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进喜：钢铁身躯 钢铁精神

1965 年，王进喜任钻井指挥部副指
挥。他说：“我当了干部，仍然是个钻工”。
他坚持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不脱离实
际，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跑井”的习惯，到
现场去解决生产、技术和后勤服务等问题。
他对职工家的生活格外关心，凡是职工的住
房、用水、交通、孩子入学、伤病医疗大事小
情都亲自过问，帮助解决困难，为人民群众
操尽了心。为解决孩子们就近入学，还亲自
当校长办起一个“苇棚小学”。这所学校后
来发展成铁人小学、铁人中学。他说：“我从
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
出力最大。我愿意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
牛。”在荣誉面前，他一直谦虚谨慎：“成绩完
全属于党，我们小本上只能记差距。”

王进喜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干
好一件事情，快快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
为了实现这一终生理想，改变我国石油工业
落后面貌，他在30多年的艰苦创业中，积劳
成疾，患上晚期胃癌。为了解决王进喜的困
难，组织上给他一些补助。他都一笔笔地记
上账，保存在枕头下，临终前好交给组织，为
人民鞠躬尽瘁，为自己不取分毫。

1970年 11月 15日，终因医治无效，王
进喜与世长辞，终年仅47岁。

王进喜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献给了我
国石油工业，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他身上体现的铁人精神，成为中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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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铁人””的人格力量是真理力量的转化的人格力量是真理力量的转化
鄂金太 张雷

铁人精神与铁人个人密切相
关，以铁人的生平事迹为载体。铁
人精神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铁
人的个体意义，是中华民族精神和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时代体现，
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
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中华民族在

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伟大民
族精神，已经熔铸在民族基因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
为。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
坚定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实践者，始
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
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正是一部艰苦奋斗史，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法
宝。铁人经历了旧社会的种种苦
难，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艰苦
的建设时期，爱党爱国、艰苦奋斗在
他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铁人精神
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超越了
铁人个人而成为当代中国人重要的
精神维度。

铁人精神以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为载体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
设。革命理想高于天。要把坚定
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
要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
旨，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解决
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

践者。铁人精神显示出了其新
时代的重大价值。铁人是践行
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的光辉
典范，学习和弘扬铁人精神，对
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
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践行党
的宗旨，就要像铁人那样具有对
党忠诚的品格，一心装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干

事创业的进取精神，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敢于牺牲。铁人精神是
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广大党
员干部要以铁人为榜样，用铁人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掌稳思想之
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做具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党员。

王进喜是践行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的光辉典范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
自立自强，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离
不开深厚的精神土壤。中华民族能
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中华民族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
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必须弘扬用
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汇
集而成的中国精神振奋中国人民的

“精气神”。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与
传承铁人精神，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作出过重要
指示，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新时代
的建设者应当以铁人为榜样，自觉
把人生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
业中，把自己的全部献给祖国最壮
丽的事业，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做矢

志不渝的追梦人。只有每个人都为
美好的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力量；只要全国各
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14
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就能形成不
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大庆油田既是一座石油的富
矿，也是一座英雄辈出的熔炉。在
铁人精神的感召下，大庆油田造就
了一大批敢打硬仗、勇创一流的优
秀职工队伍，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奋
战在油田地质开发研究一线近 60
年，“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
稳产再高产”。大庆新铁人李新民
30年专注钻井事业，立誓“宁肯历尽
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油”，带
领1205钻井队在全国率先突破钻井

进尺 200万米，实现了 1205钻井队
由单一井型向多种井型、速度型向
效益型、国内作业向海外作业的三
大跨越。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
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60多年来，从王进喜、王启民到李新
民，以三代铁人为代表的大庆石油
人，用热血、忠诚乃至生命，在不同
历史时期生动诠释了大庆精神“爱
国、创业、求实、奉献”的时代内涵，
凝聚起推进我国石油事业发展的强
大力量。他们的英雄故事集中展现
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和精神
风貌，他们的感人事迹，鼓舞和激励
着广大石油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

（作者单位：大庆油田党委宣传
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传承铁人精神

20世纪60年代，在大庆石油
大会战这场改变中国石油落后面
貌的关键战役中，铁人王进喜成
为大会战的第一面红旗，而铁人
精神的孕育而生，更是汲取了中
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建军经验
的根和魂，代表着石油人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激
励和鼓舞着全国工业战线，不断
开创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业企
业建设的新辉煌。

铁人精神是对王进喜同志崇
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是
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
现，是大庆精神的具体化、人格
化。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是

