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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铁人，老一辈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王进喜，一个头

戴狗皮帽子、身穿老羊皮袄、识字不多的钻井工和他那些

顺口溜式的豪言壮语。王进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全国劳模，中共中央委员，他倾全部生命地付出，获得的

声誉达到了那一代劳模的顶峰。中国石油界有“铁人精

神”，大庆有铁人广场、铁人纪念馆、铁人中学、铁人小学

等，关于铁人的戏剧和文学作品也不计其数。

全人类都有把英雄神化的心理需求，中国人也不例

外。大庆的铁人纪念馆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花岗岩建筑，

宽阔的广场上矗立着巨型铁人雕像，馆内关于大庆油田

会战时的模拟场景，都很逼真，展示了一个渐行渐远的时

代，描述了一个来自玉门穷苦乡村的石油娃，一个识字不

多的工人，如何成为中国产业界永远的标志。

2003年10月8日，王进喜诞辰80周年，我供职的中

石油有关部门领导让我编辑一本关于他的画册，配合隆

重的纪念活动。这样的画册大庆油田、大庆市文联已经

分别出版了两种几乎一模一样的版本，搜尽了铁人生前

的照片。我一不会有新的发现，二不能照猫画虎出个一

样的。况且，我脑子里关于铁人的印象只是一些人所共

知的概念，这活儿真的不好干。

后来，在编辑过程中，我翻阅了许多当年王进喜的

文字材料后，被我理解的铁人精神深深感动，让他栩栩

如生地活在我编辑的画册里，成了我的工作目标。多

年后的今天，我打开画册，欣然地看到了真实、智慧、

坚强的铁人，真的栩栩如生啊。譬如，一幅王进喜青年

时代的照片，别的画册图注是“王铁人立场坚定、爱憎

分明”，我作的图注用了他自己的话：“我这个人没啥本

事，就知道干工作要使出浑身的劲来干，好比钻工们打

钳子，憋足劲，嘁哩咔嚓，一下就打上去。我最反对磨

磨蹭蹭，一见磨磨蹭蹭的人，我真恨不得朝他屁股上踢

一脚。”

