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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中煤大屯志》通过评审 

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以网络视频的

方式召开《中煤大屯志》评审会，组织专家对《中煤大屯志》（送审

稿）进行评审。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献委副主任陈昌主持会议。公司

领导向开满出席会议。 

向开满代表大屯公司向评审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参加评审的各

位领导、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2020 年 1 月份启动《中煤大屯志》编

纂工作，四个月来，在《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的指导下，

大屯公司强化领导、高效执行、稳步推进。编纂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

业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把关定向、明确的时间节点、落实责任到人，

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公司史志办和各单位、各部门工作人员精

诚团结、分工负责、尽心尽力，克服了新冠疫情影响、资料收集整理

等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业务培训、资料收集、史料长编，

三个月就拿出了《中煤大屯志》的送审稿，创造了大屯公司史志编纂

工作的新纪录。 

向开满表示，评审组领导和专家的指导意见和修改建议详实精准、

中肯全面，为下一步《中煤大屯志》的精编和出版提供了依据准绳、

指明了努力方向。大屯公司将按照评审意见和修改建议，深入学习编

纂要领，精细落实修改方案，从“精”上着手、在“优”上聚焦，从

“细”上发力、在“严”上求效，逐条梳理、分门别类、建立清单，

逐句排查、逐条落实、逐项修改，全力做好修改工作，力争编纂出一

部高质量志书，不辜负各位领导、专家的厚望。 

评审组认为，大屯公司高度重视修志工作，抓紧落实，精准推进，

各部门、各单位及编纂人员积极配合，克服了疫情影响，按时完成了

送审稿编纂任务。《中煤大屯志》全面记述了 1991-2020 年大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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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特色鲜明；篇目设置合理，

体裁完备；资料丰富，语言朴实，符合志书编纂规范。评审组同意《中

煤大屯志》通过评审。希望编纂人员认真研究有关方面和评审组的意

见及修改建议，举一反三，按照修志规范，对志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编纂一部高质量的《中煤大屯志》。 

志书编纂办公室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特约通讯员 王贺友 王宏震 张宜群 ) 

坚持疫情防控  推进志书编纂 

——福建能源集团积极推进企业志编纂工作 

    福建能源集团积极推进《福能集团志》编纂工作，5月 6日，福建

能源集团编纂办收到了来自权属企业福建水泥报送的第三次试写稿，

各权属单位也陆续向编纂办报送编纂进度表、企业大事记、照片及企

业简介及获得的荣誉等方面的材料。 

    自从 2020 年 2 月 28 日福建能源集团启动《福能集团志》编纂工

作以来，集团公司及时下发了《关于开展<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志>编纂有关工作的通知》，先后制订了《编纂方案》、修订下发了

《编纂大纲（第二版）》及《福能集团志 Word 文档行文规则》等规范

性文件，编纂办还适时将编纂志书相关材料推送到微信群。集团公司

一边做好疫情防控，一边按照一年完成《福能集团志》编纂工作目标

抓进度，通过每半个月报送一次《编纂工作进度表》，时时掌握了解

各单位的工作进度。编纂办还通过每周一期的微信《编纂简报》，将

了解掌握到的信息推送到微信群。同时，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编纂办

对福建水泥、福州美伦及安监部等单位的试写稿在网上进行点评，先

后与参与编纂人员共同探讨所承担编纂章节内条目设置等相关事宜。 

    日前，福建能源集团正着手邀请福建省史志办编纂专家、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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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编辑部人员对参与编纂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提高编纂人员的

