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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模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模范作用的理论概述

起源于延安时期，其作用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等各个时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劳

动模范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在加强劳模管理制度建设，宣传劳模、弘扬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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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从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民族精英、人民楷模和共和国

功臣 [1]。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上诞生的第一批劳动模范开始，经过近 90
年的发展，劳模队伍不断壮大，作用日益彰显，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中具有极高辨识度的群体。

纵观劳动模范发展史，我们发现劳模作用的不断显现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中

党的要求，以及国家发展对模范人物的现实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

平时期，党和政府都会从普通劳动者中寻找思想境界高、工作业绩好、技术本领强的劳动模范，

提炼他们言行中的精神价值，以此作为宣传与动员普通劳动者的手段，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民

心，让这些能吃苦、有理想、懂技术、会创新的模范人物引领广大劳动者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这既能保证党和政府完成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又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劳动模范的

价值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事业经历了由争取民族独立，到建设富强国

家，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的主题转换，劳模的作用也由最初的带头、骨干和桥

梁作用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内涵。

鉴于此，本研究回顾了劳动模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突出劳动模范对于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同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让劳动模范更好地发挥作用，

必须在加强劳模管理制度建设，宣传劳模、弘扬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做好工作。

［工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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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模范作用的理论概述起源于延安时期

20 世纪 40 年代，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会议上， 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必

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阐述了劳动模范在根据地各项事业中发挥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

（一）大规模劳模表彰的背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时，遇到了

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来自国统区、沦陷区以及边区的广

大劳动者统一到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策部署上来，使他们能够以新劳动者的态度对

待当时的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变革，助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经过不断的探索，党中央

和边区政府决定以表彰劳动英雄（劳动模范）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工业战线上树立起来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在被当时的《解放日报》等主要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之后，

其平凡事迹对周围的工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冲击，使他们的工作态度发生了改变，工作积极性得以提高。

劳动模范带头作用的不断显现，成为边区在短时间内两次召开劳模表彰大会的直接动因。 
（二）劳动模范的作用 

1944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5 年 1 月 14 日，边区举行了为期 23 天的第二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

者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主题发言，其中提到了对此后产

生深远影响的劳动模范的三大作用：第一，带头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边区劳动模范的不懈努力，

创造出新的劳动和工作标准，并以此来影响其他劳动者，使生产和工作不断地进步；第二，骨干

作用，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通过边区劳动模范，把不同劳动场合的劳动者组织和团结起来，使他

们成为“吸引和凝聚劳动者的核心”，并通过他们去做群众工作，不断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各项

工作的改进；第三，桥梁作用，主要表现在边区劳动模范充分利用来自群众这一优势，发扬民主

作风，在领导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畅通政令和民意 [2-3]。

（三）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各级领导干部努

力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把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不断挖掘普通劳动者当中的先

进典型，及时表彰劳动英雄，落实劳模待遇；其次，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在劳动模范的引领下，积

极投身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使边区在短时间内摆脱了缺衣少粮的困境，帮助陕甘宁边区度过了抗

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最后，全边区上上下下开始对劳动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将它作为受苦受

难的象征，而是把它视为能够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种谋生手段，热爱劳动、尊重劳模的社会风

气逐渐在陕甘宁边区形成。

陕甘宁边区开展劳模运动对于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上讲，

毛泽东同志用带头、骨干和桥梁三个关键词对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的本质规定性作了最为精准的

概括，是这一光辉群体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最为集中的体现。从实践上讲，根据地在开展劳模运

动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领导的工作方法，劳模的产生、使用与培养，以及劳模待遇的落实等问题，

这些是劳动模范作用发挥的关键。因此，陕甘宁边区在这些问题上的实践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以

及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更好地发挥劳模作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苦奋斗、

不断探索以及攻坚克难等几个阶段，这期间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与桥梁作用也越发突出。通过

对比上述几个时期劳模评选的范围与条件，并结合劳动模范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劳动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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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推动生产技术革新的作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为关键，

也是最为艰苦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广大建设者面临着一少

外援、二无家底、三无技术的残酷现实。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将自己对于新中国的真

挚情感全部转化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为了在经济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他们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用汗水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

无论是苦干实干的“铁人”王进喜，还是革新能手倪志福，以他们为代表的生产一线劳动模

范，向世人展示了那个时代劳动模范“老黄牛”的光辉形象和硬骨头精神。他们继承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带头、骨干与桥梁作用，团结、教育

广大职工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国家

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为后人树立了一面旗帜。“建国初期劳模队伍的迅速壮大及其具有的示范

引领作用，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树立社会主义劳动观念、推广劳模经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提升组织管理协作水平发挥了重

大作用。”[4] 
（二）改革开放时期重视学习、尊重科学的作用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解除了“文

化大革命”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枷锁，举国上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这一论断的感召下，全国的知识分子重获新生，以陈景润、袁隆平等为代表的优秀知

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用他们不畏艰辛、勇攀科学高峰的壮举与辛勤付出，为我国的四化建设作

出了突出贡献。同年 10 月，中国工会九大召开，邓小平在致辞中指出，“在党的领导和工会的帮

助下，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工业部门的职工群众中都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革命骨干，他们

