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9期（总第 109 期）

煤炭工业文献委、史志委秘书处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30 日 
 

目    录 

▲标题新闻 

《中国工业史》编纂工作交流会在江西召开 

 煤炭史志著作征集工作进展良好，总量达 1500 册 

《江西煤炭工业志》将于年内终审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志》编写大纲通过评审 

▲史志工作动态 

《湖北煤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河南能源永煤控股公司召开修志动员和业务培训会 

▲史志工作研究 

 关于煤炭史志著作提要的撰写工作（吴晓煜） 

▲史志论坛 

 征集传承史志著作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乔乃琛） 

 煤炭情怀与文化传承（顾建设） 

 同心协力建好煤炭史志馆（宁新民） 

 

邮箱:mtshizhi@163.com  

煤炭史志网：mtshizhi.cn 



2 
 

▲史志工作动态 

2018 年 9 月 12 日，《湖北煤炭工业志》终审会在武汉召开。会议

由《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解宏

绪主持。《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纂吴晓煜，《湖南煤炭

工业志》主编周革忠，《江苏煤炭工业志》主编童春平、《河南煤炭工

业志》执行总纂张利亚、《山东能源集团志》总纂孙卓龙、《中国煤炭

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等评审组成员，湖北省能源局煤炭处处长

邹进华、《湖北煤炭工业志》总纂饶玉斌、湖北煤监局、湖北煤炭地质

局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评审组认为：《湖北煤炭工业志》全面记述了 1991-2010 年湖北煤

炭工业的历史和现状。观点正确，地方特色鲜明；篇目设置较为合理，

体裁完备；重点突出，文字通畅，符合志书编纂要求。同意《湖北煤

炭工业志》通过终审。                   （于海宏） 

2018 年 9月 12 日，河南能源永煤控股公司召开修志工作动员会议

及讲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主

任陈昌，为公司机关各部室、基层各单位修志负责人和修志人员，讲

解修志总体要求，企业修志意义，对公司所有修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陈昌围绕国家及煤炭行业对修志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修志工作的

重要意义、修志实例，修志大纲编写、修志规范、注意事项等作了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讲解，具有可操作性，对修志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这次会议是公司成立 34年来的第一次。公司党委副书记上官建民

主持会议进行动员讲话。公司本部 80 多人，外部子公司 30 多人参加

了现场听课和远程视频听课。       （本刊特约通讯员  白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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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研究 

关于煤炭史志著作提要的撰写工作 

吴晓煜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做好史志著作提要的撰写工作，不仅必要、重要，且有紧迫性。

此举不仅是搞清煤炭史志成果家底，编纂出版《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

目提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对于开展学志、用志活动，保存煤炭历

史资源，盘活文化资产，并使之永久传承，促进煤炭工业改革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为此，对撰写提要工作必须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认真严肃地做好这项泽今惠古之工作。 

一、提要的基本内容 

1.标题。 

以史志著作书名为标题，加书名号。书名后注明两点：一是初稿

或二稿、评审稿；二是上下限，加括号。要注意个别著作的书名与上

下限，在封面、扉页、凡例、编纂始末中有所不同，应予仔细鉴别。

书名以封面所印为准，上下限以凡例标示为准。 

2.著作基本概况。 

（1）编纂单位或著者。可以写编纂单位名称，也可以写编委会。

写明编委会（领导小组、编撰小组、编写组）主任（组长），主编、副

主编、主要撰稿人员（或编辑）名单。 

（2）版本情况。写明出版单位及出版、印刷时间。不是出版社出

版的，注明印刷时间。凡经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内部印刷的，注明“内

准印”，加括号。开本、精装或平装、字数（未有明确字数注明页数）

及印刷册数。打字油印本要予注明。 

以上两项作为提要的第一段。 

（3）主要内容。概括其主要篇目，内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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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著作特色。简述其值得借鉴的做法，画龙点睛式点评。存在

明显不足的予以指出。 

（5）注明续修或重修。 

二、五个必须做到 

1.弄清该单位简要历史沿革。如有必要可写入提要，供读者参考。 

2.全面审读封面、扉页、版权页、序言、凡例（编写说明）、目录、

编纂始末（后记、编后语）。弄清其编纂过程、编者（编委会、编办、

编辑、撰者）、版本、字数、印数等基本情况。 

3.研究篇目设置，把握其逻辑关系及内容重点。 

4.翻阅该著作五分之一以上的内容，评价其质量。 

5.弄清该单位都有哪些史志著作。对前后志、前后史加以对比。 

在以上五个做到的基础上撰写提要。 

三、撰写原则 

1.高度重视，认真严肃。充分认识撰写提要的意义目的。 

2.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以第三人称撰写提要。对史志著作及著

作权人要予以充分尊重，以文本为依据，客观评价，公正秉笔，言必

有据。文风要正，笔德高尚，不凭个人喜好予以褒贬，不妄议、不溢

美，不掩瑕疵。 

3.讲政治，传递正能量。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促进煤炭

行业文化建设为宗旨，使读者从中得到正能量。 

4.加强学习，提高水平。边学边干，以学促干，以干带学。提倡

多读书，善学习。不仅要学习史志基础知识，还要学点历史编撰学、

志书规范，了解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知识。所学要融会贯通，能

够举一反三。借鉴清代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成功做法。 

5.质量第一，坚持高标准。对工作有敬畏之心，一个字、一个标

点符号都要认真以对。不得敷衍塞责，马虎从事。以对历史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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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负责，对史志著作负责的态度撰写提要，经得起历史与读者检验。 

