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盛夏，又一群柴达木老石油人去冷湖寻根！与废墟

合影、视频、诗文、自编歌曲《追忆冷湖》等等，在微信群

里铺天盖地。冷湖，让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老石油

人的双眼。别看我们退休多年了，在冷湖生的孩子也退

休了，可我们的户口还在冷湖，我们还是冷湖人啊！发现

冷湖油田60年了，有了冷湖油田，青海油田才跻身为继

玉门、新疆、四川之后的全国第四大油田。废墟怎能掩盖

冷湖的辉煌！

1954年，第一支石油地质队伍挺进柴达木无人区。

1958年9月13日，部署在冷湖五号构造高点上的地中四

井发生井喷，原油连续畅喷三天三夜，一天的喷油量高

达800吨左右。冷湖探区组织人员筑堤储油，原油汇集成

湖。连从不露面的野鸭也成群结队地飞来，误把油湖当

成可以觅食的水域，结果被原油粘住了翅膀，成了钻井

工人的美味佳肴。这不是传说。美妙的故事里有生命的

赌注。这天中午12点，正在冷湖四号构造的中十二井施

工的钻井队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到地中四井去抢险。一

群石油人顾不上吃中午饭，开着通井车向五号构造疾驶

而去。天然气笼罩着井场，一条黑色油龙拔地而起，直冲

云天，又泼洒下来，井口周围方圆40米已被淤积的原油和天然气包围。人是

无法接近的。现场指挥组织人员抢装井口装置。第一次冲上去6个人被强大

的气流和原油冲倒在地。第二次12人冲到井下了，但是压力太大无法进行

安装。人数增加到25人，第三次冲到井下，6个人对扣，其余人用身体压着装

置。那是誓死不退却的意志，使他们临危不乱。他们憋着劲儿，心有灵犀的默

契，终于对上了扣，压井装置装好了！正想喘口气，原油又从套管外喷射出

来，势不可挡。石油人又冒着起火的危险强行起钻，向井筒浇注水泥塞。那个

场面与战场上跟敌人死拼一样，每一秒钟都有可能阵亡，在场的都是英雄啊！

终于制服了井喷！之后，石油人又奋战了7天7夜，油井听话了正常工作了！

地中四井让油田翻开了新的一页。一辆辆解放牌敞篷车拉上穿着沾了

油泥的48条杠的工衣、戴着铝盔的汉子和包着花头巾的姑娘们，从柴达木

其他探区来到冷湖。冷湖职工猛增到2万多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84.4%。

冷湖钻探会战开始了。石油人纷纷表示，三年不休假，一鼓作气获全胜！

东一片西一片云朵一般的帐篷，在黑色的赛时腾山脉腹地以色彩的反

差形成一幅刚柔相济的版画，冷峻而奇美。冷湖很快建成初具规模的石油基

地。荒漠上的冷湖，绿草不长鸟不来。石油人顶着风沙、寒冷，吸着只有内地

60%的氧气，每天喘着粗气拼命干活。真是快速啊，在半年时间里，相继探明

了冷湖五号、四号、三号油田。当年冷湖油田生产原油24万吨，约占全国原

油产量的12%。这是激情似火、轰轰烈烈的冷湖。

