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杨桂青 编辑：张金岭 见习编辑：王若熙 实习生：李聿丹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777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精神谱系精神谱系06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 特
刊

联合主办：中国教育报刊社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铁人王进喜是工人阶级的先
锋战士、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和顶
天立地的民族英雄。铁人精神的
基本内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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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精神是王
进喜崇高风范、优秀品质的生动写
照，是我国石油工人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的
党建价值，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
生动教材。

内忧外患中孕育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
辛探索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伟大
革命精神。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
现、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
但我国近代石油工业远远落后于
西方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孤立、经济
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手段企图把新
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从20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日渐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形势日趋严
峻。毛泽东主席指出，搞石油艰苦
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
加拼命。朱德总司令也曾忧心忡
忡地说，石油重要啊！没有油，坦
克、大炮还不如个打狗棍，打狗棍
拿着还可以打狗，坦克、大炮没有
油就开不动啊！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铁人王进喜喊出了石油工人
忧心如焚却无比坚定的心声：“外
国人说我们是‘贫油国家’，我就生
气。我就不相信石油就光埋在他
们地底下。我们国家这么大地方
就没有油？外国人说我们‘笨’，我
就不相信天底下只有外国人聪
明？站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党
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最聪明的。
光生气不行，还得干！我们一定要
找到更多的大油田，多打井，快打
井，多出油。”语言虽然朴实无华，
却体现出了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
挠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
一种敢于把石油落后帽子甩到太
平洋里去的伟大民族精神。

在党中央石油勘探战略东移

重大决策的指引下，广大石油、地
质工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
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
史转折意义的一页。以铁人王进
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人在困难的
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
下，为了早日甩掉中国“贫油”
的帽子，以战天斗地的豪情意志
和勇于牺牲的坚定信念，用三年多
的时间，建设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
基地——大庆油田，书写了改天换
地的壮丽诗篇，铸就了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

铁人“金句”抒写石
油工人风貌

铁人精神源自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滋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解放军建军
经验的运用，根植于大庆石油会战
的伟大实践，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
风貌的生动写照。

“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
国主义精神深刻诠释了铁人王进
喜的忠诚信念。王进喜勇于担
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
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1950 年春
季，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
井工人，提出“主人不干长工
活”。入党后不久，王进喜作为玉
门油田贝乌五队队长，大打翻身
仗，争上白杨河，祁连山上立标
杆，创造了月进5009公尺的钻井
全国最高纪录。王进喜将自己的
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怀着“早日把中国石
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的雄心壮志，誓夺头号大油田，
勇敢担负起国家和民族的重托。

“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集中
体现了铁人王进喜的创业激情。
1960 年 3 月，王进喜率队奔赴大
庆，一下火车先问“三句话”：钻机
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
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
砸出一口井来。在万人誓师大会
上，他带伤发出了“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
言。这不仅是战斗口号，更是行动宣
言。由于地层压力大，第二口井钻至
700 多米时突然发生井喷。在危急
关头，王进喜奋不顾身、甩掉拐杖，带
头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血肉之躯奋力
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井喷，英雄壮举
定格为永恒精神。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充分反
映了铁人王进喜的生命底色。青天
一顶，荒原一片，面对自然环境恶劣、
物力财力匮乏、生活生产条件差等重
重困难，王进喜第一个喊出了“有也
上、无也上，天大困难也要上”。在人
拉肩扛过程中，他带领工人们用喊号
子的方式鼓舞士气，实现步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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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迈誓言。在水管线未接
通、水罐车缺乏的情况下，他带领工
人“破冰端水抢开钻”，一天一夜“端
水”50 多吨。1960 年 4 月 14 日，萨
55 井顺利开钻，仅用了 5 天零 4 个小
时就顺利完钻，井深1200米，创造了
大会战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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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表达了铁人王
进喜的工作态度。王进喜是吃苦耐
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
对工作细致认真，对质量一丝不苟。
会战初期，王进喜曾带领过的 1205
钻井队打斜了一口井，他向会战领导
作了深刻检讨，组织干部、工人背水
泥填掉了那口井，同时“还填掉了低
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改革游动
滑车、改进泥浆泵，成功研制“整拖搬
家”“填满式”钻井法等，都是王进喜
科学求实、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
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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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
彰显了铁人王进喜的道德情操。王
进喜功高名显、荣誉满身，可他一直
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政治本
色。他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人民大
众的‘孺子牛’。我小时候放过牛，知

