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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经济培育工匠精神的背景

n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n 是消费高品质、个性化的需要

    中国消费：从“有”     “优”升级，向个性化定制发展

n 是人才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毕业生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进行人才供给侧改革



1. 新经济培育工匠精神的背景
n 工匠、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的内涵及关系

现代工匠：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工匠精神：从广义而言是指对职业的忠诚奉献，对质量的极致追

求，以及对产品或服务的创新超越；

工匠文化：工匠群体在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道德准则、思维

方式和行为习惯等。

三者关系：工匠是主体，工匠精神是核心，工匠文化是支撑。

培育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构建培育工匠精神的支撑体系；

培养大量工匠人才，夯实培育工匠精神的人力基础。



2. 新时期工匠精神匮乏的根源

n 根源：没有深厚的工匠文化环境

长期以来，我国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儒家思

想影响，存在着对工匠根深蒂固的偏见。

手工业时代，工匠对产品的整体质量负责。

机器化时代，工匠的作用被弱化。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1 弘扬墨子工匠精神，筑牢工匠文化根基

n  墨子工匠精神的提出

墨子具有奉献精神：“墨子兼爱天下，摩顶放踵，利

天下而为之”

墨子主张人人平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墨子强调劳动实践：“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提倡创新创造:“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

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1 弘扬墨子工匠精神，筑牢工匠文化根基

n 墨子工匠精神的提出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必须摒弃儒家不合

理思想，而应大力弘扬墨家思想，把墨家

思想作为我国工匠文化根基。

“墨子既是经验家又是技术家，既是工匠又
是大匠师”。
墨子是一位伟大的跨越时空的“现代工匠”。
毛泽东：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
是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1 传承墨子工匠精神，筑牢工匠文化根基

n 墨子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Ø 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坚守内心对产品或岗位的追求

Ø 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

Ø 精益求精的制造精神：持续精进，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

Ø 至善至美的创新精神：创新过程是一个人文过程。不仅专注产品或服务，

还关注产品的使用者或服务的对象，对产品赋予情感，对服务倾注人文

关怀，使得产品饱含人的温度，让服务满怀温暖。把产品当作艺术品，

把服务当作艺术创作，达至美的境界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2 尊重工匠人才，强化支撑工匠精神的价值观

n 树立“人不分尊卑、职业不分贵贱”的人才观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工匠对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日益重要。

现代工匠不再是简单从事重复劳动的操作工，他们不仅能从事一线技

能操作，还能进行技术创新，对产品进行改进改善。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2 尊重工匠人才，强化支撑工匠精神的价值观

n 大力表彰宣传现代工匠的事迹

  大国工匠和科学家在大国重器、国家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一样重要

  佛山·大城工匠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3 落实工匠人才政策，建立支撑工匠精神的制度

n 落实工匠人才发展政策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的意见》：“技术工人的评价选拔制度”、“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政策”。

n  落实工匠人才待遇政策

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

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建立补助性津贴

制度、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等。



3. 新时代培育工匠精神的举措

3.4 提升职业教育内涵，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

n 把工匠精神融入职业素质教育中

    把培育工匠精神作为素质提升的重要抓手

n 工匠精神在校企合作中育成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双主体”， “双身份”

  “做中学”：在企业真实的工作中进行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深入学习研究，深刻认识墨子工匠精神

课题研究：组织“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特色项目”研究

发表论文：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文化育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0多篇

宣讲教育：“墨子思想与职业教育发展” 、“墨子其人”等报告会

组织研讨：学校与中国墨子学会联合举办墨子思想与职业教育研讨会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凝练校训，创作校歌，涵养工匠精神文化
把《墨子•尚贤》篇中“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十二字凝
练为学校校训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Ø 厚乎德行：道德品质高尚、行为举止
高雅、素质修养良好，强调立德为先，
体现个人内修与外饰的和谐统一

Ø 辩乎言谈：积极观察分析、归纳推理，
自信展示表达，体现个人内在才情与
外在魅力的和谐统一

Ø 博乎道术：通晓事物规律、熟练技术
技能、理论联系实践，突出学以致用，
体现思想与方法、学养与能力的完美
结合

Ø “厚道”、“明白”、“能干”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凝练校训，创作校歌，涵养工匠精神文化
把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写入校歌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请立墨子像，打造工匠环境文化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Ø 在校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座8米高的巨

