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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召开《中国工业史》编纂汇报会 

2020 年 5 月 27-29 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工

业史》编纂汇报会，听取各分卷编纂牵头单位编纂组织实施及稿件撰

写进度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稿件修改及出版工作。 

5 月 29 日上午，会议听取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情况汇

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高家明主持会议，中

国矿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邹放鸣、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文献委副主任

陈昌出席会议，对《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纂工作情况进行汇报

交流。 

邹放鸣介绍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撰工作进展情况及主

要问题和措施。他表示，此次编写工作是由国家层面提出并由工业经

济联合会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交办的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

学校接受任务后，高度重视、健全组织、明确分工，认真培训、定期

调度、有序推进，提高站位、精益求精、确保质量。从 2017 年到现在，

经过各编写组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大约

300 万字的初稿。 

陈昌副主任介绍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的编纂背景、工作进

展等情况，并就下一阶段稿件修改中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料收集、考证

史实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高家明副书记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工作中的

做法和成效。他强调，《中国工业史》作为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一

定要按照时间节点，确保质量，同时要在编纂《中国工业史·煤炭卷》

过程中展现中国煤炭工业的历程和规律，描述煤炭工业发展的轨迹，

标注煤炭工业中的重大事件，展示煤炭工业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成绩。 

本次会议还宣布成立了《中国工业史》分卷指导小组，确定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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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第 2 办事处主任孙宪法同志担

任《中国工业史·煤炭卷》编纂专务，负责指导煤炭卷书稿后续编纂、

修改及审稿等事宜。会议要求书稿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于 2020 年 6月

20 日前呈送工经联审核。 

参加本次汇报会的还有《中国工业史》其他 18 个分卷编纂单位的

负责同志。         

河南能源集团向省工信厅汇报史志工作开展情况 

    2020 年５月 21日，受集团公司领导委托，河南能源史志编委会执

行副主任刘慧发、张毅带领史志办工作人员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汇报

企业史志工作启动及业务进展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党组

成员沈天良，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党义，省工信厅煤炭发展指

导处处长李天明、副处长李学同，调研员张利亚参加汇报座谈会。 

自 2019 年 11 月份煤炭企业修志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河南能源主

要领导专门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对史志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今年

以来，企业在抓好复工复产和经济运行工作的同时，积极排除疫情影

响，把史志编纂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于４月份通过党委常委会专

题研究了企业志的编纂工作。目前，已成立了史志编纂工作机构（编

委会和史志办），加强了组织领导，明确了具体职责，从把方向、管

大局以及人财物等方面为史志编纂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并抽调了史志

工作专职人员，明确了办公场所，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基本的办公

设备等，确保史志工作“有专职领导负责，有专门机构协调，有专职

人员编写，有专项经费保障，有专项目标考核”。同时启动了史志编

纂工作业务，在时间紧、任务重、起步晚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加班加

点研讨制定了志书编纂大纲草案，为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审议大纲做好

了相应的材料准备。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领导听取汇报后，对河南能源下定决心正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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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史志编纂工作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企业的改革发展历史

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资源，教训需要总结，经验需要传承，财富需要累

积，精神需要弘扬；志书编纂在记录当代、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推

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效果十分突出，这是一件大事要事、

好事善事，是义举善举，更是德政善政。同时就史志编纂工作提出了

建设性建议：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和机构设置，确保必要的活动经

费，提供充足政策支持，配齐配强配优编史修志人员，选准选好选对

具体的执笔撰写人员，更多地将文字功底扎实并熟悉史志业务且有团

结奉献精神的年轻人脱产充实到史志办，在保证基本待遇薪酬的前提

下，及时抓好业务培训，加快关心他们的成长成才等。 

有关领导和专家还对志书编纂大纲的设置原则和框架结构给予首

肯和评价，认为大纲设置全面系统、考虑周到、安排合理、结构严谨、

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既兼顾了重点，又突出了亮点，体现了发展的

整体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凸显了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本色、集团特

色和行业亮色。另外还就编写大纲有关的架构设置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和指导性建议，并希望河南能源能扎扎实实地早日修出一部能够充分

反映时代特色和企业底色的高质量志书。        （振 夏） 

福能集团举办《福能集团志》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 

    2020 年 5 月 14-15 日，福能集团在宁德美伦大饭店举办《福能集

团志》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邀请省委党史方志办编纂专家刘祖陛、

李连秀和《福建省煤炭工业志》总纂林永森作专题讲座；集团编纂办

副主任聂远勤对编纂工作作了相关说明。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办

公室副主任曾逾东作培训动员和会议小结。集团权属各单位、集团各

部（室）承担《福能集团志》主要编纂人员参加。 

刘祖陛作了《地方志资料工作》专题讲座，主要介绍了四个方面

工作：一是资料工作的几个理论问题；二是资料搜集的方法；三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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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鉴别与整理；四是资料长编的编写。李连秀作了《地方志编写概

