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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報業

張曉卿：競爭促成合作

邁入競合時代
（重慶17日訊）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首席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指出，新媒體的誕生對傳統中文
報業而言，肯定會使競爭日益加
劇；不過，新科技不是報業的敵
人，相反的是報業最好的朋友，
也是報業的新支撐點和新發展點。

“競合時代”將是中文報業發展的必然，這種“競爭與
合作”將打破以媒體傳統類別作為壁壘市場分割格局，催生
傳媒大市場形成。

■張曉卿

張曉卿也是世華媒體執行主席和星洲日報社長，他在重慶
君豪酒店舉行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二屆年會上說，新媒
體的誕生，對傳統中文報業而言，肯定競爭會日益加劇，資源
和市場的規模需要越來越大，這將促使媒體間彼此聯手的意願
更加強烈。
他說，“競合時代”將是中文報業發展的必然，這種
“競爭與合作”將打破以媒體傳統類別作為壁壘市場分割格
局，催生傳媒大市場形成。
“特別是高科技發展和互聯網的迅速崛起，使報紙在
面對電視、網絡、廣播和手機的競爭中，面臨新的機遇與
挑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廣播與電視未能代替報紙，是
因為報紙的文字資訊比廣播電視的聲音與圖像更詳盡及深
入，也更易於保存。
“但與互聯網相比，報紙開始喪失這一獨特優勢，
因為互聯網是今天所有傳媒中，表現形式與優點的集大
成者，它有傳播的速度與方便、有電視圖像與聲音的
有機合成、也有報紙詳盡、深入與可保存的優勢，而
公眾對網絡媒體的參與度更勝過其它媒體。”

張曉卿率代表晤薄熙來

張曉卿：新科技不是報業的敵人，相反的是報業最好的朋友。

傳統中文報業非末日

善用新技術充實內容
張曉卿表示，雖然新媒體的發
展是大勢所趨，但傳統中文
報業也無需大感驚慌，以為是“末日
來臨”，因為一直以來，傳統媒體都
在扮演着新媒體內容提供者的角色；
以文字為報道形式和核心的傳統中文
報業是所有新媒體的基礎，就像琳琅
滿目的食品，花樣再多，也離不開糧
食這個“根本”。
他指出，新媒體的報道一樣也
離不開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的任務，所
以，傳統中文報業需要創新及適應新
時代的發展，將報道的內容做好、做
實、做強。
“當然，傳統中文報業如何順應
新媒體，在激烈的媒體競爭中與後者
取得‘雙贏´與‘互補´最關鍵的，
還是自己的變革與創新和適應網絡媒
體和新技術影響下的新型市場需求。

積極投身網絡發展
“因此，新科技不是報業的敵
人，相反是報業最好的朋友，也是報
業的新支撐點和新發展點；所以，報
業應該積極投身網絡發展，作為內容
提供者與手機結合，主動把新聞推出
去，而不是等待被點擊；同時，也讓
更多具有創意的人才參與進來，找到
合理的商業運營模式。”
張曉卿也談到今年年會的主題：
“中文報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他
說，這不但顯露了中文報業面臨的成
長空間和可能挑戰，也昭示了中文報
業求發展、求進步的盼望之情。

“最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海內外
同業有機會共聚一堂，分享經驗、交
流資訊及尋求合作，共創繁榮；世界
中文報業又走過了不平凡的一年，共
同經歷了磨難，也共同分享了光榮，
同時也感受到危機帶來的陣陣寒意；
今後，如何面對機遇與挑戰，如何把
握規律和對策，並預測未來走勢，正
是本屆年會的宗旨。”
他披露，其實新聞行業一直處
在時代尖端，新聞工作者是時代的尖
兵，他們最了解時代的脈搏，也最有
勇氣接受新知識和新科技。
“任何新科技的出現，都會對
傳統產業格局及思維方式帶來顛覆；
但是，這種顛覆通常是基於創新和
進步，事實上報紙的出現，就是基於
工業化時代印刷技術及電報技術的發
展，也是人類追求資訊公開、追求公
民知情權的進步產物。
“所以，在資訊發展日益繁雜的
時代，正是新聞機構展現公信力和突
破力的好機會；新聞人必須運用最新
的電子技術改進新聞的呈現手法，不
再只是搶新聞的速度，還要追求內容
的廣度和深度，和提供讀者更多思考
空間。”
張曉卿說，21世紀初中國軟實力
的提升，是中文報業大的發展良機，
也是中文報業應有的責任，他倡議世
界中文報業應該抓住歷史機遇，在國
際上打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中文媒
體，既喚起新的新聞激情，也促進中
華文化的崛起和軟實力提升。

重慶常務副市長黃
奇帆（左二）是年會主
講嘉賓之一；他在主講
前跟張曉卿（中）進行
了親切的交流。左一為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
會書記處書記；右一及
二分別為張國良及中國
出版總署新聞報刊司
司長王國慶。

