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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逾百所高校纷纷开设
创意写作课程，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知名高校，带
来了文学教育领域里不容忽视的新潮流
新变化。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学、
90年代影视文学等专业的兴起有相似之
处，都是由于时代需要，从高等中文教育
的学科体系内部酝酿产生出来的。

创造性思维发挥作用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带有明显
历史局限的说法曾一度左右我们的教育
观念，文学教育在我国长期被狭窄化理解
成文学原理和文学知识的传授，文学最有
个性色彩的创造性思维无法发挥应有的
作用。相比之下，注重发挥创造性思维、
强调写作能力的创意写作课程在美国高
校开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随后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和韩国、日本
等国也争相效仿，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国特
色的创意写作学科。随着全球化语境的
到来，我国学术界不得不开始检视反思传
统文学教育的历史误区。要不要在中文
系培养写作人才？如何培养？前景怎
样？这都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在
中国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根本上拓展
了文化的疆域，改变了文化生产的传统
方式，加上“互联网＋”时代中国构建文
化大国的迫切诉求，培养跨界、跨专业的
文化创意写作人才就成了社会的急需。
有创意地写作，培养创造性的复合型人
才，是文化产业时代向高校教育提出的
新问题、新要求。

点燃创造性教育的热力

2009年复旦大学获批成立国内第一
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是创意写
作在中国落地生成的标志性事件。随后
短短五六年时间，经过如上海大学、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共
同努力，创意写作专业实现了从本科、
硕士到博士3个学位层次的招生。目前
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意识到创意写作
带来的学科辐射效应和良好的人才就业
前景，纷纷着手构建这一新兴专业，大
有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发展趋势。

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原发地是高校，
这决定了它具有理论追求和实践训练并
重的特征。比较而言，创意写作的诞生
地美国爱荷华大学，最初以作家工作坊
的独立形式展开教学，由驻校作家直接
教授引导技巧学习和创作训练，理论并
非作家们关注的主要方面。当然，美国

创意写作界后来意识到他们早期忽略了
理论，留下一些遗憾。而中国的创意写作
因为有自己的写作学历史传统，所以注
重妥善处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建构起
具有中国原创性特色的创意写作理论。
葛红兵、许道军、张永禄等学者做了有价
值的开拓工作，他们表现出的自觉意识
和责任感令人称道。理论建设的大厦还
有待更多研究者参与进来，共同努力。

写作实训的全新挑战也是创意写作
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我
们轻视、忽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文
学创作训练几乎沦为中文系课程体系的
空白地带。创意写作正是要打破“写作
不可教”的教育陈规，破除“纸上谈兵
式”的僵化写作教学模式，在传统文学
教育机制里重新复活和真正点燃创造性
教育的热力，从而充分发挥“创意”二
字的实际效应。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和
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有效地组织写
作训练的过程式、多样化教学，形成师
生面对面的、边写作边讨论总结的实训
课堂，最大化地激发学生的写作潜能和
写作才华，把文学创作中“可教”的部
分挖掘出来，这是创意写作给中国高校
文学课堂带来的重大变革。

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在人才培养目标
和方式上基本形成两条路径：一是以复
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为

主要代表，结合利用原有的优势和积累，
偏重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走精英化培
养的路子；一是以上海大学、北京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高
校为主要代表，适应国内文化产业迅猛
发展的迫切需要，注重培养创意写作复
合型人才，走大众化培养的路子。这两种
人才培养方式都具有规范性和合理性。

各高校又都各自探索彰显本校办学
特色的个性化培养方式。中国人民大学
目前主要招收有相当创作基础和实力的
青年作家，张楚、崔曼莉等小有名气的青
年作家成为第一批创造性写作研究班的
学员。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尝试
优势资源互补合作，拟从2017年联合招
收文学创作硕士，招生简章上明确要求
“考生须有一定数量并正式发表的文学作
品”。两所高校如此精英化、小众化的培养
方式，有标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民
族大学聘请东西、凡一平、黄佩华3位作家
成立创作中心，不仅培养本科、硕士生，而
且指导设计全区（省）高校大学生现场作
文比赛，已连续举办13年，共有10万多人
参赛，培养了大量写作人才。

既懂写作理论、又会创作的专业教
师显得可遇不可求。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国内高校尝试请作家到大学课堂进
行系统教学，或者定期邀请作家以专题
讲座、学术沙龙的形式传授创作经验和
方法。在硕士生的培养上，高校倾向采

