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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之相亲到民之相知

“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正式上线，这是
中非人文交流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中国驻
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出席上线仪式并致辞。他
说，中非之间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中非人民有着
天然的亲切感，但仍有许多需要交流，需要沟通
的地方。

“有些掌握世界话语权的国家在报道非洲，宣
传非洲的时候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带着历史的偏
见，带着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一个不真实，
不全面的非洲介绍到世界，包括介绍到中国。同
样的，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在向非洲人民介
绍中国的时候，也采取了不公正的手段。”吕友清
认为，要纠正这种不公，只有靠中国人民和非洲
人民直接交流和沟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
吕友清说，“我们要实现心相知，需要平台、需要
载体、需要桥梁、需要纽带。而人民日报海外网
非洲新闻网就是一种新的平台，新的纽带。我作
为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大使，真诚希望中非人民之
间有更多交流的渠道。”

“非洲百万侨胞对中国的了解、需求越来越
多，但是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是有一些缺少，所
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频道的上线为非洲各国各界
特别是非洲华侨华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
平台。”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龚建忠表示，海
外网非洲新闻网的上线意义非凡。

从“无价家书”到网络桥梁

创刊31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世界80多个
国家和地区发行，成为维系海外游子家国情怀的

“无价家书”。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王咏赋说，人民日
报海外版始终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实的守望者、
未来的开创者。“不忘初心，不断前进，一是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实记录中国的伟大变革，
发出权威的中国声音，引导国际舆论；二是满怀
深情，服务海外华人社会，团结全球华人同胞；
三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数字化
转型，推进报纸与网络的融合。”

王咏赋表示，面向世界，走向海外，不断扩大传
播力和影响力，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海外版和
海外网的战略发展方向。“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
这条路走下去，扩大海外影响力，有效影响海外舆
论，为海外读者提供更有用、更贴心、更便捷的服

务。”
“中非友谊基

础深厚。几十年来，
相互支持、相互信
任，平等互利、团结
协作始终是中非关
系 的 主 轴 。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开幕式上发表了
题为《开启中非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新时代》的致辞，
系统阐述了中国发
展对非关系的新理
念、新 政 策、新 主
张。在这一中非合
作大背景下。非洲
新闻网面临非常好
的机遇，必将大有
作为。”

“ 网 络 无 国
界 ， 四 海 届 亲
朋”。王咏赋对非
洲新闻网的发展提
出殷切希望，非洲
新闻网要坚持内容
创新，以本土化的
内容呈现给海外读
者，用贴近当地的

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解读中国时政。要打造权
威、专业的本土新闻资讯平台，服务非洲华人社
会，让海外游子在非洲新闻网上获得感知和归属
感。

“感谢非洲新闻网为受众提供一个相互服务的
咨询平台。”一位长期生活在非洲的参会嘉宾听了
王咏赋的致辞后很激动，“提升非洲华侨华人的生
活品质，提升非洲华侨华人的整体形象，从而增
进中非人民的友谊了解，促进中非双方的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

从海外游子到华媒使命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总顾
问、非洲华文传媒董事长南庚
戌描述了他在非洲逐步发展
华文传媒事业的心路历程。

“我本人 1999 年从中国北京
移居博茨瓦纳。回忆起十几年
前，整个南部非洲都没有一份
像样的中文报纸，情感无所依
托，思乡之情浓烈。于是，我
创办了《非洲华侨周报》。”

投身非洲华文媒体的创
办与发展事业后，南庚戌意识
到华文媒体在中国外宣事业
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海外华人
的深刻影响，于是逐步拓展传
播媒介，完善传媒链条。如今，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已经成为
集报纸、杂志、网络、广播、电
视、互联网与其他衍生产品与
一体的全媒体阵营。

