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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煤炭专业志、事业单位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 

2019 年 9 月 25 日，煤炭专业志、事业单位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在北

京煤炭大厦召开。《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主任、煤炭工业文献委

主任王显政出席会议并讲话。参会人员分别介绍了《中国煤炭科学技

术志》《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志》《中国煤炭选煤志》《中国煤矿文化

艺术志》《中国煤炭运销志》《中国煤矿文工团志》《煤炭信息研究

院志》编纂进度、出版情况和对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王显政指出，盛世修志、修志问道对于国家、民族、行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以此记录历史、总结历史和教育后人。煤炭行业先后

经过了两轮修志，第一轮修志得到老部长们高度重视，历时 10年完成。

第二轮修志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牵头，从 2012 年 7 月发文部署，2013

年 11 月绍兴会议全面启动编纂。到目前，规划的省级《煤炭工业志》、

专业志和企事业单位志的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取得重要成果。 

第二轮修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和突破：一是得到了国资委、国

家煤监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等各级政府和机构的支持。二

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各专业协会、学会结

合自身的工作特点，积极组织编纂专业志。三是形成了行业志（省级、

市县煤炭志）、专业志和企事业单位志的志书体系和工作格局，实现

了从志书到年鉴、大事记的全覆盖。 

王显政对参加专业志和事业单位志编纂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对

修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成果表示肯定，对存在的进度不平衡、保障条

件不足、资料搜集困难等问题提出建议。《中国煤炭体育志》《基建

工程兵部队志》已出版，《中国煤矿救护志》《中国煤炭地质勘探志》

《中国煤炭建设志》《中国煤矿文化艺术志》即将出版。要求各单位

加快进度，按照志书编纂规范和要求，保证质量，在年底前完成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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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稿。文献委要把工作进一步做细，加强协调、沟通和交流，主动

联系服务。抓紧制订志书、年鉴、大事记编纂标准，更好的发挥引领

和指导作用。积极开展“读志用志”活动，让志书活起来、用起来，

讲好煤炭故事，弘扬煤炭精神，发挥最大的效益，扩大影响，为促进

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于海宏） 

《黑龙江煤炭工业志》启动编纂会议召开 

2019 年 9 月 3 日，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牵头，与黑龙江

煤矿安全监察局、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在哈尔滨联合召开《黑龙江煤

炭工业志（1991～2010 年）》启动编纂会议。省内各产煤市（地）煤

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部门，龙煤集团及所属四个矿业公司、黑

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各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站)、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省地方煤炭工业（集团）总公司、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局等单位

主管史志编纂工作的领导及联络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贯彻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史志编纂工作的指示，对《黑龙江煤炭工业志（1991～2010

年）》编纂进行全面工作部署。 

《黑龙江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副主任、黑龙江省煤管局副局长

侯一凡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对第二轮修志工作进一步提高认识，加

大力度，加快进度，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修志资料收集整理及报

送工作，确保 2020 年 8 月末前完成志书的编纂初审工作。 

（本刊特约通讯员  张维正）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召开史志编纂座谈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在北京召开煤炭运销系统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研究启动《中国煤炭运销志》

编纂有关工作。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会长王显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纪委书记张宏，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历任理事长，山西、内蒙古、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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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陕西等重点产煤省（区）行业管理部门老领导，神华、中煤、

山东能源、淮南、淮北、龙煤等重点煤炭企业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

并讲话。杨显峰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煤炭生产力水平取得长足发展，

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

化，煤炭运销系统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为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编纂《中国煤炭运销志》，全面梳理和总结回

顾煤炭运销工作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得失，记录历史，传承古今，对推

动新时代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显政同志在讲话中，对煤炭运销系统多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他强调指出，煤炭运销系统一直是煤炭工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位重要、作用突出，为保障能源供应和推动市场化改革做出

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中国煤炭运销志》的编纂是一项开创性的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希望煤炭运销协会与有关产煤省（区、市）、

