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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社会已经深深嵌入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凭借着
通信网络的全覆盖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拥有世界
上最为庞大的网民群体，其规模已经超过 10 亿人。小
到衣食住行，大到疫情防控等社会管理，中国在互联网
应用方面也处于领先位置。手机不只是移动通信的终
端，更是与虚拟世界联络的入口，已经“机”不离“手”，
实现了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人的延伸”。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文化深刻改变了文化生产的基本
逻辑，用户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变成了粉丝。作为与互
联网同时代成长的网络原住民，经历了这些年中国与
世界的巨变，以移动互联网、二次元文化为底色，形成
了特殊的青年文化生态。与 20 世纪的青年文化不同，
21 世纪以网络原住民为主体的互联网文化对生活经
验、精神理想有着更为独特和自主的表达。

一、媒介迭代与粉丝生成

如果说论坛、博客时代网络还主要是公共言论的
空间，那么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吸粉、涨粉、粉丝量
售卖、粉丝打榜等粉丝文化变成了一种流量经济。在
这个过程中，娱乐工业与移动互联网结合，产生了粉丝
经济和饭圈文化。这带来双重社会效应：一是粉丝文
化的经济化，粉丝应援、粉丝养成偶像成为重要的商业
模式，为了偶像的养成和给偶像“打 call”，粉丝花费大
量时间和金钱来为偶像“轮博”
、热搜控评、打榜投票和
购买周边产品；二是粉丝文化的政治化，借助粉丝的动
员模式，迅速把一些社会话题变成“热搜”，形成网络舆
情事件。不管是粉丝营销化，还是过度政治化，都说明
粉丝不再是松散的爱好者，而是有文化情感认同、有协
调分工的组织化方式，显示了粉丝能转化为集体的、临
时的网络行动的动员能力。
对受众和粉丝一直以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是在西方传播学的脉络中，接受者是受众，是被动接
受的主体，是像大众一样的乌合之众，就如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中提到电视等现代媒体使得观众变成无脑
的土豆，电视是一种让人丧失理性的洗脑工具。这种
论述背后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想象。在精英文化看
来，电视等现代视听媒体是更大众化、更容易操控受众
的媒介，与之相反，以报刊为代表的纸媒是高度理性化
的印刷媒体。因此，在西方主流的传播研究中，把观
众、听众看成量化的、无差别的接受者。第二种是在社
会主义的文化实践中，比较重视群众、大众的主体位
置，这不只体现在强调文化的公共性、共享性和均等
化，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覆盖城乡和基层，而且也支
持群众文艺，让群众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主体。这包
括在基层展开的启蒙教育、扫盲运动，也包括建立工人
俱乐部、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公共基础文化设施。
从这样两种对于受众的理解可以看出，受众是被
动的接受者，还是主动的创作者，与两个因素有关。一
是媒介技术，如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一般被认
为是单向度传播的媒体，读者、听众只被动接受信息，
很难做出反馈，除非通过读者来信、打电话等间接方
式，而互联网就是典型的双向度传播的媒体，网友一方
面可以即时用留言、发弹幕、表情包等方式做出点评，
另一方面用户参与到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中，甚至网络
平台鼓励用户上传、创作内容。二是社会机制，包括用
户使用技术的素养以及用户在消费文艺作品中所占据
的位置。比如，通过强化公共教育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有能力阅读，这就提升了用户使用报纸媒介的能力，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虽然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写
网络文学、写微信公号、制作短视频等），并能对文艺作
品进行随时随地的点评，但是这些生产、消费环节却成
为平台公司进行算法管理的工具，推送、选择和鼓励都
由平台公司掌握的算法技术来控制，而用户、消费者在
利润分配、产品选择上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大量的内
容生产者以及提供产品服务的劳动者处于不稳定的弹
性劳动状态，在网络文学、短视频平台以及电商、外卖
平台等领域都存在这种平台化企业所带来的权力不对
等的状态。因此，技术的进步不能直接带来受众的主
体位置，真正自由、共享的状态需要技术进步与社会机
制结合起来。

