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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镇江
历来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革命英烈在这里抛洒热血，红
色基因在这里代代传承，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生动教材和鲜活素材。我们要在追忆历史中赓
续精神血脉，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实际
成效，更好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
大使命，加快让习近平总书记“镇江很有前途”的殷殷
嘱托跑进美好现实。

我们深学百年党史，就是要更好地感悟思想伟力、筑
牢信仰之基。我们始终以科学理论定向领航，尤其是深
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
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在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上狠下功夫，打开思想闸门、
破解难题瓶颈、推动事业发展。我们始终着力挖掘放大
镇江红色资源的效用，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实境课堂”，组
织开展看红色基地、读红色家书、讲红色故事、诵红色诗
词、唱红色歌曲活动，让党员干部群众在体验式、浸润式
教育中有所思、有所获。我们始终坚持大历史观，树牢正
确党史观，在把握历史逻辑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我们深学百年党史，就是要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坚持人民至上。革命战争年代，镇江地区的党员干部
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广大人民群众甘冒生命危
险掩护和支持革命同志，谱写了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的壮美史诗。我们将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结合“一人一重点、领办解难题”机制和“学亚夫、做亚
夫——把成绩写在大地上”专题实践，推动全市1146名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身上都有考题、每个考题都
有答卷；在全市组建上千支“有专业特长、有奉献精神”
的先锋团队，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立足岗位中争
做贡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我们深学百年党史，就是要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直
面风险挑战。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过残酷的环境、遭遇
过失败的挫折、背负过沉重的压力，但凭着一股革命加拼
命的强大精神，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镇江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面临的风险挑战
仍然不少。我们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刻总结运用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增强斗
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坚定不移办好自
己的事，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我们将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一着不让抓好经济金融、
意识形态、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工作，筑牢安
全发展的坚固防线。我们将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加强党的
建设，扎实抓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集中换届等工作，以“赶考”的清醒和永远在路
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为全市“三高一
争”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我们深学百年党史，就是要更好地扛起时代重任、跑出美好前途。开拓事业新
局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落脚点。我们将把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工作热情和进
取精神转化为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镇江使命的强大动力，激昂奋
进主旋律、奏响“干事”最强音、跑出发展“加速度”。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锚定产业强市“一号战略”持续发力，全面打响“镇
合意”营商环境服务品牌，释放人才“镇兴”政策带动力，干成一批项目、提升一批产
业、集聚一批创新资源、优化一批平台载体、做强一批骨干企业，厚植产业根基，种
好“大树”、育好“小苗”、让“老树发新芽”，以产业强带动城市强。我们将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美丽镇江，科学配置城乡空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努力以知行合一的实际成效，彰显“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的
亮丽底色。 （作者为镇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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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图机场落地的那一刻，我
全身的感官自动打开，带着南京模糊
的江南气息，审视大庆这方曾经的亘
古荒原。

荒原不荒。城区道路两旁绿树
成荫，旷野里绿草茵茵。当地人告诉
我们，大庆是油田，但其实大庆还是
百湖之城，更有着独一无二的湿地景
观，绿色油城是大庆人特别引以为傲
的一件事。更何况，这片大地之下，原
油这一“褐色的血液”在不断地流动、
生长、输送。这里是“富有”的大庆。

在这座拥有无限荣光的城市，总

是能很轻易地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痕迹，铁人中学、铁人大道、铁
人广场……在这里，铁人精神薪火相
传，钢铁誓言永流传。

“我爸爸是 1205 队队长，我爸
爸 hěn xīn kǔ，我 xiǎng 去我
爸爸 dān wèi，我的 yuàn wàng
是让我爸爸回家”，今年儿童节前夕，
1205钻井队队长张晶在朋友圈发布
了这样一条消息，并配文“我儿子人
生的第一篇作文！！！”每年有 300 多
天吃住在井场的他，在回复朋友留
言时坦言：真哭了。那一刻，他和队

友们正在离大庆市区 100 公里以外
的试验区钻井，几个月回不了家是
常态。

6 月 3 日上午，大庆钻探钻井三
公司海外分公司的“铁人们”又一次
来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在铁人塑像
前，面向党旗宣誓。很快，他们将又
一次去往国外“打井”，这一走又是一
年半载。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大庆铁人们
就这样践行着钢铁誓言，守护着这座
荣光之城，曾经的亘古荒原因他们而
变得充满生机与活力。

荒原不荒 精神永驻

本报记者 王瑞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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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吴政隆关切地询问蔡老身
体情况以及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更加关心关爱困
难党员，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雪中送
炭。吴政隆说，老党员忠诚一辈子、奋
斗一辈子、奉献一辈子，希望继续发光
发热，帮助年轻党员进一步树牢宗旨意
识，更好造福人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侯学文长期从事纪检工作，很多经验
做法被省市纪委推广。吴政隆与他促
膝交谈，勉励他发挥好老同志的优势，
为我们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打造廉洁政府建诤言、献良策。

