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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忘 精神不朽 奋斗不止

从梦想开始的地方再起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历史的
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胜利
人手中。从华八井再出发，这是历史
赋予油田的责任，是时代对每一名胜
利人的召唤。

这是步入新时代、力求新作为的
新起点，是加强武装、坚定遵循的新
起点，是走在前列、再立新功的新起
点，是攻坚克难、敢于胜利的新起点，
是加强党的建设、转化政治优势的新
起点。

何立琨儿子何健永远忘不了被
父亲“敲打”的一件事——— 要求他从

“匠”到“师”的质变。“这是父亲带
给我事业上终身受益、一辈子忘不
了的一条。”何立琨的初衷是，一是
让儿子站在传承的新起点上，迈步
从头越，继续圆石油人的梦 ;二是让
何健站在自己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上
进入新征程。

何立琨和何健父子俩有各自的
新起点，胜利油田57年的历程同样经
历了更多的新起点，相同之处在于，
每一次从新起点出发，都赋予了每个
胜利人不忘初心的新使命。

孔凡群认为，站在新起点，戴厚
良总经理要求胜利人从华八井再出
发，努力在上游扭亏脱困中走在前、
在老油田高质量发展中作表率，不是
一句口号，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
意义。

党和国家的新目标新征程指引
我们从华八井再出发——— 新时代我
们要履行好国企责任，继续保持为国
找油、为国献油、产业报国的情怀，努
力实现效益稳产2300万吨以上，努力
为美好生活加油。

集团公司的新蓝图新精神激励
我们从华八井再出发——— 新时代我
们要建设一流企业，强化跨越关口意
识、苦干实干意识，与时间赛跑、与技
术革命同行，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
个台阶，积小胜为大胜，在建设一流、
打造高地、提升石油工程核心竞争力
上走在前。

党组领导的新指示、新要求鞭策
我们从华八井再出发——— 新时代我
们要做到重规范、讲风范、做示范，坚
持大企业有大作为、有大担当，创新

进取、敢为人先，发挥好油田在上游
板块的带动作用。

油田作出的新决策、新部署要求
我们从华八井再出发——— 新时代我
们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调动全
员力量、发挥集体智慧，打一个扭亏
创效的翻身仗、提质增效升级的主动
仗，实现弯道超车，在谱写石化新篇
章中走在前列。

这是一份使命担当，要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责任担当，推动大企业有大
胸怀、有大作为、作大贡献。

这是一次思想解放。要把解放思
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一切从
实际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
开创油田改革发展新局面。

这是一条发展新路。要贯彻新理
念、采取新方式、培育新动能，努力走
出一条以油藏经营管理为中心，专业
化发展、市场化运营、社会化创效的
新路子。

这是一种奋进姿态。要重整行
装、从头开始，始终保持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撸起袖子加油
干，奋力扬帆再起航。

事实上，胜利油田已经在新起点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过去的一年，
油田创造性地开展了“三转三创”主
题活动，并让价值引领成为发展创效
的风向标，推动不断探索完善滚动勘
探开发机制、难动用储量开发机制、
合作开发机制，深化新型采油管理区
建设，“四化”水平有效提升。

2017年，高效勘探取得重要进
展，60%的新增控制储量在油价60美
元条件下可开发利用;效益开发实现
稳中提质，有效遏制产量下滑态势，
开发成本由12 . 4美元降至11 . 8美元 ;
保障服务创效能力不断增强，经营性
业务实现提质增效;改革管理创新取
得突破性进展，建成新型采油管理区
21个，专业化管理同口径降低生产成
本7亿元，资源优化取得显著成效，全
年挖潜增效28 . 4亿元。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明确了发
展的方向，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
也坚定了每一名胜利人走好新时代
胜利长征路的信心和决心。

胜利人更加坚定油田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方向，到2020年，实现效益
稳产2300万吨、盈亏平衡点降至50美
元/桶，低油价下实现扭亏脱困，在油
价60美元/桶条件下，实现利润80亿
至100亿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全面开创油田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在中国石化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走
在前列。

