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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
神州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勤勤恳
恳付出、胼手胝足创造、斗志昂扬奋
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挥洒汗水、努
力奔跑，每个劳动者的力量汇聚成磅礴
伟力，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2020 年 11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
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弘
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始终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的一百年。

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粮食以及生活必需品
供应紧张。为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
难，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号召，大生产运动蓬勃展
开。边区军民开荒种地、畜牧养殖、兴
修水利……在田地、山头、工厂，到处
都是劳动人民“手举锄头、脚踩纺织
机”的热闹景象。通过大生产运动，勤
于劳动、善于劳动的边区军民用自己的
双手打破了困难局面，为抗日战争及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
华大地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时间，
劳动的号角再次吹响，“拼命也要拿下
大油田”“生命不息，革新不止”“宁愿
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人们的劳动
热情汇聚成无穷的力量，给新中国带来
了生机与活力，许多中国过去没有的新
工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
电设备生产厂接连开工，中华大地每天
都在发生新变化。

改革开放，实干笃行。随着科学技
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知识
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创新创
造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广大劳动者开拓
奋进、锐意创新，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新的时
代强音。

一勤天下无难事。千千万万奋斗在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辛勤耕耘、拼搏奉
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

“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劳动

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
荣。”“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
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
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
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
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
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

荣誉是激励劳动者继续前行的动
力。1950年，党和国家首次表彰劳动模
范。全国总工会从1985年开始，除召开
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的年份外，每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都进行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奖章的评选表彰，评选标准坚
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
者。这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满怀信心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据 统 计 ， 今 年 荣 获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的 基 层 一 线 劳 动 者 共 有 1012 人 ，
占比 84.5%。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这 16个字是对劳动精
神的高度概括和生动诠释，为新时代坚
持和弘扬劳动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动
员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在劳
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强调全社会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
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
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
生活。

干一行、爱一行。“今年是我在航空
制造业生产一线工作的第二十九年。”中
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航空部件厂职工薛莹说。她和同事们先
后交付 7000 余架份优质垂直尾翼，将中
国制造推向了新的高度。像薛莹一样肯
学肯干肯钻研，在劳动中实现人生价值
的劳动者千千万万，如何才能让他们身
上的劳动精神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2013年 4月，全国总工会下发意见，
决定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中国梦·劳动
美”主题宣传活动，发出劳动光荣、创造
伟大的时代强音。多年来，产业工人、科
研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等不同职业、不同
群体的优秀劳动者走上讲台、分享心得，
动员了更多职工在本职岗位上，以劳动
促发展，以劳动赢光荣。

崇尚劳动还要关心爱护劳动者，帮
助劳动群众排忧解难。“近年来，建设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组织职业培训、
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等一系列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务实举措持续推进、
落地生效，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亿万劳动者的
奋斗激情被点燃，为经济社会发展汇聚
起强大正能量。”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
人张晓辉说。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强
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辛勤、诚实永远
是劳动的本色，广大劳动者只要踏实劳
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
不平凡的业绩。

干一行、专一行。北京邮政海淀区
分公司清华营业部揽投员康智是一名

“90后”，10年来，他起早贪黑、风雨无
阻穿行在大街小巷，累计投送邮件28万
件。康智用心琢磨收派邮件的各个环
节，学习路线规划，熟悉行业行规，将
邮件迅速、准确、安全地送到客户手
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康智获得了北
京市劳动模范、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
国邮政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
一线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生产防
疫物资的工人到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
建设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闻令而
动，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
献，汇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班
组副班长陈亮参与了熔喷布模具研发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陈亮困了、累了
的时候，就在车间里打地铺小睡一会
儿。在48小时内，陈亮和团队就成功研
发出高精度的熔喷布模具，为口罩生产
和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陈亮说：

“虽然不能做‘最美逆行者’，但坚守好
自己的岗位，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年过六旬的傅卫丰是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几十年如
一日在自己承包的农田里忙碌，播种、
插秧、耕田。作为种粮大户，他还带领
乡亲们一起申报水稻产业提升项目，探

索种植机械化，享受丰收的喜悦。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正是亿万农民的辛勤
付出，用汗水换来连年丰收，用双手换
来米袋子充实、菜篮子充盈。中国农民
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
的人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
了坚实基础。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火花小组组长王钦峰参加工作 20 多
年 来 ， 干 过 十 六 七 个 岗 位 ， 车 铣 刨
磨，他都认真干。王钦峰做电火花防
弧实验用了 2年多的时间，每天在车间
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经历过无数
次 失 败 ， 终 于 研 发 了 电 火 花 防 弧 电
路 ， 成 为 我 国 电 火 花 行 业 的 一 大 革
新。王钦峰也实现了从一名学徒工逐
渐成长为企业高级工程师、从农民工
成长为全国劳模的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干
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千千万
万的劳动者奋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勤
勤恳恳、真抓实干，展现了劳动者最美丽
的风采，让劳动精神蔚然成风。

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
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
高素质劳动者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青年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也理应做劳动精神
的学习者和传承者。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
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意见》，各地创建了一批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带动劳动教育走深走
实。在北京，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等 4个市级学工
学农基地投入使用，学生可以在下田插
秧、磨豆腐、做酸奶等过程中感受劳动
的不易与伟大；在上海，农场、职业院
校、社区街道等资源被整合，为学生提
供农业劳作、加工制造、服务体验、创
新实验的系统化劳动实践场景。

