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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湖北省能源局召开《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湖北省能源局在武汉召开《湖北煤炭工业志》

编纂工作会。省能源局煤炭处长邹进华主持会议。《中国煤炭工业志》

编委会副主任吴晓煜，省能源局副局长余有松、湖北煤炭地质局副局

长江振寅出席会议。

余有松介绍了《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的意义、进展情况，

对下一步编纂工作提出了要求。吴晓煜介绍了煤炭行业修志进展情况

及经验，讲解了修志知识，对《湖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提出希望

与建议。邹进华对编纂工作做了安排，要求 2018 年 2月底前完成资料

搜集工作，5 月底前完成初稿。

湖北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和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院、省煤

炭投资有限公司、黄石工矿集团、松宜煤业、宝源集团、清江矿务局、

蒲圻矿务局负责人，长阳县、当阳县、远安县、秭归县、建始县、巴

东县、利川市、咸丰县、东宝区、南漳县、大冶市、阳新县、松滋市、

通山县、赤壁市等产煤市县区管理部门负责人，及《湖北煤炭工业志》

编办人员共 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于海宏）

《山东能源集团志》通过终审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在济南召开《山

东能源集团志（2010-2015）》终审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解宏绪主持会议。《中国煤炭工业》副总

纂陈昌，编办副主任于海宏，《内蒙古煤炭工业志》编纂负责人王晓波、

《山东煤炭工业志》编办贺永杰、山东地方史志办唐延仲、《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志》编办主任王明安等评审组成员；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副书

记、《山东能源集团志》主编田志锋，编办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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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锋介绍山东能源集团高度重视修志工作，积极落实，精准推

进。编纂人员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修志工作成效显著。他表示，我

们将虚心学习，认真领会专家评审意见，增强质量观念，强化精品意

识，努力编纂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评审组成员认为，《山东能源集团志》全面记述了山东能源集团的

发展历程和成就。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特色鲜明；篇目设置合理，体

裁完备；资料丰富，语言朴实，符合志书编纂规范；同意通过终审。

同时，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 （本刊特约通讯员 王庆生）

龙煤集团召开修志编纂工作培训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龙煤集团召开修志编纂工作培训会。《龙煤

集团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编姜明主持培训会。鸡西、鹤岗、双鸭山、

七台河四个矿业公司，煤炭营销分公司、物流公司以及集团机关各部

门总监、高级经理和志书编纂人员共 60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会是按照全国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安排，推进《龙煤集团

志》编纂工作的具体举措。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编纂工作，提高编纂

人员业务能力，确保《龙煤集团志》编纂质量。《中国煤炭工业志》副

总纂陈昌、编办副主任于海宏，煤炭工业出版社史志中心曲光宇就志

书编纂进行专题讲座。 （本刊特约通讯员 刘诗静）

《龙煤集团志》《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志》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在北京对《龙煤集

团志》编写大纲进行了评审。评审认为，编写大纲全面系统反映了龙

煤集团 2005-2016 年的历史和现状，篇目设置科学合理，归属得当，

体裁完备，特色鲜明，符合志书编纂规范。同意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龙煤集团高度重视修志工作，精心组织，积极推进。下发了《关

于开展企业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由集团主要领导挂帅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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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名副总经理分管，明确了《龙煤集团志》总编、副总编。成立

了编纂办公室。明确龙煤集团与所属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

个矿业公司独立修志，计划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龙煤集团志》编纂

工作在全国省级煤炭集团志书编纂中起到示范作用。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中国煤炭机械工业

协会在北京对《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志》编写大纲进行了评审。评

审认为，编写大纲的篇目设置科学合理，归属得当，体裁完备，特色

鲜明，全面系统反映了西安重装集团 2009-2017 年的历史和现状，符

合志书编纂规范。同意编写大纲通过评审。西安重装集团在煤炭行业

企业修志座谈会后立即启动修志工作，是第一家通过志书编写大纲评

审的煤机企业，在煤机行业修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于海宏）

▲史志人物简介

王捷帆与煤炭行业修志

煤炭行业修志工作凝聚着无数同志的汗水、心血。在一轮修志时，

从零开始，平地起高楼。经过十年的努力，成就了共 30 卷近 3000 万

字的《中国煤炭志》。此书作为煤炭部向国庆 50 年的献礼项目，获得

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在这一过程中，王捷帆的表现与作为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一下王捷帆的想法已有多时，经过查找资料，询问相关人员，

心里有了底，故借周末，写下此文。

王捷帆 1951 年生，1982 年 1月中国矿业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煤炭工

业出版社工作。2011 年退休。退休前为出版社代总编辑。在煤炭第一

轮修志中（1989-1999），他是《中国煤炭志》的副主编、编委会办公

室主任，全过程参与，作出了贡献。

第一，参与筹备开局。1988 年 3 月，煤炭工业出版社编辑二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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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陈昌了解到兖州矿务局和坊子煤矿正在编志，就向室主任鲍仪建

议组织编纂《中国煤炭志》。鲍仪是个有远见的人，她当即拍板，安排

申报选题（陈昌起草申报书），于当年 6月 1 日获得出版社同意。此后

出版社的上级单位煤炭情报所向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写了报告。总公

司予以批准，并决定由出版社负责修志工作。鲍仪同志又分别向总公

司和能源部主要领导当面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1989 年 1月 29 日，

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发出“关于编写《中国煤炭志》筹备工作有关事

宜的通知”。王捷帆参加了筹备组工作。1991 年月 12 日，《中国煤炭志》

编委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此第一轮修志工作在全国煤

炭行业逐步展开。修志的建议与实施，无疑具有战略性意义。没有上

述举动，煤炭行业修志工作可能会推迟若干年。

第二，参与制定业务工作规范。他协助陈明和秘书长、崔云龙主

编制定了一系列修志工作文件。如 1991 年 6 月印发的“关于《中国煤

炭志》编写问题的若干规定”。1992 年 3月印发的“关于人物篇编写问

题的若干规定”。1992 年 6月印发的“关于大事记编写问题的若干规定”

