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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在青年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
———基于“中青在线”的数据分析①

■ 杨浩军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2017 年 4 月 13 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发布，

这对青年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现实和意义。分析“中青在线”近一万条数

据，发现涉及青年的报道总体数量有所增长，其数量变化不因“规划”时效性的

减弱而减少，但受该时段时事新闻影响。媒体的关注重点没有变化，部分领域

及措施长期得不到重视。“规划”提及的 10 个领域中，媒体报道最多的是“青

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类新闻，最少的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类新闻。可

见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略偏向新闻专业主义和商业新闻主义，所涉及议题以

受众感兴趣的长期话题为主，而不是迫切需要得到关注的青年问题。作为主要

报道青年新闻的网站，“中青在线”要及时对青年问题加以关注，增加对“规划”
的宣传报道，提升其作为主要青年门户网站的自觉性。

【关键词】青年发展规划 “中青在线”新闻报道 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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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得到导师周晓燕教授的诸多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2017 年 4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 2025 年) 》( 以

下简称《规划》) ，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青年的纲领性文件，是为了“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

展”［1］的一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文件，是十八大以来对青年工作的总结，也是未来 10 年青年工

作的起点。研究《规划》不能忽视其发布前的青年发展状况，需要通过碎片的媒体信息整合出

《规划》的全貌，体现《规划》的问题导向。同时《规划》只是“奠定了政策体系的起点……还需

要落实该规划的成体系相匹配的政策措施”［2］。因而，研究《规划》发布之后的舆论更加重要。
本文通过前后对比《规划》在舆论上的影响，分析相关媒体议程设置的成果与不足，为未来的具

体实施与宣传工作提供必要的借鉴。
媒体通过设置议程影响公众舆论，门户网站尤其如此。青年门户网站以“中国青年网”“中

青在线”“未来网”为代表，是青少年新闻的主流网站，聚合大量相关信息，并影响其他商业门户

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体设置议程的偏好，也能够与公众舆论互动，通过媒介与公众共建

议程，体现公众对《规划》的关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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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使用爬虫随机抓取“中青在线”的部分新闻稿，获得对应的

文章标题、关键词或摘要及发布日期。“中青在线”是三大青年门户网站之一，是共青团中央机

关报《中国青年报》的官方网站，在实务操作上具有新闻专业主义倾向，“坚持新闻媒介作为社

会公共平台、社会公器的地位与作用”［3］，同时定位于服务青年，“自身区别于其他门户的定

位……门户的内容建设也均依照各自的定位来进行”［4］，其性质决定它以报道青年新闻为主。
本文仅采集了“中青在线”2017 年 1 月 13 日 － 7 月 13 日的新闻稿，2017 年 4 月 13 日《规

划》正式面向公众发布，本文以该日为锚点，随机抓取前后三个月内新闻数据一万条，进行数据

清洗，得到有效数据 9 779 条。数据被分为三组，第一组 7 779 条、第二组 1 000 条、第三组 1 000
条。根据《规划》对 10 个发展领域的具体解释，三组数据被分别编码，归为 11 类，即 10 个发展

领域和其他。分组编码后，从每组数据中随机抽取 50 条数据，使用 SPSS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 －
检验，目的在于确保三组编码的一致性与可靠性。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组与第二组数据假定等

方差，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的显著性为 0． 338，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的显著性( 双尾) 值为0． 608，

大于 0． 05，第一组与第三组数据检验的两个值分别为 0． 071 和 0． 423，同样均大于 0． 05，可以认

为两组数据在此维度上没有差异。

二、数据与统计分析

( 一) 各时段新闻的分布

在 9 779 条数据中，不涉及青年的数据有 7 577 条，占比为 77． 48% ; 涉及青年的数据有

2 202条，仅占所有数据的 22． 52%。具体数据分布见下页表 1。在青年类报道中，数量前三名

依次是“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青年教育”和“青年就业创业”; 数量最少的三名是“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年社会保障”和“青年婚恋”。媒体对“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等话题

始终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即使《规划》着重提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此类报道依然较少。前

