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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中心
大楼，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首席
技术专家伍晓林的目光总会停留在
同一个地方，大堂中3根通顶石柱上
悬挂了 12 个大字：“超越权威、超越
前人、超越自我”，“这三句话似乎已
经融进了我的骨血。”伍晓林心里默
念着这三句话，匆匆向实验室走去。

采收率是指采出的油量与地质
储量的百分比，它是衡量油田开发
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曾有专
家计算过，对于大庆油田来说，采收
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目前
大庆油田两年原油的产量。“研究室
每个人都决心和采收率‘杠’到底。”
主任工程师李长庆笑着说。

“杠”需要用实力来说话。采
收率研究室从成立初期开始，就下
定决心啃硬骨头。在这里，孕育了
令世界惊诧的 3 次采油技术等一大

批提高油田采收率的核心关键技
术；在这里，一代又一代油田科研
人员呕心沥血，创造出让大庆油田
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秘密武器。

2020年9月，大庆油田党委作出
了《关于向第一采油厂第三油矿中四
采油队和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
究室学习的决定》，全研究室备受鼓
舞，更是大大激励了几位年轻人。科
研人员冯其原是个 90 后，前两年刚
到研究室时，累得他想“走人”。如今，
他的想法变了，“现在就是谁来撵我
也不走了，我的工作让我骄傲，我要
扎根在这，把工作干得再漂亮些。”

时间倒退回56年前，那是1965
年，采收率研究室刚刚成立。带着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
流”的初生牛犊之气，从当初的一
张技术白纸，到纸上的荣誉已经满
得快书写不下，采收率研究室的研

究人员不断刷新油田采收率极限，
保障了油田不同时期的稳产和高效
开发，为大庆油田5000万吨以上高
产 27 年、4000 万吨以上稳产 12 年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大学毕业拒绝了南方化妆品公
司的优厚待遇，投身到大庆油田的科
研建设中，伍晓林的人生中没有“后
悔”二字。直到现在，仍有国内外企业
频频向他发出邀请，但他都一一婉
拒。“我的人生坐标就在大庆油田上，
这里有我的初心。”伍晓林讲道。

超越！超越！再超越！采收
率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在一次次重
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大庆油田发现
60周年的贺信之后，愈发觉得肩上
建 设 百 年 油 田 的 担 子 重 大 而 光
荣，在挑战石油采收率极限的道
路上，他们以“三超精神”为信
念，永不言弃。

这是一个奇迹。唤醒沉睡的荒
原，开采“黑色的金子”，几十年
来保持高产稳产，将有限的资源开
发出无限的可能。奇迹的背后是怎
样的力量？在大庆油田的热土上，
笔者曾不止一次寻找答案。

随着一次次深入的采访，谜底
逐渐揭开——精神的力量。无论是
耄耋老人，还是翩翩少年，无论是科
研人员，还是产业工人，有着不同经
历的采访对象们，在提及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时，眼睛里总闪烁着同一
种光芒，诠释着他们的骄傲与信念。

有人说，小时候听铁人王进喜
的故事，觉得他像电影中以一己之
力拯救地球的传奇人物，毕业后加
入石油队伍工作时才发现，他是一
个现实中的真英雄；有人说，油田
人把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之中，
时刻践行着大庆精神，感到自己的
精神世界越来越强大了……

崇高精神是伟大事业的灵魂。
大庆因精神而站立，因精神而恒久。
精神从何而来？它在艰苦卓绝的石
油大会战中产生，带着红色基因。从
诞生到成长，大庆油田始终沐浴着
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

历史的长河中，大庆油田听党
话、跟党走已融入血脉。进入新时
代，大庆油田以当好标杆旗帜为目
标，继续发扬党建工作优良传统，创
造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鲜活经验，
筑牢根和魂，原油生产、科研中遇到
难题，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党员。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大庆油

田的航向。大庆油田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工
业化道路，成为全国工业战线一面
鲜红旗帜。

时光流转，60 多年过去，因
大庆油田而起源的大庆精神与铁人
精神历久弥新，与时代结合得更加
紧密了。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
大庆油田。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致信祝贺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总书记强调，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希望大庆油田全体干部职
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断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肩负起当好
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
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一份崇高的政治关怀，珍
贵的政治殊荣，给予了大庆油田莫
大的鼓舞和激励；是期望嘱托，赋
予了油田光荣的责任与使命；是行
动指南，提供了油田振兴发展的根
本遵循。

对党忠诚、为油奉献，“誓为
祖国献石油”是大庆油田不变的初
心。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
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
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
昂首阔步向百年，大庆油田正

青春。

红灰相映的“采油树”，形似卧
虎的纪念碑，气势磅礴的浮雕……
这里是松基三井所在地。昔日的工
业遗迹，如今已成为旅游打卡点，
冰天雪地里，人们不惧严寒、踏雪
而至，只为一睹它的风采。

6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
奋斗，曾经的亘古荒原，已成为我
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如今，中
国石油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4.3
亿吨。

