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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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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潭  脱贫攻坚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定点帮扶项目支持的“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诗歌

（散文诗）大赛获奖作品集《遇见临潭》、“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百名诗人看

临潭采风作品集《洮州行吟》、格律诗集《诗词临潭》，胡憬新诗词集《煮石

集》，张俊立诗词集《迟庐吟稿》等五部文学作品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五

部文学作品集内容皆围绕临潭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秀美的山川，通过诗人作

家们生花妙笔，热情讴歌了临潭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文学的方式向外宣传推介临

潭。

中国作家协会自帮扶临潭以来，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对口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将其列入每年工作安排，进行重点研究，积极推进，选派优秀干部到临潭

县挂职，坚持“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理念，积极推进帮扶项目建设，

精准实施文化扶贫，先后出版了《爱与希望同行》、《洮州温度》（三卷）、《临

潭有道》等20多部作品集，不断提升了临潭的文化实力，推动了临潭文化事业的繁

荣发展，并成功将临潭县打造成中国“文学之乡”。

 

编者及作者简介:

崔沁峰，男，汉族，1986年12月出生，山西沁水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水土工

程硕士研究生毕业，200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协挂职帮扶干部、现任甘

肃省甘南州临潭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敏奇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小说、 散文、剧本散见《中

国作家》《民族文学》《天涯》《美文》《延河》《光明日报》等130多家报刊。

出版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高原时间》，小说集《墓畔的嘎拉鸡》

等；著有长篇小说《红雀河》《雪域驮铃》等。

胡憬新，甘肃省临潭县人，临潭县人民政府公务员，中华诗词学会、甘肃省诗

词学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洮州诗词楹联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俊立，甘肃临潭县人，中华诗词学会、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现任洮州诗词

楹联学会会长。编纂出版有《味雪诗存校注》（清·陈钟秀著）、《洮州厅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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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甘肃省历代诗歌选注·甘南卷》（合著）及《甘肃金石录·甘南卷》等，

参编《黄河之都中华诗词楹联大赛甘肃诗词作品集》等诗词楹联集。自著诗集《迟

庐吟稿》。

《遇见临潭》

内容简介：

临潭坐落在甘青川三省结合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长江与黄河在跌宕起伏中

勾勒的一幅水墨长卷，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在交汇变迁中挺起的一座生态脊梁，

是丝绸之路文明与唐蕃古道文化在纵横辐射中留下的一笔人文宝藏，更是自然天成

的青山绿水与汉回藏等民族在相濡以沫中涵养的一方神奇沃土。临潭得天独厚的生

态景观、巧夺天工的大地艺术、古朴厚重的人文底蕴，不仅把游牧文明、农耕文明

推向了极致，更为五湖四海的人们提供了一方体验乡愁的“栖息地”、放飞心情的

“归属地”、实现梦想的“福源地”。熠熠生辉的大美甘南，沐浴着青山绿水的芬

芳，把最深情的祝福带到人间天堂；冉冉升起的高原明珠，传递着蓝天白云的问

候，把最干净的阳光送进青藏之窗。

临潭县自然资源禀赋良好、区域优势显著，旅游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

临潭县委县政府以“五无甘南、十有家园”创建为抓手，以“魅力临潭、生态家

园”建设为目标，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

打造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品牌。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在全县第十六次

党代会上被列为重点培育壮大的“三大产业”之一，借助中国作家协会定点帮扶机

遇也是临潭未来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力争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让

临潭这片文学的沃土、艺术的摇篮、厚植于此的绵绵诗意与浓浓乡愁深入骨髓，让

“中国文学之乡”绽放新时代“山乡巨变”。

为梳理近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脉络，归纳成果，促进并繁荣临潭当地新诗、

散文诗创作，表彰鼓励优秀诗人，2021年6月份，中共临潭县委、临潭县人民政府

乔叶：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
之心

在乔叶看来，《宝水》是岁月、生活和家

乡赐予她的一份大礼，“而我能作为回礼

的，只有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之

心”。

散文 | 风吹疼故乡

用文字抒写对故乡的眷恋与担忧，表

达对故乡的深情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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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快事。

