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工匠精神成为时代热词在社会流行

开来，同时也成为职业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自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起，对工匠精

神的弘扬和培育也被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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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家和政府对于工匠精神

极大的肯定和极力的推崇。然而，什么是工匠精

神，社会理解不一，甚至出现理解偏差的现象。

准确把握工匠精神的内涵，明晰工匠精神的现代

意义，探索创新培育职校生工匠精神的路径和方

法是时代所需。

一、三大误区：对工匠精神内涵的误读

关于“工匠精神”的具体内涵，目前并没有一

个明确统一、普遍认同的解释，在丰富的解读之

中，存在着对“工匠精神”内涵理解偏离的情况，基

于此，亟须理性审视“工匠精神”内涵和外延，纠正

“工匠精神”认识误区。

（一）误区一：“工匠精神”＝慢工出细活

就已有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的文章来看，不

少文章对“工匠精神”的内涵存在片面的理解，认

为“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和

状态。[1][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雕细琢、文火慢炖

等的做事风格广为推崇，旨在慢中求细、慢中求

精，精心打造完美无瑕的产品。这种精益求精、追

求极致的作风确实是工匠精神所强调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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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然而，在自动化程度升级、追求大批量生产的

今天，传统的“慢工出细活”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市

场对效率的追求，“慢”有时也成为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一大阻碍。如为 iPod打磨后盖的日本知

名企业小林研业，该企业有5名匠人，其研磨技艺

之精为乔布斯所称道，但是这5名匠人拼命打磨，

一天最多也只能生产出 1 800个后盖，而发售初

期出货量只有 30 万台的 iPod，在 2005 年翻了 50

多倍，达到了2 249万台，[3]此时，单靠匠人们的手

工研磨已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既定产量，苹果

公司只得将订单收回，将生产任务交给了流水线

上的机器。由此可见，在追求效率的时代背景

下，“慢工”已不合时宜，创新生产模式、改进生产

技术、依托机器生产亦能达到理想的品质。因

此，工匠精神并不完全体现于慢条斯理、不急于

求成的状态，而是表现在职业人创新、精益、专注

的工作态度。

（二）误区二：“工匠精神”＝机械地重复

在一项对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

nology，简称SMT）生产线上的工友的访谈中，得知

有83.7%的人经常或有时觉得自己在劳动过程中

像台机器，“……我一开始也是做投版，就一直坐

着，拿版贴版投版，拿版贴板投版，一直不断重复，

工作12小时就重复12小时……”[4]这种普遍存在

的劳动异化现象使得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类机械

性重复劳动的工作者，而“工匠精神”则是一种埋

头苦干、机械重复的工作模式。这无疑是对“工匠

精神”内涵的误读。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曾将

工匠活动（craftsmanship）描述为是“一种持久的、

基本的人性冲动，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去好好工作

的欲望”。[5]正如电力建设行业一线工人刘加军，

其历经35年的磨炼和坚持，从最初的铆焊工最后

成为技艺精湛的铆焊专家，在这35年里，刘加军几

十年如一日地钻研铆焊技术，提升技术精度，带领

团队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精益求精地打造精致

产品。[6]刘加军是工匠精神名副其实的践行者，其

所展现的工匠精神是在无数次重复动作基础之上

的专注、严谨、踏实、革新。因此，工匠精神并不表

现为机械地重复，而是有灵魂地重复，这种重复是

沉淀和积累的过程，孕育着对创新生产和极致技

艺的追求。

（三）误区三：“工匠精神”＝工匠的精神

人们对“工匠精神”的认识，还存在一种狭义

的解读，那就是认为“工匠精神”即工匠们的精神，

是工匠这个群体特有的精神品质。工匠精神最初

是从手工劳动者那里生发出的概念，用于表现古

代匠人对本职工作的无限忠诚和对自身手艺的极

致打磨，东汉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匠，木

工也”。而如今，“匠”字的内涵范畴发生演变，不

单单局限于本义的“手艺人”，凡是崇尚劳动、踏实

工作、追求卓越的人皆可称为“工匠”，都能逐步积

淀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如面馆店主为了做出美

味的汤面而尽力把每一根菜洗干净、每一勺调料

打好、每一碗面软硬适合；技术娴熟的汽车修理工

一听车子的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发动机

出了问题，还是引擎固定架磨损了；手工吉他制作

师做一把吉他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从挑选

木料、开料、侧板等需要几十道工序。这些也是工

匠精神的表现。因此，工匠精神并不只是工匠这

类群体的特有精神，而是各行各业劳动者都应具

备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一种职业态度和行为取向，

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

二、现代性阐释：工匠精神的时代意涵

事实上，“工匠精神”并非一个新兴词汇，追溯

至古代，工匠技艺的产生和发展是工匠精神得以

形成的技术前提。[7]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在注重

品质的今天，工匠精神的价值再度被高度重视。

工匠精神的意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传统

的基础上吸收时代印记，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生

成的概念。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工匠精神被赋予

了新的使命，包括专注坚守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

的品质精神、勇于创新的卓越精神、协同合作的团

队精神，兼具历史性与时代性。

（一）专注坚守的职业精神

“守”是基础。所谓“守”，主要有两层含义：一

是强调专心注意，二是强调持之以恒。它是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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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根基。据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

