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 5 期（总第 153 期）

煤炭工业文献委、史志委秘书处
《中国煤炭工业志》编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1 日

目 录

▲标题新闻

 煤炭史志工作学习研究煤矿党史活动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与煤炭史志馆》印行

《徐矿集团志》（2013-2022）即将终审

▲史志工作动态

《中国 •陕西煤炭名矿志系列——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志

（1989-2020）》出版发行

《尘白文集》出版

▲煤炭博物馆、纪念馆简介

 开滦博物馆

 北票煤矿历史纪念馆

▲革命先烈与煤矿

 杨靖宇在抚顺煤矿的革命事迹（吴晓煜）

邮箱:mtshizhi@163.com
煤炭史志网：mtshizhi.com

mailto:mtshizhi@163.com


2

▲史志工作动态

《中国•陕西煤炭名矿志系列——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志
（1989-2020）》出版发行

2022 年 5 月，《中国•陕西煤炭名矿志系列——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志（1989-2020）》编印完成并出版发行。作为全国煤炭行业首部名矿

志，这部志书记载了一号煤矿从 1989-2020 年 30 多年从无到有、由小

到大、由弱变强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详实记录一号煤

矿改革发展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充分反映一矿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精神的教科书。

该志书是一号煤矿第一部史志著作。矿党政高度重视，成立矿志

编纂办公室。志书编纂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采用公元纪年，以编

年体例和记事本末体方法相结合，聚焦一矿人 30 多年奋斗的历程，记

录着矿井的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党的建设及党委会重大

决策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和特事等内容。通过一件件大事、一个

个史实、一组组数字，详细记载了一号煤矿三十年发展的印记。

面对跨越年限长、涉及领域面广等诸多因素，编辑人员“坚持忠

于历史，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快速理清矿井发展脉络，以各部室、

各区队征集的资料为主体，以《黄陵矿业公司志》为参考，以黄陵矿

业公司网站、微信及各级档案室为完善核实重点，形成了可靠的信息

渠道，并落实责任。通过“编志专干-部门领导-分管领导”层层审核，

“新闻-史料-材料”多方对比的闭环管理，在一次次严谨的比对、修

改、完善中大事记的真实性、权威性、准确性基本得到了保证。

在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相关领导、专家，以及《中国煤炭工业志》

《陕西煤炭工业志》《陕煤集团志》专家组成员，公司领导的关怀和

指导下，在各部门、区队的鼎力协助下，历经一年半时间，矿志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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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从海量资料中遴选内容，经过反复甄选、去伪存真、去粗求精、

考证核实、语言锤炼等过程，九易其稿，形成最终 100 多万字的志书。

古语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

国•陕西煤炭名矿志系列——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志（1989-2020）》的

编印，对于每一个关心矿井发展的人都意义非凡，志书的编纂有利于

一矿人总结得失、汲取经验、扬长避短、开创新局；对于传承丰厚的

煤矿文化、激励教育干部职工砥砺奋进均有重要意义；也为矿井永续

发展提供了参考镜鉴和精神动力。（牛艺强）

《尘白文集》出版

94 岁胡尘白先生大著《尘白文集》已由应急管理出版社出版。

尘白老出生于 1928 年 10 月，1949 年入党。他学养深厚，治学严

谨，不懈追求，笔耕不辍，在中国煤炭史志界，贡献卓著，建树颇丰。

可谓不可多得的旗帜性大家。

《尘白文集》收录了他未出版的论文、诗词与信函等。颇有学习

借鉴价值与存史意义。煤炭史志同仁当可一读也。

他出版的著作多有。包括《劳动模范柳金贵》(1953 年)、《安源工

人斗争故事》(1954 年)、《江西煤矿十年》(1959)、《煤矿矿难纪年》

(2007)、《20 世纪煤矿矿难纪年》(2012)、《得志斋文存》(2016)。主

编《中国煤炭志·江西卷》(l997)。

▲煤炭博物馆、纪念馆简介

开滦博物馆

开滦博物馆是一座工业遗址类博物馆，2009 年 10 月对社会开放。

开滦博物馆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山矿早期工业遗存”

原址而建，主馆建筑面积 8000 平米，展陈面积 4000 平米。馆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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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物两万余件，展出地质矿业类文物、早期工业文物、革命历史