“劳动精神在昂扬向上的劳动群体
中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比如先进企
业、车间、班组，但是大中小学生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基本上接触不到这些劳动
群体，劳动教育要补齐这个短板，在校
园文化生活中融入先进的劳动共同体文
化。”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
副院长曲霞说。

工人阶级是劳动精神的主要承载
者。为了在广大产业工人队伍中弘扬和
践行劳动精神，展现劳动精神的经济和
社会价值，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拉开序幕。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
技能竞赛，完善产业工人多元上升通
道，努力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等一系列务实做法落地生根，工人阶级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展以劳
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劳动
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
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
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
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
高素质劳动者。”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大力弘扬
劳动精神，勤奋工作，勇于创造，我们就
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弘扬劳动精神 创造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易舒冉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骄阳似火，热气笼罩田地，李莉拨开
一株玉米秆，掰下玉米棒，扔进背篓，动
作越来越熟练。她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汗
珠，继续掰下一个。

李莉是重庆市丰都县一名高中生，假
期，她离开城市“安逸”的生活，来到包
鸾镇包鸾村参加劳动，帮助姨外婆收玉米。

李莉越来越热爱劳动，离不开家庭的
熏陶。从小，父母就告诉她劳动最光荣，
鼓励她在家做做家务。这次回农村参加劳
动，父母也很支持。“希望能磨炼一下她的
意志，让她更加懂得劳动不容易。”李莉的
母亲说。

通过劳动，李莉更加懂得劳动的滋
味。“以前，常听爸妈说‘劳动最光荣’，
总感觉隔了一层，现在终于体会到了，收
获的感觉真踏实！”李莉表示，农民生活很
辛苦，常常抢抓农时，收完这块地又立马
奔赴下一块地。但通过劳动收获果实，感
到充足而快乐。

培养学生劳动习惯，既要家长鼓励，
更需学校引导。近年来，丰都县强化劳动
教育，改革劳动教育评价，通过学校、家
庭、社区“三方共评”，将其与学生评先选
优挂钩。还编印具有地域特色、劳技特点
的校本教材 10 余套，鼓励学生参与劳动，
在劳动中传承劳动精神。

在丰都县实验小学，每个孩子都有一
本“学生素质报告册”，上面记录着暑期里
志愿实践、家务劳动、学工学农等一系列
劳动过程和效果评价，不少学生学习包饺
子、动手叠被子、制作手工艺品。

“弘扬劳动精神，要从娃娃抓起，引导
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丰都县教委主
任王筱军表示，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接班
人，必须经常参加劳动。只有在劳动中树
立劳动光荣的观念，传承劳动精神，才能
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为社会做贡献。

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
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
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摘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
讲话

在劳动岗位上
实现人生梦想

本报记者 方 圆

③③

采油工刘丽是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二采
油厂第六作业区采油 48队采油工班长。扎
根采油一线 28 年间，刘丽研制创新成果
200余项，用勤奋与韧劲解决了一个个生产
难题，她带领“刘丽工作室”全体成员取
得技术革新成果 1048 项，加工推广技术革
新成果 2344 项，创造经济效益 1.2 亿元。

“我和我的团队始终以铁人为榜样，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革新创新，努力为油田干
一辈子，让每个人都能在劳动岗位上实现
人生梦想。”刘丽说。

1993 年，刘丽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技校
毕业，当上了石油工人。“干工作一定要干
出样来，差不多不行，必须万无一失。”她
把父亲的话记在心里，更落实在行动上。
她以井为家，整天工作在井场；勤学采油
知识，解决井上难题；参加业务培训，积
极备战技能大赛。

随着对生产工作的深入了解，刘丽开
始把解决生产难题作为自己的攻关课题。
为了解决抽油机光杆易腐蚀导致盘根漏油
严重的问题，她每天上井去观察、记录，
查找资料、设计图纸、反复琢磨。她几乎
跑遍大庆市所有的五金商店，终于找到了
一种尼龙棒，经过自己切割、加工之后，
制作出了合适的密封圈，最终研制出“上
下可调式盘根盒”。

2011 年 8 月，以刘丽名字命名的“刘
丽工作室”成立，最初只有两名成员，致
力解难题、服务油田生产是工作室的初
衷。在刘丽的带领下，工作室实施“研、
产、用”一体化创新管理模式，现已发展
壮大到涵盖采油、集输等 35个工种，拥有
531名成员的集人才培养、难题攻关、技术
革新、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创效
联盟。

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第六作业区采油
48 队采油工赵海涛说：“刘丽是我的师傅，
她肯干、好学，用劳动实现梦想，用奋斗
铸就辉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图①图①：：在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在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选手正在进行选手正在进行
美容美发竞赛美容美发竞赛。。 魏劲松魏劲松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②图②：：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劳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展示采摘的蔬菜动教育实践基地展示采摘的蔬菜。。

陈福平陈福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③图③：：黑龙江省北大荒江川农场早熟品种水稻开镰黑龙江省北大荒江川农场早熟品种水稻开镰

收获收获，，一片丰收景象一片丰收景象。。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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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从小
热爱劳动的习惯

本报记者 刘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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