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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工匠精神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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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工匠精神”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工匠精神一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工匠精神从其内涵上讲主要表现为工作态度 、精神理念和价值观三个层次； 从其渊源

摘

上讲，德国制造、日本制造以及中国古代的“匠 ”人传统都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 在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过程中，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更加突显，工
匠精神培育的路径探索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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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两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
一是在本轮经济萧条乃至衰退中，欧洲国家普遍
遭受重创而唯独德国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 二
是日本制造的电饭煲、马桶盖遭到中国赴日游客
的疯狂追捧。 反思中，人们纷纷在追寻中国制造
与日本、德国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一时间，关于
工匠精神的书籍频频面世，“工匠精神 ”一词成为
了高频词汇。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
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更是将对工匠精
神的呼唤提升到新的高度。当一个话题被人们反
复提起的时候，这个话题迟早会成为一个时代的
命题。基于此，本文就工匠精神的内涵和渊源、培
育工匠精神的当代意义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
工匠精神培育谈点自己的粗浅思考 。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和渊源
（ 一） 何谓工匠精神
目前学术界对于“工匠精神 ”的内涵尚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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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界定，这里，笔者从三个层次对其做个初步的
概括： 最表面层次是指工作态度 － 严谨、细致、专
注、负责。这一层次表现出的最突出特点是“认
真”，把一项工作做好。 中间层次是指精神理念
－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这一层次表现
出的最突出特点是“死磕”，用“偏执狂 ”的精神把
一项工作做到与众不同、做到最好。 当前中国已
经步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工匠精神非但不过时，而
且应备受推崇，互联网思维中的“极致思维”、“迭
代思维”即是工匠精神的现代演绎； 工匠精神究
其深层次内涵是指人的价值观。工匠们把对自然
的敬畏、对作品的虔敬，连同自己的潜心感悟，倾
注于一双巧手，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
持续走向辉煌。2010 年《巴伦周刊 》全球年度最
受尊敬 CEO 苹果公司史蒂夫乔布斯，更是匠人的
一个典范，他对产品的专注和追究极致的精神将
苹果带向了成功。 他的信条是“做每一件事并不
是为了赚钱，而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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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工匠精神的渊源
说到工匠精神的渊源，人们首先可能都会想
到德国。早在 1986 年，赫尔曼·西蒙教授就提出
了“隐形冠军”概念，指出德国的出口贸易乃至整
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原因得益于中小公司。
德国很多家族经营的中小公司都是名副其实的百
年老店，他们显著的特点是近乎疯狂的偏执 ，把自
己的产品从技术上到质量上都做到极致 。说到工
匠精神，人们也会想到日本。“made in japan”一
直是产品质量的保证，丰田、本田、索尼、松下、富
士等都是中国制造企业学习的标杆，相关的书籍
更是不胜枚举。 日本周刊记者根岸康雄所著的
《精益制造 028 ： 工匠精神 》一书，深入采访了日
本 12 家规模虽小、却拥有世界顶级技术的小企
业，如生产世界最细无痛注射针头和永不松动螺
帽的小厂，告诉我们日本制造业长盛不衰的秘密 。
而事实上，工匠精神并不是舶来品，中国更是
工匠精神的鼻祖，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工
匠精神的史诗。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制作在农耕时
期就已经名扬海内外，四大发明 － 造纸术、印刷
术、指南针、火药更是为其后整个世界的近代科学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上各类能工巧匠辈
出： 木工祖师爷鲁班，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制造出
浑天仪、地动仪的张衡，修建赵州桥的李春等等。
各类相关著作也是浩如烟海： 《天工开物》、《梦溪
笔谈》、《水经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齐
民要术》等等。
西方社会经过中世纪宗教改革对整个社会的
思想洗礼，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匠们的社会
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劳动成为自我实现的追求。
马克思·韦伯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手工业者
的宗教，这是它的突出特征。”由于中国社会没有
经历过这个过程，中国的工匠精神更多的体现在
个体层面、行会层面，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宗教般
的社会认同。 长期物资匮乏，在改革开放前三十
年，中国多数行业均属于卖方市场，工厂化、机器
化大批量生产适应当时的市场情况，近代工业制
度削弱了传统工匠伦理，某些传统工匠技艺走向
衰落乃至失传，一度造成了当代中国工匠精神的
缺失。
二、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
（ 一）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需要“工匠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
成就，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产
品行销全球。但是我们都清楚，中国是制造大国，
不是制造强国，过去的三十年我们靠人口红利取
胜，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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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源。大部分产品设计普通，质量一般，最
突出特点是价格低廉，偶尔有几家质量过硬的企
业，基本上沦为了国外企业的贴牌工厂。 中国工
业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
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
升级的任务紧迫而艰巨，虽成绩斐然但同时也面
临内忧外患。 一方面，国外压力倒逼改革。 伴随
着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的普遍萎靡不振 ，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工业品低价倾销的指责
不绝于耳。 在中国加入 WTO 十五年之后，2016
年 5 月 12 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
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决议提到了中国
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问题 ，此外，
决议还表示中国过度生产及削价出口会为欧盟带
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议员们纷纷表
示，中国需要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国内压力倒逼
改革。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
步消失，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与东南亚国家比较
已无优势。近年来来，人民群众对空气污染、环境
污染的指责与非议的舆论压力也愈来愈大 。
2015 年 3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国
务院常 务 会 议，部 署 加 快 推 进 实 施“中 国 制 造
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 2025”正式
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说： “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
全球的‘中国制造 ’升级为‘优质制造 ’。”而在这
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
技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
我们仍然缺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 ”，其背后所折
射的，又恰恰是基础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 － 大国
工匠的缺失以及工匠精神的缺失。
（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工匠精神”
2016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再论
当前经济形势 ”一文中明 确 指 出： “在 当 前 形 势
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U 型、V
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 L 型增长阶段。”根据对
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判断，国家给出的药方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用改革的办法推
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
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
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
需求结构变化。
供给侧改革的政府端措施，包括政府管理经
济、社会方式的制度创新，财税改革，金融体系改
革，社会服务体系改革等； 而更为重要的企业、个

