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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编纂工作进展良好 

编纂《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是全国广大煤炭史志工作的

强烈愿望，也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重点工作，目前已取得

关键性进展。 

一是，征集史志著作 3000余部。在全国煤炭史志工作者的大力支

持下，通过搜集、寻访、购买、制作、复印等方式，史志著作陆续到

位，纳入煤炭史志馆收藏。为《总目提要》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组织 30余人撰写提要。以《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办人员为

主，应急管理出版社（煤炭工业出版社）、中国煤炭博物馆抽调人员，

并制定了提要、撰写标准、基本要求等，紧锣密鼓地分头撰写提要。

共收到 3000多提要稿（一书一提要），每条 300字左右。此项工作在

2021年底基本结束。 

三是，及时成立总目提要编纂办公室。《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

纂任编办主任，统筹协调编纂工作，制定了工作计划，召开两次专家

论证会，三次编写会议，工作进入规范化轨道。 

四是，编撰《著作总目录》。此项工作繁纷复杂。事先反复研究，

确定分类原则、排序方式，确定全书分为史书、志书、年鉴、史志资

料四大部分。按全国各省区市及分类原则、属地原则和时间先后原则

编排总目录，共 160页。此项工作目前大体上告一段落。 

五是，对总目提要全书进行统纂修改。全书初稿大约 1600页，工

作任务繁重。对每条提要进行核实修改，排序不合适的予以调整，不

符合撰写规范的予以修订，遗漏的予以补充完善。此项工作正在抓紧

推进。工作虽然难度大、要求严、标准高，但全体编撰人员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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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在今年 7 月底前完成编撰工作，并提交应急管理出版社出版，

争取在 10月 1日前出版，向党的 20大胜利召开献礼！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召开《西煤机公司志》出版发布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西煤机公司隆重召开《西煤机公司志》

（1999-2020）出版发布会。公司领导、各单位党支部书记、编志工作

人员代表及相关人员参加了发布会。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会武在讲话中指出，《西煤机公司志》

编纂完成是西煤机成立 71周年来的一件大事，是西煤机发展史中一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彰显了西煤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功在当代，

惠及千秋。全书通过大量的文字和照片，全面再现了西煤机 1999 至

202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展示西煤机 22年跨越发展历程的成就展，

是一部记载西煤机人开拓进取推动煤炭装备行业发展的奋斗史，是一

部描绘西煤机儿女热爱生活、追求生活、创造生活的生动写照，激励

着西煤机人拼搏进取、砥砺奋进，继续谱写美好未来的壮丽诗篇。 

杨会武强调，发扬传承好西煤机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一是要

重视加强企业史的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好、宣传好西煤机厚重的历史

文化，进一步继承弘扬老一辈西煤机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品质，从中

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为把西煤机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

企业，为振兴我国煤机装备制造业做出更大贡献。二是要大力继承和

弘扬老一辈西煤机人的光荣传统和优秀精神品质，以奋斗者的姿态，

努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在实现经济规模增长中不断提升企业发

展质量、经济效益和职工幸福指数，为改变陕煤形象、奠定陕煤地位、

保持陕煤领先，提升我国煤炭装备制造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煤炭工

业安全、高效发展贡献力量。三是要以《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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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为契机，在继承西煤机优秀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企业文化建

设，着力打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西煤机自身特色的安全文化、质量

文化、管理文化、廉政文化等，让文化建设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马民政代表编委会总结了《西煤机公

司志》编纂情况。他强调，此轮修志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志书编纂的原则和要求，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西煤机的发展与现状，时间上限为 1999 年 1 月，下限为 2020 年

12月底，是对前志《西安煤矿机械厂志》的续修，时间跨度 22年，历

经西安煤矿机械厂和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历时 14个月的时间编纂完成。 

在回顾志书编纂工作的同时，马民政提出了此轮编志工作中的两

点意见建议：一是建议进一步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将编志工作纳入企

业管理，明确指定具体的相关部门承担此项工作，或者设立企业编制

办公室常设机构，负责每年收集各部门资料，汇总成册，为企业第三

轮修志工作打好基础，提供资料支撑。二是建议公司各部门重视日常

工作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指定专人负责，严格部门规范管理，做好

部门日常工作资料等的整理归档工作。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车万里主持会议，并对会议作了总结。

他要求，公司所属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特别是杨会

武董事长的讲话，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和公司的各项工作部

署和要求上来，按照公司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抓好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西煤机的光荣历史传统，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

头苦干，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组织、无愧于职工

新的历史业绩，奋力谱写西煤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实

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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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表彰了在编志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个人，向企管规划部、生产技术部、产品设计研究院三个部门代表

赠送了《西煤机公司志》。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内蒙古能源志》编纂完成并印刷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编纂修订，近日，《内蒙古能源志（2006-2020）》

