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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是一部兴衰相错的发展史，既经历了辛亥

革命前后的热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和战后初期的鼎盛，也

经历了曰占时期的近乎绝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衰退以及近年来

的复苏。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把东

南亚华文传媒置于国际关系的视野，结合新闻传媒和华侨华人的角度

将这些因素归结为受众因素、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南亚局势、国

际环境以及传媒的技术、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认为这些因素的综

合影响决定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发展。同时，通过对上述因素的

分析，认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乐观，并呈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

化等方向发展。本文的新意在于，把新闻传媒、华侨华人及国际关系

等分析层次结合起来，对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相错的发展现象进行了

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解释。

关键词：华文传媒东南亚国际关系



ABSTRACT

History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is complicated and

changeful．It had been prospering in three periods：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in the 1920’S or 1930’S，and in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World War II．Otherwise it had been declining in the World War II and

1960’S or 1970’S，and it has been recovering in recent years．By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s media，and Overseas

Chinese，this thesis thinks audience factor，character of Chinese media，

China factor，international and Southeast Asia’S situation，and media

technology,talent and management ar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And thinks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these factors have determined the change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Meanwhile，by the analysis of above factors，this thesis thinks the

prospect of the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is optimistic，and

commerci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re developing

directions．Innovation of this thesis is the systemic and overall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by analyzed news media，

Oversea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nthetically

Key words：Chinese media；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和理论概述

一、研究的问题、目的及意义

东南亚华文传媒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1815年第一份海外华文刊物《察

世俗每月统纪传》诞生之日起，东南亚就+直是海外华文传媒的中心，在海外华

文传媒的发展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如此，作为联系华侨华人社会，联系

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其他族群，以及联系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纽带，东南亚华文传媒

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社会的发展中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

某种程度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变

迁史，也是东南亚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波澜曲折的遭遇，东南亚华文传

媒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从宗教传媒时期的缓慢发展到革命派与保皇派

论战时期的热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到日占时期的近乎绝迹，从“二

战”结束初期的鼎盛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衰退，再到近年来的迅速复苏，东

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可谓大起大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相

错的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前景如何?又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东

南亚华人社会、当地政府乃至我国政府值得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

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的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和成果。仅

就国内而言，近年来就有多本海外华文传媒专著面世，如方积根、胡文英的《华

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

史研究》、程曼丽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等，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涉及东南亚华

文传媒的著作更多。这些论著都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发展作了详细的分析，

并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不过．这些研究更多是基于历史学、民

族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层面，而单独地对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尤其是簧于国际关系视野的论述较为少见。

基于此，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匕，从多个角度系统地、综合地对东南

亚华文传媒的变迁进行因果分析，既有历虫的，也有新闻传播的，当然更多是从



近两个世纪以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变迁中探究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逻辑，以期得

出更贴近历史真实、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诚如上文所言，东南亚华文传媒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其他地区的华

文传媒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其他外侨(裔)传媒所不具备的。这主要取决于以下

几个方面因素：

1、东南亚众多的华人人口。东南亚华人人口多达2700万，约占海外华人的

80％，这是东南亚华文传媒得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

2、自成体系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是世界上独‘无

二的、具备完整社会体系的外侨(裔)社会，华文传媒作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

传播媒介，充分地发挥着信息传递、舆论导向、知识传播等功能。

3、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曲折历史。动荡曲折的社会往往更能突显大众传媒的

作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起伏不定的历史遭遇中，华文传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拥有重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的标识。

上述因素决定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因此，东南亚华文传媒

的研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把华文传媒的研究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则又

增加了另外几层意义：

从理论上看．华文传媒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既是“华侨华人与国际关

系”研究的深化和具体化，也为“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

案例。近年来，在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热的背景下，“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

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华文传媒研究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子领域，必然要纳入

这一研究课题之中。

事实上，作为‘个跨国民族，华侨华人总是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外关系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制于国际关系的形态和变化。因此，

任何对华侨华人宏观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国际关系的大框架。换句话说，只

有在国际关系的变迁之中，才能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变化规律做出合理的解释。华

文传媒的研究自然不能例外，其他华侨华人课题的研究亦然——在这个意义上，

华文传媒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

涵，对其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东南咂华文传媒兴衰规律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东南亚华文传媒复杂多变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对东南业乃至其他地区的华文传

媒的末来发展做出预见并为之提供导向性意见。在政策层面，这一研究一方面对

各居住国的华文传媒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又能为中

国的侨务政策和国际传播战略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而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

健康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与东南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区域经济

的一体化发挥传播的桥梁作用。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和华文传媒研究当中， “华侨”和“华人”， “华文

传媒”、“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等都是频繁出现却又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

的概念。因此，为了论述的准确和理解的顺畅，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先行界定。

1、“华侨”与“华人”

据记载，“华侨”这一概念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在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

得到广泛的运用。早期的“华侨”指的是居住在国外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在

1909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国籍法之后， “华侨”开始有了法律的

含义，指居住在国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而“华人”这一概念的确立和流行则

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许多华侨放弃了中国国籍而

加入了居住国国籍，于是，“华人”就用来指这些具有中国血统却加入外国国籍

的人。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华侨”与“华人”这两个概念的

含义都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华侨”和“华人”的文化特性上，即“华

侨”和“华人”是否应具备中华文化特性和意识，因为随着华人移民及其后裔

“本土化”和“公民化”深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懂中文，不认同中国，

甚至不具备中华文化特性了。这些人是否属于“华侨华人”的范畴?“华侨”和

“华人”这两个概念是否还继续受用?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这些

争论之中，学术界转向对“华族”、“华裔”等概念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观点。

就本文而言，参与这些争论并不是论述的重点，也不打算对这些争论和“华

族”、“华裔”等概念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讨论。本文将沿用“华侨”和“华人”的

传统概念，原因主要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总是和国际

关系的变迁、尤其是中国因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始至终贯串着国家利

益的纷争，因此，选择更具中国情结和国际法意义的“华侨”和“华人”来解释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变迁是恰当的。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往往是共存的。在20世纪60

年代华侨社会转型之前，东南亚存在一些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华人；而在

转型之后，也有一定数量的东南亚华侨没有加入当地国籍，而继续保持华侨身份。

不过，无论是华侨社会时期的华人还是华人社会时期的华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

中都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特别考虑这一点，而

是基于区别华侨社会与华人社会的需要，在转型之前～般使用“华侨”概念，之

后则使用“华人”概念。至于华侨和华人的通称和其他用“华侨”或“华人”都

不能准确表述的概念，则一概用“华侨华人”来称谓。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华人移民”概念的使用。这里的“华人”显然不

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而应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只是由于东南亚华人

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以及华侨华人的二次移民，使用“中国移民”等概念容

易引起歧义，因而沿用“华人移民”的概念，并在此作特别说明。

2、“华文传媒”、“华侨传媒”与“华人传媒”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华文传媒指的是我国(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外的国家

和地区创办的中文媒体。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就媒体形式而言，它既包括报刊，

也包括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就涵盖的范围而言，既包括华侨华人在海外创办

的中文媒体，也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人士在海外创办发行的中文媒体，还包括

外国人在中国以外地区创办的中文媒体；就接受的对象而言，主要是身居海外的

华侨华人，但也包括具备华文理解能力的外国人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交

流的频繁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在中国国内创办的中文媒体往往在海外也有接受，



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国内创办的以海外人士为对象的中文媒体也应纳入华文

传媒范畴。不过，为了区分华文传媒和国内中文传媒的差别，反映中国以外地区

华文传媒事业的发展及其政策环境，笔者认为以创办地原则界定华文传媒是合适

的。

“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分属“华文传媒”的一类，与“华侨”和“华

人”概念相对应，“华侨传媒”指的是华侨创办的中文媒体，“华人传媒”则是

指华人创办的中文媒体。需要说明的是，华侨华人创办的外文媒体以及华人在中

国国内创办的媒体均不属于“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的一部分。因为外文媒

体以外语人士为接受对象，是外语传媒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创办的媒体服务于

国内大众，与中国国内传媒无异，因此把这两类媒体归于“华侨传媒”或“华人

传媒”有悖于我们研究海外华文传媒之目的。

据此，我们可以依“创办人是谁”的标准，把华文传媒分为华侨传媒、华人

传媒和外国人创办的华文传媒三类。

而以上述的界定原则，我们很容易推出“华文报刊”、 “华侨报刊”和“华

人报刊”等概念的含义和从属关系，这里勿需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华文传媒是华文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总称，但

