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责任编辑：青子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莲子

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三个精神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知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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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会一直提出要弘扬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2016年

后，又并列提出工匠精神。

近日，南方工报社联系多

名劳模、南粤工匠、专家学者以

及工会干部虚拟座谈，共同探

讨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的联系与区别。从劳动者

的角度来说，这三种精神归根

结底就是干好活，生活好。专

家学者认为，劳动精神应普及

到全社会的层面。工会干部结

合自身实际工作，顺理出这三

种精神的源流变化，以及对新

时代下培育工匠人才和发挥模

范作用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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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精神就是好好做事，开心生活

工报圆桌邀请劳模、专家、工会人 谈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司志通：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这三种精神都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都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都是党政所倡导、时代所急需、

事业所急需的。这是它们之间的联系。

这三种精神之间存在着区别。一是时

代背景不同。劳模精神发端于上世纪三十

年代中央苏区，首个倡导者是毛泽东。劳动

精神发端于党的十八大以来，首个倡导者是

习近平总书记，集中体现在2015年习近平

总书记4·28讲话，明确提出“劳动精神”这个

概念。工匠精神也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尤

其是2015年以后明确提出的新概念。

二是侧重点不同。劳模精神侧重于超

过常人的付出和创造，最终成为劳模的毕

竟是极少数。劳动精神侧重于热爱劳动、

鄙弃好逸恶劳，具有劳动精神的是绝大多

数社会成员。工匠精神侧重于精益求精，

最终成为大国工匠的也是少数。

三是影响面不同。劳模精神要影响的

是那些甘于平庸、生产和工作落后的社会

成员。劳动精神要影响的是投机取巧致富

的社会成员。工匠精神要影响的主要是那

些创造不出品牌的技术劳动者。

这三种精神互为贯通、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共同构成中国精神画卷的重要组成

部分，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学习三个精神，转

化为自己的工作实践。例如，工匠精神也

适用于机关干部，一份公文中出现了错别

字和错用标点符号，就是缺乏工匠精神所

致。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弘扬“三个精神”，是社会成员的新

气象，也是产生新作为的精神脊梁。

李德球：劳动精神包含敬业精神（劳动

最光荣）、科学精神（劳动靠智慧）、合作精

神（劳动靠大家）、奋斗精神（劳动使人幸

福）以及创新精神（劳动出智慧），在理念认

知上表现为全社会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

爱劳动，在行为实践上表现为劳动者辛勤

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劳模精神不

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是随时代发展不断丰

富的。现今劳模精神可概括为：“爱岗敬

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而工匠精神就是指工匠对

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

念，集中体现为敬业、专注、创新、追求卓

越，内涵在于精益求精、严谨、耐心、专注、

坚持、专业、敬业。“工匠精神”的目标是打

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

“三个精神”的联系在于劳动精神是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基础，与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一脉相承。劳模精神彰显劳动的价

值、展现劳动者的境界，是劳动精神的集中

体现。工匠精神体现劳动者钻研技能、精

益求精、敬业担当的职业精神，是对劳动精

神的精粹提升。

“三个精神”又各有侧重。劳动精神面

向广大劳动者，强调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劳模精

神强调模范力量，对广大职工有示范引领

作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面向有一技之长

的产业工人。

“三个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当前，实施“中国制造2025”，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变，适应新常态呼唤创新驱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热潮，这一切都需要

我们的劳动者弘扬“三个精神”。

王同信：劳动精神的内涵为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广大职工是劳动

的主人，在这个劳动创新的新时代，通过辛

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物质

和精神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人

阶级的远大理想。而劳模精神代表了中国

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范，引领着时代进步。随

着时代的发展，劳模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时代

内涵和元素，但核心价值都是始终不变的。

工匠精神就是恪尽职业操守，专业专注、精

益求精。我认为，新时期的“工匠精神”是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劳模精神

的新内涵。同时也是践行发展新理念的内

在要求，要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国质量（深圳

质量）”，打磨“中国品牌（深圳品牌）”，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发展。

李长峰：诚如各位嘉宾所言，“三个精

神”本质上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

用的。其中，劳动精神是根本。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讲，“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

神，伟大的精神来自于伟大的人民。”这种

精神，就是劳动精神。

广义上来说，劳动精神包涵着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劳

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共性就是

都是对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优秀品质的

集中体现和高度凝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精神财富及强大动能。

劳动精神是根本，是母体，具有更广的

范围和更加普遍性的意义。劳模精神则根

植于劳动精神，它是劳动精神中最杰出最

先进最优秀品质的代表，是劳动精神的高

峰和山顶。工匠精神也是劳动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来源于劳动精神，它更倾向于

对待所从事工作的专注与执着。如果将劳

动精神比作一个坐标体系，劳模精神是劳

动精神坐标体系中纵向坐标轴的顶端，工

匠精神则是劳动精神中坐标体系中横向坐

标轴的顶端。或者诗意地说，以劳动精神

为原点，劳模精神是可以达到的高度，工匠

精神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远方。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1950年，毛泽