顺利付梓印刷，新矿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志书编纂工作圆满结束。

这部记载内蒙古能源和内蒙古基地发展进程重要文献的面世，是企业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新矿集团万余名职工家属在内蒙古

开疆扩土、艰苦奋斗、干事创业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是万余名新矿

内蒙能源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内蒙古能源志》全书 82万余字，上限 2006年，下限 2020年，

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志书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篇及

编后记组成，13个专篇划分为 51章，199节。采用以述、记、志、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主要收录 2006-2020 年历史事件、重要工

作和时代风貌的照片和图片，图表按篇的顺序统一编号。志书结构合

理，编排有序，资料详实，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企业特

点，全面展现了内蒙古能源从无到有、自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

程，实事求是反映了建设内蒙古基地、发展内蒙古基地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达到了为职工立言、为企业存史的目的，起到了资政、存史、

教化、育人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能源志》编纂工作于 2019年 9月开始启动，先后成立编

纂领导小组，设立史志编纂办公室，开展专题培训，组建编纂专班，

制订了具体工作方案。志书编纂历经资料征集、筛选梳理、修订补充、

征求意见、评审完善等阶段，先后六易其稿。特别是编纂人员以对历

史、对企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克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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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时间跨度较长、内容宽泛、前期资料欠缺等难题，本着严谨细致、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累计下发 19个资料征集

通知，点对点征集资料逾百次，汇总文字材料 300 余万字，照片 1000

余幅，为志书的顺利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 11月，经志书评审

委员会把关定稿后，于 2022年 2月送交印刷厂印刷。（王猛 赵绪栋） 

▲煤矿党史钩沉 

焦裕禄与煤矿 

吴晓煜 

焦裕禄用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鞠躬尽瘁，谱写了光辉的一

生，给后人留下了闪耀着伟大光芒的“焦裕禄精神”。 

我在上大学期间就阅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奋不已。2006年我到河南出差时，特意去

兰考县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受到一次精神上的洗礼。2021年在

党史学习活动中，对于焦裕禄的事迹有了更多的了解。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出生在煤乡的焦裕禄一生与煤炭有缘。焦

裕禄精神含有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基因。 

一、煤乡淄博的煤窑工 

焦裕禄（1922.8—1964.5），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崮山镇北崮村人。

淄博是个煤炭蕴藏丰富的地方。唐代就有煤炭开采活动，明清时期煤

炭业更加繁盛，当地人多有在煤窑务工者。焦裕禄家里开个油坊，但

由于连年饥荒，他只读了 4年书就辍学。他以稚嫩的身躯，推起独轮

车，每天清晨与父亲把油从崮山推到几十里外的博山，再推回煤炭。

山路崎岖难行，锻炼出焦裕禄的推车本领。这一技术在解放战争支前

大军中派上了大用场。 

然而破屋又遇连天雨，灾难降临到这个即将倾覆的家庭。家里欠

了高利贷，父亲贫病交加，身体垮了。焦裕禄不得不到黑山后煤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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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挖煤。 

淄博地区小煤窑安全状况恶劣，事故频发，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

清代初期淄博文人蒲松龄就在《聊斋志异》中，专门写了一篇淄博煤

窑发生透水事故的小说。黑心的窑主对矿工的盘剥压榨更是无所不用

其极。焦裕禄为了生计、为了家庭，咬牙干了起来。《焦裕禄传》是

这样描述的：“焦裕禄钻爬于狭窄的煤洞中，像一条蛇钻于深深的地

窖。他常常跪在地上，左左右右的刨镐，飞迸的煤块击打在他的脸上，

污黑的矽尘呛入了气管和肺脏。有时候，他需要躺在煤泥地上，像水

中的仰泳一样钻过巷道的出口。有时候要仰着刨切头上的煤层，被煤

块矸石击打得鼻口血流。汗水与煤泥搅合一团，各种可怕的声响使他

屡屡忆起民间故事中地狱的景象。”“他心灵的痛苦大于了肉体的痛

苦。在窑主的怒喝下背煤出窑，在工头的斥骂中肩镐下窑。他的所得

却不能糊口，更不能顾家。他觉得自己的前途恰若漆黑的煤壁阻挡在

身围，使他无隙可乘……”。上述关于焦裕禄下煤挖煤的艰难情状的

叙述，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焦裕禄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干了两个冬天，就“与相好的工友

一同爬上了地面，操起了旧独轮车，开始运送煤炭的营生”。 

焦裕禄下的煤窑是哪一个呢？由于史料缺乏，至今未见确切的文

字记载。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原馆长焦玉星（与焦裕禄同村人）认为“当

时焦裕禄下的煤井叫黑山后桃花峪井”。黑山后是个村名，桃花峪井

就在黑山后村附近。 

1966年博山市在北崮山村建立焦裕禄纪念馆，该馆展出了焦裕禄

在煤窑用的矿灯和推煤用的独轮车。 

二、抚顺煤矿的“特殊劳工” 