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看，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以华文报刊为主，因此，本文

在论述过程中，也主要以东南亚华文报刊为例，解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发展。

三、理论概述

正如卜文所言，要解释复杂多变的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史，需要从多个角

度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分析。从总的来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研究离不开对新闻

传媒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还离不开对东南亚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1、从新闻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东南哑华文传媒是作为新闻传媒存在的，因此必定遵循新闻传媒的规律而产

生、发展。



首先，新闻传媒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受众

基础。从经济层面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上的深化以及人与人交往的频繁

必然导致信息交流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成为

可能，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政治层面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

各自的利益需要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引导和影响，从而也产生对新闻传媒的需

求。在文化层面，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也增强了人们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要求，新闻传媒则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重要形式。从技术层面看，传媒

技术对新闻传媒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印刷传媒的诞

生有了可能，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声像传媒的普及，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的发展则使新闻传媒进入了网络传媒时代。从受众的角度看，任何新闻传媒的存

在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新闻受众．这些受众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经济基

础，使之能够接受和理解传媒传递的信息。以上这几点就是新闻传媒产生和发展

的基础，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也是随着这些因素的发展而

发展变化的。

其次，新闻传媒强大的社会功能必然导致各类势力的介入。新闻传媒具有传

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推销商品、丰富生活等社会功能，这不仅对人们

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人的思想、观念乃至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新闻传媒不仅仅是

社会沟通的媒介，更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思想工具。这些功能的存在

必然导致各类势力对新闻传媒的介入，政治势力借助传媒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经济集团利用传媒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同文化之间也依靠传媒扩大自己的影

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整个发展过程贯串着各种势力的介入，它们或推动了华文

传媒的发展，或压制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这推动或压制中

兴衰起伏。

再次，新闻传媒的性质对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的性质主要是指

传媒是为谁服务的，是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这些性质对传媒的发展影响重大，

如果是政治性传媒，那么它往往受某种政治集团的资助，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

而不计较商业上的得失，主要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因而发展起来快，只要有

政治需要就可以出版发行；衰落也快，一’旦缺乏政治需要或受到政治压制就会迅



速衰落。如果是商业性传媒，那么它主要依托于受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需要，主

要受经济形势和商业运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不过，

大多数的传媒都是两者兼备的，既必须考虑商业的回报，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性。而传媒的政治倾向性必定会对传媒的发展产生影响，它一方面受到其服务对

象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受对立面的压制。就东南亚华文传媒而言，政治倾向性

主要体现在其倾向中国还是倾向居住国，在华侨传媒时代，东南亚华文传媒在政

治上效忠中国，因而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并在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被迫改变

效忠对象，向华人传媒过渡；其次是其倾向于中国的哪个政治派别，这使东南亚

华文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分成了立场相背的两派。

简而言之，东南亚华文传媒作为新闻传媒，受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受

众等因素的左右，也受自身性质的重要影响，这是我们分析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

的重要线索之‘。

2、从华侨华人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显而易见，华文传媒总是和华侨华人联系在一起的，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

发展也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遭遇密切相关。虽然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和

东南亚各民族之间频繁交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阅读或观看华文传

媒，甚至积极参与到华文传媒的建设中来，但是，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

总的来说，东南亚华文传媒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东南亚华文传

媒史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传媒史。

首先，东南亚华文传媒是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增加和华侨华人的自然增长构成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基

础；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也为华文传媒的创办

发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华文教育的发展则提高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知识水

平，使华侨华人转化为华文传媒的受众成为可能。

其次，东南亚华文传媒深受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影响。东南

亚华侨华人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必然导致

各种政治经济势力的介入，华文传媒作为功能强大的舆论工具，始终与东南亚华



人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联系在‘起。

其三，自成体系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曲折遭遇强化了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地位和作用，也加深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对东南亚华文传媒

的影响。华文传媒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不但由华侨华人创

办，也为华侨华人服务，传播的内容也主要是华侨华人社会及与华侨华人密切相

关的中国和居住国的新闻。在东南亚华侨华人曲折的历史遭遇中，华文传媒传递

着华侨华人的信息，也传递着华侨华人的诉求，自然也脱离不了华侨华人社会变

迁的深刻影响。

华侨华人传媒的性质赋予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独特的内涵，因此，东南亚华文

传媒的研究必须从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华文教育及华侨华人政治经济等华人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

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就不能不对中国国内的形势及中国与东南亚华

侨华人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是由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

系、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尤其在双重国籍解决之前的

华侨时代，东南亚华侨虽然身处异地，但心向中国：中国政府也视华侨为海外子

民，设立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可谓血脉相连，这种紧

密的联系必然对华文传媒产生深深的影响。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频繁交流，中国因素从另外一个侧面影响着东南亚

华文传媒的发展。

3、从东南亚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传媒既是作为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存在的，同时又是作为东南亚

地区的新闻传媒存在的，因而深受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一方面，东南亚

政治经济形势对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自然在东南亚

华文传媒的需求、内容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等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巨大力量和华文传媒的重要影响，东南哑各国都对华文传媒予以高度

的重视，华文传媒政策也随着局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事实上，由于政治经

济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东南弧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的华文传媒政策是有所差



别的，而华文传媒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

从更大的角度看，无论中国、东南弧还足华侨华人都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

一部分。自从西方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东方的大门之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朝贡体系就开始土崩瓦解，双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

系之中，国际关系任何大的变动都会对中国和东南亚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东

南亚，由于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身的力量却薄弱而分散，

因此长期阻来都是任由大国宰割的对象，从殖民统治的对象到东西方对抗的前

沿，东南亚无不受国际形势所左右。就东南亚华侨华人来说，他们的迁移和华侨

华人社会的形成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结果，而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加

深了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外关系的联系，东南亚华文传媒作为这种联系

在新闻传媒t的反映，也就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波浪起伏。

在国际政治层面，国际关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一是国际局势对东南亚和中国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华文传媒发展的社会背景；

二是国际局势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使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国际新闻信息，从而

促进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三是东南亚各国必然会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其华文

传媒政策。从国际经济的层面看，国际间的经济交流～方面产生了信息交流的需

要，华文作为重要的国际商用语言自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华文传媒就成为传递

信息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又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了

华侨华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扩大了华文传媒的受众基础和影响范围。从意识形

态的角度看，华文传媒属于意识形念的范畴，在华侨传媒时期，华文传媒属中国

新闻传媒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跨国发展，属于国际意识形态；而

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期，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华人传媒也受到深深的影响。

总而言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是由其特有的传媒形态、东南亚华侨华人

特殊的遭遇以及特定的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变化所决定的。作为东南亚华侨华人

的新闻传媒，东南亚华文传媒兼具有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和强大的社会功能，也正

是以这种状态，东南亚华文传媒在近两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变迁中，走过了兴

衰相错的发展历程。

在对东南哑传媒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把上述的影响东南亚华文传



媒的因素贯穿在受众、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南亚局势、国际环境等五个方面

之中进行论述。受众冈素丰要讨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以及华

文教育水平对华文传媒的影响；传媒性质主要从传媒倾向性的角度分析东南哑华

文传媒的发展；中国因素主要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

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东南亚局势主要讨论东南亚各国局势及华文政策对华

文传媒的影响：国际环境则从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国际关系层面讨论东

南亚华文传媒的变迁。文章最后从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出发，对东南亚华文传媒

的前景和发展方向进行展望，认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光明，但发展的形态将

发生变化。



第二章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

一、起源

拳京耍是海外华文传媒熬发源逮，东毫蘧擘熬瓣华文砖爨是由努辫簧教士翻

办的。1807年，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

布道会派罗{蠡祷·马耗逐(Robert Morrison)寐华霞教，并诗矧在澳门藏广麓建

立基餐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但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信奉天主

