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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温和抵抗 ：特质、缘由及审视

敖成兵
（皖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青年网络亚文化从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的那刻起就悄然衍生。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子

集，青年网络亚文化是对传统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加工和网络再造。随着青年网民的个体化崛起和智
媒时代的到来，青年网络亚文化仪式抵抗的温和特质愈发明显，这主要是由于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
格立异、族群区隔、屡被收编和困境犹存所造成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温和抵抗方式虽然并不意味
着其仪式抵抗精神的渐至消泯，但也要防止青年网络亚文化圈层内部负能量的累积，并警惕青年群
体在网络媒介场域里的“精神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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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网络亚文化从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的那刻起就悄然衍生，凡是嵌入、植入、融入网络空间场域
里的，以特殊的流行风潮、行为范式、风格趣味、意念情态进行价值重塑、精神打磨、文化再造的青年
亚文化，皆可纳入青年网络亚文化的范畴。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和智媒技术的更新换代，青年网络亚
文化仪式抵抗的温和特质愈发明显，而探视其温和抵抗的特质及缘由，并对其温和抵抗样态进行审视，
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仪式抵抗
“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或学识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表达
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1] 青年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会面临身份政治问题，青年网络亚文化
风格的生成价值及意义在于，青年群体以想象性、原创性、意向性、象征性等亚文化风格及文字、图片、
视像符码，在专属场域里描摹精神对峙与“仪式抵抗”的宣言书。
“仪式抵抗”一词最早是由英国伯明翰学派提出的，他们认为青年群体会以独特而另类的生活方式和
话语实践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居于社会支配和主导地位阶层的文化“领导权”，且认为青年亚文化作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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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
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2] 对于中国国内的年轻人而言，现实中的阶层局部固化、社会
人群分化和精英持续僵化等现象，以及社会公平正义、良俗道义、理想信念的缺失，使得他们产生生活
视界的虚无感、精神视域的厌世感和价值层面的割裂感，而当社会主流因道德反差、精神失序、价值相
悖而无法体现其社会标准的一致性时，青年人就会用一种隐讳而不张扬的形式对社会主流进行“仪式抵
抗”。此种抵抗形式以娱乐、戏谑、恶搞和狂欢等为表象，并内隐了青年人的话语吁请、利益渴望、价值
诉求和精神批判。
青年亚文化首先通过风格建构和风格凸显来进行“仪式抵抗”。“风格是某种特定文化的特征，这一
特征使该种文化区别于任何其他文化。风格是表征一种文化的构成原则。”[3]“风格”被英国伯明翰学派
冠以亚文化“第二皮肤”的称谓，所以，对亚文化及其仪式抵抗的解读，离不开对风格的解析。网络视
域里的青年亚文化风格不同于传统社会里的青年亚文化风格，传统社会里较早时期的亚文化风格与阶级、
地位、世代、种族、性别、境遇等相关联，带有明显的阶层冲突、代际抗衡、地位抗争、性别趋异及种
族歧见等特征，代表性的有泰迪男孩、光头党、朋克、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摩得族、雅皮士等的风格。
而青年网络亚文化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性，含有群态化、泛众化、平面化、去中心化、泛娱乐化等特征，
在文化的逻辑传承上与后现代精神相契合。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亚文化一般采用政治攻讦、街角对峙、混
