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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
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
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是沙漠的美
人。”诗人艾青的 《克拉玛依》，深情歌咏了
新疆沙漠中这座由热血和汗水铸就的石油城。

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黑油”。
1955年，准噶尔盆地发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
油田，命名为克拉玛依油田。1958年，依托
于石油工业的克拉玛依市建立。如今，克拉
玛依已成为中国乃至欧亚大陆重要的石油石
化基地。克一号井、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办公
旧址、101窑洞房……这些工业遗存诉说着过
往的峥嵘岁月。

克一号井
出油那天，井场上沸腾了

盛夏的烈日下，一片半球形不锈钢雕塑
群闪着耀眼的光芒。它们高的有十几米，矮
的不到 1 米，造型好似汩汩涌出的油泡。这
是克拉玛依油田标志性的景观，以黑油山油
池常年自溢的油泡为原型，矗立在克一号井
采油树上方，象征着克拉玛依油田诞生于此。

95岁高龄的张福善老人每年都要来这里
看看。回忆起当年的故事，老人忍不住落泪。

1955年3月，张福善带着6名工人到黑油
山南侧安装一号井井架，为开采石油做准
备。“你问我当时这里啥样子？一句话，就是
啥也没有！”没有路，只能从长满梭梭柴的戈
壁上穿过去。白天一刮就是12级大风，经常
把人刮得晕头转向。晚上野兽嗷嗷叫，好在
没有伤人。沙地里挖个大坑，上面盖些梭梭
柴，就是住的“地窝子”。“每天吃雪水泡
馕，菜什么的想都没法想。”

在这样的蛮荒之地，立起了井架，钻出
了油井。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
喷出原油，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
生。“井场上沸腾起来了。有的高喊，有的跳
跃，有的舞蹈，有的大笑。”张福善回忆道。

60多年过去，克拉玛依相继发现30多个
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超过 3 亿吨。听年轻
人说起油田的发展，张福善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说现在是‘数字化油田’。点一下鼠
标，千里之外的油气田就在眼前，人在办公
室就知道下一步做什么，这不就是‘千里
眼’‘顺风耳’吗？”

今天的克拉玛依，已成为一座繁华美丽
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克一号井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着克拉玛依续写更多
的精彩。

独山子矿区
新疆石油工业，从这里起步

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有一栋别致的
黄色建筑，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独山子石
油工人俱乐部旧址，现已改造成独山子展览
馆。馆中藏有 200 件具有历史价值的实物和
800多张历史照片、300多份文件文献等，记
录了独山子自石油矿藏发现以来 120 多年的
发展历程。

早在 19 世纪末，独山子就开始开采石
油。1936年，中苏合办独山子炼油厂，在独
山子逐渐形成石油工人聚居的矿区。1950
年，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在独山子成立。1951
年 1 月，公司设立科学研究总化验室，年初
开始生产建设，大批苏联专家和技术工人来
到独山子油矿，钻采炼设备也陆续到达。

“当时，各钻井队队长、技师、钻井员、
主任钻工等关键技术技能岗位都由苏联人担
任，采集员、场地工等操作性岗位由中国人
担任。为了尽快掌握技术，所有中方工作人
员都必须在日常工作之外做两件事——学俄
语、学技术。”当年负责翻译工作的骆崇禄，
如今已满头白发，谈起中苏合作的这段历
史，他仍印象深刻。

1951 年来到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 7 位
“北洋学子”，都是从顶岗工人做起，在苏联
专家的帮助下，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提高业务
能力，后来成为克拉玛依和兄弟油田的骨干
人物。到1954年底，公司已有4686名工人和
836名干部，为此后新疆乃至全国的石油工业
发展储备了力量。

在恢复和发展独山子
油矿生产的同时，公司派
出几十支地质勘探队伍、
钻井队伍奔赴天山南北，
寻找新的石油资源。对准
噶尔盆地广大地区的详
查、勘探取得了宝贵的地
质资料，揭开了克拉玛依
油田神秘的面纱，也为此
后几十年的地质勘探奠定
了基础。