教的葡萄牙嫩民者的敌视，马礼逊举步维艰。1813年，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藏

廉·米怜(William Milne)来华协助马丰L逊。为避免窗府的稽查，马{L逊派米怜

及两名刻印投工梁发(又名鳆发)和蔡阿国(又名蔡离)前往东南亚华侨的聚屠

遮马六甲，设立印霉《蹶，编爨中文宗毅刊物。1815年8胃5 Ft，由米怜主缡瓣

世界}：第一份海外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出版发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

爨近代牮文麓物。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中国线凝书版式，每月出版1期，从创刊至1821

年歉溺米怜绱藿两停刊，《察{蹙倍每弼统纪传》出菠时蔺这7年之久，初窜500

船，不久增至1000册。最盛时达到2000册。该刊主臻流传于中国南部地区釉东

南亚，内容主要是宗教，也刊登伦理道德、科学知识，政治时事等方面的文章。

《察磬￡俗每咫绞纪传》的出版发行，开创r中嚣近代嫩业之先潺，对中国近代报

刊及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冲破了清朝的言禁，汗启了青论

鑫出之溅滚，为中晷社会注入耨懿惑怒窝风气，对孛瓣及东怒耍华爨牮久挂念夔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察登貉每月统纪传》侉刊后不久，彖鬻甄又先霜密现了3傍国穗方接教±

创办和主编的华文刊物，分别是1823年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出版的《特

选撮要每月统记待》，1827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以及1837年在新加

坡复刊的《东甄洋考每月统记婕》(‘y-1833每在广州出版发行，因清政府政越动

荡和禁教政策于1835年停刊)。不过，这3份报刊的发行时问都不长，前者3

年，瑟瑟者稷1年。鼗多}，还骞l傍1858年褒灏热敬蹬叛蛉举文爨缀《强势擐》。

东南亚4沓侨创办的华文传媒则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



解|综了华工出国的禁令，致使东南亚的华侨迅速增加，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有经

济实力的商人(《叻SV->>的创办人薛有礼就是其中之一)，从而为华文报刊的出版

提供了读者和物质基础。而华侨的聚居地新加坡也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转口

贸易港，中西交往日趋频繁，这就需要交流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在这种背景下，

薛有礼于1881年12月10日在新加坡创办了《叻报》。《叻报》初期版式是直排

的，内容包括社论、国内外新闻、政府公报和广告等。《叻报》是东南亚地区第

一份华文日报，也是当时发行时间最长的华文臼报(一直出版到1932年，时间

氏达51年)，号称“南洋第一报”，长期担任《叻报》主笔的叶季允则被誉为“南

洋第一报人”。《叻报》之后，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步得到发展，1888年，菲律宾

第一份华文报纸《华报》诞生，1891-)年，新加坡的《星报》和菲律宾的《岷报》

相继出版发行。不过，由于当时的华侨中识字者少，读报人寥寥无几，登广告者

更少，这些华文报刊除《叻报》外出版时间都不长，长则几年，短则数月。

二、发展

东南亚华文传媒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时期，分别是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

战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二战结束到50年代后期，这些时期华文传媒的形

态主要是华文报刊。

1、两派论战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时间大致是1895年到1919年。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

的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受此影响，东南亚华侨先后

创办了《槟城新报》(1895年)、《广时务报》(1897年)、《天南新报》等支持维

新运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流亡东南亚，积极向华

侨社会宣扬君主立宪思想，掀起了东南亚华侨办报的高潮。这一时期创办的维新

保阜派的报纸除上述3家外，还有新加坡的《}1新报》，菲律宾的《益友新报》，

缅甸的《仰光新报》、《商务报》，暹罗(泰国)的《肩南F1报》、《中华日报》，印



尼的《苏岛}j报》等。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东南亚华侨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革命派创办了 系列的报纸，主要有暹罗的《华暹新

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缅甸的《光华日报》、《进化报》，马

来亚的《光华曰报》，菲律宾的《公理报》，印尼的《泗滨日报》等，并与保皇派

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革命还是保皇；②

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③是否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由于

保皇派报纸较早出版发行，收到先声夺人之效，20世纪初在海外华侨社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革命派报纸则是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不断壮大的，通过论战，革命

派的主张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一些保皇派报纸最后也倒戈易帜，投入革

命阵营，革命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报纸的创办和出版，极大地激发了华侨

的爱国热情、传播了进步思想，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派论战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过，由于这些报纸

以政治论战为主，不刊登或很少刊登广告，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很多是不

定期出版的，有些还经常脱期或中途停刊，辛亥革命后，无论是保皇派报纸还是

革命派报纸，大多数都相继停刊了。

除上述政治性报纸之外，这一时期东南亚也有一些商业性报刊和中立性质的

报刊出版，如印尼的《译报》，菲律宾的《警铎新闻》，越南的《大越新报》等。

华文报刊的形式也逐渐向现代型报刊过渡，报纸以铅印的大开张日报为主，实行

分栏编排和大字标题，期刊开始采用中国线装书形式。

2、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殖民地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华侨经济得

到迅速的发展，侨民的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受国内局势的变动尤其

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东南亚华侨的办报热情持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东南

亚兴起了新轮创办华文报刊的高潮。新加坡逐渐成为东南亚华文出版业的中

心，槟城、曼谷、仰光、巴达维亚、西贡等地的华文报刊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出

现了‘大批新闻快捷、内容丰富、版面新颖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有新加坡的《南



洋商报》、《尾洲日报》，榱城的《华侨日报》、《南洋时报》，印尼的《新报》(华

文舨)、《天声}{攫》，豢瓣熬《国民疆摄》、《警褥隧缀》，tF-建宾鳃《乎爰瑙壤》、

《华侨商报》、《新闽日报》，缅甸的《仰光F_j报》、《缅甸晨报》、《兴商日报》，越

南的《华侨日报》、《中国同报》，等等。这其中出版时问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新

酝壤熬《藏洋亵掇》与《鬃潮曩擐》。

《南洋商报》由著名侨领陈嘉庚1923年创办，后因经济危机的爆发于1933

年转手给牵光前家族，1938年收购《新图民日报》，改组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

《星溯同缀》交华餐实《芝寡鞠文纛1929年裁办，菇与弱为葫文嶷截办鲍《爨巾

日报》(新加坡)、《星槟网报》(槟城)、《星光日报》(厦门)、《星华日报》(汕头)

等一起，于194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越系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华侨报业史上

难一弱跨鬻缀盟囊霾。《南洋囊掇》葶羹鼙系擐堑集溺都实嚣瘩馥缀经营，聘逶蔫

名文化人主持笔政，并率先使用了照片传真、铸字机、轮转印邸0机等先进技术，

做到新闻快捷、内容丰寓、副刊出色，深受读者欢迎。截至1983年合刊发行，

《毫洋囊缀》帮《星漾鞭掇》一壹怒海努最寿影嫡瓣两家华文爨掇。

从内容上看，国内局势仍然是送一肘期东南溉华文传媒关涟的焦点之一，

“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等国内重大密件均为东南贬华文报刊广为

蔽遂，溺辫受疆内致藩、冤箕是謇葵裙争静影璃，寒毫妥华文缀聱j赛褒了掰熬辩

立和争论。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期华丈传媒不断增加对当地华侨社会的茨

注，政治饿彩有所淡化，逐渐朝文化性、商业性方向发展。

蘧秘，一些华文缀强加强了黯东南亚静骚究，翅《南洋蘧缀》跌筠-l登缀30

年代后期开辟了“南洋研究”专栏，《屡洲日报》于1938年起开辟了“南洋研究”

专栏，泰圜的《中原报》则设有《泰阐研究》学术性副刊。1939年，《南洋商报》

出版了爱浚东南翌夫文霆缝、华倭社会及学术论簧的《南洋年臻》，《星澜嚣缀》

则于1940年出版了《壁洲十年》，这两部著作都愚研究东南亚备国历史，特别是

华侨史的蕊要文献。

豫譬文嚣禳羚，华交浚掇、多鞠翻、杂恚及各式各样翡“小缀”等程秘魄不

断涌现，蔓耘语广播电台也于1937年猩马来、IE正式开播。

“九·一--／＼”事变后。中华民族与E{本帝困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鞫难当头之嚣，东南翌各颦文报刊撵弃了舔有鹃竣觅，共嗣为撬西救强



