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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浙江省能源集团志》终审稿完成 

《浙江省能源集团志》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01 年成立以

来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全面反映自身发展历程的企业志书。2018 年 6 月

初，浙能集团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浙江能源集团志>编纂工作的通知》

（浙能政〔2018〕306 号），成立《浙能集团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在

浙能集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组织编纂出版《浙能集团志》，组建了

由浙能集团主要领导为主任，各单位（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浙

江省能源集团志》编纂委员会，设立志书编纂办公室和编辑部。编纂

办公室设在浙能集团政工部。编辑部设在浙江省煤炭行业协会，在编

纂委员会、编纂办公室领导下，负责编纂计划实施、落实工作。 

2018 年 6 月底，编纂办公室组织召开了编纂工作启动会，浙能集

团党委副书记、《浙能集团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编陆翔到会并

做动员讲话，编纂办公室、编辑部等相关人员 60多人参加了会议，以

此吹响志书编纂工作集结号，全面启动志书编纂工作；同年 7 月初，

举办了《浙能集团志》撰写业务培训班，有 40 余位编写人员参加了培

训，并创建“浙能集团志”和“浙能志编辑部”微信群。随后，电力、

煤炭、天然气板块公司分别组织对参与具体编写工作的人员进行志书

编写业务培训，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工作，提高对修志工作的认识，自

上而下宣贯众手成志理念，培养业务骨干，扩大影响，建立了一支修

志队伍。 

2018 年 7 月中旬，编辑部组织人员走访山东能源集团、兖矿集团，

学习吸取志书修编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浙能集团实际情况，拟

订了《浙能集团志》编写大纲初稿。此后，再分别与各编写部门、板

块、直属单位多次征求意见和沟通的同时，也专门向《浙能集团志》

编纂顾问进行了沟通、汇报，经过先后 10 多次的修改，最终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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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确定了编写大纲。 

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快志书的编写进度，编撰人员边学边干、

边干边提高，并实行志书资料的搜集、编写工作与编写大纲的修改工

作同时起步、同步推进。为及时交流编撰经验，2018 年 9 月，编纂部

组织召开部分部门、板块试写交流、点评会。此后，编辑部还分别召

开管控篇、产业篇撰写工作推进交流会。为了确保编写计划的完成，

编辑部在2019年 3月中旬组织主要编写人员在青田北海水电公司进行

了为期 2 周的集中撰写。2019 年 4 月初各部门、板块、直属单位陆续

送交初稿，《浙能集团志》初稿于 2019 年 5 月中旬排版装订成册。 

志书初稿印刷成册，发至各部门、各单位后，在各部门、单位自

行修改的同时，编辑部根据各篇、章、节存在的问题，分别与编写部

门、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并修改。编纂办公室于 2019 年 7月中旬，组织

专家对《浙能集团志》初稿进行了评审，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50余

条，编辑部根据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总结整理出《浙能集团志》记述

要点及参考模板 12 条。初审会后，编辑部组织主要撰写人员对初稿进

行了补充、修改，各部门、单位于 2019 年 8 月中旬陆续送交修改稿，

《浙能集团志》复审稿于2019年 9月底印刷成册并发送浙能集团领导、

各部门、各板块、各直属单位。 

自志书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在浙能集团领导的关心和各部门、板

块、直属单位的支持下，经全体编写人员一年多的共同艰辛努力，复

审稿提交志书编纂委员会审核。2019 年 12 月中旬，编纂委员会组织召

开《浙能集团志》复审会，《浙能集团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浙能集团公司各部门、各板块公司、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浙能集

团志》编辑部编纂人员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此外还邀请了浙能集团外

4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浙能集团董事长童亚辉讲话，副书记陆翔

做总结，并通过对志书的复审。 2019 年 12 月底，编辑部组织召开《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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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团志》（复审稿）修改完善座谈会。来自集团各部门、直属单位、