葛兆光：旧事琐记一则

荣新江：悼念徐文堪先生

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

巴金冒充“亲娘舅”义救女读者

“人生何处不相逢”说的是何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index.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44656/index.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44656/index.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4101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4101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3997/index.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57/index.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6/c442005-32607522.html
https://vip.chinawriter.com.cn/
http://vip.chinawriter.com.cn/member/index.php?uid=cxw2023
http://wyb.chinawriter.com.cn/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05057-32607968.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05057-32607968.html
http://vip.chinawriter.com.cn/member/index.php?uid=cxw2023&action=viewarchives&aid=479461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6/c442005-32607522.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04063-32608094.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04063-32608097.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42005-32608105.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04063-32608075.htm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117/c442005-32608076.html


联合甘肃省作家协会、甘南州文联、星星诗刊杂志社等单位启动了“魅力临潭·生

态家园”全国诗歌（散文诗）大赛活动，意在创作以甘南或临潭的文化历史、风景

名胜、风土人情和改革新貌为内容的新诗和散文诗作品，进一步展示甘南自然、人

文、历史文化，讴歌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拓宽文学创作途径，激发

诗人创作灵感，描绘临潭生态家园。

征稿启事在各大平台发出，引起广泛关注。共收到参赛作品8540余件，经过严

格审查，审定符合要求的有效稿件5724。经隐名编号，初评、复评，共有70件作品

进入终评，最后由终评委打分，由高到低确定了本次大赛58位作者获奖。作品汇编

成集《遇见临潭——“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诗歌（散文诗）大赛获奖作品

集》，由中国作协挂职帮扶干部、现任临潭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崔沁峰主编，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作品，或写山水景致或写人文历史，呈现了临潭秀美

的自然风光、悠久的人文历史。

这部诗集的出版，得益于临潭县委、县政府对诗歌的重视，得益于中国作家协

会持续的文学帮扶。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落实文学助力特色帮扶思路，已持续为

临潭本土作家出版文学作品集20多部，培养扶持创作队伍，宣传推介临潭形象。如

今通过诗集这一出版传播媒介，展示本次大赛成果，让全国各地的作家和诗人朋友

更好地了解临潭，深入临潭，拿起你们的笔，打开灵感、智慧与想象的翅膀，尽情

地书写临潭，宣传临潭，对临潭的历史地理、文化与旅游、现实与未来进行全新

的、诗意的阐释和解读，为“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塑形铸魂。

《洮州行吟》

内容简介：

临潭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

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联北往的门户。临潭文化底蕴深厚，历代许多著名诗

诗歌 | 如果一条河流送走很多事…

如果一条河流送走很多事物

诗歌 | 仰角（组诗）

集群的炮火拉开演兵阵形

散文 | 守望红岩坝河道的戎边人

红岩坝渠，是辽阔的甘肃西北边陲连

接祁连山脉与川中丘陵荒漠的一条很

普通的河道，在当地灌区百姓眼里，

它是连接远古和当下、愚昧落后和现

代文明、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一条

生命河道、

散文 | 老屋漫忆

大自然赋予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总是

与饱受沧桑的岁月神秘地联系在一

起。祖宅老屋存在的久远，本身就是

一份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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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苏轼等，都写下了与临潭相关的、脍炙人口的诗

篇。近现当代以来，临潭出现了如张戈、马国良、张尊荣、李城、扎西才让、牧

风、敏彦文、王小忠、李志勇、花盛、李锐、张俊立、马锋刚、胡憬新等诗人，他

们的作品被文学名刊或权威选本重点选载、推介。近年来临潭诗人出版各类诗集

《相知的鸟》《七扇门》《转身》《六个人的青藏》《小镇上》《洮水流韵》等40

多部，扎西才让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花盛被评为第四届甘肃

诗歌八骏。临潭诗歌创作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2021年6月份，中共临潭县委、临潭县人民政府、甘肃省作家协会、甘南州文

联、星星诗刊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启动了 “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诗歌大赛活

