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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赴厦门研修采风

“讲中国故事要接地气攒人气”
本报记者 李嘉宝文/图

侨 界 关 注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近日，

来自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海
外华文媒体代表汇聚福建厦门，参加由
中国侨联举办，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
厦门大学承办的“追梦中华”海外华文
媒体高级研修班。

从厦门大学的课堂到厦门卫视融媒
体中心，从水天一色的鼓浪屿到巍峨壮
观的陈嘉庚博物馆，从安静雅致的筼筜
书院到欣欣向荣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华
媒人用镜头和笔，勾画出厦门这座“高
颜值生态花园之城”和“高素质创新创
业之城”的风采。

侨 情 乡 讯

2019华文媒体研修班在京开班

本报电（周祺琪）近日，2019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在
北京开班，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40名海外嘉宾和2家中
央涉侨媒体负责人参加了本次研修班。本次研修班旨在支
持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发挥华文媒体作用，讲好中国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北京市政府侨办主任刘春锋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
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二是要发
扬广闻博识优势，为北京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三是做好
北京冬奥会的宣传工作；四是讲好“侨”的故事，把涉侨政
策传递给海外华侨华人，促进和谐社团建设。

本次为期一周的研修班采用了专题讲座、现场教
学、参观访问、文化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教学模式。

2019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在京举行开班仪式。
贾广超摄

“金色道钉——美国铁路华工展”开幕

8 月 6 日，“金色道钉——美国铁路华工展”在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此次展览以“潮流涌动”“工程缘起”“开路先锋”
“余绪遗泽”“褒扬纪念”五个部分，讲述铁路华工赴美
建设铁路的历史背景、奋斗过程和后续发展，展示社会
各界对华工的评价以及世人对铁路华工的纪念与追思。

展览展出了 19世纪中央太平洋铁路道钉、美国太平
洋铁路股票 （复制件）、主题雕塑《开路先锋》系列组雕
以及相关图书、影像资料等。

曾多次赴美国太平洋铁路沿线考察的自由摄影师李
炬为展览捐赠了部分实物资料。他表示，美国近代发展
包含着中国移民的奉献，这一段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合作
的历史对当下仍有诸多启迪。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在海南开营

8月3日，由中国侨联主办，海南省委统战部、海南
省侨联和三亚市侨联共同承办的 2019 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海南三亚营在三亚华侨学校举行开营仪式。

来自柬埔寨的 40 名华裔青少年将开展为期 10 天的
“寻根之旅”，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古筝课、太极拳、刺
绣、水墨画、书法等中华文化课程，并体验海南民俗风
情和中国非遗文化。

海南省侨联主席黎才旺表示，希望营员们好好领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验海南风情的独特魅力，加深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把生动多彩的中国故事、海南
声音和美好印象带回去，做中华文化交流的使者，讲述
中国故事，传播海南声音。

（来源：中国侨网）

意大利华商杨胜丰：

在世界时尚之都做大服装生意

8 月 3 日，2019 年“文化中
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歌
曲大赛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
总决赛分“青少年组”“成人
组”依次进行。

上图：成人组 10 名决赛选
手合影。

左图：青少年组金奖得主刘
申如在歌唱。

中新社记者 李霈韵摄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决出胜负

学习之旅：“华媒人要顺势而为”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将以移动化优先、短视
频优先，这样才能提高传播效率。”7月30日，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余清楚围绕“国际视野下新媒体的发
展趋势和媒体融合”，为华媒人上了生动一课。台上台下
互动频频，讨论热烈。

美国环球新闻总编辑王绘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面对传统华媒的转型压力，海外华媒人要顺势而
为，改变原有的单向传播形式，更注重精准发布，在媒
体融合的背景下抢抓发展机遇。在拥抱新媒体时代的同
时，也要做好准备，拥抱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支撑的智媒体时代。”

王绘沣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的新计划：“我要加
大技术研发力度，进一步做好移动端平台，在新闻网基
础上增加论坛和音乐板块，增强客户黏性，满足华人社
区的信息需求。”

美国新龙传媒集团总裁吴治欧有近20年的海外华媒
从业经历。在他看来，现在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
代。新媒体即时性、快捷性的优点值得学习，但传统纸
媒深度报道的优势不能丢。

