为标准，是职工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的整

体体现，其根本目标是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和保障职工的文化权和

发展权，促进广大职工的全面发展。 其中，劳模精

神是职工文化的典型代表。 ” [1](P4)

职工文化主要有主体性、人本性、民族性、时

代性、功能性、先进性、广泛性、载体多样性等特

征。 职工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职业素质、职业

精神、职业价值观、职工业余活动、职业技能、职工

形象、职业道德、职业行为规范、职工教育、职工培

训、职工学习等。
职工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 要

组成部分，是凝聚职工力量、加快经济发展、弘扬

时代新风、推动社会和谐、满足职工需求、提升职

工幸福指数、保证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是新形势

下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社会文明进步、造福职工

群众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职工文

化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它是企业发展的内驱

力，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建设

形成的优秀职工文化是支撑企业发展的动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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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面提升职工职业素质的目标。

[关键词] 企业职工文化活动；激进建构主义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层化

[中图分类号] D41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416（2019）04-0087-05

【职工问题研究】

山东工会论坛

Shandong Trade Unions’ Tribune
第 25 卷第 4 期

2019 年 7 月

Vol.25 No.4
Jul.2019

87



一笔十分可观的精神财富。
目前国内职工文化活动的开展面临着两 个

难题：一是组织者不知道职工文化活动应该包含

哪些内容，对高层次的职工文化活动内涵缺乏清

晰认识，不知道教育职能才是职工文化高层次的

追求目标。 二是职工文化活动的项目种类和实施

渠道单一，无法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对职工文化

的内在需求，职工参与职工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

高。 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就要对职工文化活动

的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和分类，对职工文化活动项

目进行系统的完善，对职工文化活动的渠道进行

拓展，以满足职工发展需求为目标开展有利于职

工各方面素质提升的活动。
本文提出的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建设理 念

来源于激进建构主义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主张以职工的需求为中心，以提高职工对职

工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为目标，将职工文化承担

的教育职能通过寓教于乐的途径开展起来，实现

全面提升职工职业素质的目标。
二、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的理念来源和内容

（一）激进建构主义理论

激进建构主义理论是指通过教育帮助学 习

者主动建立起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构，是学

习 者 的 一 种 自 我 认 知 反 映 。 激 进 建 构 主 义

（Radical Constructivism） 是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欧美国家兴起的一股富有冲击力的理论思潮，其

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和交往理论科学家恩斯

特·冯·格拉塞斯费尔德。 激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Radical Constructivism Learning Theroy） 认为：知

识不是由认知主体被动地获得的，而是积极主动

地构建的，知识的功能是适应并服务于经验世界

的组织，而不是对本体论的客观现实的发现[2]。 相

比较传统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激进建构主义更

强调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的主动性。 激进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教学活动中以学习

者为中心，强调知识的可理解性输入，强调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强调实践在知识掌握中的作用。
根据激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要想提高当前

职工文化活动的层次和质量，必须重塑职工文化

活动的架构，这个架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组

织建立起分层化的外部显性架构，二是帮助职工

建立起清晰的存在于职工思想中内部架构。 而职

工的内部架构是依赖于建立的外部显性架构而

存在的。 激进建构主义的目标追求就是实现外部

架构模式与内部架构思维的统一，实现主客观形

态的一致。 而实现主客观形态一致的路径就是学

习型组织的建设，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职工的认知

水平，使职工在自己的头脑中架构起分层化的职

工文化活动图， 完成对职工文化的正确认识，最

终通过主动参与职工文化活动，不断提升自身各

方面的素质。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职工文化活动的实质是满足人的生存需求。
而人类的需求又是可以分成多个层次。 本文提出

的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建设的另一理论基础是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

由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来

的。 马斯洛从人类需求的角度探析人类的行为以

及激励措施，并结合人类的发展特点将人类需求

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

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3]。 根据马斯

洛的学说， 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分层次的，人

类需求按照由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人

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需求目标。 而马斯洛

的五层次需求理论也为职工文化活动的分层化

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为职工文化活动不是强

制要求职工参加的活动，主要靠的是职工内在主

动性参与，所以必须分析职工的心理活动。 而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分析职工心理活动的一

种基础性理论，可以作为职工分层化建设的指导

性理论，基于这种理论就可以构造起职工文化分

层化建设体系。
（三）分层化的职工文化活动体系的内容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活动是有