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团结的核心。” [5]

 在 1977—1979 年连续五次对全国劳动模范进行的表彰中，多位知识分子当选劳动模范绝非偶

然，而是党中央落实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的重要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开拓创新、争创一流、改革发展、与时俱进的劳模精神。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知

识分子，也激发了全社会，尤其是在校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同时在全社会塑造了尊重科学、

崇尚知识的良好社会风气，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将更多的代表先进生产力

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吸收进劳动模范的队伍中来，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重视知识、充分发挥知识

分子劳动模范作用的一种价值导向。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引领作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

我国的各项事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与计划经

济时期有别的新情况，其中既有因国民经济加速发展而提出的时代要求，比如随着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生产领域急需高技能人才，也包含职工群众的思想、态度、心理以及行为等方面的变化，

比如面对全社会劳动观念的弱化以及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些职工群众轻视劳动，在工

作中缺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否还需要远大的理想、精湛的

技艺与忘我的工作精神，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多次重申了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尤其是他们

对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引领作用。江泽民曾在 1995 年和 2000 年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劳动模范的思想和行动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格，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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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和人民的楷模。2005 年 4 月 28 日，胡锦涛曾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指出：

“一代又一代先进模范人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6]。应该说，进入 21 世纪，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劳模精神，

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重视发挥劳动模范作用的传统，

也为新时代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再上新台阶铺平了道路。

三、劳动模范的作用彰显于创新、筑梦的新时代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劳动模范的作用更显重要。从全国两会及党代会提案的提出者以

及内容来看，劳动模范在参政议政以及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

在 2287 名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范有 405 人，占 17.7%；在 2987 名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有 593 名，占 19.9%，其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 102 名；

在 2237 名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有 113 名，占 5.1%。2016 年 7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正是靠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拼搏精神，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7]。因此，向劳模学习，

以劳模为榜样，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以及桥梁作用，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仍然

是新时代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通过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深刻论述来阐

明劳动模范在新时代所起的重要作用。从 2013 年 4 月 28 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

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开始，一直到 2018 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

员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在号召全国人民以劳模为榜样，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8] 的观念，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9] 的劳模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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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获此殊荣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

特殊情况下，表现出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1] 的可贵品质，

又一次向世人揭示了劳动模范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归纳起来，

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带头、骨干以及桥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守理想信念的带头作用

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思想境界高尚、理想信念坚定。无论是在

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他们都能够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做理想信念的忠实捍卫者；能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自觉把个人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让理想信念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向周围的工友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能够以实际

行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将先进个体的引领变成广大职工的共识，进而赢得全体职工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当选为 2020 年度全国劳动模范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高级技师张新停，在钳

工岗位上默默坚守 29 年，通过不断的钻研打拼，为自己赢得了“大国工匠”等多项荣誉。在工作

中，他以军工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吴运铎为榜样，并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劳动模范的要求和希望，

主动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国家军工事业的发展当中。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很多徒弟都成为了企业的

技术骨干，各自在岗位上践行着工人阶级的使命和担当。

（二）推动技术进步的骨干作用

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刻苦钻研最先掌握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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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技术，提高了相应的工作标准，展现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

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班副班长王进，始终把确保输电线路可靠供电作为首要任务。面对自己所从

事的“带电作业”这一高风险工作，他没有逃避，而是想方设法地对其加以熟悉和了解，并用科

学的手段驾驭它。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工作室中，陈列着许多科技含量高的小发明、小创造，

它们成为王进及其团队带电作业的“护身符”。凭借着“±660 千伏直流架空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

术和工器具创新及应用”，学历不高的王进一举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 2014 年科技奖

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最年轻的一位。2017 年 7 月，全国总工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命名管理工作暂行

办法》，对深化创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这对于充分发挥劳动模范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提

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劳动模范创新作用的发挥不仅得益于国家相关制度的完善，更源于劳模创新

精神的传承。“梦桃精神”是创新精神的典型代表，勇于创新是其力量之源。2019 年 11 月，习近

平总书记给赵梦桃小组回信，勉励大家继续以赵梦桃同志为榜样，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三）引领社会风尚的榜样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动在我国被当作受苦的代名词。而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真正的领导阶级之后，一些人仍然把劳动看成是下苦

力，认为工厂是一个纯粹下苦力的地方。劳动模范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心专注、精雕细琢精神，

使人们对劳动有了新的解读，即不仅可以在劳动中注入感情，也可以在劳动中进行创造。

新时代的劳动模范是一群最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生产工艺的改革创新，

或者仅仅是因为兢兢业业的辛勤付出而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这就是劳模表现

出来的“利他”行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通过服务他人，成就了自己。因此，应该用劳模

精神去引领、感召、影响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爱党爱国、敬业奉献、互助友爱、

敢想敢为的时代风尚，从而提升整个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

四、促进劳模作用更好地发挥

劳动模范是劳动的化身，因此，要让劳动模范真正地发挥作用，全社会必须对劳动有一个正

确的认识。劳动是指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活动，传统的劳动理论将其分为脑力

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类。由于不同类型的工作在待遇、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社会上轻视一线

