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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中煤新集志》通过终审 

2019 年 7月 31 日，《中煤新集志》终审会在中煤新集公司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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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中煤新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培，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孙成友及编纂人员等参加会议。评审组认为

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煤新集公司1989-2019年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内容充实、结构层次合理、语言流畅，体裁齐备，写法符合志书要求，

编纂质量较好，一致同意通过终审。陈培要求，编纂人员根据专家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和完善，编纂一部精品志书，为纪念新集矿

区开发建设 3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中煤新集志》编办） 

神东集团年鉴编纂工作有序推进 

神东矿区开发建设 30多年来，先后编纂出版了《神华东胜精煤公

司志》（1984-1998）《神华神府精煤公司志》（1981-1998）《神东

志》（1998-2008）《神东煤炭集团志》（2009-2015）4部志书。每一

部志书的编纂都是在机构整合变动后进行的，带有抢救性质，资料搜

集很不容易。为此，2017 年开始编纂年鉴。《神东煤炭年鉴 2017》编

纂历时一年，共 50 万字，收录图片 40幅，记录 2016 年公司改革发展

状况和所属各单位概况。与《神东煤炭集团志》在时间上做到了对接。 

2018 年继续年鉴编纂，发现各单位上报的初稿内容和上一年度的

内容相似度比较高，调整了编纂思路，决定编纂《神东煤炭集团年鉴 

2018-2019》合订本。2019 年 4月，神东煤炭集团下发《关于编纂神东

煤炭集团年鉴的通知》，落实了 60多家二级单位和机关部门的资料收

集、整理、报送任务，明确职责，落实到人。截至 7 月底，已形成初

稿 80 万多字。                  （特约通讯员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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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经验介绍 

不负使命 勇于担当 高质量完成《河北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  2019.5.13 

一、修志工作的简要回顾 

1. 明确牵头部门、建立编纂机构。《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

编纂<中国煤炭工业志>有关事项的通知》下发后，河北煤监局主动承

担起编纂工作牵头部门的重任，与河北省煤炭安全管理局、河北省煤

炭协会共同组织，联合省内煤炭企事业单位组成了《河北煤炭工业志》

编纂委员会。编委会主任由河北煤监局局长担任，副主任和委员分别

由省煤炭管理部门及全省和驻冀各煤炭企事业单位一名领导担任。 

2. 召开会议、动员部署。 2014 年 2 月印发了“关于组织编写《河

北煤炭工业志》系列志书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河北煤炭工业

志》的定位、编纂工作组织、编写原则、编纂要求和编纂委员会组成

名单。3 月 28 日，在石家庄召了全省煤炭行业第二轮修志工作动员大

会，省内和中央驻冀 45 个煤炭企事业单位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印

发了《河北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征求意见稿）。会后各单位、部

门积极行动，认真落实人员、经费、责任、时间等，修志工作紧张有

序展开。 

3. 下达任务书、明确提供资料要求。根据编写大纲，针对各参编

单位性质、特点及对资料内容的具体要求，编委会先后向有关单位、

部门印发了提供资料任务书 38份。截至 2015 年 3月有 36个单位提交

文字资料 600 多万字，照片 180 幅。 

4. 落实编写人员，组织志稿编纂。按照编写大纲对提供的资料进

行分类，以便各篇章编纂人员采用。编委会从全省煤炭系统挑选了 10

位熟悉煤矿相关业务、有较强文字水平、经验丰富的编纂人员。2015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编写人员工作座谈会，对志稿编写要求、任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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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稿时间等进行了安排部署。此后，总纂和编办采取工作调度会、