1955年，中苏石油股
份公司的苏联股份全部移
交中国。慢慢起步的中国
石油工业，逐渐走向自力
更生。

如今，独山子区保留
着石油工人俱乐部、中苏

石油股份公司办公旧址、独山子职工子弟学
校等苏式风格的历史建筑，构成独具特色的
工业文化景观。

101窑洞房
白碱滩上，洒下无数汗水

在白碱滩区与克拉玛依区的连接处，有
一片始建于 1964 年的窑洞群，称为 101 窑洞
房。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透过
这几座窑洞，望见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者
们在新疆大地上艰苦创业的身影。

1964 年，克拉玛依油田采油二厂 100 名
工人投入一东区生产开发，建成 101 注水
站，并成立101综合采油队。“那时候这里的
风特别大，住的帐篷经常被大风刮走。职工
们提出‘三人工作两人干，抽出一人搞房
建’，在工作之余打土坯自建窑洞房。”采油
二厂企业文化科干事李华告诉记者，打土坯
是个力气活，先要将黄泥泡水、拌匀，然后
用力摔进一个方形木质模子，再将泥块倒在
事先铺平的场地上。打土坯时都是赤脚、光
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每
个人背上都晒脱了皮，脚底都磨起了泡。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仅用了一个月时
间，30名职工家属便建起了5栋窑洞房，其中1
栋为办公室，4 栋为宿舍。每个宿舍有 2 间

房，外间是厨房兼储藏室，有炉子和火墙，
冬天可以取暖，里间是办公室兼卧室。职工
们平时就在宿舍里工作、学习、生活。

1972 年，采油队全部搬至现采油二厂厂
部，101 窑洞房空置下来。2013 年，为保护原
貌、再现历史，对20间窑洞进行了修复加固。

101窑洞房是克拉玛依目前唯一一处保存
完好的油田开发初期职工的原始居所，建筑面
积8886平方米，内有藏品298件。窑洞里还原
了当年的场景：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书本、闹钟、
搪瓷杯等，墙角搁着一排蒙尘的五金工具，墙
上贴着报纸、奖状，挂着流动红旗、会议记录本
等，让人仿佛走进了克拉玛依第一代石油人艰
苦朴素、埋头实干的生活。

走进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村，
一片与周围高楼风格迥异的青砖灰瓦
四合院群格外引人注目。院墙外有一
块红色的牌匾，上书舒乙的题字：“院
子里的故乡，京城的骆驼寨”。这里靠
近京西古道，原先是运煤驼队的集散
地，后发展成村落。这一片院子是在
拆迁中保留下来的五里坨民居王家大
院，后来改建成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
馆，馆内的展品全都是当地居民捐赠
的老物件。

陈列馆占地面积 8000 余平方米，
分为婚房、当铺、酒馆、生活馆、农
具馆等 12 个主题展馆，收集了从清朝
中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各种民间物
件，数量多达万余件。展馆的陈设各
具特色，再现了百年来当地人衣食住
行的变迁，让参观者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旧日生活气息。

这里的展品不但可以观赏，还可
以亲手触摸。馆长李为民说，欢迎参
观者摆弄这些老物件，了解他们的用
途。说着，他拿起一根铁棍插入一个
形似火钳的东西中，划拉出“滋滋”
的声音。“这个东西叫‘唤头’。从前
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剃头匠来了，
招呼你剃头。”李为民说。

生活馆里陈列着老式家具、黑白
电视机、旧画框等。李为民指着墙角
一个黄色松木材质的衣柜说：“这柜子
还有一段故事。”曾有一名住在北京新
街口的市民来这里参观，看到这个柜
子十分激动，“这不是我亲手做的柜子
吗？当年生活艰苦，做个柜子很不容
易，卖出去后以为再也见不着了，没
想到过了 40 多年，竟在这里看到了。”
李为民问他如何能确定这个柜子就是
自己制作的，他便详细说了柜子内部结