焦裕禄离开博山煤窑不久，他就被日本侵略者强行押解到东北抚

顺炭矿，成了“特殊劳工”，开始了更加悲惨的煤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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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焦裕禄回忆，1942年 6月 22日早上，两个日本鬼子不由分说把

他抓住，和从村里抓来的人，用汽车拉到博山县城的日本宪兵队，关

了起来。到 12月份，日本鬼子把他们转移到张店。又过了一个月，把

他们 5个连结捆在一起，押上闷罐车，开到济南，先是关押在日本宪

兵队。后到“救国训练所”“抚顺劳工招募所”。此后又推上火车，

拉到抚顺炭矿的大山坑矿。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被折磨得气息奄奄。 

煤都抚顺在 1905年即被日本侵占。日本人在抚顺建了 3个露天堀，

以及大山坑（1980年左右停产）、东乡坑、老虎台坑、龙凤坑等。由

于日本侵略者对煤炭的需求日增，实行人肉开采政策，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他们把被俘的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嫌疑犯作为“特殊工人（劳

工）”押送到抚顺炭矿下井挖煤。焦裕禄就是被以“共党嫌疑犯”的

名义，押运到抚顺大山坑煤矿的。 

矿工们住在几十人挤在一起的大房子里，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稍有不满情绪，就以“反满抗日分子”“思想犯”“经济犯”等罪名

拘捕，严刑拷打。各种矿难事故迭发，有病不给治，伤残不能下井的

就被赶出矿外，多数冻饿身亡。患传染病就拖进万人坑，有的被活埋，

有的被野狗噬咬。 

而焦裕禄等特殊工人的情况更加凄惨。日本人对特殊工人手段更

加残暴，住处如同监狱，四周架铁丝网，设警务楼，日夜监视。上下

工均由日本人持枪押送。他们劳动在最危险的地方，凡是日本人不顺

眼的，就关进“矫正辅导院”，有的被扔进狼狗圈里。与焦裕禄同住

的 23个矿工同伴中就有 17人先后死去，他的一个本家爷爷焦念重就

是被日本鬼子残害致死的。 

焦裕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做着奴隶般的劳动。这种非人的遭遇，

使他磨炼出坚强的意志，民族仇恨激发了他的革命情绪，煤矿工人特

别能战斗的精神在他头脑中扎了根。他与矿工进行反抗，消极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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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设备。后来在他带领下，设下圈套在井下砸死了最残暴的一个日

本监工。 

为了防止日本鬼子报复，他事先就决定逃跑，让工友把责任推到

他身上。焦裕禄在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矿警协助下，剪开铁丝网逃了出

来，在一个亲戚那里躲了三天三夜，又当了两个月的扫马路苦力，办

了良民证，历经千难万险，逃回了家乡北崮山村。此后，焦裕禄在抗

日的浪潮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

主义战士。   

三、新中国第一台煤矿双滚筒提升机的研制者 

1953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大规模铺开。苏

联援助了 156个项目，其中有洛阳矿山机器厂、拖拉机厂。 

矿工出身的焦裕禄与矿山很有缘分。他被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

（简称洛矿，现为中信重工机械公司），他非常高兴。1953年 6月，

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副书记，31岁的焦裕禄到洛矿报到。 

洛矿是为煤矿等矿山研制生产建设设备的。焦裕禄一头扎进厂区

建设，他不仅是建厂元勋，而且在煤矿新设备研制中做出重大贡献。

其中最为煤矿人所称道的突出一例，就是为河南的观音堂煤矿研制出

中国第一台 2.5米双滚筒煤矿提升机！ 

1958年春，为满足煤矿生产需要，洛矿党委提出“试制 2.5米双

筒提升机，向五一节献礼”的号召。这一任务落到焦裕禄担任主任的

一金工车间。他是这一工程的总指挥，在设备不全、技术不够的情况

下，咬牙把任务扛了下来。他组织技术攻关，和技术工人通宵达旦地

研究图纸、查找资料。对上千个零件，从图纸、工艺规程、加工方法、

工具材料准备，一件件地熟悉研究。他“用几十个夜晚，把这些都画

在了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说明，标了很多记号。白天他就

带着这个本子到毛坯库去查，到热加工车间去对，到机床边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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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住在厂里，连续 50多天不回家。天一亮就开始干，夜里 12点下

班后，还要主持生产例会。开完会就睡在长条板凳上。“双眼血红，

两腮深陷，整个人又黄又瘦。” 

