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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发展的主要特征

邓希泉

(中国青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据 2000 年进行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 15-29 岁青年人
口为 3.15 亿，占总人口的 25.3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
的步伐，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资讯社会
与网络社会初步形成。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刚性走向弹性，社会地位从封闭走向开放，阶级阶层的主要功
能由社会甄别为主向社会激励为主转变，青年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一、当代中国青年的自我价值取向较为明显，行为更趋务实，同时也是压力最大的一
代
由市场经济机制导引的社会流动性和多变性特征，要求青少年以变化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使得他们
个体自主意识大大增强，追求个性成为当代青少年的基本特征。当代青年总体上追求自我需要的满足，
把社会当成是实现自身目标和大展身手的客观环境，更注重发展自我和自我利益的实现。实用主义对青
年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物质世界的日益丰富对人的各种欲求的激发，使当代青年的行为由理想变得现实，
由注重思想的充实转变为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由务虚变得务实。多次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表明，
多数人认为他们目前急需提高的素质主要是外语水平、专业知识、知识面、社交能力和动手能力。2003
年 2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青年的调查表明，多数青年最看重的人生目标是“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做贡献”、“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和“事业成功”。爱国、家庭与事业成为了当代中国青
年主要的人生目标，充分表明了他们期盼国家强大、家庭幸福和事业有成的务实取向。
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青年，面临着来自学习、工作、就业等方面的竞争压力，来自教育、医
疗和住房等方面成本迅速增长的经济压力，来自成功成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单一化标准的社会压力，
以及来自人际关系日趋冷淡而复杂、情感生活日益世俗而浅薄等方面的心理压力。他们经历着历史上全
方位的、多角度的和立体的压力。

二、当代中国青年受教育的条件和水平明显提高，科学素养水平不断提升，但教育的
公平问题日渐凸显
当代中国教育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实现了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二是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迈入大众化阶段。到 2005 年，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1562 万人，在学研究生 98 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1%。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共有学校
11884 所，招生人数 607.71 万人，在校生 1487.5 万人。高等职业院校 1047 所，在校生人数达到 555 万人。
到 2006 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99.2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7%，实现“两基”（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 98%，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为
84.14%。当代中国青年的科技素养也不断提升。按照国际通行的科学素养的测定方法，2003 年中国公众

达到科学素养标准的比例为 1.98%，比 2001 年 1.4%提高了 0.48 个百分点；18-29 岁的青年群体在所有年
龄群体中科学素养水平最高，其总体科学素养水平为 3.7%，比 2001 年 2.7%提高了一个百分点。
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最大的不平等首先显现在基础教育层面，很多
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被淘汰出局。“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
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 3.5
倍、16.5 倍、55.5 倍、281.55 倍、323 倍。与此同时，青少年教育成本增大，家庭负担过重。中国社会
科学院 2005 年《教育蓝皮书》的调查表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
和住房。我国学生学费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家的财政投入增长速度，大学学费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上涨
了约 25 倍。

三、青年就业规模继续扩大，但青年就业矛盾越来越明显
2005 年，全国就业人员达到 75825 万人，社会总体就业规模在持续增加。从 1998 年开始，我国新增
劳动力就业进入高峰期，并一直持续至今。“十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累计达 4200 万，转移
农业劳动力累计达 4000 万。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青年人口的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我国 2004 年的就业
人口中，16 岁-34 岁的青年就业人口占 40.2%。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学校持续较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
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较快，在新增青年就业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2001 年，我国普通高校应届大学
毕业生 103.6 万人，2003 年达到 187.7 万人，2005 年增长到 306.8 万人。
目前我国 1400 万待业的城市人口中，35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 30％左右；城镇每年新增的 1000 万左右
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 1.5 亿至 2 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国
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委在共同发布的《2006 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中指出，2006 年 16 岁以上
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增量为 1700 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总量累计约为 2500 万人，而社
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 1100 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缺口累计达到 1400 万人，比 2005 年增加 100
万人。据中国劳动保障部对全国 114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调查，大城市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
占新增岗位总量的 22%；2006 年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与 2005 年实际接收安排的毕业生人数相比，降幅也
达到了 22%。当前中国青年就业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主要矛盾：青年劳动力总量供给持续增长与就业岗
位不足之间的矛盾，青年劳动力素质的结构失衡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就业机制市场化和就业
渠道多元化与青年就业观念陈旧之间的矛盾。

