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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industrial culture. There is a similarity between industrial 
culture core valu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ource and 
concept of the industrial culture , then introduced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ulture core values and 
expounded the fit place between China's industrial culture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Finally we give 
some advice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ul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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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工业文化的历史悠久，其核心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有高度契合的地

方。文章先梳理工业文化的来源及概念，再对中国国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行简单的介绍，

阐述中国工业文化与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契合的地方，最后针对中国工业文化的建设现状给出

发展工业文化的建议。 

1．引言 

18 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引起了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

跃。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的热潮，随后迅猛发展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工业革命传播

到全球各地，工业文化应运而生。我国在 19 世纪开展的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

念领导下，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正式揭开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日新月异的工业化进

程相比，我国对于工业文化的研究远远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要求，工业文化研究领域还存在着

很多空白。在“中国制造 2025”颁布之后，工业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企业与学者的注意。

由于国情以及文化的差异，国外对于工业文化的研究无法与中国工业的文化建设融为一体。

因此，亟需对中国工业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以期为我国工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共

十八大明确提出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以及时代精神的工业文化，既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

有利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2. 工业文化概述 

工业文化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历时 200 多年的发展与变革，工业文化已拥有一套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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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鲜明特点的文化特征。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是伴随着工业历史生产发展，具有明显

的制度、思想、管理特点的文化。而中国的工业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大规模发展工业之后才开始的。纵观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我国的工业水平已领先于世界大

多数的国家，而工业文化的发展却没有跟上工业发展的脚步。[1]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当今

世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在成为

国际竞争的热点。“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

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工业文化作为工业发展精髓之所在，

对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工业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界定。王新哲认为，工业文化是工业化进

程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

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地域性和时代性。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

而形成的，包涵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王学秀认为工业文化是人

类在工业社会进程中，通过工业化生产与消费过程逐步形成的共有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

则及具有工业文明特色的群体行为方式，以及这些信念和准则在物质上的表现。[4]张心昊从

精神文化的角度认为，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重视科技的创新精神、开放吸纳的进取精神、

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为国分忧的兼济精神、勇往直前的奋进精神等是工业文化的主要内涵。

[5]在此，我们认为中国工业文化主要体现在工业精神、工业发展理念以及工业企业文化三个

方面。 

3. 中国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由于每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文化基础不同，所以每个国家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工业

文化。中国的工业文化异彩斑斓，既有满腔热血的爱国主义又有历史悠久的人本主义。在工

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厘清与工业文化紧密相关的核心价值要素，既是工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

本任务，也是工业文化建设实践中所必须界定的基本问题。[6] 

3.1 爱国文化 

爱国文化是中国工业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中国工业文化的精髓所在。十九世

纪，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挽救中国的命运必须要学习西方的

先进技术，由此展开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抵制西方帝国

主义的威胁，保卫祖国的安全，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开始了中国自主研制“两弹一

星”的工作。当时的中国落后而又贫穷，科研条件十分艰苦，但为了祖国的未来和响应党的号

召，一大批满怀爱国热情的科学家义无反顾的投身于这场革命中。科学家们紧紧团结在一起，

他们不惧严寒酷暑，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和毅力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卓越功

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

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

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

能奉献”是对载人航天精神的高度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航

天人不舍昼夜的辛勤工作，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丰功伟绩。爱国

文化始终围绕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进步，是我国工业文化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3.2 人本文化 

人本文化是一种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重视人的一种精神品质。尽管人本文化一开始

并不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文化特征，甚至还因为劳资关系问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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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但人本关爱这一基本假设，却随着社会进步在 20 世纪后半期成为工业文化的主流价值。

[7]中国工业企业的人本理念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但尊重人、发展人、理解人的

企业精神始终贯彻在中国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如旧中国的荣氏企业，以人为本是其企业发展

的核心理念。荣氏兄弟关爱和重视员工，广纳贤才，开设学堂，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对

员工在生活和经济上给予帮助和扶持。荣氏企业能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名族资本企业，以人

为本的企业精神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再如现代中国的格力集团始终将以人为本最为其人力

资源理念。坚持“任人为贤，人尽其才”的理念，充分肯定员工的价值，肯定员工的重要作用，

并以此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激发员工的潜力，为格力集团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3.3 科学文化 

从工业发展的战略上看，我国工业文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绿色发

展。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动下，中国大力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加快产业升级，加快新能源产

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绿色发展以传统产业为支撑，以发展绿色新兴产

业为导向，降低对能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践证明，极具科学性、操作性、针

对性的绿色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二是提倡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

发展观对工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是，要贯穿可持续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又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既要达到

工业发展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是说，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

展是相辅相成的两部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就达到了科学发展目的。 

3.4 合作文化 

 “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们在逐渐摆脱熟人社会后，和有共同利益的

陌生人合作，并产生了企业这样管理逐步规范的群体化组织。”[8]首先，在员工方面。随着工

业化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分工越来越精细，一个企业的人

员也越来越多。企业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共同为了一个组织中的目标而进行努力，这种精细

分工的情况下，对企业内部成员的观念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员工们必须树立一个清醒的认识，

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能保持生产的正常运转，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个人才能在此条件下

获得更多的利益。[9]其次，企业之间的利益追求也要求合作。“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和顾客需

求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传统的以消灭竞争对手为目标的排他式竞争已经不能给

企业带来成功,只有基于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才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企业之间通过建

立合作关系寻求共赢已经成为一种趋势.”[10]所以，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为了企业的长远发

展和布局，中国企业始终倡导合作至上，合作文化因此也成为中国工业文化的一部分。 

4. 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工业在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文化，也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契合点。 

