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1日于福
州圆满闭幕。论坛期间，400余家海外华文
媒体代表各抒己见、凝聚共识，达成《福州
宣言》，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在闭幕
式上宣读了宣言。

——“‘一带一路’，宏图已现，在我华
媒，足称机遇。”

宣言指出，华文媒体能够凭借融通中
外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优势，能够以海外
受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将“丝路

精神”推向世界；能够以“见证者”、“记录
者”的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和生动故
事传之四海。

——“媒体融合，大势所趋，创新发
展，我辈责任。”

宣言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已经开始在
传播介质、传播形式、媒体业态等方面深
度变革，发力新媒体，发展融媒体，延伸移
动端，逐步形成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良好
业态。

——“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共建平
台，共谋发展。”

宣言称，我们相信，通过携手合作，共
建平台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更好地走向
世界，在国际舆论场上，形成有效的媒体
矩阵，达致更大的传播力、影响力。

——“中华文化，传承不息，厚德载
道，我辈仔肩。”

宣言指出，华文媒体必将坚守传播中
华语言文化的责任，持续传播中华文化，
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维系民族情感的重
要使命，为各国民众打开中华文化之窗，
在海外华社、所在国及中国之间，架起文
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
载体。

——“民族情怀，长在我心，民族复
兴，各尽己力。”

宣言呼吁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仁，继续
秉持民族情怀，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世界
更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今日中国，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历史责任。

“在福建这片走出过陈嘉庚等先贤的
土地上，我们追忆典范，步武前贤”，宣言
最后倡议，愿在此宣言的精神引领下，传
承华文传媒薪火，秉持初心，砥砺前行，共
创世界华文媒体发展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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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0日上午在福
州开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
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于伟国，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郭卫民，中国记
协书记处书记季星星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来自世界五大洲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60多位海外华文媒体高层人士、中国中央主
要新闻机构及部分地方媒体负责人等近700
位嘉宾齐聚一堂，以“‘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
新发展”为主题展开高层对话。

本届论坛11日下午在福州落下帷幕，发
布了《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福州宣言》。主办方
宣布，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举办地为河北
省石家庄市。

闭幕式上，一系列成果“落地”或签约。世
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官方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全球华语视频资讯共享中心正式启动。“一带
一路”华媒协作云平台上线，“一带一路”大型
主题采访也同步启动。

中国新闻社与福建省签署了对外传播战
略合作协议，将在侨务新闻、传媒产业、国际传
播等方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

“侨宝”客户端国别版签约启动以及百家
华文媒体入驻“华舆”客户端签约仪式也在此
间举行。

闭幕式还举行了“这五年·我与中国”、《家
园》主题征文活动及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在闭幕式上宣
读了《福州宣言》。宣言呼吁，愿在此宣言的精
神引领下，传承华文传媒薪火，秉持初心，砥砺
前行，共创世界华文媒体发展之新局。

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战胜在闭幕式
上致辞，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作总结致
辞。

谭天星说，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自2001年
创立至今已举办九届，它的规模和关注度逐届
提升，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论坛致力构建世
界华文媒体协作网络，提升华语国际话语体系
和媒体融合趋势下海外华文媒体整体竞争力
和影响力。如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全
球华文媒体间沟通交流、寻求合作的重要平
台，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华文媒体高层盛会。

他表示，国务院侨办、中国新闻社将以此
次论坛为新的契机，在与华文媒体的联谊、交
流、合作中，继续务实推动世界华文媒体的大
发展。

谭天星最后宣布：“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
论坛闭幕，2019年石家庄再相会”。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2001年首次举办，以
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此前举办的八届论坛活
动，累计吸引华文媒体人士近3500人次参
加。据悉，本届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媒体高端
论坛、平行分论坛、专题演讲、莆田主题论坛等
活动，并将发表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宣
言。会后，与会代表将分赴长春、成都、济南、
贵阳等地考察和采访。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发布《福州宣言》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福州市隆重召开

中新社福州9月11日电 (闫旭)第九届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11日下午在福州闭幕。经过将近两天
时间的密集互动和“头脑风暴”，本届论坛达成了六
项合作成果，并在闭幕式上发布。

第一，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官方网站全新改
版，全球华语视频资讯共享中心启动。

