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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表情包是青年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最喜欢的言说载体与表达途径，青年借助表情包与别人迅速建立互动关系、
获得身份认同，构建青年的话语表达体系; 表情包在促进社会文化多元化以及表情达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表情包的过度使用容易使青年丧失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特别是一些低俗的表情包更是不利于青年的成长。因此，教

育工作者要努力与青年人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掌握网络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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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交平台日益流

行，表情包成为当下年轻人在网络上最喜欢的言说

载体和和表达途径。传媒研究学者多丽丝·格雷伯

指出:“曾经我们一度推崇的借助文字符号传递的

抽象意义，已开始让位于建立在图像传播基础上的

现实与感受。”［1］

根据笔者针对在校 95 后大学生的调研———此

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500 份，实际收回 457 份，回收有

效率为 91．4%，其中男生比例为 49%———显示，93%
的大学生在社交软件的聊天中会使用表情包，45%
的大学生表示，他们会经常使用表情包代替语言，甚

至有 65%的学生会使用自己制作的表情包。表情

包的制作与传播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社交与娱乐需

求，因此厘清表情包的来源与其背后蕴含的青年话

语诉求值得高度关注。

一、表情包的来源与题材

作为一种网络表情符号，表情包最早应该起源

于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之间兴盛于美国纽约

的街头涂鸦文化。年轻人利用墙壁、地铁通道等各

种公共空间用涂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

态度和理念。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繁荣，年轻人创作的渠道

从街头转向网络空间，他们通过对图像和文字进行

拼贴、重组之类的再创作，赋予图像更多的意义与认

知框架，形成表情包，构建了网络社交的新图景。
1982 年 9 月 19 日，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斯科

特·法尔曼在电子公告板上输入字符“: －) ”以此来

表达微笑，这是网络表情符号在互联网上的滥觞，紧

接着，出现了日本多行字符拟图式表情———颜文字，

日文为 kaomoji，指对日语中的线条符号进行横向组

合表达心情与情绪的符号，如哭泣( ╥_╥) 、好无聊

( ～) 、尴尬( ^゜) ———这可以算是表情包在

互联网上的最早雏形，可以称之为表情包 1．0 版本;

后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又出现另一种以黄色椭

圆形为代表的图标式卡通表情“emoji”( 绘文字) ，这

种表情包图像简单，制作标准化，一直作为表情包的

重要组成部分流行到现在，被称为表情包 2．0 版本，

根据中山大学大数据实验室 2016 年度的一项数据

显示，2016 年度最火的表情就是“emoji”中的 。
随着即时社交软件的更新换代与“傻瓜”制图软件

的逐渐增多，表情包的制作更为简单可行，年轻人成

为制作与传播表情包的主要力量，也因此出现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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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更有意思的表情包，即表情包 3．0 版本。
表情包 3．0 版本主要分为图像式表情包、文字

式表情包( 单纯的文字或者图片格式化后的文字)

以及图文结合式表情包( 图片配上一句话) 。最为

年轻人所喜爱的便是图文结合的表情包，这种表情

包一般是根据图像的特点，结合不同的语境，配上不

同的文字，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表情包而言，图文

结合的表情包更有感染力和针对性，更能承载使用

者的意图和情感表达，更能地缓和网络给人际关系

带来的隔阂与疏离感，从而也更受年轻人欢迎。
表情包的题材来源一般有两种。第一是人物或

卡通形象，一般选择那些带有夸张表情的人物或者

卡通形象。这些人物上到政治人物 ( 金正恩、特朗

普等) ，中到影视剧中的人物或者运动员 ( 甄嬛、李

达康、葛优躺、运动员傅园慧等) ，下到身边的同学、
老师、亲人等。比如“王之蔑视”、“请允许我做一个

悲伤的表情”、傅园慧的“真的吗? 我辣么厉害”等，

影视人物尤其最受年轻人欢迎，这与影视剧人物表

情丰富夸张，适合进行二次编码创作有关。
第二是网络流行语或者是原创语言。这些流行

语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些是影视剧中的经典对白，

比如“党和人民感谢你”、“贱人就是矫情”等; 一些

来自于明星的微博或者网络流行语: 如“给大家介

绍一下，这是我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还有一

些就是日常生活用语，比如解嘲老师的:“下课后到

我办公室”、“辅导员说可以”等，日常生活的:“走在

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都比你瘦”、“你要控几你技

几”等。这种视觉化的文字呈现更容易让人产生亲

近感。
相对于之前单一的文字表达，表情包通过重新

赋意的运作机制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多维度的涵盖

表情、姿态与语言内容的符号系统和青年话题表达

体系，被广大青年用来表达观点、情绪和意见，构建

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子，建立起身份认同，形成了新媒

体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①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因

