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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官员来到中国泉州对“古泉州 （刺
桐） 史迹”申遗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其间一幅长达 25 米的摄影长卷惊艳四
座，生动再现了泉州海洋文化诸多史
迹与遗址，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十至十
四世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港口城市的繁盛图景。这件作品主
要由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师生集体创作
而成，他们从众多照片中选取极佳的
角度和光线进行再创作，前后修改几
十稿之多，整幅长卷连接得天衣无
缝、一气呵成。这则新闻经央视网报
道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泉州华光职
业学院——一所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
的民办高校，再次成为媒体聚焦的热
点，不由令人想起 25 年前那个仲秋夜
晚⋯⋯

顺势而为，勇立时代潮头

1992 年 9 月 2 日 19 点 ， 华 灯 初
上，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播报了
一条新闻：“中国首家民办摄影学校
——华光摄影技术学校在泉州洛阳江
畔正式成立。”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
而来，《人民日报》 等多家主流媒体相
继报道了华光摄影技术学校的诞生，
央视 《神州风采》《东方之子》 和 《生
活》 等栏目中也分别播出学校创办过
程的专题片 《洛阳有个吴其萃》。

“我出生在泉州古老的洛阳江畔，
那潮起潮落中的海涛，那昼夜轮回的
太阳和月亮，陪我度过充满幻想的童
年。祖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设了当地
首家照相馆，上世纪 50 年代父亲接过
了祖父手中的木制照相机。从 14 岁
起，当小工、拉板车、开山、采石，
一口气当了 16 年的泥水工⋯⋯”

每年 9 月，当天南海北的莘莘学
子来到华光学院求学时，吴其萃董事
长都要亲自给他们讲授第一堂课，进
行入学教育和校情教育，深情地追忆
从一台照相机到一所高职院校的艰苦
创业历程，令学生们为之动容、为之
振奋——

1979 年，吴其萃用 100 元购置了
一台海鸥照相机，注册“一杼霞影
室”，1985 年改名“华光照相馆”。白
手起家的他，开始了用一台照相机打
天下的创业和办学生涯。

1989 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摄影
家组团来到泉州采风，顺道参观了洛
阳桥畔的华光照相馆。借此机缘，吴
其萃结识了我国首位摄影记者，也是
将中国绘画原理应用到摄影艺术、时
居台湾的郎静山摄影大师。郎老亲笔
书就“华光摄影技术学校”的校名牌
匾，并制定了“务实求精”的校训。
1991 年 5 月，百岁高龄的他欣然应允
受聘华光担任永久名誉校长。得益于
郎静山大师，华光从此与台湾结下了
不解之缘：台湾摄影名师周志刚、
林再生长期提供奖学金，每年
资助华光学子赴台创作深
造；余光中、龚书绵
等数十位台湾著名
文化艺术大师，

受聘泉州华光职业学院任教讲学；创
办于 1924 年的文人雅集“中华粥会”
会址从台湾迁至大陆，永久落户泉州
华光职业学院；由福建省教育部门主
办、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承办的“海峡
两岸大学生摄影创作大赛”，作为福建
省两岸交流的一个品牌，迄今已举办
六届；泉州华光职业学院以其办学特
色和优势，成为台湾及海外摄影家的
重要创作与交流基地⋯⋯

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为时代的弄
潮儿，泉州华光职业学院的办学和发
展顺应了时代的大好形势和泉州的良
好环境。南宋诗人刘克庄生动描述了
泉州人的特点：“闽人务本亦知书，若
不耕樵便读书。惟有刺桐南廓外，朝
为原宪暮陶朱。”泉州人自古以来就具
有开放思维和创新精神，亦儒亦商成
风，既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又有积极
的开拓意识；既追求中庸和合，又善
于推陈出新；既能够海纳百川，又勇
于搏击浪尖。为了形象反映“海上丝
绸之路”的历史风貌，2015 年，泉州
华光职业学院牵头组成重走“海上丝
绸之路”大型摄影考察团，最远处到
达非洲大陆东岸的肯尼亚、坦桑尼亚
等国，拍摄了数以十万计的图片影像
资料，这批极具历史意义的影像在
2017 年文化部门举办的第十五届亚洲
艺术节上受到了中外来宾的高度赞
扬，也为泉州海丝史迹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正是“海丝
文化”熏陶下“泉州精神”的更好诠
释：“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敢冒风
险、爱拼会赢。”