大声疾呼，一批为声援抗战的报刊也纷纷出版发行，东南亚华史报刊呈现出蓬勃

发展和空前团结的局面。据统计，到1941年12月，东南哑华文报刊的总数达

120多家，【1】其中新加坡和马来哑是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区。在新加坡，为了

满足读者关心时局的需要，各报均改出早、晚两版(午报《星中日报》除外)；

在马来亚，除原有报刊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为报道抗战信息创

办的报刊，如槟城的《电讯新闻》，古晋的《古晋新闻日刊》和《沙捞越日报》，

诗巫的《诗巫新闻日刊》等。菲律宾、缅甸、越南、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出

现了大批华文报刊进行抗曰宣传。为了应对泰国亲F『政府迫害抗日报刊的政策，

泰国还一度出现了“姊妹报”的现象，即‘家报纸以两家或三家不同的报名注

册，以便报纸被查封后立刻以另一报名继续出版。这些报刊积极揭露日寇暴行，

批评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呼吁国际

友邦制裁日本，鼓励侨胞捐款捐物、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东南亚，除泰国的《泰华商报》利用特殊的

关系和巧妙的手段得以公开出版外，东南亚的其他华文传媒均被关闭，许多新闻

工作者也惨遭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文传媒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抗日

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20年间，东南亚华

文报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数报刊已具有现代报刊的规模。各大

华文日报多为对开张，主要报纸日出2—3大张，后来有的增至5-6大张。各大报

纸均设有各类副刊，并颇为重视。

3、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华文传媒恢复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日占时期被迫停刊的

报刊纷纷复版，新的报刊也小断出现，其品种之多、发行量之大、分布之广均属

空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据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59年底，东南亚国家

发行的华文报刊有340种(报纸159种，期刊181种)，约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

的80％。【2】战后复刊的重要报刊有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马来亚



的《星槟日报》、《光华日报》、《现代日报》，沙巴的《华侨日报》，菲律宾的《公

理报》、《华侨商报》、《新闽日报》，印尼的《新报》、《天声日报》、《大公商报》，

泰国的《中原报》．缅甸的《国民F]报》、《觉民F1报》，越南的《远东日报》、《越

南只报》等。新创办的报刊更多，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底

的16个月中，东南亚地区新创办的华文报刊就达230多种，【3J平均每两天就有

一份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发行。新办的报纸中较有影响的有新加坡的《南侨日报》、

《中南日报》，马来亚的《中国报》、《马来亚通报》，沙捞越的《诗华日报》、《美

里日报》，沙巴的《山打根日报》，印尼的《生活报》、《自由报》，泰国的《光华

报》、《全民报》、《华侨日报》、《星暹日报》，缅甸的《人民报》、《中国日报》、《新

仰光报》，越南的《妇女日报》、《中国日报》等。不过，由于政治、经济及局势

变化等多方面因素，这一时期新办的报刊寿命都不长，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由于创办的动机和背景各异，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报刊依然呈现出不同的政

治倾向，有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如新加坡的《南侨日报》，马来亚的《现代

日报》、《民声报》，印尼的《新报》、《生活报》，泰国的《全民报》、《真话报》，

菲律宾的《华侨商报》，缅甸的4(A民报》、《新仰光报》，越南的《越南日报》等；

有反共亲国民党的，如新加坡的《中南日报》，印尼的《天声日报》、《自由报》，

菲律宾的《公理报》，缅甸的《国民日报》、《中国日报》等；还有很多是持中立

立场的，这类报纸大都以商业报的形式出现，较注重当地的华侨社会，对国共双

方则持不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的立场。

这一时期东南亚的华语广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海外传播公司在东南

亚创办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相继在新加坡、马来亚、泰国等地

启播，越南“南方之声”华语广播节目也于1950年7月创办。

不过，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由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国内的局

势动荡和政策多变，许多华文报刊的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批拥护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报刊被查封，许多爱国华侨报人受到迫害。即使那些没有查封

华文报刊的国家，在反共排华气氛的笼罩下，华文报刊也不得不小心行事。

三、转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二东南、亚各国局势和政策的变动以及华侨向华人身

份的过渡，东南亚华文传媒发生r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转

变，并在总体上由鼎盛转向衰落。

1、从华侨传媒转向华人传媒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各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外侨问题，尤其是华侨的“双重

国籍”问题。1955年，中国与印尼签署协议，规定华侨只能选择其中一国的国

籍，尔后，中国政府按此原则解决其他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东南亚华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大多选择了居住国国籍，这样，华侨就变

成了华人，华侨社会迅速向华人社会过渡。与此相适应，东南亚华文传媒也发生

r巨大的变化，从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转变。另一方面，在允许华文报刊出版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也明文规定不准外国人办报，华侨报

刊已不复存在。

随着东南亚华文传媒性质的变化，其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侧重于向华人

灌输居住国的“国民意识”，介绍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各种政策法

规，以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华文报刊的内容

也发生了变化，这表现为政治性的内容减少，商业性的新闻增加，关注的焦点从

中国转向当地，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大为减少。这一时期，大多数的东南

亚华文报刊都把中国新闻放在“国际新闻”、“东哑新闻”版中，或分别放在“综

合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等版面上，而不另设中国版。

与这一重大转变相伴随的是双语报刊的出现。由于战后很少新移民迁入东南

亚，当地华文报刊的读者主要以当地出生的华裔为主，而第二、三代的华裔懂中

文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文报刊推出了双语版，如印尼的《社会

报》(中印双语)，菲律宾的《晨报》(中英双语)。

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的转化，使华文报刊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

自由，改变了侨报时期动辄被当局查封的状况，并因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当然，这仅限于少数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则由

于政局的变动以及反共排华浪潮的兴起，采取了限制华文报刊的政策。



2、从鼎盛转向衰落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渐从鼎盛走向衰落。据统计，

1970年至1979年，东南亚国家发行的华文报刊为232种(报纸75种，期刊157

种)，比1959年的340种少108种，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份额也从80％降至

55％。14】

东南亚华文传媒由盛转衰，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新办的报纸仓促上阵，缺乏应

有的出版条件，加上华文报刊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因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

由于受独立后政权更替频繁和国际上反共排华浪潮的影响，多数东南亚政权都采

取限制华文传媒的政策，一些国家甚至查封和禁止华文传媒的创办发行。在印尼，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华文报刊就受到压制，1965年“九·三O”事件发生后，

印尼政府关闭了所有华文报刊，只是为了加强与不懂印尼语的华人联系，印尼官

方于1966年9月出版了印华双语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这是苏哈托时代唯一的

华文报刊。在泰国，50年代后就采取了排斥和歧视华侨的政策，限制华文教育，

禁止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加上军事政变频频，华文传媒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直

至70年代才有所好转。在菲律宾，1972年马科斯政府实行军事戒严后，曾一度

关闭所有的华文报刊。在缅甸，1966年军政府关闭了所有外侨报纸，华文报刊

在缅甸绝迹。在印度支那，1975年越南统一后，由于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

义，印支的华文报刊除越南的《西贡解放报》华文版外，全部被停刊。

不过，这一时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却免遭厄运，得到了稳步的发

展。在新加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报刊有数十种，其中1967年创办

的《新明同报》得到迅速的发展，短短的5年内有新马地区的销量就突破15万

份，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广播电视方面，新加

坡1965年建国后成立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播放4种官方语言和6种华语方言

节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旎，加强对新闻业的

管理，规定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报业公司必须出售股份，个人拥

有的股份不得超过3％等，从此，诸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家族企业就

变成了公众公司。在马来西亚，虽然一些华文报刊被关闭或因经营不善而停刊，

但也有新的报刊出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新出版的报刊约



有二三四十种，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的马来西亚版，《国际

时报》，《马来西亚日报》，《新生活报》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的华语广播电视也获得丁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复苏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东南亚

