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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匠学院传承弘扬“工匠精神”

助力提升新时代上海职工能力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开放大学共建的上海工

匠学院，聘请全国著名劳模包起帆担任院长，组建了由人民教育家于漪、中
科院院士褚君浩、工程院院士吴志强等知名专家学者、劳模、工匠构成的特
聘教授队伍，构建起由一线职工至区局工匠、区局工匠至上海工匠、上海工
匠至大国工匠的三级培养体系，培养具有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
求卓越职业素养的各路工匠。

最近， 上海工匠学院首批特聘教授及一批特邀嘉宾为新的上海工匠学
院揭牌，并集中研讨新时代上海职工能力提升。如何传承弘扬上海“工匠精
神”，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教学、周到的服务为上海乃至全国新时代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贡献力量，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他们这样说……

包起帆：刚刚拿到院长聘书，这对我来说，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份工还是蛮难打的，

为什么呢？因为责任太大！对整个上海，对我们
整个国家的发展，对工匠的培养，在专家、领导
面前，在院士面前，我是非常卑微的，所以我自
己感觉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把这件
事情做好。这个研讨会，我们本质上，是想怎么
把工匠学院办得更好？

袁雯校长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就是我们要
用工匠的精神来做工匠学院，这才是最要紧的
事。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提升自己。就
像劳模一样，五届被评为全国劳模，你真的以
为我是大劳模了吗？不见得，我觉得我和看门
的扫地的是一样的，你只有保持着空杯继续学
习的这种心态，才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长。

所以我想开放大学、总工会办的上海工匠学院
应该为现在是工匠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上
海工匠、 为大国工匠真正树立品牌来提升自
己； 另外要给想做工匠的人提供一个平台，让
他们继续学习和成长。

于漪：我有幸也被邀请参加上海工匠学院
的揭牌仪式暨新时代上海职工能力提升研讨
会，心中十分感谢。因为我生病住院没能参加，

深感遗憾。我在这儿祝贺这个重要活动举办成
功。上海工匠是一张了不起的名片。我们上海
工匠学院在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水
平，造就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这样
一个劳动者大军，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能够
给我们新时代的上海制造散发更亮丽的光彩。

希望我们工匠学院的学员在诸多学者专家、全
国劳模、卓越工匠的培养下，能够出思想、出经
验，能够出许许多多卓越的工匠人才。

褚君浩：包院长是上海工匠学院院长最好
的人选。因为，他本身就是工匠，我们都看过包
院长的一些事迹。不仅抓斗大王，看到他做了
那么多的贡献，如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等等
好多贡献。上海开放大学和总工会一起来成立
上海工匠学院，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
事情。因为上海现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但科创中心怎么建设？工匠以及大批
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人才，是建设科创中心最
重要的基础之一。我们现在有好多事情原理是
知道的，技术路线也是知道的，但是都要通过
技术人员，都要通过工匠来进行实验。有好多
事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出，但做得不好……那
么有了工匠精神意味着什么？ 既能够做得出，

又能够做得好。所以，我们现在工匠精神中最
核心的精神，就是追求极致的精神，精益求精
做到最好。

最近这些年来， 上海评出来许多工匠，我
也参加过两次评选，水平很高，都能够做到既
把工作技术做到极致，又有创新，又有很好的
技术方面发展。 包起帆院长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的好多工作既是解决重大的需求问题，又是
技术上面的提升，而且有好多发明创造，有创
新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工匠精神是追求极致，同时有宽阔

的技术基础，又有创新的精神。因为你真正在
第一线，一直在那里做，你自然会有新的想法
出来，会提出技术创新。我们现在成立工匠学
院，我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对于我
们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
术大军的培养基础。同时也在社会上弘扬了一
种工匠精神。 这里面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原来是说让工匠到这里来培训，现在希望工匠
学院要培养出更多的工匠， 这个转变非常重
要。

上海每年评出 100个工匠，这个数量非常
好，但是工匠学院还要肩负如何去进一步培养
更多的工匠，让我们整个上海的劳动技术大军
水平提高，希望将来上海的工匠能够成为国际
上的一张名片。上海市教委、总工会给我们开
放大学做这件事情，希望把事情做踏实，做出
成效，把它坚持推行下去。

张浩：第一，我们现在是新时代，新时代需
要新时代的新型工匠。 过去我们的老工匠，支
撑了我们国家 70年的发展。 应该说离开了工
匠的话，国家的发展其实是空的。新时代的工
匠，不仅仅能动手，也要能动脑，而且确实是各
种技艺综合地应用，因为我本人是研究智能制
造和人工智能，确实体会到，我们这个领域不
论做研发还是做应用，都要终身学习，其实我
们工匠一定也是这样的。

在企业中自动化技术、 智能技术的发展，

肯定会替代掉一些岗位，但是也会出现一些新
的、更高需求的岗位，这就需要我们掌握专业
技术的人才来支撑我们企业的发展。国家面临
转型，我们企业未来也要转型，这个时候开大
和总工会、包括教委去做这件事情，非常有价
值、有必要。

