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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从一桥飞架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到
时速 350 公里的京张高铁，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到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一个个超级工程、一件件国之重器、
一项项高精尖技术背后，除了科技发
展的突破，也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
撑。我国有超过 1.7 亿技术工人活跃
在 各 行 各 业 ， 他 们 是 支 撑 中 国 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肩负着
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
的时代使命。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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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为社会发展进
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精神的诞生，必然要以伟大
的实践作为现实土壤。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血与火的革命中、如火如荼的
建设中、意气风发的改革中，涌现出
了一大批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甚至不
畏牺牲的工匠，促使具有无产阶级和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匠精神应运而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大大小
小的革命根据地上，成长起一大批优
秀工匠，他们为赢得革命胜利发挥了
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化铁工
人赵占魁，在高达上千摄氏度的熔炉
前穿着湿棉袄代替石棉防护服，终日
汗流浃背，从不叫苦叫累，钻研技术
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被誉为中
国“保尔·柯察金”的兵工专家吴运
铎，在生产和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
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战斗在
生产第一线，用简陋的设备研制成功
枪榴筒，参与设计平射炮以及定时、
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作
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涌现出
一批批能工巧匠，推动了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北京永定机械厂
钳工倪志福，经过反复钻研改进，发
明出适应钢、铸铁、黄铜、薄板等多
种材质的“倪志福钻头”，在国内外切
削界引起重大反响；青岛国棉六厂细
纱挡车工郝建秀，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倔脾气，独创出一套多纺纱、多织布
的高产、优质、低耗的“细纱工作
法”，也被称为“郝建秀工作法”，成
为全国纺织系统的一大创举……1968
年12月底，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
车，更充分诠释了我国劳动者对工匠
精神的追求和传承。这是当时中国自
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
桥，也是一座在艰苦环境下靠“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建起的“争气桥”。
如今，投入使用50多年的大桥依然保
持“壮年”状态，也证明了建桥时的
精益求精。

在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的劳动
者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将专业专注、
精益求精的理念和要求融入技术、产
品、质量、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创造
了无数“中国制造”的奇迹。“汉字激
光照排系统之父”王选，“金牌工人”

许振超，从事高铁研制生产的铁路工
人，从事特高压、智能电网研究运行
的电力工人，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
青藏铁路建设者们……他们都是工匠
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和践行者，用自己
的创造发明和艰苦劳动为国家、人民
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凸显。“世界
第一吊”的主设计师孙丽，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被称
为矿山“华佗”的煤矿维修电工李
杰，在国际上打响中国品牌的水泥生
产技术行家郭玉全，拥有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焊接方法的首席女焊工王中
美，练就一手“绝活”的数控机床试
车工麻建军，圆梦“大飞机”的上海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C919事业部总装车
间全体职工……他们都是平凡岗位上
的劳动者，用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诠
释着工匠精神，用奋斗与追求树立起
一面面光辉的旗帜。

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劳动
者立志成为高技能人才和大
国工匠

回顾历史，工匠精神培育了人
才、积累了经验、创造了财富。新征
程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工匠精神。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追求卓越”，这 16 个字生动概括
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激励广大劳
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立
志成为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执着专注，是工匠的本分。许多
优秀工匠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专
注于一项技艺或一个岗位，经过持续
不断地磨炼，才最终获得卓越的成
就。“我和工人们一块儿摸爬滚打了将
近 50 年，中国的码头工人不比别人
差！”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
头，71岁的许振超依然意气风发。成
为集装箱桥吊司机后，许振超坚持

“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经常顾
不上吃饭休息苦练技术。终于，他练
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
作”等绝活，还带领团队多次刷新集
装箱装卸世界纪录，让“振超效率”
成为港航界的“金字招牌”。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追求。不骄
傲、不满足、不凑合，精益求精是大
国工匠共有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追
求完美，才让他们不断超越自我。“再
仔细一点点，离一微米的精度就能更
近一点点！”工作中，“80后”技术工
人、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陈亮给自己定下这样的准则。为了提
高产品精度，陈亮打破常规思维，通
过“移植工序”，把“铣”和“磨”组
合使用，终于在不断尝试中成功。一
微米有多长？大约是一粒尘埃的颗粒
直径、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1/60。追求
精益求精，让陈亮带领团队获得多项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一丝不苟，是工匠的作风。“炮制
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同仁堂楹联说的正是这个道
理。辽宁沈阳的铆焊专家杨建华，从
一名初中没读完的普通工人到登上国
家科技进步奖领奖台，用了 39 年。

《铆工工艺学》，随便提一个要点，就
知道在哪一页；随身携带记录本，几
十年来足足记了上百万字……“岗位
可以平凡，追求必须崇高。”杨建华这
样说。

追求卓越，是工匠的使命。很多

大国工匠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努力把产品品质从 99%提升到 99.9%，
再提升到 99.99%，向更高、更好、更
精的方向努力。航天特种熔融焊接工
高凤林，被称为“金手天焊”。火箭发
动机大喷管焊缝长近 900 米，管壁比
一张纸还薄，焊枪多停留 0.1 秒就有
可能把管子烧穿或焊漏，导致损失上
百万元……高凤林经过艰苦的努力，
最终成功完成任务。为练就过硬本
领，高凤林吃饭拿筷子练习送焊丝，
端着盛满水的缸子练稳定性，休息时
就举着铁块练耐力，还冒着高温观察
铁水流动规律。正是凭借这种不断超
越自我的精神，他成为国内权威的焊
接专家。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
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匠心聚，百业兴。当今世界，综
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
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面对日趋激
烈的国际竞争，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
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
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
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时指出：“无论
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