薄熙來：獲百姓舉報支持

重慶打黑除惡奏效
府上訪，他們帶來的都是拿大刀砍人的血
淋淋照片；他自己都看不下去，那麼多老
百姓投訴，他們必須做些事情。
薄熙來是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
十二屆年會開幕前，會見以首席會長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為首的部份代表時，發表談
話。在場者包括中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
教授。

（重慶17日訊）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也是重慶市委
書記的薄熙來說，重慶市公安
局在打黑除惡方面鼓勵老百姓
舉報，收到近萬封投訴，有80%
是實名舉報；他對獲得老百姓
的支持感到欣慰。
他以轟動整個中國的”謝才
萍涉黑團伙案”為例，並指出，
案中的謝才萍在5星級酒店開了二
十多個賭場抽頭，他絕對不能夠允
許新中國有這種情況，讓老百姓受
到腐蝕；當年林則徐也燒煙，因此
他必須打黑讓老百姓平安的生活。
薄熙來在重慶打黑除惡，深受好
評，尤其是被喻為重慶首位黑社會女老
大的謝才萍以及她的同伙共22人被控，
更是中國海內外媒體熱烈報導的新聞。
這起案件在10月15日審訊至晚上10時半才
結束。他指出，由於老百姓每天都來市政

較早時，張曉卿也率領世界中
文報業協會部分代表與重慶

市市委書記薄熙來會面，並發表了簡
短的談話。
張曉卿指出，中華文化的根在
中國，海外中文報業就是枝葉，只
有樹壯根深，才能枝繁葉茂。
他指出，新中國成立60年，
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對國際社會
的貢獻和影響越來越大，已經
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而隨着
“中國因素”和“中國概念”
的推力和誘因，海外中文報
業應該抓住前所未有的發展
機會和成長空間。
張曉卿認為，中文報
業要提升話語權，需要借
中國經濟騰飛，借中國軟
勢力發展和世界漢語之
勢，不斷完善自己，充
實訊息內容，建立公信機制，提
供優質服務，中文報業的世界
話語權，才可能與西方媒體並
駕齊驅。
“以薄熙來對新聞專業
高深和優渥的學養，他希望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在薄熙
來的協助下，可以打破地
理的疆界，凝聚族群的力
量，穿透政治的圍牆，使
中文報業在嚴峻的挑戰
下，合作共譜媒體的變
革和創新，既創造一個
可以和西方文明並存和
對話的新文化載體，
也可以在民族復興和
文化重建中，再創新
的中華文明。”

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中）歡迎世華媒體出席年會的代表；右
起為蔡天佑、卜亞烈、張曉卿；左起為周國華、翁昌文及世界中文
報業協會執委會主席張國良。

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重慶人才多利發展
他說，重慶聚集了很多人才，中國八
大民主黨派，有4個是源自重慶；作為一個
山城，重慶愿意跟海外多來往，以便增長
見識。
“我跟首席會長張曉卿認識多年，我
們算是´同志´了，因為我們都在促進中
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大家都在為中
國作出貢獻。”
在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期間，張曉卿
也在大連投資木材下游工業。

中國近30年變化大

薄熙來也談到中國的經
濟發展，他說：“中

薄熙來談話幽默、風趣，他對
參加年會的百來位代表大力推薦重
慶的好去處。

國這30年來，變化很大；30年
前，我在地方上服務，那時候
二萬美金已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現在中國的儲備金已達二
萬多億美元。”
“回想過去30年，中國人
真是能干；前些時候，我看電
視新聞時很有感觸。1960年，
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記者史諾
時，他說，中國要趕上美國至
少要60年；現在，中國已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過10年
就跟美國差不多了。”
薄熙來也向訪客講解，
重慶目前正在推進的“五個重
慶”，作為重慶發展的5個理想
境界；也就是“森林重慶”，
改善生態環境，讓百姓多吸氧
氣；“暢通重慶”，改善交通
條件，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
路；“健康重慶”，要孩子長
得壯，老人活得長，全民得健
康；“宜居重慶”，要着力改
善百姓的居住條件和環境；以
及“平安重慶”，要增加百姓

的安全感。
他說，為了提振精神，重
慶人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
事，傳箴言。

朝“五個重慶”發展
他還打趣說，“五個重
慶”，再加上“唱、讀、講、
傳”，是重慶的“新五四運
動”，目前已見成效。
薄熙來說，中國家大業
大，華文報刊可寫的東西很
多；未來，重慶會往好的方面
發展，因為重慶是中西部的龍
頭，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勢
頭好，媒體應多向中西部跑。
薄熙來談話風趣、幽默，
他說，重慶以麻辣火鍋聞名，
因此市民都很潑辣；但是他們
都是好人，市政府的政策，一
呼百應。
他也向出席年會的代表
大力推薦重慶的許多好去處，
他說，許多電影在重慶取景
拍攝，包括《滿城盡帶黃金
甲》、《英雄》、《十面埋
伏》，重慶真是一個好地方。