人端，需要激发活力和消费潜力，提高供给效率，
降低供给成本，并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刺
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各
项工作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需要发挥人们的主观
能动性，而这种原动力来自于人们对自己工作的
热爱，对从事的工作、工艺、技术、科技的陶醉、痴
迷，倾注了情感。 所以，弘扬工匠精神，也是供给
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 三） “工匠精神 ”是当代大学生就业和个人
发展的需要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否认的是，一些
群体性浮躁、不正确的价值观自然会传导、影响当
代大学生。相当数量的毕业学生往往被用人单位
评价为“眼高手低”，而大学生们则每当遇到个人
职业发展有一点不顺利的情况时就选择用脚投
票、频繁跳槽，在个人职业生涯中不停的寻找起
点。“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乃至价值观，
恰恰教给毕业生的是坚持、专注。 只有具备良好
职业精神的毕业生，才能成为行业里面的专家、技
术能手，才能在未来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80
后”的秦世俊，毕业后进入工厂潜心学习钻研技
术，实现技术创新 661 项，攻关课题 15 项，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8 项，获得省、市及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成为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 在塑造学生精
神品质的过程中，若能强化其工匠精神的培养，将
极大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价值，有利于当代大学
的就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工匠精神培育
应用型人才是指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
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 这类人才主
要是应用知识而非科学发现和创造新知，在社会
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的过程中，社会对这种人才的
需求占有较大比重，应该是大众化高等教育必须
重视的人才培养模式。在 2015 年 10 月份下发的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中
明确提 出“紧 紧 围 绕 创 新 驱 动 发 展、中 国 制 造
2025、互联网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 ”
等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突破
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 ，为学习
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各地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
切实增强对转型发展工作重要性 、紧迫性的认识，
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
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 一） 宣传教育引领工匠精神价值观的形成

