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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模表彰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姚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时代造就劳模，劳模推动时代。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劳动英雄，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这些普通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用忘我的劳动、无私的奉献、卓越的成就，书写和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史。 劳模表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教育人民、动员群众的有效工作方法，而且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立场。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上，要积极发挥

劳模精神的率先垂范、带头动员和激励鞭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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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来中国人民开辟的
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
亿万中国人民用生命和汗水奋斗出来的。 劳动模
范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坚
定追随者，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在他们
身上不仅具体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
程，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创造力量，而且生
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政治信念。

一、奋起抗争：革命战火中的“劳
动英雄”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
地后，劳动竞赛、表彰模范活动便开展起来。 其主
要目标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支援前线、
解决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 同时，通过劳动竞赛
活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达到教育群

众、组织群众的根本目的。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下达《关

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的通知，号召党的各
级组织“用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的新方式”，调
动群众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好的生产成
绩。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发布训令，
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组织生产竞赛，乡与乡、
村与村、家与家、团体与团之间，按照规定的评比

标准开展竞赛赛活动。［１］Ｐ１９１９３３ 年，中央苏区全面

开展了春耕生产运动，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
甚至一直以来只管家务，不下田劳作的妇女也踊
跃参加，纷纷学习扶犁耕田技术，与男人一样参加
劳动竞赛，一些先进分子后来被评为妇女劳动模
范。 ５ 月，中央政府召开了“春耕模范”赠旗大会，
武阳区和石水乡的代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了表彰
旗帜。 在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领导下，
苏区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也开展了创造模范股、生
产突击竞赛、冲锋劳动等活动，工人们你追我赶、
加班加点、提高产量。 这些劳动竞赛和模范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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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肯定，毛泽东在长冈乡
调查时，对此进行了充分考察并根据这些情况，在
指导地方苏维埃如何开展工作时，专门就“革命竞
赛与突击队”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论述。 他指出：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
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
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每一工作的竞赛，到了
期满，一定要在村的乡的代表会议上做出结论，分
出优 劣， 对 优 胜 者 给 以 奖 励， 劣 败 者 给 以 批
评。” ［２］Ｐ３５７然而，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
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直至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后，劳动竞赛、劳模表彰活动才得以
恢复，并在大生产运动中接连掀起高潮。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
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保障军事供给、减
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上发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
召，大生产运动拉开帷幕。 ２ 月 ２ 日，中共中央召
开生产动员大会，提出评选和奖励劳动英雄，以此
激发劳动热情。 为了加强对边区生产运动的统一
领导，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专门成立了边区生
产运动委员会，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
陈云等为委员。 ４ 月 １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
《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 《陕甘宁边区督
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随后又发布了《机关、
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全面指导和
规范劳动模范表彰活动的开展。 ５ 月，陕甘宁边区
举办了首届工业展览会，以鲜活的实例、榜样的力
量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在
陕甘宁边区政府同中央机关以及边区党委共同召
开的生产总结、给奖大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
祥、陈云等中央领导，因在生产运动中表现突出被
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１９４１ 年，边区的“五一”劳
动大竞赛开展得十分热烈，两百多名劳动英雄获
得表彰。 次年，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评选活动更
加火热，吴满有、赵占魁和黄立德等各行各业的劳
动模范脱颖而出，成为劳动英雄中最耀眼的明星，
学习吴满有运动、学习赵占魁运动等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的先进
事迹迅速传播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晋
察冀、晋绥等各大边区纷纷效仿，在竞赛活动中涌
现了甄荣典、张秋凤等大批“新劳动者”，极大地教
育和带动了边区干部群众，将生产运动不断引向

深入。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陕甘宁边区先
后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表彰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分别作了《组织起
来》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各大边区
陆续举办嘉奖劳动英雄的“群英会”和以劳动模范
先进事迹为主题的展览会。 在劳动英雄的带领
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快速发
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更加蓬勃向上，不仅解决
了军粮短缺问题，而且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共产党
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为发展边区各项事业，取
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资保证
和精神力量。