业务水平，规范志稿编纂，提高志稿质量。根据《福能集团志编纂方

案》，3 月中旬至 6月中旬为分章节编纂阶段，集团公司所属许多单位

已经进入编纂试写阶段，按要求有条不紊地做好编纂工作。 

                             （特约通讯员 林清霖）  

抗疫斗志旺 修志显担当 

——山东能源集团抗疫期间持续修志 

    进入 2020 年以来，山东能源集团在坚持做好防疫工作同时，对修

志工作不松劲，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减少新冠疫情、煤炭市场下行

等不利因素对修志工作的干扰和影响，坚持抗疫斗志不懈、复产目标

不减、工作节奏不松、持续修志不辍，用真情和担当谱写了修史编志

新篇章。 

    山东能源集团是 2011 年 3月重组整合新矿、枣矿、淄矿、肥矿、

临矿、龙矿等六家矿业集团后成立的特大型能源企业。近十年来，集

团党委始终把修史编志作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

举措来抓，在集团总部不仅编纂了《山东能源集团大事记》、《山东

能源史话》《山东能源集团志（2010—2015）》，而且召开史志工作

会，出台了《关于加快二轮修志的指导意见》，引导各基层单位加快

修史编志的步伐。枣矿集团和淄矿集团于 2013 年，新矿集团于 2016

年分别完成了矿业集团二轮修志任务。临矿集团、龙矿集团二轮修志

预计今年全面完成。 

为了强化对史志工作的领导，2019 年 5 月份，山东能源集团专门

成立了史志办公室，挂靠集团办公室，并配备了专职中层干部具体抓，

有一名退休老同志协助抓。史志办成立后，在编纂能源集团志书的基

础上，学习借鉴神华集团、开滦集团的经验，开始编纂企业年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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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近一年的努力，第一部《山东能源集团年鉴（2016 卷）》已于 2020

年春节后进入排版校对阶段，6月底可以付梓出版。《山东能源集团年

鉴（2017 卷）》预计今年底可出版发行。  

    山东能源集团成立之前，各企业二轮修志发展不平衡，多数企业

进展迟缓，根本原因是缺乏编志人才。原来参加一轮修志的老同志退

休多年，对企业的发展变化了解有限，已不能担当二轮修志的重任。

年轻的同志情况熟，热情高，但不知如何下手。能源集团成立后，针

对修志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首先从培养修志人才下功夫，通过举办

学习班，深入学习吴晓煜编著的《修志指要》、陈昌编著的《煤炭修

志十讲》，逐步掌握修志要领和方法。同时找来《神华集团志》《枣

矿集团志》《淄矿集团志》作为范本借鉴参考。对修志单位撰写的编

纂大纲，通过召开研讨论证会、反复修改论证，以此来统一思路，凝

聚共识，达成默契，从而树立了“众手成志”的思想基础。能源集团

史志办的同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仅自己在干中学、学中干，而

且把总结积累的经验，认真向基层单位的修志人员悉心传授。近两年，

先后到基层授课 7 场次，培训学员 300 多人；帮助基层修改编志大纲

和志书初稿十余部。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能源集团总部和基层

单位培养了一批修志骨干，这就为企业持续修史编志提供了人才支撑。

在山东能源集团召开的第一部志书首发式上，有 25 名修志骨干受到能

源集团党委的表彰，2019 年 4 月有 8 名同志被中煤协会评为煤炭行业

第二轮修志先进个人。 

    修史编志是一项涉及企业存史资政育人、工作性质艰巨而繁杂的

企业文化建设工程。事实上，无论单位大小，能够修成一部志书绝非

易事。近几年，山东能源集团在推动企业修志的过程中，注意抓机遇，

乘势而上，尤其是在企业效益好时要尽早谋划修志工作；抓典型，以



6 
 

点带面，不断增强修志人的信心和决心；抓难点，排除干扰，遇到困

难不懈怠，咬住修志不松口；抓进度，赶前不拖后，不打修志持久战。

实践证明，这些化难为易的经验做法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在实践中探

索出了新时代国有企业修史编志的新路子。 

    2020 年是山东能源修史编志的攻坚年，全年预计有近 30部志书付

梓出版。上半年，这些志书正是修改完善的关键时期，但是，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的原来预定的编纂修改计划。特别是二三