国家的局势也趋于稳定，一些固家因此逐步放宽了对华文传媒的限制，东南亚华

文传媒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中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的华文传媒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印尼及印支各国的华文传媒则一解长年之禁，

得到迅速的复苏。以下是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华文传媒发展的简要情况：

1、新加坡

2D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报刊多次进行整合。1982年，新加坡政

府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次年合刊

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1984年，在政府的鼓动下，当时并存的三家出

版公司——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海峡时报有限公司及时报出版有限公司

联合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这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版机构，政府拥有全部

股份的60％。所属的华文报纸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星期

5周报》，这也是目前新加坡主要的华文报纸。虽然新加坡华文报的种类减少了，

发行量却得到增加，据统计，1995年《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

f__}均销量之和为45万份，较合并前增加了34％。《联合早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海

外华文日报，除在新加坡发行外，还远销其他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

在广播电视方面，1982年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分离，重新组建5个广播网，

其中第3套为华语台；2个电视频道则交叉播出英、华、马来和泰米尔4种语言，

华语节目约占四分之一。1994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全面私营化，全国的广播电

台全部归属于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从1996年5月起，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属

F的广播机构和电视机构每天用4种官方语言和6种华语方言播放各类节目。

1997年7月，新加坡政府还批准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创办电视台，2000年



5月6 H，其中文电视频道正式丌播。

2、马来西亚

由于马来西亚当局推行马来文优先的政策及经济的不景气，马来西亚华文报

刊的发展较为缓慢，华文日报的数量也有所减少。据统计，1998年，全马的华

文日报共18家，是海外拥有华文日报最多的国家。南洋报社集团属下的《南洋

商报》(原《南洋商报》马来西亚版)和朝日报业集团的《星洲日报》(原《星洲

日报》马来西亚版)、《光华日报》是主要的华文报；张晓卿的朝日报业集团则是

马来西亚最大的报业集团，其报刊发行量约占全马华文报刊发行量的70％。与华

文日报的数量减少相反，这一时期马来西哑的华文多日刊报纸和期刊却不断增

加，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全马有华文多日刊报纸8家，期刊63种；华文报刊

的读者也有所增加，18家华文F1报的日销量远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在星期

天，全马的华文报总销量近100万份。【5】

另外，马来西亚的华语广播电视逐渐得到扩展，到90年代，马来西亚的6

套广播节目中4套有华语广播，3个电视频道则在每天下午6至7点的时段播放

华语节目，节目主要是由香港提供的粤语节目。

3、泰国

20世纪70年代初起，中泰两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泰国的华文传媒政策逐渐

放宽，华文报刊因此得以复干U或创办，1976年泰国发生政变，他宁政府关闭了

除《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华日报》外的华文报刊，不过，1977年他宁

下台后，其他华文报刊又得以复刊。80年代后义出版了《中原日报》、《工商日

报》、《中商日报》。目前，泰国的华文日报主要有《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

华中原联合日报》、《中华日报》、《新中原报》和《亚洲日报》等6家，华文期刊

则以《时代论坛》(双月刊)、《时代周刊》和《现代泰国导报》较受人瞩目。

4、菲律宾

1972年，马科斯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1973年，《公理报》和《大中

华日报》获特许合并组成《联合日报》，成为当时全菲唯一的一份华文报纸。1986

年阿基诺总统执政后，菲律宾的华文政策较为宽松，陆续有华文报纸创刊或复刊，

目前出版的华文日报有《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菲华只报》等4

家。电视方面， “福华有线中文电视服务”f 1987年1月启播，每天用闽南话、



广州话和普通话播出7．5小时。

5、印度尼西亚

瓦希德当选印尼总统后，大幅度调整了华文政策，使禁止出版30多年的华

文传媒迅速复苏。2000年11月，_}}j印尼语、英语和汉语进行播音的资讯电视台

“地铁电视台”开播；2001年3月，万隆一华语广播电台开播。报纸杂志更是如

雨后春笋，报纸有雅加达的《世界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和平日报》、《新

生日报》、《国际日报》，泗水的《千岛日报》、《龙阳日报》、《诚报》，棉兰的《印

广日报》、《华商报》，西加里曼丹的《坤甸F_1报》等11家；杂志有《印尼与东协》、

《群岛月刊》、《南风》等。

6、缅甸、越南、束埔寨等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几个华文报刊已经绝迹的国家，华文报刊又开始

出现。1993年4月，《越南经济新闻》在胡志明市创办；同年底，柬政府同时批

准了《高棉独立日报》、《华商日报》、《金边时报》出版；1996年，《柬华日报》

在金边创刊：1998年11月，《缅甸华报》在仰光出版。

从形式上看，新时期东南亚的华文报纸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部分报纸采用

当地通用的简化字横排外，其他多数采用繁体字直排，版式对开为主，每天出四

个到四五十个版不等。从内容上看，以当地的华社新闻及国内新闻为主，强调为

当地华人服务，传承中华文化；中国新闻一般放在国际新闻中，而且基本上以客

观公正的态度进行报道和评论。不过，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迅

速发展，东南亚的华人越来越关心中国的情况，华文传媒因此不断增加有关中国

的新闻报道。

另外，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东南亚的华文电子报刊也得到迅速的

发展。1995年8月，《联合早报》开办电子版，成为东南亚第一家上网的华文报，

此后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分别开办电子版，其他各式各样

的电子网站更是难以计数。电子报刊的推出受到了华文读者的欢迎，《联合早报》

上网的当月，浏览的次数即达25万：《南洋商报》电子版推出的半年内，读者也

接近200万人次。1997年5月，《联合早报》电子版进行改版，新版图文并茂，

简洁明快，信息丰富，深受读者欢迎，改版当月读者即达417万人次，现已成为



世界卜主要的华文电子报之一。

近年柬东南亚的华文传媒虽然得到了牛H与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也仍然存在

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华文读者后继乏人的问题，由于多数东南亚国家长期实

行禁止或限制华文教育的政策，年轻一代的华人懂华文者不是很多；又比如华文

传媒的言论限制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问题，东南亚国家对华文传媒的占论

控制依然十分严格，这影响了华文传媒的迸一步发展：还有传媒人才缺乏的问题，

在印尼、缅甸等华文传媒断层多年的国家，华文传媒人才断层严重，这影响了华

文传媒的质量：诸如此类。



第三章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因素

一、受众因素

传媒受众是指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者，通俗地讲，就是报刊的读者、广播的

听众、电视的观众以及网络的网民。任何传媒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拥有一定数

量的且能够接受和理解传媒信息的受众。就东南亚华文传媒来说，受众主要受东

南亚华侨华人的人门数量、华文水平、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1、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

在东南亚，由于其他民族不懂或者很少使用华文华语，华文传媒的受众主要

是华侨华人，一定数量的华侨华人就成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移民，二是人口的

自然增长。从历史上看，虽然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古已有之，但在西人东来之前，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并不多，约10万人，16】主要是一些从事官方朝贡贸易和

民间海外贸易的商人及其后裔。西人东来之后，东南亚华人移民开始大幅增加，

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熟练手工业者；另一方面，中国

沿海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的人口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大量居民海外谋生。中

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潮流19世纪中叶清政府海禁政策解除后逐渐达到高峰，东南

亚华侨华人的人口阕此迅速增加。据庄国十教授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

书中估算，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总数约在150万人左右，其中暹罗

华侨华人占60％；I峰4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510万，主要分

布在暹罗、马来亚、印尼等地。【8l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已达

1016．5万人。19J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成倍增加，中国南部沿海居民的南迁是重要原

