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海外华人社区水乳交融的互联网络 

世界名人网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十周年(1999.8.27~2009.8.27) 
  
 
 
 
 
 
 
 
 
 
 
 
 
 
 
 
 
 
 
 
 
 
 
 
 
 
 
 
 
 
 
 
 
 
 
 
 
 
 
 
  

世界名人网与 美国三瑞国际 
世界名人网（Famehall.com）是美国三瑞国际(Z & ZZ International, Inc.)所属的

一个以市场策略、品牌宣传为主体的庞大网络体系，作为名人文摘和新月文摘始建立

于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八月定名为世界名人网。我们利用我们独特的视野，严谨

的管理，采用面向二十一世纪，面向成功人士，面向中国，贴近海外华人社区的市场

策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是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赛和中国金鹰电视节的海外重

点宣传网站，2004、2005、2006 年休斯敦华人十大新闻发起人和主办单位。和国内外

各相关媒体(华侨传媒、人物周刊等) 和机构 (各地侨办，侨联，华商会) 有着良好的

互动关系。二〇〇七和二零零八年，世界名人网分别设立更靠近你的北京 2008 奥运专

栏和 2010 上海世博会专栏，与成长中的祖国同声共气，并独立开通音频栏目。二零零

八年，世界名人网开通英文频道，设立英文主编，采访报道来自美国国会、州政府、

市政府、各大商会、企业的活动和新闻，利用网络多媒体优势，在形式上突出音影图

文的整体效果，为海外华人社区、社团、企业、个人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宣传专栏和栏

目。逐渐成为海外华人社区自己的网站。我们也参与主办和协办了奥运开幕式观赏酒

会、德克萨斯少林文化月、美中医学和医疗技术论坛、欢欢喜喜大团圆等等一系列大

型活动，对华人社区的大大小小的各项活动都给予大力支持。二零零八年底，世界名

人网与程进才陈氏太极拳推广中心、释行浩休斯敦少林功夫学院、杨秉礼国际体育舞

蹈中心合资创立世界功夫报并独资创立街报广告直投，网上网下相结合，新颖的理念

和市场设计，使得网络的宣传渠道和务实理念充分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世界名人网 与 德州中国贸易机构
德州中国贸易机构 (Texas China Trade Mission) 是美国三瑞国际(Z & ZZ International, 

Inc.)所属的一个专门促进中美贸易与协作的非营利性机构,成立于二〇〇二年。我们利用我们多

年以来建立的人脉关系和商务网络，在协助中美企业之间展开一步到位的全方位的“怎样与中国

做生意”和“怎样在美国做生意”的讲座、会议、考察团、交流团。我们在与德州经济发展部，

德州大学医学中心，美南国际会议中心，东北同乡会，美国展览中心，美国全国武术比赛，少林

武僧团，陈氏太极拳文化周，得克萨斯少林文化月的历次不同程度的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与中国各开发区，总商会，招商机构，区市各级政府，少林功夫学院，陈氏太极拳推广中心

等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和意向书。二零零八年，首次举办了美中医学和医疗技术论坛。 
 

著名投资家 Warren Buffett 与三瑞国际总

裁、世界名人网总编辑王福生 Alex Wang 合影

国际化的世界需要有

国际化视野的互联网
总裁的话 我是 Alex Wang，我本人任三瑞国

际总裁，同时兼任世界名人网总编辑。我愿

意了解很多的情况，同时希望探讨和贵司合

作，利用三瑞国际在美国和欧洲的基地和人

脉关系，在美国建立"中国精品样品展示订货

中心"和在欧洲建立"中国化工精品样品展示

订货中心"的可行性。我们真诚愿意与您们建

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寻找我们可以在海

外共同推广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们

提供美国的商家供求信息，展开实质性的合

作。 

世界名人网-新月文摘自一九九七年建网以来，已经撰

写、发表和摘录了网友的三十多万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社会等各领域的深度报道文章和社区新闻。二零零

八年每月的平均访问量达六千万人次，每月把世界名人

网加为首页和我的最爱的网友都在一万到一万两千。从

二零零四年开始，世界名人网开辟了新闻追踪和经济观

察头条栏目，开始每日甚至每小时的及时更新。世界名

人网根据海外华人网站运行的特点，采取加盟连锁，落

地生根的主持人商业运作制度，采用主编和编辑负责

制，记者、特约记者和社区通讯员相结合的采访制度，

使得我们网站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数量和质量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二零零七年起，

世界名人网在北美设立了近十个大型社区地区栏目，并

为近百个企业、社团和个人设立专栏，世界名人网的宗

旨从创始初期的 C&P 求大求名，到互联网冬天的求生

存，到务实的商业化运作，到目前的以脚踏实地的高举

“服务为宗旨”大旗，逐渐转变为海外华人社区、社团

和海外华人每一个人的自己的网站。我们本着行行出状

元的初衷，正在为海外多元化社会和贯穿人类历史的地

球村梦想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成功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 
贴近生活，贴近社区，关心社会，回馈人群。以弘扬世