构及细节，都与实物相符，令人称奇。
馆内4号院北房一面墙上，贴满了

红底白字的门牌，都是在旧房拆迁时
保留下来的。许多过去居住于此的老
街坊们前来参观，看到这些门牌备感
亲切。李为民说，常有上了年纪的人
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这里，寻找当年
自家的门牌号。这些门牌保留了居民
过去生活的印迹，让他们有一个念
想，能够找回旧时“家”的感觉。

60 多岁的陈景祝是五里坨后街的
居民，擅长裱糊技艺。他花了3天时间
裱糊7号院西房的棚顶，没吃民俗馆一
顿饭，没有要一分工钱，临走时还把
裱糊用具捐给了陈列馆。“陈景祝的师
傅告诫他做人要讲‘德’，他一直铭记
在心。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裱糊技
艺，希望这门手艺和艺德共同传承下
去。”李为民说。

陈列馆院子里有一个飞檐画栋的
“民俗大舞台”，成为附近居民表演节
目的场所。每逢元宵、端午、中秋等
传统节日，馆里总会举行庆祝活动，
居民们扭秧歌、唱大戏、舞龙舞狮，
热闹非凡。最具特色的节目当属“京
西太平鼓”。清朝文人何耳的 《燕台竹
枝词》 曾写道：“铁环振响鼓蓬蓬，跳
舞成群岁渐终。见说太平都有象，衢
歌声与壤歌同。”据李为民介绍，常有
中小学生来这里学打太平鼓，体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这里的故事太多了，十天十夜都
说不完，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故事。”
自 2013 年开馆以来，李为民在这里接
待过几万名参观者，听他们讲了数不
清的故事。民俗陈列馆承载着居民的
乡愁，收藏着丰富的民间记忆，成为
现代都市里一片心灵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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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成立后
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建立在沙漠中的克拉玛依石油城，保存有多处工
业遗产，见证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程

独山子石油工人俱乐部旧址，现为独山子展览馆 来源：克拉玛依日报

克拉玛依油泡雕塑群 本报记者 李亚楠摄克拉玛依油泡雕塑群 本报记者 李亚楠摄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办公旧址 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供图

101窑洞房原貌 本报记者 李亚楠摄

◎发现

五里坨体验京西民俗
□ 潘俊宇

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 陈列馆供图

101窑洞房内景 本报记者 李亚楠摄

近日，山东济宁曲阜几百名中学
生走进尼山大学堂，参加研学夏令营
活动，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尼山为孔子出生地，东临沂河，
山上有孔庙、尼山神庙、尼山书院、
尼山大学堂等建筑，构成尼山圣境文
化景区。尼山大学堂气势磅礴，建筑
风格拙朴自然，将儒家思想与现代建
筑艺术完美结合。大学堂高 65米，共 9
层，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包含迎宾大
厅、台阶大厅、七十二贤廊、礼厅、义厅、
仁厅、智厅、信厅、礼乐堂等。大学堂两
侧的七十二贤廊长 105 米，宽 17.5 米，
高 16 米，是大学堂最重要的文化空间
之一。长廊共有 31 组壁龛，以群雕、
情景雕、个人雕等形式表现 《论语》

《史记》《左传》 等古典典籍中孔子及

其弟子的代表性故事，生动展示了儒
家文化精华。

前来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们参观了
大学堂各个展厅，在仁厅观看了壮美
绚丽的“天下归仁”灯光秀，并体验
了“手读《论语》”活动。

济宁市市委宣传部长马汉涛告诉
记者，尼山圣境自去年 10 月预开园以
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青少年游客近
30 万人次。通过传统礼仪研习、文化
体验、现场教学、游学圣迹等丰富的
研学内容，增强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此外，自 2010 年起，当地每两
年举办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
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在传
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少年走进尼山大学堂
□ 本报记者 赵树宴 文/图

中学生在尼山大学堂仁厅体验“手读《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