者天然具有新闻性，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为了迎合公众的偏好，就会主动设置此类议题，而后者

是法制类信息，与公众生活关系不大，媒体不主动设置议题，公众关注度亦较少。
在时间维度上，本文将 1 月 13 日 － 7 月 13 日分为 6 个时段，即 1 月 13 日至 2 月 12 日为时

段甲，以此类推，甲、乙、丙为《规划》发布前，丁、戊、己为《规划》发布后。具体数据如图所示。

分时段数据总量、涉及青少年数据量及其比例变化图

《规划》发布之前，涉及青少年的新闻所占比例先升后降，总体略增。《规划》发布后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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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丁时段相关新闻的比例迅速增加，戊时段迅速减少至与《规划》发布前相当的水平，己时段

该比例略有回升，与最初的甲时段相差不大。这一现象说明，《规划》的发布从整体上增加了媒

体对青年话题的关注度，但关注度的变化与青年新闻时效性同步，与《规划》本身的时效性衰减

成反比。
以《规划》发布后的丁时段为例，4 月 13 日 － 5 月 13 日包括《规划》发布、习近平在中国政

法大学考察、五四青年节这三个新闻事件，代表了国家对青年的关心，反映出宣传部门重视引导

青年话题的讨论; 在媒体层面代表了新闻热点，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这两个原因导致丁时段

青年类新闻数量最多。戊时段，《规划》发布后第二个阶段，相关新闻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但这

并不意味着《规划》热度的降低。此时段正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六一儿童节

以及设立“八一勋章”等事件出现。它们虽不涉及青年工作，但重要性和《规划》相当，对受众和

媒体更有吸引力。从报道风格看，“中青在线”偏向于专业新闻主义与商业新闻主义的混合，

“商业新闻主义，在观念上把新闻媒介、新闻传播主要当作商业工具”［5］。同样是党、政府的方

针政策，“中青在线”报道强调新闻价值和受众喜好，对于有宣传要求而受众不关注的信息关注

较少。体现在数据上，该时段相关新闻数量多于《规划》发布前，但差距不大。己时段涉及青年

的新闻数量及比例则有所回升，此时距《规划》发布已三个月，同时段没有青年类重大时事，相

关新闻增加，证明《规划》并未随新闻时效性减少而降低其话题性。
( 二) 各时段新闻的变化

《规划》的发布影响了媒体对青年话题的报道，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涉及青

年的新闻数量总体增加，也体现在微观方面，即《规划》提及的 10 个“发展领域”在媒体中出现

的频次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见表 1) 。
表 1 各时段各类青年相关的新闻数量

规划内容 《规划》发布前 《规划》发布后 总 计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 79 104 106 210 72 112 683

青年教育 10 30 66 82 92 81 361
青年就业创业 12 37 52 86 33 73 293
青年文化 31 20 38 58 64 50 261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10 10 27 33 25 31 136
青年思想道德 0 6 9 100 6 13 134
青年健康 12 11 22 25 23 19 112
青年婚恋 11 10 19 20 22 16 98
青年社会保障 9 6 37 30 4 3 89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3 2 8 6 5 11 35

由此可见，“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大都是各时段数量最多的青年类新闻，而“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类新闻数量则常常处于最后两位。这种情况符合各类新闻的总体分布情况: 前

者数量最多，后者数量最少。然而，这两类新闻之外的新闻数量变化，则体现出各时段的时事新

闻与《规划》的相互影响。以“青年思想道德”类新闻为例，它的总体数量较少，仅有 134 条相关

数据，最开始的甲时段甚至没有此类新闻。在《规划》发布后的首月，丁时段其数量迅速增加，

有 100 条，排在同时段数量的第二位，占所有“青年思想道德”类新闻数量的 74． 63%。此时段

正是《规划》发布的首月，它提出青年发展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青年思想教育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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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性有待增强，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青年，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任务尤为紧迫”［6］。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军和助手，是青年工作的具体

承担者。“中青在线”在报道《规划》时，必然要“依据青年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青年