用“双师制”来克服师资队伍的不完善，
每位学生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作家）
联合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
学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有益尝试。

创意写作有现实土壤

由于历史遗留和现实消化的原因，
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本土化生成和发展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创
意写作的学科命名必须明确统一，要避
免各自为阵，随意取名。另外理论探索
还显得比较薄弱，也期待更多学者奉献
智慧。再有各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某
些偏远地区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缺少
人才资源。如何把一些高校已有的成功
经验和做法推广到全国，也是短时间内
实施起来有难度的问题。

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土壤为创意写
作的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虽然还
有不少问题和困难，但大多数教学者对
创意写作持续发展壮大持乐观态度，随
着时代的发展，创意写作的重要性将更
加突出。有学者甚至构想未来的高校会
出现联合多学科力量组建的创意写作学
院，使教育真正为社会服务。创办了国
内第一个英语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中山
大学戴凡教授认为，在全国推广中、英
文双语教学对提升创意写作人才的文化
意识会有帮助。

人生之理想是成功，成功之真谛在学

习。

玉不琢，不成器；子不学，何自立？学富

五车，才高八斗，显见学识之厚度；闻博识

广，根深叶茂，足具济世之功底。读书，涵养

情性，净化心志，扩展视野，积淀知识，故令

天下学子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学海觅珠，非十冬八夏之辛；书山取

玉，堪九牛二虎之力。囊萤积雪，凿壁偷

光，书写贫寒学子之执著痴情；坐破寒

毡，磨穿铁砚，褒扬古代少年之坚毅志

气。是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千古名言，催人进取。

学海无涯，行舟有序。寥廓海天，风高浪

急，东突西进，左驰右骋，纵使费尽心力，亦

难免无功而返，徒生叹息。善舟楫者，当选

定方位，绕开险礁，穿越惊涛，直抵终极。

学，毁于惰，成于思。怀着渴望与新

奇，疑惑与难题，求教于书，问道于师。

贤哲巍巍，经典济济，解其言，明其理，咏其

文，思其义。锲而不舍，穷原竟委，则金石可

镂，奇路不迷。

放眼知识原野，遍布鲜花秀草，亦多

毒木荆棘。良莠杂陈，真伪咸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

析。”不唯书，戒盲从，善思考，求真理，此读书之大道，治学

之奥秘也。

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学积而

慧，才积而立。知识在手，成竹在胸，才能张弛有度，纵横无

忌，敢向潮头站，任凭风浪起。古往今来，能人、高手、方

家、大师，何以删繁就简，画龙点睛，才干超群，慧眼独具？

何以拨云见日，化险为夷，辅世安民，经天纬地？伟乎哉，端

赖其过人之睿智、胸怀、胆识、勇气！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余则视

书籍为事业支点，生命乳汁，无价珍宝，终生伴侣。山之妙

兮，在峰回路转；人之美兮，在德厚才奇。生命苦短，岁月不

居。趁春光丽日，去知识森林，书籍海洋，徜徉漫游，陶冶休

憩。精神王国探幽，其情何怡；灵性世界历旅，其乐何极！

诗翁陆游训子有言：“少年工夫老始成”，“古人学问无遗

力”。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有落伍掉队之危，输分出

局之虞。河有尽头，艺无止境；山可穷顶， 学无穷期。冀望吾

辈与后生，为民族之梦圆，中华之崛起， 勤学不辍，自强不

息。莫为困境低头颅，敢向巅峰竖战旗。愿勤学好学励学之

风，在神州大地百代传承，万年赓续。

人间星移斗转，科技日新月异。学习型社会之倡导，有如

拂面春风，润物时雨；创新型国家之确立，实属高瞻远瞩，深

谋远虑。沙场比高下，英雄竞驰驱。惟注重知识创新、人才积

聚者，方可傲立天下，举世无匹。

细算起来，我现在有三个娘家。
作为已出嫁的女儿，对生养自己的娘家有着永远温馨的情

愫。尽管有句俗话叫“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对出嫁女，
娘家可管可不管，但对于出嫁女来说，永远对娘家有种深深的
依恋。在那里，有养育我的爹娘，有曾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
每次回娘家，倾吐一番衷肠，心情是极惬意的。早已为人妻、
为人母，且早生华发的我，在白发母亲面前，永远是孩子。时
不时听老母嗔怪道：“你呀，几十岁的人啦，总也长不大！”娘
家是出嫁女的贴身小棉祆，永远暖融融地贴着我的心。娘家又
是出嫁女敦实的靠山，遮风挡雨地呵护着我。在外受了欺负，
出门受了委屈，娘家给劝解安慰；遇到难处，娘家必伸手帮一
把；有了荣耀，娘家又分享幸福……呵，出嫁女与娘家有永不
分割的血缘关系，有割不断的情丝。

