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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初夏，晴空万里，行走在
“油城”大庆，随处可见的“磕头
机”（抽油机）成为一种城市符号，
彰显着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的
生机与活力。

松辽惊雷，油出大庆。1959年
国庆前夕，大庆油田横空出世。在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艰苦环境和激
情岁月里，孕育出了以爱国、创业、求
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中国人。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更是大庆
这座城市的灵魂和大庆人的精神家
园。在东北振兴和大庆进行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今天，如何让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在儿童青少年中一代
代传承下去，是摆在大庆教育人面
前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2012年9
月，黑龙江省大庆市将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校园、
进课堂、进中考，为油田后代从小打
上精神底色，赓续红色血脉。

开发编写优质系列教材
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大庆中

小学生多了一本特别的教材——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实验教材。
32万件（册）涵盖4个学段的教材
教具免费发放到全市中小学生和幼
儿手中，标志着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教育进入整体实施阶段。

有教育目标、有课程标准、有
教学内容、有课时安排、有任课教
师的“五有”是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进校园进课堂的要求和保障，其
中教材开发编写是基础工作。

2012年7月中旬，系列教材和
教师用书编写工作启动。80多名教
育骨干和专家团队走一线、下井
队、跑场馆、访遗迹，搜集有关书
籍70余种、影视资料容量200G以
上、历史图片640张、复印珍贵手
稿1000余张，5万余字，其中有些

还是未公开发表的，极具历史意义
和教育价值。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精
神洗礼。”大庆市直属机关第五小学
校长马智华全程参与了教材编写工
作。她说，编写组的教师大多是

“70后”，很多人没有读过 《铁人
传》，没有去过铁人纪念馆，但是当
他们真实地触摸到历史细节的时
候，许多人热泪盈眶，真正坚定了
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信仰。

正如王进喜和石油工人们奋战
拿下大油田一样，教材编写组不畏
酷暑，废寝忘食，连续奋战70多
天，经15次易稿，创编了涵盖幼、
小、初、高4个学段的教学用书12
册，课程标准 4类，创编动漫 23
个，编辑视频光盘、录制音频故
事、绘制连环画等8类共350余种
全套教材教具。

“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
规律，教材内容螺旋上升，呈循序
渐进的特点。”大庆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韩迈介绍，如幼儿园以激
发兴趣、初步感知为重点，小学以
认识了解、情绪感染为重点，初中
以理解领会、情意跟进为重点，高
中以价值引领、身体力行为重点。

除了教材外，大庆还同步建设
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网站，
成为进校园进课程的重要资源库和
交流平台。在课程整体推进实施
前，大庆市分学段全员培训5519人
次，成立了16个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教育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

2013年4月25日，大庆市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常委会审议
通过了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决议，使这项
教育工作步入了规范化、制度化、
法制化轨道。

“经过近 10 年发展，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教育已经成为学校的
常态化工作，牢牢固化在了学校的
课本、课时中，影响一代代儿童青
少年的价值观。”韩迈说，希望他们

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这
片哺育他们成长的英雄的土地。

课内外联动增教育实效
“请你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如何做

一个优秀的油城小油娃？”“在现代
社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否过
时了？”近日，一堂“传承铁人精
神，争做时代好少年”的公开课在
大庆一中举行。学生们眉头紧锁，
思考着老师提出的问题。

“我最受感动的是他跳进井喷池
中用身体搅拌水泥。作为学生，学铁
人就是要刻苦学习，发扬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该校初三学生潘卓鑫说。

韩迈告诉记者，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
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必
修课，有课程课时的强制规定和中
考分数、高中学分的引导。小学记
入素质教育评价手册，装入学生成长
记录袋；中考政治的开卷考试设置了
10分值关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
考点，计入中考成绩；高中计入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学分，共23学分。

在课堂主渠道之外，依托铁人
王进喜纪念馆、大庆博物馆、油田
历史陈列馆、松基三井等校外活动
基地开展研学实践活动，也是传承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重要途径。

大庆市直属机关第二小学组织
学生走进大庆油立方，开展“一滴
油的奇妙旅程”研学活动，学生们
身穿石油工人服装，戴着安全帽，
跟着讲解员了解石油的形成、作
用、开发，培养对“油城”的热爱
和自豪。