此构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于此找到了身

份认同与心理归属感。年轻人越来越少地使用语言

来抒发情感，却越来越依赖表情包来表达想法与观

点。调查显示，有 64．5%的学生认为表情包是沟通

的良好辅助手段。

二、表情包流行原因分析

首先，迅速和别人建立互动关系是表情包流行

的一个重要原因。表情包的使用丰富了年轻人的社

交方式，让他们更容易与周围人迅速消除陌生感与

隔阂，建立互动关系。
在表情包没有流行之前，人与人的沟通只能依

靠文字来传情达意，而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表情、情

感、情绪都是缺席的，因此，交流的双方无法通过网

络对话获得视觉上准确的反馈，只能通过文字联想

推断出对方的表情、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很多时候

还会因为对语气的揣摩造成误判与尴尬。表情包的

出现可以软化聊天语气，打通了人与人交流的壁垒，

使得情绪与情感的表达更为丰富与直接，表情包不

仅可以表达出文字无法表达的意义，更让交往的双

方都更有代入感和参与感，感受到当下的存在。在

心理学上，这叫“述情”。意为大脑意识到情绪情感

的存在，经过辨认与感知后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述出

来。［2］交往的双方进入另一种空间———网络，这个

空间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却又不是现实空间，个人

貌似在场却又并未真正在场，但却又在身体与情感

上感觉到“在”，而存在又是这一代年轻人证明自身

价值感的一个重要方式之一。
其次，获得身份认同感是青年热衷于使用表情

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属

的群体与文化的认同感，它包括自我认同与群体认

同。而“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生

命个体在其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3］

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物质的高度繁荣给人们的精

神信仰带来极大的冲击，每个现代人，特别是心智尚

未成熟的年轻人面对着纷繁变化的世界与信息呈井

喷式爆发的网络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缺失与

自我丧失，表情包的出现与使用如同隐藏的身份标

签，满足了青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需求。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

论”，网络中虚拟社交如同一场舞台表演，“表演者”
通过表情包的选择特别是自制原创的表情包的输出

给“围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通过他人的关

注、点赞与收藏等网络社交方式让表演者感觉到来

自他人的回馈与认可，从而提升自身的话语优势，得

到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被关注感与满足感，于是

慢慢地热衷于同一类表情包的人就会形成一个特定

的社交圈，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个体并不断修

饰自我，呈现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从而获得并建构

身份认同，调查显示 71%的大学生认为制作表情包

会得到更多的来自朋辈的认同。
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个人独特性的意识感，

·35·



青少年研究

qingshaonian yanjiu

是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的成就……为解决认同危

机，青少年制造出了各种风格，作为‘圈内人’和‘圈

外人’的标志。”［4］那些和自己观念不一致的“非我

族类”便被排除隔离在外，比如那些需要规避与远

离的群体( 如父辈) 或者文化就被青年人集体疏远

与隔离。调查显示，只有 19．5%的受访者表示会和

父母聊天的时候使用表情包，但是却有 93%的受访

者表示在和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使用表情包。使用

相同类型表情包的年轻人则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

群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青年人构建游戏规则，进

行情感宣泄，获得平等与自由的话语权，比如 2016
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帝吧出征事件”，便有明确的游

戏规则与统一的策划，又因为是为祖国统一而战，青

年人在群体使用表情包的一刻产生了强大的民族与

国家认同。调查显示，33%的大学生表示在网络空

间中的群体表达，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归属感与认

同感。
如果说上面两个原因是青年选择使用表情包的

显性原因的话，那么解构权威，构建青年的话语体系

则是表情包流行的最重要的“隐性”原因。
传统价值引导与沟通交流是在单向的模式下进

行的，也就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长而久之，被支配

的群体的话语诉求就会弱化，这种话语权力现象被

称为“温和的暴力”，不可否认，这种话语沟通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然而，随着

市场经济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物质流、信息流、文
化流在全球范围内交汇，给传统的价值引导与沟通