出国后，每当想起祖国就想起娘家。作为祖国母亲的孩子，我
们的心与娘家息息相关。我们爱娘家又护着娘家，不允许任何人
诋毁她。若娘家被人耻笑，我们脸上也无光。我们真诚希望娘家富
强繁荣，每一个游子心里都跳动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孩子长大
了，学的第一个词是“中国”。亲友回国归来，先问祖国有何变化。
电视上偶见“中国”出现，顿时屏气敛息激动不已……不论离开娘
家多久，都不会忘记我的祖国。正如歌曲所云：走过的地方，不曾
多么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如今，作为女同胞。我又有了一个娘家——我加入了匈牙
利妇女联合会，犹如在天涯海角又有个娘家。在远离祖国母亲
的地方，在栉风沐雨的人生旅途中，姐妹们在一起，谈笑风
生，畅所欲言，不亦乐乎！复活节那天，众女将欢聚在艺术家
饭店，单是门前的轿车就呼呼啦啦一大片，好不气派。品尝着
美味佳肴，大家举杯祝福。一曲“我的祖国”唱出了海外游子
对祖国的深情厚意。一个“送温暖”（给匈牙利慈善事业捐款捐
物）倡议，体现了炎黄子孙的博大情怀。谈到今后如何开展活
动，众姐妹更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在这风雨兼程的异国他
乡，多一分温情，少一分孤独，增一份帮助，少一些苦恼。愿
我们在创业生涯中，携手共进。

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能够时常感受到娘家的温暖，我感
到幸福。

来到京西长
辛店古镇，街边
的建筑、高大的
古槐、迎风飘动
的店铺招牌，仿
佛让人又走进了
古镇的历史深处。

一条长辛店
大街上，各种教派文化并存，凸显出北京精神
的包容美德。大街西侧的长辛店第一小学院子
里是娘娘宫。娘娘宫原是一座古庙，坐西朝
东，临街有高大的门楼。里面为宽敞的大院，
西面是正殿，南北各有配殿。早年有道士看
管，香火很盛。每年从腊月十五开始，娘娘庙
前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人们开始在此聚集迎接
春节的到来。每年四月初有一次庙会，四里八
乡的人们到这里赶集，也少不了有虔诚的女人
来到娘娘宫烧香求子。如今娘娘宫大部分建筑
都坍塌拆除了，仅有北配殿存留。

上世纪初发生在长辛店风起云涌的工人运
动，让娘娘宫走进了国人的视线。当时，京汉
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
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
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
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3年2月4日，北京至汉
口两万多铁路工人高喊着“争自由，争人权”
的口号，举行了大罢工。我们来到这里时，相
关部门正在为北配殿修缮维护。站在娘娘宫大
院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当年铁路工人的一阵阵
呐喊。

在娘娘宫斜对面不远处是火神庙。这座庙
历史久远，何时修建已无从考证。新中国成立
前，此庙香火盛极一时，尤其是腊月一、四、
七、九的集市，来长辛店赶集卖鞭炮的商贩，
大多到火神庙烧香祈祷，盼望火德真君保佑免
遭火灾，岁岁平安，万事如意。各种民间团体
的舞狮、高跷、杂技、跑旱船、抬花轿、太平
鼓、抖空竹等表演纷纷登场，把农历年年前的
集市活动推向高潮。这里，也是中国现代北方
工人运动的重要纪念地。1923年 2月7日清晨，
罢工的工人们冲向警察局驻地火神庙，派工人
代表与警察局交涉释放被捕的工人们。反动军
警开枪打死了工人领袖葛树贵等三人，烈士的
鲜血染红了长辛店大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二七大罢工血案”。在研究中国工运史的专家

陈家新看来，长
辛店是中国近代
中国工人革命运
动的摇篮，它留
下了毛泽东、李
大钊、邓中夏、
张太雷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光辉足

迹，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规模最
大、最有影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如今
在长辛店，工人革命运动遗迹比比皆是，比如
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二七工人俱乐部、二七纪
念馆、二七烈士墓、工人浴池等等。

