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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征集范围：包括史、志、鉴、记、图、资六大类。 

1.史。煤炭史书（通史、断代史、地区史、矿区史、煤炭企事业

单位史、煤炭专业史）。 

2.志。煤炭志书。（全国性、地区性志书，部门与单位志书，专业

志书）。 

3.鉴。年鉴。 

4.记。大事记、大事简介、大事纪要。 

5.图。图志、图记、纪念画册。 

6.资。资料汇编、资料长编、专题资料。 

注意几个不限： 

1.著者不限。单位或个人撰著不限，行业内外不限，国内外不限。 

2.时间不限。著作形成的年代不限，新中国成立前与成立后不限，

不限于两轮修志的期限。 

3.是否正规出版不限。内部印刷、内部准印、个人印制的不限。 

4.资料形式不限。铅印、打印（油印）、手抄本不限；纸质与电子

版不限；正式稿、初稿、征求意见稿、评审稿不限。 

▲工作研究 

吴晓煜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彻底搞清煤炭史志著作的家底，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

要》，创建中国煤炭史志馆，使史志著作有个存放、展示的场所，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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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人，特别是煤炭史志工作者不倦的追求与美好愿景。 

但是，对于此事的意义、如何办，有哪些工作要做，一些同志对

此并不明晰。因此有探讨与明确的必要。 

一、 缘起 

1970 年初，我在内蒙古平庄矿务局元宝山煤矿工作。在一位名师

指点下走上了业余研究煤炭史的道路，并逐步搜集到不少煤矿史（如

门头沟煤矿史、西山煤矿史、本溪煤矿史话、汾西煤矿史、阳泉煤矿

简史等），以及有关资料，所积渐多，书架上占了两格，并幻想有朝一

日把全国各煤矿史搜集全，仿照《四库全书总目》，也编个总目提要，

此为初衷。 

1981 年 8 月，应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之邀，到京主持编写《中国古

代煤炭开发史》，至 1984 年该书出版。三年间遍访各省市博物馆、图

书馆，到各矿区调查搜集资料，访求史志著作。个人购买及朋友赠送

不少史志书籍资料。此后由于有了煤炭部处长、司长的头衔，搜集史

志书籍更为便利。 

1996 年下半年，煤炭首轮修志进入后期，部领导让我兼管一下修

志工作，任《中国煤炭志》编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综合卷》主编。

在坚持收搜集煤炭史志著作的同时，对 300 多部煤炭史志著作做了提

要，收录在 2002 年出版的《中国煤炭史志资料钩沉》一书中。 

2004 年，煤炭行业成立史志工作委员会，选举我任主任。在历次

煤炭史志年会上都大声疾呼，提出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

的倡议。为弄清全国煤炭史志著作的全部家底，印发了《征集史志著

作的通知》，开展了评选优秀著作的活动。 

此后家中、办公室所积史志著作过多。虽向有关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陆续捐赠不少，但仍然触目皆是。几次搬家、搬办公室，都要

下架、装箱、搬运、摆放，来回折腾，十分不便。另外，我了解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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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单位史志著作散失严重，有的堆于库房无人问津，甚至当废品处理

掉，实在令人遗憾！因此逐步产生了找个妥靠的地方把史志著作集中

存放、展示，使之有尊严的保存与传承。这个地方应该叫煤炭史志馆。  

2012 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安排我负责第二轮修志的业务工作。在

不遗余力推动建设煤炭史志体系的同时，把《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

编纂工作提上日程。19 大以后，加快了进度，每天撰写几本著作的提

要。双休、节假日基本不休息，晚上有时也来办公室，到 2018 年 2月，

搞了三百多部著作的提要。此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建立

方志馆的意见，国家方志馆、各省市方志馆相继成立，这给我极大的

启发与感召。2018 年 3 月 13 日中指办充分肯定，并支持煤炭行业编纂

《总目提要》，创建煤炭史志馆的想法。故而将此事列为今年煤炭行业

史志工作的一个重点。再次印发征集煤炭史志著作的通知，召开了三

次小座谈会。此举得到了全行业的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把我的办公

室作为临时馆址。自费购进 20组书柜和 5个书架，把一千多册史志书

籍分类摆放，初具规模，像模像样，人见人爱，一致认同。至此，《总

目提要》的编纂与煤炭史志馆的初建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二、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必须有透彻而明晰的认识，提高搞好此项工

作的自觉性与紧迫性。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理解。 

第一，是落实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修史修志重要指示和十九大关于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把文化