发展的各类需求进行排序，明确轻重缓急”［7］，着重报道《规划》首先提及的发展领域。
( 三) 各时段总体语义分析

为了与上述分析结果交互验证，本文使用“谷尼舆情图悦 picdata． cn 热词分析工具”，对文

章标题、关键词或摘要分别处理。去除非新闻文本的词语，如“中青”“中国青年报”等词在文章

标题或摘要中代表文章来源。最终得出相应结果( 见表 2) 。
表 2 各时段新闻报道热词词频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春节 习近平 习近平 共青团 北京 共青团 一带一路 共青团 青年 一带一路 香港 创业

习近平 春运 北京 习近平 习近平 习近平 习近平 青少年 习近平 习近平 习近平 香港

春运 青少年 创业 创业 青少年 青少年 创血 一带一路 北京 北京 创业 习近平

北京 共青团 两会 青少年 美国 北京 青少年 创业 总统 青少年 北京 青少年

青少年 经济 青少年 改革 改革 创业 北京 习近平 国际 国际 青少年 经济

经济 春节 经济 两会 总统 改革 青春 上海 高峰论坛 美囯 经济 美国

外国 旅游 世界 北京 专家 教育 经济 青春 世界 高考 创新 北京

看中 特朗普 政府 经济 创业 建设 创新 北京 合作 经济 共享 市场

影像 北京 改革 青春 爆炸 钊新 上海 经济 青少年 总统 世界 文化

根据统计，《规划》发布前的新词热词表现了“一方面大众媒体设置话题引起受众关注，另一

方面受众通过个体传播渠道引发的话题也影响大众媒体的议程再设置”［8］。春运、春节、两会成为

热词，是常规新闻的议程再设置，而“创业”两度出现在热词排行榜上，则是《规划》层面的议程再

设置。第一阶段，大众媒体设置“青年创业就业”的议题，引导受众讨论，而作为个体的受众同时也

是一个小型媒体，通过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发布他们对“青年创业就业”的讨论。第二阶段，受众

反过来影响大众媒体的议程再设置，“创业”再次成为热词。但并非所有的议程都能够再设置。如

“春运”等和春节相关的热词，时效性过后马上遇冷。如“教育”，虽然媒体主动设置了“青年教育”
这个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受众对此态度并不积极，也没能形成议程再设置。
《规划》发布后，成为媒体议程设置的一个影响因素。如表 2 显示，《规划》的影响表现为与青

年相关的热词明显增多。“共青团”“青春”等词出现频次远超发布前。“高考”“合作”等词首次出

现，涉及“青年教育”和“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规划》发布后的舆论有变化，但依然受到议

程设置的影响，10 个领域中，媒体选择的议题讨论较多，而媒体不关注的议题如“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等，公众的关注度较低，没有相关词语出现在热词排行榜中。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最终体现

在青年类新闻的整体数据分布上，如前文所述，“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总体数量最多，“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数量最少。这表明“中青在线”未能利用议程设置全面引导舆论。习近平强调，

宣传思想战线应当“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

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9］。《规划》发布后，若舆论场上对此话题讨论较少，媒体就应该发

挥宣传员的作用，主动设置相关议题，结合新闻规律，引导公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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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发展领域中重点类别体现

( 一) 《规划》对“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类新闻的影响

根据前文的分析，“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类新闻的数量在青年类新闻中最多，有 683
条( 具体时段分布见表 1) 。从宏观角度看，相关文章数量在《规划》发布后的丁时段迅猛增加，

随后恢复到与发布前接近的水平，说明《规划》发布之前，媒体已发布了为数不少的讨论此话题

的文章，《规划》作为一种助燃剂，在初期激起了讨论的热情，相关文章不断增多，但随着对此话

题讨论的深入和《规划》研究的展开，对“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的关注恢复到正常水平。
从微观角度看，《规划》就发展“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提出了 8 个具体的“发展措施”，主要

包括: 健全党领导下的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体系，着力促进青年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引

导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鼓励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

队作用，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增进不同青年群体的交流融合，增强港澳台青年的国

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支持青年与国际青年组织等相关机构的交往。对于这 8 个具体

