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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索尼的忠实粉丝，它
把每个产品和技术都做得精致

到极限，我认为这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
神在产品中的体现。”中科曙光总裁历
军在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专访时表
示，除了日本，很多欧洲的家族企业并
不大，几代人就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
致，最终带来的是全世界消费者的追捧
和企业的成功。

历军认为，30年前，中国人吃饭的
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很难追求完美。
那时只能靠廉价劳动力快速、高效生
产。这个阶段过去后，走到今天，工匠
精神正是中国产业转型所必需的。再靠
那些廉价、低质量的产品去占领市场，
已经不适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了。中
国经济发展一定要从低端产业向高端转
型。什么叫高端？历军认为，就是既有
最先进的技术，又有最好品质的高质量

的 产 品 和 产 业 。
今天，很多中国
产品如手机、电
脑等都具有国际
化品质，但还要
进 一 步 追 求 极
致，这就是工匠
精神的体现。

在历军看来，从本质上讲，高科技
企业和其他制造业企业没什么不同，都
是靠产品和市场竞争力说话。作为大型
计算机制造企业，每条代码、每个印刷
电路板、每个标签的质量都是工匠精神
不同维度的体现。一个大企业需要几百
人、上千人共同去开发一个产品，如何
通过更好的企业管理机制实践工匠精
神，做出高品质，是能否实现产业转型
的重要条件。

历军表示，工匠精神就是一个人愿

意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做
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做
到全世界最好。“要做到这点，说
到底，还需要有真正的理想和情
怀。但今天，一些年轻人或许因
为社会压力，不断地在不同企业
之间跳槽。有的人把自己3年里跳
两次槽，工资翻了一番看成一个
值得炫耀的事。”历军认为，今天
的教育体系应该把“为一个事业
奉献一生的精神”作为一个很重
要的理念灌输给年轻人。

“从企业人才培养的角度看，
鼓励员工长期从事一个固定领域

的工作机制特别重要。我们对工程师不
仅给予很好的工资，还给他股票激励，
使他愿意长期从事一项工作。”如果一
个人做了几十年，还需要他把技术传承
给年轻人。历军说，中国很多独门技术
失传就是因为往下传出了问题。所以从
企业的角度，要想形成这样的机制，就
需要拿出专门的
资源、资金去激
励他们做传承的
工作。▲

本报记者 张 妮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的手工艺
逐渐发展出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
等，表现出很高的成就，其背后都凝聚
着一种工匠精神。然而，从某种意义上
说，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工
匠精神处于失传的状况。其中的因素很
复杂，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会淘汰一
些传统手工艺制作。比如，现代建筑用
砖雕工艺的越来越少；由于瓷器很便
宜，瓷器修复的绝活儿没人做了。虽然
在一些高档家具中，像木雕这样的传统
手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承，但整体
水平下降。从根本上说，这种工匠精神
只残存在我们的记忆或怀想之中。凡工
和良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手
艺，能把东西做出来，但没有高品质追
求。后者是有杰出的成果，是行业中的
佼佼者，在某一个技术标准上是顶尖
的。而大师则能做到在传承中的创新和
创造，标高一个时代，影响几代人。但
是现在，能静下心来，不被外界名利诱
惑、左右，去精心搞创作的良匠和大师
非常少。

二是，中国文化对工匠的尊重不
够。一部中国文化史，可以看到无数文
人墨客的姓名，而那些被供奉在博物
馆、受人尊敬的手工艺作品，很少有人
追问是谁做的。鄙视工匠是中国传统中
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很少听说中国
的一个鞋匠做了三代。由于工匠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后人感觉社会地位低下，
宁愿到大城市去打工，也不愿意传承家
族手艺。我们的宇宙飞船能上天，为什
么马桶盖、电饭锅就做不好？应该把工
匠精神上升到提升整个中国制造业水平
的高度去认识。

三是，中国社会对审美、文化的追
求缺少过去文人的讲究。中国社会经过
了战争的年代、贫困的岁月、革命的时
代，导致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都很“将
就”，而不是“讲究”。其实，讲究用什
么杯子喝茶不是过度消费，而是提升整
个民族对于品质生活和改善社会形象的
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刺激中国制
造从低端走向高端。原始社会的陶器很
粗糙，后来因为追求品质，才发展出瓷
器。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品质生活的
追求就越高。和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
我们从衣着到家居都在不断更新换代。

对于公众来说，提高对品质的追求
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国家来说，应提
前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否则中国人
都大把花钱去买国外的产品了。因此，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要着重培养工匠精
神，确实非常及时。▲(本文作者为中
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老祖宗的匠人精神
都去哪儿了

