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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华文媒体双向桥梁作用

助力文明交流
3 月 23 日，2021“津门论道”海外华文媒

体线上论坛举行，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

论坛上致辞，回顾了海外华文媒体过去一年

的情况，并就华文媒体未来发展交流了几点

想法。

陈陆军表示，一年多来，疫情给各行各

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海外华文媒体

也不例外。尽管困难重重，海外华文媒体却

在艰难中前行，在探索中转型，彰显了强大

的生命力和积极作为的责任担当。

疫情不仅加速了华文媒体的转型，也加

剧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后疫情时代，海外华

文媒体如何更好地服务华侨华人资讯交流，

如何更好地发挥在促进中西方文明对话、助

力中国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双向桥

梁作用，不仅关乎华文媒体自身生存发展，

也关乎中外人文往来、文明互鉴，关乎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

就此，陈陆军与华文媒体交流表示，要

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共克时艰；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锐意转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拓展

多语种传播，加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沟通。

陈陆军强调，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转型求

索、升级发展将是海外华文媒体面临的重大

课题。他寄望海外华文媒体秉承关切中国、

热爱住在国、放眼全世界的格局与胸怀，进

一步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全人类的相互依存和进步，共同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新闻社将与全球华文媒体并

肩合作，一起努力。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现有华文小学
1301 所学生逾 50 万人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3 月 23 日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马来西亚目前共有 1301

所华文小学（简称“华小”），在校生总数截至

今年 2月为 507177 人。

报告指出，和 2010 年相比，新增或恢复

启用的华小达 11 所，停办的华小 1 所，总计

华小数目增加了 10 所。在校生数目则相较

2010 年时的逾 60 万人下降了 15.92%。

报告分析，由于马来西亚华裔人口生育

率下降，华小学生数量下降是必然的趋势。

但报告亦指出，据保守估计，有超过 90%的

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到华小接受基础教育，这

反映了华社对母语教育的重视。

此外，华小的非华裔学生比例也大幅提

高。报告引用马教育部的数据指，华小非华

裔学生占比从 2010 年的 11.84%提高到 2020

年的 19.75%。报告认为，这体现了越来越多

马来西亚其他族裔民众青睐华小。

报告还引用马来西亚教育部数据指出，

目前约三分之二华小属于城市华小，更有九

成华小学生集中于城市华小内，城乡华小学

生分布呈现巨大差异。

报告表示，随着华裔生育率降低、人口

老化、新生代往城市迁移、非华裔就读华小

的学生人数增加及国际学校蓬勃发展，华小

面对的挑战愈加艰巨。华小必须在各方面做

出调整和改善，与时俱进，并提升教学的品

质，方能继续成为华社的首选学校。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3 月 18 日，中国驻菲律宾大

