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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高校教师媒介形象研究（2008—2017） 

 

陈思媛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本文以《中国青年报》2008 年-2017 年十年间有关高校教师的报道为研究对象，用内容分析法研究

该报所呈现的高校教师生理形象、职业形象，并且探析了形成高校教师媒介形象的因素。研究发现，该报

所呈现的高校教师生理形象以中青年男性教师为主；职业形象以在一本及重点院校任职的文学、理学、工

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教授职称的教师为主。该报报道中的高校教师以有理想追求、爱岗敬业、关注社会问

题等正面形象为主，但也有学术失范、道德失范、违法犯罪等负面形象，以及压力大、工资低、升职称难

等中性形象。该报有关高校教师的报道力度持续、均衡，报道立场相对客观，赋予了高校教师一定的话语

权，但对部分教师群体关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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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几千年前，韩愈在《师说》中高度概括了教师的职责及

职业形象，也因之奠定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子贡尊师、程门立雪的故事流传千古。

有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教师形象总结为四种主要类型：“蜡烛”型、“工程师”型、

“园丁”型以及多元化型。这些形象都体现出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与赞美。然而，近些年来，传

统媒体、社交媒体接连爆出的教授学术造假、性侵、爆粗口等负面新闻让高校教师群体形象

受到极大的损伤，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严重下滑。 

教师的媒介形象与其现实形象符合吗？媒体对教师形象的再现是否全面、客观、准确？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而展开的。 

一、研究背景 

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担者。广义的教师是泛指

传授知识、经验的人，狭义的教师是指受过专业培训，并在教育(学校)中担任教育、教学工

作的人。据此，高校教师指的是接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具备高校任职资格并在高校实际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高校教师处于学位教育的顶端和科研创新的前沿，肩负着培养高水

平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时代重任。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人们对教师群

体的职业道德和学识才能历来有很高的期待或评价。这在某种意义上近乎是一种“刻板印

象”。正因为如此，所以近年来屡屡爆出的高校教师失德、失范事件，无不引起公众的普遍

震动和严厉谴责。高校教师从神圣的讲坛堕入道德的泥沼，教师的光辉形象一再褪色。 

美国学者李普曼曾经提出“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就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

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

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对于高校教师形

象的认知大多是通过各种媒体获知的，教师的媒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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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形象。而不公正的媒介报道往往会扭曲报道对象的真实形象。一项关于网络媒体对高校教

师媒介形象的污名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51.8%的受访高校教师认为网络新闻报道与客观

现实不一致，然而有 65.5%的普通受访公众对于网络新闻中的高校教师报道是持认同态度

的。 

前段时间，媒体上接连报道了几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有关高校教师的负面新闻，这些

负面新闻把高校教师群体一次又一次地推向了风口浪尖。教师及其媒介形象成为公众热议的

焦点，中国的主流媒体是怎样报道高校教师的？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究竟如何？这样的问题

值得关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将非定量的文献资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作出定量分析和

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 

本文用内容分析法对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进行定量分析，力图通过对《中国青年报》

2008-2017年十年间的相关报道的分析，梳理出高校教师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并进而思考

当前主流媒体在高校教师媒介形象传播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二）研究思路 

本文将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分为生理形象和职业形象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报道

进行内容分析，进而梳理出《中国青年报》建构的高校教师群体形象以及该报相关主题报道

的特点。最后，对主流媒体建构高校教师形象提出参考建议。 

（三）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包括样本的媒体取样、时间取样和分析对象取样。 

1、媒体取样 

本文选择的媒体为《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是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

以教育青年和代表青年相结合为总的办报方针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综合日报。有青年

话题、青年调查、青春热线、共青视点等具有青年特色的版面，同时有“答读者问”“青年

信箱”等栏目，聘请有关人士公开答复或个别复信，为青年排忧解难。 

之所以选取《中国青年报》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其读者对象、办报方针聚焦在青年这

一群体，所以该报关注大学、大学生以及高校教师群体，除此之外，该报担负着引导青年群

体的责任，该报所呈现出的高校教师形象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值得关注。 

2、时间范围 

本文选择的取样时间范围是 2008-2017年。 

2008 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三十年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

面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从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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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无论是 90 年代“211”“985”

