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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童
晓光（前排右二）在尼罗河
公司勘探形势分析会上。

③1990年 4 月，童晓光在塔
里木勘探技术座谈会上发言。

①1964年 5月,童晓光在南京
大学进行研究生毕业答辩。

②1989年 10月，童晓光在新
疆塔里木油田塔中 1井放喷井场。

买油不如“走出去”合作采油、走石油资源多
元化道路、想方设法广辟油源、避免资源单一可
能带来的风险，已成为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保障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

追本溯源，“走出去”战略凝结着童晓光等一
批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汗水。

童晓光是我国最早提出利用国外油气资源、
跨国油气勘探开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早在
1988年，他就向石油部等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我
国油气资源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油气需求，
跨国油气勘探开发是必由之路。

1991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石油）
提出三大战略，将国际化经营作为其中一个战
略，并由下属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负
责。1993年中石油在海外获得第一个项目，2020
年其海外权益油气当量产量已经超过 1亿吨。

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的专家，
童晓光曾先后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地质师、
高级技术顾问等职，领导国际化经营的地质工
作，参与了数百个勘探开发新项目的评价，实地
考察了数十个国家。

初探亚洲创佳绩

1997 年是中石油跨国勘探开发创业初期，
童晓光领导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项
目的评价工作。

该项目规模大，一旦成功将给中石油带来深
远影响。当时在仅有 10天评价期的情况下，童晓
光抓住储量、产量和公司财务等几个关键问题，
明确了该项目油气资源丰富，厘清了油田开发中

的难题，并确认中石油具有相应的技术，最终在
与美国大公司的竞争中胜出，获得了一个石油地
质储量 6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 2000亿立方米
的大油气田。

该油田从接手时年产油 260万吨，提高到后
续年产 1000万吨，目前累计产量超过 1.2亿吨。
当时购买价为 3.2亿美元，而仅仅 2005年上半
年的销售收入就超过 9亿美元，成为中石油效益
最好的油田之一。

勇闯非洲立奇功

在获得国外的勘探开发项目之后，童晓光的
主要工作是指导项目的石油地质研究，提出勘探
方向，确定勘探部署。

在苏丹穆格莱特盆地 1/2/4区块，美国雪佛
龙公司历经 20年勘探仅发现 5400万吨可采储
量，而以童晓光为第一负责人的中石油技术团队
仅用 7 年时间就发现了 1.1 亿吨可采储量。其
中，效果最明显的是 4区。雪佛龙公司由于认定
第三系为主力找油层系，基本无发现。而童晓光
团队经研究判断第三系没有成熟的烃源岩，应以
白垩系为主要目的层系，有利地区在 Kaikang槽
东西两侧。

通过明确主力勘探层系和勘探方向，中石油
获得了一系列发现，建成了年产 1500万吨的油
田基地。该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童晓光为第一完成人。

在苏丹穆格莱特盆地 6 区块，雪佛龙公司
勘探 10 年打了 32 口探井，主要集中在 Nugara
坳陷的中央隆起带，结果只发现了两个很小的

含油构造。
中石油通过 3年的研究和准备，认为过去不

被重视的 Fula凹陷的地质模式和成藏模式比较
清楚，确定了 Fula为主力凹陷，并将其作为勘探
重点，结果第一口探井就获得突破，并发现了一
个亿吨级油田，具有可年产 200万吨原油的规
模。该成果获得中石油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童晓
光为第二完成人。

在苏丹迈卢特盆地，雪佛龙公司勘探 10年
只发现了一个地质储量仅 2000万吨的小油田，
因没有商业价值而退出。

中石油进入后，仅用两年时间就发现了 Pa-
logue大油田，地质储量约 4 亿吨，可采储量 1.2
亿吨，达到世界大型油田标准，是跨国勘探 10年
来在海外发现的最大整装油田。截至 2005年，全
盆地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7亿吨，已具备年产
1000万吨的能力。

迈卢特油田的发现，离不开童晓光团队的技
术创新。他们利用成藏组合分析方法，快速锁定
并发现了 Palogue世界级大油田：一是利用地震
相特征，用类比法推测烃源岩分布，确定主要生
油凹陷；二是根据已知井的测井资料及地震资
料，确定区域盖层的分布及其对主力油层的控
制；三是利用斜坡带控制储层分布和箕状断陷的
油气运移模式，来判断油气主要的聚集区。