混越轨、喷子抗争等激进的、显性的、暴力的正面抵抗形式，而青年网络亚文化往往采取柔和的、隐性的、
委婉的侧面抵抗样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仪式抵抗的温和特质愈发显著。
二、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温和抵抗特质
结合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风格特征的归结，笔者对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温和抵抗特质有三个方
面的概括，而无论是挪用与拼贴，同构与狂欢，抑或是表征与意指，其背后显现的都是青年网络亚文化
抵抗方式的温吞平缓，而非暴力偏激。
（一）挪用与拼贴
挪用即是指将他物采借、偷换、舶来，再以草根化的语态和接地气的方式，聚合起青年人跟风运用
和积极参与的热情 ；拼贴就是在青年群体的风格“超市”里，将符号、文本、音视频、动漫音乐等物件
随机抽取、信手拈来，再进行嫁接变换、加工改造、即兴篡编，在新语境、新系统、新氛围、新背景下
“尬”文化、吐槽文化、鬼畜文化、
“丧”
赋予其新的意味。譬如二次元文化、耽美文化、嘻哈文化、御宅文化、
文化、“佛系”文化等皆是挪用与拼贴的产物。通过挪用与拼贴，青年人在网络视域中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模态，进行着自己的话语实践，寻析着自己的文化趣味，并衍创出新部落文化的风格繁样，在风格谐趣上，
或如出一辙，或另类乖张，或沿袭旧典，或别出心裁。
（二）同构与狂欢
同构即指在原创、构思、臆造的基础上，用象征性的符码达至制作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价值相符、情
感相契、意义认可。而在制造认同的基础上，因在青年群体内部产生共鸣、共情、共享、共识，从而引
发群体狂欢。各种“表情包”文化、流行语文化、“XX”体文化、“污”文化、涂鸦文化等皆是同构与狂
欢的产物。青年人用同构的方式展示他们自反性理解的“亚文化”身份和话语风格，他们借此来宣泄不
良情绪、缓释心理压力、维系社交人脉、结识同趣友人、建构生活方式、衍生情趣意念 ；而新时代消费
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视觉享乐主义的寻求以及世俗精神的探望，衍致出青年网络文化的视域狂欢，此
种狂欢既“充满了双重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
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4]，也催生出网络亚文化风格里的群体欢愉、浅俗魅惑及盲从热潮。
（三）表征与意指
青年亚文化意义上的表征，即指用一种或多种风格符号去指代青年人在现实及想象中构建的描述对
象，这些符号是青年群体内在心理、情感、精神、思想的外在显现。因为“思想和情感本身在我们的精
神生活中就是‘表征的系统’，我们的概念、形象和情感就在这系统中，代表和表征着那些在世上的或在
世外的事物”。[5] 意指即是青年亚文化符码的多义诠释、意义延伸和风格颠覆，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
“自拍”文化、
“颜值崇尚”文化、
“XX 迷”
态去实现或具体展现群体生活的一种实践”。[6] 各类粉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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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网购文化、恶搞文化、弹幕文化等显现的都是青年亚文化风格的表征与意指。青年网络亚文化风
格既表征着青年群体的阶层焦虑、身份困惑、生活窘迫、价值迷茫和精神无助，也意涵着青年群体在不
断臆造流行符码、涌动创变活力、弥合群体裂痕。
三、青年网络亚文化呈现温和抵抗方式的缘由解析
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立异、族群区隔、屡被收编和困境犹存是造成其仪式抵抗变得温和婉约的主
要缘由。
（一）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立异
起初的青年亚文化看重的是公共体验而不是个人体验，重视精彩的公开展示而不是个体性格的复杂
性，它追求一种全方位的体验而不是那种受控的或由条条框框束缚的虚构的体验。[7] 在青年亚文化的初
期建构阶段，共有风格掩盖了个体风格，全景化风格超越了个性化风格。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青
年网民的个体化崛起和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已成事实，他们要在个人主义的正当性里唤醒自我、淬炼心性、
锻造品质、培育风格、彰显价值，因其内在需求的生发而导致青年网络亚文化风格渐呈衍散化和微众化
的态势。
首先，青年个体化时代开始崛起。青年群体信息原创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被激发起来，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传播资源的分配，分享传播的路径和符码，在自身关注及身份活跃的平台上点击、围观、评议、转发，