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
少，我要老老实实为党和人民当一
辈子‘老黄牛’。”他钢筋铁骨却满腹
柔肠，对职工和家属关怀备至，但对
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在老母亲的
支持下，他立下家规：公家的东西一
分也不能沾。他自己带头执行，全
家模范遵守。弥留之际，他把住院
期间各级组织送来的 500 元慰问金
上交，一句“我不困难”，想到的还是
党和国家的利益。

新时代仍要弘扬铁人精神
2016 年 5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黑龙江考察工作结束时指出：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黑龙江有不少
有利条件，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
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
人。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些精神来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引导他们发扬优
良传统，在全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
气。”新时代大力弘扬铁人精神，对于
赓续红色血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弘扬铁人精神，锤炼对党忠诚的
政治品质。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
要的政治品质，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和基本准则，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
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在波澜壮
阔的大庆石油会战中，以铁人王进喜
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人，牢记党的性
质、宗旨，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以对党
忠诚作为根本保障，对党中央、毛主
席无限热爱，并将其转化为发展我国
石油工业的强大动力，“满怀豪情干
革命，永生永世不回头”，一举甩掉
了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新时代弘
扬铁人精神，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
品格，就是要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用实际行
动诠释忠诚，始终做到平常时候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
和人民建功立业。

弘扬铁人精神，培育求真务实的
优良作风。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
精神，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
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
该具备的红色基因。王进喜是求真
务实的典范，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油田生产
质量，下定决心“要对油田负责一辈
子，就是对质量负责一辈子”。新时

代弘扬铁人精神，培育求真务实的优
良作风，就是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
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
风，秉持埋头苦干的真把式、雷厉风
行的快把式、追求卓越的好把式，力
戒坐而论道的假把式、拖拖拉拉的软
把式、弄虚作假的歪把式，出真招、办
实事、求实效、开新局。

弘扬铁人精神，永葆艰苦奋斗的
革命本色。王进喜在1963年纪念五
四青年节大会上作报告，回忆创业伊
始的情景时说：“1960 年为什么要有
也上，无也上，创造条件上？就是因
为国际上有人封锁，卡我们的脖子，
国家受难。油田摆在脚下，我们为什
么不让它早出油，多出油，甩掉落后
帽子？在那种形势下，我们就是要多
打井，早出油，创造条件上，杀头、掉
腿也要上！”坚守艰苦奋斗的本色，就
是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新
时代弘扬铁人精神，永葆艰苦奋斗的
革命本色，就是要牢记我国的基本国
情和党的初心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
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不断锤炼不畏
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
的风骨和品质，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
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弘扬铁人精神，增强从严治党的
政治自觉。“规不正、不可为方；矩不
正，不可为圆。”铁人王进喜永葆着共
产党人严守规矩、清正廉洁的政治品
性。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党的原则
比我的生命还贵重，决不能拿原则送
人情、做买卖。”新时代弘扬铁人精神，
增强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就要对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
心，坚守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底线，保持
朴素廉洁的道德操守，不断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加强政治历练，
增强政治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老实人，确保党性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
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2019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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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
并将继续证明，铁人精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永不
磨灭的丰碑，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发展
进步、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宝贵精神
财富和不竭动力源泉。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庆石油会
战如火如荼地展开，职工家属陆续
来到大庆，子女也一天天长大。刚
刚担任钻井二大队大队长的王进喜
经常看到一些孩子无所事事，有的
甚至祸害庄稼，惹是生非。他找到
一些家长询问为什么没让孩子上
学。家长无奈地说：“我的大队长
啊，我们早就想送娃儿上学，可哪里
有学校啊！”

的确，这荒郊野外的，哪来的学
校？王进喜深知没文化的苦，对此
心急如焚。他当即提议召开党总支
会，专题研究二大队办学问题。他
说：“种庄稼耽误了也就误一茬，但
教育孩子耽误了就要误一生。我们
现在当家作主了，如果叫娃儿们也
像我一样学不上文化，那就是我们
没尽到责任。目前咱们办中学、大
学不可能，办上个小学完全能办
到！”总支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在二大
队办学。会后，王进喜马上找有关
人员开会，让人事股找教师，基建队
解决房子、桌椅和黑板等。大队决
定办学校的消息一传出，就得到了