大庆一中构建了弘扬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社会实践活动课程体
系。根据不同学年段学生的认知水
平，设置不同的议题，同时开展“义务
讲解员”“送水日”“我为校园洗洗脸”

“我为社区除除尘”等公益活动。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以来，大庆各爱国主义教
育场馆参观的人数激增，重要节日
人流滚滚。有讲解员笑着说：“以前
人少时无聊，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但个人价值终于体现出来了。”

2016年，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虚
拟数字场馆建成，把真实的铁人王
进喜纪念馆全景进行模拟演示，偏
远地区孩子的实践体验活动更安
全、更便捷、更高效了。

为深入持续推进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进校园进课堂，大庆将此项
工程纳入教育督导，作为普通高中
申报晋升省级示范校（复检）、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评定的重要指
标，作为校长考核、晋升和评优的
必备条件。

2013年春天，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教育全面铺开，大庆市成立了
5个督导小组和一个巡视组，深入
各县区、学校和幼儿园，采取听汇
报、查资料、随堂听课、座谈讨
论、发放问卷等多种方式，进行拉
网式集中督导。此后，大庆每年都
坚持开展督导评估工作，以集中督
导、随机督导和网上督导等多种形
式，指导和推进专项工作深入开展。

校园文化涵养精神底色
在“油城”大庆，这里的校园

也充满了“油味”，铁人王进喜可以
说是校园“网红”。

高4.29米的王进喜昂首挺胸大
步向前的铜像竖立在铁人中学新址
操场上；在教学楼一层大厅中央，
王进喜半身塑像手捧书本，莘莘学
子从他身边快步走向教室。

在庆风小学，校园文化以铁人
精神为主题，师生们将铁人精神元
素融于油陶、版画、彩泥、纸盘等
作品中，布置在校园的各个展区。

在大庆市直属机关二小，教学
楼台阶上印着“磕头机”的版画和

“人无压力轻飘飘”“创造条件也要

上”等铁人语录，在校园景观布置
中植入铁人精神。

除了校园环境的硬件布置外，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也浸润在校园
文化中。

铁人中学改革评价体系，“铁人
班”取代原有的“先进班级”，
“‘七强一高’十项优秀铁中生”
取代原来的“三好学生”，强化铁人
精神教育，在鼓励学生个性化成长
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还从
学校拓展到了家庭。大庆市直属机
关一小制作家校联动卡，根据不同
年级设定不同主题，内容有教师寄
语、学生认知、家长评语和希望。
现在，一些年轻家长不得不弯下腰
来向孩子学习，和孩子共同补上小
时候落下的这一课。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已逐
渐融入大庆各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学
校文化中，深入教育教学各方面。”
韩迈介绍，在这个过程中，大庆推
出百所办学特色校、百所文化星级
校、百节精品课、百位铁人式好教
师、百部校本课程、百首油田歌曲
等“六个一百”成果，是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本土的集中体现。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进校园进课
堂已经实施了近10年，一代少年儿
童已经成长起来，打上了精神底色。

东北石油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2019级学生杨帅是土生土长的大
庆人，从小接受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教育的他，如今加入了东北石油
大学的大庆精神宣讲团。“从一名受
教育者到一名传承者，我获得了太
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力量，这
是我一生的精
神财富，我有
责任和义务把
这份伟大的精
神传承下去、宣
扬出去，做忠实
的继承者、传播
者。”杨帅说。

近日，我非常幸运地加入到中国教育报采访
团，和记者们一起领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独特
风采。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油而名，这个
大庆的亮丽名片是每个大庆人都引以为傲的。

1959 年 9 月 26 日，经过连续的勘查，在今
日大庆的位置，果真打出了石油。松基三号井喷
油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前夕，时任黑龙
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对时任省委秘书长李剑白
说：“松基三号井在大同镇，我们就把大同改成

‘大庆’吧！”大庆的名字后来就这样叫开了。自
此，大庆这个名字开始了它的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塑造人叫王进喜。在大庆石油会
战中，他被誉为铁人，他用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我
们树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铁人的光辉形象！铁人
纪念馆门前的47层台阶，47米高的建筑，寓意“铁
人”47年不凡的人生。他像一颗流星划破天空，
他像一支蜡烛照亮黑暗。于是，便有了一种铁人
精神在华夏大地上流传，那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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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风范塞沧溟，一代铁人石油魂；铮铮
铁骨昭青史，国强莫忘开拓人”“励志修心向铁
人，茫茫草地觅雄魂；千秋伟绩强基业，万仞荣
辉耀月轮”……这是属于铁人的奇迹，属于大庆
的奇迹，更是属于中国的奇迹！