1959年9月，国务院批准冷湖建市。从此，冷湖这个地名出现在中国地

图的西北部。石油人很争气啊，年底，冷湖炼油厂炼制的成品油开始运往西

藏，供应边防部队。老石油人说着那段光辉的历史，脸上的皱纹也抖动着骄

傲与自豪。

真是老天不作美。1960年，全国罕见的自然灾害袭来。职工的月平均工

资已低于建局的1955年。集体食堂的主食供不应求了，每天由三顿饭改为

两顿。副食原本以咸菜为主，偶有罐头、鲜肉、蔬菜和大葱，后来只能天天馒

头就咸菜了。

石油人开始自救。冷湖只有一条街、一个不大的商店。临时垒了一个炉

灶，灶上放了一个大黑锅，锅上放了一个蒸笼。一位男厨师手里提着装了米

的秤。喊道：“看好啦，一斤米。”他放上蒸笼盖上蒸笼盖。喊道：“水开了，一分

钟，两分钟……”喊到8分钟时，厨师揭开蒸笼盖，左手端起一碗水，右手向

米里洒水。之后，又盖上蒸笼盖。就这样，8分钟一次洒了四次水。待饭蒸熟

时，再放上秤盘兴奋地喊道：“一斤米煮成了六斤三两米饭！”大家鼓掌。

其实，那样的饭好像是多了，可撑肚子不经饿啊，照样束紧裤腰带挨饿、

身体浮肿。后来油田扩大采购地区，去有山水的地方办农场、挖野菜、捕鱼，

政府还允许咱去昆仑山打猎。说起饥饿年代双手捧上香喷喷的肉的事，大伙

想起了蒙族的朋字达喜、一位50年代拉骆驼进戈壁的石油驼工。冬天在昆

仑山打猎为了吸引野兽，他赤裸着在雪地里等候。他后来走路瘸着腿，就是

在雪地里冻坏的啊。

冷湖，还创造了生命禁区繁衍生命的奇迹。1955年4000多石油人是清

一色的男人，到1960年，20000多职工里已经有了2000多名女职工和少量

的家属。可是，生命禁区除了让女人皮肤像戈壁滩、嘴唇与手脚干裂流血难

以愈合，还不适宜怀孕与生育，孕妇全被送到西宁。幼儿园也在西宁。好不容

易有了一些家庭，却因气候恶劣而使夫妻或父母子女两地分居。这年冷湖职

工医院来了个西南医科大学妇产专业的毕业生马崇煊，她与医护人员共同

努力，实现了因地制宜的保胎和安全接生。她接生第一个就主动将自己的鲜

血输送给急需血液的初生儿，当孩子的生命之歌唱响的时候，在产房外焦急

等候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啊。油田和远处牧区的孕妇都向冷湖涌来。中央电

视台特地来冷湖拍摄了马大夫的纪录片《柴达木的母亲》。

1961年，遵循石油部的命令，6000多人支援松辽会战，600多人支援其

他油田。留下的石油人坚守柴达木。1964年在东部涩北一号构造地1井获

得了工业气流，为后来的青海油田天然气加入全国重点工程西气东输，打下

了基础。也是这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冷湖市。但是没有因此而冷却什么，全国

工业学大庆的热浪吹到冷湖了，大庆油田是榜样，王铁人是榜样。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冷湖，从来没有停止生产，连“文革”期间钻机

