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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校部

文学院携《闽水泱泱》走进八闽书院
开展“作者寻找读者”大型社会公益活动

学生文学创作采风

文学院在台举办“两岸榕缘·文学行
脚：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学研修营”活动

老师在课外指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

老师在课上讲授文学创作知识

创作激情与梦想伴随师生左右

“没想到，在毕业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文章
结集出版，这是学院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也是
我大学四年生涯最完美的呈现。”在毕业的那一
天，林梅琴拿着自己刚出版的 《闽水泱泱·消
失的目的地》 激动地说。

为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扎实学生专业基
础，营造浓厚的“全民写作”创作氛围，福建
师范大学文学院于 2014 年开始专门面向在校学
生、本院教师和校友征集优秀作品出版 《福建
师范大学文学院创作丛书》 —— 《闽水泱泱》，
该丛书计划出版 50 本。林梅琴的 《闽水泱泱·
消失的目的地》 正是其中的一本。该丛书的主
编余岱宗教授介绍说：“ 《闽水泱泱》 的出版就
是从学生中挑选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他的作品
只要达到出版的水准，我们都会为他们量身定
做出专辑，让作品集尽快出版面世。”

学院还时时关注热爱创作的毕业学生们，
关心他们创作的现状，只要发现有优秀的作
品，马上为他们提供出版机会。文学院副院长
李小荣教授说：“这一行动在校友们之间反响很
大，因为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高显示度
的展示，让他们在未来创作的道路上信心满
满。”

1964 届校友陈章武在 《闽水泱泱·标点人
生》 中的后记写到：“都半个世纪了，母校还记
挂着我们这些老学子，这让我十分感动”，“对
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劳动从来都是自信与不
自信反复较量的过程⋯⋯为了增强我的自信，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时光倒流 50 年，让我重返
母校，再当一届学生，以接受新观念，补充新
知识，掌握更现代的写作技巧。”

《闽水泱泱》 工程的实施开启了福建师范大
学文学院文学创作的 3.0 版资助计划时代，推动
文学创作作品出版由“篇”向“集”再到“丛
书”的转变。该丛书收入了学院老中青三代人
的优秀文章，将学院的创作风气推向新的阶
段，它意义非凡。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它是学
院对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的回顾，是对学院历来
重视文学育人传统的传承与学习，更是对学院
人才培养工作的全面总结。它不仅释放了学生
内心对文学创作的冲动，还启迪了学生创作思
维，触动学生内心，从而达到了促动学生向文
学创作发展。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它融合不同
代际之间的审美兴趣，囊括了不同的书写内
容，是不同文体风格之间的大融合大比较。福
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说：“此次创作文
库的出版，对鼓励性的创造氛围的进一步形
成，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其影响，也将是
长期的。”

《闽水泱泱》 的出版，备受瞩目。在学校的
图书馆、教工之家书香馆和印象溪源创客汇总
能寻找到它的书脊。每年的 6 月它跟着学校高
考招生宣传工作组走进福建省内大部分的一级
高中达标校，让高中生切身感受大学文化育人
的硕果。它曾作为福建民主促进会精准教育文
化扶贫的书目，赠给宁德市霞浦、福安等多所
中学。它也在福建师范大学西部研究生支教团
的帮助下，送到了亟需书籍阅读的孩子们的手
中。它还作为世界读书日与八闽书院开展“作
者寻找读者”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礼物，分享
给社会广大文学爱好者。《闽水泱泱》 走进校
园、走进社区、走进千家万户，反响良好，赞
誉颇多。

大师云集砥砺文化底蕴

中文作为百年师大的古老学科，可谓名师
荟萃、底蕴深厚。著名作家叶圣陶、靳以、胡
山源，著名学者郭绍虞、董作宾、严叔夏、黄
寿祺、俞元桂等先贤都曾在此执教。老一辈的
精神传承，砥砺出崭新的丰碑，中文学科已进
入全国同类高校系科的先进行列，现有 1 个国
家重点学科、1 个省特色重点学科、3 个省重点
学科、３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３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含 12 个博士点和博士招生专
业）、1 个国家文科基地、1 个国家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1 个国家高校本科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1 个国家文秘师资培训基地、1 个
中央与地方高校共建实验室、1 个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基地、3 个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
地，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社会
科学） 6 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3 项、国家精
品课程 4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 门。持之