东北解放后，新组建的人民政府大力号召工
人阶级团结起来，保护工厂、恢复生产、继续开展
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３］Ｐ３６１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东北职工总会发出《关于组织生产竞赛活动的
指示》，刚刚翻身得解放的东北广大职工积极响应
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将废墟中破烂不堪的工厂清
理维护起来、破损停滞的机器修复转动起来，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生产建设新纪录，为支援全国解放
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艰苦奋斗：新中国建设的“老
黄牛”

新中国建立后，“爱劳动”被写进《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倡导的公德之
一。 “人民当家做主” “劳动光荣” “人人平等”的
新观念，使劳动人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尊
严，他们迸发了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对中国共产
党的无限感恩，以主人翁的姿态、以百倍的干劲投
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

一时间，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竞赛活动火热
开展，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模范人物竞相涌现。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２ 日，“全国工农兵劳动
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４６４ 位代表作为新中
国首批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大会。 他们是革命功
臣、护厂英雄、生产能手，很多人在根据地时期就
是先进典型，如吴运铎、李顺达、马六孩等，曾多次
受到表彰，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功绩，在群众中享
有很高威望。 大会决定“要把评选劳模形成固定
的制度。 每次总结生产工作时，都必须评选劳动
模范”。［４］以此为发端，新中国全国劳模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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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召开，到目前为止共举行了 １６ 次。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新中国第二届全国劳动模范
表彰大会，即“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
召开，共有 ８５３ 个先进集体，４７０３ 位先进个人获
奖，［５］是 １９５０ 年的 １０ 倍多。 此次褒奖的对象是
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的先进典型，来自企业
生产一线的优秀工人孟泰、赵梦桃、王崇伦、马永
顺，来自文化教育界的优秀知识分子钱学森、张光
斗、夏鼐、苏星等，同时受到表彰，充分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后前七年，各行各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全
国人民的大团结。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均出席了两次劳模表彰
大会，毛泽东接见并宴请了劳模代表。 在首届全
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他赞誉劳动模范是中华民族的模范和骨干，发挥
着新中国建设的支柱和桥梁的重要作用，号召向
劳动模范学习。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
导，促使生产竞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１９５１ 年，
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首先提
出爱国生产竞赛挑战，全国各地互助组纷纷应战；
１９５６ 年，一百位汽车运输方面的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向全国汽车运输业的职工提出开展全产
业的全面劳动竞赛建议……一次次竞赛、一场场
比拼，造就了一个劳模辈出、崇尚英模、尊重劳动
的崭新社会。

正是在这样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引领
下，我国快速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 全国上下洋溢着大干快上的社
会主义建设热情，人们埋头苦干、忘我工作、比学
赶帮、争先创优，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光和热。

１９５９ 年、１９６０ 年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劳模表
彰大会，一次表彰的是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
建设、财贸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
生产者，即“全国群英会”；另一次表彰的是全国教
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即“全国文教群英会”。
两届群英会，共有来自各条战线上的 ５６５７ 个先进
集体、５９５３ 个先进个人受到表彰，［５］ 他们都是在
“大跃进”运动中涌现出的革新能手和创造佳绩的
实干家。 代表们不仅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而且周恩来总理
亲设国宴，为全国各路英雄庆功。 会议中间，劳模
们除了听取中央领导的报告，先进人物的汇报和
经验交流，还参观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

北京市十大最新建筑，观看了戏剧、舞蹈、音乐等
著名演员的精彩演出，以及各种健康游艺活动。
无论是在政治待遇还是在生活待遇上，劳模们都
受到了极高礼遇，深切体会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普
通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 此时国家经济正处于严
重困难时期，能够倾注如此大的力量安排两次表
彰大会，可见劳模表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占
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劳模们载誉归来，受到了
本地区本单位的隆重欢迎，还获得了晋升工资的
嘉奖。 他们带着党中央的重托，深入工厂、乡村、
学校、街道，介绍表彰大会的盛况和个人的优秀事
迹，现身说法，将个人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工作方法
无私地传授给同志，将“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
红春满园”的集体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尽管“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不顾客观规律，
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
给国家经济建设和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
是，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不计名利、一切为了国家
的精神境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惜流血流汗
的工作干劲，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王进喜、时传祥、申纪兰、史来贺……他们
展现了那个时期劳模群体的思想高度，成为了中
国人永远学习的精神楷模。 在他们的感召下，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
明社会景象，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的
时期。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和各项事业进步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三、奋力拼搏：改革开放的 “弄
潮儿”