都高唱着战歌。钻井还创造了建局以来的各种最高纪录。这是老石油人尤为

骄傲的事。

70年代，工业学大庆在冷湖和全局热火朝天。狮子沟构造获得工业油

流，涩北二号构造获得工业气流，发现了尕斯库勒油田。为此，80年代国家

计委批准了“尕斯库勒油田120万吨产能建设、花土沟至格尔木435公里输

送原油管道建设、格尔木100万吨炼油厂”三项工程。油田实现了产炼运销

一条龙。

80年代的冷湖有了电视台，冷湖和花土沟建了地面卫星接收站。咱可

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当天的录像转播了。那个时候啊，职工托人在内地买电视

机都疯狂了。想想啊，八百里瀚海、数千里铁路，30多年的通讯，一封信到老

家、一张报纸到冷湖、花土沟至少要十几天。遇上风沙或大雪阻路时间就更

长。有一位技术员没收到母亲生病的家信，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又遇大雪封

山。遥望地平线，真是哭天喊地也没用啊。回到家乡，只能跪在母亲的遗像前

痛哭，请母亲原谅。有了电视，与北京和家乡的跳离一下拉近了！

青海石油人经过38年的奋战，1991年原油年产量首次超过了100万

吨；天然气勘探获得的地质储量达到了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八五”计划天然

气三项工程立项要求。冷湖，却因石油开采的需要，队伍要搬迁了。真是难舍

难分啊。连石油汉子都含着泪跪下去，捧上沙子用手绢包好放进怀里；一些

人禁不住号啕大哭。那情景如同生离死别。

柴达木石油精神在冷湖形成，她是大庆石油精神的组成部分。离开冷

湖，没有离开宝贵的石油精神。青海油

田如骏马向前奔跑。如今，离建成千万

吨规模高原油气田的目标越来越近。职

工从冷湖迁移的敦煌石油城，早已是好

房好车好景致；去钻采一线花土沟上班

是乘飞机；缺氧的花土沟还有了生态园

氧吧。青海油田今天的辉煌是昨天冷湖

辉煌的延续。

老石油人一批接一批奔向冷湖，寻

找自己的足迹。在冷湖出生的油二代油

三代还带着未成年的油四代去寻找长辈

的足迹。一群90岁左右的白发人不能回

冷湖了，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尽情回忆，

高唱永远让人激奋的《是那山谷的风》

《我为祖国献石油》。让思念飞向冷湖，飞

向柴达木！一些人临终前嘱咐家人，把骨

灰埋在冷湖。冷湖，那是我们的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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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工业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实行了走出去

的石油战略，在海外寻找石油资源。石油人在海外的艰苦

创业，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写不完的大书。

2013年元月,我陪同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副总经济师、政治部主任关晓红赴中东四个国家的石油