以恒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使文学院始终领
跑省内高校中文院系，具有强大的示范性。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平台打造出了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文学院现有在职专任教师 96 人，其
中教授 27 人，副教授 37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已达 66.67%，教师具有博士学位者占 78.12%，
已形成学缘分布广泛、年龄结构合理、团结奋
进、爱岗敬业的教师团队。在职的教师群体中
出现了不少热爱写作的青年教师，如伍明春、
陈卫、赖彧煌、郗文倩、林强、雷文学等，正
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热情、在每一节课堂的传授
和每一次课外的实践引领，时时点燃了同学们
的创作热情。

在此强大的学科支持和浓郁写作氛围的推
动下，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进一步持续推进文
学创作人才培养工作，以“学习、感悟、表
达”三部曲为基本框架，从书里到书外，探寻
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的科学途径。

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方面，不断完善课程
体系，加大选修课程学分比重，设定古代文
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外国文学等四大选
修课模块，规定各模块选修学分要求，不断丰
富各模块选修课程，充分以学生为导向，促进
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

借助“创作+学术型”的教师团队，开设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论”课程，

培养学生创作敏感度和写作的生命体验；解读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现代文学经

典”，培养学生文学文本解读、鉴赏和感受的能
力；创新“小说导读”“散文导读”“诗歌导
读”等特色课程，增强互动，重塑新生对文学
基本认识。各门课程各自功能的有效结合为学
生中文基本素养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将课堂理论“内化”，在学生入学时，
学院就开设写作课，专门讲授写作的基本原理
和各种文体知识，辅之以“写作周”等实践活
动，支持同学们通过调查、采风等方式体验生
活。同时，还在“古代汉语”课堂上向学生讲
授诗律，让学生现场创作古体诗词等。一系列
的实践，文学院的学生在创作中自觉地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为了拓宽学生创作的视野，学院还积极内
引外联，开展“长安谈·作家进校园”活动，
创造机会让学生与作家深度对话。学院已先后
邀请了林那北、林焱、蔡崇达、韩少功、李洱、
秋水、林宗龙、萧春雷、葛水平、文珍和夏商等
多位知名作家与同学们近距离对话。2016 级新
生们开学至今，已聆听了三场“长安谈”讲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陈梦婷说：“一到大学，就
有机会参与这样高端的讲座，我们是幸运的。
通过与作家面对面交流，领略作家们的风采，
既能触动我们内心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更能让
我们突破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追求。”

文学院院长郑家建教授说：“学院的文学创
作人才培养既继承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推陈出新，所制定的‘学习、感悟、表达’三
部曲符合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通过系统的课
程学习获得专业知识，感受文学的魅力，激发
创作的激情；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锻炼感悟生
活和精神的内涵，从而水到渠成，创作文学作
品，表达思想追求。”

永远闪着不愿熄灭的日光灯

从 50 年代开始，学院培养出一大批在国内
外、省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群体，其中包
括 《闽水泱泱》 的作者孙绍振、南帆、哈雷、
陈章汉、陈章武、朱以撒、陈希我、何葆国、
萧春雷等。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在各自的写作
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之一是福
建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文学园地的培育。林勤
在 《闽水泱泱》 中的 《序二》 写到：“⋯⋯文科
楼教室和宿舍楼里永远闪着不愿熄灭的日光
灯，紧蹙的额头和双眉，格子簿上黑色的笔记
⋯⋯都在暗示着文学风尚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为
人尊崇”。

《闽江》 就是“那个时代”极有代表性的刊
物之一。创办于 1958 年的院刊 《闽江》 是福建
师范大学创刊久、影响广的学生刊物。在福建
高校中享有“北有师大 《闽江》，南有厦大 《鼓
浪》 ”的美誉，曾一度与北京大学 《早晨》、武
汉大学 《珞珈山》 等文学刊物相媲美。在近一
甲子的峥嵘岁月中，《闽江》 秉守着“我们的，
原创的”特色，定期出刊，从未间断，如今依
然是学生文学创作的重要平台，这种现象在全
国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除了学院一贯的支持

