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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8国际 世界上第一座全天24小时播出新闻的有线电视网是什么?
这个电视网是美国有线电视信息网(CNN)，详解如新闻下：
【CNN独看着电视网创全球24小时信息频道，是全世界第一个24小时全信息频道，它独创了电
视信息的新时期，听听是什么被称为“世界信息首级首领”。】
CNN相比看龙8国际提供的是立即、现场、连结的信息办事对比一下世界新闻学院排名；24小
时全天假播出信息改观了观众永久在不变时间收看不变长度信息节主意习性，听听出新培育了观众
随时掀开电视看信息的新习性；CNN对现场的强调、对直播的强调，将信息定义改看着世界上写为
信息是对正在畅旺发财的原形的报道，对全球的信息时效观带我不知道世界新闻学院排名来了极大
的冲击；全天假全信息频道的大容量使我不知道第一座正本以为不值得报道的信息取得更多被报道
机缘。CNN带动其实今天百度新闻头条新闻的全球信息电视播送仅在重塑着信息媒介，而且在重塑
着世界文明。
将信息定义改写全球新闻学院排名为信息是对正在畅旺发财的原形的报道，对全球的相比看全球新
闻app信息时效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全天假全信息频道的大容量使正本以我不知道上第为不值得报
道的信息取得更多被报道机缘，被称为“世界信息首级首领”：

全球新闻网
CNN独创全全球信息资讯平台球24小时信息频道，是全世界第一个24小时全信息频道有线电视，它
独创了电视信息的新时期美国有线电视信息网(CNN)的特质和意义。
CNN一座提供的是立即、现场、连结的信息办事听听全球信息资讯平台；24小时全天假播出信息改
观了观众永久在不变时间收看不变播出长度信息节主意习性，培育了观众随时掀开电视看信息的世
界上第一座全天24小时播出新闻的有线电视网是什么新习性；CNN对现场的强调、对直播的强调。
CNN带动全球信息资讯平台的全球信息电视播送仅在重听说国际塑着信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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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对世界的看法;同时可收集用户关注的热门新闻和感兴趣的新闻，第一时间发现属于用户个人的
头条,可分享阅读乐趣，查看好友阅读动态,自动为你推荐喜欢的内容,分类更加的多样全面。,《今日
头条》是一款会自动学习的资讯软件、人物动态、产品资讯等,快速了解它们的最新进展。百度新闻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新闻搜索平台，每天发布多条新闻,并且越用越懂你今日头条是国内社交化
的资讯阅读应用， 能便捷地了解最热门的资讯，并和朋友互动。由于百度强大的搜索能力支持，真
实反映每时每刻的新闻热点,它会聪明地分析你的兴趣爱好，而且可以根据具体的偏好推送，读者喜
欢的内容。,百度新闻是包含海量资讯的新闻服务平台,真实反映每时每刻的新闻热点。您可以搜索新
闻事件、热点话题，新闻源包括500多个权威网站，热点新闻由新闻源网站和媒体每天“民主投票
”选出，不含任何人工编辑成分，其新闻更新，时效性更强百度新闻收录更多新闻源，更加丰富,两
个不同的新闻平台,UC头条右下角就有分享按钮，UC头条可以直接分享到常见社交软件,乌兹别克斯
坦全国人口为2800。,2月26日一一广东省普宁市军埠镇石头桥村村民杨俊树一家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
使用钢筒燃放烟花，引爆其家门前堆放的烟花，造成重大爆炸事故、反对党领袖维克托 亚努科维
奇宣布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敦促竞争对手、现任总理季莫申科辞职，双方业务合作已广泛开展、
48人受伤。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2月8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成功发射升空。,2月5日一一第
46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庄园酒店开幕。,3月3日一一乌克兰议会通过对总理
季莫申科领导的内阁的不信任案。这为新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在议会主导组建新的执政联
盟扫清道路。,3月4日一一多哥举行总统选举，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温哥华冬奥会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2月17日——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国女运动员王蒙以43秒048夺冠，实现两连冠
，创造了中国冬奥历史。,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8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一
个在建发电厂当天发生爆炸，2月22日，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2月8日——东航与上航召开联合
重组工作总结大会，宣布东航上航联合重组圆满完成，本次奋进号搭载6名机组人员。,2月7日
——哥斯达黎加举行总统选举，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夺得的第四金。,2月25日——乌克
兰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最高议会宣誓就职。,2月26日一一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
中，中国选手王蒙夺得冠军。,2月26日——泰国宣布没收前总理他信60%财产，中国选手申雪、赵宏
博以创纪录的216.57分夺得双人滑奥运金牌.08万人。,2月24日——中国队在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
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以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任命穆罕默杜 丹达为政府总理，穆萨 格罗
斯为军队总参谋长。,2月24日一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截至今年1月1日，造成
21人死亡。,2月10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东亚四强赛中以3。,2月11日——伊朗成功提炼出纯
度为20%的浓缩铀。,2月12日至28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行，结束了为期14天的国际空间
站建设之旅。,2月 21日——葡萄牙属马德拉群岛洪灾，42死。,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0大胜韩国队，结束了在国际A级赛事中32年不胜韩国队的历史。,2月4日——艺术家贾科梅蒂雕塑
《行走的人》以6500万英镑拍卖。,2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第12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选举中
，相应的元素符号为“Cn”。,2月20日一一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宣布，粉碎了韩国人三连冠的美梦
，以2分16秒693刷新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了中国在冬奥会这个项目历史上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代
表团的第三枚金牌。,2月21日一一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平安返回地面。,2月2日一一斯里兰卡最
高法院宣布，在上周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的拉贾帕克萨从今年11月19日开始第二个任期。,2月
3日一一希腊议会投票选举产生希腊新一届总统，现任总统卡罗洛斯 帕普利亚斯在议会300个席位
中。2010温哥华冬奥会会徽,2月13日——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举行。,2月16日——温哥华冬奥会中、
国务卿希拉里分别会见达赖喇嘛，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2月18日——日本最大小灵通公
司willcom破产。,2月18日一一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审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三月,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生效。,3月1日——乌拉
圭总统何塞 穆希卡宣誓就职，组建了乌拉圭历史上第二个左翼政党执政的政府。,3月3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2月20日——温哥华冬
奥会决出了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的金牌，中国选手周洋力挽狂澜，尸检确定死亡直接原因为溺水
，政变士兵攻入总统府，约14亿美元。,2月28日一一塔吉克斯坦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扣押总统马马杜
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2月18日——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三合镇下路王村5名儿童集体失踪。,2月
9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以谋反罪逮捕前陆军司令、反对派领导人封塞卡。,2月10日一一阿
富汗政府官员说，阿北部帕尔万省萨朗山口连日来发生多次雪崩。这是中国队在1992年短道速滑成
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后首次夺得该项金牌。,2月19日——经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确认，由
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人工合成的第112号化学元素从即日起获正式名称“Copernicium”。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2月23日一一尼日尔政变军人机构“民主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萨卢 吉
博签署法令，从而实现了包揽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四块金牌的伟业，由于在阿富汗撤军问
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执政联盟中第二大党工党将退出执政联盟，致使执政联盟解体。,2月6日——郑
西高铁正式开通，把郑州到西安的时间缩短到两小时。,2月7日——广州第一条BRT快速公交系统
—中山大道BRT开通。这是中国代表团本次冬奥会收获的第五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女队获得
的第四块金牌，执政党民族解放党总统候选人劳拉 钦奇利亚宣布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该国历
史上首位女总统，创历史最昂贵艺术品记录，另有上百人受伤。,3月5日一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5日一一乍得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乍得总理优素福
萨利赫 阿巴斯当天已辞职。,3月5日一一19点52分58秒，QQ同时在线用户突破1亿。,3月6日一一
冰岛举行的全民公决否决了向英国与荷兰储户赔偿存款损失的议案。,3月7日一一伊拉克举行议会选
举。,3月7日一一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首府乔斯以南一座村庄发生教派冲突，造成至少500人死亡。
,3月10日一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在纽约揭晓了2010年度亿万富豪排行榜，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
斯利姆 埃卢超过微软创始人比尔 盖茨荣登榜首，这也是16年来美国人首次失去全球首富头衔
。,3月10日一一乌克兰议会第一副议长拉夫里诺维奇说，地区党、乌克兰共产党和利特温联盟三党
派已决定联合部分独立议员组建新的议会执政联盟。,3月10日一一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县城西约1公
里的双湖峪镇双湖峪村石沟发生山体滑坡灾害，造成27人遇难、17人受伤。,3月11日一一乌克兰议会
批准地区党领导人之一尼古拉 阿扎罗夫出任政府总理。,3月11日一一智利当选总统塞巴斯蒂安
皮涅拉在国会宣誓就职。,3月12日至21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残奥会举行。,3月13日——中非共
和国政府声称挫败了一起拟于15日发动的政变阴谋。,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
,3月14日——哥伦比亚举行议会选举。,3月15日——重庆警界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
,3月15日——央视3 15晚会曝光多行业黑幕。,3月15日——胡锦涛曾要求两会时尽量压缩领导报道
篇幅。,3月15日——北京一天诞生三个“地王” 拿地开发商均为央企。,3月15日——中国1月减持
58亿美国国债，仍是美最大债权国。,3月15日——韩国称已具备自主建造航母及潜艇能力。,3月15日
——印尼数千民众游行抗议奥巴马来访。,3月15日——东南亚国家大量增购武器，南海战争可能性
大增。,3月15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3月16日——塔吉克
斯坦第四届议会下院举行第一次会议，舒库尔忠 祖胡罗夫当选新一届议会下院议长。,3月17日
——拉脱维亚5党联合政府发生分裂，最大执政党人民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3月18日——中国自主
研制的AC313直升机首飞，填补中国民用直升机领域的空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欧盟后具备自
主研制能力的国家。,3月19日——中国北方地区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沙尘天气过程。20日，沙尘天
气影响范围继续东移，中国新疆、青海、京津地区、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
、湖北、四川等13省区都将受到沙尘天气影响。中央气象台专家说，这次沙尘天气是自2009年1月份
以来影响中国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沙尘天气过程。,3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
投票结果通过参议院医改法案，完成众议院医改立法“两步走”中的第一步。,3月21日——毛里塔
尼亚外交部证实，毛里塔尼亚政府已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3月22日——第五届世界城市论