该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
石油技术创新奖一等奖，童晓光为第一完成人。

放眼世界谱华章

为了推动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多年来，童晓

光一直积极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这种以跨国
经营为目的的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

上世纪 90年代前后，他就曾发表多篇文章
论述跨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
性。1997年，他把全世界除北美、欧洲以外的地
区分成 5个大区，进行分国家、分盆地的系统研
究，编制出版了《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图集》。

在跨国油气勘探开发成为热潮后，童晓光出
版《21世纪初中国跨国油气勘探开发战略研究》
专著，分析了世界油气资源分布、国际勘探现状、
中石油勘探的经验及面临的问题、世界选区标准
和跨国经营战略等。该成果为有意从事跨国勘探
开发的公司和有关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在
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
究”项目中得到应用。

国外项目的正确选择是项目成败的关键，因
此，在进入前必须进行技术和经济的评价。在
2005年之前，童晓光参加了中石油大部分项目
的技术审查，并亲自评价了部分项目。为了指导
新项目评价，他编著了《油气勘探原理和方法》，
建立了油气勘探评价系统。

他编著了《海外油气田新项目评价技术和方
法》，论述了海外油气田项目评价的基本内容和

程序，并针对不同油藏类型和开发阶段，提出了
相应的评价技术和方法。

上述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对实际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5年，童晓光获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会对其作如是评价：
“童晓光是中国跨国油气勘探的开拓者之一。他
把石油地质研究与勘探实践密切结合，研究成果
直接指导勘探，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他根据
工作实际需要确定研究范围，在跨国勘探开发遇
到的不仅是地质问题，因此同时还研究投资环境
和战略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学术活
动中贯穿了实事求是和创新精神，一切从实际出
发，敢于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在石油地质理
论和勘探理念上不断创新。”

如今，作为国家重大专项“全球油气资源评
价”“十一五”负责人和后续专项研究顾问，童晓
光仍在带领年轻人选好项目、评价好项目、做好
勘探工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贡献。
（本版文章作者：温志新、李浩武、严增民、王

兆明，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自 1964年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大庆油

田起，童晓光便踏上了为祖国找石油的艰难征程。

从松辽平原、辽河两岸到黄土高原，从吐鲁番盆

地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为搞

清我国油气田的分布规律和勘探方向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查阅资料、现场勘探、总结经验, 提出了一系列

创新性意见和建议，解决了我国石油勘探的多个难

题，为我国的石油勘探拓宽了思路。

从上世纪 90年代起，童晓光的脚步开始迈向世

界———从亚洲到非洲，从南美洲到大洋洲，他潜心研

究世界石油的潜力，积极促进跨国油气开发，用自己

的奋力攀登引领着我国石油国际勘探的发展。

少年有志：天生一颗爱国心

浙江绍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乃物华天
宝、人文荟萃之地，素有“名士之乡”之美誉，从这
里走出的两院院士就达 70余人。1935年 4月，
童晓光出生于绍兴市嵊县下王村。

童晓光的父亲童富正在当地有较好的社会
地位，开明聪慧，年轻时经商为生，解放后历任城
关镇军属委员会主任、抚恤委员会主任等职，后
为城关镇西山公墓创始人、主任。童晓光的母亲
周馀仙知书达理、勤劳善良，两人育有四子二女。

受家庭教育影响，童家子女都积极上进，有
强烈的爱国心：二哥童晓生 1948年前就参加了
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1949 年参加第三野战军
并进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
学，任财务处处长直至离休；大姐童惠心 1948年
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 年进入第二野
战军军政大学……

童富正十分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学业教
育，即使在动荡年代，也绝不放弃子女学业。1940
年 2月至 1949年 1月，经营小本生意的父亲带
着全家四处漂泊，童晓光在动荡中辗转 6所学
校，才完成了小学学业。1949年 2月至 1951年 3
月，童晓光在浙江嵊州中学就读。

1950年 10月，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正式拉开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朝鲜与浙江的直线距离
1000多千米，尽管战场遥远，但作为后方，浙江
省政府积极宣传动员，人民群众踊跃投入抗美援
朝运动，青年学生的参军热情更是高涨。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童晓光也热血沸腾，积极
报名参军，但因年龄只有 16岁、个子小，在众多
报名青年中很不显眼，连初选门槛都没通过。不
过，这位坚定理想的少年毫不气馁，整天去征兵
处软磨硬泡，不招收就不走，最后终于如愿，于
1951年 4月 7日应征入伍，进入华东军区。