界优质文化和优质生活为引导，以连接中国和西方为切

入点，以商业经济为基础。以服务社区为最高原则。 
 
世界名人网以人为本，鼓励多元文化，强调包容，提倡

合作，重在参与，宣扬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世界名人网正在海外塑造一个不再虚拟的真实的互联

网。 

贴近生活，贴近社区，关心社会，回馈人群 
世界名人网的诞生跟海外华人社区的成长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海外华人社区由老侨、海外华侨、新侨、留学生等多种成分的

人所组成。不管这些华人是来自两岸三地，还是来自东南亚，

其共同的特点都是富有朝气、富有追求、不怕牺牲、刻苦勤

劳，成功的人生是所有的人的共同追求。可是什么才是成功

呢？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在追踪各行各业成功人

士的过程中成长，在学习中丰富自己的阅历，在报道中发现闪

光的东西。每当我们贴近生活，贴近社区，我们就赢得华人社

区的各种各样的更大的支持。 
加盟连锁，落地生根 
著名的哲学家兼立体设计师 Thomas Ou 说过，21 世纪是数据

的时代，谁拥有了有序化的数据，谁能够把数据有序化，谁就

会拥有这个世界。互联网所带给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冲击在媒

体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报纸杂志、电视电台都在跟网络媒体

的冲撞中重新定位，海外华文媒体慢慢都走向综合发展的道

路。数据存储和通信带宽的海量扩展使得互联网媒体以更崭新

的面目出现。世界名人网逐渐从单一的文字型的名人文摘过渡

到了音影图文并茂，名人网上电视和名人网上电台掘起，多媒

体立体新闻资讯态势已经初具雏形。 
海外华文媒体正遇到了中国掘起的黄金时期。海外文化体育活

动，中文教育，商贸交流使得互联网媒体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世界名人网扎根海外华人社区，落地生根，在大大小小的

各项活动中积极宣传，使得很多社团所主办的活动事倍功半，

起到了链接和纽带作用。上世界名人网，将是越来越多的海外

华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国际化的世界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网络媒体 
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技术的日益纯熟，人们相互之间沟通的跨越时空的及时性和广泛性就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国

际化视野的最大特质。早在互联网初期，一夜之间，一个位于休斯顿的八十多岁的美国老翁，刚刚上网的第二天就发现

自己阔别六十多年的位于夏威夷的儿时玩伴通过电子邮件给自己发来坐在太阳伞下上网的照片，他告诉我，他是幸福

的，因为这个玩具可以让他继续延续他青年时的梦想。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互联网的大潮使得人们从好奇走向熟悉，从

鸡犬之声相闻，到万里之外的清晰的视频对话，过去堵在人们之间的时空隔阂渐渐烟消云散了。当时间和距离不再是问

题的时候，世界就在走向日益紧密的融合之中，地球村也就逐渐形成之中，人人参与的互联网的媒体特质就逐渐显现出

来。 

真实的互联网 VS 虚拟的互联网 
世界名人网在建网之初就立足于建立真实的互联网。网络媒体的特质从诞生的一开始就面临着虚拟世界的挑战，每个人

都可以匿名上网，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发表任何意见，这有着它积极的一面，也有着消极的一面。作为纯网络媒体的世界

名人网，从一诞生开始就面临着“信任危机”，整个世界对互联网极度自由化所产生的不信任感。我们坚持实名制度，

每篇新闻都是独立编写，鼓励作者署真名真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同时对每一篇资讯的细节进行推敲，确保最大可能

的真实性。 
知名度、美誉度、依赖性和独家 
海内外互联网一直都在强调点击率，不少国内外的大型网站和知名网站都在注重点击率。本来一组照片可以在一个界面

读完，却要分成几十个页面让你点击，非常不方便。世界名人网充分理解信息社会自然人获取信息量大，时间紧的特

点，在重大活动中常常是数百张图片放在一个页面，数十个视频全部上网，同时，世界名人网坚持编辑部负责制，利用

记者和特约记者独立撰写稿件，其内容也都是与海外华人息息相关，网站的数量和质量，深度和广度都与众不同，有效

的节约了网友上网的时间。二零零八年每月的平均访问量达六千万人次，每月把世界名人网加为首页和我的最爱的网友

都在一万到一万两千。海外不少华人每天都只上世界名人网，世界名人网是海外网站中少有的最有人气、最有忠实读者

群的网站，也是海外网站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网站内容的整体的真实性和内容所包含的深度和广度，

逐渐形成了世界名人网网络媒体特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外华人最喜欢上世界名人网，逐渐把它当作自己的网站。不

少网友还一次又一次与世界名人网编辑部联系，字斟句酌修改网上的内容，仔细浏览每一张图片和视频，力求完美表

现。不少华人都逐渐离不开世界名人网，世界名人网也加大力度，组成了近两百人的队伍扩大服务，网上的独家稿件比

例从过去的百分之二十逐渐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不少海外华人都感觉到，很多音影图文的内容都只有世界名人网才能看

到。全面深度报道海外华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资讯，已经成为世界名人网内容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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