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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上，一桥飞架三地，这座总长 55 公里的跨海大桥令人瞩目；三天一层楼的“深
圳速度”和四座超 400 米的摩天大厦，令人叹服；活灵活现的潮州木雕和“死而复生”的铜
凿剪纸，令人咋舌……这些传奇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产业工人孜孜以求的努力与夜以继
日的付出，更是各行各业劳模工匠们锲而不舍的传承、创新和引领。
这样的匠心匠造，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温暖着、激励着我们。我们不禁要问，南粤
工匠何来？粤匠精品何如？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缘何选在广东启幕？且随南方
工报记者的视角一起来探访究竟。

搭台·创效 ❶

南粤代有匠才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环大湾区，
海风阵阵；
南粤大地，
人才辈出。
2022 年 1 月 7 日，由广东省总工会、省委
宣传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 2021 年
“南粤工匠”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新一年度
的 10 位“南粤工匠”揭晓亮相。至此，由广东
省总工会发起的“南粤工匠”选树活动已持续
开展六年，共有 100 位高技能高素质人才获
得“南粤工匠”这一殊荣。
曾记得六年前的全国两会上，
《政府工作
报告》首提“工匠精神”，3 天后，广东省总工
会下发通知“寻找身边南粤工匠”，以实际行
动践行报告精神，开启高标准遴选高技能高
素质人才的通道，一大批在工作岗位上默默
无闻、无私奉献的工匠人才，从幕后走到台
前。
■2021 年“南粤工匠”
发布仪式现场

资料配图

高标准遴选高技能高素质人才

全方位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工匠精神

曹祥云，2016 年广东省首届 20 名“南
绝技，在各自领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
粤工匠”之一，一位创造了用叉车开瓶盖 “不可能”，刷新着一次又一次的“广东纪
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传奇人物。从曾经
录”
、
“中国纪录”，
乃至
“世界纪录”。
找工作四处碰壁的小人物，到站到“南粤
据了解，南粤工匠的选树活动在前
工匠”先进事迹报告会的聚光灯下接受
四届保持每年 20 名的规模，之后，为了更
表彰，他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集中更精准地高标准遴选高技能高素质
看出“南粤工匠”
选树的尺度。
人才，改为每年推选 10 名。南粤工匠的
2002 年，初到珠海打工的曹祥云，学
选 树 标 准 也 是 与 时 俱 进 ，不 断 调 整 完
历低、没技术，用了两个月才觅得一个进
善。始终不变的是：南粤工匠必须体现
格力电器做搬运工的机会。工作很累、 政治性和先进性，体现工匠精神和技能
很苦，他却特别卖力，一组空调 60 台，总
引领，体现广东特色和时代价值，是所属
是一口气搬完，一边肩膀磨烂了就换另
行业领域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一边，成了工友口中的“拼命三郎”。一
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国劳动模范
年后，曹祥云考取了梦寐以求的叉车驾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驶资格证，转行做叉车司机。为磨练技
用十六个字对工匠精神做出了重要论
术，他花了半月工资，买来 23 箱啤酒，夜
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
以继日地苦练一项绝活：用叉车的货叉
卓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
开啤酒瓶盖。一直练到“开盖后百分百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不损害瓶身”的境界后，他便在市级以上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
的技能比赛中脱颖而出，屡屡夺冠。在
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
央视的挑战类节目中，他开叉车三分钟
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内成功开启 30 个瓶盖，创造了吉尼斯世
近年来，在省总工会的持续推动下，
界纪录，
一举成名。
广东 21 个地市工会及工厂企业纷纷加入
在曹祥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技能 “寻找工匠”
的行列。2016 年，
佛山市命名
人才所具有的专业性、广泛性，也看到了
首批 30 名
“大城工匠”
，
成为全省第一个建
工匠人才必备的肯钻研、不服输、有韧劲
立工匠评选制度的城市。2017 年至今，
韶
的精神特质。记者在梳理 100 位南粤工
关市总工会举办了三届“韶关工匠”评选
匠的事迹时发现，他们有的是行业技术
活动，
每届评选 10 名韶关工匠并予以学习
能手，有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有
提升资金 1 万元。2019 年起，深圳市宝安
的引领制造业发展……他们的政治品格
区总工会制定一套可量化职工技术水平
必然过硬，业务能力一定突出，个个身怀
且易操作的工匠评定指标体系。

“南粤工匠”颁奖典礼、先进人物事迹
卓越的贡献。
报告会、劳模工匠宣讲进校园进企业……
如今，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工匠精神，
为带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并学习工匠精神
已成为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的工作常态，
学
的氛围，省总工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南
习工匠、争做工匠在各行各业蔚然成风。
粤工匠”学习宣传活动，
通过集中的表彰、 2019 年以来，韶关市总工会先后到广东
报告、宣讲、宣传报道、公益广告等多种形
松山职业技术学院、韶关市技师学院等学
式，让工匠故事贴近大众，成为榜样和标
校开展“传播工匠精神 培育明日工匠”工
杆，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成为思想引领
匠精神进校园活动，邀请南粤工匠钟国
的旗帜。
建、陈科，韶关工匠李福运等为师生作宣
“朋友们都说，你也是明星了！”南粤
讲，向大家分享立足岗位、勇于探索的奋
工匠李建华是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有限
斗故事，激励广大师生向工匠学习，传承
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他在朋友的口
工匠精神。其中，仅 2021 年就组织开展
中得知自己的形象海报上了地铁的公益
了劳模工匠宣讲活动 17 场。
广告后，情不自禁地说，
“感觉很自豪，很
在佛山市南海区，
更是打造了全国首
有成就感，
说明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
个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大型展馆——珠三
认可，
当然，
压力也更大了，
一定要努力工
角工匠精神展示馆（以下简称“工匠馆”
）。
作，
才对得起这个称号。
”
数据显示，
自2017年年底试运营以来，
工匠
据省总工会相关部门介绍，
从 2020 年
馆的
“朋友圈”
遍及 24 个省、
市、
区，
以及海
起，
省总工会推动对“南粤工匠”获得者按
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珠三角地区弘扬
程序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
。南粤工匠” 和展示工匠精神的重要窗口。馆内陈列的
选树活动中，
涌现出了像陆建新、周振、刘
展品，
都是来自珠三角各地市的匠心之作，
宇辉等一批技术水平先进、事迹突出、体
既有
“大国重器”
，
也有
“人间烟火”
，
包括广
现广东特色的工匠人才，还有管延安、乔
州珠江牌立式钢琴、
广船国际制造的
“粤龙
素凯、张路明等行业佼佼者先后被推荐为
九号”
盾构机（模型）、
深圳大疆无人机、
“珠
大国工匠。这些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
海一号”
遥感微纳卫星星座、
佛山一汽-大
造、交通运输、传统工艺、尖端科技的顶尖
众高尔夫解剖车、
20 多年仍可点火开机的
技术技能人才，
作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万和”牌首批热水器、产自中山的北京奥
工匠精神的优秀传承者，
为推动广东制造
运祥云火炬……在这里，
访客能近距离地
业品质革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触摸到
“广东制造”
的匠心脉动。

■全媒体记者王艳 林婷玉 彭新启 马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