四、当代中国青年的卫生保健水平不断提高，但青年的部分体能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
但心理疾病与亚健康状态在青年群体中不断蔓延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现状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年能量及蛋白质摄入得到基本满足，肉、禽、
蛋等动物性食物消费量明显增加，优质蛋白比例上升。2004 年与 2002 年相比，虽然学生营养不良率检出
率没有明显变化，但较低体重检出率继续下降。学生乳牙、恒牙龋齿患病率继续呈现下降趋势。我国青
年的卫生健康习惯逐渐养成。从 2001 年学校卫生监督合格率为 70.8%升至 2005 年的 78.6%，学生体检率
从 22.8%升至 64.7%。
2004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完成的监测报告显示，与 2002 年相比，我国青年的爆发力、
力量等素质继续下降。立定跳远水平、仰卧起坐水平和肺活量三项监测结果与 2002 年相比，绝大部分组
别继续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已成为重要健康问题。身处变迁速度加快
的社会，当代青年既面临着学习、就业、经济、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又面临着成长期固有的困
惑而缺乏相应的心理和精神调适，部分青年出现了心理和精神疾病。2005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天津精神卫
生国际论坛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约有超过 3000 万的 17 岁以下的青少年正在受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
的困扰。

五、当代中国青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性观念更加开放，婚恋更加自由、自主，但择
偶难仍是青年婚恋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2 年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中小学生生长发育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的提前趋
势显著，性发育年龄不断提前。2004 年 9 月公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指出：10 年来，中国青
少年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成熟出现前趋态势，性态度更加开放，性道德观念趋向多元，首次性行为平均年
龄逐步下降。当代中国青年婚恋的自由自主，既表现在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赋予了更多自由自主的权
利，又体现在青年在恋爱、结婚与离婚的行为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抉择权利，父母、家庭及其他社会因
素的影响日益减弱。当代中国青年大多选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占绝大多数。在自主婚姻的基础上，婚
恋双方除了考虑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更注重考虑婚姻生活质量、家庭生活稳定等方面的因素。
2002 年中国妇联开展的“全国婚姻家庭道德状况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择偶方面，城乡居民都基本
上走出了父母之命的传统，68.2%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为主。
男女性别比例差异，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男性择偶难的重要原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
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偏高，1981 年为 109，只略高于正常范围（103-107）；1989 年提高到 111；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0-4 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 119。2000 年以后，婴幼儿的性别比仍持续走高。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新生儿性别比高达 117:100。在我国不满 20 岁的人口中，男性已经比
女性多了 2000 余万人。中国男青年在婚姻过程中面临着着婚姻挤压。

六、青年具有较好的防治艾滋病的态度和知识，但青年患艾滋病的数量增多
当代青年对艾滋病的态度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青年能否尽量减少艾滋病的威
胁。据《2004 年中国居民艾滋病常识及态度和行为状况研究报告》显示，18－30 岁青年的艾滋病知晓率
达到 96.2%，高于城乡居民知晓率 94.0%的平均水平；青年群体中有 53.8%者能够正确认知艾滋病病人与
病毒感染者不是一回事，而有将近 6 成（58.9%）的城乡居民不能正确区分；青年群体艾滋病防范措施的
知识水平最高；59.2%的青年人认为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可以象正常人一样入学或就业，而全社会只有
49.8%的人明确表示可以；对于公共场所出现的艾滋病病人，31.0%的青年表示“无所谓，不会有什么特
殊反应”，而全社会只有 24.9%的人持同一态度。对于艾滋病的防范上，青年群体最为积极，其安全套使
用率最高。
随着艾滋病和性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日益扩散，中国青少年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
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20-39 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占到 82%，19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已占到约
7.4%。在中国中部一些地区 1995 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
单位，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 10%至 20%，最高达 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
比较集中，这些地区艾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七、中国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的渠道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展，但政治参与意识
还需加强
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为青年参与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参与空间；
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和政策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各方面素质的不断提
高，为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目前仍然是对青年
最有吸引力的政治组织，也是青年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和组织载体。2005 年全国共发展中共党员
247 万名，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党员达到 198 万人，占总数的 80.1%。申请入党的总人数达到 1767 万人，
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有 1337 万人，占申请入党总人数的 75.7%。2005 年全国团员总数为 7215 万人，比
2000 年的 6805 万人增加了 410 万人。每年都有数十万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截止到 2004 年，我国公务
员队伍总数为 1146 万人，其中 35 岁以下的占 38.2%，36 岁至 45 岁的占 38%。
中国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充分实现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青年文明号”活动是由共
青团中央联合 24 个部门，为促进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充分实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而实施的活
动，共有全国 30 多个系统的 500 多万个青年集体参与此项活动，涌现出全国级青年文明号 6000 多个，各
级青年文明号 25 万多个。从全国各级青年文明号中，培养出各级各类青年人才近 20 万名。中国青年踊跃

