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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 王红军 葛明军

今年是胜利油田发现50周年。最初曾有一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了“华8井”，才有了胜利油
田。它是华北平原第一口见油井，也是胜利油田
的发现井。

“华8井”在1961年2月26日开钻，4月16日试油
求产，正式宣告了“中国华北无油论”的破产，并
以其历史性突破载入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史
册。日前，记者走进“华8井”，采访了当年的亲历
者，听他们讲述当年的一口出油井如何发展成为
中国第二大油田。

从“华1井”一直到“华8井”

新中国成立之后，“贫油国”的帽子依然没有
摘掉。国家主席毛泽东深知石油的重要，他说：

“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
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表示，“在中国辽
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十分丰富
的，关键是要抓紧勘探工作。”然而，一些所谓的
外国专家断言：在渤海湾地区找石油“恰恰是最
没有前途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华北平原没有中
生代和新生代的海相沉积，而且又广泛分布着火
成岩和变质岩，是不可能生成石油的。

在新中国技术装备较差的条件下，面对茫茫
平原和外国专家的断言，找油从何入手？1955年，
中国科学院、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的专家们联合
组成石油地质委员会，他们反复讨论、仔细研究，
最终对华北平原的勘探统一了认识，决定先找

“隆起带”。
于是，华北平原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

首先选在了沧县隆起南端的南宫明化镇构造上。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32120钻井队在1956年
12月26日开钻，1957年11月30日正式完钻，进尺
1936 . 5米，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任何油气。

由于“华1井”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勘探开始
从“打隆起”转到“打坳陷”的新阶段。1958年，钻
井队挥师南下，先后在临清和开封两个坳陷打完
了“华3井”和“华2井”，依然没有油气显示。钻井
队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南下，在太康隆起打
出“华5井”；一路挥师北上，在临清坳陷打完了

“华4井”和“华6井”，仅有少量油斑砂岩。
这怎么办？在3年时间里，从北打到南，再从

南打到北，始终没有发现良好的油气显示。华北
平原到底有没有石油？这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激
起了地质工作者的信心：渤海海面发现漂浮油
苗。为此，华北石油勘探处和华东石油勘探处联
合成立油苗调查组，从大连出发沿着海滩查找油
苗，每发现一星一点都仔细地采集起来，行程
1000多里，终于揭开了海上油苗的真相——— 油苗
来自渤海湾本身，推测是地下油层在运移过程中

流至海面所致。
于是，从1960年开始，勘探工作又从西部坳

陷转移到东部坳陷。1960年初，华北石油勘探处
挥师济阳坳陷，在沙河街构造上打了第7口基准
井“华7井”。与此同时，地质部华北石油普查大队
在林樊家构造上打了惠深1井。结果，两口井都在
新地层发现含有大量生物化石，暗色泥岩有机含
量达1 . 836%，是良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从而证
实了济阳坳陷不但不是“火成岩发育区”，而且具
有优越的成油条件，有着良好的找油前景。

1960年10月，华北石油普查勘探会议上，许多
专家认为东营地区构造好，沉积岩厚度大，可以
作为找油的突破口。于是，“华8井”井位定在了当
时的广饶县辛店公社东营村。1961年1月26日正式
开钻，从此揭开了华北平原找油的新时代。

“茅房”草屋里的第一次婚礼

1960年底，刚刚打完“华7井”的32120钻井队，
就投入了抢上“华8井”的战斗。从“华7井”到“华8
井”，有着200多公里的路程，也没有一条公路可
通，中间又有黄河阻拦，在缺少必要的运输工具
的情况下，井架设备搬运是非常困难的。

一部井架45米高，有40多块大角铁，每块200
多公斤，光天车就有两吨重，而当时只有一台手
摇绞车、一台15吨的道链，要将井架立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设备都是靠人拉肩扛。最难的是井架
底座，没有吊车，只好十几个人一起上，一点一点
地摆正位置。上边的角铁都是靠手摇绞车摇上去
的，但由于吃不饱饭，职工实在是又饿又累又乏，
有的摇着摇着就晕倒了。