历 史 从 来 只 垂 青 弄 潮 儿 和 实 干
家，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
者。从 100 元起步到今天华光学院的
成就，吴其萃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坚持创业，开拓进取、执着追求。正
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一届又一届的华光
学子，化成他们内心成长的力量。

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和长足发
展，2002 年，经福建省政府部门批
准、国家教育部门备案，华光摄影技
术学校发展成为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
格的普通高等学校——泉州华光摄影
艺术职业学院。2013 年，正式更名为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学校占地 800
多亩，建筑面积超 20 万平方米。目
前，除了设有在国内外享誉盛名、独

具特色的摄影学院外，还发展了艺术
设计学院、运动科技学院、建工学
院、商学院、中婚旅游产业管理学
院、健康养老产业学院、教育学院等
8 个二级学院，设置近 40 个专业及专
业方向，建
有 一 批

国家级别、省级职
业技能鉴定站

和校内外实
训 基 地 。

校长
陈

雅芳教授介绍道：“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以服务福建省的龙头企业、品牌企业
为主，比如鸿星尔克、特步、安踏、
柒牌、七匹狼、富贵鸟、361 度等，
我们把专业的特色和企业的发展对接
起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学校连续三届被授予福建省“文
明学校”，先后荣获“福建省职业教育
先进单位”“全国科研兴教示范单位”

“中国摄影名校”“全国摄影业百强企
业”“全国艺术教育新人奖”等荣誉称
号，并被福建教育部门确定为“福建
省职业院校广播影视类师资培养培训
基地”。2017 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

部门人才培养工作二轮评估回访，两
个项目评为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同时获得福建省政府部门授予的“襄
教育人”牌匾金质奖章。当前，泉州
华光职业学院积极呼应“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精准扶贫”等国
家重大战略及“一带一路”倡仪，围
绕福建海丝核心区和五个大泉州建
设的目标，遵循民办高等教育的特点
和 规律，不断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
力，为建设成为一所具有国际视野
和本土情怀，显特色、上水平的艺术
类、传媒类应用型示范性高职院校而
努力奋斗。

务实求精，培育专业自信

2016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提 出 了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要求。

回眸华光摄影学校成立之时，“务实求
精”作为校训，一直是华光人恪守的
专业精神。当前，我国正从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迈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
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精湛
技艺技能、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高
技能人才队伍。

所谓成功者，不只是企业家、艺
术家、科学家，还包括富有创造精
神，在各行各业精益求精，对国家、
民族和社会默默奉献的千百万劳动
者。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世界上
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
育者要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禀赋、兴
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
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的引导。”民
办高等教育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中一支异军突起、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民办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不乏
优秀的大师工匠，在区域经济、区域
产业、区域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泉州华
光职业学院将始终保持“务实求精”
的精神，培育学生的专业自信。

一是发挥专业特色。新兴的民办
高职院校同样具有明显独特的专业优

势，如泉州华光职业学院的摄影专
业就颇具特色。多年来，

摄影学院培养
了 500 多

名 国

家级别会员、数千名省级会员。学校
组编的 《摄影基础》《摄影实践》 两部
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荣获
全国高职教材“百部 （篇） 工程”一
等奖、全国艺术类教材金牌奖。学校
主办的大型专业期刊 《海峡影艺》，现
已出版 34 期，该刊在全国民办高职院
校中独树一帜。办学 25 年来，学校共
出版教材、专集和画册百余部 （册），
教师发表论文共 200 余篇，获得国家
专利 63 项。吴其萃教授还被国家人社
部门推选为国家摄影师考核题库专家
组组长，陈雅芳教授荣任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技能”赛项专家组组长和全国职

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评委。正是坚
持“优化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专业、
集群协调发展”的专业发展思路，紧
密对接泉州海丝文化、轻工纺织、电
子商务等主导和新兴战略性产业，形
成了摄影摄像技术、鞋类设计与工
艺、服装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建筑
工程技术、电子商务等专业群，为地
方产业发展提供了专业的人才支撑。