板块单位共计 40 余人参会，落实复审会上领导、专家的评审意见和建

议。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 3 月上旬后，各部门、单位才陆续送

交修改稿，与此同时编辑部集中力量推进大事记和图片选取工作，并

撰写了概述。至 2020 年 5 月中旬，志书撰写及编辑部工作人员全力克

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基本交齐修改稿，完成大事记编辑、图片选

取和修改稿汇总等方面的工作。2020 年 5 月下旬开始，编辑部组织相

关人员并邀请浙江省煤炭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德胜开展集中审稿，用近

20 天的时间按门类逐一讨论，按篇章逐节审核，完成对复审稿调整结

构、补充资料、完善内容、统一格式、规范文体等方面的任务。《浙

能集团志》终审稿于 2020 年 6月印刷成册并发送浙能集团领导、各部

门、各板块、各直属单位、评审专家。  

《包头煤化工志》评审稿完成 

    为纪念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15周年暨神华包头煤制

烯烃示范项目成功运行 10 周年。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包头煤化工

公司的历史与现状，展示公司全体员工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勇于进

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为后继者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公司党委

决定编纂《包头煤化工公司志》。  

编纂《包头煤化工公司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治任

务。从 2019 年 11 月开始，经历了工作准备、编纂启动、队伍培训、

资料搜集、总纂合成、审查出版等环节，历时 9 个月，终于在装置成

功运行 10 周年之际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编纂工作准备阶段，成立了《包头煤化工公司志》编纂委员会

（简称编委会）。编委会由包头煤化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和部门、中

心负责人组成。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简称编志办），设在公司综合办

公室，负责《包头煤化工公司志》编纂具体事宜。确定了各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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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业务联络人和志书撰稿人，从国家能源集团系统选聘了具有修

志经验的王铁、甫澜涛两位退休老同志作为骨干充实编纂力量，至此，

编志工作做到了人员到位、资金到位、办公场所到位、管理到位。 

2019 年 11 月 20 日，《包头煤化工公司志》启动暨业务培训会召

开。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贾润安主持，公司党委书记、副总

经理史忠孝作了动员讲话，要求以建设世界一流煤制烯烃领军企业为

目标，坚持“党建统领，强根铸魂，自主创新，引领未来”的理念，

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编纂工作，统筹协调，积极配合，举全公司之力，

将《包头煤化工公司志》写成一部精品力作。会后，结合基层志书撰

稿人缺乏经验的实际，对撰稿队伍进行了业务培训。王铁就编修志书

的基本知识作了讲授，使受训人员初步掌握了修志知识，了解了志书

编纂体例要求和行文规范，明确了资料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等。 

编纂工作启动后，编志办的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原则，致力于做好每一项浩繁而又细

致的工作。先后制定了《编志方案》《工作细则》《初稿报送部门领

导审签制度》《提纲结构调整制度》《志稿验收三审制度》及工作进

度时间表，着力推行周末总结、调研访谈、议事、汇报、保密等各项

规定，严明了工作纪律。编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规范了编志工作，

对工作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11 月下旬，编志办将志书大纲篇目下发各部门、各中心，要求按

照撰写内容进行资料收集并整理成稿上报。编志办紧紧抓住收集资料

这一修志工作的基础和灵魂，加强与各部门、各中心沟通，形成双向

互动、上下联动机制，力求资料丰富充实。与此同时，编志办搜集了

《试车快讯》《煤化工报》以及档案资料约 450 万字，图片资料近 3000

张。 

已亥末，庚子初，荆楚新冠大疫，染者数万，举国战疫，封区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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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道无舟车，万巷空寂。编志办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为保障编纂进

