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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露天煤矿层层挖掘，历经 60年
开采，埋藏地下数十米的各类岩石，全
部裸露在了地面。

20世纪 80年代初，江苏煤田地质
勘探四队的一位工程师，在采掘现场偶
然观察到，挖出来的煤矸石块上，有一
个个明显的树叶形状，逼真形象。有心
的工程师把石块带到中科院南京古生
物研究所，请古生物学家进行鉴定。

1995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专家
再次到义马实地考察，他们惊喜地看
到，在侏罗纪义马组二段化石区，富含
距今 1.2亿至 1.8亿年珍贵稀有的古生
物化石，数量众多，门类齐全。

北露天煤矿成了古生物学家眼中
的一座富矿。2006年 6月和8月，同样
是在侏罗纪义马组二段化石区，又发
现距今 1.8 亿年前的鳖类化石和恐龙
脚印化石。鳖类化石长约 20厘米，表
面的轮廓、纹路清晰可见。参加发掘
的高级工程师章伯乐说：“鳖化石填补
了义马地区古生物化石多样性的空
白，在国内甚至国际考古发现上都属
罕见。”

望向赤裸的矿山，眼前好似升腾
起了另一种景象，仿佛一个生动的三
维动画。2亿多年前的中生代，这里树
木参天，湖泊清澈，万物生长，纷繁异
常。后来生物灭绝，地壳崩裂，下沉上
升，造就了今天特殊的义马，它不仅以
中原唯一的中生代产煤盆地而著名，
而且在早中侏罗纪的义马组含煤地层
和晚三叠世地层中，保存了大量完美
的各类动植物化石。

近 20年研究，古生物学家取得了
多项有世界性影响的科研成果。银杏
化石植物群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轰
动，它是全世界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银
杏化石群，被国际地质、古生物学术界
命名为“义马银杏”，产出层位被命名
为“银杏层”。银杏化石图案，被选为
第五、六届国际古植物大会的会徽，以

“义马银杏”为代表的义马古植物群，
被确定为东亚及欧亚的标准植物群。

“义马银杏”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外最
新的古植物教科书和专著广泛引用，
被认为是研究银杏类植物的起源、生
长、演化的里程碑。目前，义马锥叶厥
等植物化石及共生的其他植物学化
石，多达21属 70多种。

历经风霜，义马及其这里的煤层
沉浮起落，留下别样的风景与故事。
那些与煤炭相关的工业遗产，没有在
岁月中斑驳沉没，而是在保护传承中
璀璨生辉。1

最早银杏化石群

□本报记者 赵慎珠

20世纪北露天煤矿
时期中央站作业现场

北露天煤矿时期露天矿坑全貌

美国生产的瓦斯灯 德国生产的道轨

三门峡陕州区东部有观音堂镇，西依崤
山，东临渑水，南视熊耳山，北望黄河，曾被称
为崤陵镇。

观音堂镇中心向西步行几百米，有一座数
百年的观音庙。寒冬午后，院落萧条，一座三
层砖木混合的阁楼式建筑，甚是孤单。阁楼中
层六个棱面的中间部分，装一长方形池子，池
内均有砖雕花纹，图案多为飞禽，惟妙惟肖。
阁楼面朝院内的一层棱面上留有一门，上方刻

“白鹭飞来”四个字。
观音堂镇副书记张豪说，原来庙内有钟鼓

两个阁楼，如今只留下了鼓楼，清嘉庆二十年
（公元1815年）的一个残存碑文，讲述了一个传
说。明代，一位赶考书生途经此处，从一位农
妇教子中得诗词妙句，考中状元召封为官。为
感谢神灵，他在此修建观音庙，把地名称为观
音堂而兴盛起来。清代，商人筹银 1700余两，
历时一年半复建钟楼。

古镇地处贯通中原与秦川的崤函古道边
上，是东西往来之要冲。1916年，陇海铁路从
郑州通车至观音堂镇，因为隧道修建困难，停
顿长达 10年，这里成了终点站。西行的人员、
物资，在观音堂停留，换乘马车走旱路，或乘船
只走水路，陡然间，古镇成了热闹非凡的水旱
码头。