工程的实施、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还是 2000 年以来彻底放开高校招生的年龄限制、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的不断提高，都是国家层面对于高等教育重视的体现。 

 2008年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成功举办奥运会，在世界

上证明了自己，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也在这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但灾难兴邦，我

们没有倒下；同样是这一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但我们顶住了压力。可以说，

2008 年对于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

关，高等教育、高校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可以说在 2008 年相对处于

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与高等教育、高校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

2008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间，高校教师呈现出何种媒介形象，对于接

下来无论是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还是高校的改革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

研究时间界限确定为 2008年-2017年。 

3、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08-2017 年的《中国青年报》中有关高校教师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的基本

单位是篇。笔者分别以“高校教师”“大学教师”作为关键词，在中青在线全文检索系统中

搜索了为期 10年（2008-2017）的新闻报道，共搜寻到相关报道 986篇。剔除其中仅仅提及

关键词“高校教师”、“大学教师”但并不以其为报道主题的报道，以及重复的样本，共得

到有效样本 286篇，包括消息、评论、通讯、人物专访、图片新闻等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 

（四）类目设计 

从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需要出发，本着相关性、完备性、互斥性、一致性原则制定类目

系统，本文从性别、年龄、工作院校、专业学科、职称级别、行政级别、所获荣誉、形象特

征、报道数量、报道立场、消息来源等方面建构了类目系统。 

1、性别：性别研究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层面来说，统计分析高校教师媒介形

象中的性别比例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了。笔者通过对数据的详细阅读发现，部分报道中的高校

教师性别不明，因此将性别分为男、女以及难以辨识三类。 

2、年龄：年龄的分析对于高校教师媒介形象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笔者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发现“青椒”即高校青年教师是这几年间该报很关注的一个议题。因此，出于对“青

椒”的定义以及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规定等多方面的考虑，本文将高校教师的年龄分为

40岁及以下、40岁-60岁、60岁及以上、未提及四类。 

3、职称级别：职称主要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能力，根据我国对于高校教师

的职称划分，本文将职称级别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难以辨识五类。 

4、行政级别：这里的行政级别主要指高校教师在高校中的任职情况，本文将高校教师

的行政级别分为校级领导、院级领导、系领导、普通教师以及其它五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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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院校：关于高校等级的划分，有隶属关系、排名、综合竞争力等多个标准，90

年代以来，“211”“985”工程对于高校等级划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2017 年 9 月，国

家公布的 42所世界一流大学名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本文以“双一流”作为切入点，

将高校教师的工作院校分为“双一流”高校、除“双一流”高校之外的一本院校、二本院校、

三本院校、高职（专科）院校、难以辨识六类。 

6、专业学科：我国 2012年第四次修订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高校的

学科门类分为 12 个，这是目前最新的版本，以此为依据，本文将高校教师的专业学科分为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其他。 

7、所获荣誉：这里的荣誉比较广泛，既指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计划，也

指教学上的各种荣誉奖项，还包括道德等方面的荣誉称号等。是否当选某些荣誉可以看出高

校教师是否在专业、教学、道德等方方面面具有过人的成就。 

8、形象指标：本文通过对数据的详细统计，将《中国青年报》中有关高校教师的形象

词汇分成了 23 组具有相反关系的形象指标量表。其中正面形象词汇为正分，负面形象指标

为负分，当得分为零时表示中立。通过正反形象指标可以清晰地看出该报中高校教师所呈现

出的具体形象。 

9、报道数量：以年度为单位，统计出《中国青年报》2008 年-2017 年十年间关于高校

教师的报道数量，通过每年的报道数量比较，可以推测出该报对于高校教师的关注度以及重

视程度。 

10、报道立场：报道立场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本文中的正面报道主要

指：高校教师专注学术科研、关爱学生、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教育方法、获得荣誉、先进事

迹等方面。而负面报道主要指：高校教师学术论文造假、科研经费乱象、违法乱纪、道德败

坏、经济腐败等内容。中性报道主要是指没有任何倾向以及立场的报道，主要是政策法规的

颁行、客观陈述一些事实以及高校教师对于一些热点事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评论等。 