外，一代代青年学子们的文学梦想，更是一种
持久的内在推动力。”孙绍振教授说。2012 年，
学院把各期 《闽江》 结集重刊出版，取名 《沙
漏无言》，作为 105 周年校庆献礼赠送给各界人
士、有关校友。

为传承 《闽江》 精神，从 2009 年开始，学
院每年举办年度文学创作大奖赛，迄今已举办
六届，出版 6 部文集：《沉默的歌唱》《时间的
剪刀》《云起在他乡》《逐梦的流觞》《青春的纪
程》 和 《震颤的琴弦》。这些正式出版的学生原
创作品集，受到了福建文学界高度关注，俨然
成为学院的一种品牌、一张名片。文学院副院
长葛桂录教授在 《读后感》 中说：这些获奖作
品，每篇“展示出一个个鲜活的青春世界”，

“文创作品集锦出版，又似一束鲜艳灵动、色彩
纷呈的花朵，可谓‘一花一世界’。”

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坚守，推动了福建师
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学育人影响力不断地扩大，
完成了由学院向学校、由学校向校外的双重辐
射。2014 年，学院率先在全省发起“散文行
动”，将 200 篇优秀的文稿结集出版—— 《苔》
和 《看见自己》。“这两部散文集的面世，鼓舞
了大学生散文写作的热情，让大学生看到散文
写作既能开阔审美视野，扩展审美的版图，还
能通过写作更深刻地认识自我的内心深处与周
边世界。”福建文学界评论说。

从去年暑假开始，学院每年都开展“两岸
榕缘·文学行脚：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学研修
营”和“两岸榕缘·文创之旅：海峡两岸大学
生文创研修营”活动，组织师生前往台湾，与
台湾大学、台北市立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教
师、青年学生深入交流和文学采风。学院还将
近 6 年文学创作大奖赛优秀文学作品，以 《镜
子的背面》 为书名在台湾结集出版，作品集全
部用于和台湾地区高中学校及大学中文系的交
流。与台湾 《国文天地》 杂志共同策划的“两
岸学术与文学创作专栏”，定期刊载福建师范大
学文学院文学创作大奖赛优秀文学作品，获得
读者好评，至今已连刊 14 期 90 篇，让文学院学
生的文学创作成果在海峡对岸大放光彩。

台湾华梵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鸿彬意味深长
地说：“两岸的文学青年写作风气越来越盛，不
管是福建还是台湾，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很多。
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成长环境不一样，表达感
受、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借这样一个机
会，可以让闽台两地的文学青年通过作品相互
了解，进而拿起笔关注两岸现实，这件事情十
分有意义。”

借助文学创作的大繁荣大发展，学院积极
构筑文化品牌新高地，从而在更宏观的视野、
更高的平台和更集中的优势中打造具有中文特
色的文化品牌，先后荣获了“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2015 年福建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奖”和“2016 年福建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
目”。文学院党委书记李建华说：“作为文学院
的学生，至少应当具备‘提得起笔’‘写得一手
好文章’的基本技能，学院搭建众多的平台，
坚守学院的人才培养传统，守正出新，赓续文
脉，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才华、锻炼自我
表达的平台。”

文学创作讲的就是审美趣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科生专业学习指
南》 明确人才培养指向，重在培养具有较高人
文素养、科学素养和一定创新能力的厚基础、

宽口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而文学创作恰是
学院人才培养的突破口。

文学院副院长林志强教授说：“文学创作的
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单一的审美趣味，大学生不
仅需要丰富知识，更需要高品位的审美趣味。
文学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学趣
味。”