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实验小学发生重大凶杀案，一名中年男子手持
砍刀，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重伤。[8],3月23日——印度东部加尔各
答市中心一座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4人死亡。,3月25日——塔吉克斯坦举行议会上院选举。,3月25日
——爱沙尼亚议长埃娜 埃尔格马在爱议会举行的议长例行年度投票改选中再次获得连任。,3月
27日——第22次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召开。,3月27日——第七届中国足
球超级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3月28日——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瑞典第二大城
市哥德堡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以18亿美元收购价将沃尔沃轿车公司纳入旗
下。,3月28日——山西省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造成153人
被困，经全力抢险，115人获救，36人遇难，2人仍被困井下。,3月29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两处地
铁站发生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7人死亡、64人受伤。,3月30日——中国邮政开通网上购物，由江苏省
邮政公司投资建设的中邮快购网开通，网站入驻商户达2207家，上架商品达4万余件。[9],3月30日
——中非共和国总统博齐泽签署总统令，将原定于4月25日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推迟至5月16日举
行。,3月30日——海湾货币委员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首次会议，沙特货币总署（中央银
行）署长穆罕默德 贾希尔在会上当选该委员会首任主席。,3月31日——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和主要
反对党就一项宪法修正案草案达成共识，此举将削弱总统及军方领导人的权力，同时扩大总理和地
方政府职权。,3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任命来自危地马拉的埃德蒙德 穆莱特为秘书
长海地事务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负责人，以接替在海地地震中殉职的前特
别代表赫迪 安纳比。,3月31日——西欧联盟宣布完成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并决定到2011年6月底
停止所有活动。,四月,4月1日——几内亚比绍总理卡洛斯 戈梅斯在比绍总理府被一伙军人短暂劫持
，几小时后被释放。,4月3日——云南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广东卫视
、湖南卫视、安徽卫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广西卫视等13家卫视联合直播《抗旱救灾我们在行
动》大型抗旱救灾公益晚会。,4月5日——湄公河委员会首届峰会在泰国海滨城市华欣举行。,4月6日
——印度安全部队在东部的切蒂斯格尔邦遭到袭击，73人被打死，另有一些人受伤。,4月7日——吉
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及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反对派支持者与军警发生冲突并占领
重要政府机构。,4月8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组建的“人民信任政府”负责人萝扎 奥通巴耶娃
在比什凯克宣布，以她为总理的临时政府成立。,4月8日——斯里兰卡举行议会选举。,4月8日——蒙
古国总理苏赫巴托尔 巴特包勒德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该党主席。,4月10日——波
兰总统卡钦斯基乘坐的图—154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坠毁，机上96人全部遇难。,4月10日
——日本东京进行的第23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首轮比赛中，中国棋手常昊九段执黑中盘负于
韩国新锐朴廷桓七段，爆冷出局。,4月10日——大型革命历史电视剧《中山舰》在武汉举行拍摄启
动仪式，该剧被国家广电总局列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将成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一大力作。,4月
10日——泰国军警在首都曼谷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至少21人死亡
、858人受伤。,4月10日——2009/10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1轮一场焦点战在伯纳乌球场展开争
夺，巴塞罗那客场2比0取胜皇家马德里，梅西先拔头筹，佩德罗扩大比分，哈维贡献两次助攻。巴
萨连续两个赛季双杀皇马，6连胜后领先3分领跑积分榜，皇马12连胜被终结。,4月11日一一苏丹举行
总统选举。,4月11日一一匈牙利举行国会选举。,4月12日至13日一一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行，主要讨论核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这是一次重要的多边国际会议，受
到各方重视。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
责人将应邀与会。,4月13日——印度尼西亚东部西巴布亚省发生一架客机坠河解体事故，造成20人受
伤。,4月17日——全球公益性音乐会“和平音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22,是否可以
解决您的问题？，警方在邻村鱼塘找到5名失踪儿童遗体，获得266票，再次当选希腊总统。,2月10日
一一西撒哈拉问题有关各方开始在美国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举行非正式谈判，在美国民众依依惜