当年王进喜率领钻井队从玉门初到大庆，从火车上

卸下、安装那些沉重的钻井机械，除了人的两只手，什么

起吊设备都没有。既不能等又无处要，他们只能用两只

手，肩扛人拉把钢铁钻机从火车上一件一件卸下来，再一

一组装就位。中国石油工业的腾飞始自大庆油田的开发，始自那一双双粗糙的

手。

钻机安好了，供水管线还没接通，泥浆池挖好了，却没有水，开不了钻。王进

喜和工人们只好用水桶和洗脸盆，用人和人的接龙弄来了水，让钻机早一天开

钻。谁不知道干活轻省好？可是国家建设需要原油，两弹一星的国防研发需要

原油，你怎么能等得起？

王进喜从玉门到黑龙江参加石油会战，临时住在老乡家里，行李是放下了，

可是人却很少打照面。他没白没黑守在火车站和井场上，饿了，啃个凉窝头，困

了，就靠着设备打个盹儿。房东赵大娘逢人就说：啧啧！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

见过这么拼命的人，这王进喜，可真是个铁人哪！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听说了

这事，也禁不住心动。“铁人”后来就是被部长叫开的。大庆会战中，他带领的

1205钻井队和另一支1202钻井队双双打破苏联“功勋”队和美国“王牌”队的钻

井记录，钻井进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超强的劳动和长时间不休息，损害了王进

喜的健康，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会战指挥部领导命令他去疗养，

1961年王进喜去了北戴河，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疗养。

王进喜并不是一个只会卖力干活的粗人，他识字不多，却是个天才的演说

家，他的话质朴、诙谐、形象，极有鼓动性。

曾任石油工业出版社社长的已故石油老报人张江一1950年代在玉门石油

报当记者时，曾经记录下王进喜的大会发言，其中一段是这样的：打井是比较容

易的，我们工人只要命令一下，他就虎虎的，说干就干，可是还要带作风呀！这可

把我整住了。后来我体会到带作风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兵随将转，什么将带什

么兵嘛！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学徒正在和铅油，满手抹得红红的。刚和完铅油，

炊事员送饭来了，他把三个手指头在裤子上一抹，也不洗，拿起馒头就吃。我说：

“你这个同志，吃饭为什么不洗手？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他不服气地说：“我师

傅就是这样吃馒头的。”我说，哪个师傅？你给我找来。那个师傅来了，我说，你

从哪里学来的吃馒头不洗手？把年轻人也带歪了。他说，在玉门我就看你是这

样，是跟你学的。还怪有理的。我说，十几年前我是这样，早就改了嘛。通过这

件事，我想干什么事，首先要对自己严，这个工人的毛病其实还是从我的老毛病

来的。

著名艺术家孙维世在大庆体验生活，经常被王进喜的话逗乐，有张照片正是

孙维世仰头看着王进喜喜不自禁的表情。

张江一的笔记里还有王进喜的另一段话：有个人不学习，思想落后得很，不

好好工作，公开说，天下雨我不干，天冷我也不干，天热我还是不干。我说，哎

呀，那你啥时候干？我们打井这工作就是在野外，总不能把井架安到楼房里头

嘛，你不干这个干啥？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就一心想当个博士。我说，要当博士

也可以，可是你没有半点革命干劲，啥也不干，光躺在房子里，天上掉个博士

帽，房顶还挡着呢，也戴不到你头上。我觉得你这个人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他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反过来问我，什么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用什么衡量？

我就对他说，你看我们队的工人，冬天打井，冰天雪地地在钻台上干活，零下30

多度，头上身上都是冰，胡子也冻成了冰葫芦，顶着刀子一样的西北风，推着几

百斤重的大钳，使出浑身的劲，“咔——嚓”一声打上去了，这里就有马列主

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1959年国庆节，王进喜赴京参加“群英会”，和倪志福、王崇伦、郝建秀等劳

动模范们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有位诗人如此写道：前进帽伸出的神态，已经

成为一个阶级的标志。

王进喜肯用功，爱学习，充分利用自己认识不多的汉字来表达心情，写下了

许多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譬如：

月上千，年上万，玉门关上立标杆。

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没油是最大

的矛盾。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学会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手握刹把像刺刀/钻杆就像飞机和大炮/压力一加/钻头就往地球里面跑/打

完进尺/原油呼呼噜噜往地面冒。

谁说这里没有诗？

中共九大王进喜当选中央委员，他把上级配给的细粮全都放在职工食堂，

有福大家享。自己的孩子来看他，开饭前他总是把孩子打发回家，不让他们白

吃食堂的饭。1970年4月，折磨王进喜多年的胃病加重，被确诊为胃癌，半年

后不治去世。这是他留下的字条。

铁人终年 47 岁。

他用生命证实了自己

的誓言：宁可少活 20

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每一个时代都有

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

偶像。在明星艺人成

为当今偶像和超级富

豪的时代，“铁人”作为

昨日的偶像正在遭到

解构。我想说的是，你

可以不理解，但千万不

要嘲笑、鄙视那些为国

家奉献个人一切的人

们。他们是国家的基

石，民族的基石，永远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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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很难理解邻居吐逊江叔叔家里来亲戚