南庚戌认为，向世界介
绍中国是每个海外华人的职

责。“请大家今天记住两个网址，一个是 www.hai-
wainet.cn，另一个 africa.haiwainet.cn。第一个网址
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这是我们全
球华人的网上家园；第二个网址就是海外网非洲
新闻网，这是未来大家了解中非经济贸易文化服
务咨询等信息，最权威可靠的平台。”

字字掷地有声，南庚戌信心十足的发言感染
全场，与会嘉宾纷纷拿出手机打开这两个网址。

“非洲很多国家的华人较少，华文媒体很难盈利。
但值此中非关系面临更大进展的国际形势面前，
让非洲华人乃至全世界通过权威渠道了解中国国
情、感受中国正能量，我们义不容辞。我相信，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将改变西方媒体在非洲占主导
地位的局面，让中非之间的信息往来更准确、更
畅通。

从默默无闻到各界关注

走进上线仪式现场，带有人民日报海外网海
客客户端二维码的易拉宝前，许多嘉宾正在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下载海客客户端。

非洲新闻网的上线，引起了非洲各界尤其侨
界的关注。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在胜说：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的上线，对于广大在非华人来
说，是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他表示，非洲新闻网
的上线，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华人对信息的需
求。“非洲华文传媒集团作为非洲新闻网的合作
方，基于其十几年来媒体运营的经验和对海外华
人需求的把控，正满足了当今社会对新媒体所提
出的要求。”

坦桑尼亚 SIBUKA 媒体集团总裁乔治·南加拉
在致辞中说：“人民日报海外网志在连接中国和其
他国家。当今世界，媒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洲新闻网在这时上线时机正好，中国媒体比其
他西方媒体描述的非洲更加积极。作为坦桑尼亚
人，我很荣幸非洲新闻网在我的家乡上线。”

仪式后，多位驻非洲中资机构的代表在热情
地交流。“现在有了非洲新闻网，感觉离祖国更近
了。”环球广域传媒集团一名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员
工说，“我们现在在国外获得咨询主要是靠非洲的
主流媒体，但那上面很少有关于国内的可靠资
讯。同时希望非洲新闻网以后能多举办一些活
动，加强当地华人的互动与交流。”

据介绍，非洲新闻网在页面布局上精耕细
作、别具一格，页面首屏有整个非洲的版图动
态呈现，未来还会补充这一区块的其他功能，
实现地图上的阅览、功能性的跳转。在栏目设
计方面，非洲新闻网聚焦时政、连接使馆、服
务侨胞、推介文化、促进旅游、拉动商业。在
随后发展中，非洲新闻网会不断实现本土化新
闻，讲述非洲华人能读懂的中国故事，加强服
务功能。

海外网总编辑姚小敏、海外网副总编辑聂传
清与非洲华侨华人社团领袖、中资企业负责人
等 200 多人出席上线仪式，同时，正在参加中非
公共外交论坛的嘉宾也出席了本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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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介绍中国是每个
海外华人的职责，如何让更
多的非洲民众了解今日中
国，如何让更多非洲华人获
得更好的服务是我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也是海外网
非 洲 新 闻 网 的 价 值 所 在 。
未来，非洲新闻网会不断
实现本土化新闻，讲述非
洲 华 人 能 读 懂 的 中 国 故
事 ， 更 会 加 强 服 务 功 能 ，
让来非洲的华人和回中国的华侨实实在在感受到便捷。

除了线上平台的完善，我还有其他几点构想：
其一，在我看来，文化交流是中非务实合作的“朝阳产业”，双

方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通
过海外网非洲新闻网这个平台，我们会做出更多线下产品促进文化
互通，比如举办中非学生置换夏令营、中非友谊歌会、中非电影或
网络自制剧的拍摄等。未来我们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给中非民间
友好不断注入“正能量”。

其二，团结非洲主流媒体，共同提高对外传播能力。中国与非
洲在各自发展进步和彼此合作共赢方面有许多“好故事”。但如果话
语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一个原本好端端的故事可能变成了
没有故事。因此，中非应努力争取由我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海
外网非洲新闻网期待与更多非洲主流媒体不断深化拓展媒体领域的
合作，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正式上线

