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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
视域下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
及培育路径探究
胡亮华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办公室， 江苏 南通 226010 ）

摘

要：新时代下的工匠精神包括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尊师重教、敬业爱国等。 工匠精神是 “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

国家科技的灵魂，是工业技术人员提升专业技能，是助推区域经济发 展的精神动力，是主体实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内 在 需 求 ，更
是当代中国制造业的强烈呼唤。 要从加强工匠精神的传承力度，创新工匠精神的培育理念，渲染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和优
化工匠精神的顶层设计等方面，探究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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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可以生产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但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名牌却寥寥无几，针对世界工业
格局重大调整的历史机遇，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战略，致力于完成中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
型。中国要成为工业强国，必须要有过硬的工业技术，
“与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不缺技
术，而是缺少一种‘工匠精神’，如果不唤起‘工匠精神’
，中国就谈不上成为世界制造强国。”[1]2016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如今商业化的社会，国
人更受利益驱使，难以对产品制造达到精益求精的要求。因此，在职业教育中对国人的“工匠精神”
培育迫在
眉睫，意义重大。
1 “中国制造 2025”解读
《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提出“三步
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
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
进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很显然，该计划致力于完成中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目
标，政府提出了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等战略任务以及人才为本、创新驱
“中国制造 2025”是对中国目前“大而不强”的局面提出的应对措施，也
动、质量为先等指导思想。由此可见，
对国家的制造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也从人才培养、工业技术、思想方针等方面提出了完成该目标的路
径。“中国制造 2025”
可以说是国家对未来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雄心抱负及美好展望。
2 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2.1 工匠精神的定义
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是从业人员在对职业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
现，是一定人生观影响下的职业思维、职业态度和职业操守。[2]简言之就是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
精、
对技艺不断改进、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
2.2

工匠精神的新时代解读

在机器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当今社会，工匠精神并非用来提升手工技艺。相反，紧紧跟随时代的步
伐，优化产品设计，改良技术操作设备，甚至创新产品生产方式，在技术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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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追求国家的工业技术发展，科技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的增强。
古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有国家工业技术人员的“以个人技艺谋自身，以先进技
术强国家”
的集个人与国家为一体的“工匠精神”。具体而言，工匠精神可体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1）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工匠师追求技艺精湛纯熟，产品精致细密，这也是工匠精神最直接的
表现。《诗经·卫风·淇奥》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描述了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象牙、骨器是仔细认
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3]工匠按照极其严格的要求、超高的标准，亲手操作，追求至善至美，不计劳作成本
真、
地创作出近乎完美的产品。与现代流水线追求高产量、低成本、简工序的特点不同，手工制产品对工匠的技
艺有着超高的要求。工匠师在长期的技术经验积累和对技术方法的改进思索中，不断提升对产品的精致要
求，以致无论对技术还是产品，都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近代同仁堂倡导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
，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亲力亲为、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2）与时俱进是工匠精神的灵魂。工匠的技艺主要来自于“子继父业”和“师徒相授”等前人传承，但是时
代在不断地变迁，工匠也需打破常规，不拘泥于传统，紧随时代的步伐，在前人所授的技艺上不断揣摩、比
较、
更新、
创新，以突破前人的技术弱点，提升自己的技艺才能。工业技术不进则退，工匠发明创造，技术更新
必须跟随时代而走，求实创新，勇于实践，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水平，符合时代的期望。
（3）尊师重教是工匠精神的要求。过去工匠学习技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手工作坊的“子继父业”和手工
业行会里的“师徒相授”，因为所传授的内容尚未形成专业的技术理论知识，传承的方式也主要靠“口传心
授”
来完成。学徒能否学到本领、掌握技术，除了自身的悟性和刻苦程度之外，必须恭敬师傅，尊重技艺，尊重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等俗语便可以让人感受到师道尊严。
同门，才有可能学到技艺。“师徒如父子”、
（4）敬业爱国是工匠精神的升华。敬业爱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层面，不能仅仅是一句空
话，而要落实在行动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则是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
的技术水平，
“将就”着完成一份工作，而要爱岗敬业，时时关注国际动态，最新的科技发展趋势，追求技艺的
不断进步，追求以科技进步而促进国家实力增强，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实现。
3