当时，正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
民生活都很困难。而在被称为山东“北大荒”的东
营地区，只有一座座小土房子坐落在荒碱滩上，
周围没有树，也没有水，更看不到一片庄稼地，只
有一片片枯黄的芦苇和黄蓿菜。

有一天，钻井队工人摇到半空就摇不动了。

这时，正好有一辆拉着胡萝卜的毛驴车经过，大
家眼巴巴地瞅着。队长心里明白，这是职工太饿太
累的原因。为了尽快拿下这口井，队长只好硬着头
皮上前拦住了毛驴车，希望能给几个胡萝卜填填肚
子。老大爷看到石油工人饿得干不了活，就从车上
扒拉下了一小堆，队长拿着一个一个地分下去……

对于当时的生活，时任东营试采指挥部机厂
技术组长的顾心怿表示，当时供应的大都是地瓜
干，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抽人去挖野菜、找草籽，然
后和谷糠、麸皮混在一起当饭吃。“走进老百姓住的
房子一看，又矮又潮。有的职工住在老百姓腾出的房
子里，有的只能住牛棚、猪羊圈，基本上是‘秫秸檩
子秫秸梁，秫秸顶子秫秸墙’，根本无法遮风避雨。”

对此，胜利油田运输总公司退休职工张志钦
回忆说，当年东营石油会战后，他在前线主持举
行的第一个婚礼，是在“茅房”草屋里进行的。当
时，由于东营地区石油勘探会战刚刚拉开序幕，
汽车队的小赵三次推迟婚期后，女方千里迢迢送
女儿来成亲。

结婚的事儿好说，但婚礼后洞房怎么解决？
最终，房东王大娘说：“你们不嫌弃的话，就把我
家门口多年没用的那个茅房(厕所)腾出来，里面
放的柴火搬放到院里，再打扫一下，漏洞、裂缝用
泥巴糊一糊，地下用土填平行不行？”

小赵夫妇都同意了，但张志钦感觉非常抱
歉，对他们说：“太委屈你俩了，茅房当洞房，可实
在没法。等找到大油田，建设好了，我给你们要一
套高楼大厦的房子，我再给你们补办一个坐上大
花轿，有乐队吹奏着、放着鞭炮的隆重婚礼……”

“忘不了那块指头肚大的油砂”

就在这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32120钻井
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工作上谁也不甘落后，
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找到大油田。

1961年1月26日，“华8井”正式开钻了。由于全
体职工的严细认真，“华8井”在3月初钻至1100多

米。当第一筒岩芯取出来后，地质技术人员初步
测定这是油层的盖层。到3月5日取第二筒岩芯
时，大家都在井场焦急地等待着取芯结果，一块
0 . 45米长的岩芯被慢慢地挤了出来褐黑色的油
砂，红红地往外流油，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时，地质技术员贾中惠迅速找来一个瓶
子，小心谨慎地拣了一块砂样装了进去，又系上
一条红绸子，郑重地写上了“华北地区第一块油
砂”的字样，连夜送到了济南。

时任地质综合队队长的帅德福回忆说：“我
对发现油砂的情况作了具体了解，便在当天返回
济南。之后，我又陪华北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孙
竹、主任地质师安培树，一起把油砂直送北京，向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汇报。他
们高兴极了，拿着放大镜不停地端详。余秋里部
长还风趣地说：‘这个小宝贝，可是比金子还要珍
贵得多喽！’”

帅德福说：“当时大庆石油会战正搞得如火
如荼，华北探区又发现了一块油砂，无疑为我国
石油勘探区域大拓展增添了一缕曙光。之后，‘华
8井’的有关资料每天都要向石油部电报，石油部
时刻关注着这口井的新进展、新发现。”