工夫不负奋斗人。1958年 4月 30日，仅用了三个月，新中国第一

台新型提升机制造成功了，向国庆献了礼。这是煤矿机械制造史上的

奇迹。 

那么，这台提升机在观音堂煤矿使用效果如何呢？当年这台 108

吨的提升机安装在南山煤台绞车房内。那时起“观音堂煤矿结束了蒸

汽机提升的历史，提升能力提高了一倍。”机器安全运行 49年，2007

年光荣退役。该矿检修工刘丙林说“这机器很皮实，保养一次能顶两

年，这么多年来没咋修过。”装运队工人崔遂容更是自豪地说：“俺

开过的机器是焦裕禄造的，感觉很荣幸。”此后洛矿又在“五年时间

完成 2米以上大型提升机 460台，……解决了当时矿山的急需”。 

如今这件陈列在展览馆中的煤矿提升机，正在向人们诠释着焦裕

禄精神的涵义。 

四、解决兰考人民用煤难的好书记 

1962年 12月 6日，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他坚持人民至上，以

改变贫穷面貌为己任，带领全县人民，治理风沙、盐碱、内涝，植泡

桐、抗灾害，鞠躬尽瘁。1964年 5月 14日逝世，终年 42岁。 

焦裕禄为兰考人民操碎了心，其中，为解决兰考用煤难的事迹，

铭刻在兰考人民的心中。这里举三件事。 

一是 1963年 2月 22日，他全天主持全县花生、棉花、林业会议。

他要求全体干部党员和人民同甘共苦，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

义。 

这天晚上，焦裕禄收到了南漳区驻队干部陈营贤的一封信。信中

反映，“农村社员缺柴烧问题普遍突出，每天很多人去拾柴火，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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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烧一天。有些把小树、檩条和破家具都烧了。而去县城买煤又太

远。” 

当时已是夜里 10点，焦裕禄连夜找到县供销社领导，询问了煤炭

供应情况后，他建议，先在堌阳、爪营设两个煤炭供应点，然后全县

各区都设煤炭供应点。县供销社按照焦裕禄的意见，煤炭供应点设起

来了，大大缓解了群众买煤烧煤难的问题。 

二是 1963年 8月下旬，焦裕禄到农村总结生产自救的办法。在葡

萄架村，他发现烧砖窑是一条可行的办法，这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农

民烧窑弄不到煤炭。他们到县工业局去了 10次也不行。工业局把球踢

到了煤建公司，煤建公司又把球踢还工业局。农民在工业局受到批评，

只好去找焦书记。焦裕禄立即把工业局负责人找来，对他说：“咱们

县工业不多，用煤量不大”“烧窑产砖是个自力更生的好办法，你能

不能想办法为他们解决些煤炭？”这位负责人却认为“这不是方向”，

一口拒绝。 

这个负责人的言辞与态度，激怒了焦裕禄。他严厉地说：“你懂

得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农民用沙土岗土地烧砖盖房，抗灾自救，不

是方向是什么？烧砖需用煤你懂不懂？为什么不支持，还故意刁难，

难道这就叫方向？” 

  在焦书记的力主下，很快解决了烧砖用用煤问题。他立即在全

县发通报，严厉批评这种踢皮球作风。 

三是 1963年 9月初，兰考连降大雨。焦裕禄拄着棍子，冒雨到村

庄指挥抗洪救灾。9月 7日，他冒雨来到堌阳供销社煤场，询问供销社

指导员张景春最近煤炭供应情况。当他了解到买煤的人很少，便对张

景春说：“连阴天，群众不能来买煤，没烧的咋办？”张景春明白了

焦书记的意思，立即行动，当天就拉着 500斤煤，为群众送煤。接着

供销社 31名职工，拉起架子车为各村群众送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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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裕禄就是这样，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就一定出现在群众面前，

他心里装着兰考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本刊征稿启事 

《煤炭史志简讯》征稿启事 

《煤炭史志简讯》自 2012年问世以来，已经编发了 150多期。 

十年来，本刊与广大煤炭史志工作者风雨同舟，相伴而行，不离

不弃。为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为煤炭工业史志工作进一步提供信

息、舆论助力，决定扩大版面，增大信息量，故向广大同仁征稿，启

事如下： 

1.本刊设标题新闻、工作交流、工作动态、史志人物简介、史志

著作推荐、史志成果展示、史志论坛、史志小资料、史事追踪、煤史

钩沉、煤炭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简介、学习党史专栏等。可根

据上述栏目，积极撰稿，踊跃投稿。 

2.稿子内容要真实可靠，观点正确，具有正能量。 

3.来稿力求简炼，一般在 300-1000字为宜。重要稿件可以长一些。 

4.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以便联系。 

5.来稿一律用电子版，发至文献委、史志委邮箱，或文献委工作

人员微信上。 

6.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陈  昌   64463430   13501375481 

于海宏   64463430   18611169645 

文献委、史志委邮箱：mtshizhi@163.com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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