“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
主义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
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
“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
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
无私奉献精神。这一精神是铁人
王进喜自身品格与许许多多石油
战线先进人物精神境界的融合。
2019 年 9 月，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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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人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
一样，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独有的
精神标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
虽形成于新中国初期的艰苦创业
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始
终历久弥新、生机盎然，不断放射
出新的时代光芒，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

铁人王
进喜，全国
著名劳动模
范，大庆会
战 时 期 的

“五面红旗”
之一，他是
新中国第一
代 钻 井 工
人，中国石
油工人的光
辉典范、中
国工人阶级
的 先 锋 战
士、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
秀楷模、中
华民族的英
雄。

王进喜工作一贯积极努力，
有一种争上游的精神。 1958
年，王进喜首先提出“（钻井进
尺）月上千（米），年上万，玉门关
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1959年
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
新纪录，一年的进尺相当于旧中
国 42 年钻井进尺的总和。同
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
建国10周年的国庆观礼。

在参加群英会期间，他看见
北京街头因缺油而背上煤气包
行驶的汽车，从内心里感到歉
疚。听说我国东北发现了大庆
油田，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
口井来”，提出申请参加大庆石
油会战。

1960 年 3 月，王进喜率领
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赶
奔大庆。到萨尔图以后，王进喜
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
找到调度室首先问：“我们的钻

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
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
少？”

1960年 4月 2日，从玉门发
出的钻机运抵萨尔图。可当时
吊车、汽车、拖拉机非常少，60
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
运和安装。面对重重困难，王进
喜对大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能
上，不能等；只准干，不准拖！”他
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

“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
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
附近的萨 55井，安装起来。连
续苦干三天三夜，王进喜没离开
车站和井场。行李放在老乡家，
一次都没去睡过。房东赵大娘
看见王进喜这样拼命干，对工人
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
铁人哪！”会战领导小组做出决
定号召全油田职工“学习铁人王
进喜，人人做铁人”。

王进喜文化不高，但爱读毛
主席的书。他说：“学会一个字
就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
见毛主席。”通过认真学“两论”,
他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
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
矛盾，国家没油是最主要矛盾。”
要开钻了，但因当时水管线没接
通，罐车又少，供水不足，王进喜
就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破冰
取水，用脸盆端了50多吨水，保
证萨55井开钻。

“宁肯少活 20年，拼命也要
拿下大油田！”王进喜不止一次
说过这样的话，他时时刻刻都在
践行着自己的誓言。第一口井
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时，被
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昏了
过去。醒来时一看几个工人围

着他抢救，井架还没放下来，就
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
下就散了！”说完站起来继续指
挥。队友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
医院跑出来，回到第二口井场拄
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
时，突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
用的重晶石粉。他们用加水泥的
办法，提高泥浆比重压井喷。水
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
拌器，王进喜扔掉拐杖，奋不顾身
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经全队工人奋战，终于压住了井
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1960 年 7 月 28 日，会战工
委做出《关于开展学习“王、马、
段、薛、朱”运动的决定》，王进喜
被树为大庆会战的“五面红旗”
之一。

敢于创新 勇攀高峰

自强不息 锐意进取

仁爱宽厚 人本情怀

提起王进喜，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是
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伟岸身
躯。回荡在耳畔的是“宁肯少活 20 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可
是，您可曾知道，铁骨铮铮的汉子，也是
技术创新的能手，曾被大庆油田授予“工
人工程师”称号。

王进喜在技术上爱动脑筋，勤于钻
研。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不仅练就了他
吃苦耐劳的品质，还激发出创造的火
花。他曾带领工友用上世纪 40 年代的
老钻机，克服技术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
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

备打直井的先例。他还与工友一起琢
磨，实现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
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
艺作出突出贡献。

新时代向铁人王进喜学习，不仅要
学习他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精神，也要
学习他善于思考、不断创新的精神。面
对新情况新问题，不凭经验翻老黄历，不
循旧例找教科书，而是努力想新办法、找
新出路，以实际行动将创新思维转化为
创新实践。只有让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习
惯，我们才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
努力在工作岗位上闯出一片新天地。

善于创新的王进喜
于晓琳

王进喜王进喜。。 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提供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提供

王进喜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气概，带领石油工人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顽强拼搏，“铁
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
的讲话

波澜壮阔的创业史中
铁人王进喜是一个传奇

王进喜（左二）正在参加钻井劳动。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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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讲授钻井操作规程和技术要领。
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