基地调研,去的第一个国家是伊拉克的南部油田。从迪拜

直飞依拉克的南部城市巴士拉，这个南部城市是个什么

样子？无法游览市容，一下飞机，就首先要头戴钢盔，穿厚

重的防弹服，荷枪实弹的黑皮肤保安押着我们上车，给人

一种战争的恐怖气氛。车在布满弹坑的公路上颠簸了一

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鲁迈拉油田的基地。在茫茫的戈壁

滩上，用装满沙子的麻袋像城墙一样围成了一个四合院

子，墙头上布满了铁丝网，四角布着瞭望的岗楼。这就是

因战乱而令人恐怖的异国他乡的油田驻地。

晚上睡在活动板房里，出国的激动顿消，眼前浮现着

电视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场面，万一正在睡觉，一颗炮弹落

在院子里咋办？迷迷糊糊一夜。第二天，我们又要穿防弹

服，头戴重重的头盔，被黑皮肤的保安押着去鲁迈拉油田

作业区。这个作业区也是用板材搭建起来的,围墙上布满

了铁丝网,门口岗哨林立,进去要层层安全检查,比中国

的机场安检还要严格,给人一种战争状态的恐怖气息。鲁

迈拉油田是世界第二大油田，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加瓦

尔油田。在这个作业区里，生活着中国、英国、加拿大、德

国以及BP公司的多国员工。中国的员工大都是“老海

外”，他们转战了非洲、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每个人的

经历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常年在海

外工作的女子，她的名字叫赵丽娜。赵丽娜像无数个在海

外工作的石油人一样,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中国石油

海外的艰苦创业中，炼就了“铁人”式的“女汉子”。

赵丽娜本人就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非常有女人味。

面对面，怎么也不会把她和“独闯”伊拉克联系起来。她有

家，有可爱的女儿，有父母亲情，更有爱情，可对于身处海

外石油基地的她来说，这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事情。听了

莎莉总介绍她，很让我佩服、着迷。其实，莎莉总就是位

海外女强人，她的事迹更让人惊心动魄，中国石油人闯

伊拉克的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厚重的大书——那是“远

离北京的地方”，海外石油人心里装着祖国，才能创造出

的骄人业绩。采访赵丽娜是很困难的，在异国他乡，让她

回顾在硝烟弥漫的伊拉克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有点残

酷。她平静地面对我的采访，一再说：“习惯了，没啥可说

的。就是欠女儿的、父母的太多。女儿高考时，自己都没

有办法陪伴她，女儿缺失了十多年的母爱”。说起女儿，

赵丽娜变得柔情起来。她说欠亲人的很多，可别人欠她

的更多，我们大家欠着他们的无私奉献。祖国亲人们，当

我们给汽车加油的时候，你想过没有，是谁在异国他乡

把石油不断地供给祖国？

2009年，中国石油与英国石油BP公司联合中标伊

拉克鲁迈拉油田作业，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鲁迈拉油

田技术服务合同”。虽然美伊战争已经结束，但各种恐怖

袭击、汽车炸弹、人体炸弹爆炸却天天都有，时时发生，

有关新闻仍占据世界新闻头版头条。赵丽娜接到BP采

办经理的通知，10月11日要在巴士拉与SOC采办人员

召开第一次采办启动会，她是中方采办小组成员，必须

赴伊拉克参加这次会议。她只身一人整装出发了，那时

她只知道中英双方人员都住在美军基地里，出门要坐防

弹车，穿防弹衣，戴防弹帽。美军基地里没有中方人员，

谁来安排接机？谁来安排住宿？只有她自己？要和美国大

兵住在一个营地，而且还有火箭弹袭击。赵丽娜就这样

独身一人去伊拉克，她从迪拜经黎巴嫩辗转约旦，一个多

小时的飞行行程，却折腾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巴士拉。出机

场，穿上防弹衣，戴上防弹帽，坐上防弹车直奔北鲁料场和

库房。伊拉克的10月依然是骄阳似火，赵丽娜穿着十几公

斤重的防弹衣，转料场和库房两三个小时，已精疲力尽，炎

热干燥把身上的汗水迅速蒸发。料场混乱不堪，垃圾废料

一片狼藉。库房是被大火烧过的，没有空调和照明，里面黑

乎乎的，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在黑

棚子里往外面扒料，找出满足IPT所需的材料，解决了燃眉

之急。

她在伊拉克经历过火箭弹袭击。一次，中英伊三方采

办会开完后回到美军基地里，她需要和BP采办的人沟通

工作，BP的人住在距他们大约两公里的英国领事馆内，晚

上安保车送她。在回来的路上，突然警报拉响，司机瞬时提

速，车像飞了起来，急速打了三个90度转弯，在就近的掩体

前急刹车跳下，安保抓住她的肩膀，飞速地把她从防弹车

里揪出来塞进掩体，她在掩体里一蹲就是两个半小时。

很难想象一个女子在战争和恐怖的环境中怎么工

作。赵丽娜在海外十多年，在苏丹工作了多年，又来到更

危险的伊拉克南部油田工作。由于时间关系，在伊拉克没

有能很好地采访她。回到国内，工作很忙，也快到春节过

大年了，就渐渐忘记了伊拉克。大年三十时，我打开电脑，

收到了一封伊拉克来信，是赵丽娜写来的：

路主席您好！我是赵丽娜，很高兴我们能在伊拉克相

见，这里有很多说不尽的故事。您是从事写作的，如果您

对这个国度感兴趣，对我们与BP合作作业这个世界第二

大油田的模式和经验感兴趣，在我的知识和认知程度内

给您提供些信息；不要写我了，我是他们当中最平常、最

普通的一个。

我看到了来信后，立即给予回复。

赵丽娜同志：你好！非常高兴看到你的来信，仿佛那

黄沙弥漫、弹坑裸露的伊拉克大地从遥远的中东回到我

的眼前，一位充满着传奇神秘而阳光的女子形象在我的

脑海里挥之不去。赵丽娜，具有俄罗斯文学中的美丽女孩

名字，竟然在石油海外战争一样的迁徙生活中度过了十

多年时光，还那样保持着火样的激情。

我对伊拉克很有兴趣，我对海外生活的石油人充满

着敬佩！我很想写写伊拉克，还要请你提供素材。祝你们

在伊拉克安全、快乐！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伊拉克，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伊拉