于是，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学院鼓励学
生参与到文学创作的编辑和研究中来。《闽江》
依托“闽江文学社”，从征稿，到自编自排，到
出版，都由学生自己主办。“年度文学创作大奖
赛”，每年均征集到散文、小说、诗歌、剧本、
评论等各类文体文章达 400 多篇，都是由学生
进行初稿筛选，再交由评委审定。“散文行动”
的操作模式亦然如此。学院通过让学生自己编
辑，目的在于让学生适应不同的审美趣味。

除了能写、能编，学院还充分发挥国家重
点学科、多个博士和硕士学科的作用，开展

“草地读书会”等活动，引导学生对优秀的文学
作品进行多研究，适应不同层面的书写表达方
式。2016 年 1 月，由福建省文联主办的 《福建
文艺界》 中的“校园驿站”栏目专门刊登了文
学院学生的多篇评论文章，其中郑恂的 《散文
力量》 总结到：“在散文行动中，年轻的一代已
经展现出我们的成果——我们将心中深藏的怀
念付诸于笔尖，记录我们情感的起伏与平静，
记录心中最柔软的思念；我们开始尝试着主动
认识自我，反思现在整个社会的思考与信仰，
反思传统文化的大问题；我们热爱生活的每一
种趣味，并且在享受生活之余念念不忘”。

此外，学院还创建不同的自媒体空间，通
过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开设“韵律清芳”

“务心笔谈”等专栏，定期推送散文、诗歌等优
秀文学创作作品，除了打造“优秀文学在手
边”的阅读环境，还让学生在阅读的同时时时
刻刻进行点评，寻找彼此之间的亮点和盲区，
从而提升文学创作水平。

从 《闽江》，到年度文学创作大奖赛，再到
散文行动，学院培养出了大批的才子才女，在
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和成
就，已经或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有
作家、诗人；有人民教师；有部队将才；有
公务人员；有文艺工作者等。特别是 《闽水泱
泱》 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学院文学创作群体空
间的多维建构，他们有高等学院，有基础教
育，有社会工作，也有个体空间。汪文顶教授
说：“此次教师系列与院友系列的创作者，既有
名家，又有年轻的教师作家、散文家、诗人，
说不上洋洋大观，但济济一堂，首次如此集中
地推出在文学院工作以及在外就职的知名校友
的文学作品，既是文学院教师群体创作实力的
阶段性总结，亦通过作品的共同展示，了解知
名校友的创作现状，深化知名校友与母校的学
缘纽带联系，构建以师大文学院为出发点的创
作共同体，让在校与校外的文学院文学创作者
的各种作品，从各个侧面体现文学院历史与现
阶段教育学的成果性、成长性与标志性。”

多个文学创作载体的搭建，让学生有了砥
砺写作技巧、建立表达自信的话语空间。多
能、多维的学术创作性人才的培养，让学生在
不同的时空和风格中培养文学趣味的适应性、
创造性和超越性。文学院院长郑家建教授说：

“文学创作作为文学院传统品牌，不能忘也不能
丢，必须全力办好，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优质
品牌，成为学生能力提升极好的检验平台。”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让学生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享受诗与远方
——文学创作丛书《闽水泱泱》的人生情怀

在福州长安山下沐浴文学，在大师的指导下驰骋文思。步入社会后，
不论身处何方何职，不论工作忙碌与否，他们始终伴随着“能写”“能
说”的标签。品茗之余，对谈之际，他们内心便躁起一股文学骚动，诗
歌、散文、小说、随笔汩汩而来。这不是创作的“游戏状态”，而是“专
业状态”。他们，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享受诗与远方。

回顾百年办学历程，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始终将回归常识、回归本
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四个“回归”教育本质精神，作为人才培养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文学创作为纽带，传承文脉，守正出新。《福建
师范大学文学院创作丛书》——《闽水泱泱》的出版，正是一代又一代文
学人对教育本质精神的“回归”，对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体现。

文学院举办“长安谈·作家进校园”活动

文学院连续6年举办“年
度文学创作大奖赛”

文学院作品入台文学院作品入台
工程之工程之《《镜子的背面镜子的背面》》

文学院学生刊物《闽江》文学院在福建省率先掀
起“散文行动”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丛书
——《闽水泱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