建设，提高文化自信与自觉，放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并做出了鼓

舞人心的部署。而修史修志，编纂《总目提要》，建立史志馆，不仅完

全符合十九大精神，也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煤炭行业文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是凝聚煤炭工业软实力，促进煤炭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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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史志著作是中国人所创造的最便捷、最普遍的书写形式与文

化载体。是保存煤炭历史智慧、历史经验的无价宝库,是煤炭工业的文

化软实力、前进正能量的一大源泉。我们煤炭人的初心，以及如何牢

记和实践使命都如实记录于史志著作。因此，要想发挥煤炭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作用，首先要知道都有哪些史志著作，并能看得到，才能从

中汲取并发挥文化的力量，把光荣传统继承下来，发扬下去。而《总

目提要》与史志馆正好在其中发挥特殊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传承

历史文化的重要渠道，为煤炭工业改革发展提供文化动力，传播智慧

与正能量。 

第三, 是使史志著作活起来、动起来的重要渠道。写史修志最重

要的目的是造福当代人。而史志书籍印出来就弃置于一旁，或在书柜

中充门面，这与史志工作的目的南辕北辙。因此必须把宝贵的史志材

料从闲置变为力量，从“死”变活，从不用到有用，这是一件极重要

之举。编纂《总目提要》，建立史志馆就是使一两千部史志著作活起来

的一着妙棋，是盘活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好办法。 

第四，是抢救历史资料，永久保存文化资产的最好形式。我们要

看到,煤炭行业具有巨大的文化动力与能量。几十年来，有几次全行业

行动的写史编志活动，其规模之大、投入之巨、成果之丰，为世界所

罕见。有的一部著作投入了上百万元之多，有的志书少则几人，多则

百人参与，费时长的有十年，成就了不下两三千种各类史志著作。这

是庞大而真实存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漠然处之。绝不能让其湮没

于历史的沙尘之中。另一方面，煤炭体制变化频繁，许多单位撤并重

组，名称变更频繁，多次迁址，史志书籍散失状况十分严重。把这些

散失的宝贝汇聚起来，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与抢救性。此外，许多

外国人、高校、研究机构，都在竭力搜购中国煤炭史志著作。这项前

后数十年，数十万人辛勤劳动呕心沥血的史志成果，应该占有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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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尽快编出《总目提要》，尽快建

馆, 使煤炭史志著作得到应有的厚爱，使其有尊严，体面存在，光明

正大、安全无虞的传之子孙，泽及后世。 

第五，是进一步加强煤炭史志工作，促进史志事业新繁荣的重要

举动。史志工作是国家重视、着力推进的一项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

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发表了《深刻认识修志意义，认真做好修

志工作》的重要讲话。2014 年他作出“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

慧告诉人们”的重要指示。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我们煤炭行业也积极推进，精准

部署，成就显著。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仅仅停留在修志的层面。大量史

志著作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真正用起来、活起来。有的编写

完志书就不闻不问，只写只印不读。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因此编纂《总

目提要》，建立史志馆，就是推进煤炭史志工作向实与活方向发展的一

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综合性措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必要性、重要

性与急迫性，下定决心把这项关乎全局与长远发展的工作做好、做实、

做出成效。 

三、指导原则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 

2.依法编纂与建馆。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将要实施的《史

志法》，落实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有关规定，依法从事，沿着

规范化、法制化道路前进。 

3.从实际出发，分步推进。结合煤炭工业史志工作的实际，因时

制宜，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讲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精准推进。 

4.着眼长远，可持续发展。有顶层设计，总体思路要明确，确保

煤炭文化资产代代传承，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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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动群众，大家动手。要广泛宣传，让大家知道意义。举煤炭