第二，工匠要让他有归属感，无论从市总
工会、市教委，还有我们的社会评价，包括薪酬
等各方面， 都应该对工匠有一种特殊的政策。

要让这些工匠不仅有高荣誉，也要有高的社会
地位。因为现在从教育层面看，孩子们到了要
上大学的时候，都一股脑地去考大学了。其实
像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毕业的学生，收入
和社会地位都不低，各方面都是很强，而我们
国家好像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因此，工匠学院一方面要培养工匠，另一

方面要为政府做出一些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方案，

这样对未来工匠的层出不穷，就有了一种制度保
证。

翁伟睴：一是对工匠精神的认识。我们正处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新时代召唤新使命，也赋予了工匠精
神新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植入时代特征的文化，

上海工匠是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

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就是要干一行， 爱一
行，钻一行，锲而不舍，把工作做到极致。我们经
历了国家航天事业从弱到强， 逐步壮大的变迁。

我从事运载火箭型号研制工作的一个深刻体会
是，没有一线员工发挥聪明才智、攻坚克难，没有
一批独具匠心的产业工人的付出和不懈努力，航
天事业的成功无从谈起。

二是新时代工匠精神更需要新的活力，需要
不断地创新， 只有创新才能胜任时代的更高要
求，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现在已经
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们正在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 将会遇到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的挑战与风
险。

在这样的形势下， 更需要发挥工匠精神。如
果说要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创新是工匠精神
的新的内涵。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不断地注入新的
活力。在新时代的进程中，各行各业的工匠是绝
对的主力军。工匠精神应该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
帜。

第三点，工匠学院既是各位工匠充电学习提
升能力的园地，也是各位工匠交流切磋和学院老
师、领导学习互动，总结提炼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不断升华的重要平台。这是顺应当前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促进社会进步，传承和发扬上海工匠精
神的一项重要举措。

顾建平：上海工匠学院以后能有更多的教学
和实践，能有更多的理论和实践部分。我也表个
态，上海中心很愿意为工匠学院提供一些教学基
地的实践。我们这些工匠应该如何培养，闭门造
车已经是过去式了，工匠也应该有国际视野去了
解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做什么，别人怎么做。这
一点，我在上海中心这个项目里深有体会。

在我们教学培养中，不光是要培养这些专业
的技术，可能还要培养一种心态，培养一种精神，

要耐得住寂寞。其实，我把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
一段工作时间全部贡献给这么一栋房子———上
海中心。

胡双钱：既然我评上了特聘教授，我将尽我
所能做好。我自己确实经历过了很多，包括包老
师提出的要建立上海工匠学院。 现在进入新时
代，我国正从制造大国转型为制造强国，工匠太
少肯定不行。要培养很多很多的工匠，特别是制
造业，人才还是短板。

很多年轻人还是沉不下心来。年轻人如果没
有坚持初心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有所发展，这点
我是深有体会的。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匠
的良心，就是说你把自己的活怎么做好，怎么从
99.99%做到 100%， 要有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工
匠精神。工匠精神，它基本就是敬业精神，怎样把
这个活做到最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工匠学院
和学历提升，因为我们现在随着产业功能改革的
推进，很多职工愿意在学历方面有所提升。学历
提升对自己的综合能力等各方面提高有帮助。工
匠学院成立，给技术工人提供了一个学历提升的
通道，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新时代对工人要
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智能化生产，很多的生产线

都实现了智能化生产， 对工人要求越来越高，知
识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现在要提倡终身学习。

徐小平：谈一谈怎么样践行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怎么理解呢？ 每个人对它有不一样的解读。

我认为体现在工作中的应该是三件事情。

第一是能不能研究工艺。如果一个人、一个
工人或者是一个技能人才， 他对工艺不了解，要
想创造发明几乎是没有基础的。第二一定会制作
工具。你研究出了新的方法以后，你肯定会有相
应的东西把它做出来， 这个工具是买不到的，必
须自己动手做出来。所以我参加一些评审，看一
个人有没有能力，就看他做过多少工具？好多人
拿出来的工具，你一看就知道他水平多高。第三
点，会不会做标准？标准就是企业的一个命脉，由
于你的标准影响了行业，那就不得了了，这才是
工匠真正要干的事情。会研究工艺、会制作工具、

会制定标准———应该是现在工匠的基本特征。工
匠学院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参
考以上这几方面。

学院是要下功夫的，就是把合适的人找到以
后，能不能因人施教。不是说这个班就是这么一
些内容，不管你特长在哪里，教法都是这样子，然
后赶快找标准答案， 这样子一辈子培养不出工
匠。所以工匠学院一定是要有特色的，这个特色
就是寻找人才。 不是说我相信进来的人都是人
才，只不过特长不一样，而是要把有特色的人找
出来，量身定做，因人施教，这才是工匠学院应该
要好好考虑的地方，这样我们技能人才才会有好
的表现。

