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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在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指导下，由中

国青年网主办，为方便广大通讯员更深入了解中国青年网校园通

讯社，现制定《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员手册》，具体内容

如下：

一．平台介绍

1、中国青年网

域名：www.youth.cn

中国青年网于 1999 年 5月 4 日正式开通，系共青团中央主办

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是国内最大的青年主流网站，拥有中国共

青团网、青年之声、三下乡官网、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等重点

平台，以及青春励志、教育、体育、财经等各类频道。

2、三下乡官网

域名：sxx.youth.cn

三下乡官网是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官

方平台，是全国“三下乡”团队的报备平台，是“三下乡”团队

的投稿平台。

重点投稿栏目：

三下乡新闻——有关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文字新闻稿件。

实践图片——有关三下乡社会实践的组图稿件。

实践视频——有关三下乡社会实践的视频稿件。

以下栏目也可投稿：

感悟收获——个人感悟收获，挖掘三下乡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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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员——团队老师或带队专家的采访报道。

志愿者风采——展示三下乡团队成员的风采。

晒晒策划书——展示三下乡团队社会实践的策划书。

实践报告厅——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的发布处。

3、教育频道

域名：edu.youth.cn

教育频道是青年人的教育平台，服务于青年学生，传播青年

正能量，是大学生参与并接受的教育与活动平台，是媒体、学校

的新媒体合作平台。

重点投稿栏目包括：

图解新闻——新闻可视化，通讯员加入图表部制作图表新闻。

大学堂——展现大学里的优秀讲座、课堂。

封面人物——专访报道大学里的名家、名师。

青年教师——专访报道大学里的优秀青年教师风采。

青年领袖——专访报道大学里的优秀大学生，包括创业、科

研、道德等方面的典型人物。

瞬间记录——大学生拍摄的校园内的图片，热点的包括毕业

季、开学季等组图。

校园风光——展示高校校园风光的组图。

校园电视台——大学生拍摄的报道校园新闻的视频。

校园微电影——大学生原创微电影作品。

学校宣传片——高校的招生、形象宣传片等。

文学随笔——通讯员的随笔文章。

4、体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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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体育频道介绍：

域名：sports.youth.cn

中国青年网体育频道主要栏目包括新闻快讯、赛事预告、体

育装备、体育教学、体育业界、体育影像等栏目。

可投稿栏目是：高校体育，包括高校赛事以及高校社团，提

供高校体育赛事动态，传播高校赛事。高校社团为体育社团提供

展示社团风采、发布社团活动的平台。

5、熊孩子社区

域名：txs.youth.cn

熊孩子社区是高校师生申请成为通讯员的平台，也是通讯员

们进行投稿的平台，只有在熊孩子社区进行投稿，才可以在教育

频道等平台上刊发。

熊孩子社区注册需要个人真实的详细资料，任何虚假信息一

经发现，将立马撤销账号，并永久关闭。

二．校园通讯社

（一）关于我们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以下简称校通社）是在团中央网络

影视中心指导下，由中国青年网主办，以高校师生为主体，以“讲

好校园故事、传播校园好声音”为宗旨，借助三下乡官网、中国

青年网教育频道、体育频道等平台，宣传高校，服务学生，丰富

校园生活，为大学生提供锻炼、实习以及就业机会，为高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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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合作平台，让学生的声音发得更响亮，让校园故事传播得

更广。

校通社自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镜头中的三下乡”、“记

录抗战老兵故事”、“光盘行动”、“我为学校代言”等系列活

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校通社的通讯员不断开拓创新，突破自我，努力成长，由通

讯员主导运营的“中青网校园通讯社”新浪微博、“中青网教育”

新浪微博、“中青网教育”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也取得了

优秀的成绩。

在新闻制作方面，通讯员制作的图解新闻得到了广泛认可，

被多次推荐为中国青年网头条，亦刊发在《人民政协报》等媒体

之上。

校通社就是同学和老师的另外一个家，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

师生一同在这里报道校园新闻，书写随笔分享心得，交友聊天开

拓视野。

（二）组织结构

校通社下设监督服务部、编辑部、品推部、活动部、图表部、

三下乡部等。

监督服务部：负责新同学的培训工作，全体通讯员（记者站

除外）的考核工作，分培训组和考核组。监督服务部依据片区进

行管理，分片区对新手和通讯员进行培训与考核。

编辑部：负责审核、编发通讯员的新闻稿件，分为图片组、

文字组、视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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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推部：负责教育频道、校园通讯社的微博、微信运作，分