再出发的路上，思想观念要有大
转变，价值引领要见大成效，创新驱
动要有大突破，精细管理要有大进
步，绿色低碳要有大提升，实现资产
创效指标一流，劳动生产率指标一
流，科技创新指标一流，安全绿色低
碳指标一流。

孔凡群强调，从华八井再出发，
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统领
油田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可持续
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调整，坚定
不移建设创新型企业，要坚定不移把

“重规范、讲风范、做示范”要求落到
实处，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
班子、干部队伍建设。

六个坚定不移，成为我们踏上新
征程、迈向新目标的总要求和根本路
径。胜利油田技能大师、胜利采油厂
职工吴娟表示，要像老一辈石油人那
样，做技术精湛的胜利工匠，将创新

进行到底，无私奉献、追逐梦想，倾心
尽力传帮带。

“效益稳产2300万吨以上、盈亏
平衡点降至50美元/桶”是油田的生
命线，也是员工群众的幸福线，无论
油价如何变化都不能有丝毫动摇。油
田油藏工程首席专家兼油气开发管
理中心主任束青林说，我们将牢记使
命、忠诚担当，聚焦油田效益开发，用
我们这一代人的劳动和智慧、技术和
责任心破解难题，确保油田效益稳
产、持续发展，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油田杰出青年代表向全油田发
出倡议，号召青年一代要弘扬华八井
精神，做听党话跟党走的先锋，做提
素质强本领的先锋，做勇担当善作为
的先锋，做修品行树形象的先锋。

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同样让
老石油们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无论
时代怎么变，永远不能忘记创业的艰
辛历程，不能忘记以国为重、为油拼
搏的优良传统。只要我们胜利人始终
保持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种拼搏精
神、那么一种顽强意志，胜利油田一
定会克服重重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

行装已背好，号角已吹响。听，在
胜利人新的长征路上，“我为祖国献
石油”的歌声更加嘹亮，更加雄壮，更
加豪迈。

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华八井
从发现油砂到石油喷涌，激荡着国人
的心，让中国石油工业再次扬眉吐气。

回首过往，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
公司代表孔凡群说，胜利石油人从华
八井集结出发，一路勘探找油，一路
开发增产，一路管理增效，一路自力
更生，抒写了一部从未停歇、接力奋
斗、不断创业的胜利篇章。

1961年3月5日，华八井在1194 . 39
米至1200 . 39米取心时发现一块油砂，
在太阳照射下闪着光泽。这是华北地
区的第一块油砂，也是渤海湾盆地的
第一块油砂。

当时，正在钻台上的学徒工王廷
海刚想伸手摸摸油砂，却被技术员贾
中惠抢了先，一把搂在了怀里，扯着
嗓子宣布：“同志们，我们的华八井发
现了油砂，证明地下有油。我们找了
六年油，今天总算见到了，它比金子
还贵！”

话音未落，整个井场顿时沸腾。
一名工人绕着井场边跑边吆喝：“好

消息，我们见到油砂了!”下了钻台，工
人们围着那块油砂你摸摸、他闻闻，
有人大喊大叫，有人敲起脸盆，还有
人在地上翻跟斗。

此情此景，深深地烙在中国工
程院院士、油田资深首席高级专家
顾心怿的脑海里。华八井在1961年2
月26日开钻后不久，他作为机修厂
技术员到队上驻井，见证了这一激
动人心的时刻。

等大家平静下来，贾中惠把这块
油砂装进瓶里，系上写有“华北探区
华八井第一块油砂”字样的红布条。
随即，承钻的32120钻井队召开全体干
部职工大会，正式宣布这一振奋人心
的消息后，把油砂火速送往设在济南
的华北石油勘探处。

时任地质综合队队长的帅德福
陪同华北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孙竹、
主任地质师安培树把这块油砂送到
北京，向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
康世恩汇报。两位部长拿着放大镜不
停地端详这块油砂，余秋里还风趣地
说：“这个小宝贝，可是比金子还要珍
贵得多咯！”