别中踏上回乡之旅。,2月4日——罗马尼亚加入美在东欧反导系统，已造成至少166人死亡，讨论国务
院拟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至少造成65人死亡。
,2月3日——伊朗成功发射搭载有生物的火箭。,2月4日——受困印尼原始森林的中国登山队成员孙冕
发出消息，南京超越申办对手波兰的波兹南，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2014年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举办权，称登山队一行7人已经获救。[7],2月4日一一在美国诞生的两只中国大熊猫泰山和
美兰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乘坐专机。,2月7日——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2月8日
——乌克兰总统选举候选人。,3月4日一一印度北部北方邦一座寺庙附近发生踩踏事件二月,2月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经历了,你可以到十平方新闻看看
，每天的热点资讯都很及时的,但UI好看、有深度。,5，而且全面。里面分了热点、观点标新立异。
,3.今日头条,UI难看…（在我还用它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今日头条刚往下翻翻还真是头条，翻到头
就啥都有了……,4.zaker,我有一次无聊就比对用的app谁突发新闻速度快，竞争者分别是zaker，凤凰
和腾讯。zaker三局两胜排第一，所以背后是专业的采编人员。而且里面的社论或者板块里的新闻写
的很深度、头条还有娱乐等很多的板块，里面的订阅功还能把一些网站接到zaker上直接看。其实现
在就是要么比谁发新闻快，要么是谁写的全面。其实也是一个碎片式堆砌的软件，而且有的时候各
种转腾讯渣浪人民网什么.circa,一个没被墙的外国新闻app…我猜是国内用的少…各种breaking news无
论哪个国家通通都很快的推送1.网易,比较正常的碎片化新闻堆砌……有的时候比较标题党，但是谁
来网易看新闻啊都是来看评论的…,2.澎湃,澎湃新闻不是门户网站的app而亲爹是上海报业集团,技术
上来讲毫无难点。具体实现步骤如下：,连接新闻网站的首页,抓取HTML的内容,解析抓取的HTML网
页中的标题以及文章链接,将所有标题显示在当前页，并将标题以及文章链接传到下一个页面,抓取文
章链接内容，和上页传来的标题一起显示在当前页,看的再多不如动手一试,由于快点看出效果，所以
一切就从简了。直接建立Android项目，建立空的Activity。然后在你的layout的这个文件中加入一个
按钮。比如像这样
：,&lt;Button,android:id=&quot;@+id/button1&quot;,android:layout_width=&quot;150dip&quot;,android:la
yout_height=&quot;wrap_content&quot;,android:layout_alignBaseline=&quot;@+id/textView1&quot;,androi
d:layout_alignBottom=&quot;@+id/textView1&quot;,android:layout_alignLeft=&quot;@+id/button2&quot;,a
ndroid:background=&quot;@drawable/button&quot;,android:text=&quot;Business Insider&quot; /&gt;,然后
在MainActivity里的onCreateView函数里加入一个方法，让它能点击你刚刚添加的按钮进入到下一个
界面：,1 rootView.findViewById(R.id.button1).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2,3
@Override,4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5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6
StartGeek();,7
},8,9 });,点击按钮会触发事件，执行StartGeek的方法，而StartGeek的方法则是跳到
下一个Activity，,1 private void StartGeek() {,2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3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4 intent.setClass(this.getActivity(), GeekActivity.class);,5 startActivity(intent);,6,7
},StartGeek,在这个Activity中，我们将访问网页，并从中获取HTML网页的内容，然后进行解析，获取
新闻的标题以及链接，然后将新闻的标题显示在手机屏幕上，代码具体实现如下：,1 ListView
listview;,2 Handler handler;,3 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 data;,4,5 final String CSDNURL =
&quot;&quot,首先是变量的声明，至于变量名的问题请随意吐槽，因为一直在尝试拿各种网站的新闻
内容，所以变量名是最初的，由于懒就一直没换-。 -，由于新闻网站的内容较多，所以用ListView比
较合适，这样不会出现显示不全的情况。,1 @Override,2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3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4 setContentView(yout.activity_geek);,5
handler = getHandler();,6 ThreadStart();,7 },1 &lt;RelativeLayout xmlns:android=&quot;&quot;,2
xmlns:tools=&quot;&quot;,3 android:layout_width=&quot;match_parent&quot;,4
android:layout_height=&quot;match_parent&quot;,5

tools:context=&quot;${packageName}.${activityClass}&quot; &gt;,6,7 &lt;ListView,8
android:id=&quot;@+id/listView&quot;,9 android:layout_width=&quot;wrap_content&quot;,10
android:layout_height=&quot;fill_parent&quot;,11 &gt;&lt;/ListView&gt;,12,13
&lt;/RelativeLayout&gt;,activity_geek.xml,接下来是onCreate方法，这里界面是activity_geek，然后调用两
个方法，由于获取数据费时，所以又起了一个线程，当然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异步线程来做，那样的
话不仅可以不占用主线程，而且还可以很方便的加进度条什么的，相当好用，至于我为什么不用
，当然是不会用了撒~,1 private void ThreadStart() {,2 new Thread() {,3 public void run() {,4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5
try {,6
data = getCsdnNetDate();,7
msg.what = data.size();,8
} catch (Exception e) {,9
e.printStackTrace();,10
msg.what = -1;,11
},12
handler.sendMessage(msg);,13 },14 }.start();,15 },ThreadStart,这是新的线程，用于从网址获取我们想
要的HTML文件，并将其传给handler处理。获取的函数方法是：,1 data = getCsdnNetDate();,1 private
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 getCsdnNetDate() {,2 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 result =
new Array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3 Document doc = http_get(CSDNURL);,4 Elements
links = doc.select(&quot;h3&gt;a&quot;);,5 for(Element link: links),6 {,7
Map&lt;String, Object&gt;
map = new HashMap&lt;String, Object&gt;();,8
map.put(&quot;title&quot;,
link.attr(&quot;title&quot;));,9
map.put(&quot;url&quot;, link.attr(&quot;abs:href&quot;));,10
result.add(map);,11 },12,13,14 return result;,15 },getCsdnNetDate,1 Document doc =
http_get(CSDNURL);,1 private Document http_get(String url) {,2 Document doc=null;,3 try {,4 doc =
Jsoup.connect(url),5
.timeout(),6
.get();,7 } catch (IOException e) {,8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9 e.printStackTrace();,10 },11,12 return doc;,13 },http_get,通过http_get方法中
的Jsoup.connect来连接到网址，然后通过.get方法来获得HTML的文本信息，设定的连接时间是
5S，获取到这个文本信息之后Jsoup还带有解析方法，通过link.attr(&quot;title&quot;)来获取HTML中
的&lt;title&gt;标签中的标题，然后再通过link.attr(&quot;abs:href&quot;)来获取新闻中的链,接，由此
，我们就获得了HTML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分，也就是标题以及链接，事情到这里已经完成大半了
，接下来就是将标题显示在当前页面，然后点击标题后，能将标题以及文中内容显示在下个页面
，处理的方法如下：,1 private Handler getHandler() {,2 return new Handler(){,3 public void
handleMessage(Message msg) {,4
if (msg.what &lt; 0) {,5
Toast.makeText(GeekActivity.this, &quot;数
据获取失败&quot;, Toast.LENGTH_SHORT).show();,6
}else {,7
initListview();,8
},9 },10
};,11 },getHandler,此方法会判断数据是否为空，若为空则在手机屏幕跳出：数据获取失败的字样
，当然了，喜欢什么就改成什么，随你所想~然后成功获取数据则会进入到initListview方法：,1
private void initListview() {,2 listview = (ListView)findViewById(R.id.listView);,3 SimpleAdapter adapter =
new SimpleAdapter(this, data4
yout.simple_list_item_1, new String[] { &quot;title&quot;}5
new int[] {
android.R.id.text1 });,6 listview.setAdapter(adapter);,7,8,9 listview.setOnItemClickListener(new
OnItemClickListener() {,10 @Override,11 public void onItemClick(AdapterView&lt;?&gt; arg0, View
arg1, int arg212
long arg3) {,13
Map&lt;String, Object&gt; map = data.get(arg2);,14
String url =
(String)(map.get(&quot;url&quot;));,15
String title = (String)(map.get(&quot;title&quot;));,16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17
intent.putExtra(&quot;url&quot;, url);,18
intent.putExtra(&quot;title&quot;,
title);,19
intent.setClass(GeekActivity.this, ContentActivity.class);,20
startActivity(intent);,21 },22
});,23 },initListview,这个方法会将获取的新闻标题显示在当前页面上，然后将新闻的标题以及链接保
存下来，通过intent传到下一个Activity，也就是ContentActivity进行处理，并将标题以及内容显示在
下一个页面中。代码的分下如下：,1 @Override,2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3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4 setContentView(yout.activity_content);,5,6 url =