第二，“一带一路”华媒协作云平台上线，“一带
一路”采访活动启动。

本届论坛特别组织了“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活
动，在会后分7条线路，分赴福建多地，四川、重庆、
山东、贵州、吉林等地集体采访，把祖籍国和家乡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新动态和合作愿望，传播到
世界各地。

第三，侨宝APP将与首批华文媒体合作，正式
推出国别版；同时，百家华文媒体“入驻”华舆APP。

侨宝客户端致力于打造千万海外侨胞服务的
掌中之宝，囊括新闻资讯、活动报名、华助中心等多
个版块。

华舆客户端，是中新社联手百余家海外华文报
纸共建的新媒体平台，上线以来，屡次在备受海外
华侨华人关注的新闻事件中有亮眼表现，累计阅读
量达1亿次。

第四，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新闻社与福
建省决定签署对外传播战略合作协议，在侨务新

闻、传媒产业、国际传播等方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合
作。

中新社将整合海外媒体资源，利用自身优势，
加大报道力度，传播福建好声音，讲好福建故事；充
分发挥海外影响优势，为福建在港澳台及海外举办
的有关招商引资、对外宣传活动提供战略合作。

第五，本次论坛正式推出三本书。
5年前，从北京唱响的“中国梦”引起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鸣，全球侨胞通过《这五年，我与中国》表
达心声；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
园，本届论坛发起了“家园”主题征文活动，形成《家
园》一书；由100多位海外华文媒体老总撰写的论
文结集成《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

第六，论坛达成《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宣
言》。

宣言呼吁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仁，继续秉持民族
情怀，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世界更准确、全面、深入
地了解今日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
历史责任。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一系列合作项目的‘落
地’和启动。”中新社副社长夏春平表示，希望通过
各种各样的务实合作，海内外华文媒体能够获得更
大的生长空间，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共赢，打造全球
华文媒体的“命运共同体”。

（中新网记者 冉文娟） 第九届世界华
文传媒论坛11 日在福州划上句号。两天时
间里，五洲四海的华文媒体人风云际会，论
融合、谈挑战、说发展。展望未来，海外华
文媒体人期盼与中国发展的脉搏共振，与媒
体融合的大势相随，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共
同成长。

与中国未来发展同频共振

没有一家华文媒体不关注着中国未来的
发展。

这不仅因为媒体报道新闻的“本能”，
更因为，未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华文媒体的
命运密切相关。

自诞生起，海外华文媒体的兴衰便与中
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而放眼未来，
中国国力日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这必将为海外华文媒体未来发展提供持
续动力。

“随着中国实力与话语权的增长，中国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舆论版块的格局也在
发生变化，世界华文媒体在整体版块中所占
有的权重也越来越大。”中国新闻社总编辑
王晓晖在本届论坛上如是说。

另一方面，对海外华文媒体而言，中国
不仅是民族情感所系的故土家园，同时也是
源源不断的新闻富矿。中国的深厚底蕴、发
展变化等都向其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素材。
华文媒体聚焦中国发展，讲述当代中国故
事，其国际化的表述、独特的视角成为了观

察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持续发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增进了解、
寻求合作发展机会。海外华文媒体具有融通
中外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优势，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作用不可替代。

正如中国新闻社社长章新新所言，“一
带一路”建设创造了巨大的新闻需求和读者
群，华文媒体遍布世界各地，其新闻触角广
泛延伸，在全面、客观报道“一带一路”建
设的过程中，必有大作为，迎来发展机遇。

许多海外华文媒体高层亦看好“一带一
路”对未来华文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

纽约中国广播网台长程蕙表示，华文媒
体是住在国的一扇窗户，推动住在国主流媒
体等通过这扇窗户看到当地华人的状态。助
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华文媒体扮演着
重要角色。

菲律宾华商纵横传媒社长黄栋星认为，
“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沿线国家经贸活
动、文化交流增加，商机喷发。华文媒体在
跟踪报道中也发现自身商机，“一带一路”
所带来的利好正在逐渐呈现。

与媒体融合创新脚步相随

“未来的发展有不可预知的东西，但是
让人尊重的职业追求仍然可敬，我们还要奋
斗。”在本届论坛的高端论坛上，中国新闻
社社长章新新如是说。

未来也许不可预知，但当下的脚步却通

往明天的路。在媒体变革的浪潮中，海外华
文媒体放眼未来，勇立潮头，成为了全媒体
变局下媒介融合、媒体创新的先行者。

目光聚焦美国华文媒体。不论纸媒、广
播抑或电视媒体，均纷纷着力发展融媒体。
以制作当地新闻、访谈节目著称的“美国中
文电视”就是其中典型，目前，其已成为传
统电视+图文网站+网络视频的综合体。