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层次化的需求，先要求满

足低级需求，而后逐渐需要满足高级需求。 每个

人的内心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而展开自己的外部

活动的。 所以，组织开展职工文化活动也要按照

这个线索进行设计和安排， 可以把职工文化活

动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满足生理需求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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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 主要是围绕吃、穿、住、行开展的一些相

应活动， 目的是提高职工基本的物质生活质量

和 精 神 生 活 质 量，如 礼 仪、服 装、化 妆、审 美、摄

影等。 第二层次，提高职工的职业安全感和稳定

性、价值观水平和法律意识，满足职工的安全需

求的活动。 第三层次，一些团队合作方面、提升

职工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感， 满足职工的社交需

求的活动。 第四层，一些技能竞赛、才艺比赛、文

体竞赛等活动。 通过开展这些活动让职工充分

展现出自身的才艺， 单位再对表现优异者进行

适当的表彰，有利于提高职工的自信心，满足职

工尊重需求。 第五层，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实现自

身价值的平台，使之发挥出全部的聪明和才智，
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

价值，满足他们的自我实现需求的活动。
三、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建设的途径

对职工文化活动进行分层化的设置，对处于

不同层次、不同需求阶段的职工提供不同的活动

平台，以实现全方位满足职工生存和生活需求的

目的。
（一）满足职工生理需求的途径

满足职工生理需求的活动一般都 与职工 自

身的基础性职业素质提升有关， 所以应采取理

论授课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让职工了解

更多的相关知识，开展一些相应的训练，定期开

展一些相关内容的比赛， 提高职工的基础性职

业素质。
基础性职业素质一般由健康素质、 道德素

质、人文素质、艺术素质等构成。 提升职工职业素

质的路径有很多，儒家书院制教育模式就是一条

有效路径。 儒家书院制教育模式是在总结了儒家

前辈学者教育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合于国

内目前企业发展情况的一种职工职业素质教育

方式。 其教育形式就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业

余培训学校，为本单位职工提供思想道德、艺术

素养、 身体和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的培训课程，
定期对职工开展职业素质培训活动，满足职工这

方面的需求。
（二）满足职工安全需求的途径

职工的安全需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

身安全需求，一是职业安全需求。
人身安全需求主要来源于职工对自身哪 些

行为是否可能违法违纪的担心和对自身安全如

何进行保障的担心。 为提高职工人身安全需求，
需要做好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提高自我保

护技能教育两项工作。 法律知识的传授主要以授

课形式为主，自身人身安全保障技能的教育主要

以技能训练为主。
职业安全需求是源自于职工对自身职业 稳

定性的担心，部分职工在工作中总会有一种可能

失业或被淘汰的压力。 为提高职工的职业安全

感， 就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提升活动，
不断提升职工业务水平。 职工的业务水平越高，
职业安全感也就越强。 提升职工业务能力需要为

职工搭建好发展平台，为在各种岗位上工作的职

工提供不同的晋升渠道是必要的工作内容，这些

渠道可以使用菜单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供职工选

择。 例如泰安交运集团根据现有职工人员素质结

构和行业特点， 为职工列出了各种晋升渠道，将

职工的职业生涯晋级路径分为管理序列、专业技

术序列、驾驶序列、维修序列、服务序列、营销序列

六条路径。 每条路径分为四个晋升层次，从低到

高依次为：助理、中级、高级、首席。 六条路径可以

相互跨越。 具体为：
管理后勤序列：总部各处室的适用人员为一

般管理及后勤人员； 基层单位适用人员为科长

及副科长、文秘、质管、人力资源、会统、调度、安

管、党群工作、后勤服务等人员。 路径名称为：助

理 管 理 师、中 级 管 理 师、高 级 管 理 师 、首 席 管 理

师。
专业技术序列： 适用人员为工程技术人员、

医护人员、教练员。 路径名称为：助理工程师、中

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工程师。
汽车驾驶序列：适用人员为集约经营车辆驾

驶员。 路径名称为：助理驾驶技师、中级驾驶技

师、高级驾驶技师、首席驾驶技师。
汽车维修序列：适用人员为汽车维修工及配

合工。 路径名称为：助理维修技师、中级维修技

师、高级维修技师、首席维修技师。
服务序列：适用人员为检票员、售票员、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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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员、站内服务员、广播员、乘务员、导游员、客