和“《中国煤炭志》审稿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针对性、可操作性强，

促进了修志工作规范化。

第三，完善工作制度，修志工作有序进行。如编办工作制度、年

会制度、专题会议制度、志书三审制度（规定严密，颇可借鉴）、收稿

与编辑出版等制度等。在修志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逐卷督促、指导、落实编纂与出版工作。这是长达九年的

复杂过程，多有曲折反复。从落实任务到选调人员；从初审、复审到

终审；从经验交流到业务研讨；从开始发动到总结表彰；从收稿到编

辑加工与出版，一整套工作都要周密安排和调度。王捷帆动了脑筋、

想了办法，不懈怠，逐卷推进。终使 29个产煤省区（不含台湾）全部

编纂了《煤炭志》，取得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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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纂《综合卷》与《中国煤炭编纂记》是两大亮点。《综合

卷》是总摄全志的龙头，但此卷到了 1995 年 4月才召开提纲研讨会，

7 月召开《综合卷》编写启动会，但到 1997 年，仅有部分司局的编写

工作动了起来，不少单位打打停停，陷入停顿状态。为此部党组采取

了措施，让我管一下修志工作。此后王捷帆多次与我联系商量。我与

陈昌、孙金铎一个司局一个司局落实编写任务，又落实了经费，编写

工作再次上马。1999 年 3 月在扬州召开《综合卷》编写会议，7 月终

审通过，9 月出版问世，使《中国煤炭志》成为全璧。

王捷帆主持了《中国煤炭编纂记》的编纂工作。该书于 1997 年 11

月出版，书前有修志历史图片，分为工作总结（全志及各卷总结）、编

志论文（13篇）、文件辑录（5件）。后有大事记，凡 31万字。该书是

《中国煤炭志》编纂工作全面总结，亦是经验结晶，存史与借鉴价值

较高，反映出煤炭人修志之意志、历程与贡献，读后令人感动。其中

王捷帆做了大量工作。

王捷帆对于煤炭史志事业的贡献，有三点值得了解、记住。

一是，及时组织编纂《中国煤炭志大事记（1991-2000）》。一轮志

书下限止于 1990 年，但从 1991 年到 2000 年，这十年正是煤炭工业的

巨变时期，如何借修志的余热，把这十年的煤炭资料收集起来，王捷

帆的想法是编写十年大事记。我和有关同志都赞成。王捷帆为副主编、

编办主任（副主任陈昌，编辑孙金铎、田克运、王国慧），有关省份紧

锣密鼓地干了起来。编成了三卷大事记。第一卷 2003 年 2 月出版，111

万字，为综合大事记与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大事记的合集。第二

卷 2003 年 6 月出版，102 万字，为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

广西、云南、陕西、青海大事记的合集。第三卷 2005 年 9 月出版，62

万字，为内蒙古、福建、山东、贵州、甘肃、新疆大事记的合集。这

套大事记是是煤炭行业重要的大型资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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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立煤炭史志工作委员会，在困难情况下，坚持开展史志

工作。第一轮修志结束以后，加上煤炭部撤销，如何使各单位史志机

构保留、队伍不散、工作不断线，是一个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在煤

炭信息院院长李金柱的积极支持与协调下，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煤炭

学会史志工作委员会，在民政部注册，秘书处设在煤炭工业出版社，

开始王捷帆任秘书长（陈昌任副秘书长）。开展了不少活动。

●2004 年 11 月 11 日，在广西北海召开史志委成立暨第一次年会。

此后每年一次年会，分别在成都、宜昌、昆明、长沙、贵阳、厦门、

泰安召开。煤炭史志工作者有了交流聚会的平台，大家有了家的感觉。

年会上的工作总结与安排都是王捷帆作报告，我作补充和总结讲话。

从 2013 年起，史志年会与协会文献委年会合并召开，年会名称改为煤

炭史志工作年会。

●吸收个人会员。这些个人会员是各单位的史志工作骨干，是史

志队伍的核心力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的个人会员被评为全国修

志先进工作者。2016 年史志委个人会员与文献委个人会员合并，目前

已有个人会员近 600 人。

●建立山西等区域性研究学组。各学组都尽力开展活动，有成效。

●组织各类评奖表彰活动。先后组织评选优秀个人会员、史志工

作先进单位、优秀史志论文与专著、优秀史志刊物等活动。

●推进基层史志编写工作。此间有多部煤炭史志著作问世。

三是，对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筹备工作贡献了心力。煤炭二轮修

志起于2012年下半年，一开始他任文献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一

年后去职）、专家组副组长。在《中国煤炭工业志》体系设计、研讨编

写、培训讲课、志书评审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贡献。

当然，史志工作非一人之力，是煤炭人的共业，有数万人参与其

中，王捷帆以他的位置与身份、知识面、组织能力，发挥了独特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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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苦劳、功劳在焉。王捷帆尽尝此中之苦，亦得此中之乐。二十

多年的史志工作经历，无疑是他人生中一个值得回味、思索的重要阶段。

（吴晓煜 2017 年 7 月 8 日）

▲史志文化

修志歌曲——《新时代修志人》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