三、青年文化的多幅面向

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

近些年，青年亚文化纷纷“破圈”，成为主流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体现在一些文化事件中。一是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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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被动的受众到被组织化的粉丝

动漫的兴起。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2015）、
《大鱼海
棠》
（2016）到《白蛇·缘起》
（2019）、
《哪吒之魔童降世》
（2019）、
《姜子牙》
（2020）等，国产动漫借鉴日本、美国
等动漫文化，重新让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深受青年观
众喜欢的二次元文化。二是 B 站出圈。B 站是最有名、
用户活跃度最高的二次元网站，也是鬼畜、弹幕文化的
发源地，从 2020 年 B 站跨年晚会到“五四”青年节的
《后浪》宣传片，B 站成为青年人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平
台。三是李子柒等带有古风、传统文化审美的短视频
网红的兴起，
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方式。
相比 20 世纪以反叛、抵抗为底色的青年亚文化和
以消费、娱乐为代表的青春偶像文化，21 世纪的青年人
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现代文化有着更为辩证的理
解，这与他们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有关。他们
成长于中国崛起的时代，也受益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快
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体验，这种体验转化为一种新的
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他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对
世界和国际并不陌生，通过影视剧、旅游、留学、互联网
等方式可以深入了解外部世界，这带来了更加平和的
心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使得青年人拥有更
为复杂的社会感，一边是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等国
内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另一边是金融危机席卷
全球、中东地区持续动荡、欧洲难民危机以及 2020 年
以来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这些都是与
20 世纪的冷战年代和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化时代完全不
同的社会与国际状况。
在这种背景下，当下的青年文化呈现一些新的文
化面向。首先，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认识。中国
不再是积弱积贫的状态，正在以符合自身国情的方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世界也不再是以美国为
唯一标准的国际秩序。面对环境、发展、新技术等挑
战，青年人开始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尤其是以数字化、
智能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使用，这
为青年人思考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
提供了参照。第二，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更加自
信。这体现为古风文化的流行和“国潮”的兴起，与五
四时代以来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不同，古风恰好是
古典文化、二次元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在文化想象
中营造一种浪漫的古典身份。比如，2021 年春节以来
河南卫视连续出品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新综艺，从春
节晚会的《唐宫夜宴》到元宵晚会的《芙蓉池》，从清明
特别节目《纸扇书生》再到端午晚会《兰陵王入阵曲》，
依托青年创意团队，在电视这一传统媒体上把古典神
韵通过融媒体的技术呈现出来，借助短视频获得了很
好的传播效果。第三，红色文化融入青年文化。2021
年以来电视剧《觉醒年代》
《理想照耀中国》和电影《革
命者》
《1921》等红色题材影视剧受到青年观众的好评，
在 B 站等二次元网站出现大量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
这显示了红色文化与当下价值的融合，也实现了理想、
信仰等红色价值的青春化，充分说明被二次元喂养的
青年人并非去政治化的消费者，而是对历史有观察、对
时代有思考的主体。
青年人经过 20 多年在互联网大浪中淘沙，对数字
化、智能化时代有了深入体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大
背景下，以健康码、通行卡等为代表的大数据在中国疫
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不再盲目崇拜数字技
术带来的虚拟世界，反而更冷静地把技术变革与网络
治理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数字平台的过度垄断和过度
商业化，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共享性和自由度。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 2021 年度签约评论家、
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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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斌