的“发展措施”，社会和媒体在《规划》发布前无意识地关注过某几个方面，也忽略了某些方面。
对“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相关的文章进行文本语义分析，发现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时有

所侧重( 见表 3) 。
表 3 各时段“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类文章词频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青年

共青团 共青团 志愿者 共青团 青少年 共青团 青少年 共青团 青少年 青少年 香港 务港

网络 春运 青少年 青春 共青团 青少年 共青团 青少年 科学家 国际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志愿者 志愿者 共青团 青少年 助力 北京 青春 青春 一带一路 北京 志愿者 志愿者

春运 书记 团市委 志愿者 组织 青春 規划 规划 国际 科学家 食品安全共青团

书记 直播 青春 团市委 志愿者 创新 一带一路 腾讯 志愿者 一带一路 世界 国际

慰问 青春 助力 北京 改革 组织 志愿者 北京 規划 习近平 大学生 猗讯

暖冬 青少年青年文明号 组织 创新 岗位 中长期 上海 秦宜智 大学生 青少年 建设

团员 北京 环境 青年文明号 北京 志愿者 公益 香港 大学生 高峰论坛 两岸 世界

江苏 辽宁 建设 环境 建设 团市委 创业 一带一路 共青团新闻发布会 北上 青春

由此可知，《规划》发布前，“共青团”“志愿者”“团员”“团市委”“青年文明号”等词出现频

次较高。这一时段，共青团和团员之间的互动较多，而青年作为志愿者也较多地参与了社会活

动。媒体无论有意或无意，都在这三个时段更多地关注了“健全党领导下的以共青团为主导的

青年组织体系”和“着力促进青年更好实现社会融入”这两项。共青团一直是党在青年工作上

的助手，发挥着重大作用，自成立以来，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青年融入社会，为社会贡献

力量。媒体对该方面的新闻报道较多，符合其团中央机关报官方网站的身份定位，有助于向青

年宣传党的政策，也有助于青年工作本身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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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发布之后，“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类新闻数据的热词词频出现了以下变化。
表 3 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除了“共青团”“志愿者”等，还包括“一带一路”“公益”“创业”“香

港”“国际”“两岸”等词语，也包括《规划》“中长期”等本身就与《规划》相关的词语。这些高频

词的出现说明媒体开始讨论发展“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的其他几个措施。比如“青年”与

“一带一路”两个关键词的结合，即是“引导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 “鼓励青

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则体现在“青年”与“创业”这两个关键词

上;“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及发展公益慈善类青年组织，“公益”也正是高频词之

一;“香港”“两岸”“北上”等高频词则体现了对“增强港澳台青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

认同”的讨论。“青年”与“国际”作为高频词则证明了媒体对“支持青年参与国际交往”的

关注。
但是发展“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还有一个措施，即“增进不同青年群体的交流融合”，

要求关注新兴青年群体，增进不同社会阶层的交流与认同，共青团应当主动联系新的社会阶层

的青年群体，吸纳其优秀者进入组织体系。由上可知，媒体和公众对于这项措施的关注及讨论

还较少，忽视了这一话题，自然就会有其他舆论主导这一话题的讨论。习近平在关于新闻宣传

的讲话中提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10］媒体应更多地设置“增进不同青年群体的交流融

合”这一议题，掌握话语权，加强对讨论过程的引导与管理，发挥“喉舌”的作用。
( 二) 《规划》对“青年教育”类新闻的影响

“青年教育”类新闻的数量在与青年相关的文章中也较多。仅次于“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

参与”，有 361 条( 分时段数据见表 1) 。“青年教育”类新闻从甲时段开始，数量不断增加，直到

戊时段，即《规划》发布后第二阶段，达到了顶峰，然后数量在己时段稍有回落。这表明媒体对

“青年教育”话题的关注是一个随时间而不断升温的过程，加之《规划》出台，最终形成一个小小

的高潮。《规划》对“青年教育”的发展措施，总共提出了五项: 提高学校育人质量，科学配置教

育资源，强化社会实践教育，促进青年终身学习，实施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在《规划》发布前后，

