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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讲故事

“一带一路”建设为华文媒体提供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然而，长期以来，大部分海外华媒的生
存状况却不容乐观。

“华媒普遍生存压力大，双语人才匮乏，专业素
养不足。”季毓萍说出了许多海外华媒人的担忧。

卜佛海则指出了华媒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新
媒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 3 年，这 3 年
来，马来西亚的华媒无论在结构、内容及技术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受到新媒体，特别是
移动信息终端的冲击，再就是中国新媒体巨无霸
等对海外华媒带来的冲击。为了生存和发展，《星
洲日报》 不得不投入大笔资金发展新闻网站、网
络资讯平台以及电子商务，开始迈入全媒体时
代。”卜佛海说，“其他规模较小的华媒处境就更
艰辛了。如今，我们华媒急需要探讨如何与中国

的新媒体、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了。”
“我个人认为，星岛报系在海外的发展可以给

其他华媒一个成功的启示。总部位于香港的《星岛
日报》最初走出去选择的是加拿大，因为许多香港
人移民过去了。它一方面报道香港的消息，慰藉香
港移民的乡愁；另一方面，它很注意报道加拿大本
地的消息。”张应龙说，“华媒必须要沟通内外。”

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海外华媒正在努
力全方位地提升自己：全媒体报道、提升华媒从
业者专业素养、增强观察大势、感知格局的能力
以及深度融入当地圈子的能力……裘援平也对华
文媒体转型发展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她
认为，华文媒体要构建话语体系、丰富讲述方
式、拓宽表达渠道、扩大推介对象、注意宣传策
略、搭建合作平台、创新协作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海外华媒搜
集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他们
正在机遇与挑战中努力前行。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3

年。在过去3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媒
人亲身体验着这一战略为他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作为

“一带一路”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华媒人砥砺前行。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加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的行列，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在其中占有10.92%的权重，于美元和
欧元之后、日元与英镑之前，位列第三。

人民币加入 SDR，从根本上讲源于中国经济长期以
来的发展性以及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深化金融改革、扩
大金融开放，同时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呼吁改革现
有金融秩序、货币体系的一种体现。人民币的加入，有
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稳定性和吸引力，有助于加快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国际金融秩序合理化。

当然，在看到人民币加入SDR重大意义的同时，也
要清晰地认识到：人民币要赶上美元这一传统的避险货
币，要与美元、欧元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还要付出艰辛努
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务必要防止盲目乐观、舆
论“捧杀”，秉持“渐进”的态度。

首先，即便是权重已经排到第三，但与美元的
41.73%、欧元的 30.93%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统
计，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也不足 2%。
因此，中国还需要不断推动SDR的使用，加大各国央行
对人民币的增持，不断提高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其次，人民币加入 SDR，只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
济、金融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以平常心看待。近
年来，中国在多个层面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等机构改革，并推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提
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从这个更
宏大的角度看，人民币加入 SDR，只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
步。

第三，人民币从早期的贸易结算货币逐渐成为投资储
备货币，再到未来的国际金融交易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
化的根本路径，也是相关政策框架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人民币加入 SDR，进一步实现了其储备货币属性，接下来
需要以此为契机，继续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不断完善人
民币结算交易机制。

第四，多年来，各国央行、机构持有人民币的深层逻
辑十分清晰，那就是仍可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因此，决定人民币加入SDR之后走势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
根本，仍旧是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升本国的综合
国力，特别是在当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长放
缓的情况下。

中国正在逐渐走到靠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位置，人
民币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入篮”即是典型体现，具有
里程碑意义。海外华侨华人热切期待，中国能以此为契
机，于国内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于海外积极引导全球市
场，同时做好金融风险防范，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金融交
易货币的地位。

——摘自《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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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杰出华裔美籍艺术家荣耀盛典”于 10月 8日在美国洛杉矶工业市
隆重举行，曹勇、黎锦扬、张安麟和关南施这4位世界级的华裔艺术家受到表
彰。国会议员格丽斯·拿破里探诺、圣盖博市市长廖钦和、杜瓦提市市长康佳
琛、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以及影视艺术界、侨界人士近500人与会。

当天的活动分为上午和下午两部分，上午的活动包括曹勇画展、播放
纪录片“曹勇的世界”、播放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和“花鼓歌”。画展及
及播放的影片，展示了曹勇、黎锦扬和关家倩在绘画艺术、剧本创作和影
视表演等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下午的活动包括走红地毯、颁奖晚宴、
张安麟钢琴演奏和歌舞表演等。张安麟演奏的中外钢琴名曲，充分展示了
这位格莱美大奖获得者的艺术才华。

参加2016“文化中国—海外华文媒体新疆行”的来自五大洲的23家海外华文媒体，9月16日至20日，先
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奇台县、奎屯市、精河县、霍尔果斯特区、伊宁市、阜康天池进行了采
访。图为海外华文媒体在奇台华侨村归侨侨眷家中详细了解脱贫增收情况。 朱景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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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接连发生了两起辱华事件，全美一片哗然，华裔社群纷纷抗
议，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市首任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联合华裔团体撰文发
布抗议声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前段时间一首于2014年被放上YouTube的饶舌
歌曲《Meet The Flokers》被发现有很严重的问题，歌词内容毫不避讳地直
接教唆黑人去华人家庭入室盗窃之后，福克斯电视台又闹歧视丑闻。在今
年 10月 3日晚间电视台新闻频道政治评论节目——“奥莱利实情”中播出
一段在纽约华埠街头采访的视频，38岁的主持人沃特斯手持话筒，向多名
华人提出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问题，令全美哗然，谴责之声一片。