1953年，童晓光所在部队曾开赴鸭绿江边，
准备赴朝鲜战场，后因停战协定签订，撤回驻地。

近 3年的参军生涯，让童晓光深知只有国家
强大才能有和平，从而在心底根植了“知识报国”
的信念。1954年 1月，童晓光复员，先后在浙江
省军转干部速成中学二分校和杭州市花纱布公
司工作。其间，他不忘学习文化知识，凭借优秀的
表现和优异的成绩，经组织推荐，于 1955年 9月
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本科毕业后又被保送
为该校 4年制硕士研究生，师从郭令智教授。

1964年 7月童晓光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

青云之志：为国找油献青春

童晓光早就对石油勘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
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苏北平原地质构造，需要利
用石油勘探的物探和钻井资料。当时苏北已开始
石油勘探，加上大庆油田发现后对石油的宣传，
更增加了他从事石油勘探的决心，到石油部门工
作是他的第一志愿。

结果又一次如愿以偿，他来到了大庆油田，
从此踏上了为祖国找石油的求索长路。

1965年，童晓光被抽调到外围盆地研究组

担任组长，重点勘察辽河、海拉尔和三江盆地含
油气性。次年 5月 19日，他带着由 12名大学毕
业生组成的小分队，踏寻辽河大地。

此后 12年，童晓光一直负责辽河油田的地
质综合研究工作，是许多研究报告的编写者，先
后担任过区域室综合组组长、副主任，综合室主
任和地质处主任地质师等职。

在辽河期间，他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理论
上加以提高，并提出相应的勘探部署，为我国石
油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前瞻性地指出辽河凹陷
具有巨大勘探潜力，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战略
性地提出辽河油田勘探重点应从东部凹陷向西
部凹陷转移；通过西斜坡的系统研究，促成了辽
河石油会战，奠定了辽河油田成为中国第三大原

油生产基地；发现了曙光古潜山油田。
春华秋实，以童晓光为主要完成人所著的

《辽河坳陷石油地质特征和油气分布规律》报告
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辽宁省科技成果一等
奖、石油工业部报告奖，他本人也被评为辽宁省
先进科技工作者。

在辽河度过的 12个春秋，童晓光胸怀为国
找油之志，辛勤耕耘、不计得失，他的家庭也为此
作出了不少牺牲。好在这片热土回馈了他，使他
得以施展才华、成就梦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厚积薄发：理论实践同进步

1979 年 10 月，童晓光告别辽河油田，来到

了位于北京的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北京勘探院）。这是中国石油工业的研究中心，
人才济济，研究领域宽广，给他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天地。

在北京勘探院，童晓光先后担任主任地质师、
高级工程师、总工室成员。这段时期是他完成学术
论文和参加学术会议的高峰期———参加了十多次
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
数十篇学术论文，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

他是《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勘
探理论和实践》研究报告编写小组（三人）的成员
之一，也是向专业评审组和国家评委报告的报告
人。该成果对认识渤海湾盆地油气分布规律和勘
探方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获得了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他还是“中国东部陆相盆地地层岩性油藏分
布规律及远景预测研究”项目的第三完成人，也
是报告人。该项目对促进中国的隐蔽油藏勘探起
到了重要作用和指导作用，成果获石油部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其间，作为科探井领导小组成员，童晓光协
助翟光明院长完成了台参 1井和陕参 1井地质
设计的审核和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发现了吐哈鄯
善油田和长庆奥陶系大气田。

作为台参 1井探井设计的审核人，童晓光两
次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解决钻井过程中的问
题，该井获得了工业性油流，打开了吐哈勘探新
局面；他也是陕参 1井钻井设计的审核人，受院
领导委托去现场解决钻井过程中的问题，这口井
后来成为长庆靖边大气田的发现井。

1989年，年已 54岁的童晓光主动请缨，要
求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

在他看来，塔里木是我国最大的低勘探程度
盆地，能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机会难得，尤其对
他这样多年研究勘探地质的专家来说意义更为
特殊。

在塔里木的 3年，童晓光一直处于探索的兴
奋中。这位塔里木勘探开发指挥部总地质师、高
级工程师兼研究大队长，带领团队克服艰难、上
下求索，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
喜悦和期盼。