微博组、微信组。

活动部：负责参与、策划、推进校通社的活动。

图表部：负责图表新闻的制作和日常性的设计工作。

三下乡部：负责配合三下乡官网来审核报备、投稿以及“镜

头中的三下乡”活动的策划执行等工作。

成为正式通讯员后，即可申请加入这些部门，更深入地参与

到校通社的各项工作当中。

三．通讯员

（一）申请流程

流程包括：

第一步，加入校通社新人培训 QQ群（227580293）

第二步，进群索取注册邀请码

第三步，注册账号

第四步，完善个人信息

第五步，在新人培训群中接受培训

第六步，完成新手任务

第七步，相关编辑审核

第八步，审核通过开通投稿权限，成为通讯员

第九步，参与校通社活动，经常发稿，成为持证通讯员

下面具体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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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校通社新人培训群

群号为：227580293

进群需要备注学校-姓名；进群后务必修改备注，格式依然是

学校-姓名。

2、进群索取注册邀请码

进群后与群内监督服务部同学索取注册邀请码。

3、注册账号

将邀请码复制到浏览器网址栏，进入注册页面。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用户名必须是实名注册；（2）性

别选择一定要选好，后期无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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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个人信息

注册完后进入页面，点击“我的主页”进入完善资料。

点击后进入的页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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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资料，进入填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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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资料内容必须是真实信息，否则将无法通过审核。

注意以下几点：（1）身份类型，学生选择高校通讯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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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高校老师；（2）通讯员证号，不用填写，需要是持证通讯员

后才会有。

填写完毕后，等待相关工作人员审核即可。

5、在新人培训群中接受培训

监督服务部的同学会带新注册的同学进行培训指导。

6、完成新手任务

新手任务包括：

（1）关注中青网校园通讯社官方新浪微博账号：

http://weibo.com/youthxts

然后私信校通社微博，发送“学校-姓名”。

（2）关注“中青网教育”官方新浪微博账号：

http://weibo.com/zqwjy

然后私信教育微博，发送“学校-姓名”。

（3）关注“中青网教育”微信公众号，账号为 zqwjypd

然后发消息给公众号，发送“学校-姓名”。

（将关注以上三个账号的信息截图或拍屏，发送给所属分区

的监督服务部培训组同学）

（4）写一篇原创文字报道，将稿件投在“新人投稿练习”栏

目。

（5）拍摄一组组图，将稿件投在“新人投稿练习”栏目。

新手任务需要在进入培训群后，两周内完成，否则需要向监

督服务人员重新学习。1个月内不能完成任务者，则不再予以通讯

员身份。

7、各片区监督服务同学对新手任务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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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一览

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华中：河南、湖北、湖南

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华南：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

8、审核通过开通相关栏目投稿权限，成为通讯员。

9、参与校通社活动，经常发稿，完成通讯员考核，成为持证

通讯员。

（二）通讯员考核

1、考核内容

（1）稿件考核

每个月须至少完成 1篇文字稿、1篇组图稿刊发；

每个季度须至少完成 1篇人物报道；

每个季度须至少完成 1篇大学堂报道；

（2）活动考核

每个季度须至少参与 1次校通社举办的活动。

（3）素质考核

对通讯员日常表现、道德品质等进行考查。

2、考核结果

（1）实行季度考核，在 3、6、9、12，四个月份的下旬（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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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有通讯员，需要将自己的本季度稿件刊发、活动参与等

考核内容，发给监督服务部门相关片区考核人员。

（2）考核通过后，可继续保留通讯员身份，如果考核不通过，

则停止投稿权限，进入新人培训环节，再申请通讯员投稿资格。

（3）出现以下情况，将立即停止通讯员身份，并视情况移交

给相关部门：

所投稿件属于抄袭；

发表和做出有损中国青年网、校通社形象的言论或行为；

利用校通社通讯员身份进行诈骗等行为；

未经校通社总部允许，擅自利用通讯员身份举办活动者；

违反中华人名共和国法律法规者；

3、考核奖励

（1）连续两个季度完成考核任务，可申请“中国青年网校园

通讯社通讯员”证件，成为持证通讯员；

（2）连续四个季度完成考核任务，将有机会参与年度“优秀

通讯员”评选；

（3）连续四个季度完成考核任务，将有机会参与到全国两会、

全国学联大会等重大会议、活动和赛事的报道；

（4）连续四个季度完成考核任务，将有机会到中国青年网实

习，亦可获得校通社推荐的其他实习单位资源，若表现优异，可

在中国青年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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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讯员证