东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

指出，全国劳动模范“是中华民族的模范人

物，是推动各方面事业前进的骨干，是人民

政府的可靠支撑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

的桥梁”。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在中

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中指出，

劳动模范“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团

结的核心”。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

谈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

楷模。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

劳模为榜样”。

劳模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民族

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人民的

楷模，是时代的永远领跑者。劳模精神能

够带动周围职工群体，带动各类劳动者，以

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更强的动力，创

造出更加伟大的人类文明成果。这就是我

们如今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价值所在。

工匠精神，我认为更侧重的是对职业

的一种态度。2016 年 3 月，“工匠精神”正

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它蕴含的内容主要

是四个方面。一是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

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而产生的一种认真负责

的精神态度。二是精益，就是精益求精，对

自己做的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

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三是专注，专注于

业务，有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韧

劲。四是创新，即对所从事职业的传承和

发扬、突破和创新。

具体实践中，大力弘扬三种精神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劳动

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伟大创造，离不开劳动

精神的指引和激励。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劳

动模范身上追求上进、奋勇争先的时代精

神，离不开淡泊名利、甘于付出的奉献精

神。建设先进制造强国、现代化强国，则离

不开强大的先进的生产力支撑，离不开对

各项事业精益求精、领先世界执着追求的

工匠精神。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三种精

神都是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都

是必须坚持和弘扬的新时代精神。

谭旭日：我们公司陶瓷厂保安易小红

年近五旬，来佛山打工近30年，过年守工厂

守了20年。他说劳动精神就是把上级给的

工作完成好，遵守纪律，没有偷盗。陶瓷厂

烧成车间炉工向文生说，劳动精神就是把

窑炉看好，不出差错，做好砖，做好人。另

有一位33岁的年轻员工说，劳动精神就是

好好做事，开开心心生活。

与员工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但这是第

一次与他们聊“什么是劳动精神”。他们的

回答包含了对工作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通俗地说，就是好好干活，快乐生活。

张恒珍：劳模精神是一种勤劳勇敢、任

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是一种

不畏艰巨、敢于担责、勇于钻研的拼搏精

神，也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求知的创新精

神。弘扬劳模精神，有利于实现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助力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陆建新：工匠精神就是认真做好一件

事情。建筑行业的工匠精神要落实在工作

团队的整体进步，因为建筑工作依赖的是

团队。目前，年轻的一代不断加入建筑团

队，他们有些浮躁，还达不到“认真做好一

件事情”的工匠精神的要求。所以，我把培

养下一代作为重要责任和使命，他们的成

长，也是对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延伸。

郭明义：只有劳动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没有劳动精神，社会就失去了“精神头

儿”。在劳动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能够发挥先锋模范的领头作

用，就算得上是劳模精神。更进一步来说，

能用技术和知识高效率地创造出高质量的

产品，这就是注重创新创造的工匠精神。

简言之，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就是倡导勤奋、奉献、创造的精神。

陈鸿宇：对于劳动精神的理解，首先

必须明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确立劳动

光荣的概念，积极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氛围。其次，对于劳动内涵的理解不能

狭隘，劳动者不仅包括一线工作的产业

工人，劳动也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还包括

智力劳动，所以知识分子、管理人员都属

于劳动者的范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这便赋予劳动概念以新的时代含义，

要努力使劳动者的劳动具有较高的创新

价值和知识价值。再者，我们对劳动精

神的认识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只有

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从事劳动，社会的

整体财富才能有所累积，这就意味劳动

成果必须由劳动者共享并转化为劳动者

本身发展的条件。我们提倡通过诚实

的、守法的劳动来创造财富，共享财富，

走向共同富裕。那么拥有生产资料的民

营企业家是否付出了劳动呢？我认为他

们属于管理劳动，这种劳动也是光荣的，

这种劳动精神也是必须提倡的。所以说

劳动精神的覆盖面应该是比较广泛的。

劳模精神跟劳动精神有密切联系。劳

动精神是劳模精神的基础。劳动模范就是

劳动者大军里的先进人物，劳模精神是由

劳动模范在不懈努力的工作里所展示的优

秀品质凝聚而成的。劳模精神具有以下几

点内涵。第一，劳动模范代表着劳动者大

军里最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他们走在时代

前列，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

们也是自觉的劳动者，自觉地为国家的发

展无私地用劳动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第

二，劳模精神也体现着一种劳模文化，他

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思想品质算得上

社会表率，引领着劳动者大军的发展方

向。第三，劳模的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

是劳动者大军里的排头兵。

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坚持做好本

职工作。十九大报告里说，我们要跨越三

大关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最为核

心的是，由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而追求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我们要在这个意义

上弘扬工匠精神。现代意义上的工匠精神

具有两种层面，一是所有劳动者在本职工

作上精益求精，在每个细节上做到至真至

美；二是我们不仅要在个体层面上提倡工

匠精神，更需要在社会层面弘扬工匠精

神。我们现在通过创新驱动来使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工匠精神，每个环

节，每个细节，都必须认真细致地对待。

总体来说，劳动精神是最宽泛的，是劳

动者应该具备的；劳模精神是劳动者努力

的方向；工匠精神是从侧面而言的，劳模精

神包含工匠精神，没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也就算不上劳动模范。

【劳动者说】

劳模精神是所有劳动者努力的方向

【学者看法】

劳动精神是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基础

【工会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