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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重庆作家

本
期
人
物张
世
俊

主要作品

重庆市作家协会
重庆晚报 联合主办

各方评论

张世俊，笔名张老侃，1939 年生，重庆
北碚人，曾供职于重庆出版社。出版过《张
老侃展言子》《重庆言子》等重庆民俗文化著
作和中短篇小说集《柔情的荒野》等。

作品选录

沼泽地旁的部落
我们麦疆部落，二十来户杉木板盖起来的、用稀牛粪

抹住缝隙的矮小屋子，静悄悄地躺在坦荡无垠的大草地
上。南面是草滩，北面是沼泽地，没遮没拦，一望无边。
秋冬季节，遍野衰草，矮小的屋群同寒风中瑟缩的原野一
个色调，草黄中透出浅灰，远处很难辨清。只有到了夏
天，部落里的屋群才从无边无涯的翡翠般的绿色里显露
出来，虽然依旧是草黄中透出浅灰，但望过去惹人注目，
而且十分和谐美妙。夏天是牧事繁忙的季节。强壮的男
人和女人都上草滩去了，部落里冷清清的，几只黑毛鬈鬈
的牧羊狗伸长舌头，没精打采地注视着偶尔走过来的一
两双牛皮靴子，半闭着眼睛叫上两声……天上，蓝莹莹
的，几朵雪一样白的云，凝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一只
只黑色的鹞鹰、老鸹，歇在部落旁边的红柳树上，瞪着豆
粒般大的圆眼，搜寻着从木屋里扔出来的羊肠子、牛肝肺
……沼泽，草滩，云朵，空旷而静谧。

草滩是古老的，沼泽地是古老的，我们的麦疆部落却
很年轻。听老人们说，早先这儿是一片荒原，红军经过以
后的许多年，才陆续盖起一幢幢矮小的木屋。部落里的
住户，都是由青海、甘肃等地区游牧来到这里。据说最先
来到这里的是一个跛子，他赶了三头瘦牛，拿着一根红柳
棍儿，在他支下帐篷的同时，顺手把红柳棍儿插在沼泽边
上。过不几年，红柳棍生根发芽，一株连一株，串开去，成
了林，成了片，成了这一处沼泽地旁的部落的标志。部落
取名叫麦疆。麦疆译成汉语即是红柳。

自打我懂得用眼睛张望家乡的部落，红柳树便是这
般高，这般密，仿佛此后不曾增高一寸，也不曾缩矮一
分。那个插红柳棍儿的跛子呢，光溜溜的脑袋，黑瘦瘦的
脸颊，不曾苍老，也不曾年轻，好比沼泽地边的红柳树，永
远是那么一副模样儿。这不，他来了。瞧他骑在一匹四
脚短短的青马背上，眯起一对笑眼，手里捧着个红铜鼻烟
壶，不时朝鼻孔里塞一撮很辣的褐色烟末。“阿叱！”打上
个很响的喷嚏，接下去，一串快活滑稽的歌声随之飞起。

他叫秋扎。部落里的小孩子们叫他跛子秋扎。
天上白花花的一片，是云。地上白花花的一片，是羊

毛。渐渐地，天上白花花的一片飘去了，地上白花花的一
片越聚越高，活像座小山。“小山”后面，一双双牛犊腿儿
般粗壮的富有弹性的胳膊挥动着，伴随着大剪刀嗦嗦的
音响，不时飞出来女人们的笑骂声。

眼下是剪羊毛的时节。

冯南钟 广东 过白帝城
邵红霞 吉林 八声甘州·过白帝城怀李白
王天明 河北 游奉节感赋
杨顺华 贵州 江树
傅 渝 重庆 舟下奉节
黄永玲 重庆 水调歌头·白帝城怀古
王学美 湖北 访石宝寨
唐本靖 天津 过瞿塘峡
谢少华 河南 奉节物产四咏 咏夔门贡柚
黄天明 甘肃 新三峡
李如意 湖北 鹧鸪天·巴山秋韵
董秀红 黑龙江 自白帝庙至夔门
王明见 河南 梦游夔门
刘献琛 山东 水龙吟 ·奉节揽胜
莫增清 广西 望神女峰
陈忠仁 广东 咏奉节长江
伍三土 浙江 水调歌头 长江
陈秀如 广西 白帝城怀古
杨业光 湖北 峡口风光
姚立华 辽宁 夔门行咏赤甲白盐二山
曾宪波 重庆 沁园春·夔州
王立雯 北京 念奴娇 夔门秋咏
曹克定 湖北 白帝城题句
乔 边 河南 沁园春·长江雨后
肖 华 重庆 梦诗城有怀
彭木芬 江西 三峡游
艾中棠 江西 长江三峡组诗

