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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3 个煤炭工业遗产入选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目录 

2019 年 4月 12 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共同发布第二批 100 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

保护名录中，有 3 个煤炭工业遗产入选：井陉矿务局（含井陉矿、正

丰矿）、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电厂。 （于海宏）                   

《山东能源集团志》首发暨《年鉴》编纂会召开 

2019 年 3 月 18 日，《山东能源集团志》首发式暨《山东能源集团

年鉴》编纂动员会在泰安召开。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副书记田志锋到会

讲话。会议对《山东能源集团志》编纂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先进单位、

部门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对编纂《山东能源集团年鉴》进行了

安排和部署。 

田志锋指出，《山东能源集团志》是山东能源集团编纂的第一部志

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可喜可贺！

全书近 200 万字、570 余幅照片，图文并茂，记载了山东能源集团的发

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具有存史、资政的重要价值。这部志书对于总结

企业经验与智慧，探索大集团改革发展规律，汇聚砥砺奋进正能量，

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主要领导重视关心，办公

室及时协调，给予充分保障。各单位、部门通力配合。特别是收集资

料、撰写初稿的 160 多名同志，以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一丝不苟，

任劳任怨，废寝忘食，付出了辛勤劳动。这部志书是各级领导重视支

持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众手成志的硕果。也为今后修史编

志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在这次会议上启动了《山东能源集团年鉴》的编纂工作，落实了

责任，并要求实现续编年鉴常态化。  （本刊特约通讯员 孙卓龙） 



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通过终审 

2019 年 3月 15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终审会在平顶山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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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编办主任陈昌，《河南煤炭工业

志》编委会主任陈党义、执行总纂张利亚及评审组专家，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张友谊以及编写人员等参加会议。 

评审组经过认真评审，同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通过终审。

认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志》全面记述了 1991-2015 年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编纂指导思想正确；体裁完备，结构合理，具有

特色；资料充实，记述清晰；语言朴实，行文规范，符合志书编写要求。 

张友谊在讲话中对《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煤炭文献委的关

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对评审组专家认真阅稿、客观评审表示感谢！下

一步，集团公司将根据评审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修改，打造一

部经得起无愧当代后世的良志。  （本刊特约通讯员  赵冬梅） 

▲煤炭史事寻踪 

编者按：本刊自本期起，与煤炭史志网同时开设“煤炭史事寻踪”

专栏。欢迎广大煤炭史志工作者不吝赐稿，并对本专栏提出改进的意

见与建议。对于本专栏刊出的作品予以批评指正。 

83 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向煤炭工人学习”  

吴晓煜  2018.12.15  

今年春节期间，我又一次到湖南韶山市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故居。

那天细雨蒙蒙，车辆拥街塞道，行人摩肩接踵，不同年龄、肤色的人

潮，涌向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讲：“都是来给

毛主席拜年的，从大年三十夜间就是这样。”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伟

大人物的出生地都没有毛泽东故居这么宏大的场面、这么多的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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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旅馆，翻看所带的毛泽东与煤矿、煤炭工人的资料，感

想颇多。做为一个煤炭职工更加深切体会到他与煤矿的久远渊源，与

煤矿工人的深厚感情。 

大家知道，在 1921 年党的一大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把革命活

动的一个重点放在了煤矿。仅 1921 年至 1923 年 4 月就 6 次到安源煤

矿。在他的领导、组织下，1922 年 2 月安源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产业

工人党支部。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大批煤矿

工人参加秋收起义，投身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对于煤矿在中国革命

中的重要地位，对煤矿工人的贡献与牺牲，有着深刻而明确的认识。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

就提出了“他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著名论断。概括了煤矿

工人的精神实质与特色。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立即着手整

理煤业。军队、边区政府、中央机关团体相继组织开窑挖煤。对于保

障延安用煤，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和重视的是，毛泽东在 83 年前即 1936 年在延