要》的专题讲座，分六个方面进行讲解：一是地方志编修简史；二是

加强组织领导，加快编纂工作；三是明确编纂工作程序；四是科学规

范编纂志稿，提高志书质量；五是志稿综合部分撰写；六是志稿应注

意的有关方面。两位专家不仅从专业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编纂志书的

步骤、方法，还对福建水泥的初写稿进行点评，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林永森作《浅谈企业志的编纂》专题讲座。他结合从事志书编纂

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对如何做好《福能集团志》编纂工

作提出意见。 

聂远勤通报了前一阶段《福能集团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回答

了部分单位的问题，指出了当前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对下一

步编纂工作提出要求。 

曾逾东在作会议小结时指出，这次培训班组织有力、培训有效、

保障有序，举办得比较成功。下一阶段，一要加强组织、协调联络，

进一步加强与集团编纂办及各权属单位、各部（室）之间的沟通协调；

二要加大力量、集中攻坚，近期各单位、各部（室）要进一步集中资

源、集中人力打好初稿攻坚战，力争 6 月底形成志书初稿；三要加快

进度、保证质量，按照志书编纂的规范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

加快志书编纂工作；四要加倍保障、按时完成，各权属单位、各部（室）

要进一步加强编纂工作的时间保障、人员保障、经费保障，确保按照

编纂办既定的序时进度完成各阶段编纂工作。 

集团编纂办还召开了编纂人员座谈会。座谈会上，集团公司各权

属单位、本部各部（室）汇报了本单位、本部（室）编纂工作进展情

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就如何做好编纂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同时，培训班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做好防控工作。 

（林清霖 陈仁居 王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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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完成校史初稿编写 

    2020 年 5 月，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完成校史初稿编写，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意见，并开展校史资料征集活动。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于 1951 年建校，2021 年即将迎来建校 70 周年。

为了回顾 70 年来的办学历程，总结学院创办发展经验，2019 年 4月，

学院正式启动了校史编写工作，成立校史编写委员会和编写组，邀请

专家学者参与书稿编写。校史初稿以学院创办建设发展为轴线，通过

总结回顾建校 70 年历史，真实再现学院 70 年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成就，特别是 2000 年以来的重要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达到记

录历史进程、传承历史文脉，铭记光荣传统、凝聚奋斗力量，牢记历

史使命、开创学院未来的基本目的，以优秀的学院文化建设成果向建

党 100 周年献礼。校史按照通史体例编写，初稿共分六章，计 16万字。 

在校史编写过程中，编写组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历时一

年多时间，先后赴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煤炭工业档案馆、煤炭史志

馆、安徽省图书馆、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查阅大量珍贵

资料，采访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圆满完成了校史初稿编写任务。各级

领导和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和支持校史编写工作，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亲自听取汇报并对校史编写提出明确要求，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煤炭工业文献工作委员会领导亲自到校指导校史编写工作，

社会各界纷纷为校史编写提供历史资料和各种支持。   （孙学海） 

西煤机公司召开《西煤机志》编纂工作动员会 

    2020 年 5 月 25 日下午，西煤机公司组织召开《西煤机志》编纂工

作动员会，公司领导、所属各单位（部门）负责人以及编志办成员参

加了会议。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马民政主持会议。 

    会议宣读了公司《关于开展<西煤机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文件，

结合文件精神，马民政对公司编志工作的总体安排、实施步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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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等简要进行了说明，并对《西煤机志》编纂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要思想高度重视，加强组织协调，统筹实施。公司各部门一定要

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西煤机志》编纂工

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协调，安排专人负责，全力以赴从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做好支持保障，确保编纂工作有序开展；二是要迅速行动，

扎实推进《西煤机志》编纂工作。各部门要积极落实动员会的各项工

作部署，按照志书编纂的相关规定要求，通过“业内专家参与、组织

评议、编纂人员培训”等举措来保障和支持编纂工作，确保高质量完

成《西煤机志》编纂工作。三是要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各部门要强

化责任担当，增强做好编纂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公司上下共同努

力，密切配合，确保《西煤机志》编纂工作如期圆满完成。 

    公司董事长杨会武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开展

公司志编纂工作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是公司在新时代更好的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根本需要。他

对公司志书编纂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充分认识《西煤机志》编纂

工作的重要意义。开展《西煤机志》的编纂工作，是西煤机发展历史

上的一件大事要事，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

解和充分认识开展《西煤机志》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责任，抽调精干人员负责编志工作，按照公司统一部署，严格时

间节点，务实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按计划高标准完成编志工作；

二是加强信息沟通，强化考核机制，确保高质量完成编志工作。各部

门要树立大局观念，将《西煤机志》编纂工作纳入部门年度重点工作，

加强信息沟通，做到数字精准、表述准确、阐述精炼，确保编纂资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公司编志办要制定考核督导奖罚办法，

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此项工作任务；三是以编志工作为契

机，统筹抓好公司下一步工作。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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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建企 70 周年。要在高质量完成《西煤机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上，