11、消息来源：消息来源有多种含义，笔者所提及的消息来源是指新闻报道中的采访对

象，根据身份将他们分为高校教师、高校学生、高校校长、教育厅与其他。通过消息来源的

分析，可以推测出该报在报道高校教师这一议题时的客观性。 

12、作者身份：之所以对作者身份进行统计分析，是因为笔者在对数据进行整理时，发

现很多篇报道的作者是高校教师，这也是高校教师这一群体与其它群体有所不同的地方。基

于这种想法，本文将报道的作者分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青年报》以外的其他媒体

记者、高校教师、其他。 

三、《中国青年报》上的高校教师生理形象 

 对高校教师生理形象的分析主要从性别、年龄两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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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形象以男性为主 

在有关高校教师的286篇有效样本中，有117篇是完全以一位高校教师为主进行报道的，

其他的 169篇则并没有以某一位高校教师为主进行报道，而只是涉及到与高校教师有关的事

件。因此，高校教师的性别形象以 117篇有具体人物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 

 

由上表可知，在 117 篇报道中，以男性教师为报道对象的共 95 篇，占比 81.2%；以女

性教师为报道对象的共 22 篇，占比 18.8%。也就是说男性高校教师出现的比例是女性高校

教师出现比例的 4 倍还要多。高校教师在该报所呈现的性别形象以男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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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普通高等学校女专任教师情况图

专任教师总数（人） 女专任教师数（人） 女专任教师所占比重

  

笔者通过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网站获取的教育统计数据，获取了 2008 年-2016 年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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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女专任教师数量以及所占比重，教育部尚未对 2017 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因此只获

取了九年的数据信息，在该数据的基础上绘制出上述普通高等学校女专任教师情况图表。由

上述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女专任教师数呈现每年递增的趋势，而其所占比例也从 2008 年

的 45.62%逐年递增，直到 2016 年已经达到了 49.22%，即将突破一半的比例。实际上，从

教育部网站对普通高等学校女专任教师进行统计以来，女专任教师占普通高等教师专任教师

总数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即使是 1997 年，其比例也达到了 35.21%。这个比例是远

远高于《中国青年报》中女性高校教师所出现的比例的。 

也就是说，《中国青年报》高校教师所呈现的性别形象与现实中高校教师的性别形象是

不符的而且存在较大的偏差。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状况有关，

2018 年 3 月 6 日智联招聘发布了《2018 女性职场现状调研报告》，报道显示女性在收入状

况和领导岗位上都与男性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家庭婚姻、长久以来的社会观念都对女性的

职场状况有着影响。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女性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都不容乐观，

除此之外，传统的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定位，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女性形象在媒体上呈现的比

例。 

（二）以 60 岁以下的在职教师为主 

在有关高校教师的 286 篇报道中，能够明确得知报道中所涉及的高校教师年龄的共有

121 篇，其他报道并没有以某一位高校教师为对象，因此没有列入年龄形象分析的数据中。 

 

由上图可知，在《中国青年报》121 篇有明确年龄信息的高校教师报道中，报道对象年

龄在 40 岁以下的有 46 篇，占比 38%；报道对象年龄在 40 岁-60 岁的有 54 篇，占比 44.6%；

报道对象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有 21 篇，占比 17.4%。该报所呈现出的高校教师年龄形象是以

40 岁以下和 40-60 岁的高校教师为主，60 岁以上的高校教师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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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网站的教育统计信息，将 2008-2016 年的普通高校专任教师

各年龄段所占比例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做出上表来更加清晰的展示各年的比例，因 2011 年的

数据缺失，2017 年的数据尚未进行统计，因此该表只展示了 8 年的年龄情况。如上表所示，

40 岁以下的年龄段占比最高，在一半以上；其次是 40-60 岁的群体；60 岁以上的高校教师

比例非常少。 

通过比较可以得知，《中国青年报》在高校教师年龄形象的呈现上与其实际情况大体上

保持一致，但仍有细微的区别。在 60 岁以上这一年龄段，该报给予了比实际情况较高的关

注，笔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知，该报对 60 岁以上的群体的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塑造了

高校教师较为正面的形象。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60 岁可以说是退休年龄了，

但有些 60 岁以上的高校教师醉心于教育事业，即使是退休了，依然被学校返聘，

继续在教师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这种热心于教育事业，为教学做贡献的做法

会受到媒体的关注。 

除此之外，青年高校教师即“青椒”群体也是该报关注的重点。有关报道中，青年高校教

师的收入不是很理想，也像普通工薪阶级一样承受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科研、职称压力让他

