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油田石油工人群像浮雕。 全媒体记者 陈明磊 摄

镌刻在中华世纪坛的功勋
———河南油田人石油精神探寻

□全媒体记者 张明亮 姜明安 陈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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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隧道穿越到 1971 年，南阳盆地
“南 5 井”喜获工业油流，宣告了河南油
田的诞生， 拉开了河南油田气贯长虹的
石油会战的序幕，数万大军风雨兼程，昼
夜奋战。 1978 年全面投入开发，1988 年
原油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峰 257 万吨。《人
民日报》 头版头条发文：“南阳油田高速
建成投产”。

怀着崇敬的心情， 记者走进河南油
田，聆听当年油田会战的故事，探寻河南
油田人勇往直前的石油精神。

黑色油龙横空出世
1970 年 4 月 20 日， 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康世恩、勘探司负责人焦立人签发了《关于开展
鄂西、豫西、湘西等五个地区区域勘探工作的通
知》。 同月召开了对南襄盆地着手勘探的“三西”
会议，具体部署了“三西”的勘探工作。

接到“奔赴南阳盆地钻井找油”命令的五七油
田会战指挥部四分部十三团 3282 钻井队翻过桐
柏山，越过唐河，迁移到白河岸边的新野，于当年
6 月 30 日竖起了南阳盆地第一部钻井井架，开钻
了第一口探井———南 1 井。 至此， 南阳盆地吹响
了整个河南寻油的号角。

同年 10 月 30 日， 钻井队打下第二口探
井———南 2 井，完钻井深 2032 米，证实南阳凹陷
具有良好生油条件。

1971 年 2 月 5 日， 钻井队打下第三口探
井———南 3 井，在下第三系核桃园组发现 7 层 17
米油迹显示。

1971 年 7 月 30 日， 南 4 井开钻， 完钻井深
2900 米，发现下第三系核桃园组有 11 层、15 米油
迹显示。

鉴于良好油层的发现，十三团所属 3249 钻井
队承钻了南 5 井的施工任务。

井队员工多数都是参加过大庆、四川、江汉石
油会战和当年刚脱掉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在他们
身上，保持着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和
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的优
良传统。

搬迁安装，会战指挥部成立党员突击队，没有
大型起重和运输设备，就人拉肩扛，架子车也派
上了用场。 为把不能分解且吊车也吊不动的大件
设备及时搬走，工人们就事先挖好地坑，让汽车
倒入坑内，将车厢板和地面找平，工人们用撬杠
把设备撬到车上， 拖拉机再把汽车拖出地窝子，
卸车时也如法炮制。 就这样，一件件数吨重的设
备在规定时间内送达井场。

在“白天肚饿闹饥荒， 夜里透过芦席棚瞅月
亮”的艰苦条件下，一刻不停地向地层深处钻进，
钻至 2397.48 米时，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油砂。

8 月 7 日，南 5 井在试油作业提捞求产中，捞
深 1150 米，喜获日产原油 2.94 吨的工业油流。

当天，正在国务院开会的康世恩接到电报，他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在会场作了汇报：“南
阳发现了工业油流， 河南是我国第 16 个出油的
省份！ ”

南阳油田的横空出世，打开了河南的“出油开
关”；发现了储量巨大而国内短缺的地蜡，解了国
内许多生产单位的燃眉之急。

露天地里创造奇迹
1972 年 5 月 1 日，在新野

县北边沙堰公社的一个废弃
的良种场空地上，南阳石油勘
探指挥部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石油工人把 4 台大卡车
的槽板卸下来拼凑成了一个
主席台，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的石油工人就站在荒草地上
开会，这里响彻着石油工人铿
锵的誓言。

会战初期，生产生活条件
简陋。9 部乌德钻机、百十台附
属设备和不到 200 平方米的
芦席棚子，就是全部家当。 指
挥部机关设在芦席棚里，与石
油工人朝夕相处。