长辛店大街174号是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
乐部旧址。1922年4月9日，在这里召开了京汉
铁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俱乐部组织了工人
纠察队、调查团、讲演团等组织，领导和指挥
了1922年的“八月罢工”和1923年的“二七”
大罢工。铁路工人的第一个工会在这里诞生。
现在这里是“二七”革命遗址。

在这条街上，还有建于清代的清真寺、建
于民国初年的老爷庙，建于1911年的天主教堂，
以及历史遗存早已不复存在的关帝庙、五道庙、
尼姑庵等。一条长辛店大街可谓五教俱全，包罗
万象。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长辛店的商业和服务
业100多年来一直比较发达。明清时期，就有许
多供旅客饮食、休息的客栈。如今，行走在长
辛店大街上，两边依然是店铺林立，各式各样的
招牌比比皆是。老盐店的老建筑至今还在，是长
辛店大街上现存为数不多的老建筑了。当初因
为是官字号的买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院内还有一段3米长、3米高的护墙，护墙上还有
兵荒马乱年代留下的枪眼。房屋、院墙使用的是
老城砖，用灰浇砌而成。寻访当年长辛店大街上
有名的商号店铺，人们依然能够说出很多，经营
纸张、糕点、杂货的明聚德，经营布匹、服装的义
顺兴等等。这些老字号有的还在继续经营，有的
只剩下历史传说了。

当年的长辛店大街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
往，各种文化，各种香火都在人们的寻常日子
里融合、碰撞，共同托举着长辛店的历史。正
像一幅楹联所云：人文厚重，名殊史上，汇三
教九流，籍以包容彰大度；地脉雄浑，形胜寰

中，聚五行八作，依凭兴旺壮丰台。

“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在这秋月下的芦
田；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正如诗人徐志摩在诗歌中所写的那样，音乐和诗
歌不应只存在于舞台上，更应停留在我们的生活
中，每一件小事上以及每一次灵魂停歇的瞬间。

2016年11月19日是徐志摩逝世85周年纪念
日。当天下午，“志摩故里”——浙江省海宁市
首次举办“新月如歌”徐志摩音乐诗会暨第四
届中国（海宁）?徐志摩微诗歌大赛颁奖典礼。
此次音乐诗会音乐和诗歌同唱主角，以演唱徐志
摩诗歌作词的歌曲为主，辅以徐志摩诗歌朗诵和
其他诗歌改编歌曲的演唱、乐器演奏，同时创新
采用了原创谱曲，加入了乐器演奏的纯音乐节
目。组委会还将第四届微诗歌大赛获奖作品的
文字谱成歌曲《我渴望遇见你》，徐志摩倡导爱、
美、自由的新诗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本次音乐诗会延续了历届徐志摩诗歌节、
诗歌朗诵会“亲民、开放、互动、简约”的定
位，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吸引与接纳诗歌爱好
者、徐志摩诗迷及高校学生、海外留学生等群
体的参与。诗会上，来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及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的中外学子，海宁本地中小学的学生，以及全
国各地的诗歌朗诵爱好者通过现场朗诵、视频朗

诵、网络直播等方式，跨越了时空，共同参与到这场诗歌的盛会中
来，徐志摩诗歌节在国内外诗歌爱好者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
吸引了更多高校学子关注和参与诗歌创作与朗诵，进一步打造海
宁作为“中国诗人之乡”的城市文化金名片和国际影响力。诗会
现场还颁发了第四届徐志摩微诗歌大赛的各大奖项。

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摩友们来到诗人的故乡海宁，纪念
这位伟大的诗人。

由武汉出版社主办的纪念秦兆阳百年诞辰暨《秦兆阳文
集》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秦兆阳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
论家、作家，曾任《当代》杂志主编等职，他坚持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向，其影响最大、最广泛的文章是《现实主义——广阔
的道路》，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和标准问题，对当今和未来的
文学创作与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他对文学名刊
《当代》现实主义风格的成功塑造做出了贡献，并注重培养文学
新人，路遥、孙峻青、王蒙等正是在他的关心和鼓励下，闪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上空。武汉出版社出版的《秦兆阳文集》
共6卷300多万字，收录了秦兆阳的大部分著作，包括小说、散
文、诗歌、剧本、文学评论等，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了秦
兆阳一生的创作风貌和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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