1921年 5月，冯玉祥率部由渑池入陕县，
辎重无法随军西运，只好在观音堂卸车暂存。
驻扎期间，冯玉祥炸开了观音镇西约 1公里处
的山头，使其成为新开大道，后来一直沿用到
上世纪70年代。

辛亥革命元老、爱国人士张钫，祖籍新安县
铁门镇，此镇与观音堂镇相距50公里。1918年
8月，张钫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率军反抗北
洋军阀及其在陕西代理人的专制统治。

常年转战在陕州观音堂镇、渑池千秋镇一
带，张钫注意到，两地有不少人在开窑挖煤，矿
区遍布小煤窑。1905年，山东人余某和辛某合
作，煤日产量从几十吨渐至上百吨，近处村民
以物易物换煤烧，出现了豫西有名的煤炭市
场，遍及渑池西部，洛宁、宜阳以北各地。两人
到官府领据注册，俗称“乾壕煤矿”。煤矿红利
颇多，引起政客马振环的关注，他强行没收土
窑，控制开采权。1915年，无奈的余某和辛某
向张钫求助。1920年，陕州知事何奇阳同观音
堂镇当地乡绅、民众代表 10多人，驱车到张钫
府邸求援，再次讲述夺矿之争激烈。

1921年秋，张钫与友人王光庆，决定以民
族振兴为己任，创办陕县观音堂民生煤矿公司
（现观音堂煤业前身），自主经营，中国第一个
民族煤矿由此而生。

在观音堂煤业机关大院，一座仿苏式建筑
古朴典雅，这座昔日的办公场所，已成为文史
档案馆，陈列着各种老物件。德国1902年生产
的道轨，在其褐色的中缝之间，德文铸字和阿
拉伯数字清晰可见。加拿大 1933年生产的电
动机，使用了54年，它和1947年的第一批援华
物资，使观音堂煤业实现了电气化生产。美国
1947年生产的瓦斯灯，外观平常，有些锈迹，它
可以根据火焰的长度、颜色来辨识空气中的瓦
斯浓度……矿山上，有 1920年修建的井架，矿
井下，有上世纪初到现在的不同时期、不同形
式的老巷道，长约2万多米，带有年代语录的巷
道，至今仍在使用。

一切的过往扑面而来，鲜活了一幕幕曾经
的场景，观音堂煤业跨越两个世纪的发展，多
次华丽转身，铸就了一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
史书，是了解民族煤炭发展的“活化石”。

大风过后，天空澄碧，蓝得像画
布。残叶干枯，树枝僵硬，矿区中部
的 古 炮 楼 格 外 古 朴 ，端 庄 浑 厚 。
1930 年，张钫修建它用于军事防
御，90 年时光转眼而逝，炮楼看上
去仍然坚不可摧，霸气十足。

炮楼为三层砖混结构，每一块
方砖宽厚粗大，三层各设有射击孔，
层与层之间，用木质直梯连接。一
楼为大厅，地面设几个隐蔽口，用铜
质圆盖掩饰，通向地下室及暗道，直
达民生公司后院。二楼是护矿队
部，有人每日荷枪实弹，轮流巡视站
哨。三楼为步兵扼守室，四周设有
重机枪射击孔，居高临下，易守难
攻。即使失守，也可以迅速通过暗
道，进入东山密林或是矿井。

1936年 6月，张钫母亲在民生
煤矿公司大院庆贺 72岁生日，时任
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张
学良，从西安赶来祝贺。张钫、张学
良两人在炮楼地下室密谈国内外政
治形势。

1944 年，日军攻陷洛阳，多次
对民生煤矿进行空袭，几次警报后，
张钫亲属和民生公司要员都在炮楼
地下室内安全避险。

与炮楼相连的 6 孔窑洞，依山
开凿，砖砌式拱顶，冬暖夏凉，曾是
张钫及家人的住所。张钫往来各
地，经营矿山，注重教育，创办公司
的同时，也创办了民生煤矿公司小
学，接收矿山子女免费就学读书。

观音堂煤矿纪委书记王洪涛
说，观音堂煤业见证时代风云，留下
许多地下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经

典传奇。
192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北方部主任罗章龙受李大钊的委托，
来到观音堂镇、会兴镇，深入道棚、煤
矿工人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观音
堂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7年 6月，中共渑池城关党
小组委派党组织负责人郝久停，到
民生煤矿开展地下活动，秘密发动
矿工，召开工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
了工会委员会。这个工会是河南最
早的煤矿工会。