开发
开展大会战，誓为

祖国献石油

这 一 天 ， 值 得 被 载 入 史 册 。
1959 年 9 月 26 日，松基三井喜喷工
业油流，标志着一个世界级特大型
陆上砂岩油田的诞生。时值新中国
成立 10 周年前夕，油田因此取名

“大庆”。
“当时，井旁聚集了很多人，有

专家和钻井工人，也有闻讯而来的
村民，人人目不转睛盯着这口井。”
承担松基三井钻井任务的32118钻井
队卫生员韩作春老人，曾这样讲述
那时的场景。

“出油啦！出油啦！”一股棕褐
色油柱猛地喷出管道，在场的所有
人欢呼起来。位于黑龙江省大同镇
高台子地区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
油流，预示着大庆油田的诞生。

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国内石油
缺口近六成，北京公交车不得不背
着“煤气包”代替石油。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战略储备都需要石
油。油从哪里来？

1958 年 2 月，党中央做出石油
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
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四面八
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
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
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
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
页，由此开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跨
越式发展。

发现这样一个大油田，怎么把
它拿下来呢？经党中央批准，原石
油工业部从全国抽调几十个优秀钻
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工人和7万
余吨器材、设备，加上当年退伍的3
万名军人，组成一支4万多人的石油
勘探大军，进驻大庆油田核心地带。

到 1963 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
146 平方公里、年生产能力 600 万吨
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
总产量51.3%，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
吨。会战将士在青天一顶、荒原一
片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拿下大油田，
甩掉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

“大庆石油人用优良革命传统激

励自己，开展石油大会战，一举拿
下了大油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
定性的胜利，这得益于党的坚强领
导，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
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
文说。

建设
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庆油田“火”了，党中央和
毛泽东主席于 1964 年提出了“工业
学大庆”的号召。铁人王进喜那句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的口号，令人振奋。

王进喜是谁？为何叫“铁人”？
为了油田建设，新中国第一代

钻井工人王进喜从甘肃玉门率领
1205 钻井队赶来大庆。下了火车，
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三句
话：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
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

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住都
成问题。面对这些难题，王进喜下
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
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
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
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
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
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钻井队靠双手和双肩把几十吨
的钻井设备卸了下来，装上汽车，
搬运到井场。三天三夜，井架立在
了茫茫的荒原上。在人拉肩扛的
过程中，他们喊出了“石油工人一
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
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的豪言
壮语。

王进喜常不分白天黑夜地待在
井上干活，累了就在钻杆儿上枕着
钻头打个盹儿，经常一连数日不回
住地。房东赵大娘看在眼里，心疼
地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
是个铁人呐！”铁人名号就这样传开
了。他和第一代石油人为后代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

岁月更迭，精神的火炬在一代
代大庆人手中传递、擎起。大庆油
田涌现出以铁人王进喜、新时期铁
人王启民、大庆新铁人李新民为代
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王进喜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的豪言犹在耳畔；以王启民
为代表的油田科研人员带着“宁肯
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
产”的信念，攻克一道道技术难
关；第三代铁人李新民带着“宁肯
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
油”的豪情走出国门……他们和千

千万万大庆石油人一道，让大庆精
神和铁人精神历久弥新。

传承
只要精神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时节如流，2016 年，为祖国建
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庆油田，历经
半个多世纪开发建设，资源禀赋变
差，传统优势减弱，油田陷入历史
上第一次整体性亏损，推进振兴发
展如滚石上山。

面对困境，党中央再一次为大
庆指引方向。2016 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扬长避短、扬
长克短、扬长补短，向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聚焦发力，打好发展组合
拳，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

“十三五”开局，大庆油田站在
追梦的新起点，确立了“当好标杆
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奋斗目标。

走出国门！以大庆新铁人李新
民为代表的石油人，把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带出国门。大庆油田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勘探开
发业务为龙头，各项业务相互依
托、相互带动“走出去”，力争获取
更多的油气开发项目。如今，大庆
油田的海外业务项目已经在 54 个国
家和地区有所布局，拥有 3900 多名
员工，其中外方人员占比超过60%。

科技攻关！隆冬时节，夜色深
沉，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
中心办公楼，大量实验室却依然灯
火通明，无数年轻科研人员的身影
还在忙碌，在这里，四次采油技
术、页岩油、天然气等勘探开发技
术都取得重大进展。

砥砺前行！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油价暴跌和极端天气为原油
生产带来严峻挑战。疫情防控期
间，铁人带过的队伍——1205 钻井
队便抓紧复工复产，技术员谷宏达
主动请缨担任防疫检查员，牢牢守
卫防疫第一关，全队 33 人连续驻守
岗位 40 余天。“我们听党话、跟党
走，力争再立新功！”现任队长张
晶说。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大庆
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孙龙德
说，大庆油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新发展理
念指导新时代油田振兴发展，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大
庆贡献。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大庆油田正
昂首奋进，谱写新时代荣光。

（吴海波、王继红参与采写）

图①：王进喜在用身体搅拌泥浆。 资料照片
图②：石油工人们在风雪中安装抽油机。 陈彦龙摄
图③：大庆油田的油井。 郑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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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限挑战 超越再超越
——记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室

本报记者 刘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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