埃及“埃中新闻网”总编王永鸿对厦门大学教授李
明欢讲授的“‘一带一路’精神与海外华媒的中国叙
事”感触颇深。“埃及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对

‘一带一路’相关理论的深入学习，为我提供了深度报道
‘一带一路’的具体方向，我要努力把中国故事讲得接地
气、攒人气。”

理论学习结束后，华媒人赴厦门卫视融媒体中心参
观。在加拿大中华新闻社社长常建国看来，做好媒体融
合，资金、技术、人才等缺一不可。海外华文媒体可以
学习国内媒体的先进理念和管理办法，尤其要注重培养
专业人才。

精神之旅：“向侨胞讲好嘉庚故事”

8月3日，华媒人来到位于厦门市集美区的陈嘉庚纪
念馆参观。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静静讲述
着这位华侨领袖爱国爱乡、倾资兴学、服务社会的一
生。“不愧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不少华媒人发出
这样的感慨。

“‘嘉庚精神’值得当代华侨华人学习、传承和践
行。”常建国说，“我会在后期报道中向海外侨胞尤其是
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讲好嘉庚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他的
感人事迹和爱国情怀。这不仅是侨务部门的责任，更是
媒体人的责任。”

日本中文导报社主任记者孙辉表示，改革开放后，
新一代华侨华人成长起来，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嘉庚精神”仍有当代价值。“我想把陈嘉庚的故事
以专版或连载的方式呈现出来，为当代华侨华人树立榜
样和参照。”

参观结束后，菲律宾亚太通讯社社长刘继明剪辑了
一个约 3分钟的短视频，包含陈嘉庚生前的照片、视频
及华媒人参观纪念馆的情景，画面时空交错间，“嘉庚
精神”熠熠生辉。“我们都是黄种人，血脉连在一起，
豪情激昂神州大地……”配乐深情动人，唱出了海外侨
胞对祖 （籍） 国的赤子之情。该视频还在人民日报客户
端、新浪、搜狐等国内媒体和一些海外华文媒体上发布
或转载。

“在侨乡福建，我看到、听到了许多与华侨华人有
关的故事，感受很深，感动很多。”《非洲时报》 新媒
体中心主任孙想录动情地说，“在之前的工作中，我采
访过许多海外侨胞和华人社团。海外侨胞为新中国的解
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作为华媒工作
者，我们要讲好侨乡的故事，也要讲好海外华侨华人的
故事。”

体验之旅：“爱拼才会赢”

接到用户自主下单后，白色的机械长臂开始 360 度
翻滚转动，取玻璃杯、解酒、摇晃、倒酒，动作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不到 1分钟，一杯调好的酒便呈现在面
前。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调酒机器人让华媒人啧啧赞
叹：“高颜值的厦门还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

此次厦门之行，是常建国时隔20多年的一次故地重
游。记忆中渔民沿街叫卖鱼虾的小渔村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变化太大了！”他感慨道。

在跨境电商产业园，常建国对其中的电商培训学校
产生了浓厚兴趣。“电商培训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初级
班、中级班和高级版的完整体系。政府的支持力度很
大，实实在在为电商行业培训人才。”在他看来，厦门是
著名侨乡，有大量的海外资源，同时又是改革开放前
沿，区位优势明显。“我要把厦门的招商引资政策介绍给
更多海外朋友。”

厦门自古就是通商裕国的口岸，也是开放合作的门
户。如今的厦门，海运、陆运、空运通达五洲，给王绘
沣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厦门，高铁、地铁、空中巴士车道、共享单车、
跨海大桥等一应俱全，城里城外交通方便，四通八达。”
王绘沣赞叹说，“一路看，一路品，厦门是一座有风景、
有历史、有科技、有文化的城市。我们将推出系列宣传
报道，介绍厦门的城市风貌和创业投资环境。”

王永鸿关注到厦门近日召开的“高科技、高成长、
高附加值”企业发展大会。“厦门有‘爱拼才会赢’的创
业精神，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让更多创新人才汇聚于
此。我愿意利用在埃及的资源和人脉，为中埃企业家对
接合作牵线搭桥。”