（一）申请要求

1、连续两个季度完成通讯员考核任务；

2、在通讯员群中活跃、在校通社活动中表现突出、季度考核

任务超额完成者等，可优先考虑发放通讯员证。

（二）证件管理

1、“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员证”由校通社统一审核、

编号、制作并发放；

2、实行年检制度，每年 12月进行审核；

3、每年 6月和 12 月，集中制作、发放通讯员证；

4、因污损、残破等各种原因，证件无法继续使用，由通讯员

申请更换新证；

5、如有遗失，通讯员须立即向校通社报告，以便及时注销，

并在网站上刊登作废公告；

6、通讯员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者涂改；

7、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仿制、发放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通讯员证；

8、出现以下情况，校园通讯社将收回证件，并且视情况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

季度考核任务未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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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通讯员证从事违法、违规活动；

未经校通社总部许可，利用通讯员证擅自从事商业活动；

9、通讯员证只有一次发放机会，如果被收回，将不再发放；

10、中国青年网保留一切法律权利。

五．通讯站

通讯站命名格式为：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学校名+通讯站，

比如“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山东大学通讯站”，学校建站需要

向校通社申请，以下是具体建站要求及流程：

（一）建站范围

教育部公布的正规学校，每所学校只允许建一个通讯站。

（二）建站条件

1、须至少有 3名校通社的正式通讯员；

2、须有学校主管部门管理通讯站；

3、须有主管或辅导老师至少 1人；

4、须有至少 5名学生记者的队伍，含文字、摄影记者；

5、主管部门须给通讯站提供固定办公场所。

（三）建站流程

第一步：由通讯员联系校方主管部门，提出建站书面申请（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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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建站筹备表，不需要盖章），

并发邮箱 527097202@qq.com；

第二步：校通社总部审核、批准；

第三步：通讯员填写通讯站申请表（附件 2.中国青年网校园

通讯社通讯站申请表），加盖主管部门公章，一式三份；

第四步：通讯员将加盖公章的申请表邮寄到中国青年网（收

件人：王龙龙，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 12号京师科技大厦 A

座 15 层，邮编：100082，电话：18612511202），将电子版申请

表发送至邮箱 527097202@qq.com；

第五步：校通社总部审核、批准；

第六步：通讯站建站成功，可正式开展工作；

第七步：中国青年网择期举行授牌仪式，给高校授牌。

（四）工作事项

1、组织结构：设站长 1名，其他自行安排；

2、纳新：推荐每年 2次纳新，推荐时间 4月和 10 月；

3、培训：由通讯站中的正式通讯员对新生进行培训；

4、报备：新通讯员考核通过后即填写备案表（附件 3.中国青

年网校园通讯站备案表），加盖主管部门公章，邮寄到上述地址，

并将电子版亦发送至上述邮箱；

5、投稿：经过报备后，由校通社总部安排监督服务部同学给

新通讯员开通发稿权限；

6、权利：通讯站建站后，该校的所有人物专访、新闻报道、

三下乡稿件、招生消息等，都需要通过通讯站进行报道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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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动：通讯站必须参与校通社的所有全国性活动，通讯站

如若举办活动，须向校通社总部进行报审，批准后方可以“中国

青年网校园通讯社”的名义进行举办活动；

8、考核：通讯站对站内通讯员进行月度和季度考核，季度考

核结果发给监督服务部分区负责同学，然后报审给校通社总部，

由校通社总部给予奖励或惩罚。

（五）通讯站考核

通讯站考核实行年度考核制度，每年12月对通讯站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站内所有通讯员刊发稿件数量

2、通讯站参与校通社活动次数与参与情况

3、通讯站队伍建设情况

4、鼓励通讯站自己策划的活动

（六）通讯站奖励

1、考核优秀

考核优秀的通讯站，评为“年度优秀通讯站”；

考核优秀的通讯站，优先考虑其通讯员参与中青网重大报道；

考核优秀的通讯站，优先考虑其通讯员来中青网实习、就业。

2、考核差评

考核不及格的通讯站将根据暂停通讯站内所有通讯员的投稿

权限；并联系主管部门，对通讯站进行调整，对通讯员进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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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然后视情况开放投稿权限。

