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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1 日晚，位于北
京后海的庆云楼饭庄 3 层承志阁，
35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媒
体社长、总编、网络名博和企业家济
济一堂，欢声笑语，共同见证了国际
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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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成立
海外华文媒体方阵再添新军
《世界华人周刊》首席记者王庆丰 北京报道

刚刚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注册成立
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International
New Media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是 由 加 拿 大《世 界 华 人 周 刊》、Sina
Times、华人网络电视台、
《先枫报》，美
国《中美邮报》、
《中国日报》,日本《中日
新报》，欧洲《欧洲侨报》、中捷文化艺
术交流协会、欧洲华语播客等海外华
文媒体发起成立，海内外新媒体及新
媒体资深从业人员自愿加入的合作对
话交流平台。其成立宗旨是：聚焦全球
华人，弘扬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中
国，助中国走向世界。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以单一媒体
为成员单位。
凡依据所在国或地区法律
规定合法注册，正常运营，拥有新媒体
业务的中英文（或其他语种）报刊、杂
志、
广播、
电视，
以及网站、
网络电视、
网
《中美邮报》
络电台等新媒体，
只要承认本合作组织 商业周刊》总编辑金立冬、
章程，愿意参加相关活动，认真履行应 董事長冯咪咪等。由华人网络电视台
尽义务，
在提出申请经主席团审议通过 台长、加拿大西温亚裔协会主席徐洪，
《世界华人周刊》荣誉社长褚远征、李
后，
均可成为本合作组织成员单位。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同时聘任新 秉政，加拿大瑞邦金融集团董事长廖
媒体资深从业人员、自媒体业者为理 子薇、慕恩瑞屋珠宝设计（北京）有限
事会成员。凡承认本合作组织章程，愿 公司董事长陈月萍担任荣誉主席。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理事会汇聚
意参加本合作组织相关活动，认真履
行应尽义务，在提出申请，经理事会审 了华文新媒体领域的优秀人才。担任
议通过后，均可成为本合作组织常务 副理事长的，除网上叱咤风云的 80 后
美女名博袁小靓和担任凤凰卫视加拿
理事或理事。
受聘担任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顾 大记者站站长的资深媒体人祖克勤
问的，除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瑞典皇 外，还有华人网络电视台执行总编辑
《世界华人周刊》执行总编辑
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香 桑宜川，
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外，还有 陈瑞琳、编委会副主任范学德、刘荒
参加本次成立酒会的中央社会主义学 田，香港《广角镜》杂志主笔马玲，美国
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 《彼岸》副总编辑王威，美国文心社社
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占阳教授。 长施雨，美国《国际日报》副刊主编施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分别由香港天大 玮，加拿大“365 网络电视台”台长孙
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世界华人周刊》、 博，都是海外著名华文作家。世界华人
华人网络电视台总编辑、著名时事评 文学联盟副秘书长白舒荣、科发书业
论家杨恒均博士和《世界华人周刊》社 总编辑张桐、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分
长、华人网络电视台总裁张辉分别担 社社长刘清田博士分别担任文学顾问
任主席、执行主席，由《世界华人周刊》 和出版顾问。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秘
荣誉社长、中国音乐学院温哥华校友 书处由华人网络电视台运营总监王庆
《世界华人周刊》常务副总编辑李
会会长、男中音歌唱家叶洪涛先生担 丰、
任常务副主席。担任副主席的有海外 峰、副总编辑黄嘉华、图片总监陈立
华文媒体协会副主席、美国《中美邮 元、视频总监崔国英以及欧桥网副总
报》社长屠新时，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 编辑朱小林等组成。
令人欣喜的是，
来酒会捧场的中国
传媒合作联盟顾问罗贵芷，中捷文化
中
艺术交流协会会长李永华，欧洲华语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文若鹏、
播客汇纳综播总编辑常晖等。担任主 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孤儿成长
以及北京久恒达文化
席团共同主席的有海外华文媒体协会 中心主任何江萍，
北京卓奇
主席、
《中日新报》社长刘成，国际华文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成春、
媒体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中国网视台 创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衍平、
执行台长秦金玮，罗马尼亚《欧洲侨 北京聚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俞华
加拿大彩虹移民公司总裁李宜翔等
报》社长高进，加拿大《大华商报》社长 清、
马在新，加拿大《先枫报》总编辑黄运 社会知名人士和企业家也非常乐意加
荣，加拿大《七天》杂志社社长尹灵，美 入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理事会。
杨恒均主席在即席演讲时指出，
国《中国日报》社长江启光，美国《中华

