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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因煤而兴、煤城因矿而名。在先
矿后市的上世纪后半叶，铜川矿务局和王
石凹煤矿绝对是响当当的存在，也是新中
国煤炭工业起步时的“国之娇子”和铜川城
市文明的精神标识。

一

王石凹煤矿因地处铜川市印台区王
石凹街道王石凹村而得名，是国家“一五”
期间 156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1957
年由苏联援建，年设计生产能力 120万吨，
1961 年正式投产，是当时西北地区第一
座，也是最大的机械化竖井，鼎盛时矿区
占地 3000余亩，职工家属 4万余人。矿区
的八街八景和一应俱全的基础配套服务
设施，特别是它所创下的国内工业发展初
期煤采最高技术水平和为国家建设累计
贡献的 5000余万吨优质煤炭，无疑代表着
几代王石凹人的无私奉献和王石凹矿的
辉煌历史。

但随着铜川煤炭资源濒临枯竭，出现
经营困难、市场萎缩、工人下岗，王石凹煤
矿积极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政策，于 2016
年正式停产关闭。昔日钢缆钓日、乌金飞
瀑、蛟龙潜洞、缆车如梭、热火朝天的场景
已逐渐沉寂，只留下孤独的鳌背山下那古
槐亭台、老井楼阁，还有守望着它的留守老
矿工们。

面对为国家建设争了志气也伤了元气
的王石凹，铜川市和陕煤集团、铜川矿业公
司的决策者们提出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建设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的设想，并得
到了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一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大幕
就此拉开。

二

2017年 4月，我有幸受铜川市政府委
托，带队前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
和波兰考察，考察团成员有时任铜川矿务
局局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党委书记王蓬
和时任王石凹煤矿党委书记王鹏。由于他
们二人的护照上中文拼音均为 Wang
Peng，入关办理签证和住宿时，经常让外国
人误以为是重名重姓，闹出不少笑话，无奈
我们只能介绍他们时按年龄分别叫“大
Wang Peng”和“小Wang Peng”，成了出访
期间的一段佳话。

我们从北京启程飞往欧洲，经过近十
个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缓缓降落在维斯
瓦河畔的波兰首都——华沙。随后乘车前
往波兰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克拉科夫，考
察具有七百年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定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维利奇卡小镇，
如今已是欧洲自然疗法体系下被誉为“盐
疗”发源地的维利奇卡（Wieliczka）盐矿。

“维利奇卡”在波兰语及斯拉夫语中是
“伟大、巨大”的意思，波兰人用它命名，可
见维利奇卡盐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接待

我们的波兰工业部负责人说：“维利奇卡对
于波兰就像长城对于中国的意义一样，是
波兰人民的骄傲。”

听导游和波兰官员介绍，维利奇卡地
下盐矿开采于 13世纪，最深处达地下 327
米，所有通道总长达 300公里，是具有千年
历史的欧洲最古老的盐矿之一，15至 16世
纪达到鼎盛，18至 19世纪开始扩建成为波
兰乃至欧洲的盐都。1976年被列为波兰国
家级古迹。

当我们一行人顺着盐矿遗址里搭建的
木质楼梯一路拾级而下，脚下是深不见底
的蓝色盐湖，四周是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
盐矿石，头上不停滴落着融盐水，不时可见
高达数十米的盐洞，洞壁上是有数百年历
史的盐岩雕刻，还有当年采盐工人劳作的
复原场景，更有当年矿工们匠心独具、精雕
细琢的古老地下教堂和栩栩如生、美丽动
人的神话故事以及琳琅满目的现代盐矿工
艺旅游纪念品，整个维利奇卡盐矿遗址俨
然一座地下城堡和艺术殿堂，让人目不暇
接、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坐在位于地下百米深、用盐矿雕刻而
成，高达十几米的圣金嘉公主礼拜室中，
环顾盐洞教堂那精美的纹饰、吊灯、神像、
祭坛、盐画，听着导游讲当年矿工向匈牙
利金嘉公主献盐的故事，喝着地下咖啡厅
浓郁的咖啡，商议着如何将同属地下工业
宝藏的王石凹煤矿也打造成令人向往的
工业遗址。

如今，仅有2万人的维利奇卡小镇因盐
矿遗址公园成了工业旅游胜地，因“盐疗”
成了疗养度假胜地。虽然“退休”的盐矿已
不再产盐，却化身为集艺术与康养为一体
的旅游度假小镇，每年吸引超过百万游客
纷至沓来，给波兰旅游业带来了新的辉煌，
令我们十分感慨。

三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
源地，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率先开启了以
机器代替手工的技术革命，从而彻底改变
了传统生产方式和世界格局，使英国逐渐
成了工业强国。我们赴欧洲考察的第二站
正是与工业革命同时兴盛，现已成为工业
革命遗址，有英国“煤矿博物馆”之称的布
莱纳文工业景观。

从伦敦乘车一路向西，我们来到了位
于威尔士州南部、卡地夫北方25英里、里德
河源头的布莱纳文镇。这里风光旖旎、空
气清新、天蓝地阔，恰是四月，正是南威尔
士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漫坡遍野的金黄绿
草中，那点缀的白云、山花、别墅犹如多彩
的风景画，让人无法把它与工业革命时期
的钢铁、煤炭工业重镇联系起来。

走进布莱纳文工业景观，不远处那竖
立的矿井塔、残存的采石场、原始的铁道
轨、散落的冶炼炉、老旧的蒸汽机，还有学
校、教堂、矿工宿舍上锈迹斑斑的铁皮屋
顶，似乎告诉我们，这里的确是一个曾经创