克的石油生活，但工作一直很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采访

他们。但我知道，赵丽娜一直很忙，她负责采办部急需落实

IPT实施计划，被紧急派往伦敦，参加关于落实IPT急需

招标项目和现有库存材料统计的采办会议，在评标过程中

这次现场考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评标有了统一的标准。

她多次往返穿梭于伦敦、迪拜、巴士拉和北京之间，目的就

是多多参与采办工作，形成一个顺理成章的开头。伦敦会

议结束后她和BP采办人员一起经科威特飞抵巴士拉，完

成与SOC会议后，又飞抵迪拜，投入到营地招标工作中。

就这样飞伦敦、迪拜、巴士拉，三地转了几轮后回到

北京，已经是中国春节的前一天了。这期间她与BP多次

交流，说明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投资方需要相互支持，实

现IPT是投资伙伴的共同目标，BP同意中方技术代表和

商务代表参与评标标准的制定和评标，前提是一定要签

订保密协议并遵守承诺。BP的妥协，是她和中方高层据

理力争的结果，也为三方联合管理奠定了基础。现在，BP

最关键的变化是各个层面不再说BP是鲁迈拉的作业者，

而是鲁迈拉项目是一个联合体。

赵丽娜参加鲁迈拉项目已经几年了，伊拉克是她在

海外石油旅途中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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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广场①

你早已消融于六合空间

没剩断壁,也没留残垣

一走近这里就怦然心动

抬头望去,你总在圣光里重现

其实别你已经五十余年

那苇席搭成的台子依然新鲜

广场上的脚印是镌刻的经文

你是大庆人的图腾肃穆庄严

你的诞生是油田的诞生

你的光环是民族的光环

你把一个誓言的原子弹点火

炸得太平洋浪卷云天

找油人披红走过你的台前

数不清的红花红火了草原

你检阅的兵将所向无敌

队伍出发,荒原上打一场石油会战！

向荒原出发——你的理想成旗

向油田出发——你的嘱托负肩

向富强出发——你的意志铸铁

向辉煌出发——你的力量鼓帆

你让“干打垒”定格为经典

你使“王铁人”拓深了内涵

你把荒原的雄风升华为黄钟振响

你用无穷的魅力构筑心灵的圣殿

看你就看日月的斑斓

想你就想天地的悠远

闻不够的油香沐魂浴魄

在你的静默里听祖国脉动，殷殷千

言……

注① ：大庆油田初期大型集会的地
方,1960年大庆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就
在这里召开。

干打垒
一别多年,相见难认

戳在三伏的阳光里腿颤头晕

酸甜苦辣打着浪头奔来

喉咙憋着高嗓：“娘——亲——”

看遍全身找不见旧时英姿

青春体魄早被岁月蚀尽

五十多年了——霜雪白了头

游子回家，执手泪滚滚

烫烫的脸颊和你贴紧

贴紧你风剥雨凿不倒的墙身

嶙峋的瘦骨透丝丝温暖

缕缕土香把那个年代拉近——

哦，儿少时的眼睛总是发现诗意

火炕上醒来看一窗冰凌花纹

火墙烤干了一双双靰鞡

冲进风雪的是年轻的双亲

井架的崛起长高了你的希望

采油树的繁茂翠绿了你的青春

当逐油而迁的部族远走天涯

你守望着那片家园直至生命的黄昏

别说你衰老了吧——史记石油

你是光耀四海的星辰

别说你坍倒了吧——后人咏读

你是生长在荒原上的常新碑文

抓紧你，让你的筋骨强壮我的躯体

贴紧你，让你的血液澎湃我的心音

依在你的怀抱里吸吮永世的滋养

抚 摸 着 你 的 沧 桑 ，叫 声“ 娘

亲……”

松基三井
月亮下的篝火引燃长调声声

情满连环湖泊，似一地落星

大小兴安岭期待着、焦急着，黄黄

绿绿

嫩江松花江渴望着、呼唤着，水涨

洪峰

松辽盆地，你藏在深闺的“黑金子”

何时为今日神州一展芳华真容？

一群发愤图强的人来了

钻机怒吼，钻头拧碎变硬的沉静

一个叫包世忠的队长井场熬红了

眼睛

一个叫康世恩的副指挥奔跑着“会

诊地宫 ”

气壮山河，独臂的石油部长挥师东北

襟怀天下，十万队伍跑步前进欲

擒“油龙”

历史的时针定准在1959年9月26日

祖国的视线，紧盯着“松基三井”！

眼睛的后面是眼睛的海洋

盼望的里面是盼望的长城

每一根油管都是热望淬火

张开的油嘴挤满滚烫的神经

“出油啦！”“出油啦！”