为大型社会活动提供广泛的志愿服务。全国建立的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已从 2000 年的 24000 个发展到
89000 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 1700 万人，有 1.5 亿人次的青年向社会提供了超过 55 亿小时
的志愿服务。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各种民间环保团体、青年和学生环保社团数量有了很大发
展。2004 年全国以环保为主要活动领域的民间环保组织达到 44000 多家。这些民间环保组织以青少年为
主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成为促进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八、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重视闲暇生活质量，并在闲暇消费中创造着青年流行文化，
但存在着闲而不暇和闲暇消费欠理性等问题
由于闲暇环境的改善所产生的拉力与工作学习压力增大而产生的推力，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重视
闲暇生活质量。青年闲暇消费日趋多样化，网络休闲、体育休闲、旅游休闲日益成为青年闲暇消费的重
要内容。电脑和互联网将成为青年的首选闲暇生活方式，并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中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2005 年网络休闲游戏的用户数达到了 1790 万，休闲游戏用户在网络游戏用户中的渗透率达到了 62%。旅
游休闲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年参与其中，青年成为了旅游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前，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在闲暇活动和闲暇消费过程中创造、传播和流行开来。在大众传媒和文
化产业高度发达、休闲产业迅猛发展并与流行文化日渐结合的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
间的增多，青年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增加，文化在青年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青年文化与闲暇
生活更是紧密相连。在闲暇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小私”、“极客”、“快闪族”、“超级女声”等现象，
使青年流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青年流行文化和青年时尚，天生地存在着大众化的取向，在青年引领闲
暇时尚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地进入了大众文化的领域。新的文化时尚在青年中传播得越来越快，青年在追
求时尚的过程中也创造着时尚，引导着社会时尚的发展。
但是，在工作岗位上的青年，面临着工作适应、经济压力和社会适应的多重压力，在法定的工作时
间之外，一般会牺牲一部分闲暇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E-mail、手机、移动 PC、宽带和无线上网使工作
变得无所不在，而这些工具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普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剥夺了青年的休息时间以及同家
人相聚的时间。2005 年《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 48 小时，
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 9.6 小时。同时，相当多的年轻人生活方式不健康，生活不规律。青年的读书率
也不断下降。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青年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三次追踪调查表明，读刊率
从 1999 年的 57%、2001 年的 49.8%下滑到 2003 年的 46.4%，只有 5%左右的青年拥有“读书习惯”。

九、青年是当代中国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推动力量和主要应用群体，但青年群体之间的
数字鸿沟在不断加深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青年人占有优势。他们活跃在信息技术研发和推广的各个领域。以网
络游戏产业为例，在全国网络游戏的原创力量中，30 岁以上的只占 9%，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了 91%，其
中 20 岁以下的占 7%，20～25 岁的占 52%，25～30 岁的占 32%。青年是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移动通信与
网络技术的主要使用群体。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1.62 亿的互联网用户中，24 岁
以下的青少年占 51.2%，25～30 岁的占 19.4%，二者合计占 70.6%。其中 18～24 岁青年的普及率达到
43.4%。在手机短信的使用群体中，18-25 岁的青年人占的比例达 43.0%，其次为 26-35 岁的群体占
25.4%，18 岁以下占 19.5%，而 36 岁及以上的群体只占 13.3%。
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增加了青年的信息获取渠道。除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外，青年已经
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这一新兴媒体获取信息，互联网已经是大学生群体的第一信息来源渠道。对求知欲
望强烈、网络应用技术相对较好的广大青年来说，互联网对他们学习的帮助更是显而易见，网络开始成
为青年人学习的必备工具。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还为青年的娱乐生活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推
动了传统的娱乐活动在青年中的开展。借助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开展在线视听、网络游戏等多种多样的娱
乐活动在青少年中有着庞大的市场，其中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2005 年，中国网
络游戏产业的直接收入达到了 37.7 亿元人民币，其带动的相关产业产值则达到几百亿元，电信业务由此

产生的直接收入就达到了 173.4 亿元。
互联网在城乡、东部与西部、性别、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使用频率、使用能
力以及使用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他们之间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造
成诸如“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信息贫富分化”等形式的信息化水平悬殊的现象。

十、青少年犯罪数量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较快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2003 年，25 岁以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占全
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总数的 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 33%。1999-2003 年间，青少年罪犯人数增
长了 4.7%，刑事案件作案率增幅 1.4 倍。全国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比率由 1998 年的 6.36%上升
到 2003 年 7.93%。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由 1998 年的 98 个发展到 2003 年末的 120 个，增幅达 22.45%。
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其中严重刑事案件明显增加。未成年罪犯比重的增加
改变了青少年罪犯以及全国罪犯的总体年龄构成。
当前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活动，除传统犯罪类型外，网络诈骗、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参与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伪造各种专用发票等新型犯罪出现。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满足，多数是
团伙犯罪，流动性犯罪与日增多。另外，青少年犯罪手段暴力化、智能化等特征日益突出。(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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