二是改革评价体系。学校建立了
以职业技术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
贯穿学生从培养到毕业的全过程。在
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在校期间的
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在专业教师、
企业技师和创业导师的引导下，对接
企业需求，推介学生优秀作品为企业
所用，实现“作品转化产品”。毕业考
核除了论文，摄影作品的发表、专利
的产生、产品的运用都可以替代学
分，有效为行业企业供给“能干活、
留得住、善创新”的专业人才。

三是鼓励参与竞争。泉州华光职
业学院师生在历次全国性摄影大赛中
摘金夺银、硕果累累。在 2017 年第 26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全国报名参展作
品 21.4 万余幅，仅入围 379 幅，而泉
州华光职业学院独占鳌头，有 38 幅学
生作品入展。华光学子刘乘良的一组

《灶乡情》 拿下了阿联酋国际大赛最
佳奖，荣获奖金 17 万元人民币。各
学科的学生在各类别的竞赛中，获得
数以千计的奖项。在过去一年中，学
校鞋服科学研究所有 13 件专利作品已
被企业投入生产，成为 2017 年市面上
多款鞋服流行产品。众多从泉州华光
职业学院走出去的学生，凭借着扎实
的专业功底，在社会各领域奉献自己
的才智。

国家教育部门领导指出：“要充分
发挥教育系统的学科优势和研究优
势。”在这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坚持特色办学之
路，强化优势专业建设，扎实推进内
涵建设，植根福建大地，力争为中国
教育事业增光添彩。

“博”古通今，传承优秀文化

2002 年，华光学院新校区建设就
是从一座博物馆——郎静山摄影艺术
馆拉开序幕的。

博物馆与大学渊源深厚，建立于

公 元 前 283 年 的 世 界 上 首 座 博 物 馆
——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就是一座
大学博物馆。中国人独立创办于 1905
年的首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也是
一座高校博物馆。在大学的发展历程
中，博物馆承载着大学的光荣历史与
灿烂梦想，对传承人类文明之火种、
夯实大学精神之根脉有着重要意义。

物华天宝，熙色韶光。泉州华光
职业学院拥有自己丰富的博物馆群，
这在国内民办高校中是极为罕见的。
郎静山摄影艺术馆、吴印咸摄影艺术
馆、陈复礼摄影艺术馆、五代同堂摄
影艺术馆、吴其萃摄影艺术馆、《康定
情歌》 文化馆、泉州民俗文化馆、海
丝文化馆、红色文化馆、全球粥会
馆、国学馆等等，囊括了摄影文化、
名人文化、民俗文化、海丝文化、红
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丰富的
文化资源，在办学、教学和研学过程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立德树人。泉州华光职业学
院始终把博物馆建设作为涵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立德树人的重要
工程。例如，有关中国最初的影像记
录都是外国人着意拍摄的缠足、抽鸦
片、赌博、行刑等“奇风异俗”的画
面。对此，郎静山先生感到不满和义
愤，他认为中国有非常美好的一面，
从而创作了“集锦摄影”，向世界展示
中国的大好河山。郎静山说：“我主张
在技巧上，应吸收西方科学文明，使
照相不再是件难事；但要谈到艺术视
界，无论取景或色调，我都认为应多
研究国画中蕴含的旨趣。”这让华光的
学子在郎静山摄影艺术馆里学到了中
国文化自信。再如，学生从吴印咸摄
影艺术馆中学习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
精神；从 《康定情歌》 文化馆中学习
吴文季不屈不挠、歌唱光明、热爱祖
国与家乡的情怀等等。

二是激发灵感。艺术博物馆可以
为创意的形成提供土壤，为灵感的产
生创造条件。例如，艺术设计学院引
导学生从博物馆中寻求获取新知的欲
望，从而不断刺激思考、开拓思路，
进而开发创作的潜能。综观国内外优
秀的设计案例，每一件作品的成功无
不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在充
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中创作而
成的。艺术博物馆中传统绘画的水墨
互渗、虚实结合，明式家具的自然空
灵、高雅委婉，古代服饰的端庄规
矩、含蓄儒雅等，都是师生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财富，也是创作
的灵感和源泉。华光学院一位大二的
获奖学生这样描述自己创作的感受：

“现在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产品
文化的竞争上，产品设计必须融入本
土文化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这件
作品正是在学校泉州文化民俗馆里找
到的灵感。”