近期，粉丝、饭圈成为文化娱乐行业的热门话题。
粉丝就其本义来说，是作品、明星的爱好者，而饭圈则
是粉丝组成的兴趣小组。在前互联网时代，粉丝是阅
读图书的读者、听广播的听众、看影视的观众，饭圈的
前身是各种形式的读者俱乐部、乐迷会、影迷会等爱好
者组织。在互联网时代，读书、听音乐和看影像等文化
消费方式都可以通过数字媒介完成，借助网络论坛、博
客、微博、微信等平台组成粉丝小组，饭圈是与偶像互
动更密切、更有组织性的粉丝群。从读者俱乐部到饭
圈文化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粉丝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深度参与到偶像养成、明星营销的后援会和应援
团，这与媒介形态的迭代有着密切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启了
电脑上网和门户网站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网民主要是
大学生、都市白领和文化精英，最为著名的网络文化事
件都与校园网有着密切关系。借助网络论坛、校园
BBS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类、生活旅游类的网
络社区，以信息分享、文化交流为主，商业色彩比较弱，
门户网站上的信息也以转发其他媒体为主。曾经在报
纸、杂志上讨论的公共话题也开始转移到网络论坛上，
出现了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网络空间，跨地域的网友
借助网络参与到文化与社会议题的讨论中，这也使得
网络空间成为新世纪之交最为活跃的公共领域。2005
年开始了博客时代，依靠名人开博客，带动博客文化的
普及，博客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平台，也涌现出一
些草根博客，但博客整体还是以文字或图文为媒介，从
这里可以看出，门户网站时代的网络空间主要局限于
都市文化和知识精英领域。2006 年出现优酷视频，随
后爱奇艺、腾讯视频等视频网站兴起，借助 3G 通信网
络，这改变了以文字和图片为核心的信息交流方式，进
入数字影像的时代。
2010 年前后，互联网发生了新的转变，人们全面
进入数字化生活，从网购到文化娱乐消费都离不开移
动互联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微博、微信等
社交媒体出现，意味着网络从页面时代进入移动互联
网时代，智能手机成为最重要的移动终端，以微博、微
信为基础进入自媒体时代，形成了以“大 V”为核心的
意见领袖来引导公共讨论和社会舆论，也出现了文化
娱乐产业与互联网媒介结合起来的粉丝经济。二是短
视频等影像化社交媒体出现。2015 年以来，快手、抖音
等短视频社交平台流行，使得用户参与内容生产的规
模扩大到更大的群体，直播、网红经济等借助影像传播
的方式成为新的商业模式。三是以二次元为底色的青
年亚文化崛起。2009 年 B 站成立，这成为青年人创作
和分享动画、漫画和游戏（ACG）等的二次元平台，也形
成了鬼畜、弹幕、表情包等带有社交性、圈层化的网络
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受众从用户参与生产到用户粉丝
化，在两个环节上介入数字文艺作品的生产与消费
中。一是数字平台鼓励用户生产内容，不再是专业化
的文化公司或机构来提供，从论坛、博客到微信公号、
短视频，很多素人成为网络作家、网红博主。尤其是在
短视频时代，涌现了很多草根网红，在流量经济的制约

下，出现了很多奇观化、猎奇化的作品来吸引点击率，
也催生出了制造网红和博主的中介公司，专门生产某
一类数字作品。二是在消费环节，消费者借助数字平
台的互动性和社交性，鼓励用户、使用者对数字作品做
出反馈，这种反馈既体现在发弹幕、表情包、点赞，也体
现在借助剪辑软件生产鬼畜视频、各种短视频评论节
目等形式上，确实比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
媒体能够更好地实现互动。借助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化
的网络平台，在娱乐文化领域，粉丝的商业价值被发
掘，逐渐变成狂热的、饭圈化的粉丝。