6.提倡奉献，艰苦奋斗。撰写提要工作十分辛苦，是看一个人是

否有吃苦精神、奋斗精神的试金石。要甘于奉献，默默耕耘，奋斗不

止。不计名利，不讲价钱。坚持不懈，团结合作，难中求进，众志成

城，志在功成圆满。 

7.与推动煤炭行业史志工作相结合。这是史志工作的出发点与落

脚点。把做好撰写提要工作与促进当前史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相互

促进，相辅相成。在撰写提要工作上发力，在史志工作中见实效。 

四、几个具体事项 

1.注明提要作者。一是每份提要正文之后在括号内写明作者及撰

写时间。二是在史志书籍扉页或适当位置注明提要作者姓名（盖个人

名章或签名）、时间（年月日）。不是个人捐赠书籍，不盖个人捐书印。 

2.提要初稿采取卡片式，一篇一页。以便于编目。 

3.书写规范。标题准确，段落清晰，文字戒冗用简，取精去繁，

明白通顺，辞要达意，不能言不及义。语言文采终应有，但不能刻意

求之。每篇提要以 200 字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 350 字。 

4.编好提要目录。编目工作十分重要，这是保证撰写有序，工作

不乱，资料不失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便于读者利用。编目以省区为目

录单元，按照凡例的有关规定，按类别把分类目录编制好。由于撰写

提要工作受到著作征集工作的制约，目录是动态的，应及时补充调整。 

5.相互配合，协作一致。撰写提要是个大工程、系统工程，是集

体共业，非一人之力、之功，需要大家共同完成。要统一步调，密切

配合，主动承担责任。一是严格遵循提要撰写规范和凡例的规定，保

持风格、体例一致，二是加强统纂工作，由总纂、副总纂统一修改。

三是相互学习借鉴、研究探索工作规律，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争取

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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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论坛 

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 乔乃琛 2018.9.5 

煤炭史志是全面系统记述煤炭行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文献，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承文

明、资政育人、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重要作用。全面征集煤炭史志

著作，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建立煤炭史志馆，是推进

煤炭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具体举措，对巩固编史修志成果，推动煤炭修志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一、重视史志工作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史志工作。毛泽东同志历来喜欢读地

方志，战争年代，每解放一座县城，他首先查阅县志了解县情、民情；

新中国成立后，专门成立了地方志小组。1956 年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

修志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

们，使人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创未来。李克强同志 2014 年做出

了“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 

煤炭行业一直重视史志工作。1981 年全国煤炭行业就开展了大规

模的煤矿史编写工作；1989 年、2012 年又启动了两轮修志工作。煤炭

史志工作者辛勤耕耘，埋头苦干，取得丰硕成果，把这些丰硕的成果

全部予以汇集、保存、传承，是新时代煤炭人的文化使命、政治责任。 

二、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史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之一。煤炭史志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自成一

脉、独树一帜，忠实记录着煤炭行业发展的大事，具有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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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煤炭史志著作、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建立煤

炭史志馆，展示其价值及魅力，为国存史、为民构筑精神家园，呼应

了时代要求，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煤炭文化走向

世界，增强文化凝聚力、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这是铭记煤炭工业辉煌历史的迫切需要 

我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煤炭的开发利用促

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煤矿工人为推翻三座

大山，建立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李大钊、毛泽东、李立

三、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深入矿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

运动。安源、开滦、井陉、淄博、枣庄等矿工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

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煤炭产量由 3432 万吨增加到近 40亿吨。

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煤炭产业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基础

上，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煤矿实现装备国产化、智能化

开采，煤机装备制造位于世界先列，引领了国际煤炭智能化开采发展

方向。 

一代又一代的煤炭人，为煤炭工业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乃至一生，

奉献了智慧甚至是一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和不朽成就，

使我国成为煤炭强国，这段辉煌历史理应被铭记。 

四、这是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

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

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史志是保存历史智慧、历史经验的无价宝库,在

揭示发展规律、资政辅治育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整理、积

累煤炭工业的文献资料，充分发挥煤炭史志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煤炭工业历史，汲取其中的智慧和营养，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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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光荣传统，为推动煤炭工业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山东煤炭行业编史修志工作历史悠久，相继完成两轮修志工作，