服话务员、宾馆服务员、其他客服人员。 路径名称

为：助理服务师、中级服务师、高级服务师、首席

服务师。
营销序列：适用人员为汽车销售人员、配件

销售人员、销售服务人员、货运配载人员。 路径名

称为：助理营销师、中级营销师、高级营销师、首

席营销师。
（三）满足职工社交需求的途径

职工的社交需求主要表现为职工希望在 工

作和生活中能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本单位

有归属感。 针对职工这样的需求，所在单位要经

常举办一些如何提高交往能力和社交礼仪方面

的讲座， 让职工明白人际交往所必备的技能，然

后再辅以一些有针对性的联谊实践活动，给职工

提供一个互相了解和交往的平台。
（四）满足职工尊重需求的途径

提高职工被尊重需求可以根据职工不同 的

情况，采取不同的途径。 对于有一技之长的职工，
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文体竞赛和技能竞赛活动的

方式，使之获奖，通过开会表彰，提高这部分职工

的被尊重感。 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职工，通

过认真调研，发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通过培训使

之具备一技之长，然后再让这部分职工参与到各

种竞赛活动中，使之获奖，再进行表彰，从而提高

这部分职工的被尊重感。
（五）满足职工自我实现需求的途径

对于一些高层次的人才来说， 这部分职工都

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都有着自我实现的抱

负，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外部的帮助，能够

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对这种需求的实现途径，
就是积极为他们搭建好自我实现所需平台，使之向

着理想飞速前进。这部分职工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

时，也会为企事业单位作出巨大的贡献。
四、职工文化活动分层化建设的保障措施

1.政策保障

为使职工文化活动建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先制定好相关政策，为各企业

职工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2.机制建设

要使职工文化活动建设持续发展，必须建立

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主导机制，充分发挥出各级

工会组织在职工文化建设中的主导职能。 二是建

立活动推进机制。 各项培训、竞赛、文体活动要统

筹安排，统分结合，一般以企业、行业开展为主，每

年组织几项特色活动。 三是建立投入机制。 各级

政府和企业要根据职工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必

要的工作经费， 切实保障职工文化事业的发展。
四是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要将职工文化建设作为

全年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3.活动平台建设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的文化活

动形式越来越多，职工文化活动的“在线化”已经

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所以为使职工文化活

动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应把原来单一的“线下化”
的职工文化活动方式拓展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活

动方式，双线并举，创新活动平台。 根据这种理念

还可以把活动重新分为三类：一是只适合线下进

行的活动项目依然保持原来的线下活动方式；二

是将一部分只适合于线上进行的学习项目直接

融入到网上在线教育平台中进行；三是将既适合

于线上又适合于线下的活动分成线上线下两个

部分进行。 这样的活动模式一是丰富了职工文化

的内容，二是可以为职工提供更多的活动平台和

场所。
4. 活动内容菜单化呈现

为提高职工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职 工

文化活动本身的可选择性，第一步要将所有职工

文化活动进行整体统计和梳理；第二步按照菜单

层次分类法， 对这些职工文化活动进行层层分

类；第三步把这些文化活动通过网络平台，以菜

单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供职工自由选择。
总之， 加强职工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从实际出发，突出实效，正确树立职工文化建

设的主导思想，按照分层化的思路，不断丰富职

工文化的内容， 为职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活动，从

而实现全面提升企业职工职业素质的目标，为企

业的蓬勃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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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atifie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of Corporate Employees

Liu Yongbo1，Ma Yinhua1，Liu Yongzhe2, Liu Wei3

(1.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7；2. Shandong Urban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Jinan, Shandong, 250103； 3. Jinan Ufu Hospital, Jinan, Shandong 250117)

Abstract The notion of stratifie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of corporate employees comes from the
radic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as well a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proposing to centering around the needs of the
employees while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employee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as a target, delivering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through entertainment to comprehensively upgrad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 cultural activities of corporate employees； radic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st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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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Socialized Trade Union Workers

Chen Chao， Sun Yan

(Shangh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Trade Union, Shanghai 200082)

Abstract Since 2013, the trade unions of some districts in Shanghai have set up professional service centers for
social workers, aiming at socialized operation, contractua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team of social workers and to further enrich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trade
unions in towns, street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The survey results in June 2018 show that the socialized union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of the trade union cadr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satisfaction, low stability and low recognition.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unclear function orientation, differentmanagementmodes,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and insufficient scale of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socialized union workers team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eam function orientation, management mode and
promotion channels.

Key Words socialized trade unionworkers; team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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