并根据自己的喜趣专长和信息偏好仿造自我的风格空间，在风格体例中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标新立异、
特立独行和卓尔不群；他们在建树个人风格的同时，还在网络视界里寻找风格相似或相近的“同缘人”和“同
趣人”，以建构起新的族群部落，此群体的规模可以不大，人数可以很少，只要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即可。
由此造成青年亚文化的网众风格与微众风格并存，群体风格与个体风格互现，公域风格与圈层风格共生，
风格的技术化、细散化、多元化、个性化、代际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其次，青年人开始建构自身的风格特质。这是个技术祛魅、价值祛魅、偶像祛魅、道德祛魅的时代，
网络为“渺小如蚁”的个体进行自我展露、自我表达创造了机遇。2000 多万个微信公众号，数以亿计的
微博账号，还有活跃在 QQ、MSN、小程序、知乎、豆瓣、人人、秒拍、快手、分答、抖音、A 站、B 站、
优酷、土豆、贴吧、论坛、社区、游戏空间、各式直播间、各类客户端里难以计数的青年身影，及以罗振宇、
张大奕、黎贝卡、六神磊磊、papi 酱、办公室小野、李子柒、秋叶 PPT、咪蒙等为代表的个人 IP 获得成
功的案例就是青年个体化凸显的最好明证。对于青年个体而言，沉湎于景观世界成了令人激动、意味深
长的“真实世界”，现实的日常生活相比反而显得贬值且毫无意义。[8] 他们在话语弱势情形下进行语言的
风格异变，其中既有自嘲体的戏谑，也有流行语的隐喻。他们要在风格立异中妆点自己的生活情境、微
“标
观化境和恋幻意境，营设自己的“十里桃花”或“一眼万年”，他们已经不在意群态风格的“共识”体、
杆”体，更想意构属于个人风格的“网红”体和“独树一帜”体。
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立异使得网络族群呈现风格林立、口味多样、格调多元的局面，这其中既有
身份的混搭与穿插，也有立场的变异与游走 ；既有风格的转换与新创，也有范式的坚守与演化。每一个
青年网络亚文化族群都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样式，进行自己的文化实践，拓延自己的文化创意，输
出自己的文化符号，他们对小我风格、微众风格的关心胜过对群态风格、全景化风格的关注。青年网络
“浮”
亚组织的松散化、零乱化、拼凑化、微细化、临时化，青年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所呈现的“浅”交往、
沟通、“滥”娱态、“重”矫情等特征，使得当下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仪式抵抗更多的是表征着青年人一种
纠结彷徨的心理、蕴含着一种自由选择的情境、折射出一种温软嬉戏的况味、暗溢出一种墨守成规的活态，
其内里暗含的抵抗精神已经渐次被研磨与稀释，从而呈现出一种温婉平和的抵抗特征。
（二）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族群区隔
中国国内的互联网时代尚未拉开大幕之时，青年人在现实中因生存境地、生活状态、行为方式、意
识情态的异域性和分割性，使得他们很难在某些平台上聚合起身份、创意、价值等方面的族群态、认同
状和归属感。随着网络互联时代的到来，青年人在风格展示的基础上渐次衍构出属于自己的更微众化的
亚文化族群模式，譬如各种新部落、新社区、自组织、亚圈层等，在泛娱乐化的裹挟里他们又类化为拇
指族、游戏族、运动族、追星族、休闲族、旅行族等。网络族群不仅为青年人在网络视界里呼朋引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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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趣结缘、相互交流、信息互补、平台互动寻找到或志同道合、或“臭味相投”的“同道人”和“圈内人”，
也使青年网络亚文化由小众的“无序打造”向网众的“合力构筑”转变。
伴随移动智能新时代的到来，青年网络亚文化渐渐转向疏离与区隔。造成族群区隔的原因有两个方
面 ：一是媒介技术的嵌顿扩张。媒介技术是支撑整个文化的基础框架，也是建立网络亚文化族群的前提。
只要确立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就可以确定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动因和塑造力量。[9] 智媒
时代的确立，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与赋能，使得青年群体在网络技术、终端应用、媒介选择等方面出现分化，
代内“数字鸿沟”已然形成，一些设有技术难度、消费门槛的族群将其他人“拒之门外”。再加上现实社
会结构分化对网络的渗透与影响，青年网民身份附着、生活依赖、言论传播、意见表达、观点呈现、价
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造成青年网众文化水准不一、认知甄别能力迥异、媒介素养参差不齐，从而使网
络亚文化向更微细、更小众、更裂散的区隔状演进。二是亚文化“围墙”的潜在影响。移动互联时代的