努力打造权威非洲华媒
海外网 刘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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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时间8月8日晚，由
人民日报海外网和非洲华文传媒
集团合作创办的非洲新闻网在达
累斯萨拉姆正式上线。这是海外
网在海外开办的第12个国家和地
区频道，标志着人民日报海外版
实施的“报网融合、全球本土化
布局”发展战略正式在非洲启航。

嘉宾身披马赛布共敲非洲鼓庆祝非洲新闻网上线嘉宾身披马赛布共敲非洲鼓庆祝非洲新闻网上线

图为非洲小伙儿们热情洋溢地向参会嘉宾展示非洲民乐之魅力

讲述非洲华人读懂的中国故事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 南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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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新闻网是新平台新纽带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吕友清

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
闻网正式上线，是一件中非
关系中特别是中非人文交流
中非常重大的事件。

中非之间经贸关系非常
密切，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
亲切感，但我们之间需要交
流和沟通的方面还很多。

虽然现在经济全球化，
但世界并不公平，话语权掌
握在少数国家手里。这些掌
握世界话语权的国家在报道非洲、宣传非洲的时候带着有色眼镜，
带着历史的偏见，带着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一个不真实不全面
的非洲介绍到世界，包括介绍到中国。同样的，这些掌握话语权的
媒体在向非洲人民介绍中国的时候，也采取了不公正的手段。要纠
正这种不公，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直接交
流和沟通。

要实现心相知，需要平台和纽带，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
就是一种新的平台和纽带。我作为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大使，真诚希
望我们中非人民之间有更多交流的渠道。我希望非洲朋友们办更多
自己的媒体并走进中国，我也希望更多中国媒体走进非洲，走进坦
桑尼亚。通过我们媒体间的广泛合作，使我们的人民真正相互了解。

为非洲了解中国提供了完美平台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龚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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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华人期盼非洲新闻网上线已久

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 黄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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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非洲新闻网的上
线，对于广大在非华人来
说，是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首先，非洲新闻网的上
线，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华
人对信息的需求。华文传媒
集团作为非洲新闻网的合作
方，基于其十几年来媒体运
营的经验和对海外华人需求
的把控，正满足了当今社会
对新媒体所提出的要求。对
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不仅能更快地看到当地新闻，而且依托于人民
日报的品牌资源，新闻的可靠性也得到了保证。

其次，海外网非洲新闻网的创办能更好地促进海外华侨华人融
入当地社会，树立我们华人的正面形象。华文传媒通过多年来与当
地政府和海外企业的合作，奠定了其在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媒体地
位，是非洲华人和非洲政府企业可以信赖的网络平台，而海外网一
直以来也致力于在海外宣传中国立场和文化情怀。作为两家在海外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媒体，海外网非洲新闻网必将成为展示中国形
象、宣传华人正能量的窗口。

第三，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的上线，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中
华文化，扩大中国与非洲友谊深厚，我们在非游子一直在不懈地致力
于中华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地为增加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而做贡献。
从今天起，依托人民日报的品牌影响力和用户资源，相信海外网非洲
新闻网能更加广泛地普及中华文化，扩大中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的上
线为非洲各国各界特别是非
洲华侨华人了解中国提供了
一个完美的平台。人民日报是
中国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媒
体，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对海外
华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如今，海外网非洲新闻
网利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资
源，可以更好地为受众提供
优质的资源和服务。同时，也
希望非洲新闻网为受众提供一个相互服务的咨询平台，提升非洲华侨
华人的生活品质，提升非洲华侨华人的整体形象，从而增进中非人民
的友谊和了解，促进中非双方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

我相信随着非洲新闻网的正式上线，海外的华侨华人尤其是非
洲的华侨华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更好地参与中国
的改革发展，更好地共享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