1973 年 11 月， 石油工业
部决定将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
改为河南石油勘探指挥部。 河
南石油人跑遍了全省 25 个中

小盆地，结果“翻”出来濮阳油
田和泌阳油田，河南牵回来“三
只大肥羊”。以产煤闻名的河南
省成了全国第五大产油省。

1977 年春， 依照国务院
的决策，到年底，南阳魏岗、双
河油田建成投产，形成产能百
万吨规模。 其中，32775 钻井
队一个月就创造了 6 项钻井
新纪录。

1978 年，河南油田人发扬
“铁人精神”，拼搏向上、艰苦奋
斗，全年生产原油 167 万吨，助
力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 1 亿
吨大关，达到 1.04 亿吨。

1979 年 9 月 26 日，《人民
日报》头版头条“热情推介”：
“南阳油田高速建成投产，对
中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

在河南油田文化馆里，陈
列着许多老物件：奖状、荣誉
证书、立功证书、工作证、旧水
壶、旧茶缸、失去原色的工装、
破旧的工鞋……这些陪伴着
石油工人最忠诚的伙伴，成为
河南油田发展史上最为有力
最具价值的证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路。河南油田的“油”二代、“油”
三代们继承和发扬石油人的优
良传统，扛稳国企责任，不断开
拓未来。 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
范郜向东、张海斌，中国石化技
能大师、感动石化人物景天豪、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马宏伟，他们拼搏奋
斗， 用干劲和闯劲激励更多员
工， 成为新时代河南油田人的
精神丰碑。

石油精神接力传递
河南油田承接新疆春光

油田， 原油年产重上 200 万
吨，油田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石油专业化重组，进入了
石油工业新时代。 河南油田立
足南阳，内外兼顾，巩固已有
市场，迈向外部市场，开启了
发展的崭新篇章。

2004 年 12 月， 河南油田
钻井公司首次中标尼日利亚壳
牌钻井项目。从此，钻井人在海
外市场， 开创了河南油田整编
制出国打井的新纪元。当年底，
壳牌公司在为其打工的 30 多
支多国钻井队中， 唯一指定成
绩显著的河南油田钻井公司
70119 钻井队， 代表其参加全
球 的 ISO14001、OHSAS18001
的认证取证。一时间，中石化河
南钻井在尼日利亚、 在壳牌公
司声名鹊起。

有了尼日利亚的战绩，河
南钻井一发而不可收。 在苏
丹、埃及、印尼、科威特、沙特，
打出了震惊国际石油施工市

场的河南钻井品牌。
2009 年 9 月 8 日，河南油

田在中石化新一轮区块调整
中获得了准噶尔盆地和伊犁
盆地 5 个探矿区块，总面积约
748 平方千米。 10 月 10 日，河
南油田承接新疆春光油田，
2010 年即生产原油 47 万吨，
这是河南油田时隔 15 年之
后，原油产量重上 200 万吨。

时光的指针回到 2014 年，
这一年注定是要被石油人铭记
的一年。开采了近 50年的河南
油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期”。 面对资源接替不足、人多
油少、生产成本压力大等困难，
河南油田人全力以赴“战寒冬
求生存 谋发展”，取得了好于
预期的经营业绩。

2020 年，河南油田人吹响
了“以奋斗者为本 为生存而
拼搏 为发展而超越”的前进
号角，毅然扛起了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引领我国石油化工高
质量发展两大核心职责，围绕

油气主业， 充分发挥自身技
术、人才、队伍和管理优势，不
断拓宽油田生存发展空间。

50 年风雨兼程，河南油田
勇 往 直 前 的 步 伐 从 不 停
歇———逐鹿中原，发现亚洲储
量第一的桐柏碱矿、 叶县盐
矿；跨过黄河，发现中原油田；
挺进新疆， 建成宝浪油田；砥
砺前进， 承接新疆春光油田；
迎难而上，建成新疆、南阳两
大油气开发生产基地，为我国
石油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河南油田被镌
刻在中华世纪坛上， 被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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