煤炭企业，以及各方面专家紧密配合，共同努力，高标准、高质量编

纂完成我国煤炭运销领域第一部专业志书。 （摘自《中国煤炭市场网》） 

《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动员培训会召开 

2019 年 9 月 6 日，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召开动员培训会，安排部署

《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对志书编纂业务进行集中培训。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常

务副组长霍励平主持会议。《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内蒙

古煤炭工业志》主编王晓波，《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副主任于海宏，

各旗区能源局局长，市能源局相关科室单位负责人，鄂尔多斯市煤炭

协会、各旗区煤炭协会相关负责人；大型煤炭企业的相关负责领导以

及各单位的志书编纂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编纂《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对于总结煤炭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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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提升推动新时代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 1

月 31 日，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成立。从煤炭管理部门到能源管理部门，

需要一部记录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发展历程的志书，反映鄂尔多斯煤炭

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各个历史时期开拓者的贡献，经市能源局党组

研究决定，启动鄂尔多斯煤炭志编纂工作。 

会议强调，凡是提供志书资料的单位部门，都要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指定专人负责，按照《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资料搜集提纲》《凡

例》和《行文规范》的要求，尽快收集整理本单位的相关资料。要认

真审稿，严格把好资料质量关，做好资料报送和后续的资料补充和修

改完善工作，按时完成任务，确保修志工作高质量、高效率按期完成。 

（本刊特约通讯员牛珍） 

▲煤炭史志书话 

《煤炭书话·序》——关于《书话》的话 

吴晓煜  2019.7.28 

见到这本《煤炭书话》，有的读者会有这样的想法：煤炭不就是

一块一块的煤吗？怎么会有煤炭书话呢？也有的朋友可能认为，煤炭

行业，是一个工业生产行业，不是搞研究学术、搞学问的行业，难以

同“书话”联系起来。这些看法的存在是正常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需要为《煤炭书话》作些解释与说明。

首先，中国的煤炭行业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且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晚

期，即 6000 年前，中国人民就认识和利用了煤炭。战国至秦汉时期，

用煤雕刻的各种工艺品就出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汉代就出现了开

采煤炭的记载，以后 2000 多年里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一直走在世界

前列。中国近代的煤炭工业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仍

然顽强发展。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煤炭工业与矿工为民族的解放，

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煤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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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得了新生。在毛主席开发矿业号召的引领下，煤炭工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煤炭工业的主要地位越发重要与凸显。煤炭在我国一

次能源中的比例一直占 70%以上。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煤炭工业快速、高速发展，实现绿色、安全发展，中国由煤炭大国，

成为了世界煤炭强国。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的煤炭文化强国。煤炭

行业是重视文化建设的行业，又是文化成果、文化产出极为丰硕的工

业行业。记录了中国五千年煤炭文化史的各类著作，汗牛充栋，煤炭

之书如天上星辰。因此关于煤炭之书的《书话》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煤炭人的一个愿望。在中国煤炭行业出现一部或多部《书话》是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那么《书话》类的著作，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据我所知，见到

的一二十种冠以书话之名者，其内容驳杂繁纷，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目前也没有关于“书话”的专门著作。其所涉的内容大致包括：书的

序跋，书的介绍与推荐，读书札记，书的本本源流，书的蒐集流转过

程，藏书家事迹，书之优劣比较，书的装帧、封面、插图，甚至藏书

印、票及书籍广告语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此看来，就

内容而言，《书话》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在书写形式上，不拘一格，

可长可短，比较灵活。有学术价值较高者，也有侧重普及者，大多形

式活泼，可读性、知识性较强。许多书籍虽不称《书话》，但可归入

“书话”一门。有的《书话》是自己写、自己编的。如晦庵（唐弢）

的《书话》（北京出版社 1962 年 1 月出版），李庆西的《人间书话》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5月出版）。也有为别人（名人大家）选编

的。如钟叔河为周作人选编的《知堂书话》（上下两册，岳麓书社 1986

年 4 月出版）、钱谷融组织并主编的一套共 12 册书话，每册的具体编

者及出版时间并不相同。这 12 册分别为《林琴南书话》《周越然书话》

《林语堂书话》《刘半农书话》《顾颉刚书话》《胡适书话》《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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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书话》《郁达夫书话》《梁启超书话》《王国维书话》《刘师培书