大墨子雕像。一股清风迎面拂来，衣

袖飘飘，手握书简，信步前行，思维

如梭，造型庄重，气宇轩昂，展现墨

子知行合一的精神

Ø 鲁班像、黄道婆像、爱迪生像等



2015届：应时代召唤，树工匠精神，创美好未来

2016届：坚定理想，勇于创新，做幸福的现代工匠

2017届：传承墨学  铭记校训  继续前进

学校注重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要仪式活动，教育学生做一名幸福
的现代工匠：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注重仪式教育，营造工匠文化氛围



4.1  打造以墨子工匠精神为特色的大学文化
n 注重仪式教育，营造工匠文化氛围

学校每年在五一劳动节隆重表彰学校后勤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营造崇尚劳动、尊重技能的氛围，教育学生学习他们敬业奉献、精益求

精的精神。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创建科研服务平台，培养学生务实、敬业、创新的精神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以平台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

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培养高

素质现代工匠

跨专业的校内外人员和学生基

于项目组成团队，开展技术研

发、教育教学、师资培养培训

等，既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又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创建科研服务平台，培养学生务实、敬业、创新的精神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家具专业以“广东高校家具制造工程技术
开发中心”等平台为依托，累计科研经费
600多万元，师生共获国家专利50多项，
学生获各类设计奖130多项。

实施“一课程、一企业、一项目、一展览”
四个一专业教学模式，创新“毕业答辩、
毕业展览、人才推介、成果转化”四位
一体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每届毕业展
的作品都被企业产品化，这些作品的学生
也直接成为企业的员工。

毕业
答辩

毕业
展览

人才
推介

成果
转化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创建科研服务平台，培养学生务实、敬业、创新的精神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广东省制冷产
品检测中心等

系列平台

超1400
万元项

目

省级教学
团队、学

生

制冷专业依托“广东省制冷产品
检测中心”等5个平台，累计完成科研
项目800多万元，检测服务项目600多
万元。

基于真实项目培养学生“务实、敬业、
创新”精神，学生获国家专利5件；
80%的毕业生成为制冷企业技术骨干；
自主创业比例达10%以上。

16名毕业生进入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工作；4 人入选“香港优秀人才入境
计划”。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创建科研服务平台，培养学生务实、敬业、创新的精神
建设“广东—亚琛工业4.0应用研究中心”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创建科研服务平台，培养学生务实、敬业、创新的精神
与万和集团合作，建设MES系统，打造万和智慧工厂。

 MES系统帮助万和燃气热水器实现一个流程精准高效、个性化、定制化
等方面的智能制造模式。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校企订单合作，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
学校与森达美信昌机器工程（广东）有限公司于2004年开始举办“工程机械专业
班”，连续进行了14期，共为企业培养了毕业生530多名，全部进入合作企业工
作，其中有14人到新加坡就业。

利用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先进的教学资源与企业文化，联合组织整个学习过程。

联合建立“工程机械人才培训中心”，企业为中心提供设备价值达850万元。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组织技能大赛，培育学生崇尚技术技能、争创一流的精神
学校形成学技术、精技术、赛技术、爱技术的竞赛文化。

2010-2017年，学生在各级各类专业技能竞赛中共获得全国性比赛一等奖

（含特等奖、特金奖、金奖）109个，二等奖（含银奖）186个，三等奖

（含铜奖）163个，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继承传统拜师仪式，培育学生忠诚敬畏的品质和精神
学校与顺德的总商会、餐饮行业协会进行合作，举行“丙申年‘培
家班’拜师典礼”。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4. 2 培养富有工匠精神的现代工匠
n 校企跨国合作，培养学生国际服务的能力和精神
与中国联塑集团合作成立“顺大—联塑学院”，培养合格且取得RTO证书的优秀
学生，联塑集团将派往澳大利亚、泰国、美国、加拿大、迪拜等国家从事相关专
业工作。

2013年起，连续5年，共100多名烹饪与营养专业、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
的学生赴马来西亚UCSI大学进行交换学习。

4.  顺德职院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结     语

n 工匠精神的培育要宏观倡导、微观践行
       
       工匠是主体，工匠精神是核心，工匠文化是支撑
       厚植工匠文化，构建培育工匠精神的支撑体系
       培养工匠人才，夯实培育工匠精神的人力基础
   树立工匠文化自信，打造工匠文化环境，营造工匠文化氛围

n 工匠精神的培育要贯穿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全过程
       
       以平台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协同创新，协同育人
       内部：打破专业壁垒
       外部：打破校企壁垒
       双创、双师、现代学徒制
   现代工匠：发展型、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