上级领导支持，得到了广大职工家
属拥护。

当时，二大队刚建立，百废待
兴，要办学校，又谈何容易。没有教
室，就搭起一顶帐篷，屋里又挖了一
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土窝窝；没有桌
椅，就用红砖垒起土台子；没有黑
板，就找块木板刨平涂上黑油漆；没
有教师，就抽调两名有文化的职工
当老师；没有课本，老师们就四处
借，夜以继日地誊抄；附近没有厕
所，过马路有危险，王进喜安排保养
站团支部义务劳动，捡砖头给孩子
们盖了个厕所⋯⋯

1961 年 9 月，大庆油田第一
所由基层大队创办的职工子弟小
学——“土窝窝”学校，又称帐
篷小学，在钻井二大队诞生了。
开学第一天，只有 7 个孩子，却分
成了四个年级。王进喜亲自给孩子
们上了“开学第一课”。他怀着沉重
的心情回忆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
童年，讲述了文化低给自己工作、生
活带来的困难，鼓励学生好好学，老
师好好教。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想

上学念书，学点文化，可是在旧社
会，我们穷人家的娃子哪能上学。
现在是新社会，咱们工人翻身做主
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今天能
上学，是托毛主席的福啊！你们要
好好学习，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
道路。从小学点文化、学点本领，将
来好为国家做贡献。”师生们听了都
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

陈忠伦老师回忆当年的情景时
说，王大队长虽文化不高，但想的对
路。王进喜给学校确定了三条办学
方针：一是“跟着工人走”，学校活动
要服从生产需要，让干部工人们放
心。工人不休息，学校也不准休礼
拜天。二是“看住孩子学文化”，文
化课是重点，但其他方面也要管，要
管住看好。三是“以课本为准”，教
学内容一定以课本为主，让孩子真
正学到知识，能写会算，写字不打

“×”不画“○”。教师要根据这几条
精神，加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认真
研究怎样把学校办好。

开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两个
男孩子抢了老农的香瓜，几个人分吃

了。王进喜知道后，来到学校把老师们
狠狠批评了一顿：“今天抢瓜，明天偷苞
米，后天就可能干坏事，怎么得了！”

为了不再发生“抢瓜事件”，王进
喜找基建队派人在学校临路临草原的
三面用铁丝网和苇帘子扎起一道篱笆
墙，不准学生们随意往外跑。这时有
人说：“这哪像个学校，好像个鸡笼
子!”王进喜说：“什么鸡笼子、鸭笼子，
有苗不愁长，娃儿们有书读，有学上就
行。其他的事以后解决，条件会好起来
的！”从此，王进喜办的“鸡笼子”学校出
了名。家长们纷纷送孩子上学，附近的
运输南站、采油队、砖厂也把孩子送
来。这时有人提出不应该接收外单位
职工的孩子。王进喜却说：“什么里啊
外的，都是为了大会战。能给兄弟单
位解决点困难，也算是一种贡献。”

王进喜办学完全是为了下一代着
想，为工人家属们解忧。平时无论多
忙，他也要抽空到学校看看，不断地给
师生解决实际问题。学校从帐篷搬到

“干打垒”房子后，房间大、窗户小、光
线暗，王进喜叫人开天窗、换上大灯
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大灯

泡太刺眼，会伤害孩子们眼睛，就又安
排人换上了日光灯。在会战时期“评
功摆好”时，有人写诗称赞铁人办学：

“心中唯有责任感，铁人队长有高招。
办个学校像鸡笼，钻工打井干劲高。”

1970 年 11 月铁人王进喜逝世
时，由他亲手创办的小学已经发展到
17 个班，700 多名学生。为纪念铁
人，应师生要求，学校更名为“铁人学
校”。如今，当年的“鸡笼子”小学，已
经发展为九年一贯制的“铁人学校，成
为大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

（陈立勇、孙宝范、张文彬单位系大
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陈立
勇系该基地执行主任；本版文章系国
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口述历史研究”［20BDJ077］成果；
本 版 图 片 均 由 铁 人 王 进 喜 纪 念 馆
提供）

帐篷小学 “鸡笼子”学校 铁人学校

“土窝窝”学校变形记
孙宝范

钩沉

解读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多年来，大庆市让北第一小学坚持铁
人精神教育，促进孩子们成长成才。

