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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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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风气。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求,也是推动社会新旧动能转换、培育一流沂蒙
工匠的现实需要。基于此,文章就新时代如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做出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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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igorously carrying forward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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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are the internal suppor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build an army of knowledge-based, skilled and innovative worker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and craftsmen, and create a glorious social atmosphere of labor and a social atmosphere of excellence.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and craftsmen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put forwar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old and new kinetic energy and cultivate first-class Yimeng craftsme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vigorously carry forward the model worker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odel worker spirit; Craftsman spirit; New era
前言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

主要核心内容可以明确地看出,劳模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工人阶级和

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神的主要核心内容是在进行“劳动”,

工会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

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总而言之,

而工匠精神的主要核心内容则是在于

要坚持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模

这两种精神是基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所兴

“造物”和“育人”,那么也就是说“劳

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起的,具有着鲜明的中国印记,随着全球

动”是属于创造物质基础的关键,但是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弘扬我国劳模精

“造物和育人”则是属于劳动价值的主

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

神与工匠精神可以有效的向全世界的人

要体现形式,所以说劳模精神是在工匠

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民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独具中国特色

精神思想层面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工匠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

的文化品牌。并让中国精神走向更大的

精神则是在劳模精神时间层面上进行创

神、工匠精神已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热门

世界舞台。

新,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词语之一,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

2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之间的
关系

3 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的举措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都是属于我国

3.1充分利用新媒体,大力宣传劳模

热点。关于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社
会活动也与日俱增。

1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新内涵

劳动阶层的代表,是属于在普通岗位当

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媒体行业内弘扬爱

劳模精神是成为影响别人的精神,

中进而创造出不普通业绩的主要行业代

岗敬业、勇于创新、脚踏实地的劳模精

工匠精神则是成为更加优秀的人的精

表人物,更是广大群众精神风貌的主要

神和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媒体人做好社

神。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

展现形式。根据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

会发展的记录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9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的传播者。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数字化

开发新工艺、创造新发明。做到在业务

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技术和网络传播速度快的优势,通过文

上精益求精,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精益产

主力军。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宣传

品；发挥自身技术技能优势,做好“传帮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使劳模精神和工

带”工作,为企业培养更多技术技能过硬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

匠精神能够深入人心。要充分利用主流

的人才；引领更多职工践行劳模精神和

3.10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要适应

媒体大力宣传国家关于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打造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

工匠精神的方针政策,让人们感受到这

新平台、塑造创新生态、激发创造活力,

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

个时代是属于劳动者的时代,让劳动光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平。要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培养、使用、

荣、技能宝贵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3.6坚持面向实践的教育导向。日常

评价、考核机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都是实

大国工匠。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

围,以助于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养成。

施劳动教育的方式,也是拓宽弘扬两种精

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劳模的技能和工匠的技艺并不是一朝一

神的重要路径。要通过工学结合、毕业实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要推进产业职

夕就能炼就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

习、志愿服务、勤工助学、劳动体验等途

工队伍建设改革,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

人的默默付出和坚守,在全社会养成尊

径,组织青少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感受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

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为这些技艺

劳动带来的收获和乐趣；推动劳动教育与

大产业职工队伍。

的坚守者和传承者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

大学生创新创业相结合,倡导大学生在依

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精耕细作”

靠自身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不仅是国家和企

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推进劳动教

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业的责任,更是每个人的责任。

育与产教融合相结合,坚持以市场需求

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导向,激发学生内在的劳动潜力,培养

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2建立相适应的良好企业、社会氛

3.3大力发挥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
凝聚力与号召力,激发广大职工的创造

4 结束语

活力。各个行业和企业的工会组织,要充

3.7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劳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弘

分发挥自身作用,努力营造良好氛围,结

动者。聚焦实体经济振兴、传统产业改

扬劳模精神,就是要像劳动模范和先进

合实际大力宣扬和倡导劳模精神、工匠

造、新经济业态培育,结合产品质量提

工作者一样争创一流、争做标兵。
“爱岗

精神,使之成为凝聚职工、引导职工的巨

升、生产工艺提升和智能化制造的平台

敬业”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大精神动力,发挥劳模先进事迹和工匠

能级提升,加强职工专业培训,引导并帮

价值观的有力呈现,更是躬行劳模精神

精神对职工的感召力与教育作用,用劳

助企业技术工人学习新知识,在小技能

的重大表现。弘扬劳模精神,就是要像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以及他们身上的高尚

中练出大本领,在小工艺中钻研出大专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一样崇尚劳动、热

情操,对职工进行精神上的陶冶,引领和

利,在小产品中开发出大产业,在小突破

爱劳动。
“辛勤劳动”才能干出社会主义,

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工作建功立

中创造出大机遇。

才能奋斗出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就是

业、开拓创新。

3.8把职工文化与企业文化置于同

要像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一样执着专

等的战略地位。只有企业与职工彼此认同

注、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就是一种坚

是最好传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途径。

对方的文化,企业认同职工文化,职工认

守,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精神态度,更是

师傅通过自身的影响,在无形之中就让

同企业文化,企业与职工才会双赢。在互

一种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动力。

徒弟感受到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魅

联网信息化时代,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

[参考文献]

力。对传承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来说,

凸显,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职工的主体性作

[1]王瑞生.伟大的精神磅礴的力量

有一个好师傅至关重要。师傅的角色通

用,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发挥职工的

——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常是指在业务上教你做事的,但其实更

主力军作用,在企业认同职工文化的基础

[J].中国工会财会,2018(05):4-5.

重要的是教我们做事的态度。在师傅身

上,职工才会认同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才

[2]邢亮,刘乾承.劳模精神、劳动

上,徒弟可以感受到具体而细微的劳模

会真正落地。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指明

精神的时代内涵探赜[J].山东工会论

精神、工匠精神的体现。部门要重视这

企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文化,同提供企业发

坛,2019,25(03):77-81+100.

种良性师徒关系的建立,对培养职工的

展动力的职工文化,有着同等的战略价值,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大有益处。

二者都应该成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3.4建立良好的师徒关系。师徒之间

3.5劳模和工匠自身要站在时代前

3.9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列,不断学习。劳模和工匠自身要站在时

群众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

代前列,不断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

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庄 西 真 .倡 导 劳 模 工 匠 精 神 引
领劳动价值回归[J].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2017(34):105-109.
[4]王海亮.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
[D].哈尔滨理工大学,2019.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