月份居家隔离时期，给修志人员查找资料、交流研讨，造成一定困难。

面对疫情的干扰和影响，各修志单位力排困难，积极应对，想方设法，

加快编纂步伐。参与修志的同志矢志不移，彰显担当，单位不去居家

修，担当重任不推诿。新矿集团翟镇煤矿、华丰煤矿、孙村煤矿史志

办的同志采取轮流值班的办法到单位分头查找资料；临矿集团史志办

和会宝岭铁矿、邱集煤矿、王楼煤矿史志办坚持抗疫修志两不误。利

用 QQ 群、微信群进行沟通交流。临矿集团史志办主任王学兵亲自带队，

对正在修志的十多个单位逐一检查督促。目前《临矿集团志》和基层

矿处的 13 部志书都已形成初稿，正在精雕细刻，反复修改，预计在年

底前可付梓出版。龙口矿业集团历时数年编修的《龙矿集团志》正在

精心修改，下半年有望进行终审。     

             （特约通讯员  常纪伟 孙卓龙） 

▲煤炭史话 

《枣庄煤矿史》和甘泉寺窑神庙碑 

胡尘白   2020 年 4 月 28 日 

一、“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一语，出自“皇清嘉庆六

年(1801 年)岁次辛酉夏六月谷旦立石”的枣庄龙窝寺《创建窑神庙记》，



7 
 

是枣庄地区开窑采煤的最早记载。清人刘岳云(1849 一 1917）在所著

《矿政辑略》中肯定了枣庄煤矿历史上的这一时间节点：“峄县煤井

之凿，前此(万历中)未有。” 

二、首先把《创建窑神庙记》引入现代煤炭史志的是 1959 年出版

的《枣庄煤矿史》：“据现有最可靠的史料(枣庄附近甘泉寺即窑神庙

里的碑碣)记载，在元朝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确实有人在这里掘窑采

煤”(见《枣庄煤矿史》第 2页)。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考证发现： 

第一，“窑神庙碑碣”即《创建窑神神庙记》碑(包括石碑原物、

拓片和抄件)中并没有“元朝至大元年(1308 年)确实有人在这里掘窑采

煤……”。这句话记载的是“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明朝)万历间

(1573-1620 年)”。《枣庄煤矿史》与《创建窑神庙记》碑表述的完全

不符。 

第二，1949 年前后，龙窝寺(1992 年重建后改称甘泉寺)仅存遗址，

孤立于窑神庙废墟上的《创建窑神庙记》碑也不见了，失踪近 30 年，

于 1980 年前后才找回。1959 年编印的《枣庄煤矿史》的编辑人员当时

不可能亲见窑神庙碑碣，所谓的“元朝至大元年”，并非出自《创建

窑神庙记》碑，可能来自某种第二手资料或口传。 

第三，窝龙寺内只立过一块窑神庙碑，即《创建窑神庙记》碑。

清嘉庆六年前未建窑神庙，自然没有窑神庙碑；窑神庙失修坍塌后，

未再修建，也就没有再立新的庙碑。甘泉寺碑林中现有古碑 12 块，除

《创建窑神庙记》碑外，没有另一块窑神庙碑。《枣庄煤矿史》中“枣

庄附近甘泉寺即窑神庙碑碣”一句有语病：甘泉寺并不是窑神庙，窑

神庙只是甘泉寺内诸多庙宇之一，不能把甘泉寺内所有的碑碣都称作

窑神庙碑碣。所谓第二块窑神庙碑其实子虚无有。 

尽管如此，《枣庄煤矿史》所说的“据现有最可靠的史料(枣庄附

近甘泉寺即窑神庙碑碣)记载，元朝至大元年确实有人在这里掘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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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仍在多种史志文献中流传扩散，至今长达 60年，几成共识和定