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就《中国制造 2025》纲要在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发表讲话时表示，下
一步将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在多个方面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一是攻关键。以高端装备、短板装
备和智能装备为切入点，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抓示范。扎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和智能制造示范区建设。三是强基础。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开展重点领域一揽子突破和一条龙应用计
划。四是提质量。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三品”工程，开展优质制造行动，建立优质制造标准体系。
由此可见，即使在大规模机器作业下，高速度，高产量，国家也绝不满足于此，仍在不停歇地提高技术。
首先，国家提出“高端”装备、
“智能”
装备，将工业技术推至高端化和智能化。然而，技术的进步要求技术人员
对于专业知识不断巩固并进行创新。科技创新来源于技术人员的无止境追求，与时俱进。可以说，工匠精神
试点示范城
是工业技术人员提升专业技能，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第二，扎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
市（群）。很显然，国家开展试点工程，以先进的技术打造优质的城市群，以崭新的城市面貌走进国际市场，迈
向世界前列。第三，强基础，提质量。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坚实的基础便没有高耸的大楼，基础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三品”工程更是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只有不断打磨的技术，时时跟随时代步伐的精神，才能保证中
国的工业设备，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工匠精神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本质要求、科学技术创新的核心，更是“中
国制造 2025”
背景下国家科技的灵魂。此外，辛国斌还提出“中国制造 2025”还要求国家实施“育人才”战略。
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很显然，工匠们的技术学习在于课堂，
技术进步却需要师父的“口授心传”。产教结合是实践与理论的相互融合，绝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知识的学
习。专业人员的技术经验，钻研过程，成功或失败经历都有利于学徒的学习过程。因而，工匠们需要懂得尊重
技艺，也尊重技工，因为先进的技术是前人一步步打磨出来的，是前人的经验累积。技工是一群追求技艺精
湛的艺术家，正是他们的不懈追求才有高超的技术，才有科技的创新。一个有着精湛技艺的工匠，首先是一
个懂得尊师重教的学生，其次才是国家科学技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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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8 年

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

工匠精神是制造业的精神支撑
据统计，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制造业都来自于传统形式的作坊生产，而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依然能够屹

立不倒，源自于他们对工匠精神的传承。据统计，世界上延续 200 年以上的企业共 5 586 家，其中日本 3 146
家、
德国 837 家、荷兰 222 家、法国 196 家。[4]德系的保时捷、阿迪达斯、苹果手机等世界知名品牌产品，都是
工匠在整个设计及生产过程中，不断将产品的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运用独到的匠心，力求产品尽善尽美。
4.2 工匠精神是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
对于一个依靠产品实现自身价值的工匠来说，从事制作工作并不仅仅是机械地重复前一日的劳动，而
是在制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完善产品的质量，与时俱进地推出更优化的设计，使得产品更加社会化、人
性化、
易于大众接受。只有不断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才能实现工匠的自身价值。此外，工匠在从事工作时，
将自己定义为一名“以技术改变世界的工程师”，他们以被称为“工匠”为荣耀，就如乔布斯以被誉为“当代最
伟大的工匠”
一样感到无限光荣。历史的经验表明，虽然大规模机器生产代替传统小作坊生产已成为社会必
然，但是传统手动生产中的工匠精神和文化传统却依然代代传承，成为工匠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
工匠精神是当代中国制造业的强烈呼唤
无论是从中国的国情分析还是国家的政策解读，工匠精神都是中国当代制造业的强烈呼唤。中国商家
游客等热衷于韩国代购、日本代购、欧美代购，以及在国内首选进口产品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都反映了消
4.3

费者对国产货物的不信任。各种假冒伪劣的国产产品正是出自于商家对于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对产品质
量的忽视，对国人身心健康的忽略。简而言之，创造者本身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潜心技艺研究的忘我敬业，缺
乏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缺乏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此外，国家正面临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国
家的科技实力需要不断增强，国家的制造业技能需要不断提升，要完全实现这些转变，就必须在国人身上重
塑“工匠精神”，使得一代又一代国民秉承工匠精神的信念，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将工匠精神融入中国的
工业，成为其灵魂。
5
5.1