本届论坛的主旨报告指出，从整体来
看，美国传统华文媒体革新处于内容和人员
整合的初期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仍有很大探
索空间，机遇无限。

另一个可喜的趋势也已“小荷露出尖尖
角”。随着新闻竞争愈加激烈，境内外华文
媒体互联互通，不断开拓合作领域，渐成

“合纵连横”之势。
在东南亚，原籍广东、福建、浙江的华

人数量众多，当地华文媒体看到了这一机遇
并积极行动。

2016年，《海丝商报》在福建南安创刊，并
同步推出了《海丝商报·菲律宾版》，《石狮日
报·菲律宾版》在马尼拉创刊发行。来自南安、
石狮两大侨乡的地方媒体与菲律宾华文报纸
合作，为旅菲侨胞了解家乡信息提供新的平
台，让家乡的文化漂洋过海。

除华文媒体间的互动外，华文媒体与其
他语种媒体的合作也推陈出新。在北美，美
国一些报刊与中国媒体合作，不仅降低了营
运成本，更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加拿大近年则成立了多个中文记者协会，组

织中加媒体互访交流，并代表华文媒体和其
他族裔媒体展开交流。

华文媒体“合纵连横”，不断开拓合作
领域，微观而言，是为了壮大自己；宏观而
言，是为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
为华人发声，为中国立言。

与“精神家园”一路向前

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海外
华文媒体始终相伴，共同成长。它为华文媒
体表达心声搭建平台，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
探索方向，为华文媒体抱团取暖营造“家
园”。

转眼间，论坛与世界各地的华媒人已9
次相聚，9次告别。多少往事仍历历在目。

据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夏春平
回忆，2001年，在南京举办的首届论坛遇上

“9·11”事件，美国实行航空管制。《世界
日报》旧金山版总编陈裕如搭乘美国开放机
场后的第一个航班出发，在论坛正要举行闭
幕式之时，匆匆赶到会场，全体代表对他报
以热烈掌声。

同样是在第一届论坛上，巴拿马侨声广
播电台台长古文源为能如期赴会，绕道哥伦
比亚、英国、香港，在飞机上辗转48 小时
赶到会场，让所有参会同仁为之动容。

就在几天前，卧病在床的美国《美中信
使报》总编辑金鸣峰致信论坛组委会，表示
很遗憾不能赴约，“人未来，心已到”，并请
论坛组委会邮寄一套资料给他……

17 年来，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现而
今，论坛既有不少“老九届”，也有很多年
轻的新生力量陆续加入。在第九届世界华文
传媒论坛中，最小的参会代表出生于 1994
年，和最年长的与会嘉宾隔着一甲子的光
阴。而年轻人，代表着海外华文媒体的未
来。

离别在即，参会代表既为论坛送上祝福，
也倾诉着心里话。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这次论
坛，形式上更务实，内容上更扎实。来自各国
的华媒人发言，从各个角度诠释了华媒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唱响了主旋律。”

香港《镜报》执行社长徐新英表示，本
次论坛与时俱进，非常成功。她期待在下届
论坛中看到更多新媒体面孔。

“中新社提供平台让全球媒体人欢聚一
堂，分享经验，探讨问题，使大家得到激
励，学到知识，增强信心，明确方向。”澳
大利亚蔷薇资讯主编张智森如是说。

“这个论坛属于大家，在座诸位都是世
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主人”，在论坛闭幕式
上，夏春平动情地说，中新社人一定会秉承

“研讨、交流、联谊、发展”的宗旨，不忘
初心，与广大海外华文媒体结伴前行。

现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进入“石家
庄”时间。两年之后，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
人将再度聚首。而那时，又将有怎样的精彩
上演？

时间并不遥远，我们翘首以待。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9月10日在福州市开幕，此次论坛规模超过往届。来自五大洲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嘉宾
齐聚一堂，将围绕“‘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的主题展开高层对话，探讨华文媒体的生存发展之道。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










































海外华文媒体别论坛话明天：发展不停步 情长路更长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达成六项成果

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布《福州宣言》

9月 11日，
中国新闻社总
编辑王晓晖宣
读《世界华文传
媒论坛福州宣
言》。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