因。

东南亚国家独、Z后，各国都采取了禁止中国人移入的政策，中国人移民东南

亚的潮流终止。与此同时，部分华侨华人开始迁离东南亚，返回中国或迁西方国

家。不过，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侨选择留在当地，加入当地圉籍，因此东南亚华



人的数量并没台大幅下降：相反，由于强劲的人口自然增氏，东南亚华人数量持

续增加，据统计，2002年东南亚华人总人数已达2700多万人。[tOl另外，近年来

东南亚各国放宽了华人移民的政策，允许部分技术和投资移民入境，不过，从总

的来说数目并不大。

东南亚庞大的华侨华人数量奠定了华文传媒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虽然

由于政局的变动和华文政策的变化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历经波折，但是拥有广大

受众的东南亚华文传媒往往在政局平稳和政策宽松之后能够重新复苏，迎来新一

轮发展高潮。

2、华侨华人的华文水平

华文水平包括华文的昕说水平和阅读水平，这是受众接受和理解华文传媒的

保证。具体说来，就是华文报刊的读者必须具备阅读华文的能力，广播电视的听

(观)众必须能够听说华语。

从总体上讲，东南亚华文传媒受众的华文水平取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水

平。就华文报刊来说，由于移入东南亚的中国沿海居民大多是没有接受教育的农

民和手工业者，识字水平普遍低下，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华文阅读能力受制于当地

华文教育的水平。而就东南亚华语广播和电视来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

南亚各国普遍对华文教育采取了限制政策，一些国家如印尼甚至彻底取缔了华文

教育，禁止在公开场合使用华文，致使许多在这一时期出生或成长的东南亚华人

丧失了华语听说能力，严重制约了东南亚华语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和普及。

东南亚华文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在当地华侨和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东南

亚华文教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步入繁荣期。后来由于殖民政府的压制特别是

日本对东南亚的侵占，东南亚华文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二战”结束后，东

南亚华文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步入鼎盛时期。进入60年代后，由于东南亚华

侨社会的转型和对华文教育的限制，东南砸华文教育迅速走向衰落。近年来，随

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华文政策的放松，东南亚华文教育又得到迅速的复苏，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与东南亚华文传媒一样，也经历了兴



衰相错的发展过程，这在一定程度卜也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十

九世纪东南Ⅱ华文传媒的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凶就是由于华文教育的缺

乏；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也正是得益于东南亚华文教

育的兴起；近年来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复苏，也同样与华文教育密切相关。

3、华侨华人的经济水平

显而易见，华侨华人的经济水平对华文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各种生产和生活信息交流的需要．从而产生了

对华文传媒的需求，这就为华文传媒提供，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华侨华人经济

的发展，尤其是华商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华文传媒的出版发行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体现得尤为明显。

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都是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在朝贡贸易时代，东

南亚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并逐渐形成了势力强

大的华商网络。西人东来之后，虽然华商丧失了远东海上贸易的主导地位，但由

此而来的东西方直接贸易和东南亚的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这吸引了大量

契约华工的南迁，华商网络也不断得到扩展和壮大，华侨华人的聚居地马六甲、

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则发展成为国际或地区的商贸中心，华侨华人经济也在东南

亚占有重要的位置。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东南亚华侨社会经历了向华人社会的痛

苦转型，加上部分国家对华人经济采取了压制政策，东南亚华人经济出现了一段

时间的低迷，但随着东南亚各国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南亚华人经

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强，已经成为各国的经济支柱之一，而其经

营范刖，仍然集中在工商业领域。

这种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对传媒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商业交往的

频密性突显了信息交流的重要；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聚效应，工商业

发达的地区人口都比较集中，这为传媒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受众基础。事实上，

东南亚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面，尤其是国际大都市

里，如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而这些大都市，也是华文传

媒最发达的地区。



综卜_所述，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华文水平和经济水平构成了华文传媒受

众因素的主要方面。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东南砸各国与华侨华人世界的频

密交流和华文实用价值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其他各族人开始学习华文和接

触华文传媒。不过，由于东南亚华人的人口众多以及华人与华文的天然联系，东

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传媒性质

从性质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华侨传媒还是华人传

媒，二是政治性传媒还是商业性传媒。这些性质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是全方

位的，从华文传媒的形式到所传递的内容，从所产生的影响到当地的传媒政策，

东南亚华文传媒各个方面都深受传媒性质的影响。

1、从华侨传媒／华人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

先从华侨传媒的角度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转型之前，东南亚华文传媒

可以说都是典型的侨民传媒，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的受众是东南亚华侨，他们具有中国国籍，视中国为祖国，并持

叶落归根的思想，而只把东南亚看作是谋生地；

(2)华侨传媒在政治上效忠中国，甚至视中国政府为最高领导，而中国政

府及各派政治力量也对华侨传媒进行资助和管理：

(3)华侨传媒的形式与中国国内传媒无异，内容也以中国国内的消息为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华侨传媒可以被视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海外的延伸。

华侨传媒的性质，一方面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受中国国内形势所推动，在侨报时期

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引起侨居国政府和其他民族的猜疑，被认为

是其主权独立、政治稳定乃至民族团结的威胁，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

20世纪，因而常常受当地政府的压制。事实上，即使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

时期．西方殖民政府也没有停止过对华文传媒的限制，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对

华文传媒进行压制，就更不足为奇了。也I卜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东南亚各国独立



后，华文传媒开始由传统的华侨传媒向当地的华人传媒过渡。

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的转变，完全改变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面貌。它不再视

中国为祖国，而效忠居住国，并逐渐消除中国国内势力的影响，而以当地华人社

会为依托，己经属于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了。在内容上，华人传媒也以反

映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为主，侧重于向华人灌输居住国的“国民意识”，介

绍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各种政策法规，以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则大为减少，并且不

再设中国版。以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例，该报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1946年占

社论总数的69．7％，1950年卜-降到22．5％，1953年则为2．4％；而有关新马的社

论则逐年增加，1946年占19％，到1959年已经高达84％。I】l】

伴随着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的过渡，东南亚华文传媒从鼎盛走向衰落。一方

面，华人传媒被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使之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

东南亚各国都加强了对华文传媒的管制和限制，印尼等国家为了推行强制同化政

簟，更是完全禁止华文传媒的出版。不过，华人传媒性质的确立，使华文传媒获

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自由，改变了侨报时期动辄被当局查封的状况，

这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哑)的华文传媒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2、从政治性传媒／商业性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

正如前文所讲，政治性传媒通常是受某种政治集团的资助，为某种政治目的

服务，因而主要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商业性传媒则依托于受众的经济和文化

生活需要，主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看，早期的宗教性

传媒实际上是为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服务的，应当算是政治性传媒。

而在华侨传媒时期，政治性传媒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间东南亚华文传媒几次大的

发展都与政治性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第一一次发展高潮主要源

j二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第二次发展高潮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相争和

抗日救亡的结果；而战后华文传媒繁荣的政治因素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新

中国的成立，激发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民族#义情绪。在这些发展时期，各派政

治势力为了争取东南亚华侨的支持，都创办』，一系列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原有



的商业性刊物也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性。不过，也正是因

为政治性传媒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因而很容易被当局所压制；同时由于缺乏

商业运作经验，政治性传媒往往难以为继，因此，一旦局势转趋平稳，这些政治

性传媒就会停止出版．一些能够继续发行的．也必须向商业性传媒转化。在转型

之后，华文政治性传媒在东南弧已难有发展空间，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是一些商

业性传媒，即使一些华文传媒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出于居住国国内政

治斗争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及东南亚局势的稳定，东南亚华文传媒进一步

朝商业化方向发展，那种纯粹为政治目的创办华文传媒的现象已经难得一见了。

也正因为朝商业化方向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改变了受政治局势的影响而兴衰相

错的局面，随着东南亚华人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华文价值的上升而获得了稳

步的复苏和发展。

三、中国因素

作为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任何海外华文传媒都不可避免地受中国因素的影

响。不过，与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相比，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

尤其是华侨传媒时期。

如卜．文所言，在华侨传媒时期，东南亚华文传媒实际上是中国新闻传播的组

成部分，因此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在传媒的形式上，东南亚华文报

刊的版面设计、表达方式乃至字体和印刷都与中国国内传媒一脉相承。在传播的

内容上，东南亚华文报刊一直把中国新闻作为关注焦点，除要闻版以中国新闻为

主外，往往还设有国内通讯、闽粤新闻以至潮梅新闻等专版，其总量大约占到新

闻版面的一半以上；社论也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在办报的经费上，许多东南亚

华文报刊都接受国内政治派别的资助，国民党政府还推行在海外办党报的政策，

这一政策甚至一直维持到华文报刊转型之后。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动也自然对东

南亚华史传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些关乎中国的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北伐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东南亚华文传媒都深深地卷入其中。