们备受煎熬。除此之外，职业倦怠、身份焦虑等问题也困扰着他们。2014 年 07 月 10 日 07 版

的《47.7%高校教师年薪不足 10 万 青年教师多成“月光族”》报道了对于高校教师收入的调

查结果，该调查显示，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 31.3%，23.7%

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高校青年教师生

活压力很大，为了补贴家用，只能从事代课、培训等兼职，甚至有 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

为主要经济来源。 

该报对不同年龄高校教师群体的关注不同，一方面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新闻价值要

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报的宗旨、定位和主要服务对象有关。 

四、《中国青年报》上的高校教师职业形象 

高校教师的职业形象，本文主要从其工作院校、专业学科、职称级别、行政级别、所获

荣誉、形象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工作院校以一本及重点院校为主 

在全部 286 篇报道中，有明确学校信息的共 139 篇。以这 139 篇报道为分析对象，其中

高校教师的工作院校是“双一流”高校的有 76 篇，占比 54.7%，在一半以上；除“双一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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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外的一本院校共 39 篇，占比 28.1%，来自一本及重点院校的高校教师就占了 80%以上。

高校教师的工作院校是二本院校的有 10 篇，占比 7.2%，三本院校有 2 篇，占比 1.4%。来

自本科院校的高校教师报道占所有相关报道的 91.4%。而高职（专科）院校高校教师的报道

只有 12 篇，占比仅 8.6%。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 年到 2016 年的九年间，在普通高等院校中，

高职（专科）院校的数量都是略多于本科院校的，然而《中国青年报》对于本科院校高校教

师报道的数量和重视程度可以说是远远高于高职（专科）院校的，尤其是其中的“双一流”

高校，也就是曾经的“985”平台高校的高校教师更是该报关注的重点。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本科院校的教职工人数以及专任教师的人数远远高于高职（专

科）院校的人数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普遍观念看法以及历史传

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高职教育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目标，其对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也受

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仍无法与传统的本科教育相比拟。除此之外，“双一流”高校的教师在

社会地位、对社会的贡献、权威性、社会名气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例如华中科技大学

原校长李培根受到社会的追捧、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换届也都会引发社会的关注也与

此有关。他们所具有的“显著性”是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所追求的要素之一。 

（二）专业学科以文学、理学、工学等为主 

在《中国青年报》286 篇报道中，有 115 篇有明确的专业学科信息。其中文学、理学、

工学、教育学、法学领域的高校教师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哲学、农学、医学专业的高校教师

报道较少。整体上，该报的报道涉及了 12 个专业学科的高校教师，但依然有所偏重，这与

各个专业学科的特点以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重要性等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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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教授职称为主 

《中国青年报》中有 109 篇报道能够明确获取高校教师的职称信息，其中教授是报道量

最大的，占比 67.9%，远高于其他职称的报道量；其次是副教授和讲师；助教的报道量最少，

只有 4 篇，占比 3.7%。实际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 年到 2016 年的九

年间，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任教师中，讲师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副教授，教授的数量只有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超过助教的数量，其他年份都是人数最少。教授更受该报关注的原因，与

教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教授是大学里的主体，其更受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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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些报道虽没有明确的某一教师的职称级别，但是整篇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涉

及到了高校教师的职称评选。高校教师评职称难，备受压力是这些相关报道的主题。 

（四）以普通教师为主 

由下图可知，明确提及高校教师行政级别的报道有 112 篇，其中对普通教师的报道最多，

有 55 篇，占比 49.1%；其次是校级领导和院级领导，分别占比 27.7%和 17.9%；对于担任系

领导的高校教师报道最少。这一方面与普通教师数量比较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该报对于普通教师的关注，对这一群体的关心。而校级领导和院级领导因其在职位上的特

殊地位，也是该报报道中关注的重点。 

表 3-4 行政级别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校级领导 31 10.8 27.7 27.7 