全行业之力，发挥全体煤炭史志工作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群策群力，

共襄盛举。 

6.坚定信心，稳中求进。这项工作困难很多。要稳中求进，难中

突破。要有高度文化自信与自觉，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坚持不懈的毅

力、战胜困难的信心，牢记使命，心无旁骛，把事情办细、办妥。 

四、《总目提要》、史志馆的内容范围及有关问题 

一是，以史志著作为核心相关著述及资料。史、志、鉴、记、图、

资六大类。 

1.史。煤炭史书（通史、断代史、地区史、矿区史、煤炭企事业

单位史、煤炭专业史）。 

2.志。煤炭志书。（全国性、地区性志书，部门与单位志书，专业

志书）。 

3.鉴。年鉴。 

4.记。大事记、大事简介、大事纪要。 

5.图。图志、图记、纪念画册。 

6.资。资料汇编、资料长编、专题资料。 

二是，注意几个不限： 

1.著者不限。单位、集体或个人撰著不限，行业内外不限，国内

外不限。 

2.时间不限。著作形成的年代不限，新中国成立前与成立后不限，

不限于两轮修志的期限。 

3.是否正规出版不限。内部印刷、内部准印、个人印制的不限。 

4.资料形式不限。铅印、打印（油印）、手抄本不限；纸质与电子

版不限；正式稿、初稿、征求意见稿、评审稿不限。 

三是，集中力量搞好提要工作。制定编写提要规范，明确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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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部著作都撰写 300 字左右的提要。包括书名、著者、主编、撰写

人员，主要内容，并予以恰如其分的简短评价。组成以《中国煤炭工

业志》总纂为主编的编写办公室，在 2018 年底拿出全部初稿。 

四是，把握好煤炭史志馆的性质与定位。煤炭史志馆要与中国作

为煤炭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是煤炭史志著作存放、展示、交流的平台，

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用以推动煤炭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与公益性

场所。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公益性、服务性特征。 

当然，对于馆，不要看得太重，更不能与动辄数万平方米，投巨

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方志馆相提并论或要求之。目前仅是从实

际出发而设立的存放、展示的平台。至于如何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传

之下去，可作进一步研议。 

五、几项要求 

1、全行业发动，做好宣传舆论工作。通过各种形式（通知、简讯、

网络、微信群、活动、会议）进行宣传，讲清意义及具体要求。切实

纳入日程，事情有人管、有人办。要把煤炭史志网网友和文献委、史

志委的会员发动起来，把专兼职煤炭史志工作者动员起来，精心组织

与推动。 

2.明确分工，实行责任制。此项工作由煤炭工业文献委、史志委

秘书处与《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总负责。建立征集工作日志，定期

碰头安排。各级史志工作机构和史志办要积极推动，主动作为，克服

困难，务求其成。 

3.当前重点做好史志书籍资料征集工作。这是重中之重，是搞《总

目提要》，建馆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多少史志著作，著作不丰，寥寥无

几，不能达到目的。一是要上下联动。请各省区、煤炭企事业单位及

煤炭史志工作者抓紧提供史志著作目录，按图索骥，广为搜罗。二是

编办同志按地区和专业划分搜集责任区，主动联系，即时催办。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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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奖励回报制度。把此事与评选先进史志工作单位和个人的重要条

件之一。对每一位提供者都要颁发证书，以兹纪念。四是突出重点。

派员到史志著作及资料较多的省区、企事业单位，包括个人，登门拜

访，访求作品。五是建立收购、制作制度。从网上、古旧书市场、藏

书家手中，收购史志著作，不惜金，不惜力，苦心经营，以成大器。

对于只有电子版的可制作纸质本。 

4.与全面推动史志工作相结合。此项工作既是史志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当前史志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推动史志工作的一个好抓

手。把这项工作与落实十九大关于坚持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昌盛的重要部署结合起来，把煤炭史志工作进一步搞扎实，开花

结果。 

▲史志论坛 

吉林省煤炭工业协会会长 马和平 2018.8.17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组织开展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同时，

又广泛开展了征集煤炭史志著作、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

和筹建“煤炭史志馆”工作，这是积极尽“守土者之责”，做一件功在

当代，利泽千秋的大好事，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重要指示在我国煤炭事业

发展中的集中体现。 

修志存史，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极为重视。地方官员常

会谈及“守土者之责”予以高度认识，认为，“征文献考，守土者之责”。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并认真其事，明清时期才留下了一大批体例严谨、

资料翔实的通志、府志、县志供我们今天参考，也发挥了资政、教化

的重要功能。 

我国煤炭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修志存史工作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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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浩大，成果丰硕，形成了一份珍贵厚重的煤炭文化资产，对煤炭工

业以史为鉴、资治助政、教育今人、传之子孙、发展繁荣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由于煤炭管理体制的多次变化，修志存史工作受到一定影

响。更遗憾的是，还有许多宝贵的典籍散落各方，无价瑰宝不能尽其

用，几代煤炭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很好的在新时代发挥应有的功能，

确实令人痛心！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煤炭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勇于担当了煤

炭行业修志存史工作重任,煤炭第二轮修志工作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特别是以中国煤炭史志专家吴晓煜等为代表的史志人，以超前的思维、