编写了省志、局、矿、厂、院、校志共 100 余部。我们将认真组织征

集工作，把全省煤炭史志著作尽快收集起来，早日把山东煤炭历史运

用多种形式展示出来，永久保存，以示后人。  （本刊有删减） 

贵州省煤炭行业协会副会长 顾建设 2018.7.30 

看到中煤文献委关于收集煤炭史志著作，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

作总目提要》，争取建立煤炭志馆的通知，心头莫名的有所感应。我知

道，这是为煤炭立事、立人，做具大公德的工程了。 

煤炭是我国能源的主体。煤炭产量从刚解放时的 3200 万吨发展到

2017 年的 35.2 亿吨；煤炭开采从肩拉手刨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化智能

化；煤炭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

无不见证着煤炭产业的一步步坚实发展的身影。更难能可贵的是，煤

炭作为工业的基础产品，作为国计民生必不可少的战略性大宗产品，

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煤炭人，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受的人。常年累

月工作在煤矿井下，与各种自然灾害斗争，忍受着黑暗、开采着光明，

是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 

而今，收集煤炭史志资料、建立煤炭志馆，不正是为煤炭事业歌

功颂德，为煤炭人树碑立传的大好事吗!中煤文献委这一举动，凝结了

全体煤炭人的愿望，也是体现煤炭人的情结，更将有利于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吃苦的煤炭人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衷心地为此鼓掌。 

作为煤炭人的一员，我辈当为此事业出一份力，做好力所能及的

事情。衷心祝愿这份功业早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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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炭工业志》总纂 宁新民 2018.9.13 

2018 年初，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

会组织筹备建立的煤炭史志馆，在全国几百万煤炭职工翘首以盼中，

成功运作了。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值得

广大煤炭职工和史志工作者庆幸的大喜事，可赞可贺！煤炭史志馆的

建立，不仅开创了煤炭工业有史有志无馆的历史新纪元，为煤炭史志

与文化著作提供了永久收藏的归宿，使煤炭史志工作者有了一处最佳

的精神家园，而且提升了煤炭工业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使煤炭工业

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丰富地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

地服务煤炭工业发展，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做出了大贡献！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是名符其实的“乌金”和工业的

粮食。我国是世界上煤炭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煤炭产量

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煤炭职工浴血奋斗，煤炭工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巨大贡献！几百万煤矿工人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为

国家为人民带来了光和热，他们的丰功伟绩理应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崇

高的地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理应受到

全社会的褒奖和肯定。煤炭人为社会和国家所做的奉献和牺牲，可歌

可泣，大地为卷，高山作笔，也难以概述。煤炭史志馆的建立，就是

为煤炭工业的巨大贡献树立了一道历史丰碑，就是为几百万煤炭职工

的无私奉献撰写了一部彪炳史册的壮丽传略。 

煤炭史志馆的创立，是一件新事物。万事开头难，要把它建成一

个容纳煤炭行业史志与文化著作的精神殿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丛林

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任重道远。我们十分有幸也十分感谢，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文献委、《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吴晓煜等一批有深厚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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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老领导精心谋划、组织协调、奔走呼吁、

千方百计、克难攻坚，促成了煤炭史志馆的建立运行，为后人开创了

一条通向文化殿堂的途径。众人拾柴火焰高，煤炭史志馆是所有煤炭

人自己的史志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把煤炭史志馆加砖添瓦！要依

靠全系统的力量，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类煤炭史志和文化著作收集起来，

广纳百川，不断丰富馆藏，成为名符其实地中国煤炭史志著作的集大

成之地。这项文化工程单靠少数史志工作者还远远不够，需要全行业

共同努力。 

陕西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地。改革开发以来，陕西煤炭工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煤炭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陕西又是我

国重要的文化发祥地，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文化底蕴深厚。陕西煤

炭人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被史志和文化工作者写进了史志和文化著

作中，理应汇聚到煤炭史志馆中。陕西煤炭工业文献与史志工作委员

会、《陕西煤炭工业志》编纂办公室在全省煤炭系统组织开展了征集煤

炭史志著作活动，在全系统煤炭史志与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收

集到一批煤炭史志著作。还有一些单位未收集齐全。我衷心希望陕西

煤炭行业的各级领导，都要从弘扬煤炭工业丰功伟绩和煤炭职工奉献

精神的大局出发，担当起应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下大力气，弹

好煤炭文化工程这根弦，让其为新时代发出最强音。进一步加强对煤

炭史志和文化作品收集与创作的领导，促进这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我热切期待全省煤炭行业史志工作同行，珍惜这难得的契机，不负广

大煤炭职工的信任和重托，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同心协力，认真收

集、整理、创作各类煤炭史志与文化作品，用我们的双手，为把煤炭

史志馆建成中国一流行业史志馆奉献绵薄之力！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