4.1 爱国如饥渴 

爱国主义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探讨主题，是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一种责任感

和价值观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

式不同，但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民族忧患意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都是爱国主义的真实写

照，一直激励着无数炎黄子孙。[11]在古代，东汉著名的文、史学家班固认为“爱国如饥渴”，
意思是爱国就像人饥渴到一定程度必须要喝水吃饭一样，要达到极点。“死去元知万事空，但

悲不见九州同”，爱国诗人陆游在临终之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认为，人终有一死，但如果是为国牺牲，就死得有意义。在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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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从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到现代中国的航天精神、大庆石油

精神都是爱国主义在工业发展发展方面的体现。可以说，爱国主义文化是中国人民从古至今

一脉相承的宝贵精神，中国工业文化中的爱国精神，即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也凝结

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论思想。 

4.2 以人为本 

儒家文化以“仁”“义”为核心，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重义轻利。陈志岁认为：“‘仁以

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所谓“仁者爱人”，强调仁

爱人人可为，在仁爱者的眼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所有人对其他人都应怀抱仁爱之心。荀

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成四类，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意思是水火有气息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

却无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道义，而人兼具气息、生命、知觉且懂仁义，是天底下最为宝

贵的。中国的工业企业不仅尊重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而且

还以工人的利益追求为企业发展的最终动力。同时，现代工业企业发展以人才竞争为重点，

如何留住人才是企业最为关心的话题。所以中国工业企业在发展中越来越注重“人”的作用，

这种对人本主义的践行同中国文化的“民为贵”的基本观念具有极大相似性和一致性。 

4.3 道法自然 

道家学说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用“道”来诠释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道家提

倡“道法自然”，主张崇尚自然，遵循万事万物发展本身规律，人应该法天、法地、法自然。

《庄子˙齐物论》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思想中，人与天地万物生

死并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再者，“天人合一”的思想，强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

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合乎自然的法则，才能为自然所接受。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

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说，道永远是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的，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

是它所作为的。这里是指，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体，在产生过程中，是自然而发生的，没

有任何外在附加的力量，但万物却是由道而生。“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提倡什么都不做，

而是说按照自然规律和逻辑发展和变化，不去过多强求。过去工业发展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

污染，人们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作为之后，对环境的珍视多过于对工业发展的追求。中国自古

依赖提倡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不与自然相对抗，所以中国经历了从注重工业发展到注重生

存环境的一个递进过程，绿色与环保也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的工业发

展提倡绿色、环保、和谐的理念，既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4.4 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以“兼爱”为思想核心，主张无差别、不分彼此、无亲疏之别的博爱。墨子主张“兼相

爱，交相利”，他认为当时社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争夺是因为人们互相的不相爱。墨子认为，

爱与利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主张人们相亲相爱，消

除人际关系中不友好的一面，创造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使人们在相爱的基础上，满足大家

的利益要求。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企业强调内部人员的合作。集体合作的

精神是世界所公认的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最基本因素，传统文化要求为整体利益奉献的精神

与人本管理中集体合作精神、团队精神是一致的。[12]另一方面在于企业与其他企业、其他

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就是中国充分利用与其他国家的

多边机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与其他国家共同打造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人向来提倡能够“和气生财”的理念，在利益面

前强调合作概念，所以合作文化也是中国工业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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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中国工业文化发展的建议 

5.1 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 

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工业文化，必须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殊，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

征。首先，我们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作为工业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扬中国风格。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能为当代文化建设服

务。儒家文化中还提倡淡泊名利、积极入世等道德观念。这些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早

已根植于中国民族的心中，并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工业文化，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工业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工业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才能使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有效结合，创造中国文化的新

辉煌。 

5.2 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下，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与其他国

家或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都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国家孤立发展。西方的工业文化，自从工

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西方工业文化如此发达的原因，除了西欧是工业革

命的发源地以外，更多的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首先，西方的文化发源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

的古希腊文明上，这是一种极赋数理性的文化，为工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

希腊位于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希腊群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物产缺乏，人民为了

生存与发展，曾形成了世界上堪称发达的外向型经济。相对于中国内陆文明，西方国家由于

其散落的城邦制，更具创新精神。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发展下，西方自工业革命开始便在世界

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文化尚来具有宽容开放的特点，我们要利用此优势，充分发掘吸收西

方国家的优秀工业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研究探索方法，吸取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养分，

为我国工业文化发展而用。中国在 20 世纪中叶，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全盘学习苏联,后又

实行“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历史已经证明，全盘照搬的模式注定不能成功。[13]所以我们必

须在辩证观的指导下，对外来文化不全部肯定，也不全部否定。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发展的实

际情况，充分考虑中西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批判中

继承，使之为我国工业文化的发展服务。 

5.3 与先进的时代精神相结合。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许多文化发祥地和它所创造的辉煌文化,随着历史的擅

变而先后渐趋势微,如古埃及文化、玛雅文化,自我封闭、缺乏创新、固守僵化是这些文化走向

没落与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只有中国文化如涛涛江河川流不息,不断发展,绵延几千年而不

衰,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念,具有强大的整合创新能力。[14]科学技

术与文化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变革。科学技术的

不断更新创造，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我们的文化不及

时的更新换代，势必会阻碍社会前进的脚步。其次，文化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文化成

果主要是由工业文化成果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凝结着他们的丰富的经

验和智慧结晶，是一笔宝贵财富。 [15]我们要在工业发展的历史中，积极吸取其宝贵的思想

精华，将工人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对

科学技术的更新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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