王军：我经常跟很多人讲，你的企业没有效
益，你自己又创造不出很多的价值，怎么去提高
你的收入？幸福的生活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
出来。你怎么去创造？现在成立的工匠学院，可以
让更多的上海普通职工来接受培训，让他们成为
有能力的人，成为有作为的人，这样就会有地位
了，这样收入才会提高。上海未来的新时代工匠
要有个坐标，这个坐标就是学习和创新。我在宝
钢 33年的成长学习工作， 最大的体会就是学习
和创新，这个坐标永远都不要放弃。

吴文巍：我们现在国家正好处于一个重要的
转折时期，由原先的高速度发展转变成高质量发
展。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需要我们的产品有
高附加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产品的高附
加值来源于哪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的高技
能人才的工作价值。

如果一个工匠， 做出来的产品含金量很高，

这个产品才会高质量，而不是以前的那种粗放式
发展。所以工匠学院这次华丽转身，恰逢其时，而
且非常必要， 因为和国家整体的战略相匹配。如
果要做好这项工作的话，我个人体会到，新时代
的工匠必须要一代一代地培育出来。新时代工匠
身上可能会体现出四个特征，除了我们传统意义
上工匠的持之以恒，吃苦耐劳，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以贯之精益求精，这些传统意义之外，我们新
时代的新工匠，可能要体现四个度。

第一个度要体现高度，高度体现在中国的工
匠，上海的工匠，有自己很特殊的一点，就是责任
和使命，家国情怀，这是我们上海工匠一个非常
重要的特征。因为上海工人阶级有着非常优良的
光荣传统，体现了家国情怀和责任。

第二个度要体现深度，特别是在每一个人的
本岗位、本领域当中的研究深度。特别是在当下
的深度，体现在核心技术能力有没有？

第三个度要体现广度，看到科技革命此起彼

伏，而且现在很多的创新都是跨行业跨领域的创
新， 特别是最近在做 5G， 现在很多行业都在对
接，5G嫁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新业态、 新模式、

新产品、新服务，都在研究。所以说现在不同的技
术都要跨界了，综合了不同技术以后，可能会有
一种新的突破。

第四个度要体现速度。 因为现在聪明人很
多，早一天攻克难题，就早一天拿到知识产权，在
这个领域就有发言权，就可以去制定标准，真的
是时不我待。

张华： 我坚信我张华是一个终身学习者，未
来我也是个学生。我们工匠的话，不管你今天的
位置多高，号称什么大师或者什么专家，空杯心
是必须要有的。空杯心才能激励你不断去汲取新
的知识、新的技能，才会创新，不管是技能创新，

还是操作法创新。 我们有可能做不到原创性，但
是在我们的领域里，可以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
好。第二，要谈一谈自信心。在创新的路上，在干
活的路上，有很多事情你会经常性失败，但你要
有屡败屡战的信念， 因为大多数事情是做不成
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这个话也要送给未来
那些在工匠学院要培训的学员，就是不要在创新
路上碰到了拦路，碰到了困难，你就退缩，而要勇
往直前。

刘广明： 工匠学院成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如何让更多普通员工成长为大国工匠。面对这
样一个目标，不能回避两个因素：一个是企业给
不给；一个是员工要不要。

企业给不给是指企业能不能给员工成长的
机会和环境，这需要有相应的包括激励机制在内
的管理机制。机制有没有，到不到位，对于员工成
长之路很重要。只有员工有了积极性才可能做出
成绩来。关于员工要不要，也有两个层面，一方面
是员工能沉下心来吗？有踏实、务实的责任心吗？

这是员工走向大国工匠的必要条件， 如果做不
到，则说明这里可能并不适合他。让其飞走，到更
适合他的地方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就
是有没有执着不服输的创新精神，这也就回归到
了大国工匠的精神。只有爱岗敬业，甚至沉浸于
此，才可能做出突出的成就。

包起帆院长为工匠学员授课

褚君浩院士为工匠学员授课

徐小平劳模为工匠学员授课

工匠学员在宝钢股份热轧厂交流学习

工匠学员在中国商飞交流学习

上海工匠学院首批特聘教授名单

褚君浩 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吴志强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

王拥军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杰青、长江学者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

张 浩 上海市领军人才、曙光优秀学者 二级教授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沈 逸 上海五四青年奖章 研究员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翁伟樑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模年度人物 研究员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科技委顾问

顾建平 全国劳模、上海市建设功臣 正高级工程师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胡双钱 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上海工匠 高级技师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班组长

徐小平 全国劳模、中华机械工业技能大师、上海工匠 高级技师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高级经理

王 军 全国劳模、全国技术能手、上海工匠 高级技师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能专家

吴文巍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 高级经济师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资深首席

张 华 上海工匠、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 高级技师 中石化上海高桥石化首席技师

刘广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心理督导 高级教师 上海开放大学闵行一分校

顾卫东 上海市技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原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于 漪 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 特级教师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荣誉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