1961年4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根
据地质解释的油层情况，32120钻井队对“华8井”
进行射孔，在井深1207 . 8米至1630 . 5米井段射开8
个油层，一条油龙从1000多米的地下喷涌而出。
经测定，“华8井”日产原油8 . 1吨。它不仅打破了

“华北无油”的种种论调，更为在华北地区找到大
油田实现了突破。

1962年9月23日，“营二井”喷出高产原油，日产
原油555吨。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
井。为此，华东石油勘探局东营办事处被石油工业
部任命为“九二三厂”。1963年10月25日，“坨7井”在
沙二段试油，从而发现了济阳坳陷内最大的油田胜
坨油田，为组织胜利油田会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71年6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将“九二
三厂”更名为“胜利油田”。

■ 往事回眸

1961年4月16日，“华8井”试油求产，正式宣告了“中国华北无油论”破产。

从“华8井”走向“胜利”

1916年5月18日，天气晴朗，上海法租界气氛
一片祥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日本侨民山
田纯一郎的寓所中，一位书生模样的男子正与两
名商人打扮的客人围坐在会客室谈论着什么。就
在书生模样的男子低头仔细翻阅手中的合同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客人突然拔出手枪，对
准书生就是“砰砰砰”几枪。待房主山田纯一郎闻
讯赶到会客室时，书生已经脑浆迸裂，僵卧在地
上，而凶手则早已逃之夭夭。

混迹黑白两道光复上海

被袭身亡的正是曾指使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的陈其美。

陈其美性格豪迈，做事果敢。蔡元培称赞他
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称得上是民国第一豪
侠。在“辛亥革命先烈”中，陈其美算是大器晚成。
1906年，年近三十的陈其美在日本加入了以孙中
山为首的同盟会，刚开始时并未受到重视，同盟
会早期的军事活动，他也均未参与。可是，在之后
十年，陈其美却宛如异峰突起，屡屡立于风口浪
尖，让人侧目而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孙中山为
首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炮。消息
传来，上海的革命党人加紧筹划攻打江南制造
局，以策应武昌首义，其主要领导人就是陈其美、
李燮和等。

辛亥革命前后，手无兵权的革命党人其主要
社会力量就是帮会，也称会党。交结会党，首先就
要入帮，陈其美于是在上海加入了青帮，还一度
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是个混迹黑道如鱼得水
之人。陈其美利用会党参加上海武装起义，并成
立敢死队，成为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重要力量。

1911年11月3日下午4时，一支百余人的敢死
队携带从商团公会借来的40支步枪、若干发子
弹，以及自制的土炸弹数枚，前去攻打江南制造
局，陈其美随队督战。就在兵临制造局门前，万事
俱备、只等陈其美一声号令之际，陈其美却突然
请大家暂停攻击，由自己入局劝降。

陈其美不带一兵一卒，昂然走进了江南制
造局，劝说总办张士珩投降，免遭流血之祸。
面对陈其美的软硬兼施，张士珩却丝毫不为所
动，反而将他五花大绑，并要砍头示众。就在
这生死攸关之际，制造局内一个名叫张杏村的
士兵挺身而出，对张士珩晓以利害，说其子女
都居住在外，一旦杀了陈其美，张家后代的生
命财产难保安全。张士珩闻言觉得有些道理，
便放弃了立即杀害陈其美的念头。原来这个张杏
村暗中支持革命，早在局中充当内应，关键时刻
发挥了作用。

陈其美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
上海，广大军民纷纷前来搭救陈其美，甚至连唱
戏的伶人也纷纷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赶来救援，
陈其美在上海的号召力也由此可见一斑。最终，
革命军在会党以及陈其美盟友的帮助下，成功占
领了江南制造局，并救出了陈其美，为上海的光
复画下决定性的一笔。

孙中山曾经不止一次地说：“陈英士在此积
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

上海乃能窥取南京。”由此可见上海的光复影响
了整个革命战局，奠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