在对应用型人才的工匠精神培育中，价值观
的引导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能一蹴而
就，需要不怕麻烦、持之以恒、润物无声。 在大学
生价值观的引导教育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对“工
匠精神”的宣传，尤其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
同学、典型校友的宣传方面，要拓宽宣传渠道、加
大宣传力度。一方面，积极应用新媒体，利用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手段，进行“主动式推送 ”宣传，扩
大影响面； 另一方面，将传统的小规模、间断、不定
期的“点 ”式宣传扩大为 有 计 划 的 系 统 性 宣 传。
通过价 值 观 的 引 导 教 育，在 学 生 中 形 成“品 质
化”、“精细化”理念，纠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高”的片面的、落后的认识，从而使“工匠精神 ”真
正深入人心。
（ 二） 课程体系辅助工匠精神落地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工匠精神的培育，一方面
需要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
革，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与核心课。在
知识体系上，特别强调基础、成熟和适用的知识，
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 将现代信息技术
全面融入教学改革，推动信息化教学、虚拟现实技
术、数字仿真实验、在线知识支持、在线教学监测
等广泛应用。 另一方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
更强调与一线生产实践的结合，加强实验、实训、
实习环节，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
比例达到 30% 以上，建立实训实习质量保障 机
制。应用型人才应当熟悉和掌握所从事的某专业
或某行业工作的程序和方法，即专业的实践操作
技能。这种实践能力是学生毕业之后运用专业的
实践操作技能来处理工作对象中的实际问题 ，直
接表现为对实际工作对象进行动手操作 ，操作的
结果应该是满足该专业或该行业领域要求的工作
成果。
（ 三） 创新创业教育诠释工匠精神精髓
当前国家在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 “把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工匠精神的创
新能力是指具有凡事不墨守成规，不循规蹈矩，力
求推出新构思、新设计，运用新方法、新方案解决
问题的能力。 工匠人才必须具有积极的创新意
识。创新意识是开展创新活动的前提，只有在强
烈的创新意识的引导下，才能产生强烈的创新动
机，充分发挥创造力。 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技
术、新理论、新观念、新办法，这是工匠人才的创新
能力的最突出的表现。所以，在工匠人才培养中，
一方面高校需要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开发开设创
· 93·

新创业课程，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一方
面，需要高校积极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 、行业
技术创新体系，以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导
向，广泛开展科技服务和应用性创新活动 ，努力成
为区域和行业的科技服务基地、技术创新基地。
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等协同创新方式加强产
业技术技能积累，促进先进技术转移、应用和创
新。打通先进技术转移、应用、扩散路径，既与高
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动，又与中职、专科层次高
职联动，广泛开展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服务 。
（ 四） 与地方、企业联动提供工匠精神培育的
实践平台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高校
与地方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更好地与当地创新
要素资源对接，与经济开发区、产业聚集区、科技
园区、创意园区发展对接，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
技术创新需求对接。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
业支持，通过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工业研究院、创
新创业基地等载体和科研、医疗、文化、体育等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
发展格局。围绕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 ”、粤
港澳自贸区、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
战略，加快建立人才培养与科技服务机制。 建立
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
学、合作治理机制，校企合作的专业集群实现全覆
盖。在高校与地方、企业的合作中，学生可以积极
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创新及市场运营，在项目的进
程中重视技术教学和实践训练，强调学生的实践
能力，让学生在实干中学习、尝试中学习，有利于

学生吸收企业的标准化管理模式及企业对品质的
要求，有利于对“工匠精神”的塑造。
（ 五） 工匠精神培育需要顺应时代、产业、科
技的发展
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高
校增强把握社会经济技术重大变革趋势的能力 ，
不能闭门造车，要开放眼界，适应、融入、引领所服
务区域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瞄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增长点，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新
格局。促进新技术向生产生活广泛渗透、应用，推
动“互联网 + ”战略在当地深入推进，形成人才培
养和技术创新新优势。
（ 六） 工匠精神培育的师资保障
在对应用型人才的工匠精神培育中，优质的
师资条件是必要条件。 调整教师结构，改革教师
聘任制度和评价办法，积极引进行业公认的专才，
聘请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技能
人才作为专业建设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 有
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接受培训、挂职工作和实
践锻炼。通过教学评价、绩效考核、职务 （ 职称 ）
评聘、薪酬激励、校企交流等制度改革，增强教师
提高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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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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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word “craftmanship”appearing i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ment Work Ｒeport 2015 for
the first time，this word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The connotation of
craftmanship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hierarchies： working attitude； spirit ＆ ideal； values． The origins of
craftmanship include： manufacturing cultures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tradition of “craftsman”in ancient
China． These origins serve as annotation of craftma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economy，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to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craftmanship has been highlighted．
It’s of great necessity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cultivating craftmanship．
Key words： craftmanshi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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