这天中午，余秋里特意在食堂请
进京汇报的孙竹、安培树吃午饭，还
向他们敬酒以示敬意。此后，石油部
时刻关注着华八井的新进展、新发
现，要求录井资料每天向石油部电报
汇报。

之后的日子里，华八井又相继发
现多层油砂。4月 5日，在钻至井深
1755 . 88米时，提前完钻试油。4月16
日，射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 . 1吨的
工业油流，拉开了华北地区大规模石
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1962年2月，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
上，余秋里被毛主席叫住问道：“余秋
里，有什么好消息吗?”余秋里汇报了
华八井的情况。毛主席听了高兴地
说：“打得好嘛，看来这个地方也蛮有
希望嘛！”

当年，石油部对华八井所在的东
营凹陷北部进行战役侦察，一批预探
井先后开钻并传来捷报。9月23日，营
二井试油获得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
成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日产量最高
的一口井。

自此，胜利油田有了第一个名

字———“九二三厂”，以此纪念营二
井，也是为了保密需要。1964年1月25
日，党中央批转了关于组织开展华北
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毛主席亲自圈
阅了这份报告。

一年后的1965年1月25日，余秋里
亲自定下井位的坨11井试油日产1134
吨，成为新中国第一口千吨井。1966
年，正式命名胜利油田，一个石油巨
人诞生了。

1974年9月29日，新华社首次公开
报道胜利油田，此时，胜利油田已经
探明可采储量3 . 9亿吨，年产原油1084
万吨，成为我国第二大油田。

57年来，从华八井出发，我们建
成了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打造了一
个现代化石油企业，探索了一套勘探
开发理论技术体系，油地联手建造了
一座石油城，锤炼了一支敢于胜利的
过硬队伍。

华八井，不仅仅是一口功勋井、
油田发展史一个耀眼的历史坐标。经
过57年的积淀，她已经成为一个文化
标志、一种精神符号，成为胜利人代
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让中国石油工业再一次扬眉吐气

华八井成为胜利油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讯员 朱克民 摄

坚定“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使命

为油而战，再苦再累心也甜。
今年已经78岁的王廷海说，半

个多世纪以来，在华八井精神的鼓
舞下，胜利油田连续 2 0多稳产在
2700万吨，为国家能源事业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成绩的取得，靠的是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
抖”的豪情壮志，靠的是“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勇
气，靠的是“以国为重、以苦为荣”的
优良传统。

“华八井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
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人生的华八井，
是我无言的老师，一辈子的骄傲。”
今年已经81岁的勘探开发研究院退
休职工何立琨这样评价华八井。

1 9 6 0年从成都地质学院毕业
后，何立琨作为实习生，1961年来到
了华八井负责资料录取。“工作虽然
很简单，但我依然规规矩矩、一丝不
苟地完成，生怕出错，所有数据代表
着责任和命令。”为了资料的准确
性，也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何
立琨和几个年轻人主动晚上加班，
互相对资料，检查错误。

葛榕，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
学生，1954年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
业，于1956年开始在华北找油，作为
一名技术员亲身经历了从华一井到

华八井的全过程。
“那个时候，大家只有一个信

念，艰难困苦无所惧，一定要把油找
出来。”面对新中国经济落后、百废
待兴，加上西方封锁、卡脖子，导致
油料供应极为紧张的困难，他和所
有的石油人一样心里极为难受。

“我为祖国献石油”，成为每一
个石油人最简单、最朴素的家国情
怀和最无私、最坚定的壮志豪情。
今年76岁的朱桂祥说，没有精神就
没有方向，石油工人硬骨头，为了
找到油，再大的困难也要顶着走，
吃大苦、耐大劳，工作干不好连饭
都不想吃。

对于华八井的成功，葛榕归结
为：不懈追求、终有所得，严细求实、
快速钻探，奋力开拓、发现“胜利”。

1956年，河北沧县部署的第一
口基准井——— 华一井，尽管没有见
到半点油花，但是第一次认识了华
北地区的地下情况，发现和命名了
明化镇组新地层，确定了从隆起带
向坳陷区找油的战略转移。