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

加强“工匠精神”
的传承力度，增强国民“工匠精神”
的荣誉感

国家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优秀的职业技术人员，提升学生技艺才能，是当代中国工匠精神传承的基本
路径。在教育内容上，除了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也需重视其手工技术才能培养，注重知行合一。教育者应同
时关注学生的“才能”
与“匠心”。学生的技艺学习是必要的，但在未来要有惊人的突破，还需求实创新的独到
“匠心”。在对
“工匠”的认识上，教育者应大力宣传“工匠”在国家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工匠”
的社会
地位，弘扬
“工匠”的社会贡献，引导社会尊重“工匠”的职业身份，提升学生心中“工匠”的荣誉感。
创新“工匠精神”
的培育理念，为“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切实机制
首先要将课堂理论学习放置于实训基地。传统上，教育者将理论学习置于课堂，将实践置于实训基地，
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将其分割而行，这不利于学生的知行合一。相反，将课堂搬至实训基地，边

5.2

学边做，工学交替，才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技艺。其次，要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企业生产的通道。
职业教育的技艺才能需要不断提升，而技能的提升则需要理论的提升，需要对产品的用途优劣有着清晰的
了解。因此，这就需要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高等教育、与企业实际生产的联系，互知彼此，才能不断进步，以
致突破。
5.3 渲染“工匠精神”
的文化氛围，为“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发展趋势
企业利润为本的理念已扎根于企业文化，因而在国家工业转型期间，渲染“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为
“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要弘扬企事业单位“工匠精神”文化，就需要在就业取向上
加强对技艺人员“工匠精神”的考核，要求入职者具备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使“工匠
精神”成为引领企事业单位风向的标杆。同时，还要制定社会“大匠”宣传制度，在企事业单位通过对工匠的
推荐、评审、认定、激励等各个环节宣传工匠精神，使尊重劳动、崇尚技术技能、鼓励创新创造成为社会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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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工匠精神”的顶层设计，为
“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工匠精神”在鼓励手工业者不断改进技艺，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也需得到相应的制度保障。以“工匠
精神”
闻名的日本和德国，都具备一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相应的惩罚制度。很显然，中国缺乏相应
的工匠制度——
—明晰的产权以使其服务或产品有所依托；独立的人格以保证主体的尊严和自主性；为自己
负责的权利义务一致的认识，对自己的产品或成果负责等。基于此，国家需要优化工匠精神的顶层设计，建
立健全国家工匠制度。在法律上，国家应明确创造者产品的产权所有，保证创造者的服务及产品有所依托，
保证创造者对产品设计操作具有话语权，对产品所有具有法律保障，杜绝产品创造者沦落为流水线上一个
“可轻可重的环节”，使其失去尊严以及生产自主性。明确工匠自己对于产品的权力及义务，可使创造者明了
自身的权利义务。在经济上，国家应明确工匠的薪资标准，对于工匠的报酬不应仅仅是体力劳动的补偿，更
有其设计理念、产品用途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国家要确保工匠的收入待遇能否获得有体面、有保证的生活。
在就业上，国家可打通技能人员的就业途径，为有技之人提供“匠人优先”的就业政策，让“能工巧匠”们有机
会进入国家重点行业，为国奉献，减少国家的人才流失。
6 结束语
《中国制造 2025》纲要指出：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
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世界名牌产品百年不衰的历史经验
证明，只有在工作中始终贯穿工匠精神，以追求完美与极致为目的，不断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才可能赢得大
众最终的信赖。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工匠制度、
工匠文化，让工匠有名，实至名归；让工匠得利，利予工
匠，利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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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Value and Cultivation Paths of
Craftsman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HU Liang-hua
(President’s Office, Nanto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era, the craftsman spirit includes the perfection for products and skills, constant pace
with times,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education, dedication of the workforce and patriotism. The craftsman spirit is
the soul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de in China 2025”
, the spiritual power
for technicians to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pe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ner needs of
the subject to realize self-value as well as the powerful call for contemporary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propose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from such angles as strengthening its inheritance,
innovating its fostering concepts, shaping it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optimizing its top-leve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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