童晓光是首次提出塔里木盆地具有叠合复合
性质的地质学家之一。该研究强调石炭系重要性，
促进了石炭系勘探，并由此发现了塔中 4东河砂岩
油田。2004年，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石炭系占总可
采储量的 46.1%、占总产量的 50.93%。

童晓光完成的塔里木盆地油气分布规律和
勘探方向的研究，获中石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勤奋好学：言传身教育桃李

低调朴实、认真严谨，是童晓光的一贯作风。
面对非凡的工作成就，他总是谦虚地说：“找石油

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运气相对比较好，干成了一
点想干的事情。”

艰苦朴素、不讲究吃穿，是童晓光的生活日
常。几件衣服来回换，一穿就是十几二十年，公文
包、皮带也是破旧得实在不能用才被迫“下岗”。
他一直不愿用智能手机，别人告诉他学起来很简
单，但他说，“我不愿意学这个，也学不会，手机只
要能接打电话就行，其他功能我也用不上”。

在日常工作中，他作风严谨，凡事以事实
为依据。他办公室的书架、书桌、茶几上摆满了
各种书籍、文献，每本书中都夹着许多各式各
样的小纸片。当说到某个数据或观点时，他通
常会拿出一本书，翻开其中夹着小纸片的某一
页指给对方看。
勤奋好学，是童晓光一生中最突出的标签。

他不会打牌，也不下棋，没什么业余爱好，傍晚时
走路散步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休闲与放松。即使
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参加
各类审查会。开会时有时一坐就是半天，他仍精
神矍铄、思路清晰。晚上回到家、有时间了，他还
会翻看一下资料。

即便如此，童晓光仍不满足，因为他感觉自
己比十年前精力差了、容易累了，但有那么多东
西想学。

童晓光不单好学，也治学有道。肯花时间、注
重思维引导，是他培养学生的显著特点。

他十分注重启发学生思路，引导学生向正确
的方向努力，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通常，他在
拟定学生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任务时，会让学生先
根据资料情况去思考，等思路基本成型时再详细
讨论究竟应该怎么做。如此几次反复引导，学生
的研究思路会更加清楚。虽然花费时间多，但真
正做到了授之以渔，而不是一上来就把思路完全
定好，让学生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以至于思考
深度不够。

学生一旦在学业、生活中出现问题，只要一
个电话就能约上童老师———白天要是有时间，就
去办公室；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去老师家里讨论。
在童晓光眼里，学生的事情要尽快解决。遇到比
较难的专业问题，在给学生讲完之后，他还会和
蔼地问上一句：“我讲清楚了没有？要不要再给你
讲一遍？”

从事石油工作半个多世纪，童晓光把一生心
血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他在渤
海湾盆地、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勘
探研究，以及在中国含油气盆地石油地质理论研
究、海外石油勘探研究、海外油气战略经营与管
理、全球油气形势分析等方面，均造诣颇深，并取
得了累累硕果。

他为石油工业和石油科技发展所作出的杰
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他“认真踏实、锐意创新”
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毕生找油献祖国，
迈向世界敢为先”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传承……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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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质和勘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5
年 4月 8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55年考入南
京大学地质系，1964年于该校研究生毕业。
参加过大庆、辽河、塔里木盆地等的石油勘

探和渤海湾盆地、中国东部及其他地区的石油地
质研究，成就斐然：1978年，辽河断陷石油地质特
征及油气分布规律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为第

一完成人；1980年，获石油部辽河曙光古潜山油
田发现奖，为第一完成人；1983年，中国东部陆相
盆地地层岩性油藏分布规律及远景预测研究获
石油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第三完成人；1985
年，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勘探理论与
实践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为主要
参加者；1991年，塔里木盆地油气分布规律与勘

探方向研究获中石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部级），
为第一完成人。

自 1993年起从事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是中
国跨国油气勘探的开拓者之一。曾对世界各地数
百个项目进行研究和评价，指导国外 20多个项
目的勘探，并取得重要成就：2003年，主持完成的
苏丹Muglad盆地 1/2/4区高效勘探的技术和实

践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为第一完成
人；2005年，苏丹迈卢特盆地快速发现大油田的
配套技术和实践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为第一完成人。

2005 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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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晓光（1935- ）

迈向世界敢为先

1999 年 12 月，童
晓光（前排左二）在苏丹黑
格里格处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