媒体所显示的对这五项措施的关注程度也不相同( 见表 4) 。
表 4 “青年教育”类新闻分时段词频分布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标题

关键词 /
摘要

艺考 艺考 学生 教育 高校 教育 青年 青年 高考 高考 毕业 毕业

美女 美女 教育 财富 教育 中学 教育 青少年 高校 教育 青年 青年

帅哥 帅哥 开学 青年人 中学 学校 青少年 教育 大学 本科 青少年 留学

北影
北京电影

学院
教育部 人才 衡水 招生 留学 父母 本科 大学 高考 教育

考场 钢琴 艺考 开学 浙江 衡水 父母 共青团 考生 青年 留学 学生

《规划》发布之前，与常规学校教育相关的词语出现较多，如“学校”“开学”“艺考”“高校”
等。但应当注意，“衡水”“招生”“浙江”等词也出现在热词词频排行榜之中，联系当时的社会热

点不难发现，“衡水中学进驻浙江”是媒体在“青年教育”领域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提高学

校育人质量”的具体措施中，《规划》提出要“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社会、提升综合素质”，并

要“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而公众对“衡水中学进驻浙江”的讨论，正是围绕素质教育与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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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分歧而展开的。在《规划》发布之前，媒体及公众已经展开了对“提高学校育人质量”的

讨论。这个讨论过程，由大众媒体首先设置议题，公众对此表现出持续的高度热情，因而发布大

量相关信息，“在公众认为媒介的内容具有与其自身相关的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下，媒介议程

才能影响到公众议程”［11］，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再次设置议程，表现为丁时段的“教

育”“留学”“父母”等热词( 见表 4) 。
《规划》发布后的新闻热词涉及了“青年教育”的其他发展措施。“促进青年终身学习”强调

家庭对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强化家庭教育基础作用;“实施青年英才开发计划”则提及了“坚持

自主培养开发与海外引进并举”“吸引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对于“留学”青年而言，他们在国

内接受了中小学的学校教育，又选择在国外继续学习，正处于“实施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的一

环;《规划》还提出了对“共青团”在“提高学校育人质量”中的要求，“将中小学共青团、少先队

工作纳入督导”，高校共青团则应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可见，“提高学校育人质量”“促进青

年终身学习”“实施青年英才开发计划”这三个具体的“发展措施”，在《规划》发布之后，都由媒

体和公众进行大量讨论。但在议程设置中被忽视的是“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与“强化社会实践

教育”两项。前者主张教育的平等，帮助各类人群接受相应水平的教育，后者则要求非传统教

育机构也参与到青年教育之中。结合上述语义分析，这两项措施在《规划》发布前并未受到重

视，在《规划》发布后得到的讨论与关注也很少。青年话题一般经由青年门户网站，即“官方主

流网站流动转移到商业门户网站，然后从商业门户网站流转到网民”［12］，“中青在线”对相关措

施的讨论不足，将导致此类话题无法得到充分关注，即使有其他媒体讨论，若不受引导，相关议

论易流于肤浅，虽然占用版面资源和受众注意力，但难以产生效果。
结论:“中青在线”报道《规划》的优势在于长期关注青年问题，在《规划》发布之前已有大量

讨论青年话题的报道。通过相关报道能够得出《规划》的发展脉络及其 10 大发展领域在舆论

场上的生存状况:《规划》的 10 大领域受到国家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媒体和受众给予它们不同

程度的关注度; 通过前后文章的对比可知，《规划》发布后舆论对青年的关注度有所变化，公众

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度递增;《规划》的热度并未随时效性减弱而降低，仍将受到同一时段与青年

相关的重大新闻的影响;《规划》的发布使社会更多地关注了青年发展，受众将更全面地关注 10
大领域内的具体发展措施。“中青在线”对《规划》的报道总体符合新闻发展规律，但还有一些

可以改善的地方，应当更全面地报道《规划》，增加相关文章数量，长期追踪《规划》实施，实时报

道相关动态，激发受众对《规划》的关注，扩大社会影响力，并加强对青年议题的讨论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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