事‘实上，东南亚华侨报刊几次大的发展都源于中仁目的政治变动。在康有为等



维新派人物流亡之前，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发展缓慢，康有为等人到了东南亚之后，

迅速掀起了东南亚华侨办报的高潮：而以孙中L¨为首的民主革命派为了宣扬革命

思想，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也在东南亚兴办了一系列的报纸，形成了东南哑华

文传媒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九·一八”事变后，幽难当头，一批为声援抗战的

报刊也纷纷出版发行，东南亚华文报刊呈现出蓬勃发展和空前团结的局面，而捐

资筹款、抵制日货、回国参战等则成为当时华文报刊的主要议题。二战结束后，

中国的国内战争也深深地影响了东南亚华文传媒，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国

共两党都加强了对海外华侨的舆论宣传，这使得东南亚华文传媒重新出现分裂和

争论，不过，这些分裂和争论也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

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是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难以比拟

的。这与东南亚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及特殊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东南亚与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这一方面为中围与东南亚华侨之间的交流

及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局坍必然对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局势产生

影响，因而东南亚华文传媒必然受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其次是东南亚

华侨巨大的人口数量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必然成为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

争夺的目标，华文传媒自然就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其三是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

认同．独特的、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体系使东南亚华侨保持了完整的华人特征，

因而在身份转型之前，一直视中国为祖国，而把东南亚看作是谋生地，因而更关

心中国国内的风云变幻：其四是东南亚的殖民历史，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一方

面导致东南亚华侨没有形成对当地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

自由发展及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这加深了中国对东南亚华

侨社会的影响；诸如此类。

事实上，正是由于东南亚华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迫使

东南Ⅱ各国采取各种措施对其加以限制，喇而在国家独立之后，各国政府就着手

解决外侨问题，转变华侨的身份和国家认同，削减中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华侨传媒就转型为华人传媒，与此相对应，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

国的各种联系迅速地被削弱了。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反共排华

的浪潮和国内政局的变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对华文传媒进行限制，加上中国

jF处十‘文革动乱，就更谈不上中国对华文传媒的影响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得到迅速的改善和发展．相互的交流

也日趋频繁，这些交流尤其是经济上的交流提升了华文的实用价值，从而政治色

彩淡化、商业化趋势明显的东南哑华族传媒提供了复苏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因素

从另外～个侧面促进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四、东南亚局势

东南亚的局势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华侨华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华文传媒自不例外。在经济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

和文化生活水平与东南亚经济息息相关，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为华文传媒奠定了物

质基础：在政治上，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对各国的华文传媒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在东南亚各国华文传媒政策的变化和差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西方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局势较为稳定，华侨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

了稳步的提高，殖民者的华侨政策也较为宽松。华文传媒方面，虽然殖民者也采

取了一些措施加以限制，但与后期的日本侵略者及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的政策相

比，要宽松很多，华文传媒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

领了东南亚，推行严厉的华文政策，东南亚华文传媒除泰国的《泰华商报》外，

均被关闭，许多新闻工作者也惨遭迫害，东南亚华文传媒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

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方面使得东南亚

的各种政治势力无暇顾及华文传媒，另一方面又使东南亚华侨华人倍加关心时局

的变化，从而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各国的局势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华文

传媒政策，各国的华文传媒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多数的东南亚国家都对

华文传媒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甚至一度查封或禁止华文传媒的发行，这是东南亚

华文传媒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在泰国，20世纪50年代后就采取了排斥和歧视

华人的政策，禁止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加上军事政变频频，华文传媒的发展长期

处于停滞状态；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上台后关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仅由官方

出版了印华双语的《印度尼西亚同报》：在菲律宾，华文传媒也一度遭到马科斯

政府的关闭；缅甸军政府则于Iq66年关闭了所有外侨报纸；印度支那则由于越



南1975年统+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华文报刊全部被停刊，仅剩越南的《西贡

解放报》华文版。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文传媒在转型

之后，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自由，因而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数十种华文报刊出版，华语广播电视也逐步得到普及

和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各国的局势趋于缓和与稳定，

多元文化论流行，政治上也逐渐走向民主和包容，与此相适应，东南亚各国对华

文传媒的限制逐渐消除。这使东南哑华文传媒得到全面而迅速的复苏，华文传媒

几近绝迹的印尼、缅甸和印支各国的华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印尼还出现了

华语电台和电视节目：长期发展缓慢的泰国和菲律宾的华文传媒也得到了稳定的

发展：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则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除了报刊、电视

和电台之外，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和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还

相继推出了电子版，深受华文读者的欢迎。其他各式各样的电子网站也在东南亚

各地涌现，华文电子报刊的出现，标志着东南亚的华文资讯进入全球共享时代。

五、国际环境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相互联系和自我

调节的社会系统，而以欧洲为中心的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在16世纪就开

始形成，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覆盖了全世界。虽然这一理

论存在诸多的争议，但是自从西方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东方的大门之后，西方殖

民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和东南亚之问的朝贡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和东南亚逐

渐纳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因而深受国际关系变动的影

响。就东南亚华文传媒来讲，从其19世纪初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这一国际关系体

系之中，而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则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关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

响。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东南亚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直是国际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一方面使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命运与国际局

势息息相关，因而需要了解国际局势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了华文传媒的发展；



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必然会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其华文传媒政策。国际政治

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在“二战”期问及战后东西方对峙时期表现得尤其突

出。“二战”期间，由f日本的高压政策，不但日占区禁止华文传媒出版，东南

亚非只占区如泰国迫于形势也实行同样的政策。战后，东南亚处于东西方对抗的

前沿，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更为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不同政治倾向的当政者通

常实行不同的华文传媒政策，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政权如印尼的苏加诺政府往往

对亲国民党的华文传媒进行压制，而对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华文传媒持宽容态

度，其他亲西方的政权则相反。后来，受幽际上反共排华浪潮的影响，东南亚国

家普遍对华文传媒采取了限制政策，即使在华人当政的新加坡，也加强了对华文

传媒的控制。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苏东的解体则结束

了东西方的对抗，这为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正常化提供了条

件，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恻的经济交流一方面产生了信息交流的需要，华

文作为重要的国际商用语言自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华文传媒就成为传递信息的

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又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相互影响，从而对

华侨华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早期的由东南亚华侨创办的

华文报刊正是在中西方贸易同趋频繁的背景下出版的，而创办地正是东南亚最大

的转口贸易港新加坡，新加坡也由此成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中心。近年来，经济

全球化发展迅猛，国际间的经济往来空前活跃，这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尼，由于长期的华文限制，造成严重的华

文人才断层，难以适应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因而一改往日的限制政策，甚至采

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推动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华文传媒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深受国际意识形

态斗争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的斗争使东南亚华文传媒成为各种

政治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华人的政治热情，因而促进了华

文传媒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华文逐渐被视为社会主义语言，传统的、与中国

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华侨传媒自然就与共产主义的传播联系起来，因而受到反华反

共势力的压制。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淡化，东南亚华文传媒商业化趋势明

显，这使东南亚各国对华文传媒的猜疑逐渐消除。另‘一方面，多元文化论的流行



则为华文传媒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多元文化沦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

有优点，主张不同文明的共存和发展．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东南亚各国开始重新

评价华侨华人及中华文化，肯定华人在东南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多元文化政

策也就水到渠成。

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除了上述的因素外，传媒的技术、

人爿一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技术上看，20世纪新闻传

播领域发生几次大的技术革命：一是无线电技术、电波调制技术和图像传输技术

的广泛运用和改进，使广播电视传媒得以诞生和普及：二是计算机技术和卫星通

信技术的运用，使广播、电视、报纸的传输速度得到迅速的提高，广播电视得到

进一步的普及，覆盖人群逐渐超过了印刷传媒；三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运

用，使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向全新的国际互联网传播方式转变。传媒技

术的发明和完善使华文传媒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播方式不断得到转变，传播内

容变得丰富多彩，传播速度变得快捷方便。即使是传统的华文报刊，也随着印刷

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发展变得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深受读者的欢迎。从人才的角