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00年历史的企业占全世界

百年以上历史企业的80%，是全球拥有长寿企业

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

的企业有21 666家，而在2018年又有 4 850家满

150岁生日，未来几年将又会有7 500多家满150岁

生日。[8]相较之下，在中国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

只有5家。而且，据统计显示，中国集团公司的平

均寿命只有7~8年，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

年，在中国的企业中，平均每天有1.2万家倒闭，每

1分钟有近10家企业关门。[9]究其原因，中日长寿

企业存在的秘诀无不在于其特有的以专注本业为

基础的工匠精神。而在当今社会，我国多数现代

企业存在心态浮躁的弊病，到了一定规模就急着

上市，四处出击、多方投资，遇到困难时又想着转

向其他溢价更高的行业，这种非理性行为最终造

成企业经营不善、寿命短暂的局面。苹果公司前

总裁乔布斯曾说过：“创业时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

去，而碰到的坎坷真的很难逾越，你会感觉生命在

被摧毁，所以大部分人在创业中途放弃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成功创业者和失败创业者的差别就在

于坚持。”由此可见，坚持初心、专注坚守的工匠精

神在当今是非常难得且必要的，“守”是事物存在

和发展的基本之道。

（二）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

“求”是目标。所谓“求”，主要包含两个成分：

一是苛求，即追求极致；二是渴求，即向往美好。

这是工匠精神的核心，旨在将手头的每一件事做

得完美。当前呈现的中国制造业正在不断丧失本

国消费群体的现象展现出“中国制造”的弱势。据

日本观光厅公布，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总

金额达14 174亿日元，即822亿人民币，世界各地

区游客在日本消费的总金额前五中，中国大陆游

客消费总金额比台湾、韩国、香港、美国游客在日

消费的总额还多1 518亿日元，即88亿人民币，但

同年，中国实体消费市场却很低迷。[10]中国游客认

为日本产品的种类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优。由

此可见，人们以往对规模的追求已经悄然蜕变为

今日对品质的向往，而中国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

品质量显然远远未能满足这种期待和向往，我国

缺乏技术精湛的工匠，缺乏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只有重塑以“求”为核心的工匠精神，才能使中国

从制造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

（三）勇于创新的卓越精神

“创”是途径。所谓“创”，是指以现有的思维

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

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

想化需要而改进或创造新事物。[11]一直以来，创新

在科学研究、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国家振兴等方

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是社会普遍重视的议题。在

当今社会，创新的价值意义依旧凸显，并成为工匠

精神的时代内涵。据商务部数据调查显示，在当

前认定的1 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中，蓬勃发展的

只有10%，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的经营危机，

总体来看，这些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产

品创新能力不足，[12]而部分蓬勃发展的“老字号”皆

通过创新发展走上新平台。如通过开发增值新产

品的300多年老字号“王致和”，在面临新中国成立

后市场变化的冲击时，王致和一改以往主打腐乳

的做法，在推出更多品味的调味品以外，还推出了

料酒、调料、香油、豆沙等近百种产品，进一步打开

了中国市场，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王致和还

通过玩转新营销的方式大搞品牌宣传，运用媒体、

网络、联谊、公关等多种形式提升自我关注度。此

外，在智能化时代来临的今天，社会经济转型引起

了对从业人员需求的转变，从以往对确定性、娴熟

化技能和专业能力的重视转向对反思、通用能力、

创新能力的关注，人性价值被重新审视。

（四）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合”是方式。所谓“合”，主要表达两方面的

含义，一方面表达的是有序协同，另一方面表达的

是精诚合作。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大机器生产

成为主流方式，企业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发生改变，

产业链分工得到重组，传统的行业界限消失，取而

代之的是全新的活动领域与合作方式，这种工作

组织形式的转变使“合”成为工匠精神时代意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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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增长点。国际上，芯片流通以美、日、欧企业

产品为主，我国在半导体芯片进口方面的花费已

接近原油的两倍，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

国自主研发的芯片进展。据芯片制造领域专家介

绍，一颗芯片的制造工艺非常复杂，一条生产线大

约涉及50多个行业、2 000~5 000道工序，提纯、切

割晶元、加工晶元、光刻、薄膜、刻蚀、清洗、注入、

互联、打线、密封……[13]这近5 000道的工序，绝不

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完成的，而是整条芯片制造链

上的人员协同合作完成的。因此，新工业革命时

代呼唤追求“合”的工匠精神，有序协同、精诚合作

的新型工匠群体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

三、实践路径：工匠精神的创新培育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被重新提及，

工匠精神的培育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更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和崛起。打造技能强国，建