—读
—董学文的《《毛泽东文艺与诗学思想》》

□张慧瑜

北京大学董学文教授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与
诗学思想》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 5 月），收录了作
者从 1984 年至 2018 年这 30 多年间关于毛泽东文艺
及诗学思想的论文。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为武器，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
之内，考察其形成和发展历程、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并对一些相关的评价性言论进行辨析，将毛泽东文艺
思想的研究提高到了很高的水平。
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论述，特
别是关于文艺
“为谁服务”
“如何服务”
以及作家艺术家
“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的论述，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进
行比较研究，然后得出结论：
“毛泽东在使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推进
到更为完善、更富活力、更具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时期
特点的新阶段。”
（第 48—49 页）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
艺思想就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阔、流量最为
宏大的一段。
”
（第 3 页）
作者还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放到五四以来革命文艺
的历史发展中，
联系整个革命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发
展和文艺学说的变迁来加以考察，通过将毛泽东文艺
思想同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
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
设具有启蒙意义的理论主张进行对比，特别是通过对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观的某种师承关系的分
析，认为“毛泽东继承了‘五四’的光荣传统，汲取了先
驱们和同伴者的思想营养，成功地总结了左翼革命文
艺运动的经验，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文艺实践，
集中全党的智慧，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逐步确立起来并不断推向前进。
”
（第 27 页）
作者又将研究目光投向国外，将毛泽东文艺思想
放在 20 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在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
比较分析中，阐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他说，
“毛泽东重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揭
□
示了普遍人性和具体人性的关系，这对一切主张抽象
人道主义和
‘泛爱论’
、主张
‘艺术家不过是一些被过分
的性欲驱使的人’
‘ 美的观念植根于性刺激的土壤之
中’
（弗洛伊德）的见解，不啻昰一副克服的良药”。
（第
23 页）
《讲话》
“也是从作家—作品—读者系统来研究
文学的，所不同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之处
的是，
它主张三者动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而不是谈
作品就排斥作家，也不是谈接受者就淹没作品”。
（第
21 页）
“毛泽东还特别关心语言问题，实际上掀起一场
真正的人民语言革命。在这里，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
‘语
言本性’论会变得黯然失色。”
（第 22 页）他充满自信地
写道：
“历史将表明，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
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战斗的无
产阶级，
而且属于整个进步人类。
”
作者深知，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因此他在论述中，运用科学
的理论，
对改革开放以来否定、贬损和歪曲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谬论进行了有理
有据的反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进行理性辩护。比如，有人认为，
毛泽东的《讲话》
“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
美”
。作者对上述说法进行了辨析，
详细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艺术问题和
创作问题的论述。他援引《讲话》中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论述，指
出毛泽东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
的”。他还援引毛泽东“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
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
‘标语口号式’
的倾向”
等论述，
认为：
“毛泽东这
些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的美学意见，
足以证明某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偏
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
的非难是站不住脚的。
”
（第 42 页）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批评性论述，论点尖锐却不超出学术范围，言辞
犀利但不失理论分寸，能充分考虑对方论点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合理因素，字
里行间流露出对持不同学术观点论者的理解和尊重。例如，针对有的作家认
为文学创作是
“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
，感受即真实”
的说法，
作者写道：
“如果说
这是极少数人的创作试验，是可以的，但若将其作为创作的一般规律、一般原
则，可就大谬不然了。”
（第 224 页）针对那种认为文学产生“轰动效应”是文学
对自身偏离获得的意义收获，
认为只有
“边缘化”
的文学才是文学的常态、才是
文学的未来存在的说法，作者表示：
“这些意见，本意或许是要使文学同现实
拉开距离，建立文学的审美和批判功能，但它的结果却是对社会责任的回避
和逃脱，为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创作拥抱商业市场，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
撑。
”（第 212 页）
作者并不讳言毛泽东文艺论述和他关于文艺问题的大量指示中，的确存
在某些缺憾，主张应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但他认为这种总结应当切实注意
以下三点：其一，要把毛泽东文艺论述和指示中的某些失误，同作为体系性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开来；
第二，
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同贯彻执行这一思
想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
第三，
不能无限夸大毛泽东文艺论述和指示中的某
些失误，
要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以
“研究”
之名，
行全盘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
之实。
通过总结经验，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扩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范围”
“改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方法”
等建议。书中写道，
我们还缺少分期研究、
缺少阶段性研究、缺少发展研究、缺少专题研究。我们还不善于对毛泽东的文
学本体论、创作论、价值论、主体观和接受观等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
还有许多
理论课题可以开掘。这些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见解，对深化毛泽东文艺思想
研究无疑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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