劳动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在许多劳动争议案件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也是一线劳动者居多，

因而一线工作不是大众在择业时的首选目标，这与许多国家一流的人才都流向以企业为代表的劳

动生产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的社会需要劳动，尤其是一线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从宏观上来

讲，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这是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的行动指南。这份行动纲领所描绘的未来中国制造业强国的梦想，必须通过包括制造业在内的

千百万劳动者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 。从微观上来讲，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所需都离不开

劳动。从居住环境的美化、方便快捷的出行，到足不出户的购物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等，应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人们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变化，都和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劳动者的辛勤

劳动与付出紧密相连 。
劳动模范评选的本意，是运用榜样的力量，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动员和鼓励广大职

工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全社会成员热爱劳动、尊重劳动

者。为此，我们需要在加强劳模管理制度建设，宣传劳模、弘扬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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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

（一）加强劳模管理制度建设

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是我们党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从劳动模范的表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

区的两次大规模的劳模表彰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中对劳模的十七次全国性表彰），

到劳动模范选拔标准的确立（1979 年，国家首次明确了评选劳模的标准），再从 1980 年中华全国

总工会发布《劳动模范工作暂行条例》、1982 年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被写入宪法，到 198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颁发五一劳动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状的决定等，劳动模范已经陪伴我们走过

了几十个春秋。通过回顾劳动模范运动的历史，我们欣喜地看到，和劳动模范相关的制度建设一

直都在进行中。制度从无到有是一种进步，而要让制度为劳动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

用保驾护航，则需要对其不断地完善。

1. 严格评选劳动模范的标准

众所周知，劳模表彰工作是从推荐评选对象开始的。为了确保劳模推荐评选工作面向基层、

面向生产一线，真正体现劳动的价值，在推荐评选过程中，一般要明确各类人员的比例。按照相

关规定，一线劳动者在全国劳模评选中的占比，1989 年大于等于 30%，1995 年大于等于 32%，

2000 年大于等于 35%，2005 年大于等于 55%（其中还涵盖了专业技术人员）[10]，该比例此后还在

逐步提高。尽管评选劳模应当遵循相关文件中的规定，但在现实当中，仍然会出现不按规矩办事

的情况，2015 年的全国劳模评比表彰就是因此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出于严格评选标准

的考虑，在 2015 年的 4 月中下旬，中央便对从地方上推选出来的 2000 多名劳模和 900 多名先进

工作者进行了 5 天的公示，以便接受社会的监督。将最终受到表彰的人员名单与之前公示的进行

对比，可以发现有 18 个人的名字被删掉。在这 18 个人中，有 17 个人都是企业的总裁、总经理，

使得企业负责人的总占比远远高于规定的 16.9%。就企业而言，各级领导都是拥有一定资源的人，

劳模评选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只能使荣誉更加向领导靠拢，这与表彰劳动模范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为了体现劳动模范评选的公正性，应该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2. 落实与劳模相关的待遇

落实劳动模范的待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

职工纷纷下岗，劳动模范作为职工中的一员也不例外。许多劳模下岗之后的生活令人心酸，他们

在再就业的过程中因年龄、文化程度以及专业知识的限制，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落，甚至还有下

岗的老劳模、患病劳模艰难地生活着。为了解决部分全国劳模生活困难的问题，国家财政拨专款

对收入较低有特殊困难的劳模进行帮扶。王晓慧认为，作为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分子，“当选劳模后，

他们的带头作用被要求充分发挥出来”，“但由于整个工人阶级的衰落，最精英的也直陈自己处

于社会的底层。劳动的价值在当代社会受到了贬抑，金钱和权力的价值凸显，对劳模来说，他们

很难突破工人身份的限制”[11]。因此，落实与劳模相关的待遇，应该由国家权威部门对劳动模范

的待遇进行顶层设计，从制度上为其保驾护航，调动劳动模范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劳动模

范的作用。

（二）加强对劳模的宣传，弘扬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

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有助于劳动模范作用的发挥。社会风气是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力

量，而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劳模的风气而言，凡是国

家对劳动模范高度重视的历史时期，人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上学习劳模的风气。1978 年，邓小平在

工会九大致辞中提出，把表彰劳模作为建国三十周年的礼物，及时遏制住了“文革”时期社会上

孤立、疏远甚至排斥劳动模范的苗头；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使劳动光荣、



                                   第五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 年 10 月

· 108 ·

劳动崇高、劳动伟大、劳动美丽的理念深入人心。此外，舆论宣传也有助于学习劳模风气的形成。

近些年来，主流媒体关于劳动模范的专题报道、影视作品等逐渐增多，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日等，还加大了宣传力度。将对劳动模范的宣传与社会风气的净

化紧密相连，避免了对劳动模范宣传的随意性、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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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Model Workers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LI Huan
( Shaanxi Labor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03 )

Abstract: Model workers play a key rol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model workers was originated in the Yan'an period. The role of model workers runs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such 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realizing the new era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starting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order to make model workers play a better rol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l 

workers management system, publicizing model worker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advocating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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