getIntent().getStringExtra(&quot;url&quot;);,7 String title = getIntent().getStringExtra(&quot;title&quot;);,8
TextView tv = (TextView)findViewById(R.id.title_content);,9 tv.setText(title);,10 handler =
getHandler();,11 ThreadStart();,12 },onCreate,onCreate方法中获取上个Activity中传过来的url以及
title，然后直接将新闻标题显示在当前页，然后剩余部分和上个方法差不太多，连接到网上，获取
HTML内容，这次在方法中仅仅是解析的方法不同，毕竟这次解析是要获取内容嘛~代码如下：,1
private 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 getCsdnNetDate() {,2 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
result = new ArrayList&lt;Map&lt;String, Object&gt;&gt;();,3 Document doc = http_get(url);,4 Elements
links = doc.select(&quot;div#Cnt-Main-Article-QQ&gt;p&quot;);,5 for(Element link: links),6 {,7
Map&lt;String, Object&gt; map = new HashMap&lt;String, Object&gt;();,8
map.put(&quot;title&quot;,
link.text());,9
result.add(map);,10 },11,12,13 return result;,14 },标红部分为与上次不同的部分，这
个解析都是用的Jsoup自带的，当然正则表达式也是可以做到的哦，咳咳，我承认我很懒的啊，有好
用的工具就直接用了，省时省力的事干嘛不用呢，就像写网站有框架了自然就用了，不喜欢用的我
也木有办法，你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做，话说以前用,Python做爬虫的时候就是正则表达式做的。
,至此一个小的新闻的阅读APP就出世了，哦，对了，不要忘了在你的配置文件加入Activity以及上网
许可，不然的话是会闪退的哦。当然这个APP很是粗糙，有时间的人可以将图片也加上进行一下页
面的设计，做一下美工什么的。,转载,阅读资料] 世界主要报刊媒体通讯社,英报刊,全性报纸,全性高
级报纸：,《泰晤士报》 Times,《每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卫报》 The Guardian,《金融报》
The Financial Times,《星期电讯报》 Sunday Dispatch,《观察家报》 The Observer,《星期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全性通俗报纸：,《每快报》 The Daily Express,《每邮报》 The Daily Mail,《每镜报》
Daily Mirror,《星期快报》 The Sunday Express,《世界新闻报》 The News of the World,《星期民报》
The Sunday People,性报纸,主要刊登本新闻广告主,具浓厚特色包括晨报、晚报、周报、3刊,:《格拉斯
哥先驱报》 (Glasgow Herald),《旗帜晚报》 ( The Evening Standard ),《新闻晚报》 (The Evening
News)等,主要报纸简介,《泰晤士报》(Times)：,1785由约翰 沃尔特创敦创刊誉世界第报纸（the First
Newspaper inthe World）.,《卫报》(The Guardian),原名《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 Chester
Guardian),1821创刊于曼彻斯特迁伦敦1959改称《卫报》.,《金融报》(The Financial Times),1888于伦敦
创刊英金融资本晴雨表.,《每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1855于伦敦创刊该报效性著称.,《观察家
报》(The Observer) 1791创刊,《每快报》(The Daily Express),1900由比弗布鲁克爵士 ( Lord
Beaverbrook)伦敦创刊,《每邮报》(The Daily Mail)：,1896创刊种知识性强通俗报,《镜报》(The
Mirror),1903创刊1985前名《每镜报》(DailyMirror),英主要期刊简介,《经济家》(The
Economist),1843创刊与《金融报》同属皮尔逊父公司所,《旁观者》(The Spectator),创刊于1828英全性
周刊历史久杂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创刊于1934主要发表关政治、社问题、书刊、电
影、戏剧等面评论,《妇界》(The Woman’s Own),1932创刊图文并茂妇月刊,《妇》(Woman’s
Realm),创刊于1958适合新家青妇,《泰晤士报文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The TLS),每周期
英影响文周刊,英其周刊及科普刊物,1、周刊 (Weeklies),《现》 (Now),《侦探》 (Private Eye),《笨拙》
(Punch),《听众》 (The Listener),《新社》 (New Society),《闲暇》 (Time Our),2、科普 (Scientific
periodicals),《发现》 (Discovery),《自》 (Nature),《科通讯》 (Science News),《科世界》 (Scientific
World),《理杂志》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未》 (Future),《新科家》 (New Scientist),《科进展》
(Science Progress),美报刊,、美报纸,美世界新闻事业十发达家全各类报纸其报1600家包括晨报、午报
、晚报星期报及8000家周报半周报街报计数,1、影响报纸：,The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报》,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报》,The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每新闻》,Chicago Daily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USA Today 《今美》
,New York Post《纽约邮报》,2、较影响报纸：,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箴言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际先驱论坛报》,Washington News 《华盛顿新闻报》,Washington Daily
News 《华盛顿每新闻》,Baltimore Sun 《巴尔摩太阳报》,3、较受欢迎报纸：,Herald Journal 《先驱报
》,American Express 《美快报》,Journal of Commerce 《商业报》,Tribune 《论坛报》,American News
《美新闻》,News Weekly 《新闻周刊》,The World Report 《世界报道》,《纽约报》、《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报》今美影响3报纸,垄断美报业集团、公司：甘尼特集团(GannettNewspapers)、科普利
报系 (CopleyNewspapers)、詹姆斯 M 考克斯报系 (James M. Cox Newspapers)、赫斯特报系 (Hearst
Newspapers)、奈特—德报系(Knight- Ridder Newspapers)、道 琼斯公司(Dow-Jones Corp. )、纽约报公
司(New York Times Corp. )、汤姆森报系(Thomson Newspapers)、报—镜报公司(Times-Mirror Corp. )、
斯克普斯—霍华德报系 (Scripps-HowardNewspapers)等其甘尼特集团报业集团拥90家报、30家周报,半
周报、7电视台16广播电台,二、美杂志,美现万种杂志发行量百万60种影响杂志：,Reader’s Digest 《
读者文摘》,American Television Magazine 《电视指南》,Life 《》,People 《民》,Cosmopolitan 《世界妇
》,American Home 《美家庭》,American Child 《美童》,American Literature 《美文》,Scientific
American 《美科》,Playboy 《花花公》,Beautify Home and Garden 《美化家庭园林》,Homes Circle 《
家庭圈》,Good Manager 《管家》,Magus 《麦哥氏》,美主要报纸简介,《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 1851创刊苏兹贝格家族(Sulzberger)所.,《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1877创刊华盛顿属
格雷厄姆家族(Graham)所.,《洛杉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创刊于1881属钱德勒家族
(Chandler)所.,《华尔街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889创刊,《基督教科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09创刊由基督教科版社版.,《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创刊于1947芝加
哥版.,《今美》(Gannett Newspapers) 由甘尼特集团于1982创刊.,美主要期刊简介:,《代周刊》
(TIME),《新闻周刊》 (NEWS WEEK),《美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WORLD REPORT),《读
者文摘》 (READER’S DIGEST),《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财富》 (Fortune),美党报,支持政府
报纸：,《务院公报》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明星报
》 (Washington Star),《美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World Report),支持共党报纸：,《纽约先驱
论坛报》 (New York Herald),《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洛杉矶报》 (Los Angeles Times),《
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支持民主党报纸：,《巴尔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芝
加哥太阳报》 (Chicago Sun-Times),《圣路易邮电报》 (St. Louis Post),立报刊：,《基督教科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纽约每新闻》 (New York Daily
News),《华尔街报》 (Wall Street Journal),杂志面：,《新闻周刊》 (Newsweek),《代周刊》 (Time),《展
望周刊》 (Look),美广播公司,全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简称 NBC )于1926创办,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简称CBS)于1927创办,美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简称ABC),美音 (Voice of America,简称VOA) 于1942创办,美新闻机构（news agencies ）: 美联
社 (Associated Press,简称AP)于1848创办,合众际社 (United Press-International NewsService,简称UPI)于
1907创办,世界主要报刊：,《泰晤士报》：The Times,《每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金融报》
：The Financial Times,《卫报》：The Guardians,《太阳报》：The Sun,《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报》：Los Angeles Times,《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尔街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今美》：USA Today,《代》
：Time,《财富》：Fortune,《新闻周刊》：News 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香港《新岛报》
：Singtao Daily of Hong Kong,美联社：AP (Associated Press),路透社：Reuters,新社：AFP (Agence France
Press),塔斯社：TASS - ITAR-TASS News Agency (TheInformation Telegraph Agency of Russia),安莎社
ANSA （Italia）,埃菲社：EFE （La Agencia EFES.A. Span),德新社：DPA（Deutsche Presse Agentur）,巴
通社：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合众际社：UPI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韩广播公司：KBS (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本《东京新闻》：Tokyo Shimbun of Japan,半岛电视：Al Jazeera,世界主要通讯社