新四军刘老庄连英勇善战、彪炳史
册。在一次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日
伪军，全连82名勇士血战到底、壮烈殉
国。李爱云是刘老庄八十二烈士之一、

指导员李云鹏的妹妹，经常向中小学生
和群众宣讲烈士英雄事迹。吴政隆来
到李爱云家对她的凡人义举、无私奉献
表示感谢，希望她继续讲好哥哥的故事，
讲好八十二烈士的故事，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吴政隆饱含深情地
说，八十二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用信仰
坚守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我们要永
远牢记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永远牢
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胸怀“两个
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把革命烈士为之奋
斗牺牲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履行好“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上接1版 您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
为国家解放作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祝您健康长寿。今年71岁的老
党员杨守荣已有51年党龄，曾多次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前几年因病导致生
活不能自理，常年需要照顾。娄勤俭来
到他的家中慰问，给他戴上“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并送上慰问金。娄勤俭
详细询问他的日常生活、医疗保障等情
况，嘱咐当地干部要特别关心生活困难
的老党员，尽最大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娄勤
俭说，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了强起来，在
这个奋斗过程中，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前
仆后继、英勇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我们要充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
更好地担负起时代重任，让党创立的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在亭湖区五星村党群服务中心，村
党委书记孙维亚正带班在岗，他于1999
年来到这个村工作，带领村民艰苦奋斗，
将一个全市比较落后的城郊村发展成
为经济排头村、全国文明村，先后获得省
劳动模范、“吴仁宝式优秀村书记”等荣
誉称号。该村现有村民2800多名，去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5万元。娄勤俭考
察了村传统美德馆、图书室、志愿者服务
站等，高兴地对孙维亚说，你20多年扎
根基层为民奉献，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帮助大家走上了致富路，充分体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情怀，值得赞扬和学习。
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基层带头人，
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践行好党的
宗旨，把好经验、好办法传授给更多的乡
村干部，带领更多老百姓在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上实现共同富裕。孙维亚表示，
一定不忘初心，持续增加村民收入，让村
民日子过得更好。

走访慰问中，娄勤俭强调，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关心老党员特别是生
活困难的老党员，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把日子过
得更加舒适幸福。党史学习教育中，要
充分发挥老党员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
党员向身边的优秀老党员老同志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

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世勇参加走访
慰问。

尊崇关怀为党和人民奉献的老党员
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 本报记者 张 红

夏风从辽阔的松辽平原吹过来，
路边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一
座又一座红黄绿相间的“磕头机”（抽
油机）沿着原野分散开去。它们的游
梁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昼夜不停。

这是6月的大庆，一切如旧，它
带着最深刻最鲜明的烙印呈现。一
切又刚刚好，因为绿色的到来，记者
有缘见识到最美的“油城”。

60多年前，在这片曾经的亘古荒
原之上，“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
大庆油田诞生，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
大会战因此打响。以王进喜为代表
的中国石油工人们头顶蓝天、脚踏荒
原，发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等钢铁誓言。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

头戴前进帽，身穿羊皮袄，手握
刹把，目光刚毅。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前广场上的铁人雕像巍然挺立，让人
肃然起敬。

沿馆前台阶拾级而上，数字
“47”不断被强化：47级台阶象征铁
人短暂的一生；大庆油田发现47周
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开馆，主体建筑高
47米……每一个“47”，都将参观者
的思绪带回大庆油田辉煌的过往中。

在纪念馆第一展厅的玻璃展柜
内，几件钻井工具引人注目。“这是王
进喜戴过的铝盔和打‘萨55井’时用
的刹把，它们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还
进京参加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成就
展。”讲解员刘玉杰说。

刹把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局
部也有锈蚀。然而，它的手柄仍然铮
铮发亮。1960年4月，王进喜就是手
握这个刹把，脚踩离合器，带领1205
钻井队打出了参加大庆油田石油大
会战时的第一口油井——萨55井。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解放村向
西约3公里的铁人纪念馆旧址院落里，
高大的杨树林郁郁葱葱，阳光从缝隙
里洒下来，投落在有“铁人一口井”之称
的“萨55井”上。每天一早，第七代看
井人李士梅会准时出现在井旁巡查，
擦拭井口，检测录取数据。27年来，她
始终以看护这口井为荣。

时光倒转到 1959 年 9 月 26
日。“出油啦！出油啦！”一股棕褐色
油柱猛地喷出管道，在场所有人欢呼
起来。位于当时大同镇高台子地区
的松基三井终于喷出了工业油流，一
个世界级特大型陆上砂岩油田被发
现。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
油田因此取名“大庆”。这一重大发
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
史转折意义的一页。