青年人学会了从对信息的被动接纳到主动过滤，在自我的专属领域里择选悦己悦目悦心悦情的信息，将
信息平台推介、引荐的信息归为己有，沉迷在小我模态的私域空间里，并将这一空间砌上带有隔离性质
且有门槛设置的亚文化“围墙”，在“围墙”内风格互介，信息互荐，话语互通，而对“围墙”外的视界
漠然无视，甚至对外部圈层里的意见领袖和“网络达人”一无所知、闻所未闻。这种亚文化“围墙”现
象实际造成了青年人信息获取的渠道窄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资讯往往被他们忽略和无视，相反他们
却过分耽溺于微我视界里的自娱自乐。
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区隔性不仅表现为技术、身份、话语、娱乐、时尚、趣缘等方面的区隔，也表现为消费、
意识、价值、精神和阶层等方面的区隔。不仅有代际区隔，也有代内区隔。以代际区隔为例，年轻人会
借助新媒介的传播优势，用特殊的词汇、符号和语构方式，建立起无形的且有聚揽性和区分性的话语体系、
风格标识，将青年圈层同其他老龄群体区别开来。他们不仅用技术反哺和文化反哺使长辈成为新媒介产
品的学习者、艳羡者和追慕者，而且会用年轻人特有的语态、语气、语词，加上刻意的夸饰、点缀、创变，
进行话语解读、文本解码、语义颠覆、情态恶搞，此皆让年长者瞠目结舌、难以理解、无所适从。以代
内区隔为例，族群之间因亚文化关注点和喜好度不同，由此造成风格立场相异。比如“葬爱家族”可能
不知道“越狱族”是哪种部落，“晒黑族”可能也无从知晓“声客”是何方神圣 ；需持有 B 站邀请码并通
过较大难度的“闯关答题”环节才可以成为 B 站正式会员，想加入热门网游需电脑高配置、购买游戏币
和道具以及进行身份认证才能玩得心安。又如“粉丝”族可细化为不同的族群，因为粉丝追捧、喜恋的
明星不一样，而即使是同一个明星的粉丝，在这样的部落里也出现再分化。以“鹿晗”粉来说，有的喜
欢鹿晗的歌曲，有的喜欢他的容貌，有的喜欢他的衣着，有的喜欢他的气质，有的喜欢他的发饰……所以，
同是“鹿晗”粉，又可以分化组合成不同的微细文化部落。
网络空间、平台上难以计数的青年微细族群部落的建构，使得族群之间就某一事件或某一看法达成
共识的难度加大，歧见愈加明显，除非极少数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新媒体事件”的发生才能引起他
们的侧目关注和集体发声之外，很多事体都难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青年个体游走在不同族群之间，其
身份的不确定性与跨界性导致其容易出现族群立场的摇摆性和话语协商的易变性，而且他们又过于强调
内在感受并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再加上网络族群文化本身看重的是自由择选、取向随意、不拘一格和消
费主义，其在群体的组织力、协同力、执行力以及传播策略等方面严重匮乏，由此造成青年网络亚文化
的整合效力、聚合效能、共识效应渐渐弱化，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仪式抵抗也慢慢收敛了锋芒而变得温和。
（三）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屡被收编
一种收编即指政治招安。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喧嚣和仪式抵抗早就引起政治主流的关注。政治招
安是指政治主流用怀柔与安抚、接纳与挪用、改造与宣播等方式，主动吸收青年网络亚文化中可资借鉴
的创意因子，用重新编码和创建新语境、新场景等方式对其进行整合、利用，并为其提供土壤、施与空
间、帮扶成长、适时弘扬。例如在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的当下，Cosplay、表情党、跑酷、网游、手
游、网络原创音乐等青少年文化实践活动所创生的符号或多或少地被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动漫音乐文化节、
国内电玩游戏节等所吸纳和转化就是最好的佐证，[10] 此举既可以彰显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风格，也可以防
止其出现越轨、偏激、狂热等情形。
另一种收编即指商业嵌入。“青少年文化是本真文化与批量生产的文化的混合物，这里既有年轻人的
· 81 ·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359 期

自我表达，也为商业文化生产者提供了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11] 商业资本的嗅觉最为灵敏，其盗猎、窃
取和借用了青年亚文化符码和象征性符号，用货币注入、商业联手、借势炒作、推波助澜等方式在符码
消费、利润攫取的市场喧嚣中赚得盆满钵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年轻人自创的流行语“光棍节”和“网红”。
“光棍节”后来异变为“网购狂欢节”，“网红”现象催生出网红经济，由此可见商业资本渗透的见缝插针
及商业变现能力、收编力量之强大。青年群体原是想建构一种属于自身的话语范式、风格特征、观念传递、
价值诉求和意识思想，以期获得社会主流的关注、认可、汲取和接纳，但商业收编使他们陷入被资本引
诱、被消费利导的尴尬之境，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沦为消费狂欢、精神矮化、价值消释的牺牲品。虚拟