1939年 9月，中共党员赵耕郊
先后 7次到民生煤矿开展党的地下
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党小
组成立后，他们深入发动职工群众，
组织了2次罢工和3次抗议活动，资
方迫于压力，答应增加工资，罢免两
个恶工头，罢工和抗议活动取得了
胜利。

在陕州档案馆内，保存着中共
陕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蔡迈轮的日记
摘抄，记录断断续续，经常能看到地
下党组织作出的努力。在矿工受到
严重威胁时，党组织保护他们的权
益，发挥出巨大作用。

1947年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挺进豫西，民生煤矿经营管理人员
撤往西安。1949年 7月，民生煤矿
被收归国有，更名为观音堂煤矿，开
启新的篇章。河南省计件工资制、
货币工资制、八级工资制的政策法
规 ，都 出 自 观 音 堂 煤 矿 而 推 广 。
1979年，观音堂煤矿与义马矿务局
合并成立新的义马矿务局，2013年
并入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红色记忆深刻

深冬，天空湛蓝，北风呼啸，凛
冽刺骨，站在北露天煤矿的山坡上，
大风划过面颊，如同刀割，一阵生
疼。

北露天煤矿位于义马市南涧河
北岸的台地上，地形北高南低，西高
东低，地势自北向南倾斜。从高处
向下望去，矿坑塌陷，乱石裸露，风
化严重，由矿坑底部向坑顶部，修建
着一条步道，可随时近距离观察煤
层的自然剖面。冷风恣肆地撩拨，
细微的草的歌声也就一波波地响
起。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工作
人员介绍，义煤集团天新公司的前
身是北露天煤矿。1917年，渑池县
义马豫庆煤矿公司成立，公司在义
马车站北两公里处开凿直井两口，
深达 47米，井口以上铺小轨道作为
运输线。1948年，改组成立新豫庆
煤矿公司，后又几次改革，1958 年
成立义马矿务局，1959年筹建北露

天煤矿，1970 年成立义马矿区，
1981年在义马矿区设立义马市，小
城的历史浓缩了煤炭开采的进程。

北露天煤矿是中原地区最早的
露天煤矿，我国唯一一座引进前苏
联标准轨蒸汽机车牵引自翻车等开
拓运输系统生产工艺的露天煤矿。

一辆修葺一新的蒸汽机，静静
停靠在标准采煤轨道上，一旁的电
铲、自翻车，再现出当年的采矿工艺
流程和生产场面，好似凝固了上世
纪一幕幕火热的场景，那时，汽笛长
啸，车轮滚滚，往来不息。北露天煤
炭设计开采储量 2250万吨，在国家
急需煤炭的时候，有力支援了国家
建设。

2004年，北露天煤矿因资源枯
竭，实施政策性破产，2006 年重组
成立天新公司，2018 年进行闭坑，
煤矿开采成为历史。

喧嚣归于平静，如今的矿坑，依
然侧卧在陇海铁路旁，守着它的往
昔岁月，守着它的今日孤独。

中原露天煤矿

建设8276蒸汽机车

1927年民生煤矿发行的股票

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植被多样，郁郁葱葱。亿
万年间，地壳运动，渤澥桑田，深埋地下的已经是由一层极厚的黑
色腐殖质演变而来的丰富煤炭资源。义马，一座因煤而兴的小
城，丘陵起伏，沟壑纵横，矿山、煤海、井架、铁轨……漫卷起巨幅
图画，为一座城打满了煤的印迹。

写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宋金时期文学家

元好问，来到这里时一定是有所惊奇的。元好问晚年之作《续夷
坚志》，以小说存史的笔触，艺术再现了宋、金、蒙交战的实况，流
露出回顾历史的凄楚余韵。书中记录了一段煤的见闻：“渑池出
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热之，烈焰炽燃。”

隋代之前，义马属新安县辖区，隋代后，划入渑池县所辖。此
地煤炭资源丰富，总储量达21亿吨，素有“豫西百里煤城”之称。

义马银杏化石

加拿大生产的电动机

第一个民族煤矿

现代 36U 形钢
大断面支护巷道

观音堂矿区炮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