度，审时度势，采取居家办公、电话联系等措施，保证编纂工作在疫

情期间正常进行。 

2020 年 4 月中旬，各部门、中心的初稿陆续上报，编纂人员逐一

阅稿，提出修改意见及时反馈撰稿人。编纂人员坚持随上报、随审核、

随修改、随沟通、随反馈，切实做到不积压、不滞后，保证了编辑预

期。截至 5 月下旬，基本完成 40余万字的初审稿，并及时下发各部门、

各中心，征求修改意见。初审稿经过各分篇主编（部门、中心负责人）

的审核，并实现了与《煤制油化工公司志》的有效对接。6月下旬，编

志办对志书初稿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完善，形成了 8 篇、29 章、130

节、48 万字的评审稿。         

《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写组第三次视频会议召开 

    2020 年 6 月 23 日，《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写组召开第三次编

纂工作视频会议，煤炭工业文献委、志书编纂人员和鄂尔多斯市能源

局编纂办公室有关人员参会。 

各位编纂人员汇报了所负责篇章的编写进展情况，截止目前，已

经完成了概述、第一篇体制与机构、第二篇煤矿建设、第五篇安全生

产、第六篇环境保护、第九篇科技、第十篇党群工作、第十一篇人物

与荣誉等初稿的编纂，约 80 万字，占全部编纂任务量的 80%以上，编

纂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按照计划安排，在 7月底或 8月初，

完成所有篇章的初稿编纂。进入下一步的评审、修改阶段。 

2019 年 4 月初，市能源局根据国家、市政府关于第二轮修志工作

的部署，启动了《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纂筹备工作。8 月 16 日，

经市能源局党组研究决定，印发“关于组织开展《鄂尔多斯煤炭工业

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系统、丰富准确、客观真实地记载

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上限从鄂尔多斯地区有煤炭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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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以来开始，下限截至 2018 年年底。力争在 2020 年 10 月完成志稿

编纂和评审等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底前出版发行。 

为了更好地开展《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市能源局

成立了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邬建勋任组长，党组成员

副局长高凌云、霍励平以及杨勇、王海滨等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修志工作的日常协调与沟通，办公地点设在市能源局。 

2019 年 9 月，市能源局和应急管理出版社（原煤炭工业出版社）

通过政府招投标方式签订编纂服务协议。在煤炭工业文献委指导下，

成立了编写组，聘请神华宁煤集团王铁、山西潞安集团李晋明、山东

能源集团孙卓龙、京煤集团潘惠楼等专家参加编纂。经过讨论，确定

了《鄂尔多斯煤炭工业志》编写大纲，并对编纂进行了分工。 

2019 年 9 月 6 日，在市能源局会议室由副局长霍励平召开《鄂尔

多斯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动员会。会议对编纂以及资料收集工作提

出了安排和要求，煤炭工业文献委副主任陈昌、文献委办公室副主任

于海宏、《内蒙古煤炭工业志》总纂王晓波等为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

作了业务培训。能源局的相关科室及二级单位、各旗区能源局、市煤

炭协会，相关大型煤炭企业的人员参加培训。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 月为资料收集阶段。市能源局编纂办公室

积极协助和安排，煤炭工业文献委和编纂小组专家分别到各区旗能源

局，以及神东、准能、满世、伊东、乌兰、天隆等大型煤炭企业进行

调研、收集资料，对相关企业修志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 

2020 年春节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了正常的编纂工

作。3月底到 4 月初，在鄂尔多斯市疫情控制基本稳定、防控措施落实

后，王铁、李晋明等专家先后赶回鄂市，继续坚持编纂工作，其他专

家居家修志，保证了抗击疫情期间修志工作不断线。4-5 月份，煤炭工

业文献委先后两次通过视频方式召开编纂会议，及时对编纂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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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换意见和提出工作建议。参加编纂的专

家虽然是退休的老同志，但他们都是煤炭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史志专

家，长期主持或参与煤炭企业史志（年鉴）工作，都担任过主编或总

纂。他们热爱煤炭史志事业，不求名利，不辞辛苦、夜以继日、甘于

奉献，保证了编纂工作顺利进行。 

编纂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和挫折，特别是在资料收集和史实

核实方面难度极大。市能源局领导自始至终对志书编纂工作关心支持，

牛珍、李泓锟等编纂办公室人员积极主动协调处理业务问题，从伊泰

集团借调的吕文姣等同志帮助联系落实和整理资料。各旗区能源局、

相关大型煤炭企业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

史志著作、年鉴、大事记、传略、画册、汇编等文献资料，保留了企

业历史、丰富了志书内容，对志书的编纂工作作出了贡献！（陈  昌）  

▲煤炭史话 

《唱支山歌给党听》源自铜川煤矿与矿工精神 

吴晓煜  2019 年 9月 7 日 

昨天下午，铜川煤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徐捷同志短信告知：“沉

痛地告诉您，姚老（筱舟）已于九月一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享年八十六岁”。文星陨落，斯人已萎，不胜悲痛！ 

提起姚筱舟（1933-2019）先生，人们首先想到他作词的《唱支山

歌给党听》这首传遍全国大江南北，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著名歌

曲。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时时看床头上《雷锋日记》中所抄的歌词，

学校的许多活动，都要高唱此歌。激情的歌词就出自铜川矿务局焦坪

煤矿，词作者焦评就是原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此后也了解了一些他

的事迹与有关情况，对他更加敬佩，对这首歌越发喜爱。 

在全国人民和广大党员迎接建立百年的日子里，在筱舟先生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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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七之时，我又重温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有翻阅旧书，查