以精神为引领，推进课程实施。学校
制定教学计划，开设铁人精神校本课程，
将铁人精神与办学特色相结合。学校制定
了多项方案和细则，用制度保障铁人精神
在学校落地生根。

以文化为依托，塑造育人环境。一是
融入精神，彰显内涵。学校“志存高远”

的校训正是对铁人精神内涵的传承。二是文化建
设，营造氛围。校园中的文化石、标牌、标语、
墙绘处处体现铁人精神文化元素，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孩子们的心田。

以活动为手段，拓宽育人渠道。一是培训教
研，多措并举。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活动，开
展 铁 人 精 神 校 本 教 材 培 训 ， 将 校 本 课 程 做

“严”、做“实”、做“细”、做“新”，确保课程
高质量开展。二是学科渗透，启迪心灵。以课堂
为主阵地，切实渗透铁人精神。语文课学习铁人
事迹，音乐课学唱 《我为祖国献石油》，美术课
学绘“美丽的油田”手抄报、学做手工“磕头
机”等，彰显精神特质，启迪学生心灵。三是依
托活动，提升认知。组织学生参观铁人一口井
——萨 55 井，并开展现场教学活动；参加市中
小学师生以经典石油题材为主线的美育工作成果
展；组织“让一版画”社团，赴铁人王进喜纪念
馆写生，合作推出“小小画笔赞油田，童心共绘
中国梦”版画作品展；开辟种植园，开展劳动实
践教育课程等。

学校通过“种、赏、收、品”的模式，让学
生感悟铁人精神丰富内涵，体会“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作者单位系大庆市让北第一小学）

铁人精神淬童心
唐树文 孙丽

大庆师范学院党委 2014 年出台了 《中共大
庆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深化创新铁人精神育人实
践的指导意见》，形成了以铁人精神为主线的育
人体系，培养具有铁人精神特质的时代新人，将
铁人精神精准融入思政课，让铁人精神落地生
根。

学校将“铁人精神育人”特色课程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列为全校学生必修课程。学校积极探
索、深挖各类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结合石油题
材文学创作的特征、趋势、艺术形式、创作格局
等，将铁人精神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围绕
工业题材美术，使铁人精神融入雕塑、动漫、绘
画等设计理念；将铁人精神融入外语学科，以翻
译铁人故事、铁人语录切入，让学生深入理解感
悟铁人精神内涵特质。

学校把铁人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铁人雕
塑、文化碑林、指示标牌、楼宇标识等，在校园
中随处可见铁人精神元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铁人精神的熏染。学校开展了“对祖国尽
忠、对社会尽责、对事业尽心、对学习尽力、
对父母尽孝”“五尽教育”等特色主题文化活
动；举办了铁人诗歌诵读比赛，利用第二课堂
排练、表演 《铁人轶事》 话剧等；还成立专业
社团口述文化社，听亲历者讲述石油会战的故
事，有效激发学生争做具有铁人精神特质的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学校充分依托虚拟媒介、数据库、网络通信
等载体推进党建工作，将铁人精神历史影像、访
谈视频、媒体纪实等资源添加到“在线学习本校
课程资源”中，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党建教
育平台，并将铁人精神学习纳入在线学习考核体
系。学校开发的线上课程“铁人精神及其时代价
值”于 2020 年正式上线，实现全校学生学习全
覆盖。

学校还依托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研修基地 （大庆师范学院），通过特色育人
实践探索，构建浸润式实践教学平台，形成情
景式实践教学体系。教师带领学生们传唱 《我

为祖国献石油》《三老四严好》《石油工
人硬骨头》 等歌曲；在铁人一口井等遗址
开展体验式教学；在大庆油田历史陈列
馆、松基三井等开展现场式教学，让学生
身临其境。

铁人精神育新人
张文彬 陈立勇

践
行

铁人精神铁人精神 艰苦奋斗拼搏奉献
陈立勇

60年前，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
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60 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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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1960 年 4 月 2 日，王进喜喊着激昂的号子，工人
们人拉肩扛，5吨多重的绞车被拉上2米多高的钻台。

王进喜文化程度低王进喜文化程度低，，他一边学习文他一边学习文
化化，，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做笔记坚持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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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0年年1010月月11日日，，王进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王进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