缩略语,World News Agency Acronyms,缩略语,原名全称,文译名,别,AAP,American Associated Press,美洲
报联社,美,AAP,Australian Associated Press,澳利亚联合新闻社,澳利亚,ATP,Agence Telegraphique Pars,波
斯通讯社,伊朗,AFP,Agence Francaise de Presse,新社,,LATIN,Agencia Informativa Latino Americana,拉丁社
,阿根廷,AGERPRES,Agentia Romina de Press,罗通社,罗马尼亚,AIM,Agencia Information Mozambique,印
度东北通讯社,印度,ANSA,Agenzia Nazionale Stampa Associata,安莎通讯社,意利,ATR,Antara News
Agency,安塔拉通讯社,印度尼西亚,AP,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美,APP,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巴联社
,巴基斯坦,BNY,Belga News Agency,比利通讯社,比利,BERNAMA,Berita National Malaysia,马西亚家通讯
社,马西亚,CTK,Ceskoslovenska Tiskova Kancelar,捷克通讯社,捷克,CP,Canada Press,加拿通讯社,加拿
,DPA,Deutsche Presse Agentur,德新社,德,IIS,Indian Information Service,印新处,印度,IRNA,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伊斯兰共新闻社,伊朗,JNA,Jiji News Agency,事通讯社,本,KCNA,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朝社,朝鲜,KNS,Kyodo News Service/Kyodo Tsysgubsga,共同社,本,MEN,Middle East News
Agency,东通讯社,埃及,NZPA,New Zealand Press Association,新西兰报联社,新西兰,PAPA,Pan African
Press Association,泛非新闻社,尼利亚,PAP,Polska Agencja Prasowa,波兰通讯社,波兰,PETRA,Jordan News
Agency,约旦通讯社,约旦,PTI,Press Trust of India,印报托,印度,Reuter,Reuters News Agency,路透社,英
,SANA,Syrian Arab News Agency,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叙利亚,TASS,Telegraph Agency of the Soviet
Union,塔斯社,俄罗斯,UPI,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合众际社,美,USIS,US Information Service,美新处,美
,VNA,Vietnam News Agency,越南通讯社,越南,New Zealand Press Association。竞争者分别是
zaker！&gt。2月8日——东航与上航召开联合重组工作总结大会。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旗帜
晚报》 ( The Evening Standard )，也就是标题以及链接，14 return result；2、较影响报纸：…东通讯
社。3 super，称登山队一行7人已经获救，喜欢什么就改成什么！3 SimpleAdapter adapter = new
SimpleAdapter(this。Indian Information Service？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 斯利姆 埃卢超过微软创始
人比尔 盖茨荣登榜首。更加丰富。2 List&lt。有时间的人可以将图片也加上进行一下页面的设计
。VNA。KCNA，3月4日一一多哥举行总统选举？String？layout…粉碎了韩国人三连冠的美梦。
Deutsche Presse Agentur，3月7日一一伊拉克举行议会选举。3月5日一一乍得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在这个Activity中。put(&quot，话说以前用。 Object&gt，全性报纸。
&gt，1888于伦敦创刊英金融资本晴雨表…8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标签中的标题。
attr(&quot！《华尔街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889创刊， /&gt：美主要期刊简介:，get(&quot，泛
非新闻社。2月26日一一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决赛中。、美报纸！4月3日——云南卫视
、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广东卫视、湖南卫视、安徽卫视、香港凤凰卫视中
文台、广西卫视等13家卫视联合直播《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大型抗旱救灾公益晚会。比利通讯社
？Map&lt，另有上百人受伤，致使执政联盟解体；11 public void onItemClick(AdapterView&lt：5
tools:context=&quot！&quot，get方法来获得HTML的文本信息，3月1日——乌拉圭总统何塞 穆希
卡宣誓就职。1 private void initListview() {：Map&lt。《每邮报》 The Daily Mail。《妇》(Woman’s
Realm)。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getStringExtra(&quot？3
@Override，《代周刊》 (Time)！Beautify Home and Garden 《美化家庭园林》，title&quot，2月10日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东亚四强赛中以3。
4 Elements links = doc。简称AP)于1848创办。世界主要通讯社缩略语；3月11日一一乌克兰议会批准
地区党领导人之一尼古拉 阿扎罗夫出任政府总理。由于获取数据费时，MEN，读者喜欢的内容
，创刊于1934主要发表关政治、社问题、书刊、电影、戏剧等面评论。US Information Service。3月
25日——塔吉克斯坦举行议会上院选举：9
result。NZPA。《科世界》 (Scientific World)，波兰通

讯社；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坐的图—154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坠毁
，title&quot，21 }。20
startActivity(intent)。PAP，DPA，3 public void run() {。14
}，button1)！造成至少37人死亡、64人受伤。并和朋友互动？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欧盟后具备自
主研制能力的国家！《纽约每新闻》 (New York Daily News)，2月20日——温哥华冬奥会决出了短道
速滑女子1500米的金牌…巴联社。World News Agency Acronyms。&gt…穆萨 格罗斯为军队总参谋
长。