了相关资料。我们有理由认定：《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出于煤矿人

之笔，而且源于煤矿工人的精神与情感。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是：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林；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 

暴风雨中一孤萍； 

亿万红心跟着党， 

乘风破浪齐跃进。 

作者姚筱舟，江西铅山县人，1949 年考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

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 17 军 51 师政治部，1951 年冬

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转业到陕西。后到铜川焦坪

煤矿任采煤技术员。1957 年 1 月 8 日该矿发生爆炸事故，14 名矿工遇

难。他当时虽不在现场，但也受到降职处分，下井采煤。 

在井下与工人同劳动，朝夕相处的过程，他与矿工亲如兄弟，他

了解了矿工对党的深情。他录下了矿工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

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矿工的棺（材）

板子”。这些，对于一个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积极要求进步的姚筱

舟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思想动力、精神资源和感情基础。也激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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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欲望。姚筱舟的情感与矿工的爱党之情融为一体，《唱支山歌

给党听》这首诗就水到渠成了。 

1958 年初，“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在

内的三首小诗就在焦坪煤矿的矿工宿舍中横空出世了。因为自身原因

（出身与海外关系），加上创作于焦坪煤矿，就以与矿名同音的“焦

萍”作为笔名，投稿寄出。先后在陕西《工人文艺》《延河》发表。

1958 年 6 月 26 日，又收录在由陕西民歌整理小组编辑的《总路线传单》

第 8 期上。1962 年又收入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一

书中。此歌发表时共三段，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又把前两段歌词抄在日

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

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雷锋因公殉职后，《雷锋日记》公开出版，全国人民开展“向雷

锋同志学习”活动。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为《雷锋日记》中《唱

支山歌给党听》的前两段，随谱写成曲，并交给正在该院学习深造的

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唱歌。在上海首唱获得空前成功，好评如潮。自

此一路走红，全国到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且至今久唱不

衰。 

然而，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词作者是谁，是何方人士？据朱践耳

“多方寻觅”“发现焦萍在铜川焦坪煤矿”，通过矿领导询问，他才

承认自己就是作者焦萍。1997 年 5 月 9 日，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

之邀，参加了“第 17 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主人特意给他安排

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与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已是著名歌唱家的才旦

卓玛三人，在雷鸣的掌声中和令人炫目的闪光灯下，“忘情拥抱，紧

紧地握手”。他经历几十年后，以一个煤矿职工的身份得到了人民的

尊敬，再一次为煤矿、为矿工获得了荣誉、争了光，添了彩。 

有两段史实，值得注意，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一说为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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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为 1958 年初春；有学者讲，雷锋生前喜欢唱这首歌。这些需要厘

清。从这首诗成为歌，由歌而传遍全国的曲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结论，这首诗、这首歌词，不仅产生于煤矿的沃土之中，也源自

伟大的矿工精神，来自广大煤矿职工对党无限热爱的深情。此诗中的

一些关键词正是矿工的语言，如“鞭子”是矿工对旧煤窑的仇恨之语，

“把党比作母亲”等“是矿工的话”，词中都有矿工歌谣的印记。正

如姚筱舟所讲的：“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矿工那忍辱负重、

坚韧不拔的品德给了我信心与力量。把矿工当成我师，以矿山寄我情，

是我的座右铭”。“我认为矿工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个原因，他

拿起笔，写下了矿工的精神、矿工的情感，表达了矿工的心声，这些

心声与情感又是同全国人民的情感与心声相通相一致的。从而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肯定、接受与喜爱。他把煤矿工人的心声升华为全国人民

的心声。把煤矿工人对党的赞歌，把煤矿工人的心中之歌化为全国人

民共同唱给党的山歌。煤矿工人精神正是这首歌的源头活水。这一看

法，不仅是姚先生所秉持的初衷，也是此歌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做

为煤矿工人不仅要为此而向筱舟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与怀念，更要学

习与弘扬姚筱舟身上那种埋头奉献、荣辱不惊、不断克难求进的优秀

品德。我们煤矿的文艺工作者，要像姚筱舟那样写出更多给党听、给

人民听、给矿工听的歌曲与作品。 

昨天晚上，曾作对筱舟先生的挽辞，作为本文的结尾 

铜煤作家，矿山杰秀。 

驾鹤仙逝，苍天必佑。 

山歌永唱，全党倾听。 

江河万古，游者筱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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