论；而真正最可靠的史料是矗立在甘泉寺内、窑神庙旁的《创建窑神

庙记》碑所说的“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反而少有人提及。

“前朝万历间(1573-1620)”这一准确的时间节点来历不明，为“元朝

至大元年(1308 年)”所替换。 

三、1959 年以后陆续出版了多部涉及枣庄煤矿的史志文献，其中

有： 

1、枣庄当地陆续编印的《枣庄煤矿发展史》(1982 年枣庄市政协

编印)《枣庄煤史》(2006 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等，全都采取《枣庄煤矿

史》此说，而置《创建窑神庙记》“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

于不顾。 

2、1986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和《中国近代煤矿史》

都在刊出《创建窑神庙记》碑的照片和拓片，同时又引用《枣庄煤矿

史》中“元朝至大元年……”这句话，前者说:“枣庄附近甘泉寺里的

碑碣中，记载着至大元年(公元 1308 年)煤炭生产的一些情况。”后者

说:“据碑碣记载，峄县煤田早在元朝至大元年(1308 年)已有当地居民

开采。”似乎没有注意到引文、照片和拓片的迥异。 

3、1996 年出版的《中国煤炭志·山东卷》三引甘泉寺窑神庙碑碣：

其一，《大事记》将嘉庆误认为嘉靖，错把清朝嘉庆六年(1801 年)建

立窑神庙碑一事置于明朝嘉靖六年(1527)条下，将“前朝(明朝)万历

间(1573-1620)”擅改为“前朝(元朝)天历年间(1328 年)”。与原碑不

符，也与史实不符。其二，《大事记》元朝部分说：“据枣庄甘泉寺(即

窑神庙)碑碣记载，在元朝至大元年以前已有人在当地掘窑采煤”。应

是间接引自《枣庄煤矿史》，并非直接引自甘泉寺(即窑神庙)碑碣。

其三，《概述》准确引用《创建窑神庙记》:“清嘉庆六年建造的枣庄

甘泉寺窑神庙碑文载‘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同一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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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对同一史实并存三种不同说法，在主编最后一支笔统稿时也未能统

一。 

4、2018 年出版的《山东能源史话·李鸿章上奏慈禧太后枣庄建官

督商办中兴矿局》，开篇即引 1958 年出版的《枣庄煤矿史》:“据甘

泉寺窑神庙碑文记载，元朝至大元年已有人在枣庄一带掘窑采煤”。 

5、目前，从百度上可以查到的引用“元朝至大元年……”的文章

有二十多篇,引用“前朝(明朝)万历间……”的一篇没有。有一篇研究

《创建窑神庙记》碑的专著:《解读〈创建窑神庙记〉》。作者为民俗

学专家，曾到枣庄窑神庙进行田野调查，在窑神庙碑前亲笔抄录《创

建窑神庙记》全文，转载于这篇著作的前一部分。“吾邑之有煤窑开

自前朝万历间”一句清晰在目。但是，作者在这篇著作的后一部分却

把“前朝万历间迄于今”从“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迄于今掘

取殆遍”句中删去，形成“吾邑之煤窑掘取殆遍”，并用作第一节的

标题，又以“元朝至大元年”代替文中的“前朝万历间”。这个“元

朝至大元年”可能也是从《枣庄煤矿史》搬来，令人不解。 

四、《枣庄煤矿史》是一部由史学专家、大学历史系师生和煤矿

企业员工三结合编著的企业史，它所说的“元朝至大元年确实有人在

这里掘窑采煤”，与《创建窑神庙记》所说的“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

朝万历间”不相符，也应该另有所本。它出自何处，《枣庄煤矿史》

和其它有关史志都不见说明。必须审慎地、深入地再作一翻研究。 

近日发现 2012 年 9 月 22 日《古城台儿庄网》，关于甘泉寺重修

20 周年及《甘泉寺志》出版发行庆典的报道链接，有如下一段资料：”

依碑文记载,由资遇法师于至正 25 年(1288 年)重建到至大元年(1308

年)，当时甘泉寺已有相当大的规模，购置土地 320 亩之多，并每年供

给军人盘费，可见当时寺院的鼎盛之状。明代有寺中所藏的《重建龙

窝寺碑》，参与人物涉及当时峄县众多知名人士。清代石碑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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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记载得比较详尽。这段资料记叙的是“至正二十五年重建到至大