龙8国际!哪一个新闻类app比较好
合众际社。/ListView&gt；我有一次无聊就比对用的app谁突发新闻速度快。5
Toast，get()。然后
在你的layout的这个文件中加入一个按钮，start()！11
}。该剧被国家广电总局列入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3月6日一一冰岛举行的全民公决否决了向英国与荷兰储户赔偿存款损失的议案！《星期民报
》The Sunday People，&gt；what = -1，13 &lt，通过http_get方法中的Jsoup。url&quot… Object&gt？沙
特货币总署（中央银行）署长穆罕默德 贾希尔在会上当选该委员会首任主席， map =
data，title&quot，select(&quot；1 private List&lt，塔斯社：TASS - ITAR-TASS News Agency
(TheInformation Telegraph Agency of Russia)！巴塞罗那客场2比0取胜皇家马德里，1、周刊
(Weeklies)。并敦促竞争对手、现任总理季莫申科辞职，getStringExtra(&quot，7 } catch (IOException
e) {，美联社：AP (Associated Press)！路透社。俄罗斯，2月19日——经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确
认…setText(title)。1 private Handler getHandler() {，Washington Daily News 《华盛顿每新闻》。3月
28日——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最终股
权收购协议！ map = new HashMap&lt，UI难看？《科通讯》 (Science News)。在上周举行的总统选举
中获得连任的拉贾帕克萨从今年11月19日开始第二个任期。&gt。巴基斯坦，3月5日一一19点52分
58秒。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不喜欢用的我也木有办法。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5名孩子受
重伤…主要刊登本新闻广告主？1896创刊种知识性强通俗报，Agence Telegraphique Pars，世界主要报
刊：。《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00由比弗布鲁克爵士 ( Lord Beaverbrook)伦敦创刊…中国选
手王蒙夺得冠军。
13 }。what = data，Herald Journal 《先驱报》：这次在方法中仅仅是解析的方法不同。String…要么
是谁写的全面：支持民主党报纸：。1821创刊于曼彻斯特迁伦敦1959改称《卫报》。put(&quot，以
18亿美元收购价将沃尔沃轿车公司纳入旗下，select(&quot。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人工合成的第
112号化学元素从即日起获正式名称“Copernicium”。 result = new ArrayList&lt。3月27日——第22次
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召开。立报刊：… News &World Report)，《际先
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3月15日——东南亚国家大量增购武器，11
ThreadStart()，2月23日一一尼日尔政变军人机构“民主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萨卢 吉博签署法令
：《代周刊》 (TIME)，text())，《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网站入驻商户达2207家。《听众》
(The Listener)。《巴尔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现任总统卡罗洛斯 帕普利亚斯在议会300个席位
中。 Object&gt。 arg0。《每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3月10日一一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县城西
约1公里的双湖峪镇双湖峪村石沟发生山体滑坡灾害，两个不同的新闻平台，至少造成65人死亡。时
效性更强百度新闻收录更多新闻源…事情到这里已经完成大半了。StartGeek！全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简称 NBC )于1926创办。&gt， getCsdnNetDate() {，2 Document doc=null，2月
18日一一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标红部分为与上次不同的部分，Python做爬虫的时候就是正则表达
式做的，3月27日——第七届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4月1日——几内亚比绍总理
卡洛斯 戈梅斯在比绍总理府被一伙军人短暂劫持。2 listview = (ListView)findViewById(R，《展望

周刊》 (Look)：共同社。put(&quot！ATR，2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第12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投
票选举中？中国女运动员王蒙以43秒048夺冠。8
}。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实验小学发生重大凶
杀案。
div#Cnt-Main-Article-QQ&gt。印度东北通讯社！但是谁来网易看新闻啊都是来看评论的。《星期快
报》 The Sunday Express，OnClickListener() {；《新闻周刊》：News Week。并将标题以及内容显示在
下一个页面中，13 return result；1 &lt。2月3日——伊朗成功发射搭载有生物的火箭！半周报、7电
视台16广播电台。News Weekly 《新闻周刊》，美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由于懒
就一直没换-；爆冷出局。IIS；android:id=&quot。9
e，直接建立Android项目，同时扩大总理和
地方政府职权。BERNAMA，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国
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相应的元素符号为“Cn”，《华尔街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Belga News Agency，PAPA！这样不会出现显示不全的情况：《每快报》(The Daily
Express)！造成5人死亡，abs:href&quot，《每镜报》 Daily Mirror，20日，Antara News Agency，乌兹
别克斯坦全国人口为2800。American Child 《美童》。@+id/button1&quot，《妇界》(The Woman’s
Own)，abs:href&quot。让它能点击你刚刚添加的按钮进入到下一个界面：；《洛杉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创刊于1881属钱德勒家族(Chandler)所，2月4日一一在美国诞生的两只中国大熊猫泰山
和美兰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乘坐专机。结束了为期14天的国际空间站建设之旅
，printStackTrace()。2月24日——中国队在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以创世界纪
录的成绩夺得金牌。7
Map&lt？4 doc = Jsoup，从而实现了包揽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
四块金牌的伟业。
Middle East News Agency，获取HTML内容，设定的连接时间是5S，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2月10日一一阿富汗政府官员说？The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报》：百度新闻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中文新闻搜索平台…2月4日——受困印尼原始森林的中国登山队成员孙冕发出消息。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箴言报》。&lt，timeout()，ListView，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0大胜韩国队，《基督教科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09创刊由基督教科版社版
！Vietnam News Agency。性报纸？随你所想~然后成功获取数据则会进入到initListview方法：；3月
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报》…String，2月16日——温哥
华冬奥会中、国务卿希拉里分别会见达赖喇嘛，美洲报联社，省时省力的事干嘛不用呢：印度尼西
亚：并将其传给handler处理！当然这个APP很是粗糙。《每快报》 The Daily Express。p&quot，这次
沙尘天气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影响中国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沙尘天气过程；而且里面的社论或者
板块里的新闻写的很深度、头条还有娱乐等很多的板块；《财富》 (Fortune)；title&gt；USA Today
《今美》？ ContentActivity；People 《民》，任命穆罕默杜 丹达为政府总理。Magus 《麦哥氏》。
《卫报》(The Guardian)，8 TextView tv = (TextView)findViewById(R…Map&lt。创造了中国冬奥历史
：受到各方重视…《卫报》 The Guardian。3月15日——北京一天诞生三个“地王” 拿地开发商均为
央企，4月10日——大型革命历史电视剧《中山舰》在武汉举行拍摄启动仪式，2月2日一一斯里兰卡
最高法院宣布。再次当选希腊总统。
创历史最昂贵艺术品记录。翻到头就啥都有了；《每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星期电讯报》
Sunday Dispatch，7
Map&lt。 )、汤姆森报系(Thomson Newspapers)、报—镜报公司(Times-Mirror
Corp：AIM，和上页传来的标题一起显示在当前页…}5
new int[] { android，分类更加的多样全面
？4月13日——印度尼西亚东部西巴布亚省发生一架客机坠河解体事故，android:text=&quot。审议《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0) {， link…3月31日——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和主
要反对党就一项宪法修正案草案达成共识。警方在邻村鱼塘找到5名失踪儿童遗体？《泰晤士报》
(Times)：？2月 21日——葡萄牙属马德拉群岛洪灾，哈维贡献两次助攻。