文物、开滦历史文献类文物五大类几百个品种，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48 件，二级文物 72 件，三级文物 326 件。

博物馆“黑色长河”大型主题展览，以翔实珍贵的史料、丰富的

文物展品、新颖的展陈形式，追诉了煤的生成与由来，讲述了悠久的

古代采煤史，记载了开滦首开中国路矿之源的历史遗踪，重现了因煤

而兴的唐山城市文化记忆，讴歌了开滦矿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在“中国第一佳矿”、第一条准轨铁路零起点、百年达道等“三

大工业遗迹”旁边，建有“中国第一佳矿 1878”“电力纪元 1906”和

“中国绞车博物馆”等分馆。在主馆地下 60 米，将古老废弃巷道改造

成独具魅力的地下博物馆——井下探秘游。形成了室内外、地上下、

立体多元、相互交融、具有浓郁矿业文化特色的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

群落，是一座浓缩展示中国早期工业发展史、民族屈辱与抗争史、工

运与建党史、新中国建设发展史、工人阶级艰苦创业史的大课堂。成

为 “培育爱国之情、激发报国之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了开

滦集团和唐山市的一张精美的企业名片和城市名片。

先后荣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

防教育基地、河北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省级风景名胜区、河北省文化

发展“五个一”工程奖、“唐山八景”等荣誉称号。现已经接待国家

领人 13 位,省部级领导 500 余位,各级来宾 20 万余人。

北票煤矿历史展览馆

北票这座城市，因煤而建，因煤而兴，因煤而名。北票是一个有

故事的地方，更是一块能书写出故事的热土。2021 年 8 月份开始，北

煤公司站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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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怀着把北票煤矿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社会责任

感，投资 500 多万元，建起了北票煤矿历史展览馆。此展览馆就建在

百年煤矿旧址上，建在北票老工业遗存中。北票煤矿历史展览馆现有

展厅面积 1500 多平方米。展厅展出各种图片 1800 多张，各种实物 300

多件。展览馆记录展示了从 1875 年北票发现煤炭到 2014 年北票煤矿

关井 139 年的历史，再到 2021 年北票煤矿这 6 年的发展变迁。

▲革命先烈与煤矿

杨靖宇在抚顺煤矿的革命事迹

吴晓煜

杨靖宇（1905.2.13—1940.2.23），河南确山人。1927 年加入共产

党，组织确山县数万农民举行暴动，任暴动总指挥，后任中共豫南特

委委员兼信阳县委书记。1929 年春，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1934

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36 年日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

司令兼政委。1940 年 2 月在吉林蒙江县（现靖宇县）惨遭敌人杀害，

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杨靖宇是个大义凛然、正气浩然的大英雄。他的坚贞不屈的革命

意志和英雄气概，浸透于他在抚顺煤矿的短暂的时空中。

1929 年 6 月，杨靖宇在上海参加第一期军政干部培训班。7 月，

他被派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当时，满洲省委为加强对工矿区工人运

动的领导，时任省委书记的刘少奇认为杨靖宇是“得力同志”，就派

他到抚顺矿区任特支书记。临行前，刘少奇还与杨靖宇“谈了一个晚

上”。

抚顺是因煤而兴的工业城市，煤炭蕴藏丰厚，主要工业是煤矿，

矿工占全市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二以上。当时，抚顺煤矿被日本帝国主

义侵霸，成为侵略者疯狂劫夺煤炭的重要基地。他们为满足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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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炭需求，实行人肉开采政策，开展“大出炭”运动。矿工安全毫