以史为鉴、启智未来，积极筹备建设好西煤机厂史馆，结合企业实际，

开展好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活动，弘扬宣传好西煤机的历史，讲好西

煤机的故事，激励广大职工团结一心、砥砺奋进，为“打造世界一流

煤机装备高端制造基地”目标而努力奋斗！     （蔡彦军） 

河南能源鹤煤公司召开矿志编纂推进会 

2020 年 6 月 8 日，河南能源鹤煤公司矿志编纂推进会在鹤煤办公

楼 12 楼矿志办公室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前一阶段编写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经验和不足，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交流工作

经验做法，部署下一步工作。鹤煤公司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

《鹤壁煤矿志（1986-2018）》总纂温留正主持会议并讲话。《鹤壁煤

矿志》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议。 

推进会上，6名编纂人员分别对自己负责的篇目编纂情况以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汇报，大家边汇报边交流，发现问题及时讨论研究，能

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会后再进行专题讨

论，拿出解决方案。会议对党委文件要求的时间节点进行了重新梳理，

对编委会初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剖，该调整的章节及时

进行调整。总纂温留正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强调三个方面：一是抓住

关键。目前矿志编写到了收尾阶段，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大家

要攻坚克难，坚定信心；二是把握时间。6月底前完成各个篇目初稿，

7月底前完成内部初审，在此期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交流，8月底前

出样书，9 月底前完成终审任务。三是突出质量。后续工作希望大家要

逐字逐句去斟酌，时间服从质量。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大

工作力度，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力争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侯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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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史话 

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谈起 

吴晓煜  2003 年 6月 19 日 

提起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819 年),我们会

首先想到那些生动隽永,优美犀利,令人深思的散文,像《小石潭记》《种

树郭橐驼传》《蝜蝂传》《桐叶封弟辩》等,都令人百读不厌。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一些文章也涉及到一些防治瘟疫的史实,比如在著

名的散文《捕蛇者说》中,就介绍了用永州所产之蛇医治疫疾,特别是

麻风病的情况。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开始就讲,永州有一种奇怪的蛇(“异蛇”),

“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这是讲此蛇毒性极

强,凡是与蛇接触过的禾草和树木一律枯死,人被蛇咬伤后,根本无药

可解,只有死路一条。这种黑底有白色花纹的蛇的确厉害。 

然而,就是这种蛇却可以治麻风病等疾病。正如柳宗元所介绍的那

样:“得而蜡之以为佴,可以已大风、挛、瘘、疠,去死肌,杀虫。”此

种蛇虽然可以伤及草木,使人致死,却是一种极好的药材。如果把捉到

的蛇杀死后,曝干,制成药佴,就可以医治大麻风病。“已大风”的“已”

字十分关键,已是止停止的意思,意即把病止住。而大风,即大麻风病。

这种用蛇腊制而成的药佴,不仅可以治疗大麻风病,而且对于手脚不能

屈伸的关节病(“挛”)、瘘、疠等病也是很有疗效的,甚至可以使死去

的肌肉复活,杀死身体内的寄生虫(“三虫”)。 

正因为蛇药有这样的治疗奇效,所以宫廷的太医以朝廷的命令向

永州征派这种蛇饵,而且要求永州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如此看来,这

种蛇对于治疗麻风等疫病的疗效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并且把此蛇作为

宫廷的御药,作为向朝廷进贡之物。 

为了满足朝廷对蛇佴的需求,完成每年两次进贡的任务,永官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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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有捕蛇经验的人户进山捕蛇,还许诺如果捕到一定数量的蛇,就可免

交赋税。有这样的好处,于是永州之民争相去捕蛇。 

但是,蛇不是好捕的,危险性相当大,许多人就因捕蛇死于蛇口之

下。有个三代从事捕蛇的人家,其祖父、父亲都是因捕蛇丢了性命,而

这位第三代捕蛇者,也有好几次差点儿死掉。柳宗元于是向他讲,既然

捕蛇很艰难,有性命之忧,就不要捕蛇了吧,并打算替他向官府管事者

说情,改捕蛇为交赋税。但此捕蛇者听后非常忧戚、害怕,急得流眼泪。

他对柳宗元说,捕蛇虽苦,但交赋税更苦。如果交税的话,就是拿出全部

家产和全家的一切收入也交不够。由于交不起苛税,村民不是被逼死就

是流浪乞讨,而且日甚一日日苦一日。捕蛇虽然十分危险,尚还有一点

点活路。这番话使柳宗元感到悲哀,感到愤慨。他想起了孔子“苛政猛

于虎”的话,于是奋笔写下了《捕蛇者说》。 

这篇寓言式的散文思想性和教育意义是十分深刻的,表现了柳宗

元对永州老百姓艰苦处境的同情和对苛政的厌恶。但他在文章开头所

讲的,用蛇佴治疗麻风病的方法,却是民间的一个土办法。当然柳子厚

不是医生,只是个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不可能知道用蛇治麻风病的科学

道理,但他把永州之蛇的特点以及药用价值讲得非常清楚,这倒是我国

防治麻风病历史上的一段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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