在美国西岸的华人团体百人会及亚裔正义促进组织均发布正式声明，
严正抗议。百人会发起人、董事会成员之一，蒙市首任华裔女市长陈李琬
若，作为一直以来华裔群体权益捍卫者之一，对此表示非常愤怒。

美国《侨报》：

美国华裔社群抗议辱华事件

中国国侨办代表团 10月 8 日下午在花园酒店举行侨务工作座谈会，国
侨办副主任郭军听取了圣保罗华助中心工作情况介绍。座谈会后，巴西华人
协会举行了欢迎晚宴，欢迎国侨办代表团来访并慰问圣保罗的华侨华人。

当天下午侨办工作座谈会由华协秘书长张立群主持。巴西华人协会会
长、圣保罗华助中心主任朱苏忠首先致词。朱苏忠会长说，圣保罗华助中
心成立一年多来，在总领馆的支持指导下，在服务侨胞，扶贫帮困，维护
侨益，回馈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侨胞们的欢迎和国侨办领导
的肯定。他希望借国侨办代表团的到访与指导，不断改进和提高华助中心
为侨服务工作，把华助中心越办越好。

图为抗议现场。 来源：美国中文网

南美侨报网：

国侨办代表团走访巴西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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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南部的巴达洛纳工业区 300 家企业中至少有
85家属于华人企业，占总数的28.3%，而华商的力量还在不断壮大。2015年
西班牙华人自主创业人数为 47174人，与 2008年相比，华人移民自主创业
的人数增长了109%，华人群体已然成为推动西班牙经济复苏的重要族裔。

在传统的服装连锁销售领域，站稳脚跟的西班牙华商开始转型求变谋
商机。越来越多的华商在店面装潢、服装款式与货源选择等方面下工夫。
华人二代移民通过聘请资深设计师，时尚前卫的旗舰店以优雅舒适的客户
体验吸引消费人群，或是通过举办国际性的服装展会来提高品牌知名度。

在西班牙最具投资价值的旅游和房地产领域，华商正瞄准商机施展拳
脚。据报道，日前当地华商组团出资购买了西班牙南部城市瓦伦西亚一处
经营不善的商业中心，欲将其改造成旅游公寓并计划在一年内转亏为盈。

西班牙华商也开始谋求与本土品牌的合作来开辟新兴市场。据报道，
面对餐饮与服装行业的饱和，西班牙华商投资加盟本土面包连锁店，聘请
当地西班牙人制作原汁原味的面包，开拓面包市场。

（周丹丹 编辑整理）

西班牙《侨声报》：

西班牙华商多元经营谋新机

来源：金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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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搜集故事

“基于语言共通，海外华媒经常受邀
到中国出席各种有关‘一带一路’的论
坛和考察活动，并将最新的讯息带回马
来西亚。《星洲日报》作为东南亚颇具影
响力的华文报章，在过去一年应邀出席
的活动不下 20 个，其中包括中国外交
部、国务院侨办以及各省市政府发出的
邀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编务总监
卜佛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的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的身影就更加频
繁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就在刚刚过去
的9月，海外华媒就受邀参加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9 月底，“一带一路”华文媒体
协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9 月 23 日，由
国务院侨办主办、国家行政学院承办的
第十五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在北
京开班，此期研修班以海外华文媒体与

“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探讨华文媒体
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优势和
作用，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华文媒体合作；9月，“文化中国·海外
华文媒体地方行”走进新疆；同样是 9
月，四川、广西、湖北等地也迎来了海
外华文媒体代表……

“对于我们华媒而言，‘一带一路’
是融入当地社会、发出中国声音、讲述
中国故事的一个契机。”匈牙利 《联合
报》总编辑季毓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正如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
“一带一路”华文媒体协作座谈会上所说
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华文媒体发展提
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她认为，海外华
文媒体是融通中外信息的搜集者、制作
者和传播者，“一带一路”建设则提供了
海量的新闻素材和话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
国内的有关部门和省市非常重视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无论是招
商引资还是推介地方，华媒都有所作
为。原来，类似的合作时有时无。现在
会常态化，而且力度和频率都会增加。”
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研究员张应龙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在居住国讲故事

“马来西亚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
沿线国家。马来西亚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
和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都为我们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巨大机会和前景。马来西亚已连续 8 年
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 2009 年
起连续 7 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
亚则是中国在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国。在马来西
亚，‘一带一路’已成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卜
佛海说。这离不开华媒的努力。“马来西亚华媒
在建构‘一带一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
促进两国的双向沟通。除了将国内有关‘一带一
路’活动的讯息刊登在报章外，也将这些讯息发
上网，传达给海内外受众。此外，我们也通过出
访，将中国的最新动态传达给我国的商家。这些
讯息是海量的。”

在居住国讲述中国故事，海外华文媒体有其
独特的优势。“特别是沿线国家的侨胞和我们海外
的华文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真的是一

支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裘援平多
次说。

“华文媒体生于侨、长于侨，对居住国有一定
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细水长流地通过多种形
式让当地人经常听到中国故事，比如开办讲座、
开设书店等。”季毓萍说，“而且，华媒可以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协助中国与自己居住国的企业进
行经贸交流或投资等活动。”

张应龙认为，海外华媒除了在居住国讲中国
故事之外，还应该讲好另一种故事：居住国的故
事。“海外华媒可以利用自己的天然优势搜集当地
政府以及民间的相关信息，比如他们对中国的看
法、当地有关制度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有
兴趣的中国相关部门或者企业。”张应龙强调，“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
去，如何与沿线各国打交道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果不了解当地情况，好心办不了好事。要避免这
种情况，华媒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这种
作用应该是双向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华媒的影
响力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