设专注坚守、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协同合作的劳

动者大军，创新培育工匠精神是当代重要课题。

（一）借力现代学徒制，凸显工匠精神

作为创新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模式，现代学

徒制在职业教育人才工匠精神培育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学徒制以校企合作为平台、

产教融合为手段，将学校场域和企业工作场域有

机结合起来，为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基本土壤。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真实的企业工作

场景中进行培育更具成效。具体可通过两条路

径，一是工作过程中的显性培育，企业管理者和带

教师傅可通过言语传达的方式告知学徒应知晓的

企业文化、应遵守的岗位规范和行为准则等，通过

制度文化来规制学徒的行为活动，使学徒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通过反复多次地受教、经历、感受，逐

渐具备基本的职业操守。此外，对于学徒工匠精

神的培育还可以借助对学徒工作场所学习的考核

和评价，通过观察学徒的工匠行为习得程度来考

察其实际学习效果，基于此，也有助于学徒有意识

地对标考核评价标准来贯彻工匠行为。二是工作

情境中的隐性传递，企业应挑选知识扎实、技艺娴

熟、品行优良的优秀职员作为学徒的带教师傅，师

徒在朝夕相处过程中容易产生感情效应，师傅自

身所展现的对技术的刻苦钻研、对产品的精益求

精、对责任的勇于担当、对困难的发奋攻克等精神

品质易被学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在潜移默

化中向师傅看齐。

（二）依托专门课程及大纲，培育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因其特有的时代价值而被整个社会

推崇和弘扬，学校方面开设工匠精神的教育课，系

统教授职校生工匠精神的有关知识很有必要，有

助于从认知层面加固职校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

重视，使学生感悟工匠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激发学

生主动践行工匠精神的积极情感和自觉意识。如

当前我国技工院校已将工匠精神教育课作为德育

必修课程，并纳入各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之中，2016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技工院校工

匠精神教育课教学大纲（试行）》，旨在指导技工院

校工匠精神教育课的教学工作，明确本门课的教

学目的、要求、内容以及课时分配，以加强技工院

校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国家层面应进一步编制

“工匠精神”课程大纲，其他类型的职业院校也应

开设专门的工匠精神教育课，有组织、有计划地开

展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活动。

（三）植入专业教育，渗透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以“职业”冠名，专业教育是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课、实训课、

实习等占用了大量课时，且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

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因此，专业教育是职校生工匠

精神培养的主阵地。负责专业教育的教师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除了注重对职校生专业知识、职业技

能的培养，还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尤其

是融入对工匠精神的培育。比如在专业理论教学

方面，教师在知识讲解、案例分析、内容扩展等过程

中渗透有关工匠精神的内容，引入相关职业劳模经

典案例，剖析工匠精神的内容和时代意义，使学生

知晓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品质；

在专业实践教学方面，教师应将实习实训教学与工

匠精神培育相结合，在学生实际体验过程中提标

准、严要求，规范学生操作细节，引导学生形成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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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职业价值观念，使学生在行动中真切体会特

定职业岗位所应具备的做事原则和工作态度，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精神品质。

（四）融入文化建设，熏染工匠精神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资源在职校生

工匠精神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工匠精神

培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将有助于营造校园工匠

文化氛围，有助于给职校生强烈的精神文化感受

和震撼。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具

体可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加大有关工匠精神的宣

传教育，可通过学校一训三风（即校训、校风、教

风、学风的统称）中涉及工匠精神的元素、“大国

工匠”事迹、身边能工巧匠进校园等；二是举办弘

扬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活动，可通过与弘扬工匠

精神有关的知识讲座、话剧演出、影像视频、征文

比赛、演讲比赛、合唱比赛、黑板报比赛等；三是

开展感悟和践行工匠精神的社会实践，可通过对

民间优秀劳动人民代表和精美技艺的社会调查

以及鼓励学生到企业进行社会服务等；四是引进

优秀的企业文化，使学生真切感受一线生产、经

营、管理和服务的规程，明晰企业严格的用人标

准和管理制度。

（五）提升教师素养，助力工匠精神培育

教师是职校生工匠精神培育的具体执行者、

组织者以及示范者，提升教师素养，打造具备工匠

精神及能够落实工匠精神的教师队伍有利于助力

职校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职业院校应主动承担起教师培养培训任

务，为教师提供相应的学习条件，鼓励教师通过师

资培训、专题讲座、同行交流、社会实践等方式深

化自身对于工匠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激发自身对

工匠精神弘扬和培育的热情；另一方面，教师应以

身作则，自觉践行工匠精神，在本职工作中尽职尽

责、严谨求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为学生树立良

好的榜样，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及与学生日常相

处过程中影响和感化他们，同时，教师还要时刻秉

承着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优秀

品质和精神传达给学生，寓教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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