安就提出了“应该向煤炭工人学习”的这一重要要求。 

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回忆，1936 年 8月 13 日下午，

毛泽东与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童小鹏谈话。此前，组织上决定调童到军

委二局工作，他有些想不通，要求继续在红军大学学习。毛主席对他

耐心的说：组织分配了一项工作，不能随便不做。如果大家都这样，

那不是连仗也打不成了吗？稍停，毛主席又以煤炭工人挖煤为例，意

味深长的说：我们不是在瓦窑堡住过吗？瓦窑堡的煤炭都是煤炭工人

从那黑乎乎的坑道里，一镐一镐的挖，又一筐一筐的背出来的。如果

煤炭工人都怕苦怕累，不去挖煤，那么陕北老乡煮饭、烧炕就很困难

了。若是全国煤炭工人不挖煤，那么轮船、火车、工厂就都开不起来

呦！...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嘛！毛主席又加重了语气说：“应该向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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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学习”！当时童小鹏思想上受到震动和教育，转变了想法。这句话

一直记在童小鹏的心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向煤炭工人学习”，掷地有声，用意深刻，意义重大。充分说明

毛泽东对煤炭工人感情深厚，视之为革命中坚力量。他始终认为煤炭

地位十分重要，认为煤炭工人不怕苦，不怕累，能忍耐，贡献大，斗

争性强，“特别能战斗”，所以才要求“向煤炭工人学习！”。这一要求

不仅体现一个领袖对煤炭工人的真诚热爱与敬重，也是对延安军民以

及全国人民的要求。 

“向煤炭工人学习”的要求，虽已过去了 83年，但在今天仍有巨

大的现实意义。做为新时代的煤炭职工，我们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充分发挥煤炭工人固有的特别能战斗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为祖

国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引用了《工人日报》记者刘军、《煤矿工人》记者程豁

1982 年的访谈文章和煤炭史志馆藏《延安煤炭志》、萍乡煤矿的

有关资料，特致谢！） 

▲煤炭史志馆论坛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黑龙江省志·煤炭工业志》总纂 张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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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戒后世的重要作用。开展全面征集煤炭

史志著作，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设立煤炭史志馆，是

利在煤炭事业当代、功在煤炭事业发展千秋的抢救性工程，充分展示

煤炭志书的价值及永恒魅力，准确呼应了时代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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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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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矿工珍存奉献、留存丰功的善举。此项工作对于巩固编史修志成

果，推动当前煤炭行业修志工作，推动煤炭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

文化凝聚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

义。我作为《黑龙江省志·煤炭工业志》修志参与者，积极响应、全

力支持完成有关工作，为史志著作征集、建好煤炭史志馆献出微薄之

力，并热切期待煤炭史志馆早日设立。 

由于煤炭体制变化、机构变动、对史志著作保管不当、存史意识

不强等诸多原因，致使各地、各单位档案资料管理不善，某些文件和

资料未能按规定及时整理归档。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建议尽快组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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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遗失。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的

领导下，煤炭行业一直重视煤炭史志工作，煤炭行业史志工作者辛勤

耕耘、埋头苦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把这些成果予以汇集、保存、

传承，是新时代煤炭人的文化使命、政治责任。全国煤炭系统德高望

重的史学界泰斗、二轮修志领军者、《中国煤炭工业志》总纂吴晓煜司

长为实现建立中国煤矿史志馆的宏愿，不顾七十五岁高龄，呕心沥血、

执着追求、运筹帷幄、亲力亲为，常年奔波于产煤省市和有关煤炭企

业，悉心指导督促煤炭工业修史编志，并组织力量秉笔撰写《中国煤

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老先生献身史学，专心为煤炭人树碑立传的敬

业精神实在令人赞叹和钦佩，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与楷模。前不

久我进京查阅搜集有关史志编纂资料，吴司长在百忙之中，不辞辛苦

鼎力相助，并亲耳聆听他老人家对煤炭史志编纂工作的意见，对我感

触颇深。通过编写煤炭史志可把前人的智慧和历史经验传承下去，古

代的《史记》《四库全书》等对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直起着不

可估量的作用，今天煤炭史志记载着煤炭行业前人的智慧精华，真实

地记录着煤炭人为事业奋斗的历程，是无价的文化之宝和珍贵的文化



7 
 

资产，是传承煤炭文化的重要途经。煤炭人应该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我虽然身体欠佳，但愿为煤炭工业发展添砖加瓦发挥余热。黑龙