六．投稿指南

（一）文字类稿件投稿流程

第一步：

点击个人主页中的“投稿平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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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选择频道栏目，填写标题，将文字内容复制到文本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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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好内容后，点击提交，即可成功投稿。

（二）文字类稿件注意事项

1、标题在 10-26 个汉字，不允许用“精彩飞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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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队”形式，要用一句话标题；

2、要有电头，形式为 中国青年网+地点+时间电（通讯员×

×），例如，中国青年网济南 7月 1日电（通讯员 张明），地点

为所在的地级市名称，多名通讯员之间加空格；

3、人物称呼禁止出现“我校”、“我院”、“师兄”、“学

长”等校内宣传稿件用语。

4、正文，表述要流畅，不可写三段式的宣传稿，要注重稿件

的故事性描述，不可写成总结报告体，不要写太多抒发感情、空

大的宣传性内容，要写成新闻体。

5、可插入图片，在 4张以内。

6、建议在 txt 文档中将文本格式刷掉，不允许带超链接。

（三）组图与视频类稿件投稿流程

第一步：写好稿件，做好组图、视频说明

按照下面的要求（组图与视频类稿件注意事项）处理好组图、

视频，写好组图和视频的说明文件（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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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文件打包

将组图、视频，以及说明文件全部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中，文

件夹命名规则为“【组图 or 视频】+文章标题+学校+作者”，如

图所示。整体压缩成一个文件提交，压缩的文件名须与文件夹同

名。

第三步：文件上传

将压缩的文件上传至百度云网盘（需个人自行申请），在压

缩文件上点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分享”，然后选择

“私密分享”，创建文件的分享链接和密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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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投稿

将私密分享链接和密码，按照文字形式，复制到投稿文本框

内，然后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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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图与视频类稿件注意事项

1、组图稿要求

单张照片 1M 以上，画面清晰，6-40 张图片，尺寸不得小于

900×600 像素（纵向图片不小于 400×600 像素），格式为 JPG

或 PNG。

每张图片备注格式为“编号+图片说明+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XXX 提供”，编号从 01开始，01，02，03…依次递增。

每张图片的图片说明，需尽量详细说明图片里的故事，让读

者明白这张图要说明的新闻故事。

组图拍摄要注重特写与全景的搭配，要注意拍摄角度和画面

质量，选择能够代表事件的图片，让图片来讲故事。

2、视频稿要求

画面清晰、不变形、无杂音，长度 3分钟以上，分辨率不小

于 720×576 像素，画面宽高比例 4:3 或 16：9，格式为 MP4。

纯粹以静态照片整合的视频请不要投稿，整段视频中用到静

态照片的时长不得超过视频的 1/4 长度。

注意：《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手册》会根据适时政策进行

调整，请广大通讯员、学生、教师和网友关注最新动态，下载最

新版本的手册。讲好校园故事，传播校园好声音，需要你和我们

“在一起”，欢迎加入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201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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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建站筹备表

申请人 性别 出生年月

学校全称 院系专业

学号 身份证号

QQ 联系电话

通讯站建站筹备情况

主管部门 辅导教师

教师职务 联系电话

通讯员数量 学生数量

筹备说明

本申请书无需加盖公章，填写后，发送至邮箱 527097202@qq.com，邮件标题

命名为“大学-申请建站”，联系人王龙龙，电话：010-57380512；

186125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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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申请表

学校名称： 通讯站主管部门：

通讯站全称

通讯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专业 班级 站内职务

主管教师 性别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任职部门 职务

主管部门和老师

意见
老师签字： 主管部门（盖章）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行数） 站长 联系方式 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格所有经手人都有责任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将承担法律责任。

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主管部门、通讯站持有。

表格邮寄到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师科技大厦 A座 15 层，邮编 100082 ，王龙龙，电话 186 1251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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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备案表

学校名称： 通讯站主管部门：

通讯站全称

通讯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专业 班级 站内职务

主管教师 性别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任职部门 职务

主管部门和老师

意见
老师签字： 主管部门（盖章）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行数） 站长 联系方式 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格所有经手人都有责任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将承担法律责任。

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通讯站主管部门、通讯站持有。

表格邮寄到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师科技大厦 A座 15 层，邮编 100082 ，王龙龙，电话 186 1251 1202。



- 27 -

附件 4.

中青网校通社视频/组图稿件说明文档

稿件标题 10-26个汉字

内 容 简 介

(300字内)

主要拍摄者

通讯员姓名 学校

手机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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