创新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支撑起现阶段煤炭行业的修志存史任

务。不仅要修好志，而且要收集散落各方的煤炭史志著作，编纂《总

目提要》，建立煤炭史志馆。这是更全面、有创新、补空白的浩大工程。

为使全行业都积极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他们宣传广泛、发动有力：

从编写《修志指要》到《盛世修志铭》，从创作“新时代的修志人”（歌

曲）到《修志“三字经”》，这些宣传作品无一不体现煤炭史志人修志

存史的用心良苦，极大激发了全行业修志征书的热情；他们全力以赴、

亲力亲为：矿区、井下到处留下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沉重的史志著作

他们一卷一卷搬到办公室，又一篇一篇进行整理登记，挑灯夜战，笔

耕不辍，古稀之年的修志情又怎能不感染千万煤炭人的心扉！ 

我们新时代的煤炭人都应全力支持修志存史工作，人人尽“守土

者之责”，为全国煤炭文献史志工作的发展与繁荣献计出力，做功在当

代利泽千秋的好事。《盛世修志铭》里说：事业未央，还看后浪，江河

万古，赓续无疆。 

《龙煤集团志》总编 姜明 2018.7.30 

今年 4月，《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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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委、中国煤炭学会史志委发出通知，开展煤炭史志著作征集，编纂

《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并筹建煤炭史志馆，这一利在煤炭事

业当代、功在煤炭事业发展千秋的抢救性工程，是传承煤炭历史、继

承煤炭遗产、弘扬煤炭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为煤炭企业和千百

万矿工珍存奉献、留存丰功的善举。 

煤炭史志著作，忠实记录了一代代煤炭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艰辛足迹和光辉历程，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精神，

是价值无限的煤炭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资产予以汇集、整理、保存，

使其得到更好的研究利用，使这些煤炭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传承，意义

十分重大和深远。我作为一名企业修志参与者深感欣慰，积极支持和

响应，期待煤炭史志馆早日建成。 

根据这项工作要求，龙煤集团专门召开了会议，做了安排部署，

全力支持完成有关工作，为史志著作征集、建好史志煤炭馆添砖加瓦，

献出微薄之力。同时，我们也正在构想筹建龙煤集团史志馆。龙煤集

团地处黑龙江省东部，所属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国有重

点煤矿都有着悠久的开采历史和厚重的煤炭文化底蕴，经历了清末、

民国时期的军阀和封建把头的盘剥，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硝烟战火的

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水深火热中的矿山、倍受奴役和压迫的矿工获

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代矿工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汗水

建设矿山，在解放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各个历史时期煤矿

的建设发展历程都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编写煤炭史和第一轮修志中

载入了各局、矿、厂、处等史册。由于体制变化、机构变动、人员交

替等种种原因，一些史志、资料已经散落各处或个人手中。对此，应

尽快组织进行全面收集，建馆集中保存，避免这些史志著作和宝贵历

史资料遗失。有关建馆方案正在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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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论坛 

《韩城矿务局年鉴》编委会编纂。编委会主任王斗虎、王家启，

主编秦掌奎，撰稿秦掌奎、权正民。三秦出版社 1997 年 6月出版，16

开本，精装，22.5 万字，印行 500 册。 

该年鉴是韩城矿务局的第一部年鉴。主要记载、汇编了矿务局 1991

年度的各项工作情况、文献及统计资料。设有特载、大事记、矿区概

况、生产、安全、建设、经营、管理、科技、教育、卫生、生活、文

体、党群、人物荣誉、单位简介等 16个类目，329 个条目。 

该局领导重视史志工作，1995 年编纂出版了《韩城矿务局志》

（1958-1990）。以后每年编纂一部年鉴。  （陈昌 2018.08.07） 

《中国乡镇煤矿》编委会编著。主编叶青、张宝明，编写组成员

方君实、王浩、贺佑国、卫代福等 14 人。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8 年 5

月出版。32开本，平装，34万字，印行 3000 册。 

该书是在1996年开展的全国乡镇煤矿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

的。前有总论，后有后记。全书分为历程、现状、前景、省区、典型

经验、文献及大事记等 6篇。 

该书是我国研究乡镇煤矿的第一部专著，全面反映了乡镇煤矿的

过去、现状和前景，并附乡镇煤矿大事记、有关法规和煤矿历年产量。

该书资料丰富，记述全面，具有研究借鉴价值。 （陈振 20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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