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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制造业面临着转型和机构升级 ，需要

全面实施供给侧改革 ， 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

升，这对工匠和工匠精神培育提出了内在需求。 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

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工匠精神

塑造着人们的劳动价值观，指引人们爱岗敬业 、诚实

劳动， 激励着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时刻发扬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的精神。 因此，大力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使

之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新价值观引领，是新时代发展的

应有之义。

一、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

我国的匠技文化自开创以来， 经历了数千年的历

史， 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支撑， 工匠精神源远流

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

粮。 工匠精神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并

被赋予新时代内涵。

（一）工匠精神的历史溯源

工匠在我国古代主要为熟练掌握手工技艺并赖以

谋生的人，如木匠、铁匠、石匠、银匠等，作为有专业技

能的手工业劳动者，他们大多穷其一生，唯精唯诚、专

注一事，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服务。 战国时

期的文献《考工记》就曾对当时工匠所从事的器物制造

活动作了文字记载。 其中提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

之，世谓之工。 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

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懂得创物之术的能

工巧匠被称之为“圣人”，将造器之术用一定的行为规

范保留和传承下来的人则称之为“百工”。 “百工”作为

传统的手工艺设计者，他们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制兵器、

烧陶、作车、造船等都属于“圣人之作”。 我国古代的匠

技之术，技术精湛且世代传承，其中既包含了“知者”的

原创性智慧，同时也融合了“巧者”的经验积累和技巧

变通，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工匠文化。 工匠精神在我国数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庄子》中的“庖丁解牛”

可谓尽人皆知，其游刃有余的解牛术为人感叹；诗经中

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朱熹的“治之已精，而益求其

精也” 都反映出我国工匠对自然的敬畏、 对职业的忠

诚、对作品的精益求精。 正是这种追求卓越的匠人气质

使一代又一代工匠孜孜不倦地追求“技道合一”，谱写

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二）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新的时代背景下， 工匠精神的诠释语境逐渐超越

了手工业的行业范围， 成为制造业乃至各行业劳动价

值理念的指引，其内涵不断丰富，彰显出一个时代的气

质。 工匠精神是对工作热爱执着、勤奋专注、注重品质、

不断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 是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取向

和行为表现。

1.敬业乐业是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敬业是对所从事职业发自内心的热爱及对事业的

责任心和奉献精神。 爱岗敬业是人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必

备素质，从业人员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脚踏实地、恪尽

职守、无私奉献、以劳动为荣，才能激发自身的工作热情

和潜能，取得杰出成绩。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不仅要敬业，还要乐业，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乐趣隐藏在工作中，如果充满

热情地工作，你就能享受到更快乐的人生。 ”只有把快

乐融入到工作中，才会在工作中充满热情，发现更多的

快乐。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路径

■ 济南 /张晓燕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的内涵日益丰富，
敬业乐业、勤奋专注、精益求精、突破创新是工匠精神
的内涵。工匠精神是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
现，引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关乎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
标的实现，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迫切要求，需
要大力培育和弘扬。培育路径是：营造工匠精神培育的
社会氛围；筑牢工匠精神培育的人才基础；强化工匠精
神培育的制度认同；厚植工匠精神培育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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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勤奋专注是工匠精神的理念
“业精于勤，荒于嬉”。 任何成功都离不开日积月累

的辛勤付出，勤能补拙，只有勤奋踏实，永不懈怠才能发

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工匠精神要求人们无论做任何事

情都要勤勤恳恳、专注当下、潜心钻研、才能克服浮躁心

理，不为名利所惑，脚踏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
工匠们不放过工作中任何一个细节，一丝不苟，对

产品精心打磨，精雕细琢，追求极致的这种精益求精是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核心。 细节决定成败，所谓“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就是要从细微处入手，对产品质量不能

有丝毫的马虎，力求产品的尽善尽美。《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实施，需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对工艺精益求

精，将追求完美极致的匠心理念融入创造性劳动，努力

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打造出精品。

4.突破创新是工匠精神的灵魂
工匠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某项技能的熟练掌

握，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创新。 完美的产品不是靠简

单重复劳动生产出来的， 而是通过在重复劳动中改进

工艺、调整方法，不断总结提高达成的。 工匠精神倡导

的专注和执着，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持续推陈出

新，在传统技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的改进和

产品的创新。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创新，创新有助于打造

出更好的产品， 在领域内取得重大突破， 新时代征程

中，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在

工作过程中，要大胆探索、突破陈规，不断挑战自我、超

越自我。

二、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一）工匠精神是引领新时代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

工匠精神是对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的深化和提

升，其中所蕴含的职业理念和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对公民敬业、诚信等基本道德素质的要求及对

国家富强、文明、和谐等美好目标的追求，有着内在的一

致性。工匠精神凝结出的积极价值取向可以对劳动者的

行为进行引导，它是凝聚劳动者力量的精神纽带，激励

着每一位劳动者不断挑战和超越自我，是劳动者树立积

极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坚持不懈、追求至善至美行为的

内在驱动力。 当今，工匠精神已成为社会劳动实践中不

可或缺的行为规范和精神资源，有利于劳动者确立自我

意识、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新风尚。

（二）工匠精神是实现中国创造的客观需要

李克强总理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

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

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中

国制造亟需工匠精神，要让崇尚质量、追求卓越成为全

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 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培