成立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将海外华
文媒体和网络名博有效结合起来，产
生合力，将中国的真实声音传递到世
界各国，正像习主席所讲的那样，借助
“讲好中国故
华人媒体与华人的力量，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递正能量。同
时，在中国旅游资源海推介、中国各
地、各级政府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弘
扬中华文化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力，
由此成为中国真正的对外软实力。
执行主席张辉社长首先介绍了国
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缘由及其筹
备情况，现有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近
期活动计划。他以刚刚结束的海外华
文媒体云南行为例，向大家通报了这
次云南昆明、普洱、建水、蒙自活动的
网络话题，竟然引来 300 万以上的点击
量。这在纸媒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他认
为，挖掘新媒体的潜能，应该成为海外
华文媒体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第一
推动力。
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合作联
盟顾问罗贵芷，向新成立的国际新媒
体合作组织表示祝贺。作为资深媒体
人，他对新媒体的作用深有感触。他认
为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将华
文媒体发展提到一个新高度，新媒体
肯定是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同时他
还对海外华文媒体插上新媒体的翅
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
外宣工作寄予厚望。
刘成主席对海外华文媒体方阵再
添新成员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国际
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走在了海外华
文媒体发展的前列，他非常愿意将本
组织和拥有 173 家海外华文媒体的海
外华文传媒协会两家资源整合起来，
为中国外宣拓宽新思路，打开新局面。
《欧洲侨报》社长高进博士，在匆
匆启程登机之前，向与会嘉宾介绍了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新媒体发展上
的一些最新进展，他引用习主席关于
新媒体发展的指示时说，占领新媒体
的制高点是中国取得世界话语权的重
要举措。最后他通报了中央媒体有关
新媒体发展的几个活动和举措，会议
接受他的提议，明年上半年将组团参
加有关单位组织的新媒体论坛。
专注于新媒体研究的首都经贸大
学郭媛媛教授给与会嘉宾带来了中国
新媒体发展的利好消息。第一，目前政
府正在积极推进华文传媒在世界范围
内的传播，华文传媒将来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机构向世界发声。
如果华文媒体能够保持与主流社会的
有效对接，国家就会成为华文媒体未
来发展的稳定后方。第二，在互联网时
代，信息传播没有国界，新技术发展为

政府文化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华文媒体可以在政府支持下，
利用技术
优势，
加强同世界各国华文媒体之间的
联系，形成一定的覆盖力和号召力。因
此，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恰逢其
时，正好发挥了这一功能，她相信只要
大家齐心协力，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一
定能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良性发展。
李永华会长在发言中对国际新媒
体合作组织的发展提出很好的建议。
他提出本合作组织不仅要吸收国内的
主流媒体，也要吸收海外爱国但是能
发出非主流声音的媒体单位参加，这
样的组织才能形成一个更强的向心
力。随后他向参会嘉宾介绍了即将启
动的摩托车环游二战遗迹，以实际行
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活动策
划，引起众多媒体人的浓厚兴趣。大家
纷纷建言献策，并初步达成将此活动
作为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成立后首个
共同推进的项目。
王占阳教授代表互联网名博对国

最后，拥有企业家背景的《世界华
人周刊》荣誉社长李秉政发表现场感
言，坦承人到海外后对祖国的感情更
深、更专，如能通过媒体的力量报效祖
国，
这是海外华人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活动结束后，欧洲华语播客主播
常晖不顾多日辛劳，继续对王占阳教
授进行录音访问。
没能赴会的屠新时副主席也在书
面发言时指出：其一，祝贺国际新媒体
合作组织在 2015 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宣
告成立。其二，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应
该志存高远，在创新、合作上加把劲，
以坚忍不拔的持久努力，坚守华语汉
字话语权。惟其如此，中文媒体才有可
能进入全球主流媒体之列。其三，新老
媒体只有与时俱进、携手合作才有长
久的生命力。由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
华人数量差异，媒体无所谓大小，只要
有社会责任，有文化担当，有国际视
野，这样的媒体就是值得尊重与扶植
的好媒体。其四，汉字有音美、义美、形

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表示祝贺。
在如何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问题
上，他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全球影响力，
最根本的在于提高中国社会本身的公
平、自由、法制和民主，海外媒体在此
方面大有可为。在如何让世界了解中
国这个问题上，其“求大同，存大异，多
交朋友少树敌”的观点得到与会嘉宾
们的普遍认同。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文若鹏、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孤儿成长中心主任何江萍，以及北
京久恒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成春、北京卓奇创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董衍平、北京聚客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CEO 俞华清、加拿大彩虹移
民公司总裁李宜翔等与会嘉宾，均对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表示祝
贺，并表示会结合公益事业和商业活
动策划，对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未
来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美，因此，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今后不
仅要研究新媒体，也应该努力研究汉
字华语。其五，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本
身是一门跨学科的高深艺术。我们身
处中西文化交汇最前沿，在文化创新
和跨文化对话中应该大有作为。其六，
我们记载历史，同时也创造历史。建议
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成立后经常举办
国际新媒体论坛，让新思维、新视角、
新理念每年都有平台交流的机会。
中外新闻社韦燕、中国记协沈毅
兵、中国经济时报网络视频总监尹红
等资深媒体人均通过刘成主席，对国
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成立表示祝贺。
海外华人传媒协会秘书长王菁野也表
示祝贺。
原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篆刻大师
李燕生先生闻讯也向杨恒均、张辉赠
送墨宝道贺。
（本文图片均由《世界华人周刊》
图片总监陈立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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