话》《蔡元培书话》。 

综上所述，我认为书话者，谈书之话也。其唯一前提就是作者必

须读过此书（不一定拥有此书），在读的基础上，有话要说，命笔成

文，汇而结集，印刷出版，飨之于世，供读者参考，这就是书话。由

之视之，书话类文章、以及《书话》之书，并不神秘，书话文章的写

作也没有什么秘诀。但这决不能认为，《书话》写作可以随意为之，

人人可以为之。不读书者，不可以写《书话》；读书浅尝辄止，不深

明书之义者，不可以写书话；不爱书，对书缺乏敬畏之心者，不可以

写书话；故弄玄虚，猎奇逐利者不可以写书话。至于为名人选编《书

话》者，虽不一定把主人的全部著作通读一遍，最低要求也要把应选

尽选的文章读过一遍。而且应有一定的标准，予立章法，加以比较，

精选细编，悉心任事。那种把凡与书沾边的文章一律录入，不问其价

值几何，甚至纯以迎合市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最早的《书话》是哪一部？本人学疏才

薄，对此并不清楚。但一个事实是，书话并没有成为一个专用名词，

专以《书话》名的书籍并不多见，并未形成体量庞大的书之一系。大

概唐弢（晦庵）先生在 1962 年出版的《书话》可能是比较早的吧。他

在 1945 年春天就开始写《书话》，并在《万象》上开了专栏。如果把

读书记录成“书话”的话，古人的各种读书札记则起源就很早了。进

而言之，如果序跋类文章属于书话的话，那么，司马迁《史记》中的

“太史公自序”，当是书话文章。既然我不清楚此事，就不再啰嗦了。 

还是回到《煤炭书话》这本书吧。笔者早在读大学时，就对古人

读书、集书、藏书等笔记类杂书产生了兴趣。1963 年买到了晦庵《书

话》之后，很喜欢读而不释手，对我启发很大，也产生了写点这类文

章的想法。“文革”中读书时间较充裕，随手写了一些，惜今天已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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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存。2018 年，我从事煤炭史志编纂工作，接触大量煤炭史志著作，

并全力尽心加以搜集。几千册煤炭史志著作摆满了一两个房间。为使

其不致散失，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领导王显政、梁嘉琨拍板决策，设

立了煤炭史志馆，并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将于年底

出版）。在编纂《总目提要》过程中，对于史志著作中存史与使用价

值较高者；或在史志著作中具有较高地位、影响较大者；或特色明显，

别具一格者；或成为孤本，搜寻不易者，以及设立史志馆与《总目提

要》中可点可记之事，撰述成文，连同数年前的一些相关序言、前言

等有关文章，凡   篇，汇成一册，封梓出版。 

本《书话》共分五集：序言摭拾、集书纪事、著书谈丛、读书小

扎、史志馆杂说。其文章内容主要在煤炭史志著作（含图册、年鉴、

资料汇编等）的范围，少部分为其他著作，但均系煤炭，故名为《煤

炭书话》。煤炭史志著作是中国五千年煤炭历史的忠实记录，展示了

中国煤炭工业博大而独特的文化成果，传播了煤炭贡献、煤炭智慧、

煤炭精神，是价值无限的文化宝藏，是推动煤炭工业不断前进的文化

动力与正能量。编写本《书话》的目的，就是为让煤炭史志著作薪火

相传，光大煤炭历史文化，推动新时代煤矿文明建设新繁荣，贡献点

微薄的力量，为之摇旗呐喊，敲敲边鼓，发点光热，仅此而已。在全

国煤炭行业，这本《书话》当是引玉之砖，以期引出更多的高质量《煤

炭书话》问世。 

撰写《煤炭书话》虽有正当性，但著者的水平及精力所限，故本

书与名家的《书话》有天壤之别，不可比肩。《煤炭书话》本非学术

之作，说到底就是一本“闲书”，读者闲在时，随便翻一下，如能得

到一小点收获，则是著者稍以自慰的事情。 

 

本期责任编辑  于海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