院级领导 20 7.0 17.9 45.5 

系领导 6 2.1 5.4 50.9 

普通教师 55 19.2 49.1 100.0 

合计 112 39.2 100.0  

缺失 

其他 6 2.1   

系统 168 58.7   

合计 174 60.8   

合计 286 100.0   

（五）超四成的报道关注教师获得的荣誉 

在全部 286篇报道中，有 119 篇报道与高校教师所获荣誉相关，其中 31篇未提及该教

师是否当选某些荣誉，在 88篇提及到荣誉的报道中，85篇报道中的高校教师荣获某些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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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笔者发现这些荣誉既包括“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

又有“全国教学名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职业上的荣誉，还有“道德模范”等个人道德

修养方面的荣誉。高校教师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且工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他们的优秀事迹

和作风不仅仅在教育领域会起到正面的带头、榜样的作用，在整个社会都会有积极的正面的

社会影响。 

（六）以正面形象为主 

对于高校教师在该报上所呈现出的具体媒介形象，笔者从正反形象量表出发，分析了

117 篇报道中的 117 个高校教师形象。根据正负指标在报道中使用的频次为其计分，其中正

面指标为正值，负面指标为负值，根据得分率的正负情况对所构建的形象类型进行正负判断，

当得分为 0 时，则为中性。其中后三组指标：行为失范、学术科研失范、违法乱纪在报道中

出现较多，考虑到与他们相对应的正面形象指标为正常态指标，而“新闻”的含义以及性质等

因素决定了常态化的事件难以引起媒体的报道，因此将这三类指标分别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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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形象指标量表 

 

由上表可知，在 20 组正反形象指标中，形象指标得分值为正值的有 12 组，得分值为负

值的有 6 组，得分值为 0 的有 2 组。即《中国青年报》所构建出的高校教师形象类型以正面

为主，但负面形象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有关高校教师形象的负面报道由于更易影响公众情绪、

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被夸大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媒介形象以及其在受众心中的形

象。 

1、正面形象 

由形象指标量表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青年报》构建出的高校教师的正面媒介形象可

以分为三类。 

一是有理想有追求，脚踏实地拼搏努力的积极向上的形象，可以从勇敢、有希望、勇

于创新等形象词汇中反映出来。例如，2012 年 11 月 27 日 03 版的《廉思：脚踏实地做调研》

报道了大学教师廉思关注青年群体，花费大量时间、心力、工资踏踏实实地去做调研。 

二是在高校教师这个岗位上，淡泊名利、爱岗敬业、注重教学的形象。例如，2012 年

07 月 07 日 02 版的《我愿意一辈子站在讲台上——记首届全国教学名师、国防科技大学教

授邹逢兴》讲述了首届全国教学名师、国防科大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邹逢兴的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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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故事，他从教 40 多年且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为了学生更好的成长不断提升自己，多次

放弃改行以及从官的机会，把当一名教师作为理想，把学生的成才和成长当做人生最大的乐

趣和最大的财富。2014 年 06 月 02 日 02 版的《坚持批改作业 50 年的数学家——记北京大

学数学学院姜伯驹院士》讲述了把育人当作是第一职责，在北京大学执教 50 余年的姜伯驹

院士。姜伯驹院士的课程非常受欢迎，他注重因材施教，把学生的成才成长当做是自己的快

乐，既教书又育人，颇受学生们尊敬和爱戴。 

三是关注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勇于承担责任的社会形象。在全部 286 篇报道中，高校

教师作为作者发表的报道有 67 篇，笔者按照报道的内容对其进行了分类。由表 3-7 可知，

这些报道既关注与高校教师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又关注就业、文化交流等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高校教师还会发表自己的一些感悟、想法、经历。高校教师不仅仅关注这些问题，

还会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 

表 3-7 内容分布表 

内容 数量（篇） 

 

 

教育问题 

高校问题 19 

高校教师 15 

师生关系 5 

课程教学 4 

高考问题 2 

就业问题 6 

文化交流 5 

个人感悟 6 

其他 5 

合计 67 

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教师胡乐乐在 2015 年 6 月 8 日 10 版发表《高考反作弊只有最严 个

人利益才能最大化》，对于受到吐槽的高考反作弊问题发表看法，认为公众应大力支持这一

举措，让高考更加公平公正。高校教师胡波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 08 版发表了《延长产假别