组织巡查等方式对编写工作进行督查指导，确保初稿提交时间和质量。 

在编写工作过程中，编办千方百计，多方收集，又为编写人员提

供了 100 多万字的资料。2015 年底完成初稿，编办组织 5位同志对 11

篇志稿进行交叉修改，到 2016 年 2月至 4月陆续将修改后的第二稿提

交总纂审查。2016 年 7 月完成送审稿，8 月 9 日，通过了《中国煤炭

工业志》编委会组织的终审。 

二、几点体会 

1. 河北煤监局领导的重视是关键。煤监局党组在全国煤监系统率

先承担起牵头修志重任。时任局长秦文昌与继任局长周德昌亲自担任

编委会主任，并在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保障。 

2. 全省煤炭系统大力支持、团结协作是基础。煤炭系统各单位、

部门发扬煤炭大家庭的情怀，大力支持编纂工作。主要领导担任编委

会成员；选派具有较强协调能力的同志负责联络工作；积极为《河北

煤炭工业志》编委办提供资料。 

3. 总纂在修志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纂徐英旺在三年

多的时间里，总纂既谋划全书、又亲自操刀，撰写了体制与机构、概

述、前言等重要篇章，并完成全志的统稿；既亲自督促各单位按时、

按要求提供资料，又直接协调编写进度、平衡各篇章间内容。 

三、突出“两个特色”是编写精品志书之要 

志书具有鲜明的河北特色和时代特色。如在河北煤炭企业老矿区

产业升级、转型发展方面，对开滦集团打造“一基七线一区”产业格

局、冀中能源集团“力举主业、助推多元”，打造“一体两翼”战略

格局进行了突出和详细记述；对河北省各级政府认识早、行动快、下

大力关闭整顿乡镇小煤矿方面，对历年关闭小煤矿的政策措施、关闭

数量进行了突出和详细记述。   （摘自河北煤监局经验交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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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史事寻踪 

“他们特别能战斗”精神的由来与发扬 

陈昌  2019.6.18 

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到：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

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罢工运动，如

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

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

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

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

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

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以开滦煤矿为例：1916 年开滦煤矿被英国资本家骗卖到俄国服役

的许多矿工，不但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参加了俄国的工

人赤卫队和红军，有的还聆听过列宁的讲话。回国后把俄国革命情况

在矿区到处传扬：“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赶走了资本家，工厂归工人

管了。”对激发矿工的革命觉醒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22 年 10-11

月开滦煤矿三万余人举行了“五矿联盟”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

洋军阀对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

最后，统治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就这样在斗争中诞生了。这种充分展示开

滦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从其诞生之日起，

就始终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发展着、延续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更发展成为整个煤炭战线的革命精神。 

 1964 年 6 月 26 日，全国工业战线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

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照相时开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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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魏章被安排在第二排中间，恰好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身后。

毛主席回过头来问：“你是地方干部吗?”魏章同志赶忙回答：“是，

是开滦煤矿来的！”毛主席说：“好啊，煤矿工人好！” 

1968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开滦等十五个煤矿的会议，研

究如何把煤炭生产搞上去，以满足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

的最低要求。毛主席在 5月 20 日、6月 10 日两次接见与会代表。周总

理召开 3 次座谈会，多次表扬开滦，说开滦是模范，当模范的红旗就

不要倒下去。这次会议后，开滦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煤炭生产产量不

断提高。周总理称赞开滦矿工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1973 年 12 月 18 日，新华社在报道开滦煤矿时，以《“他们特别

能战斗”一一记开滦煤矿的革命矿风》为题，首次将开滦矿工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所表现的革命精神用“特别能战斗”来表述，是开滦人

克服困难与挫折，永不服输的精神。 

1975 年 10-11 月，煤炭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5000 人参加全国

煤矿采掘队长会议。会议树立了全国煤矿的“十面红旗”，部长徐今

强作了《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报

告。报告首次阐明了发展煤炭工业必须建立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

的队伍，并把队伍建设扎根在基层，提出了“特别能战斗”队伍的七

条标准。这次会议是煤炭工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对煤炭

工业的发展和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弘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6 年，煤炭部决定创办《他们特别能战斗》月刊（1983 年改为