时所表现出的虚荣。亲戚还未到家门口，他就对我父亲

说，杨师傅，把你鸽子牌的自行车借一下，我家来亲戚

了。父亲每次都慷慨地借给他。

吐逊江叔叔总把我家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叫鸽子牌

自行车。他借自行车时很坦然，似乎感觉不到我父母的

心疼。

我们石油基地坐落在新疆南疆一个偏远小镇的戈

壁上。80年代初，石油基地大部分路段坑坑洼洼满是石

子和泥沙，父亲上班遇上这样的路都推着自行车走，生

怕把自行车颠坏，遇上更不好的路段，他会把自行车扛

在肩上，倒像是自行车在骑他。一个星期天，父母去别

人家做客，哥哥偷偷把自行车骑出来带着我四处兜圈，

在疙疙瘩瘩的路上摔了个车仰人翻。父亲回来一眼就

看出自行车被摔过了，他瞪着我和哥哥说，怎么不把你

们两个都摔死呢？

我和哥哥从小就知道，我们俩都摔死了才能抵得

上自行车摔一次。

维吾尔族邻居吐逊江叔叔老婆娘家在十几公里外

的一个村里，亲戚们很好奇石油工人家里吃什么住什

么穿什么用什么，经常赶着毛驴车来吐逊江家里走亲

戚。听父亲说，吐逊江叔叔原本是钻井队的钻工，冬天

上钻台，不小心滑倒把腰摔坏了，到30岁才娶上老婆，

所以只要老婆家亲戚来串门，他尽可能摆出一副石油

工人过得比谁都好的架势。

亲戚们走进小院时，吐逊江叔叔穿上被老婆熨的

笔直的劳保工作服，换上擦得锃亮照人的劳保大头皮

鞋。亲戚们环顾四周问，房子是你自己盖的？吐逊江说，

公家发的。亲戚看看吐逊江又问，衣服是商店里新买

的？吐逊江说，公家发的。亲戚又问，皮鞋也是发的？吐

逊江伸出脚说，发的，真牛皮，结实得很。亲戚们有些

眼发直，盯着院子里刚刚从我家推过来的自行车怯怯

地问，这个呢？吐逊江狡黠地一笑说，公家发的钱买

的！我都能看出来，吐逊江在亲戚们眼里瞬间高大起

来。亲戚们咂着舌头说，石油单位太好了，除了老婆不

发，啥都发。

吐逊江骑着我家自行车一趟趟去巴扎买肉买菜买

水果，亲戚们的神情羡慕又神往。老婆在厨房做饭时，

吐逊江便开始炫车技。他用我家自行车一前一后同时

带两个成年亲戚，在房前屋后飞快地骑行。轮到小孩子

时，他像杂技演员一样一次在自行车上带三个人，前横

梁上一个，后座上两个孩子像考拉熊一样紧紧抱住他

有伤的腰。吐逊江狂放地用力蹬车，用力捏刹车，夸张

地来回摆动他僵硬的腰，舒心畅意地大笑，他说，我要

让村里的亲戚们感受一下鸽子牌自行车的速度！

直到羊肉抓饭端上小炕桌，吐逊江才停止虐待我

家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让他在亲戚眼里成了有本事的

男人，他的心情格外好，状态也格外好，吃饱了羊肉抓

饭就开始喝酒，从下午一直喝到暮色四起也未见醉

态。酒后，他在饱满多汁的夜色里弹起热瓦普唱歌，激

情澎湃热烈欢快的弹唱引来不少邻居听歌围观。吐逊

江叔叔越发神采飞扬，眉毛一挑一挑地向外抖落心里

的得意。

第二天，吐逊江叔叔来还自行车说，杨师傅，你的

自行车骑起来像鸽子在天上飞一样。

我向父亲告发吐逊江叔叔怎样折磨我家自行车，

说他摔死一百遍也抵不上自行车被折磨的程度。哥哥

说，我平时想骑一会儿自行车都不行，吐逊江叔叔简直

把咱们家自行车当玩具玩。父亲对哥哥说，等你上班

了，这个自行车就给你，你想怎么骑就怎么骑。说完不

再理会我们，很仔细地擦洗保养自行车。

过古尔邦节时，吐逊江邀请我们全家去他家做客，

以最恭敬热情的态度让我们享受维吾尔族传统美食。

吃饭间吐逊江搂着我父亲的肩膀说，我其实喜欢在钻