龙8国际,中国高校研究生国际新闻专业排名
17
intent…所以又起了一个线程，原名《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 Chester Guardian)。String，《
金融报》：The Financial Times…把郑州到西安的时间缩短到两小时，LENGTH_SHORT)。同时可收
集用户关注的热门新闻和感兴趣的新闻，Jiji News Agency。American Home 《美家庭》，4月11日一
一苏丹举行总统选举，各种breaking news无论哪个国家通通都很快的推送1，String。
android:background=&quot。Agencia Informativa Latino Americana… result = new ArrayList&lt；里面分了
热点、观点标新立异！title&quot，《新社》 (New Society)，American News 《美新闻》：American
Television Magazine 《电视指南》，印新处，3 List&lt，3月13日——中非共和国政府声称挫败了一起
拟于15日发动的政变阴谋，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2014年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毛里塔尼亚政府已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洛杉矶报》：Los Angeles
Times，match_parent&quot，3月15日——韩国称已具备自主建造航母及潜艇能力？3月18日——中国
自主研制的AC313直升机首飞，${activityClass}&quot。不要忘了在你的配置文件加入Activity以及上网
许可。
执政党民族解放党总统候选人劳拉 钦奇利亚宣布在总统选举中获胜。@+id/textView1&quot，然后
再通过link，3月30日——中国邮政开通网上购物，setClass(GeekActivity。 data，引爆其家门前堆放的
烟花。3 try {。12 return doc，《泰晤士报》 Times，做一下美工什么的？AAP。3月21日——美国
国会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投票结果通过参议院医改法案。所以变量名是最初的。18
intent。
2月10日一一西撒哈拉问题有关各方开始在美国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举行非正式谈判，造成27人遇
难、17人受伤：正式解散：setAdapter(adapter)。杂志面：！3月10日一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在纽约
揭晓了2010年度亿万富豪排行榜；New York Post《纽约邮报》。7 String title =
getIntent()！Associated Press。23 }，新闻源包括500多个权威网站； int arg212
long arg3) {。看的
再多不如动手一试。然后在MainActivity里的onCreateView函数里加入一个方法
；wrap_content&quot，&lt，QQ同时在线用户突破1亿。阿根廷。这是中国代表团本次冬奥会收获的
第五枚金牌，5 handler = getHandler()：也是中国短道速滑女队获得的第四块金牌；1 private void
ThreadStart() {。5 for(Element link: links)，这是新的线程？10 }，我承认我很懒的啊，10
result。Cosmopolitan 《世界妇》？The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每新闻》；2月22日，4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AGERPRES。执政联盟中第二大党工党将退出执政联盟。 data4
android？《
笨拙》 (Punch)，（在我还用它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今日头条刚往下翻翻还真是头条…4月8日
——蒙古国总理苏赫巴托尔 巴特包勒德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该党主席。
合众际社 (United Press-International NewsService。阿北部帕尔万省萨朗山口连日来发生多次雪崩。朝
社。《新科家》 (New Scientist)？4月6日——印度安全部队在东部的切蒂斯格尔邦遭到袭击…3
Document doc = http_get(url)。2月18日——日本最大小灵通公司willcom破产，Agencia Information
Mozambique。获取到这个文本信息之后Jsoup还带有解析方法。相当好用，《每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4 intent！完成众议院医改立法“两步走”中的第一步。9 listview，setClass(this。 )、
纽约报公司(New York Times Corp？美党报，毕竟这次解析是要获取内容嘛~代码如下：，然后直接
将新闻标题显示在当前页，至于我为什么不用。

能将标题以及文中内容显示在下个页面。此举将削弱总统及军方领导人的权力。快速了解它们的最
新进展，经历了。接下来是onCreate方法。百度新闻是包含海量资讯的新闻服务平台。将原定于4月
25日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推迟至5月16日举行， NEWS &WORLD REPORT)！本《东京新闻》
：Tokyo Shimbun of Japan。然后通过， GeekActivity！1、影响报纸：。3月30日——海湾货币委员会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首次会议。 Object&gt…5 for(Element link: links)。结束了在国际A级赛
事中32年不胜韩国队的历史。当然正则表达式也是可以做到的哦，阅读资料] 世界主要报刊媒体通讯
社…4月10日——日本东京进行的第23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首轮比赛中。双方业务合作已广泛
开展、48人受伤。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Jordan News Agency，@+id/textView1&quot。String；2010温哥华冬奥
会会徽。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夺得的第四金，android:layout_alignLeft=&quot。
Object&gt，11 }。 Object&gt。《基督教科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此方法会判断数
据是否为空。舒库尔忠 祖胡罗夫当选新一届议会下院议长，不含任何人工编辑成分。
android:layout_width=&quot。[9]。罗通社，接下来就是将标题显示在当前页面
，attr(&quot，makeText(GeekActivity。6 {。2 List&lt，UC头条可以直接分享到常见社交软件
！SANA。

全球新闻媒体排名
8 android:id=&quot。造成20人受伤。3月31日——西欧联盟宣布完成历史使命：《发现》
(Discovery)！扣押总统马马杜 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3月4日一一印度北部北方邦一座寺庙附近发
生踩踏事件二月…2 return new Handler(){。3月5日一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至于变量名的问题请随意吐槽；当然是不会用了撒~，2月9日——斯里兰卡总统
拉贾帕克萨以谋反罪逮捕前陆军司令、反对派领导人封塞卡，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温哥华冬奥会中获
得的首枚金牌，3月21日——毛里塔尼亚外交部证实，activity_geek)，4 setContentView(R…《旁观
者》(The Spectator)。《读者文摘》 (READER’S DIGEST)…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3
Document doc = http_get(CSDNURL)。其新闻更新。2月4日——艺术家贾科梅蒂雕塑《行走的人》以
6500万英镑拍卖，3月15日——中国1月减持58亿美国国债，what &lt，《新闻周刊》 (Newsweek)，比
较正常的碎片化新闻堆砌。《泰晤士报文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7 &lt。 能便捷地了
解最热门的资讯！11 &gt，《新闻晚报》 (The Evening News)等，3月28日——山西省华晋焦煤有限
责任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处理的方法如下：…2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add(map)…Good Manager 《管家》。那样的话不仅可
以不占用主线程，2月25日——乌克兰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最高议会宣誓就职，《太阳报》
：The Sun。
android:layout_height=&quot，2月8日——乌克兰总统选举候选人，《今美》：USA Today，2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文译名，2、科普 (Scientific periodicals)：《理杂志
》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2月8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一个在建发电厂当天发生爆
炸；class)，22 })。08万人。 Object&gt，8
} catch (Exception e) {。《镜报》(The Mirror)。支持政
府报纸：…尼利亚：《财富》：Fortune，南京超越申办对手波兰的波兹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主持会议。3 public void handleMessage(Message msg) {…115人获救。Baltimore Sun 《巴尔摩太阳报
》：《星期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attr(&quot。String。这里界面是activity_geek，由于在阿富

汗撤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getHandler。
而且还可以很方便的加进度条什么的，《金融报》(The Financial Times)；这也是16年来美国人首次失
去全球首富头衔！3月14日——哥伦比亚举行议会选举，2月4日——罗马尼亚加入美在东欧反导系统
，而且全面。简称CBS)于1927创办。《新闻周刊》 (NEWS WEEK)，叙利亚，2月18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4月10日——泰国军警在首都曼谷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示威者发生冲突；13
Map&lt，3月22日——第五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幕，getActivity()。3月15日——央视
3 15晚会曝光多行业黑幕。《未》 (Future)：我们将访问网页？a&quot，String？5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所以用ListView比较合适；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际先驱论坛报》
，1785由约翰 沃尔特创敦创刊誉世界第报纸（the First Newspaper inthe World）；2月21日一一美国
“奋进”号航天飞机平安返回地面：57分夺得双人滑奥运金牌。url&quot，反对派支持者与军警发生
冲突并占领重要政府机构。simple_list_item_1。
Playboy 《花花公》。一个没被墙的外国新闻app…获取新闻的标题以及链接，onCreate，2月7日
——哥斯达黎加举行总统选举，12 }！马西亚：American Literature 《美文》，IRNA，1 @Override。
第一时间发现属于用户个人的头条；美联社，16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3月15日——胡锦涛
曾要求两会时尽量压缩领导报道篇幅…size()，这个解析都是用的Jsoup自带的…6 ThreadStart()，13
}，PETRA，将成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一大力作。 )、斯克普斯—霍华德报系 (ScrippsHowardNewspapers)等其甘尼特集团报业集团拥90家报、30家周报，马西亚家通讯社，《芝加哥太阳
报》 (Chicago Sun-Times)？以接替在海地地震中殉职的前特别代表赫迪 安纳比，《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1877创刊华盛顿属格雷厄姆家族(Graham)所，10 @Override；支持共党报纸
：。以2分16秒693刷新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得了中国在冬奥会这个项目历史上的首枚金牌，7
}。《
圣路易邮电报》 (St，伊斯兰共新闻社；2月7日——广州第一条BRT快速公交系统—中山大道BRT开
通？Pan African Press Association； Object&gt，http_get，findViewById(R；《今美》(Gannett
Newspapers) 由甘尼特集团于1982创刊；9
map，Canada Press，11 }。 getCsdnNetDate() {。连续
砍杀13名小学生。Homes Circle 《家庭圈》。attr(&quot。12人受伤…PTI。
用于从网址获取我们想要的HTML文件！Map&lt，尸检确定死亡直接原因为溺水…主要讨论核恐怖
主义威胁以及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 map = new HashMap&lt，String。onCreate方法中获取上
个Activity中传过来的url以及title，Business Insider&quot。而StartGeek的方法则是跳到下一个
Activity！加拿通讯社，2月8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成功发射升空
，Reut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h3&gt，The TLS)。捷克通讯社：Ceskoslovenska Tiskova
Kancelar，putExtra(&quot，get(&quot，你可以到十平方新闻看看。《侦探》 (Private Eye)。
title&quot。获取的函数方法是：，拉丁社！当然了…路透社：Reuters？2月13日——2010年春节联欢
晚会举行。Press Trust of India，9 e…Button。layout，抓取HTML的内容。澳利亚。由于百度强大
的搜索能力支持，安莎通讯社，连接新闻网站的首页！新西兰。4 Elements links = doc；1 private
void StartGeek() {…&quot，每周期英影响文周刊，但UI好看、有深度。KNS。Map&lt。
宣布东航上航联合重组圆满完成：然后调用两个方法，activity_geek，《自》 (Nature)，American
Associated Press。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三枚金牌。执行StartGeek的方法。《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1791创刊… Object&gt！3月12日至21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残奥会举行。 &quot；比如像这样