如何开发好建设好大庆油田？
经党中央批准，原石油工业部从全国
抽调几十个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
人员、工人加上当年退伍的3万名军

人，组成一支4万多人的石油勘探大
军，携带7万余吨器材、设备进驻大
庆油田核心地带。一场轰轰烈烈的
石油大会战，在松辽盆地青天一顶、
荒原一片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打响。

王进喜就是这时从甘肃玉门率
领1205钻井队赶来大庆的。下了火
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三句
话：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
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他下定
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
水平地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会战期间，王进喜常不分白天
黑夜地待在井上干活，累了就在钻杆
儿上枕着钻头打个盹儿。房东赵大
娘看在眼里，心疼地对工人们说：“你
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呐！”“铁人”
名号就此传开，全油田迅速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学铁人、做铁人”的热潮。

1963年底，三年大会战结束时，
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
我国石油因此实现基本自给，一举甩
掉了“贫油”的帽子。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
要抖三抖”

一句句铿锵的誓言，一次次生动
的实践。在纪念馆展厅，“人拉肩扛
运钻机”“破冰端水保开钻”“奋不顾
身压井喷”三个“实景”把参观者带回
火热又贫瘠的会战年代。

1960年 4月，盼望已久的钻机
终于到了。没有调运设备，王进喜带
领队友苦战3天3夜，撬杠撬、滚杠
滚、大绳拉，硬是靠着“人拉肩扛”将
钻机搬运到井场并安装就位。打井
离不开水，但当时水管线没有接通，
等罐车送水大约要3天。为了早日
开钻，王进喜就带领全队职工到距井
场一公里外的水泡子，把厚厚的冰砸
开一个大窟窿，盆端、桶提，连铝盔、
灭火器外壳也用来装水运水。经过
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终于端足了
50多吨水。在此期间，他们还喊出
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
抖”“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
大油田”等钢铁誓言，撼天动地！

“1205钻井队在打第二口井时，
突然发生了井喷。当时腿部受伤的
王进喜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齐腰深的
水泥浆池，不断地划动手臂，用身体
搅拌水泥浆，和工人们一起制服了井
喷。”刘玉杰的讲解，让听者为之动容。

在铁人王进喜短暂而又不平凡
的47年人生中，他还和石油工人们
科学求实、推进技术革新，并创造了
一整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形成了
优良传统。

1964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了
“工业学大庆”号召。包括大港、胜利
等油田在内的开发建设，都采用了大
庆模式。大庆式企业不断涌现。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
庆就是全国的标杆和旗帜，大庆精神
激励着工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奋发
有为。”

2019年9月26日，在大庆油田
发现6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来贺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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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来，大庆人始终唱响“我
为祖国献石油”的主旋律，不断加大
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从1976年开始，大庆油田
连续27年实现5000万吨以上高产稳
产。目前大庆油田仍然保持年油气
产量当量4000万吨以上。截至2020
年末，大庆已为共和国累计输出24.3
亿吨原油、1412亿立方米天然气，是
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油田，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

三代铁人挺起中国石油工
业的脊梁

筚路蓝缕、岁月峥嵘。大庆油田
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成功之路。
大庆油田发展史，既是一部中国石油
工业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的创新史。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由职工

群体在油田开发建设实践中创造的，
是石油职工的伟大创举。”铁人王进
喜纪念馆副馆长邢荣哲说。

60多年来，大庆油田涌现出以“三
代铁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
物。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
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火炬在一
代代铁人手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205钻井队是大会战时期铁人
王进喜带过的队伍，被誉为“钢铁钻
井队”。建队60多年来，1205钻井
队队长已经换了21茬，但“大庆钢铁
1205钻井队”的队牌和红旗始终在

钻塔最显要的位置，每一任队长的职
责也从未间断，那就是“让铁人精神
代代相传，让铁人红旗高高飘扬”。

以第二代铁人王启民为代表的
油田科研人员带着“宁肯把心血熬
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的信念，
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多年来，他们
始终依靠科技，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创
新，培育和实践了高效的科技创新体
系，创造了领先国际的油田开发技术。

第三代铁人李新民带着“宁肯历
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油”的
豪情走出国门。20多年来，大庆油
田“把井打到国外去”，海外“朋友圈”
扩展到沙特、苏丹等50多个国家和
地区。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就是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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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而铁人
精神是大庆精神的具体化和人格
化。”邢荣哲认为，在与时代大潮的一
起脉动中，大庆人不断赋予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60多年来，大庆持续奏响“踏着
铁人脚步走”的最强音，开拓进取、接
力奋斗，在莽莽荒原上建起了一座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城市。“争当
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排头兵，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庆；到2025
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率先闯出高质
量振兴发展的新路子”是新时代大庆
人的钢铁誓言。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大庆人正
昂首奋进，阔步前行，谱写新时代的
壮美诗篇。

用生命践行钢铁誓言用生命践行钢铁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