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几次大的发展都得益于报业人才和文化名人的南迁，康有

为、傅无闷、郁达夫、胡愈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近年来复苏的印尼、越南、

缅甸等国的华文传媒，却由于长期的华文限制造成了华文传媒人才的短缺，发展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经营管理方面，早期的华文报刊多属于政治性报刊，经营

管理方面都比较薄弱，因此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发行量不大，寿命也不长：而以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代表的华文商业报刊一般都比较注重经营管理，

聘请著名文化人主持笔政，并及时更新技术和设备，因此报刊的质量都比较高，

规模比较大，并逐渐实现了跨国经营。

以上是对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各个方面因素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

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也不是单独产生影响的，而是综

合地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些

因素对东南亚华文传媒所起作用和影响足不同的。在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的初



期．华侨华人人口数量和华文教育水平应该是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主要因素：

从两派论战时期到战后初期，华文传媒的性质和中国的困内因素对东南亚华文传

媒的影响更大；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转型时期以及近年来的复苏时期，东南亚局

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动对华文传媒的发展更具决定性意义：而技术、人才及经营管

理等方面则贯穿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始终。这些因素的变动决定了东南亚华文

传媒的跌宕起伏，这就是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逻辑。



第四章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前景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了迅速的复苏，各国的华文传媒都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念势。但是，对于多灾多难的东南亚华文传媒，人们对其发展前景依然心

存疑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国际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因为在这个

交流频繁、日趋一体的全球化时代里，任何图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社会

之外，无论是中国，东南亚，还是华侨华人都深深地融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

而这些，正是我们分析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基础。

从总的来讲，虽然叶争战”后展现给我们的依然是战火不断、杂乱无章的世

界，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一方面，迅速增加的共同

利益和日趋减少的冲突利益为国际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在经济上，全球

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各国之间互为商品市场，互为投资对象，并

由此带来技术、管理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都难以在世界经济中独善

其身，因此，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和顺畅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

各国主权的独立和各民族关系的日趋平等使引发国际冲突的政治根源逐渐消除，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解决核武器、国际恐怖主义、环境、跨国

犯罪等复杂的全球问题，各国迫切需要加强政治上的合作；意识形态上，社会制

度之争不断弱化，多元文化论被普遍接受，国际间已经不再为意识形态争论不休

了。另一方面，现行的、无论内容还是功能都不断得到强化的国际机制(包括一

系列的国际条约及其执行机构——围际组织)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平解决争端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无政府状忿下的国际行为逐步得到规范，国际社会已经步

入制度化的康庄大道，这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不仅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

境，也促进了华人经济的国际交流和发展，为东南亚华文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需求。与此相适应，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因素、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

南亚局势等方面也呈现出有利f华文传媒发展的变化。

受众方面，近年来从中国移入东南亚的华人移民逐渐增加，据估计，移居东



南亚各国的新移民有50～60万人左右：【12】另一方面，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教育得

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华文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冈此华文传媒的受众人

数将得到增加。

华文传媒的性质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己完全转型为居住国的华人传媒，其

跨国性特征已经明显淡化，而且正朝着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等方向发展，这

消除了东南亚各国的疑虑，使华文传媒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宽松的发展环

境。

中国因素方面，中国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政治影响己基本消失，其影响更多

地体现在商业上，即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

极大地提升了华文的商用价值。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

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到200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了548亿美元，

2003年头10个月，双边贸易额更是达到6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4．1％。113】中

国与东南亚迅速成为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10国在

金边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立中国和东盟

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南亚之问频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必然对东南亚

华文传媒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局势方面，东南亚各国在政治_匕逐渐民主化，多元文化政策流行，政

局趋于平稳；在经济上，东南亚各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得到稳定的恢

复和发展：民族关系也得到改善，传统的华侨社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乎

所有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籍，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认同居住国。

这些都有利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更为重要是，东南亚各国都以积极的姿态

融入到开放的国际体系之中，而各副曲折的社会发展史表明，也唯有如此，社会

经济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总而言之．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各个因素都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东南亚华

文传媒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光明。当然，受多数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禁止

或限制华文传媒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如

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不懂华文，华文传媒人才缺乏，等等。此外，东南亚华文传

媒还受到原住民传媒和英语传媒的挑战。这些都制约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东南亚

华文传媒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趋势

需要说明的，东南亚华文传媒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意味着重现传统华侨传媒

的辉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东南亚一中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华人融

入当地社会的趋势，东南亚华文传媒将呈现出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趋势，

这也是东南亚华文传媒所应坚持的发展方向。

商业化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和文化色彩更

为浓厚。由于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及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东南亚华人

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政治方面转移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政治性

华文传媒已经没有市场，政治势力对华文传媒的介入也明显减少了，绝大多数的

东南亚华文传媒已经转化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集团。另⋯方面，东南亚

华人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与东南亚的频繁交流为华文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东南

亚华文传媒具有广阔的商业发展空问。此外，近年来，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重

新受到肯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鼓励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华文传媒作为中华文化

的传播媒介，因此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国际化方面，与东南亚及华人社会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势相适应，东南亚华文

传媒在内容、形式、经营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将呈国际化趋势。在内容上，东南亚

华文传媒将逐渐增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尤其是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满足

东南亚华人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需要。在形式上，东南亚华文传媒将顺应世界

新闻传媒的发展潮流，呈网络媒体为导向，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共存的

趋势：同时．东南亚华文传媒应积极参与传媒的国际交流和竞争，引入先进的传

媒理念和技术设备，努力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在经营方式上，东南亚华

文传媒呈跨国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在东南亚创办的华文传媒远销中国和其

他华人聚居地，如《联合早报》等；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也在东南亚

出版发行，如中国大陆的《人民R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台湾的《联合

报》，美国的《国际日报》等；此外．东南亚华文传媒还加强了与其他地区的华

文传媒之间的合作，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东

南亚华文传媒积极派员参加，共商华文传媒发展大计。

本土化方面，随着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转型，东南亚华文传媒已经成为居住国



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不但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和政策，还要在保持华人

民族传媒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本土社会。本土化是东南亚华文传媒进一步发展

的基础和国际化的依托。从内容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将继续以当地的华社新闻

和国内新闻为主：从政治倾向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则认同当地社会和政府：从

功能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除传播各类信息和传承中华文化之外，还承担协助华

人融入本土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及当地政治经济发展之任务。近年来出现的华文

报刊的双语版，有助于不同语种的受众之洲的沟通和理解，就是东南亚华文传媒

本土化的有益尝试。

在华文传媒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同时，东南亚各华文传媒之间也呈现

出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在内容、形式、政治倾向乃至版面(节

目)设计都趋于一致，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兴起，更是使东南亚华文传媒之间实

现了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统一，基本上都

抱着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渴望中国早日统一，以前那种立场迥异、

争论纷纷的现象消失了。此外，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东南亚华文传媒

逐渐走向联合，一些华文传媒进行合并或者重组，更多的华文传媒加强了合作。

与此相对应，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步走向规模化和集团化，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相继

出现，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

集团、朝日报业集团等，都控制了众多的华文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规模化和集团化是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

还有一点，对我们中国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

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化，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东南亚华文传媒与

中国的关系将再度紧密，并且在中国和东南距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不过，与传统的、视中国为效忠对象的华侨传

媒不同，华人传媒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交流的需要

以及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同宗同源的文化联系基础上的。因此，无论对中国、东南

亚华人还是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复苏及其与中国的密切联系都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南亚华文传媒将在广阔、健康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注释

【1】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1同r，第156页。

『31于十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a

【4】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Ij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5]同上，第298页。

16]薛需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砸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第3页。

【7]庄国十：《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r东高等教育卅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8】同上．第185页。

[91[英】D·G·E·霍尔：《东南Ⅱ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3页。

【lO】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11】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2】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

页。

【13]大洋网：《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上午召开》，

http：／／china．dayoo．com／gb／content／2003-12／17／content～1329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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