馬新中文報維持銷量

蕭依釗：覺得比較可靠

70%讀者相信報紙內容
（重慶17
日訊）星洲媒
体集團總編輯
蕭依釗指出，
根據數據顯
蕭依釗：星洲
示，近70%的
媒體集團在印尼和
讀者仍對報紙
柬埔寨創辦星洲日
的內容深信不
報，致力於培養未
疑。
來的讀者。
她說，人
們仍然喜歡從傳統媒體看新聞，因為覺
得報紙新聞比較可靠。
蕭依釗是在重慶舉行的世界中文
報業協會第四十二屆年會上發表以上說
話。

強化公信力傳播力
她說：“因此，報紙其實無需與
新媒體爭新聞速度；相對的，中文報需
堅持客觀、準確反映真實且具深度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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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及公正的分析評論。
“唯有強化公信力和傳播力，公
眾才不會放棄報紙作為可信賴的資訊來
源。”
她認為，報紙不可能被新媒體完全
替補，也不會消失。新媒體雖然擁有快
速傳遞消息這項優勢，但報紙內容卻仍
保有全面性、深度分析以及滲透度這幾
項優勢。
她補充說：“前提是報紙的營運模
式須現代化。除了行銷人員必須專業化
與全面化，也須通過合併、結盟或整合
資源等動作，來提高競爭力；同時，也
得讓業務多元化。”
蕭依釗受邀為演講嘉賓，她以“東
南亞中文報業的挑戰與契機”為題，於
會上深入探討東南亞中文報業目前的處
境、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契機。一百多位
來自海外及中國的報業領導人物，參加
了這項為期兩天的會議。

1

蕭依釗表示，東南亞的中文報
普遍處於虧損狀態，唯獨在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情況迥異。
她說，15份中文報總銷量超過100萬份，
超越了馬來文和英文報的總銷量。而《星洲
日報》周日的發行量，更是各語文報章之
冠，成了全馬最大的日報。
她強調：“在馬來西亞，中文報雖是少
數族群報紙，但在社會上卻有強大的影響力
和話語權。政府把中文報當主流媒體看待，
也重視中文報所傳達的華人族群的民意。”

張曉卿（左）表示薄熙來（右）為中文報章同業帶來的祝福和勉勵，是非常
珍貴的鼓舞和鞭策。中為成思危。

200各地代表出席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二屆
年會是在重慶市君豪大酒店

舉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然沒有
出席開幕儀式，但他卻到場會見以首
席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為首的部份
中文報面對2挑戰
代表，並交流。此外，中國全國人大
蕭依釗剖析，東南亞的中文報其實面對
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教授、中共中
兩項主要的挑戰，一是面對金融危機的衝擊，
央宣傳部副部長崔衛華、國務院新聞
另一則是新媒體的衝擊。因此她認為，中文報
辦副主任蔡名照、國家新聞出版總
應善用資源，多方位整合行銷模式。
署副署長李東東及重慶市副書記
她說，許多人都預測報業是夕陽工業，新媒
張軒也出席開幕儀式。
體將取而代之。人們普遍認為新生代將不閱讀報
超過200位來自中國、
紙，而傾向新媒體。但這些其實都不是真切反映實際
美國、加拿大、日本、
情況的假設。新生代的確傾向新媒體，但根據最近的
馬來西亞、新加坡、
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的網民多着重於收發電郵、查詢
香港、台灣和
資訊、上社交網、下載電影等活動，看新聞者占少數，且
澳門等
選看的新聞也以娛樂和體育資訊為首。
蕭依釗總結說，在這全球化時代、不安定的時代，人們渴
求新的資訊，因此內容仍是王道。通過新舊載體的配合，報紙
與新媒體應是并存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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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地區的報章的代表出席本屆年
會；除了會員報章的代表外，年會承
辦單位《重慶晚報》也邀請中國境內
的主要報業集團、主流媒體和大學媒
體系教授出席或列席年會。
世華媒體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率領集團轄下公司共10人出席年
會；他們是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
釗、執行董事黃澤榮、星洲日報總編
輯卜亞烈、光明日報總編輯彭早慧；
明報編務董事翁昌文、主席助理蔡天
佑、營運總裁甘煥騰、助理總經理高
志毅以及萬華媒體首席營運周國華。
蕭依釗在10月17日的第四次全體
大會上發表專題演講，題為“東南亞
中文報業――挑戰與契機”。其他演
講嘉賓包括成思危教授、新華社副社
長周錫生、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
台灣政大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朱
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
國明及廣州日報社長戴玉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