无保障，生活赤贫如洗，过着“亡国奴”的日子。他们急盼打倒日本

人，做一个正经的中国人。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搞白色恐怖，大肆

抓捕、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开展党的活动极其困难。杨靖

宇就是在这样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化名张贯一，以“山东人”找

工作的名义，来到抚顺矿区的。

杨靖宇不愧是一个有文化、富智慧、意志坚强且有斗争经验的领

导人。他分析了矿区的严峻形势，根据上级党组的要求，从抚顺矿区

的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制定了工作方案，一头扎进矿区。经过艰苦细

致的深入工作，矿区抗日的火种被点燃了，煤矿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

了，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在抚顺矿区谱写了一幅令人惊叹的抗日画卷。

一是，杨靖宇认为，首要的事情就是尽快了解矿工的生活、工作

状况，摸清情况，取得矿工的信任，秘密发现矿工中的积极分子。他

很快在矿上找到一份工作为掩护。大部分时间下矿井，和工人一样干

重活，吃住在一起，在井下掌子面与工人唠嗑。开始工人并不信任他。

他对大家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遭大罪、受人欺的煤黑子”。他

还到一位有病的老矿工家探望，把仅有的两块银元送给这位矿工，让

他买药治病，买米充饥。此外，他还采取了许多办法，同矿工交朋友，

说心里话，效果十分好。矿工见他耿直、热心、关心人，对他解除了

顾虑，转变了态度，逐渐成为了矿工无话不谈的知心人、兄弟、主心

骨。他们向杨靖宇介绍了许多真实情况，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大

家亲切的称他为“山东张”“张大个子”。这些使他掌握了矿区全面

情况，确定了工作重点，为下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各种方式，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耐心抓住实例，

采取工人可以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如“拜把子”、组织兄弟

团、音乐团、足球队、识字班（工人小学）。工人斗争热情逐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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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

三是，从开展经济斗争入手。建立工人“互助储蓄金”，要求改

善井下作业条件、增加工薪、缩短工时、反对工头打骂压迫。当时，

杨靖宇非常忙，早上很早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经济斗争初见成

效。在当年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抚顺矿工斗争，工人反对工

头，改善待遇的斗争，计参加群众 80 余人。曾有多次骚动，完全为我

们所领导”。“每天都有各种斗争的发动”“工人看到我们的传单，

奉为至宝”。

四是，抓住时机，组织矿工罢工。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矿工斗

争情绪日益高涨。在几个重要煤矿和居住区都建立了党组织，连日本

人都惊呼“自 1929 年共产党分子潜入煤矿以来，工人思想显著恶化”，

出现“事变的前兆”“有明显异乎寻常的感觉”。

在这种形势下，开展政治斗争条件具备了。8 月中旬，日本资本家

决定裁减矿工，这意味着矿工将失去生活来源。杨靖宇分析了形势，

认为应该抓住时机，开展罢工，同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资方

收回决定，给工人活路。他对群情激奋的矿工们说：“兄弟们，我们

绝不能再这样忍气吞声了，不能让日本人骑在我们头上。要拿出力量

和日本鬼子较量，工人的力量是大的，不能小瞧自己！”“我们矿工

这两只手就能卡住日本鬼子的命根子。过去把头们敢那么大胆的欺负

我们，就是因为这两只手没有卡住他们。大家要团结起来，相信自己

的力量！”

当日本人的裁减工人布告一贴出来，矿工们就按杨靖宇的事先安

排，立即举行了罢工。当日中午 12 时，发电所工人拉下电闸，机器停

转，运输车停止，井上下停工，全矿一片混乱。在杨靖宇指挥下，各

采煤班、组和掌子面的矿工们，冲进日本人“炭矿办公室”，针锋相

对地提出罢工要求。并表示，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就坚决把罢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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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果然，平时威风八面的资本家被矿工的强大气势压倒了，不得

不答应矿工的全部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也进一步看到了自己

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他们更加相信杨靖宇宣传的革命道理，决定跟

着杨靖宇干。

正当杨靖宇谋划下一步推进抚顺矿区革命斗争形势时，他被日本

当局盯上了。8 月 30 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被逮捕。在牢里，

敌人无论怎么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

1931 年 11 月，杨靖宇结束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涯。

此后杨靖宇按组织的安排，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创办抗日游击根

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茫茫雪原之间，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在弹尽粮绝之时，仍与敌人浴血奋战，于 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蒙江县（现靖宇县）壮烈殉国。敌人残忍割下他的头颅，解

剖他尸体后，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棉絮……

苍天雨泪，大地悲鸣！写到此，笔者不能自已。谨以陈毅元帅的

两句诗作为收尾：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参考文献：《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杨

靖宇》（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 年 4 月）、《杨靖宇》（学习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炼狱 1929——杨靖宇在抚顺》（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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