使馆与菲律宾丝绸之路国际商

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两会为中菲

‘一带一路’合作及经济复苏带

来的机遇”视频论坛在马尼拉召

开。

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为论坛

发来贺信。中国驻菲大使黄溪连

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菲丝

绸之路国际商会创会主席蔡聪

妙，全国人大代表、丝绸之路国际

总商会主席吕建中，华侨大学党

委书记徐西鹏，全国人大代表蔡

素玉，中国 - 东盟商务理事会执

行理事长许宁宁，中国国家电网

驻菲律宾总代表山社武，菲丝绸

之路国际商会荣誉主席李荣美、

副主席施清伟等嘉宾与会并发

言。

黄溪连表示，今年的全国两

会奏响了民主、团结、求实、奋进

的时代乐章，有三个重要看点尤

为令人关注，包括系统总结了过

去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

史性成就；审议批准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他还表示，“十四五”期

间，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将为

中菲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开辟更

广阔空间。

阿罗约在贺信中表示，此次

论坛的举行恰逢其时，为双方讨

论中国召开的 2021 年全国两会

为中菲“一带一路”合作带来哪些

机遇提供一个平台。当前，中菲双

方亟需增进经贸关系，推动政策

落实。此次论坛将为两国关系未

来发展指引方向，促进两国共同

发展。

（据东南网报道）

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下

午，美国福建工商总会（以下

简称“工商会”）第十届主席交

接仪式在纽约法拉盛举行，郑

伟就任新一届主席。参加仪式

的还有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

代表李熙庆，美国纽约市议员

顾雅明，美国福建同乡会负责

人郑思祺、名誉主席陈学顺、

办公室主任林德明及各相关

侨团代表等。

李熙庆在致辞中祝贺郑

伟出任新一届的主席，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郑伟带领工

商会越办越好。李熙庆还代

表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向卢

建顺颁发了奖状，表扬卢建

顺在就职的 4 年时间里，为

社区服务，为推动中美两国

民间经贸的往来发挥了桥梁

纽带作用。

郑伟回顾了工商会 29

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郑

伟信心百倍。他表示，当选工

商会第十届主席，让他深感

任重而道远。今后，他将信心

满怀，带领工商会全体会员

继续团结侨团、开拓进取，创

设新平台，构建新格局，贯彻

新理念，书写新篇章，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据悉，工商会是以旅美福

建籍经贸企业界人士为核心

组成的社团。旨在促进中美民

间友好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促进华人工商业发展、繁荣华

埠经济，工商会秉承爱国爱乡

的优良传统，团结广大闽籍乡

亲，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美

国本土搭建了一个分享资源，

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

现共同发展的平台。

（据东南网报道）

“没有吴德芳，就没有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3 月 21 日，马来西亚

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永

久名誉会长、华总马来西

亚华人博物馆委员会主席

吴德芳去世，马各界广泛

悼念。华总总会长吴添泉

指出，如果没有吴德芳，

“就不可能拥有今天如此

规模和受到大家认同肯定

的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

馆”。

“华人博物馆的倡议、

筹建、运营，吴德芳先生无

不亲力亲为。”华总马来西

亚华人博物馆执行主任林

家豪说，吴德芳期许通过

华人博物馆令华总“担负

起中华文化的大旗”，希望

打造其为“华人文化在马

传承的重心”。

林家豪回忆，在马来西

亚华总大厦筹建之际，曾任

华总总会长的吴德芳就提

出要专辟一层建设华人博

物馆，并且主动出任博物馆

筹建小组负责人。“这个任

务十分艰巨，很多人都担心

做不好，但吴德芳先生却毅

然担负起来，”林家豪说，吴

德芳认为，如果他们这一代

人无法借此将中华文化保

存下来，“下一代就可能看

不到了”。

担负起筹建工作后，吴

德芳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资

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他主持

编著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

馆史料汇编》，曾获马来西

亚国家书籍发展基金会最

高荣誉书籍奖。

林家豪告诉记者，当

时筹建团队尚未到位，这

些工作都是年近八旬的吴

德芳在秘书协助下亲自完

成的。为了搜集资料，吴德

芳遍访马来西亚各个州

属，并多次赴广东、福建等

中国著名侨乡，足迹还遍

及泰国、印尼、新加坡等

国。

“在博物馆建馆和布

展过程中，吴德芳先生事

无巨细都要了解，强调要

突出传承文化，展现文

化。”林家豪说，吴德芳特

别重视展现中华文化在马

来西亚的传承、发扬，专门

交代要在展馆中为高桩舞

狮、二十四节令鼓等源自

中国，又在马来西亚落地

生根的文化留出展示空

间。

吴德芳还特意要求博

物馆要以中文、英文、马来

文三语展示，并在展品中突

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包容

融合的特色。

博物馆于 2018 年 5 月

开馆后，吴德芳又开始筹划

第二期扩建。林家豪告诉记

者，在去年 9 月，吴德芳还

来到博物馆主持会议，推进

第二期筹建工作。“当时老

先生刚刚出院，身体已经很

虚弱了。”此后，虽然没有再

亲临博物馆，吴德芳只要想

到什么新的构思，都会立刻

写下来，让秘书传给林家

豪。

“可以说，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吴德芳先生还在惦

记博物馆，还在关注文化的

传承。”林家豪说。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成立女企业家分会
日前，马来西亚中国企业

家联合会(PUCM)正式成立

女企业家分会，加强与国内外

女企业家组织的交流和联系。

PUCM 总会长李中平

说，这也是该联合会继彭亨州

分会、智能科技分会后所成立

的第三个分会，除了凝聚在马

来西亚的中国女企业家的力

量，也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他表示，该联合会有许多出色

的女企业家，上述分会今后能

更好地为女企业家服务，从而

发挥“女性能撑半边天”的力

量。

首任会长将由 PUCM 副

总会长严欣兼任。国际女总裁

机构大马分部主席兼知名律

师李素桦，将兼任总会与分会

的荣誉顾问。

严欣指出，该分会未来将

充当两国政府与女企业家的

桥梁，并会积极与马来西亚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加强沟

通联系。她说，该分会也会与

国内外女性活跃组织、商会与

协会建立友好合作平台，以期

能为促进企业家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于2015年成立的PUCM，

从 7 名创始会员发展至今已

达 165 人，所投资的领域包括

信息技术、建筑、采矿、石油和

天然气、电信、太阳能、零售、

制造业、旅游餐饮等。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推线上活动介绍清明习俗
为让公众更全面了解华人

清明节的习俗和文化，新加坡华

族文化中心3月26日起推出一

系列线上活动，介绍清明节起源

等知识，以及新加坡不同华人方

言群体在清明节祭祖的方式。

今年的清明节为 4 月 4

日。清明节也是新加坡华人祭

祖的传统节日。新加坡华族文

化中心 3 月 22 日发布文告

说，中心将配合清明节推出两

个线上节目，即 3 月 26 日举

行的“卡其说：清明节”，以及

4 月 1 日举办的“保留传统习

俗：清明时节爱加温”。

“卡其说：清明节”将透过

视频，介绍清明节的起源和典

故，以及寒食节的由来。“保留

传统习俗：清明时节爱加温”

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新

加坡族谱学会合作推出。该学

会会员将分享清明节对他们

的意义，也会介绍本地不同方

言群体如何以不同方式缅怀

先人。两个节目皆可在中心的

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平台观看。

此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心二楼举行的“新加坡华人·

探索本土华族文化”展览，自

今年 1 月 22 日至 3 月 28 日

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 9 时。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