只是体制内福利》一文，对产假问题进行关注并发表意见。 

2、负面形象 

而《中国青年报》所呈现出的高校教师的负面形象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工作中轻视学术科研、学术科研失范的形象，这种负面形象体现在学术抄袭、经

济腐败等报道中。例如，2014 年 04 月 29 日 07 版的《重庆师大一教师被指“从讲师一路抄

袭到教授”》报道了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论文存在抄袭问题而被网友举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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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张世友从教 21 年，10 篇论文被指涉嫌抄袭，而在此期间，他的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

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网络上的举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调查。 

二是道德、行为失范、违法乱纪的形象，这种形象主要体现在校园性骚扰、违反法律纪

律等事件的报道上，对于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具有较大的不利影响。例如，2014 年 10月 17

日 03 版的《“厦大诱奸门”引发负面舆情——谁来保护女大学生青春不碎？》报道了“厦

大诱奸门”的处置结果引发了网友的强烈不满，造成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2014 年 11月 24

日 03 版的《如何斩断校园性骚扰之手》报道了大学里的性侵和性骚扰，高校教师以威胁以

及利诱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违反师德甚至法法的行为，对于该群体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打

击。 

3、中性形象 

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形象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压力大、工资低、升职称难。这三个形象

指标在相关报道中分别出现了 35 次、30 次和 21 次。这种形象再现了高校教师在工作和生

活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高校教师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管理体制、晋升制

度和薪酬体系的不合理等也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例如，2012年 09 月 14日 03 版的《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

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介绍了廉思研究团队对高校青年教师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以及

其研究成果《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该研究报告显示高校青年教师作为实际的工作

主力，其收入远远低于他们的付出。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2012

年 09月 18日 03 版的《拿什么留住优秀青年教师公平上升的希望》在廉思对于高校青年教

师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采访了众多的青年教师，关注他们在教学、工作、职称方面面临的

种种困境以及不公平处境。 

五、《中国青年报》有关高校教师形象报道的特征 

通过对《中国青年报》有关高校教师的报道进行分析梳理，笔者发现了该报在报道高校

教师这一群体时所体现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与该报呈现出的高校教师媒介形象紧密相关。 

（一）报道力度持续、均衡 

《中国青年报》对于高校教师群体的关注和报道，并不是一时的或者仅仅是随着某些与

高校教师有关的引起轰动性的事件而进行报道，相反，高校教师是该报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

议题，该报对高校教师的关注是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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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 2008 年到 2017 年每年的报道数量统计来看，除了 2013 年相关报道较少之外，

其他几个年份均保持在 20 篇以上，部分年份在 40 篇左右。这种持续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避免跟随热点进行报道时，有意或者无意造成的不客观、不公正报道的倾向，可以更加真

实、全面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 

（二）报道立场相对客观 

媒体在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报道时的立场观点、客观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报道所呈现出

的效果以及该群体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媒体应该追求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而不是追求造

成煽情性、轰动性效果以获取流量。 

 

从《中国青年报》高校教师报道立场的分布表，可以看出，在全部 286 篇报道中，正面

报道有 130 篇，占比 45.5%；中性报道有 71 篇，占比 24.8%；负面报道有 85 篇，占比 29.7%。

该报的报道立场以正面报道为主，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所占比例无较大区别。 

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无论是对于高等教育、高校还是学生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青年报》在高校教师的报道中保持了正面、中性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报喜

不报忧”，负面报道在所有报道中占比近三成。值得关注的是，该报的相关负面报道摈弃了

网络和新媒体在对负面新闻进行报道时经常追求的造成煽情性、轰动性效果以获取流量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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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为强调事实的准确性、讨论的深度和建设性，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例如，在

对大学教师职业倦怠调查的结果进行报道之后，该报又分别报道了两篇针对该问题的评论

《大学的倦怠与社会精神的危机》和《不要放大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感》，这种做法可以引

导受众从多方面看待这类问题，而不是在引起关注后报道更多相关负面的新闻。 

（三）赋予高校教师一定的话语权 

宣宝剑将被传播者媒介形象分成了三类，分别是主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部分主动被传

播者媒介形象、被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根据他的定义，高校教师媒介形象应当属于部分主

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即“人们对于被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再现的、并且在再现过程中居于部