陈履生

“我非常看重工匠精神。对一个企
业来说，工匠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在产品上精打细磨。”海信集团总裁
刘洪新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是一个企
业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满足用户的细
分化需求，我们必须要精益求精”。

品牌是怎么产生的？归根结底，品
牌是以产品为载体的一种打磨，让用户
去体验你的产品并且认可，口口相传，
百年传承，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刘洪新
说，品牌是企业对用户的一种承诺，这
份承诺的背后就是工匠精神的支撑。为
此在公司层面，有很多具体做法值得推
广。比如，在投资战略、工作重点、专

业水平的提升、工作的细致规划以及
企业文化和公司的奖惩机制上，都可
以落到实处。海信电视的市场份额连
续13年全国第一，就是因为海信上上
下下都注重“技术立企”。以海信电
视刚发布的最新一代ULED超画质互
联网电视为例，这款新品将在全球67个
国家和地区上市，4 大系列共 13 款机
型，是海信技术创新、支撑品牌发展的
最好背书。

刘洪新认为，目前部分国内品牌缺
乏自主技术创新意识。以彩电业为例，
今年还是有很多炒概念、打低价的做
法。企业不重视研发和创新，产品就不
会得到消费者认可。另外，消费者对中

国品牌缺乏深入
的了解和认知，
再加上固有观念
的影响，久而久
之，便对很多高
品质的中国产品
也失去了信心。

针对有观点
认为推崇工匠精
神会压缩企业利
润空间的说法，
刘洪新明确表示

反对。他说，用真材实料去做最好的产
品，是在替用户做长远打算，也是对企
业做百年积淀。而且，当前的全球化市
场高度细分，如果我们的电视成本高，
那我们瞄准的就是中高端用户群体，我
们占领的也是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走
向全球，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外国人会
说，“这是中国的电视，做得很棒”，这
才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时刻。▲

“工匠精神压缩利润空间”？我反对

“匠人”就是日语中的“职人”，在
日本社会具有特殊地位。除了

工匠、木匠、石匠等常见匠人之外，还
有铁器匠人、寿司匠人、蓝染匠人等。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西
村友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说，日本匠人对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力
求完美，并为此不厌其烦、不惜代价。
他们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
精神上的愉悦。

西村友作说，随着消费者喜好的不
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廉价便
捷的快销品，昂贵的传统产品逐渐被替
代，日本各传统行业的匠人随之减少。
例如，传统的日本手工和服被工厂大批
量生产替代，传统的江户前寿司店被廉
价的回转寿司店替代，这种例子数不胜
数。传统工艺作坊的减少直接影响下一

代匠人的培养，日本传统工艺
的匠人正不断减少。

但 西 村 认 为 ，“ 匠 人 精
神”并没有消失，因为它已经
渗透到日本企业的研发和技术
人员的血液里。日本企业里的

“匠人精神”可用两个词概
括：敬业、认真。在他们不懈
的努力拼搏之下，许多日本企业开发研
制出众多世界第一流的先进产品。例
如，丰田的油电混合双擎动力车、索尼
的随身听、夏普的液晶显示屏等等。可
以说，现代工业品几乎都离不开日本制
造，iPhone50%的零部件都是日本企业
提供的。这些都可谓是现代版匠人们努
力的结晶。

西村说，企业能否开发出吸引消费
者的新产品，产品质量是否有保证都依

赖于研发和技术人
员的一贯性和稳定
性。日企职工的转
职比例较低。之所
以职工们都愿意一
直守在一个单位专
心工作，跟日本企
业 的 工 作 环 境 有
关。“以人为本”
是企业的核心价值
观。企业的发展绝
不能离开职工们敬
业、认真的“匠人
精神”。在日本，

传统匠人的成长直接影响该传统工艺的
发展。与此相同，职工的成长也有助于
企业的发展。人才就是“人财”，每一
个成员都是企业的财产，能否给他们提
供稳定舒适的工作环境、能否给他们创
造专心工作的氛围，能否让他们因为公
司献身而感到自豪，这种“工作环境和
人才培养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或许能够
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有助于推动中国
成为制造业强国。▲

让职工甘愿献身，才是好企业
本报记者 邢晓婧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西村友作：

编者按：“工匠精神”第一次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力倡导“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迈进的今天，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品牌，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
在企业家、学者和珍藏中国老祖宗精品的博物馆副馆长眼中，中国企业和当下社会缺的是什
么？又该如何做？请看本报专访。

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

本报记者 张怡然

打造工匠精神，从哪做起？
用一生做一件事，是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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