最初的原油是羊水报喜

千里草原生出了金娃娃——

大——庆！

太阳坐在井架

月亮挂在油井

金娃娃长大蹽得好远

松基三井老了仍然骨头棒硬

硬硬的采油树伫立松辽平原

舍利子一样吸引万千虔诚……

准噶尔，三千里黑发涓涓
钻塔的银簪

已绾起准噶尔三千里的涓

涓黑发

风的手、雪的唇，整整一夜

不断栖向青克斯张弩的肌腱

就这样，一个丰满的冬天

幸临于西戈壁的枕榻，拥山

裸睡

急促的呼吸

最终，舒展出佩玉的黎明

当漫飞的翼龙，骇然噙走

几粒突兀袭来的黄沙之后

水袖蕨裙，躬身谢幕

是那个古老传说中的春姑

娘吗

不然，尘封亿年的绿洲

为什么，落雪也如此温存

如今，谁的手，在东方峭壁上

轻轻一划

就点燃几团采油女工的身影

百口泉，没有泉水
从鞭梢上，咩声四起的

未必是一首牧歌

历尽沙暴肆虐，魔鬼城边

这颤动的几抹绿色

随意在戈壁滩上泛几朵浪花

便将不羁的心，塑成礁石

风，一如迟归的游子

竭力吼叫沉睡的家门

雨，迈着细碎的脚步

仍在山坳里徘徊

然而，有太多太多的鸟儿

自大巴山，或更远的地方翔来

采油树，无视季节而郁郁葱葱

这里，远古年代就是驿站

所有的真诚，必须在瞬间释放

每条道路，都直达心灵

杯与杯，熊熊燃烧

脉与脉，息息相连

石油，终会枯竭

心田，却永无旱季

枯死的胡杨正伫立在生命

禁区

早晨，剪一面彩霞，打出旗帜

夜晚，裁一片月光，扬起魂幡

百口泉，没有泉水

汩汩流淌的，是我

别后多年的两汪热泪

紧锁的春季，一场雨即可打开
仅仅是一场阵雨

就轻易打开了戈壁紧锁的

春季

期待了多年的种子

转眼间，全部醒来

肥了荒原，瘦了视野

采油姑娘的笑声，竞相绽放

飘逝的红蝴蝶

引领着羊角辫的双桅

又翩然而至

沙百灵，久违的歌喉

让群星尚未散尽

阳光，已座无虚席

唯有抽油机，仍一言不发

却鞠躬不止

究竟出自感激，抑或祈祷

是谁，轻瞥狼藉的乳渍

以粗粝温暖的大手

频频抚摸着

我胎发稀疏的头颅

远山的雪景

再次挑起湿透的目光

骄阳的文身

已在枯草上暴露无遗

使劲擦去厚重的漠风

油压表清晰地显示

大地的脉跳，依然铿锵有力

蒲公英的伞兵正在远征

古生代街市
那条不是街的街，使我格外

相信

因为没有路

才到处是路

世界魔鬼城东南缘五十公

里处

夏子街，这个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的名字

究竟出自哪一位石油人的

奇思妙想

已无法考证

更深的孤独和落寞

却让荒漠柜台上雄性的石头

婉约出市井文明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实际上，夏子街是一条地下街

石油、天然气、澎润土

方为她受降钢铁的征服

朝夕进贡的宝物

毋庸置疑，亘古的流沙

最终被七彩方言拧成牢固

的绳索

就连灰头土脸的红柳

亦被插入精美的花瓶，炫耀

突如其来的爱情

当不断延伸的炊烟之手

捕捉到流浪的金蝉

并烹出佳肴之后，我知道

如今，喧闹的夏子街

正被漫长的沉寂再度围合

循环往复的未来

又该是何类人种

端详着我的骨骼化石

会心一笑：哟嗬，此地有油

夏子街，古生代就是一条街

衰退和繁荣相伴

痛苦与快乐并存

石油脊梁石油脊梁（（组诗组诗））

□□申广志申广志

伊拉克来信伊拉克来信
□□路小路路小路

““铁人杯铁人杯””
征征文作品选登文作品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