分主动位置的人或事物认知信息的总和，其形象主体（部分主动被传播者）的资本与大众传

播媒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大致相当，并因此具有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的部分影响力和控制

力，使其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再现其媒介形象的时候居于部分主动的地位。” 

 

在《中国青年报》有关高校教师报道的 286 篇有效样本中，有 67 篇是由高校教师写的，

他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仅仅关心与自身的工作、生活有关的问题、现象，

而且关心社会事件，关心热点话题，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关心教育问题，指出现

行教育体系的不足和弊端；他们了解就业现状，为众多等待就业的青年出谋划策；他们看到

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常江于 2016 年 09 月 09 日在该报上发表了《理

想的师生关系应当是有限而纯粹的》，对于颇受关注的师生关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高校

教师胡波在 2015 年 09 月 23 日 02 版发表《不要放大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对于高校教

师群体的职业倦怠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从多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即使在现存体制下，

仍有许多能力出众的老师，为高校教师群体发声。 

高校教师群体作为相关行业的专家，将自己的观点看法写成一篇篇评论，这些言论在一

定程度上对其在媒体上塑造自身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任由媒体

去报道，相反，他们拥有话语权，可以在媒体上发声，在自身形象受到损害时为自己正名，

在负面新闻冲击自身形象时为自己加分。高校教师群体具有的这种话语权是由其职业特点和

新闻行业的职业特点等因素共同造就的，这种话语权使其区分于其他群体，并对其媒介形象

产生重要的影响。 



                                     http://www.sinoss.net 

 - 17 - 

（四）对部分教师群体关注不够 

在对高校教师媒介形象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对象有明显的偏

向。该报更倾向于报道任职于一本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的教师，对于高职（专科）的

高校教师报道较少；除此之外，该报所报道的高校教师以男性为主，虽然女性专任教师在普

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即将与男性专任教师持平，但其在该报的报道中出现的数量远远少于男

性。除此之外，高校教师的职称、行政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着该报相关报道的数量以及重视

程度。但也应看到，媒体并非镜像式的进行报道才算客观。传播规律、媒体立场、受众特征

等因素共同作用于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影响着媒体在报道时的选择。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青年报》2008-2017 十年间高校教师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分别从

生理形象、职业形象两个方面梳理了该报建构的高校教师媒介形象。《中国青年报》对高校

教师既有正面的褒扬，也有负责任的监督批评，还有关注教师群体真实工作、生活状态的调

查研究，整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正面的高校教师媒介形象，但其报道也存在对部分报道对象

关注不够的问题。总的来说，该报在报道高校教师这一群体时相对公正、客观，没有刻意追

求轰动性、煽情性，这是值得其他一些媒体学习的地方。 

一般认为，改善高校教师形象最有效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

自身素养。对此，上至教育部，下至各院校都有清醒的认识，有关规定、制度正在陆续出台

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比如《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颁布和实施。可以预见，未来教师

队伍整体职业道德水平将会有所提高。但在“后真相时代”，群体的媒介形象虽主要与该群

体的真实形象和媒介呈现有关，但公众的媒介素养、信息接受的心态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受众通过媒介去了解、感知高校教师的媒介形象时，应该学会批判性地接受信息，摒弃对高

校教师的刻板印象，以更加公正、客观的目光去了解这一群体，正视他们存在的问题，以解

决存在的问题为目的，而不是加入网络的狂欢。因此，社会应更重视公众媒介素养的教育与

普及，引导受众形成批判性接受媒介信息的心理，以更加审慎的心态参与到媒介信息消费和

传播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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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uses the reports about college teachers on the China Youth Daily for the ten years 

from 2008 to 2017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physiological 
image and professional image of the college teachers presented by the newspaper,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of form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media im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physical image of college 
teachers presented by this paper is mainly young and middle-aged male teachers. The professional 
image is dominated by teachers with titles of literature, science,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key universities. The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college teachers mainly have positive 
images such as ideal pursuit, love and respect, social issues, but they also have negative images such 
as academic anomie, moral anomie, and illegal crime, as well as high pressure, low wages, difficulty in 
promotion, etc. Neutral image.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report on college teachers in this paper was 
consistent and balanced, and the reporting position was relatively objective, giving college teachers a 
certain right to speak, but no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som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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