‘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
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
就要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在商
场店铺，就要笑迎天下客，童叟无
欺，提供优质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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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不仅存在于制造业，
也存在于服务业，不仅物质生产领域
需要，精神生产领域也同样需要，体
现为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者、
服务者职业精神的崇高境界。”中国
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
军说。

如今，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早已
超越了工匠群体，延伸到更广泛的行
业和群体。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
旭华，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和团
队一起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画了 4.5
万张设计图纸，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
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不断
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 100 多公
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这是一
种工匠精神；语文特级教师于漪，每
晚学习到深夜，备课时把讲课要说的
每句话都写下来，然后像改作文一样
修改，之后再背下来、口语化，最终
成为“人民教育家”，这是一种工匠
精神……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
天，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
对广大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为每个人提供了难得的人生舞台。每
个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大力传
承弘扬工匠精神，就能在劳动中体现
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大国崛起，匠心筑梦。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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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之路，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

在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张 烁 吴 月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
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
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
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中车长客高级技师李万君：

手持焊枪铸万钧
本报记者 李家鼎

吉林长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高级技师李万君手持
一把焊枪，目不转睛操作着，手边的高铁
转向架电火纷飞，额头的汗水流向眼角，
他没有眨眼，待一套操作动作做完，才摘
下面罩，轻轻拭去。34 年来，李万君日复
一日重复着这样的动作，从一名普通焊工
成长为我国高铁焊接领域的工人专家。

“转向架是高铁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关
系到高铁的运行速度和安全，容不得半点
马虎。”李万君说。2007年，时速 250公里
的“和谐号”动车组在中车长客试制生
产。动车组转向架环口要承载重达 50吨的
车体重量，其焊接成型技术必须做到“天
衣无缝”。李万君细致研究相关技术标准，
决心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找出
中国人自己的办法。无数次的失败、反复
地试验，一个月后，他的“环口焊接七步
操作法”让外国专家感到震惊。

2015 年，中车长客开始试制生产我国
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标准动车组。转向架侧梁扭杆座的空间曲
线焊缝必须以零缺陷通过 100%射线探伤检
查，困难再一次出现在李万君和团队的面
前。又是无数次的打磨、测试，终于，他
和团队总结出的“一枪三焊”操作法，克
服了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等难
题，确保按期投产。

多年来，李万君积极传承工匠精神，
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培训焊工
2.5万余人次，学员考取国际、国内焊工资质
证书6000多项，400余名新工全部提前半年
考取国际焊工资质证。李万君用 34 年的执
着和坚守，“焊”卫着自己的初心和匠心。

图①：广东中远海运重工，工匠在为
船舶烧焊。 王美燕摄 （影像中国）

图②：全国技术能手、中建五局总承
包公司质量管理员邹彬 （前） 与工友在工
作中。 新华社发

图③：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届“工
匠杯”建筑行业技能大赛上，选手参加电
工作业比赛。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图④：近日，福建泉州福厦高铁湄洲
湾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施工。

金 伟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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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公司机加
车间，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邹峰正在一台数
控机床前忙碌。高速旋转的零件经过刀具
反复切削，发出“刺刺”的声音。不一会
儿，一个个精密的零件逐渐成型。

邹峰今年50岁，主要从事航天关键复杂
零部件的生产和加工。航天产品无小事，工
作30多年来，他对每一件经手的产品都精益
求精、精雕细琢，用工匠精神确保“零差错”。

1990 年，从航天技校毕业后，邹峰被
分配到国营红林机械厂机加车间。不久，
公司引进第一批数控机床，操作说明书是
全英文的。邹峰买来英汉词典，一个词一个
词对照着查阅，每天自学到深夜，用了3个月
掌握操作技术，成为公司首批数控车工。

航天技术迭代快，新需求新产品层出
不穷，挑战接踵而至。有一年，公司接到
某型号产品的加工任务，这是个钛合金异
形内腔件，关键部位只有一张 A4 纸的厚
度，加工难度极高，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
成。邹峰走路、吃饭甚至睡前都在琢磨这个
难题，首创了多刀接力加工方法，采用自制
磨削特殊刀具加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刀具是数控车床的核心工具，数控刀
具型号多达2.7万余种，邹峰只要一看刀具
型号，就能知道它的性能参数及加工范
围，被同事们誉为“活刀谱”。近年来，邹
峰参与了 20多种航天产品的加工制造，发
表20多篇技术成果论文。

如今，公司成立了以邹峰名字命名的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断提高工艺水
平。”邹峰说，面对技术难题，就要有一股
永不服输的执拗劲儿，用专注和精益求精
锻造航天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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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
公司数控车工邹峰：

匠心锻造航天重器
本报记者 范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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