井队当钻工，可惜腰坏了，后勤单位的工资低得很，亲

戚来了只能借你家鸽子牌自行车装面子。我就是想让

亲戚们看看，老婆嫁给我这个石油工人没吃亏。

我父亲喝了点酒，一改往日寡言持重的模样说，你

想什么时候借鸽子牌自行车就什么时候借，没一点问

题！两人碰杯喝下满满一杯烈酒，互相搂着肩膀，拍打

着小炕桌，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完豪壮地傻笑。

吐逊江叔叔从此撒着欢儿借我家自行车。买米买

面借，换燃气罐借，老婆孩子生病送医院借，办紧急事

借，跑远路借，亲戚来了还是一如既往地借。每次还车

时他都说，鸽子牌自行车就是好用，骑起来真的像鸽子

一样飞来飞去。

我家飞鸽牌自行车很皮实，这么超负荷运载居然

从来没坏过。

90年代初，哥哥刚工作大半年就买了辆摩托车。爸

爸说，不是把自行车给你了吗，还花这么多钱买摩托车

干啥？哥哥说，现在谁还骑这么老土的自行车，骑这个

找对象都困难。没过几天，吐逊江也骑着一辆摩托车满

街跑。他经过我家门口时对我父亲说，老杨，我儿子给

我买的摩托车比你的鸽子牌自行车快多了，这是年轻

有力的鸽子。

他对我父亲的称呼突然由“杨师傅”变为“老杨”。

一个摩托车让快退休的吐逊江突然膨胀轻佻起来。再

看看我家那辆自行车，的确已斑驳陈旧尽显老迈之态。

可惜吐逊江有严重的肺心病，他那年轻有力的鸽

子没骑几天就又还给了儿子。两年后父亲和他都办理

了退休手续。父亲没事就擦洗他的自行车，母亲说，你

还擦它干什么，人家吐逊江又不来借自行车了。

退休后的吐逊江终日脸色蜡黄不太出门。偶尔风

和日丽胸腔清爽时，他会到我家小院里坐一会儿，看我

父亲擦那辆早已没人骑的飞鸽自行车，感叹说，老杨，

我们和鸽子牌自行车都老了。

2000年后，石油基地重新规划，平房拆迁，我父亲

和吐逊江都搬进新楼房。吐逊江有一天打电话给我父

亲说，我儿子买了台小汽车，小汽车比摩托车更快，是

更年轻有力的鸽子。父亲也孩子气地说，我儿子也买了

小汽车，还是越野的，跑喀什4个小时就到了。

几年后，吐逊江的病情恶化。父亲去医院看他，他

对父亲说，老杨，现在的汽车电动车都像鸽子一样飞进

家里，再不用借别人家的鸽子牌自行车装面子了。他和

我父亲都嘿嘿笑，像两个恶作剧的小孩儿背着人偷偷

乐。笑完吐逊江轻轻叹气说，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就是

骑鸽子牌自行车，出了院我一定要去摸摸我们的鸽子

牌自行车。

可惜，吐逊江没能再摸摸我家那辆老式飞鸽自行

车就去世了。

那辆自行车一直存放在父亲家的地下室里，成了

一个时代的情怀和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随着父亲越

发老迈衰弱，他没能力每天擦自行车，便拿一张床单蒙

在上面，似乎以这种方式强调和缅怀某些远去的存在。

偶尔，父亲也会去地下室简单擦拭一下自行车上

的尘土。父亲说，每当他的手指触碰到这辆旧自行车

时，石油人那些行走在戈壁荒漠上的车辙印便在绵长

岁月中清晰了，深刻了，永恒了……

定定

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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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德
新