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具体化、人格化的表
现，大庆精神主要体现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
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
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
献精神。

这几天再次学习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在铁人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精神感召下，我相信，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没
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会代代相传，作为新一
代的青年，作为建党百年的见证人，我们必将迎难
而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激励下，我们青年一代要永远
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珍
惜时光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本领，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聪明才智。

（作者系大庆师范学院新媒体中心
主席）

铁人精神激励青年一代迎难而上
杨靖雯

编者按：1959年国庆前夕，大庆油田横空出世，为中国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艰苦环境和激情
岁月里，孕育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来到“油城”大庆，感受艰苦奋斗
的峥嵘岁月，见证“油城”学子传承铁人基因、再创辉煌的奋进之路。

大庆：铁人基因代代传
本报记者 欧媚 曹曦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黑龙江省大庆
铁人学校走廊的墙壁上，7个红色大字格
外耀眼。这所创办于1961年的学校，首
任校长就是铁人王进喜。

在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中原路2号院
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让许多参观者肃穆而立：一座不大的土房
里面，几张简易的课桌，铁人王进喜和4
名小学生在亲切交谈，这就是前身为“土
窝窝”学校的大庆油田第一所小学——钻
井二大队小学，也就是后来的铁人学校。

“让广大油田子女去上学，让每一个
娃娃都有书读”是当时油田办学最朴素的
宗旨。没有桌椅，铁人带领大家搭土台当
课桌，学生自带凳子入学；没有教师，铁人
多次和钻井指挥部干部科联系要人；没有
教材，铁人组织工人编写；没有体育器械，
铁人从钻井队背回粗绳给学生拔河用……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这句名言从此成为铁人学校自力更
生的办学之魂。

在历届校长的带领下，经历过几易校
名、几易校址后，铁人学校走过了60年
风雨征程。如今，铁人学校秉持对振兴教
育、培育英才的虔诚追求和笃志不倦、殚
精竭虑的育人精神，已经发展成一所设施
完备、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学
校，多次被评为全国和黑龙江省先进集
体、红旗单位。

“为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培养新时期
‘铁人式’人才，学校依据油田‘勘探、
钻井、产油’的基本工作流程，围绕‘铁
人打井为国做贡献，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
师要有一桶水、要想给学生一桶水学校要
有一井水’的主导思想，确立了‘法铁人
风骨 打好育人之井’的办学特色，构建
了‘铸焊熔煅’四线交互‘井’式课堂模
式及‘148’‘井’式德育模式等，形成
了‘铁雅’德育特色，让红色基因为学校
发展助入动力和活力。”铁人学校第十一
任校长于开庆说。

铁人开放式阅览馆、铁人开放式校史
馆、铁人党建馆等“三馆”文化的构建，
是铁人学校强化铁人精神教育的具体举
措，学生们可以自由出入这些场所。“我
们努力在学校每个角落营造铁人精神文化
氛围，让学生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和感
染。”于开庆说。

铁人学校还通过每学年定期举办“敬
礼铁人”清明祭奠、“铁人爷爷我要对你
说”铁雅演讲会、铁人文化节、铁人讲
堂、铁人故事会等活动，将铁人精神作为
主体教育之魂，常抓不懈。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
抖，你无畏的精神感动着我感动你，你撼
人的气魄惊动天震动地，你是一面旗帜，
引领我们前进……”这是铁人学校学生社
团油娃合唱团演唱的
原创歌曲《铁人》片
段。正如歌中所唱，
学校师生们正高举铁
人旗帜，紧跟铁人脚
步，秉承铁人精神，
接续铁人辉煌。薪火
相承，绵延不息！

铁
人
学
校
：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本
报
记
者

项
佳
楚

6月18日，黑龙
江省大庆市铁人学校
举行迎接建党百年主
题队日活动。

刘悦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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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说

扫码观看视频
《铁人》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视觉中国 供图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