模式带来极大的挑战，表达个性成为年轻人彰显自

我价值的诉求之一。青年的诉求发生变化，而对话

方式却没有变化，就会造成话语体系与客观情景的

不匹配，而此时出现的表情包就成为青年人反抗主

流话语体系、表达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经

典文化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权威主义文化模式被

颠覆，代之而起的是大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交互的文

化模式。”［5］

表情包为青年人构建了另一个空间，青年人通

过对图片与文字的二次加工创作，自由地改写一切、
讽刺一切，对文本进行戏谑、嘲弄、贬低与解构，并通

过对表情包的传播与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

主流文化与正统价值观的反抗与僭越，实现了青年

人对特定议题的价值解读和意义重构，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青年网络群体为自己代言发声并追求平等

自由的愿望。
在网络的虚拟社群中，青年之间的交往摆脱了

现实的规训言语与阶层的束缚，自由地使用在现实

生活中不敢或不被允许的或粗鄙或夸张的语言与表

情形成一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与严肃的精英主流群

体对抗，掌握青年文化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对宏大叙

事的解构，这种隐匿于网络中的属于特定网络群体

的狂欢，又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谋而合。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狂欢”代表一种平等

的、世俗化的生活，以自身的存在与活力反抗另外一

种看似合理而实为虚假的生活，否定权威和绝对真

理，肯定其他的可能性，赋予每个他者以合法性。可

以看出，表情包的涌现特别是在网络聊天中出现的

斗图———源于 QQ 群聊时群内成员互发表情包以满

足聊天时的消遣与娱乐，后来发展到互联网论坛、贴
吧上，网友们因为一言不合就用表情包进行谩骂、攻
击等———就是一群青年人情感的宣泄与狂欢。

但是这种网络表情包的狂欢和巴赫金的狂欢在

本质上有所不同，巴赫金的狂欢更多地是为了反抗

霸权、建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而表情包的狂欢更

多地是一种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政治话语被娱乐

化，宏大叙事被解构。一些政治人物与政治话语甚

至是与政治意义相关的一切都被青年人通过图像用

夸张搞笑的方式进行外在形式的消解从而达到娱乐

化的效果，比如网络热传的金正恩与特朗普的表情

包，这些曾经被父辈群体认可并且崇拜的政治人物

或者符号被年轻人用表情包的形式进行二次解构，

代表着青年对父辈所追崇的仪式与道德观念的否

定、破坏与颠覆，体现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

抗以及建立青年人话语体系的期望。
相对于一些政治话题或者是宏大叙事，青年人

更关注当下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

建构新的叙事空间。于是就有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

活的结合，如前一阵子微信朋友圈流行的《如何假

装成为一个好妈妈》一文，就是从经典影视和宣传

画中选取图像，配上与现实生活相关的诙谐幽默的

文字做成网络表情，通过对以往经典素材的颠覆，给

读者一种新奇感，也因为内容的趣味引起诸多妈妈

的共鸣，实现了对宏大叙事的生活化瓦解。

三、表情包的消极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情包毫无疑问地代表着

青年群体的诉求与价值追求，而且在促进社会文化

多元化以及表情达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表情包的传播的背后也有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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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影响。
过度使用表情包会使青年人丧失独立思考与判

断的能力。表情包的制作一般是简单而粗糙的剪贴

与碎片化的拼贴，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片段化与即

时性的，并未对社会问题有更深入的剖析与认识，因

此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很容易引起年轻人在理解

上的断章取义，从而失去明确的指向，陷入肤浅与低

智，导致意义的缺席，使青年最终丧失明辨的能力，

无法 理 性 沟 通 与 交 流，最 终 成 为 娱 乐 的 受 害 者。
“一切公共话语都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

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

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

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

物种。”［6］

另外，表情包里的一些低俗、粗鄙的符号与文

字，也不利于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
青年人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尚未完全

健全和完善的时期，他们自制力不强，道德感尚未完

全建立，一些不健康的表情包的存在对他们的成长

会有不良影响。因为国家在网络内容尤其是图片上

的监管难度以及审查机制方面的不健全与疏漏，加

之网络传播的快速性与轻易性，导致大量的“污”化

表情包的存在，这类表情包———庸俗、暴力、媚俗、粗
鄙、色情的话语符号 ( 比如请用红包侮辱我、装逼

等) ———的过度使用很容易影响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与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陷入肤浅与非理性的叙事