王
德
新

鸽子牌的自行车鸽子牌的自行车
□□杨秀玲杨秀玲

奇迹

发生在白垩纪

两颗文字

凑到一起

决然挣脱自己的肉身

化作单纯的符号

那是《梦溪笔谈》的

一次定义

只用两个字

将一段历史

覆盖得严严实实

原来，一群人的心思

暗藏在地心

穿过地壳，地幔，地核

他们掘地千尺

终于，摸清了根系的四至

然后，斩断所有纠结

整株挖起

自己深埋的初心

天公，以制造不公为能

令富裕肥得流油

富成一种灾害

令贫瘠只剩框架

贫到骨头

这群人，大吼一声

天公胆寒

瑟瑟发抖

人定胜天

是这群人的定义

最后，他们裁下宇宙的

全部尺寸

将时间猛然拽进空间

灵魂，滴落前

抖动一下

抖去所有的顾虑

我爱这座城

爱这城里的石油味道

和石油模样的人

又不敢说

我怕这个羞涩的词

如果大胆说出口

过于惊心

犹如闪电带出响雷

因震惊，而轰动

一定像当年的井喷现象

那场面

很难控制

我爱得热烈

往往难以把持

事实上，我的爱

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每时每刻

都在这里，和石油耳鬓厮磨

相濡以沫

独山子
独山子，不仅是一座山

也是因山得名的小城

从地窝子开始

到花园小区，别墅满目

从荒无人烟的隔壁

到万物比肩，车水人流

花草树木

引来的蜂蝶，良鸟

布谷声声，喜鹊报喜

道路的宽，目光的远

引来纷至沓来的脚步和惊叹

这里很静

静的啊，不仅只有天山吐露明月

也有蓝天的蓝，白云的白

拒绝一切虚词和形容

花朵美到返璞归真

城西有一条河

河水那个清

只有融雪吐纳的清凉

湍急，深流

城南那座山

无论伸手或目测

都能触到

石油的呼吸和心跳

玛依塔柯
玛依塔柯，玛依塔柯

默念两遍

会有石油应声而来

看它喷涌的模样

或缓流的动作

来自一座山

一座山，伫立远望

暖热荒漠和冷月

满腔热血

喊出：石油，石油

以及忙碌状态的石油人

石油，石油

脸膛黝黑的石油

生活的石油，工业的石油

燃烧的石油，奔跑不息的石油

长翅膀的石油

在华夏大地和上空

有玛依塔柯

延续的子子孙孙

玛依塔柯，一座油山

还原古老的火焰和喜悦

多么值得信赖

（注：玛依塔柯，维吾尔语，油
山）

油田遗址
我多想扫去云雾

扫去，落尘和泥土

扫去戈壁风沙

一层一层

拨开尘封的记忆

让一朵朵浪花

荡漾原始的波澜

让流走的往事

陆陆续续回到原位

现在，它接纳身体的封存

心血依旧涌动

接纳刻字的石碑

敞开了过去与旧时光

接纳命名

它永不枯竭的事实

探出头

与我安静对视

旧棉衣
一套蓝色的旧棉衣裤

在石油展览馆的展柜里

叠放

浅白色的“石油”两个字

在左前胸的位置

格外醒目

60年代的工装

我不知道

谁是它的主人

但他是父辈，是长者

是当年战天斗地的青年

保存在记忆里的岁月

叠放的往事

展开热血和艰难时光

我看见

书本和电影里的铁人

穿这样的棉衣裤

无数天不怕，地不怕

走戈壁，迎风雪的石油人

穿这样的棉衣裤

哪里严寒，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有

穿这样的棉衣裤的人

输油管道
输送资源的快线

输送血液和营养的脉管

延伸，再延伸

追梦路上

贯通东西，穿越南北

注视奔跑的石油

注视饱满和释放的能量

注视，彼岸的期待

与远道而来的涛声

不谋而合

西风烈，东风柔

汗水，脚步和漫漫长路

不一样的春花秋月

一样的生动和果香里

同呼吸，共命运

爱上石油的日子爱上石油的日子（（组诗组诗））

□□石桂霞石桂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