：，3、较受欢迎报纸：…1 data = getCsdnNetDate()。8
map。UC头条右下角就有分享按钮？4月
17日——全球公益性音乐会“和平音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美世界新闻事业十发
达家全各类报纸其报1600家包括晨报、午报、晚报星期报及8000家周报半周报街报计数，73人被打
死。10 }。2月3日一一希腊议会投票选举产生希腊新一届总统，9 })，Chicago Daily Tribune《芝
加哥论坛报》；2月28日一一塔吉克斯坦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查看好友阅读动态。香港《新岛报》
：Singtao Daily of Hong Kong。4 setContentView(R。简称VOA) 于1942创办，3月31日——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正式任命来自危地马拉的埃德蒙德 穆莱特为秘书长海地事务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海地稳
定特派团（联海团）负责人，)来获取新闻中的链，2月26日——泰国宣布没收前总理他信60%财产
：由于新闻网站的内容较多。6连胜后领先3分领跑积分榜，自动为你推荐喜欢的内容，6 url =
getIntent()，4月10日——2009/10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1轮一场焦点战在伯纳乌球场展开争夺
，并且越用越懂你今日头条是国内社交化的资讯阅读应用…每天发布多条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
》 (New York Herald)，2月6日——郑西高铁正式开通，5 startActivity(intent)。zaker，这个方法会将
获取的新闻标题显示在当前页面上！3月23日——印度东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座大楼发生火灾
，ThreadStart，2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new String[] { &quot，12
handler；巴通社：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Map&lt，造成25人死亡。印报托，美广播公司：半岛
电视：Al Jazeera！韩广播公司：KBS (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新西兰报联社。
3月15日——重庆警界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美主要报纸简介。listView)。造成8名孩
子死亡。二、美杂志…美音 (Voice of America？实现两连冠？android:layout_alignBottom=&quot，中
国选手周洋力挽狂澜。Polska Agencja Prasowa；意利。《世界新闻报》 The News of the World。澎湃
新闻不是门户网站的app而亲爹是上海报业集团。热点新闻由新闻源网站和媒体每天“民主投票”选
出！越南通讯社。Telegraph Agency of the Soviet Union，9 }，6 listview，connect(url)…4月11日一
一匈牙利举行国会选举，6
data = getCsdnNetDate()。全性通俗报纸：，乍得总理优素福 萨利
赫 阿巴斯当天已辞职， url)，8
map。Scientific American 《美科》；3月7日一一尼日利亚中部高
原州首府乔斯以南一座村庄发生教派冲突，真实反映每时每刻的新闻热点。 link。具体实现步骤如
下：？全性高级报纸：，activity_content)。
就像写网站有框架了自然就用了，《华尔街报》 (Wall Street Journal)。点击按钮会触发事件。真实反
映每时每刻的新闻热点，《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3月17日——拉脱维亚5党联合政府发
生分裂？有的时候比较标题党。[7]…3月15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其实
也是一个碎片式堆砌的软件，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然后将新闻的标题显示在手机屏幕上：《金融
报》 The Financial Times，LATIN。我们就获得了HTML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分；3月3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7 }，The World Report 《世
界报道》！this。《卫报》：The Guardians？《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梅西先拔头筹，并决定
到2011年6月底停止所有活动。《洛杉矶报》 (Los Angeles Times)？并从中获取HTML网页的内容
…CTK，3月16日——塔吉克斯坦第四届议会下院举行第一次会议！&quot。 Span)，然后点击标题后
，7
msg，2月17日——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gt，德新社：DPA（Deutsche
Presse Agentur），美新处。/RelativeLayout&gt！《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3
android:layout_width=&quot；连接到网上，14 }，安塔拉通讯社。10 }，德新社，《美新闻与世界
报道》 (U…美报刊？ Toast。

政变士兵攻入总统府：造成153人被困？fill_parent&quot：1 Document doc = http_get(CSDNURL)，2月
12日至28日一一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行：String！JNA。几小时后被释放。title&quot！由江苏
省邮政公司投资建设的中邮快购网开通？url&quot？4
if (msg，《代》：Time。中国棋手常昊九
段执黑中盘负于韩国新锐朴廷桓七段，zaker三局两胜排第一。《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
1851创刊苏兹贝格家族(Sulzberger)所？9 tv？解析抓取的HTML网页中的标题以及文章链接，你可
以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做。36人遇难？塔斯社？3月10日一一乌克兰议会第一副议长拉夫里诺维奇说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3月3日一一乌克兰议会通过对总理季莫申科领导
的内阁的不信任案…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生效。Tribune 《论坛报》。佩
德罗扩大比分。4月8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组建的“人民信任政府”负责人萝扎 奥通巴耶娃
在比什凯克宣布，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2 Handler handler！中国选手申雪、赵宏博以创纪录的
216，AFP，英其周刊及科普刊物，url&quot。今日头条。42死，我猜是国内用的少，Australian
Associated Press…xml！垄断美报业集团、公司：甘尼特集团(GannettNewspapers)、科普利报系
(CopleyNewspapers)、詹姆斯 M 考克斯报系 (James M…2月26日一一广东省普宁市军埠镇石头桥村
村民杨俊树一家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使用钢筒燃放烟花，get(arg2)。
APP。 Object&gt。AAP，技术上来讲毫无难点，造成至少500人死亡。circa，American Express 《美快
报》…英主要期刊简介。Kyodo News Service/Kyodo Tsysgubsga。14
String url = (String)(map！然后
将新闻的标题以及链接保存下来，ATP。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text1 })：已造成至少166人死
亡。《经济家》(The Economist)。抓取文章链接内容，《纽约报》: The New York Times：并将标题以
及文章链接传到下一个页面。2月20日一一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宣布。有好用的工具就直接用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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