话语体系，并慢慢地陷入道德下降与精神贫瘠的境

地，从而不利于其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成。
2017 年，描述中国幸存的“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

二》播出后，就有人在 QQ 空间里制作并且传播有关

慰安妇的表情包，引起网友极大愤慨，就是因为这些

表情包的传播与制作突破了国人的价值底线，如果

任由这样的表情包传播流传，会给年轻人的成长带

来不良影响。

四、教育引导，掌握网络的话语权

作为一种交流符号，表情包是青年人迅速建立

人际关系、获得身份认同、反抗主流价值，表达青年

立场的重要方式与交流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

到，表情包的流行在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当代年轻

人的特点: 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社会与他人，逃避

现实，沉迷于游戏与戏谑，容易轻信等，也正因为这

些特点，使得青年人在面对扑面而来的表情包时，很

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就很难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因此，教育引导就显得尤为必要。从宏观角度

而言，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媒体从业者与教育者的共

同努力，明晰网络空间的责任与规范，净化媒介环

境，构建和谐法治的网络空间生态，正确引导青年使

用表情包，树立正确恰当的价值观导向。
但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正视表情

包的存在，看到表情包流行背后隐藏的青年人的话

语诉求并认识到表情包给青年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正

面面对。大部分教师对表情包并不太了解，但学生

却运用得如火纯青，甚至在偷偷地制作、保存、流传

老师的表情包; 虽然有些表情包较为低俗，但是这确

实给年轻人带来了情绪的释放与压力的疏解，激发

了他们在创作上的创造力，也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与

心理上的多元化诉求。习总书记说“宣传思想工作

就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重点就在哪，人的意识形态

容易受网络流行语左右。”所以，青年的表情包及其

背后的 话 语 诉 求 值 得 每 个 教 育 工 作 者 引 起 高 度

重视。
教育工作者要尽快转变观念，向学生学习，重视

青年诉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

与承诺》一书中提出“后喻文化”理论———“在文化

急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受新思潮、新风尚和新传播

工具 的 冲 击 和 影 响，长 辈 反 过 来 向 晚 辈 学 习 的

过程。”［7］

教育工作者要有不断学习的意识，捕捉新型话

语，努力与青年人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理解并

回应他们的诉求，掌握网络的话语权。
习近平曾指出，教育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根据教育发

展的规律，了解学生的特点与需求，看到表情包流行

背后青年学生想要表达个性与观点的呼声，畅通沟

通渠道，可以利用面对面沟通、网络沟通以及留言板

等方式给青年一个表达自我的空间，同时，教育工作

者更要了解并掌握表情包这一“新生”事物，把握网

络的话语权。20 世纪 70 年代，福柯在《话语的秩

序》一书中首先提出“话语即权力”，开始把话语和

权力联系在一起。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

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

武器。［8］

在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话语权主要体现为控

制舆论的权力，掌握了话语权就可以影响舆论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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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何让主流文化靠近青年的亚文化，建立二者之

间的“对话”关系是教育工作者们都应该去考虑的

问题。2016 年帝吧出征事件也表明，主流文化和亚

文化有时候是可以互动的，活跃的亚文化可以促使

主流文化更好地被接受，推动传统叙事话语体系的

更新。2016 年 10 月 15 日，一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长征路上小红军》的表情包正式上线，它

把红军故事和红军精神巧妙地利用“小红军”这一

载体表达出来，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

鸣，获得了青年群体的好评，使青年群体在散播表情

包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主流价值，消解亚文化

的叛逆性，这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一次成功尝

试与融合，这也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事情。
从青年自身这一层面上来讲，在接受学校教育

的同时，应该积极提升自己的辨识能力，对进入流通

领域的表情包仔细甄别，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水平的

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注释:
①青年亚文化是指各个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群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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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Expression of Youth Behind Emoji and the Educationl Solutions

FAN Ｒui

( School of Business，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 )

Abstract: Emoji is the favorite speech carrier and expression way of youth on th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with
the help of the it，young people can quickly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get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construct a youth discourse expression system． Emoji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luralism as well as expression，however，the excessive use of emoji makes young people lose the ability of inde-
pendent thinking and judgment，especially some vulgar emoji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Therefore，educators should strive to establish an equal dialogue relationship with young people and acquire the
right to speak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emoji; youth; expression; educ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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