上图：在研修活动的现场教学环节，海外华文媒体
代表在厦门卫视参观交流。

2001年，25岁的温州年轻人杨胜
丰远赴万里之外的意大利做服装生
意，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今，
受到国内电商快速发展的启发，他同
生意伙伴开始利用互联网谋求新发
展。回顾多年的从商经历，杨胜丰
说：“服装这个行业是一本厚厚的书，
一定要读透，不然会亏得一塌糊涂。”

在集市上发现商机

1976 年，杨胜丰出生于浙江温
州。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乘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
蓬勃发展，经商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
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杨胜丰就在这样
的氛围中逐渐成长起来。

当时，他的父母在温州开了一间
生产服装的家庭作坊，虽然赚不到大
钱，但足以让一家人丰衣足食。可对
于父母从事的这份小生意，家里的孩
子们似乎都不怎么看得上眼。

成年后，杨胜丰和几个朋友合开了
一个箱包工厂，但只持续了一年，他便
退出了。在哥哥去意大利发展后，他也
想出国寻找机会。于是在父母的资助
下，他去了意大利。

初到之时，杨胜丰的事业发展并
不顺利。他先是在母亲朋友开的中餐
馆后厨帮忙，后来又在海滩给游客做
纹身。虽然挣的不少，但他总觉得这
些都不是他想要的。2003 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杨胜丰发现意大利小城镇集
市上的服装生意很火，他瞅准了时机
加入，花了数万欧元购得了摊位永久
经营权，并在之后的几年尝到了甜头。

凭借每天起早贪黑的勤奋，他的
服装生意逐渐做大，每年都有十几万
欧元的收入。这期间，他又陆续买进
卖出了几个摊位，生意越来越好。

回忆起那些年的经历，杨胜丰说：
“还是比较苦的，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
开着车去各个城镇卖衣服，近的十几公
里，远的则有五六十公里，即便是下雪
天也要把摊摆出来。”

向服装批发行业拓展

几年后，杨胜丰觉得服装零售生
意难再有大突破。2007 年，他决定由
妻子继续在各城镇赶集，他和一名员
工开始尝试做服装批发生意。

由于从小在父母经营的服装作坊
中耳濡目染，加上之前在集市卖衣服
的经历，杨胜丰的服装批发生意也做
得很顺利。他说：“虽然我不会做，但
看一眼就知道一件衣服是什么材料，
这让我少交了不少学费。”

杨胜丰的店面主要从事女装批发，
对服装的流行和时尚感要求较高。据他
介绍，普拉托有一个大型服装加工园
区，几乎所有的工人、老板、设计师都来
自中国，绝大多数原材料也从中国进
口，园区每年能生产数亿至 10 亿件服
装，并能根据潮流动向迅速设计并批量
生产出最新款的衣服。

有了生产园区的支撑与合作，杨
胜丰店面的经营状况一直不错，但他
并不满足。2009 年，他将门店搬到了
帕多瓦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国商贸城。
一到旅游旺季，整个意大利海岸沿线
的数千商家都会来商贸城进货，斯洛

文尼亚、克罗地亚、奥地利等地的客
商也会前来选购。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杨胜丰逐
渐摸索出了意大利服装行业的特点，
他总结道：1、2月份不能再进冬天的
货，长袖的衣服要尽量在一个月内卖
完；呢子大衣一定要是意大利生产，
而风衣由于工艺相对复杂则要从中国
进口。

利用互联网寻求突破

近 两 年 ，意 大 利 服 装 行 业 出 现
疲软之势，杨胜丰的批发生意也不
如从前。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他开
始在更多领域拓展业务。

2018 年，他和几个生意伙伴共同
打造了一个批发类电商平台，目前虽
盈利不多，但他们坚信，互联网化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改变服装批
发市场的现状。“看到中国电商平台的
发展态势，我们也想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如今，已是意大利威尼托华侨华
人工商联合会 （以下简称工商联合
会） 第一常务副会长的杨胜丰，除了
要不断迎接商业上的挑战，还要负责
工商联合会的事务性工作。

据了解，工商联合会旨在推动中
意友好交流、推动两国商贸和人员往
来，不仅负责维护侨社和侨团会员的
权益，还负责接待中国商界考察团的
访问。杨胜丰希望，工商联合会未来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中国企业在意
大利投资出谋划策。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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