《中国煤炭报》），主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煤矿工人吃苦耐

劳、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等。 

“他们特别能战斗”不仅叫响了全国，而且更是全国煤矿工人牢

记使命、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创新发展精神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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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史志书话 

难得的《湖南煤炭资料汇编》 

吴晓煜 2019.7.23 

古人讲，集书大不易，对此我深有体会。而得到 1974 年编纂的《湖

南煤炭资料汇编》两个分册，就颇能说明问题。 

在设立煤炭史志馆，征集煤炭史志著作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湖

南有这样珍贵的《煤炭资料汇编》，因而此书没有纳入征集目录。但

事有凑巧，2019 年正月初三晚上，我在湖南株洲市一个饭馆吃饭。饭

馆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饭菜迟迟不上来。我到饭馆对面河边的人行

走廊溜达，有几个旧书摊。我一边翻看书籍，一边向摊主打听有无志

书，听到没有的消息，感到失望。但旁边一个摊主告诉我他家中有一

本《湖南煤炭资料汇编》，是文革后期的，要 700 元。知道此消息，

兴奋异常。但天色已晚，遗憾作罢。 

回京后，请陈振同志在孔夫子网上查一查，发现有 4本（4个分册），

每本 700 或 800 元。很想买，但价格较高，有的同志建议先请湖南同

志帮助找一找，等一等再买吧。 

2019 年 7月 18 日，我又提出此事，实在等不了了。陈振同志查到

有 5个分册，其中两个分册各 300 元左右，故立即从网上买下。 

2019 年 7月 22 日（周一）上午《湖南煤炭资料汇编》（益阳、常

德、岳阳分册）寄到。下午我在办公室等到 7 点，《湖南煤炭资料汇

编》（郴州分册）送到。朝思暮想几个月的两部《湖南煤炭资料汇编》

终于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像见到“亲人”一样，翻阅发黄的书页，抚

摸带点灰尘的封面，看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感慨系之，

心中五味杂陈。 

从这两册《湖南煤炭资料汇编》得知，该《汇编》由湖南省革命

委员会煤炭工业局编纂，成书于 1974 年 12 月，印刷于 197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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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开本，布面精装。郴州分册为 100 页，益阳、常德、岳阳分册为 74

页。但图和表不列页码，其页数超过文字页码。 

这套《湖南煤炭资料汇编》共有 1 个总册和 8 个分册。总册收录

湖南全省综合性资料，另外 6 个分册记录邵阳、湘潭、衡阳、零陵、

黔阳和湘西自治州等产煤地区（市州）煤炭资料。每册内容包括

1949-1974 年的地质报告和生产建设、历史资料等 3个部分。统计资料

包括煤炭产量、工效、电力与坑木消耗、成本等 5 个指标。全套《汇

编》涵盖湖南 104 个矿区、10 个地区（市州）的各类资料。另有各类

图片 268 幅、表格 700 余张，文字量约在百万字以上。其资料具有系

统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套《汇编》的编纂工作是在文革后期的 1974

年，“四人帮”正在台上得势、台下横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名称叫

“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湖南省煤炭工业局能够

力排干扰，动员全省煤炭行业，包括地质、生产、建设、各地市煤炭

部门、各煤炭企业等各方面的力量，广泛搜集资料，调查核实，分册

汇总编辑，精致印刷，这不仅需要远见和魄力，更需要勇气，是冒着

较大的政治风险的。这是令人佩服和起敬的，是非常难得的。 

这套 9 册的《湖南煤炭资料汇编》编纂工作严肃、严谨，是我国

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省级《煤炭资料汇编》。这套资料对于推动湖南

的煤炭开发事业，缓解湖南煤炭严重紧缺的局面，扭转我国北煤南运

的格局，推动湖南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汇编》

上印有“机密”二字，印数较少，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更显其珍贵，

应该倍加爱惜，妥为保管，永久收藏，传之后人。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