在时隔 １６ 年之后，１９７７ 年 ５ 月 ９ 日，人民大
会堂再度迎来了隆重而热烈的全国先进生产者表
彰大会。 此后两年，每年分行业进行了两次全国
劳动模范表彰。 ３ 年中，举行了 ５ 次全国劳模表彰
大会，共有 ４１５７ 个先进集体、２５４１ 位先进个人先
后受到褒奖。［５］ 在新中国历史上如此频率密集的
全国劳模表彰，实属罕见。 其中的原因，尽管带有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项工作被延误的补偿性
质，但究其根本还是缘于转折时代的历史召唤。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重任，特别需要整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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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力量，构筑新的共识，将散乱的人心重新凝
聚起来，激发出新的内生动力。［６］

这 ５ 次全国劳模表彰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的
表彰仍然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出的，表彰
的多是五六十年代就已崭露头角的老模范，他们
常年如一日，在生产一线挥洒汗水，先进事迹极其
丰厚却被积压多年，可以说，是告别过去、拨乱反
正的时代潮流带来了本该早就属于他们的荣誉。
１９７９ 年的表彰则是单独以国务院的名义嘉奖，表
彰的是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７９ 年的先进典型，上报的都是
新材料、凭借的都是新成绩。 此时，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新长征已经开始，工作重点已经转到“四
化”建设上来，劳动模范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再
次一马当先。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全国妇联举行了
继 １９６０ 年后第二次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
旗集体表彰大会，授予 ８９６０ 名先进妇女为全国
“三八”红旗手，１０４２ 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先进集体
为“三八”红旗集体。［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老劳模
不骄不躁、再立新功，新劳模奋力拼搏、开拓进取，
共同肩负起了转折年代开路先锋的艰巨使命。 就
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劳模评选表彰和生产竞赛活
动中，迎来了只争朝夕、勇于拼搏、蒸蒸日上的
１９８０ 年代。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８ 年，共进行了 ６ 次年度全国劳
模授奖，这在以往的全国劳模表彰中从未有过。
虽然每次表彰人数 １ 至 １０ 人不等，地点也因获奖
者情况而各异，但获奖者都是成绩突出、贡献巨
大，在群众中威信极高的先进人物。 表彰决定均
由国务院发布，并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学习
活动，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随着改革
开放步伐加快，劳动模范队伍结构也悄然发生着
变化，在继续提倡吃苦耐劳、苦干实干的“老黄牛
型”劳模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树立经营管理、科技、
文化和体育等各方面的榜样人物，用他们的高尚
情操和聪明才智为大变革的时代蓄力赋能。 “过
去久遭极左迫害的一些知识分子及难登此大雅之
堂的经营管理人才， 成了受人尊重的劳动模
范。” ［８］罗健夫、蒋筑英、邓稼先、于敏等是其中的
佼佼者，成为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此外，因发明“五笔字型”进入了国际技术市场的
王永民；倾情教育事业、创立“六部教学法”的魏书
生；中日围棋擂台赛“英雄”、被国家体委授予“棋
圣”称号的聂卫平，［９］ 则代表了新时期大胆创新、

锐意改革、敢为人先的时代潮流。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 ４０ 周年，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１９８７ 名先进分子被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８０３ 名优秀代表被授予全
国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０］ 他们分别来自工业、农业、
交通、财贸、基建、科研、教育等 ５１ 个系统或行业。
“其中工人占 ３０ ５％ ，农民占 １７ ５％ ，科研和工程
技术人员占 １１％ ， 文教、 卫生、 体育工作者占
１１ ２％ 。” ［１１］“是一支集生产、科技、指挥、经营于
一身的‘全能型’的队伍。” ［１２］ “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当代愚公”李双良、“抓斗大王”包起帆等
位列其中。 在我国劳模表彰史上本次表彰大会具
有里程碑意义。 此后，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的名称、
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表彰方式、对象范围、组织
程序等，被统一、固定下来，表彰大会逢 ５ 逢 １０ 召
开，每 ５ 年一次。 这标志着劳模表彰进一步走向
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成为国家治理中不可或
缺的制度安排。