自11月4日上海光复之日起，革命党人与上
海地方各界人士，便连日召开会议讨论上海独立
后的后续措施。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地处要冲，必
须推举一个统领军政的能人担任沪军都督，然
而，在都督的人选问题上，各派却发生了严重分
歧，甚至差点酿成内部火并。同盟会竭力推举陈
其美，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也都拥戴陈其美；而
光复会和淞沪起义军警却拥戴李燮和。这一次，
陈其美又凭借其混迹黑白两道学得的手段，使自
己成为了胜利者。

其实陈其美自有其非常人所及之处，这就要
提到他的多重身份。他是一个商人，早年经商十
二年，素以四捷——— 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
动捷著称。他是会党头领，在上海帮会中势力很
大，当时上海的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无
处不有他的党羽。此外，他还是一介报人，陈其美
注重舆论宣传，在上海曾先后参与或创办过《中
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足领一时风尚。

遇刺身亡

1916年3月的一天，上海香港路6号的中日
实业公司来了两名不速之客，一人叫许国霖，
一人叫程子安，自称是鸿丰煤矿公司的经理和
协理，有要事面见大班和田。和田接见了他
们。原来，广西有一处煤矿，已在上海法租界
白来尼蒙马浪路39号设立了鸿丰煤矿公司，此
番来正是要求中日实业公司借款开矿。经洽
谈，双方达成了协议，然而事情的成交，还须
一位社会名人来作担保。于是，许国霖和程子
安通过关系找到了在陈其美身边帮办党务的李
海秋，请李海秋将借款开矿之事转告陈其美，
并以贷款的十分之四，即二十万元作为革命经
费，希望陈其美出面担保。

当时，陈其美在上海开展各项工作，经费
紧缺，正苦于无法筹款，有人肯出二十万，无
疑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陈其美向来交友甚
广，有机会与中日实业和鸿丰煤矿两家公司结
交，对日后工作有益无害，自然点头答应。

只是，陈其美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
点头，使得自己革命经费尚未到手，就已命丧
黄泉。

1916年5月18日下午，许国霖和程子安跟随
陈其美的党务帮办李海秋一起前往萨坡赛路14
号。萨坡赛路14号是日本侨民山田纯一郎的房
产，暂借给陈其美居住。双方寒暄后，便围坐
在客厅里商谈起来。就在陈其美低头仔细翻阅
合同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程
子安和许国霖突然拔出勃朗宁手枪，向陈其美
猛烈射击，陈其美应声倒地……

凶手被抓引渡华界

在陈其美被刺的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号外头
条赫然刊登着孙中山手书的四个大字“失我长
城！”新闻舆论界和广大民众也是议论滔滔，社会
上一度盛传陈其美遇刺案起因于内部党派之争。
难道正是四年前的刺陶(陶成章)案，给陈其美惹来
了杀身之祸？陈其美的遇刺身亡，会不会正是光复
会的报复行为呢？

刺陈案发生在上海的法租界，法租界巡捕房
的华人捕头黄金荣命令手下全力侦破，然而，逃之
夭夭的凶手仿佛泥牛入海，杳无踪迹。

正当巡捕房为此事焦头烂额之时，事情突然
出现了转机。这天晚上，一个毫不起眼的男子来到
了巡捕房，此人就是曾经将凶手送往陈其美居所
的出租汽车司机，他说是鸿丰煤矿公司的经理许
国霖派人来雇用了汽车。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迅
速逮捕了嫌疑犯许国霖，还抓到了一名在弄堂口
放风的宿振芳，陈其美生前的党务帮办李海秋也
因牵线洽谈生意之嫌而被拘候审。

许国霖和宿振芳供认说，1915年7月，两人应邀来
到了程子安的住所，得知程子安在张宗昌手下做密
探，正准备暗杀陈其美，如能暗杀成功，将得赏洋13
万元，于是，许国霖和宿振芳便答应协同作案。