造了三百年辉煌，为英国乃至世界工业革
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重镇。2000年，
因见证了南威尔士地区在19世纪世界钢铁
和煤炭生产中的显赫地位，布莱纳文工业
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考察布莱纳文工业景观，体验一次当
年煤矿工人的井下采矿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项目，因与铜煤客人是同行的缘故，布莱纳
文Big Pit煤矿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亲自陪同
我们下井。排队进入主井准备大厅，我们
开始穿着黄色的矿工服及水靴，戴上白色
的矿工帽和矿灯，背着沉重的矿工装备，经
矿井安全人员严格检查后，准备乘坐“罐
笼”直梯开始采矿之旅。说心里话，对于大
小Wang Peng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我这
个从没下过矿井的人来说，好奇、惊险、激
动是必然的。进入“罐笼”，铁笼关闭、机器
轰鸣、各式灯光闪烁，直梯一直下降到地下
约300英尺的主巷道。

出了“罐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可
以容纳数百人的地下矿石博物馆和煤矿历
史陈列馆。意想不到的是，这里早已聚集
了许多游客，有的是家长带着孩子，有的是
老师带着学生们，大家一边听导游讲解，一
边有条不紊地参观。听完负责人关于煤矿
历史的介绍，我们跟随他走进有三百年历
史的煤矿开采巷道，数公里长的巷道越走
越黑暗潮湿、越走越低矮狭窄、越走越胸
闷气短，沿途不时有重现当年矿工采煤场
景的复原雕像，可那时的工人们似乎没有
我们穿得这么装备整齐，大多光着身子，
只穿一条短裤，一边用钢钎铁铲挖，一边
用小车竹筐运，浑身黑的只能看见眼睛和
牙……这些深埋地下百米的场景、塑像、
遗迹，无不让人联想起 17、18世纪，作为英
国工业革命重要的钢铁煤炭基地，布莱纳
文矿工们在这人间地狱中的苦难经历。
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英国工业革命史就
是无数劳苦矿工的血泪史，我想这也正是
世界各地游客趋之若鹜、络绎不绝来此参
观体验的原因吧。

走出布莱纳文煤矿遗址黑暗的世界，
抬头仰望英伦和煦的阳光，我们不禁感受
到了太阳的温暖，看到排着长队等候参观
的游客，我们更加坚定了建好王石凹煤矿
工业遗址的信心。

四

考察归来，我又一次来到王石凹，与同行
的大小Wang Peng一起，谈感受、议思路、
谋规划。很快，一个集“文化旅游、工业体
验、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基因传承”建设为
一体，依托王石凹煤矿地域特色矿区文化
景观、苏式风格建筑群和珍贵工业遗产，打
造全国 5A级旅游景区的构想逐步形成和
完善，并得到了各级政府和陕煤集团的肯
定和支持。

2018 年陕西王石凹煤矿工业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小Wang Peng出任董事

长，确定中国航空规划设计总院担任总设
计，规划总投资 32.2亿元，建设期 5年，核
心规划区 21平方公里，分主题各不相同的
地上、地下两大空间区。地上为煤矿文化
动态体验区，打造陕西首个开放式泛工业
博物馆群，将集中展示主副井、选煤楼、矿
车轨道、铁路运输等设施，形成初心、矿
世、荣耀、涅槃、新生五大功能分区，结合
现有建筑设施，建设工业文化展示、煤炭
科技博物馆、路遥纪念馆、苏式酒店、儿童
世界、矿区文化商业街等。地下为煤矿精
神静心感受区，利用井下空间打造“世界
第一深井穿越之旅”，在地下 400多米深处
的 735水平大巷预留的 3000米环形巷道形
成原始矿井开采体验区，并结合现代数字
多维互动技术，从客群体验出发，打造出
井下探秘、地质科普、时空隧道、岩层之
书、地心揭秘等“旷世传奇”项目，最终将
王石凹煤矿建设成为“国家记忆——156
工程典型代表”、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
家示范性工业遗址。

两年后，在我离开铜川前的 2019年 9
月，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项目核心区全面
正式开工建设，我和所有参与前期考察、论
证、规划的同志们一样，打心眼里高兴。

一晃三年过去了，当我今年再次来到
王石凹，听小Wang Peng 董事长讲：这三
年，他们在各级政府和集团领导的支持
下，弘扬老王石凹人“一不等、二不靠、三
不埋怨、四不叫，埋头苦干往上搞”的创业
精神，在二次创业中克服疫情影响，已完
成了 14项核心区改造项目和一批生态治
理、景观提升项目，完成投资近 4亿元，接
待人数达 3万余人。其间，王石凹还相继
荣获国家工业遗产、中国文化遗产陕西省
文化遗址公园、陕西省第七批重点文保单
位、陕西省首批革命文物、陕西省科普教
育基地、铜川市文物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铜川市科普教育基地、照金干部培训现场
教学点及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基地等
多项殊荣，预计今年年底核心区投入运
营，开门迎客时，一个崭新的王石凹将王
者归来，凤凰涅槃！

从1961年至今，六十年一个甲子，四代
人两次创业，王石凹留下的不仅是平凡中
的伟大，更是奋斗中的荣光，这荣光属于王
石凹，属于为王石凹不懈奋斗的“献了青春
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人们。正如路遥
笔下的主人公孙少平最后回到久别的矿上
时“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
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
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
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
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
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是啊，铜川在变、铜煤在变、王石凹煤
矿也在变，但不变的是煤矿工人艰苦奋斗、
百折不挠、甘于奉献、再创辉煌的精神。我
相信，如果路遥在天有灵，看到王石凹煤矿
工业遗址落成的那一天，他也会与我一样
赞美这永远的王石凹！

156主题雕塑。

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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