动。10月18日，又在临潭县冶力关举行了“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诗歌大赛颁

奖暨中国著名诗人甘南行采风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王久辛、阿信、王

山、庞培、习习、李自国、干海兵、亚男、张敏华及甘南本土诗人牧风、扎西才

让、王小忠、花盛、黑小白、曲桑卓玛、杨延平等140多人参加了采风，观赏临潭

秀丽的自然风光，感怀洮州悠久的历史人文，以深刻的笔触抒写临潭。以此创作成

果为基，由中国作协挂职帮扶干部、现任临潭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崔沁峰主

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洮州行吟一一“魅力临潭·生态家园”全国百名诗

人看临潭采风作品集》。这部诗集让临潭及其冶力关、洮州卫城、红堡子、牛头

城、洮州花儿、万人拔河这些旅游符号，更多地注入诗歌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发挥

诗歌的优势、文学的力量，成为让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认识临潭、向往临潭的栖息

地和放飞心灵的目的地，以此领略临潭的秀美风光，感受临潭的特色文化，体验自

然景观和诗情画意完美融合的人间天堂，在临潭遇见内心深处的诗和远方，尽情享

受心灵的安逸。

《诗词临潭》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继《洮水流韵》之后，中国作协鼎力扶持临潭文学，特别是临潭诗词楹

联文化发展的重要手笔之一。

临潭古属洮州，文学源流可上溯秦汉。一至隋唐，文学教化即现繁荣气象。故

洮州斯文一脉，见诸金石，载于文字者，历代屡见不鲜。至于明代以降，洮州大兴

卫学，教化遂盛，文士吟咏之作，史籍有录，私辑亦有留传至今者。本书即以独特

角度，将张俊立先生考校的古代临潭文士部分诗词遗作初次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各界可借此一窥古洮州文化气象之豹斑。

近年来在临潭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诗词文化建设的背景下，格律诗词创作蔚然

成风。更借中国作协之大力扶持之东风，临潭诗人歌咏故乡，颂扬时代之作多见于

各方刊物。此类作品发乎情，止乎礼，出于中，形于外，皆难能可贵之“真性

情”！本书也辑录了近几年来临潭诗人此类歌颂故园山川和时代新貌之新作，可作

为广大读者关注新时代临潭发展之窗口。

本书以四个版块辑录古今临潭诗人格律诗词作品：其一为“古韵洮州”，作品

主要述写临潭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前贤留韵，今人吟唱，各展风彩。其二为“秀

美山川”，作品描绘临潭大好河山，八景竟艳，三河争鸣。其三为“风物大观”，

偏重民俗人文，将高原物化和江淮遗风，融汇成特有的临潭风情。其四为“时代临

潭”，记录临潭人民向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和新时代临潭的繁荣气象。另外以一独

立版块，介绍中华诗词学会结对帮扶临潭，推动临潭创建“中华诗词示范县”的最

新创作成就！

《煮石集》

内容简介：

辑录临潭诗人胡憬新近十年中的格律诗词等作品三百多首（篇），涉及格律

诗、词、散曲、长联和文赋等几个方面，以七律诗作和长调词作为主。作品内容主



要述写乡土风物，生活感悟，时代新貌，并严格遵循了诗词楹联格律。

作者笔下诗词曲联赋诸体，信手挥洒，各具气象。或写景抒情，或感时抚事，

或吊古寄怀，俱见情采。一至于江山之永，花草之新，故园风貌，世态人情，镕于

胸，付诸笔，短章长调，有反复咏叹不尽之致。

本书辑录作品在创作特色方面，一是辞贵传统，典有出处，词有来处。力求弘

扬优秀的传统诗词文化，向古人学习，以唐诗宋词元曲为典范，以“临贴”式的研

习为日常创作标准，不奢谈“创新”。故作品字句皆有来处，未曾杜撰生造，不追

求时髦。二是情贵求真，不唱高调，不说空话。作品力求“真性情”，即以真实的

心理感受出发，述写实实在在的风物，明明白白的情感，不做无病呻吟，不空喊口

号以媚世。

《迟庐吟稿》

内容简介：

此集选录临潭县古典诗词作者张俊立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所作诗词共四

百多首。内容即作者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涉及临潭山川自然风光、历史人

文古迹、风土物产、民情乡俗，时代建设成就，以及作者个人生活感悟、行旅游踪

等等。所有这些作品，就作者而言，均为有感而发，或浓或淡、或深或浅，一自出

于本性之流露。作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临潭文学项目，也为读者了解临潭历史和现

实，了解临潭文化，特别是近年来临潭诗词文化活动，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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