元年”20 年间龙窝寺(即甘泉寺)的状态。它与清嘉庆六年始创建的窑

神庙无关，也未涉及枣庄地区开窑采煤的时间，是现在找到的唯一载

有“至大元年”一词的甘泉寺史料，或者就是《枣庄煤矿史》所说的

“元朝至大元年确实已有人在这里掘窑采煤”的原始出处。虽然这一

资料开头说的“据碑文记载”指的是哪一块碑尚待明确，但可以据以

推定，此碑并非所谓另一块窑神庙碑；至正 25 年和至大元年与枣庄地

区掘窑采煤无涉；甘泉寺(龙窝寺)内从未有过记载“至大元年确实有

人在这里掘窑采煤”一语的窑神庙碑碣；《枣庄煤矿史》所说的“至

大元年”为错引。所有这些都可求证于 2012 年出版的《甘泉寺志》及

有关文献。 

由此可以结论：枣庄地区开始掘窑采煤的时间应根据枣庄甘泉寺

唯一的《创建窑神庙记》碑定为:明朝万历间。 

敬候读者诸君及有关学者专家批评指教！ 

▲防疫史话 

苏东坡杭州治瘟救民 

吴晓煜  2003 年 6月 21 日 

苏东坡(1037-1101 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提起苏东坡人

们会首先想起他那豪放高亢的诗赋,引人入胜的政论文章。其实,他不

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旷世奇才,在从政方面也颇有声誉。他关心民间

疾苦,兴水利,办教育,抚民节俭,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

其中,他在杭州太守任上,面对杭州严重的饥疫并行,死人众多的局势,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战胜了瘟疫,取得了实效。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 年),在朝廷的政治纷争中,苏东坡认为自己

“受性刚偏,黑白太明,难以处众”,因而主动要求离开中央政府,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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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任职。三月,他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这是他二度

到地方为官。皇帝为了表示恩慰,赐给他龙茶、鞍马、官袍、银带等。 

然而,这个差事并不是好干的。因为他一上任就赶上杭州发生大旱,

而且大旱与大疫接踵而至,“饥疫并行”。杭州百姓既室无隔宿粮,又

身染瘟疫,死者多有。不仅如此,第二年春天,瘟疫还在流行,又发生了

水灾和风灾,杭州人民陷于灾难之中。苏东坡不仅是个文人,还是个治

乱干吏,他立即组织人力,投入了紧张的救灾抗疫斗争。据《宋史・苏

轼传》(卷 338,列传 973)记载,苏东坡采取了如下抗疫措施 

第一,高度重视瘟疫防治工作。他深刻认识到杭州疫情的严重性。

他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这既是事实,又抓住了问题

的关键。因为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处于水陆交通要冲人口稠密,且流

动性大,因而疫病极为流行,造成“疫死者比他处常多”的严重局面。

他的这段分析,对于研究我国治瘟思想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从经济上减轻杭州老百姓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救民措

施。一是向朝廷如实报告灾情,请求减免杭州的粮赋;二是拨出专款,并

筹集到一大笔款项,大约两千缗,用于购买粮食,“多作粥,以救饥者”;

三是除去免费施粮外,又减价售粮,使一般老百姓口中有粮,既解决了

不致饿死的问题,又使疫者有了抵抗力。 

第三,最关键的,就是全力对疫者进行救治。苏东坡组织医生,开方

制药,而且药剂满足供应,并“遣使挟医,分坊医治”。他采取的办法是,

利用杭州的基层单位——“坊”来组织抗疫,政府官员带领医疗人员到

各坊去发药、治病。这项措施不仅使瘟疫不再扩散蔓延,而且使一大批

瘟疫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其结果如《宋史》上讲的“活者甚众”。看

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四,建立“病坊”,以专门救治瘟疫患者。有了专门的病坊既可

以使病人得到有效治疗,挽救生命,又起到隔离病人,防止交相染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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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个病坊坐落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有人讲这是我国最早的公

立医院,还有人讲这是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病坊”不仅有政府的投资,更有苏东坡本人

的捐赠。他当时立即捐出黄金 50 两,作为建坊资金。《宋史》上讲:“发

囊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看来,当时还为病坊准备

了一些经费和生活用粮,以保持病坊正常运转施治。据说三年内,治疗

过上千病人。黄金 50 两的捐资,在今天来讲也是一个不很小的数目,从

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爱民情杯,看出他在抗疫中的贡献。希望中国

医学史家和疫病史家不要忘却苏东坡在杭州的这段抗疫、治疫的做法

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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