育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崇尚高品质的工匠对于提

升我国的产品质量，实现《中国制造 2025》战略目标，推

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

工匠们将生产产品的每个细节都融入“专注、执著、创

新”的理念，使得产品技术、质量及服务不断升级，增强

企业的品牌凝聚力与核心竞争力， 促进我国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真正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三、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

（一）营造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氛围

培育工匠精神要创建有利的社会环境， 强化工匠

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新

伟大的社会氛围， 增强各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和责任感。 通过工匠以身作则的典范树立榜样，易获得

群众的认同，引起共鸣，是工匠精神在群众中扎根的价

值引导，对于工匠精神的构建、价值挖掘和培育有着重

要的促进作用。 一是加强社会认知，比如，通过组织劳

模工匠交流经验，深入基层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

开展公益服务等活动，为他们拍摄纪录片进行宣传，提

升社会对于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认同， 赢得社会的理

解和尊重，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形成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时代风尚。 二是要在全社会形成

尊重技能人才、认同技能人才、争当技能人才的主流价

值观念，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的价值追求蔚然成

风，为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筑牢工匠精神培育的人才基础

《中国制造 2025》呼唤高技能人才。 我国由制造业

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其中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就

是高技能人才的稀缺， 精密仪器和先进设备的制造和

使用都离不开技能工人，如果没有技术型、创新型、复

合型的产业工人队伍作支撑， 制造强国战略最终将会

成为空中楼阁。 工匠是工匠精神的主体，是工匠精神的

继承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应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教育

体系。 一是将工匠精神融入价值观教育，从源头抓起，

从小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精益求精、乐于奉献的精神，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是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工匠一

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应给予重点扶持和关注。 要逐步健

全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校企合作， 深化产教融

合，将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引入学校、融入课堂，将工匠

精神巧妙地融入职业教育过程， 加强对受教育者思想

道德情操的引导和培育，提升其人文素养，形成良好的

企业文化 Q IYEWENHUA

76



2019年第 12期 /

职业习惯和职业道德，使工匠精神能内化于心，外显于

行，发挥好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三是工匠精神的培育

离不开企业的积极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要

做到专注专业， 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 开展好技能培

训，提升职工的技能素质，培育高素质人才。

（三）强化工匠精神培育的制度认同

培养工匠对自己职业的感情， 只有工匠认同自己

的职业，热爱本职工作，才能培育出变革创新、追求极

致的工匠精神。 一是要树立正确导向，提高工匠群体的

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增强职业吸引力，形成 “尊崇工

匠、争做工匠、做好工匠”的价值取向与职业追求，夯实

全社会崇尚工匠精神的基础。 比如，浙江杭州把每年 9
月 26 日定为“工匠日”，通过设立“工匠日”表达对工匠

的认可与尊敬，弘扬工匠精神、发挥工匠作用，使工匠

精神成为每一个职工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 激励广

大劳动者争当新时代先锋，推动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建设。 二是积极开展工匠认证工作，建立

并完善与其配套的工匠制度， 从制度上予以支持和保

障。 如果工匠对自己的职业缺乏认同，失去了获得感和

满足感，工匠的成长发展将很难得到持久的保证，所以

培育工匠不只是喊口号，而要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

优化发展平台，提升服务保障，给工匠提供足够的技艺

发展空间，制定工匠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构建工匠

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激励体系。 只有当工匠意

识到自身的价值时，才能真正发扬其主人翁精神，以敬

业乐业的职业素养和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全身心投入

于工作中。

（四）厚植工匠精神培育的文化土壤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是我国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孕育了中华民

族勤奋踏实、无私奉献、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等精神品

格，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千百年来，工匠们

在长期劳作中传承下来的勤劳踏实， 对工艺的精益求

精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 传统

文化中强调“德为艺之先”，要求人们遵守基本的社会

道德规范，在产品的生产加工中要恪守行业要求，具有

优良的品格；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勤学苦练及对手

工艺品的敬畏都体现在工匠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中，将

优良的品格精神融于高超的技艺中。 各行业手工艺人

运用智慧和高超的技艺创造了丰富的手工艺品， 丰富

了文化的内涵，其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人

文思想等， 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有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 因此，要在社会公众中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社会对传统技艺

的正确认识和关注，使传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

并且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融入现

代理念和价值观，体现新思维和新观念，为工匠精神的

培育和弘扬提供文化支撑。

四、结论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形态， 需要在长

期的价值激励中逐渐形成、传承和发展，工匠精神作为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手段； 其蕴含的价值与时代发展要求紧密契

合，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通过对工匠精神当代内涵价

值的理解与剖析，提出培育工匠精神的路径和建议，引

起公众对其的关注与重视，使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成

为引领时代发展的社会新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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