根据调查取证，证实许国霖和宿振芳的供词
与事实大体相符，但是这个时候，上海华界的警方
却要求引渡凶犯。谁都没有想到，许国霖等凶犯一
只脚刚刚踏进位于华界的上海地方监察厅，便来
了个回马枪，彻底翻供。

刺陈案发生在法租界，理应由法租界审判，凶
手却被引渡到华界来作终审，这本身就是一个疑
点。当时的上海华界仍为北洋政府所控制，不难推
测出，正是华界对法租界施压，才导致了凶手被引
渡，这样，北洋政府就能更随心所欲地掌控事态的
发展。

刺杀背后的秘密

根据许国霖、程子安之前在法租界的招供，以
及之后渐渐浮出水面的资料来看，程子安和宿振
芳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以及更有
权势的幕后主使，那个人就是张宗昌。

辛亥武昌起义后，张宗昌到上海当了陈其美
的沪军骑兵团长。然而，二次革命期间，风向一变，
他便改弦更张，在徐州投靠了冯国璋。

那么，张宗昌为何要杀害陈其美呢？刺杀的背
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就在这时，法捕房的黄金荣无意中又发现了
一个曾被忽略的疑点。既然凶犯之一的程子安承

认自己为张宗昌的密探，那么，为双方牵线搭桥
的李海秋又是何等身份呢？难道，他真的只是陈
其美身边帮办党务的小职员吗？还是有着更鲜
为人知的来历？

也许，连黄金荣自己也不曾预见到，这一
查，居然查出了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大人物。原
来，就在张宗昌大为刺杀不成而头疼时，张宗昌
的顶头上司袁世凯送来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就
是袁世凯的贴身卫士袁继良。

这个袁继良给张宗昌带来了一个人，他是
中华革命党的一个成员，也是陈其美的朋友。此
人曾在北京被捕，重刑之下，供出了中华革命党
的不少机密，也答应帮助袁世凯除掉陈其美，因
此袁继良把他带来，以支援张宗昌。这个人，就
是陈其美的党务帮办李海秋。

袁世凯的心头大恨

由此可见，陈其美的被刺与袁世凯是脱不
了干系的。只不过，此时的陈其美早已被解除了
沪军都督一职，丢失了大部分的军权，对袁世凯
而言威胁大减，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还要大
费周章地刺杀陈其美呢？何况，当时的袁世凯因
复辟称帝一事自顾不暇。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对大总统之位还不满
足，还要复辟称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3年发
动了讨伐袁世凯的军事战争“二次革命”。“二次
革命”失败后，陈其美被免去沪军都督之职。但陈
其美积极参加反袁活动，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袁世凯放眼全国，屈指可数，在辛亥武昌首
义将领中，目前仍有实力，令他不能放心的，就
只有重兵在握的西南实力派蔡锷和中华革命党
的“唯一柱石”陈其美了。但是袁世凯自有锦囊
妙计，时值孙中山和黄兴等发起的“二次革命”
刚刚失败，孙、黄二人流亡海外，袁世凯乃乘胜
下令，把蔡锷调任北京，明升暗降，解除了他在
云南的兵权，将他留在身旁，以便控制。

此时，陈其美在东南一带活动频繁，策划组
织了多次起义，大长了革命党人的斗志。正当袁
世凯为之大为恼火之际，陈其美又亲手策划，精
心部署，刺杀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时任上海镇
守使的郑汝成，这等于是断了袁世凯掌控东南
的手足，难怪袁世凯恨之入骨。

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复辟称帝，1915年
12月2日，逃离京城，绕道日本回到云南的蔡锷
通电反袁，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爆发，各省先后
宣布独立。袁世凯就更不放心陈其美了，因为陈
其美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
号召力并不下于蔡锷。一旦陈其美响应蔡锷的起
义，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大局就拱手让人了。