进入新世纪，劳模表彰制度不断修正和完善。
在加强其规范性、广泛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其先进
性和代表性，尽力向基层，向生产、工作第一线倾
斜。 ２０１０ 年在拟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中，企业职
工 １５３３ 名，占总数的 ５１ ４％ ；其中一线工人和专
业技术人员 ９５７ 名，占企业职工的 ６２ ４％ ；农民
５８２ 名，占总数 １９ ５％ ，［１３］比 ２０００ 年表彰“企业一
线职 工 １０８５ 人， 占 ３６ ７８％ ； 农 民 ５６０ 人， 占
１９％ ” ［１４］的情况有所改进，而且农民工受到重视，
共有 ７４ 名当选，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５３ 名。［１３］ 为了确
保劳动模范的公信力，确保立得住、立得久，自
２００５ 年起表彰活动增加了公示环节，在进行初审
和复审的同时，还在本单位、省级和全国范围进行
三级公示。 活动的全过程坚持自下而上、层层把
关，组织推荐、群众监督，力争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 这些变化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筑
牢了劳模表彰的初心使命，使劳模表彰制度向更
加科学严谨、积极有效的方向发展。

四、锐意进取：新时代 “最美奋
斗者”

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迎来新时代，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和谐稳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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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但同时，国内在发展中积累
的问题，国外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挑战，
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尖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作为战胜困难险阻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尊崇劳动模范、提倡诚实劳
动、弘扬劳模精神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习近平总
书记在很多重要的会议和场合，高度赞扬“劳动模
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大
力倡导“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积极号召“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
样”。［１５］这些观点和倡议，是对党的劳模表彰工作
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 “ 改 革 开 放 航 向 的 校
准” ［１６］，对于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发展各项事业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李克强总理主持了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
出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作出决定，向 ２９６８
名模范先进人物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１７］如此高规格的劳模表彰大会，在
改革开放以来这是首次，足见新一届党中央对劳
模表彰的重现，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时代的新气
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
英、国家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和人民的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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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
力量”。［１８］党中央的赞誉和激励，以及不同凡响的
表彰大会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在社会上
引起广泛反响，一股清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孕育生长。 ２０１７ 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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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党和国家向为国家建设和发展
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授予了 “共和国勋
章”，于敏、申纪兰、李延年、孙家栋、袁隆平、张富
清、黄旭华、屠呦呦等 ８ 人荣获这一至高荣誉，他
们中除了 ２ 位战斗英雄之外，其他人全部获得过
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由此再次有力证明了

劳动模范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最美奋斗者”。
２０２０ 年是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之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表彰大会推迟到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１６８９ 人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８０４ 人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２０］ 在这
２４９３ 名获得荣誉称号的模范人物中，有 ２００ 多名
是扎根乡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有 ３００
名是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先进个人，［２１］ 他
们为国分忧、敢于担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新
时代劳动者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开幕式
上讲话，高度评价了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作出
的重大贡献，勉励广大劳动群众要“坚定不移听党
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
代” ［２２］。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党中
央授予 ２９ 位功勋党员“七一”勋章，他们中有 ８ 人
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们在护海、治沙、
医疗、纺织等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一心为民、百
折不挠，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簿上。

在历史的钩沉中我们发现，一百年来，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会掀起劳模
表彰的高潮，涌现大批劳动模范。 因此说，时代造
就劳模，劳模推动时代。 鉴往知来，第一个百年奋
斗史启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离不
开劳动模范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劳模精神的激
励和鞭策。 劳模表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教育人
民、动员群众的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且它代表着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与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的立场。 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
气。”“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
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２３］ 劳动模范、劳模精神、
劳模表彰必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
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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