三是养成气质。文化是大学的灵
魂，是其内涵与个性所在，将影响学
子的一生。加强学校的特色文化积
淀，让历届莘莘学子浸润其中，养成
特有的文化气质，是泉州华光职业学
院办学以来一直追寻的目标。正如每
一个去剑桥大学的学生，都要到费兹
威廉博物馆亲眼一睹爱因斯坦的数学
手稿，其间激起的好奇、崇敬和遐
想，是在其他场所难以体验的。同
样，每一个进入华光学院的新生都要
参观校园各类博物馆，帮助他们在人
类文明的记忆中涵养文化品质和人文
精神，通过具象的的物体，理解抽象
的文化内涵，养成特有的文化气质。

大学围墙，不应成为阻隔文化走
向大众的障碍。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博
物馆群 2016 年申报获批国家 AAA 级景
区——华光文博园，这是福建省首家
集教学科研与文化旅游于一身的高校

旅游景区，也是福建省政府部门海外
华文教育基地和泉州市海丝游学基
地。从而实现更优化的资源共享，彰
显华光的深厚文化底蕴，扩大学校在
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扬帆启航，书写“奋进之笔”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
代的到来，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
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高职院校一方
面要通过传播文化知识，培养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还
要努力站在时代前沿，不断为社会培
养输送适应经济发展的“双创”人
才。与此同时，“互联网+”极速地推
进“双创”的进一步升级，在教育界
引发了一场革命，使教育生态发生一
系列变化：学习环境在变化、学习内
容在变化、学习手段在变化、师生关
系在变化。

在这场变革中，泉州华光职业学
院再一次以敏锐的触角进入实战角
色。学校在灵活的体制机制下，培养
了一批勇立潮头的“双创”师资队
伍，写好奋进之笔，拿出得意之作。
以摄影学院副院长陈建强为例，他从
2012 年带职创业，组建了创业团队
——福州大扬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成为摄影学院重要的实训基地。
五年中，公司出版了 10 部摄影教科
书，其中 《后期强》 一册创下单本销
售 20 余万册的纪录。国外摄影家曾戏
称他为“中国最赚钱的摄影师”！公司
注册的“后期强”网站，有数十万粉
丝 ， 2017 年 公 司 创 下 6000 万 业 绩 。
2018 年，陈建强向摄影学院捐赠 100
万元作为奖学基金，奖励优秀学生，
鼓励他们创作创业。这是“双创”大
潮下，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无数个典型
案例中的一个缩影。

随着信息技术深层次的发展，科
技与教育进一步融合，大数据 （Big
Data）、“慕课”（MOOC） 以及“翻转
课堂”（Flipped Class） 挑战了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和师生教学关系。“课
堂—在线”学习环境呈现课堂不同的
教学互动形式，实现了教学相长和共
同发展的目的。

2017 年，华光学院首任校长杨恩
璞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信：“我觉得，
将来华光摄影专业，有可能以网校为
主。你们要看到此事的远大前景，下
决心搞出中国一流摄影网校，而且要
搞大规模的市场。”中国有 6 亿网民，
已经成为全球公认很大的智能设备、

互联网、云服务市场。面对这一大趋
势，华光人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再一次迸发出创业激情：
吴 其 萃 和 陈 建 强 两 人 各 出 资 500 万
元，成立“华光在线”教育有限公
司，以华光沉淀 30 年的摄影文化资源
为底蕴，整合大杨影像视觉传媒公司
现有资源，首期以“在线摄影学院”
为突破口，建设摄影 APP 平台，致力
服务广大专业摄影工作者和数以亿计
的摄影爱好者。陈建强成为公司法人
代表兼总经理，昔日的员工成了老
板，这种角色的转换也是一个创业的
传奇和神话。

泉州在宋元时代被誉为“东方第
一大港”，无数东西方商船日夜往来，
留下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
如今，承载着千年古港的开放胸襟，
坐落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
华光职业学院再次扬帆启航，乘风
破浪，以爱拼敢赢的闽南精神、特色
鲜明的专业优势、深远厚重的文化
底蕴，向世人展示着绚烂多彩的无穷
魅力。

（吴峻峰 顾坤华）

“华光在线”欲飞扬——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创新发展之路

《古泉州 （刺桐） 史迹》摄影长卷

1991 年 郎
静山大师在上海
接受华光摄影技
术学校“永远名
誉校长”聘书

福建省职业院校广播影视类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郎静
山、吴印
咸摄影艺
术馆

学校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