1958年5月到1960年3月，相继在
河南和山东境内部署了华二井到华
六井，除了华四井和华六井见到零
星油斑外，其余均未见到油气显示。
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新认识，划分

出了华北地区坳陷和隆起带，明确
了华北地区不是一个统一的沉积盆
地，应该区别对待。

从西向东的战略转移被确定。
在山东济阳坳陷部署的华七井于
1960年11月11日钻遇良好的生油层
和储油层，证实济阳坳陷是一个具
有优越成油条件的沉积区，为华八
井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葛榕和同事们从未
间断野外调查，踏遍了大别山、太行
山的条条沟、道道梁，背包里装满了
石头，山里人一开始称他们为“要饭
花子”，后来调侃说是“乍看像毛子，
实际是傻子”。

华一井施工期间，葛榕刚出生3
个月的孩子由于缺少照顾生了大
病，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回到孩子身
边。“我是技术员，哪能离开井场去
照看自己的孩子?”不久，孩子就夭
折了。之后，父亲因病去世，他也没
能顾上回去看上一眼。“心里想的，
只有找油这一件事。”

1961年的山东省广饶县是个重
灾区，粮食无收，百姓逃荒。挥师到
广饶县东营地区打华八井以后，生
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七八个人挤
在一起睡觉取暖，口粮以地瓜干为
主，每人每月定量30斤。挖个大坑积

攒雨水当饮用水，引得村里的牲口
经常光顾，烧水时都能闻到烧水壶
里冒出的牛粪、驴粪味。

钻工栾凤振经常饿得发慌、眼
冒金星，不少人饿得爬不起床，全身
浮肿。即便这样，他们的斗志不减，
还开展劳动竞赛，仅用不到40天的
时间拿下了华八井，让世界瞩目，让
国人鼓舞。

是什么给他们如此巨大的力
量?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和
使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是

“以国为重、以苦为荣、我为祖国献
石油”的华八井精神，她凝结着初心
使命，凝结着优良传统，是胜利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来之不易、十分
珍贵的“传家宝”，是采之不竭、源源
不断的精神富矿。

在胜利油田采油工程高级专家
汪卫东看来，华八井诠释的是一种
初心，激励我们执著开拓 ;展示的是
一种责任，激励我们严谨攻关 ;体现
的是一种使命，激励我们再铸辉煌。

孔凡群说，华八井精神永不过
时、永不褪色。新时代，我们更要大
力弘扬华八井精神，弘扬胜利精神，
焕发出建设新时代油田的强大精神
动力，向着建设一流企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再出发、再发力、再进军。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一块油砂

一种精神

胜利再出发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东辛厂青年党
员来到华八井重温入党誓词。 通讯员 王鹏超 摄

57年前，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这口井备受瞩目——— 上至国家领导人和石油部领导，下至每一名参战的将士，他们的的心，无不牵挂着这
口井。

57年后，在胜利油田，在中国石化，干部员工背负着这口井凝聚的精神财富，站在新起点、面向新征程再一次出发，向着着高质量发展砥砺
前行。

这口井，有一个响彻世界石油工业的名字——— 华八井！因为她，不仅发现了胜利油田，而且在渤海湾地区相继发现了了大港、辽河、华北、
中原、冀东等油田。

为了这口井，新中国的石油人足足奋斗了6年——— 从1956年的华一井，直至1961年的华八井，从河北到河南，再到山东，在华北大地上纵
横驰骋、南征北战。

57年前的3月5日，华八井发现的一块油砂犹如一株报春花，从井场到华北勘探处直至北京，一路沸腾、一路温暖，让“华北无油论””彻底
破产，一个大油田呼之欲出。

胜利油田、中国石化、石油工业、国际石油界，将永远铭记这个时间——— 1961年4月16日，华八井试油日产原油8 . 1吨，拉开了整个华北地
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华八井的成功，是国际石油界的震撼巨响，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华彩乐章，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油”的豪迈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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