鲁明智 黑龙江 巫山红叶
苏 俊 广东 念奴娇·瞿塘放歌
朱永礼 云南 长江颂
陈思侠 甘肃 长江书
赵瑞刚 河北 临江仙·船游三峡
李裕伟 北京 诗游长江
冷子瑜 北京 三峡秋兴
宋华峰 贵州 白帝城怀古
刘丛佳 湖南 临江仙·舟过夔门
沈忠辉 辽宁 过夔门
李如杰 江西 临江仙·巫峡
罗永珩 福建 白帝城怀古
伍淑娣 湖北 夔州
刘远定 四川 云阳张飞庙
袁人瑞 上海 念奴娇·白帝城咏怀
许洪江 白帝城
唐方韬 广西 三峡泛咏
朱晓冰 江苏 托孤堂怀古
贺木俊 四川 白帝城
周少泉 广东 沁园春·奉节长江畅想
邹永惠 四川 念奴娇·过长江三峡
徐中秋 浙江 浣溪纱·题长江生态工程
辛元珠 黑龙江 长江咏浪

四、铜奖：50名

《沼泽地旁的部落》
首发在《萌芽》1983年1期“小说专号”头条；接着选入《小

说选刊》1983年3期

《鹿舞》
选入《四川文学》1983年1期、《新华文摘》1983年3期

《松惹，有三条牦牛的地方》
选入《现代作家》1984年3期

《最后一片净土》
选入《现代作家》1988年9期

《一个女人的秘密》
选入《红岩》1993年1期

《神鸟之羽》
选入《现代作家》1984年4期，1985年12月四川文艺出版

社出版，更名为《柔情的荒野》，获1986年首届重庆文学奖

《张老侃展言子》
1998年重庆出版社

《重庆言子儿》
2001年重庆出版社

《巴渝食趣散文100篇》
2001年重庆出版社

李书敏李书敏
重庆出版社原社长

我在重庆出版社工作时，
张世俊是我下级。我读过他的
中短篇小说集《柔情的荒野》，
文笔抒情，把荒凉的草原描绘
得很是柔情。在一篇《松惹，有
三条牦牛的地方》中，他这样写
道：“草原的小路，蚯蚓似的，淡
青的色泽，由草丛里爬出来，蠕
动着，伸延着，看不见头，也看
不见尾。太阳底下，如果站在
小路上放眼，这一头，紫蒙蒙
的，那一头，紫蒙蒙的。小路
边，离我们帐篷小学不远处，有
座卖盐巴的供销社，听老人们
讲，红军过草地那会，有一个班
的战士在这儿看守七头牦牛，
这些是前面队伍留下来的，当
初千军万马过草地……”意境
很美。

蒲华清蒲华清
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老张给我看的这本书，选
入《小说选刊》1983 年 3 期的

《沼泽地旁的部落》，是本怀旧
的书。书中可回味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文学繁荣景况，可
读到当年许多作家的小说风
采。其中还有梁晓声、张承志、
陆文夫、何世光等20人的20篇
短篇作品，很让人难忘。

为讴歌祖国
大美河山，进一步
展示奉节得天独
厚的自然风光、人
文历史，弘扬博大
精深的诗词文化，
第二届“中国·白
帝城”国际诗词大
赛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开始面向全
球华人诗词爱好
者征集作品，8月
20 日截稿。活动
得到了诗词爱好
者的广泛关注和
积极响应，有来自
全国30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诗
词爱好者参加，征
集作品1943篇。

此次大赛由
中华诗词学会组
织专家评审委员
会评审，共评出金
奖 6 名，银奖 10
名，铜奖50名。现
将获奖名单及作
品公告如下：

第二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词大赛获奖作品公告
一、特等奖：空缺

二、金奖：6名

裴进才 广东 三峡舟中
刘爱红 北京 水调歌头·诗城奉节
金 中 陕西 长江三峡歌
袁桂荣 吉林 鹧鸪天·白帝城
高卫明 浙江 白帝城
秦 凤 湖北 念奴娇·天坑揽胜

三、银奖：10名

潘世信 湖北 水调歌头·三峡
向咏梅 四川 望海潮·夔州
汤传举 重庆 瞿塘红叶歌
承 洁 江苏 大江东去·游三峡抒怀
梅凤云 河南 再发白帝城
贾来天 山东 贺新郎·瞿塘关感怀
仝山杉 山东 印象白帝城
卫 洪 重庆 ［中吕·山坡羊］白帝城托孤
王景芳 辽宁 沁园春·瞿塘峡
马建华 江苏 登三峡之巅闲咏

中华诗词学会
重庆市作家协会
奉节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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