1916年4月，陈其美发动了江阴要塞起义，
一度占领要塞并使江阴宣布独立。此时，全国讨
袁护国斗争已是风起云涌，众叛亲离、重病在身
的袁世凯不得不调集大军镇压，屡次给他制造
麻烦的陈其美已然成了“袁世凯政府最为忌恨
的人”，因此，除掉陈其美就成了
袁世凯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黑白陈其美

陈其美(1878年～1916年)，字英士，号无为，浙
江吴兴五昌里人。1906年加入以孙中山为首的同
盟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担任民国时期上海第一
任沪军都督。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
党，陈其美为六名内阁之一，成为了孙中山的左膀
右臂，1916年被刺身亡。

张宗昌(1881年—1932年)，山东掖县(今莱州)
人，嗜狗肉，绰号“狗肉将军”。辛亥武昌起义后，他
到上海当了陈其美的沪军骑兵团长。然而，二次革
命期间，风向一变，他便改弦更张，在徐州投靠了
冯国璋。

□ 王红军 整理
1966年1月，朱德委员长深入山东视察工

作。当他听说胜利油田的职工在贫瘠荒僻的鲁
北盐碱滩上，艰苦奋斗，开展夺油大会战，仅
仅一年多间即获得了可喜成绩时非常高兴。他
不顾高龄和旅途辛劳，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
启龙、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工委负责人焦力人、
焦万海同志的陪同下，踏上了视察胜利油田的
行程。

当时的胜利油田，正处在艰难的初创阶
段。石油大会战激烈，物资供应紧张，各方面
条件相当差，连个像样的招待所也没有。不
过，朱德委员长没有格外要求，随遇而安。在
简陋的平房里用过午饭后，接着就听取了工作
汇报。

当说到设计院知识分子同农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时，朱德委员长高兴地说：“好得很！”
当汇报到当地农民有参加石油勘探的要求时，
朱德委员长说：“亦工亦农好，半年或者一年
一轮换好。”当汇报到组织石油工人家属开荒
种地时，朱德委员长指示说：“开垦荒地要一
块一块地搞，全面铺开就不容易配套了。”谭
启龙同志说：“农业的搞法是搞样板田，有了
样板田就好办了。”朱德委员长对谭启龙同志
说：“东营要栽点树，不光是路旁、基地搞一
点，植树要有选择，像杨树，十年八年就可以
取材了。”

当天下午，在听取完会战指挥部的汇报
后，朱德委员长在荒野碱滩上进行了实地视
察，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我国第一口千吨油井
“坨11井”的放喷。

在油田视察时，朱德委员长应邀为胜利油
田题词，但因为时间仓促，未能即时而作，而
是回到济南后才命笔题就。没过几天，朱委员
长的亲笔题词送到了油田，题词名为《参观胜
利油田》，全文如下：

学大庆，赶大庆，胜利必然归你们；
学大寨，赶大寨，工农联盟更相亲。
胜利油田赶两大，亦工亦农结合新。
半工半读五千众，都是年轻力壮人。
五年勤学期读满，留作当地做主人。
家属来自四方地，百工居肆件件能。
去年利用黄河水，发展农业自更生。
新开水稻五百亩，亩产超过五百斤。
此处低凹荒碱地，过去草木曾不生。
石油大军大会战，方向正确计划真。
油业旺盛农亦好，四年创造告功成。
会战勋绩开天地，社会主义见雏型。
油田领导和同志们认真观赏了这份赞颂

词。由于油田当时属保密单位，题词未得公开
发表，只将其中的：“学大庆，赶大庆，胜利
必然归你们；学大寨，赶大寨，工农联盟更相
亲”的字句手迹，拼制成通栏标题刊在报纸
上。岂料“文革”期间，原作真迹被别有用心
的人视作“黑材料”，企图抄寻销毁。虽经多
次辗转匿藏保护，最终不知去向。

·相关链接·

“胜利必然归你们”

胜坨会战工委祝捷大会石油职工发扬大庆精神，人拉肩扛，安装设备 1966年，钻井32120队吊装钻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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