江省煤炭行业将认真组织史志著作征集工作，力争早日把黑龙江煤炭

历史运用多种形式展示出来，永久保存，以示后人。（2019.4.10） 

两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汾西矿业集团志》副主编  李 毅   

欣闻设立煤炭史志馆以及编纂出版《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

的好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煤炭行业历来就有修史修志的光荣传统，

数十年来编纂了大量的史志著作。我曾经参观过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国

煤炭博物馆，看到其中收藏的一些煤炭企业史书和志书，同时也产生

了若干遗憾：一是限于博物馆业务范围和自身条件，博物馆对煤炭史

志著作很难收集齐全；二是一般来说，博物馆的收藏品仅供参观，在

提供查阅方面有诸多不便。三是博物馆与史志编纂虽然有联系，毕竟

不是同行，这就限制了对煤炭史志著作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如今经过吴晓煜等同志的不懈努力，煤炭史志馆已收集煤炭史志

著作近 3000 册。煤炭文献委办公室和《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又组织

人力，借鉴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办法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

目提要》，为每一本史志书籍做了“身份证”，建立了煤炭史志文化总

册。对于全国煤炭史志工作者来说，这真是两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我从 2006 年退休后，即投身于企业史志编纂工作。先是负责为《山

西煤炭志》资料，后来担任了《汾西矿业集团志》副主编，还参与《山

西焦煤集团志》的编纂工作，又担任《汾西矿业集团年鉴》特邀编审。

我们基层史志工作者在编史修志的工作实践中，常常需要参考前人编

纂的史志著作，学习借鉴兄弟单位编史修志的成功经验。有了煤炭史

志馆和《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相当于为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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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史志著作真实地记录了数百万煤炭人为煤炭开发事业奋斗的艰难

历程，记载着煤炭行业数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具有无可

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全国煤炭企业继承光荣传统，弘扬企业文

化，教育广大职工，也是极好的教材。 

当前，互联网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快速地改变我们的一切，也改变

着史志工作的模式、方式。因此希望我们煤炭行业的史志工作与时俱

进，应势而变，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在煤炭行业已建立史志网站、微

信公众号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国家制定并推行的“互联网+”战略，

实施“互联网+煤炭史志工程”，逐步实现煤炭史志馆所收集的煤炭史

志著作可以在网上查阅。这样就能使基层煤炭史志工作者足不出户即

可纵览全国煤炭史志著作，查找各类煤炭史志资料，接受煤炭史志文

化的熏陶。    （2019.4.15） 

▲煤炭史志著作提要选登  

《同煤马脊梁矿矿史》（1949—2009） 

《同煤马脊梁矿矿史》编辑委员会编。编委会主任于大海、张勇，

副主任薛玉荣。策划及编辑王生宝。2010 年 5 月内部印刷，大 16开本，

精装， 410 页。 

该志上限追溯至 1949 年马脊梁矿建矿，下限止于 2009 年 12 月。

该志前有序、脊梁赞、凡例、大事记，后有附录，分为矿井自然地理

环境、解放前的马脊梁小煤窑、解放后三次矿井改扩建、改扩建后发

展概况、矿井生产、安全质量标准化、经营、“多种经营 基本建设”、

党务、群众工作、“科教、文卫、计生”、职工生活福利、基层单位简

介、人物等 14 篇。        （尹忠昌  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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