视域里青年人身份混搭的千奇百怪、现实场景中消费利诱的商业丛生、不同利益群体价值蛊惑的无孔不入、
世相生态里精神解构的潜隐无声，使得青年网络亚文化符码沦为商业消费的筹码。比如属于早期网络亚
“小清新”文化、
“杀马特”文化等显现的是青年人偏于一隅的单纯自恋与孤芳自赏，
文化的“耽美”文化、
“刺
在媒介狂欢之后，他们仍旧无法摆脱残酷现实的纷扰和侵蚀；再比如“涂鸦”文化走向了诙谐与落寞，
青”文化成了小我的张扬，恶搞文化滑向无厘头搞笑，“表情包”文化流向隐喻哗众和自我降格，“吐槽”
文化最终演化为纯娱乐和泄私愤，弹幕文化演变为苍白无效的话语炫示，“污”文化只是青年人的一种卑
“丧”文化宣扬的无力颓废，
“佛
俗与坏笑。而属于当下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叹老一族”所散发的暮气沉沉，
系”青年推崇的慵懒随性，最终都和青年“创意市集”一道被亚文化资本的小众闲趣和景观消费收入囊中。
政治招安和商业收编降低了青年网络亚文化仪式抵抗的参与度，削弱了仪式抵抗的力度，稀释了仪
式抵抗的浓度，消减了仪式抵抗的热度，亚文化本真的仪式抵抗意义被消解，并渐至褪去了仪式抵抗的
原初动力、勇士精神和英雄气概，蜕变为日益普泛化、寻常化的符号现象以及娱乐狂欢的衍生物和群体
消费的附属品。
（四）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困境犹存
青年网络亚文化品牌的缺失。青年网络亚文化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品牌来打造的，这种亚文化品牌以
共同信仰和共享实践为基础，以智力创变和符号协商为依托，既具有鲜明的青年特质和亚文化表征，也
是对传统青年文化的精神加工和网络再造。这种亚文化品牌下的青年表达以戏谑威权、嘲弄固执、解构
文本、离析僵化、揭批伪善、指斥教条、拒绝粉饰为特征，点缀以碎片化、零乱化、偕同化的表现手法，
夹杂着隐喻、暗指、混接与反讥。但在自主建构理路、自我申诉立场尚不明晰的情况下，青年网络亚文
化品牌的构造仍遭遇很多挑战。虽然青年群体可以自主生产信息内容、公民新闻和流动媒介，但在今天，
互联网已经走向机构化和产业化，为政经势力所驾驭，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运营亦不断加强，致使新媒体
走向“主流化”。[12] 所以青年群体在不占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话语资本、版面资质的前提下，只能以
一种灵活、退让、忍耐、包容的方式进行温和抵抗和迂回表达。他们不想做主导文化的附庸，但又不得
不臣服于主导文化的威权 ；他们想打造属于自己的亚文化品牌，却在价值迷茫和精神混沌中找不清方向，
最终使得青年话语要么杳然无声，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慢慢向主流话语靠拢。
青年群体在“信息茧房”里的嗟叹与妥协。青年群体作为网络里的原住民，其网络亚文化的文化反
哺功能愈加明显，“后喻文化”特征也日益显著，他们正在深耕属于自己的“半壁江山”，并用场域的强
大吸附力将一拨又一拨的网络新生代们揽入自己的文化圈。但在信息领域中，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十分有限，
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的兴趣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拘束在好似蚕茧一样的“茧房”之中。 [13]“信息茧
房”可能会造成网络圈层里青年某种偏执、盲目、癫狂、极端和非理性现象的出现，而面对现实公权力
的强大威慑和实际困境的难以解决，青年人也会有一种嗟叹和妥协，并只能用犬儒幽默和自轻自贱等方
式表达慨叹和感怀。他们蜷缩在“茧房”里进行自我麻痹和自我宽慰，此虽然是一种消极规避和暂时抚慰，
却也可以缓释青年人某种焦虑、无奈的心理情节，使他们愤懑、怨怼的情绪得以宣泄，从而使仪式抵抗
变得温和舒缓。
青年网络身份的多样性、易变性、异质性，网络空间平台的虚拟化、零乱化、碎片化，消费主义的
普泛、肆虐和异化，以及青年赖以依附的现实社会基础的缺失等，都使得青年群体暂时搁置了对社会固
有矛盾的解读，收敛了作为弱势阶层的情绪释放，恢复了隐忍承受、默默为己的初始姿态，并延续了象
征性、臆造性符号的群态狂欢和整蛊风潮，而青年人的价值诉求、意愿需求、发展欲求、公平渴求等往
往都是通过一种温软、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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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青年网络亚文化温和抵抗方式的审视
（一）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仪式抵抗精神并未消泯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迪克 • 赫伯迪格认为，现在所有的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
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14] 在笔者看来，青年网络亚文化被完整收编的可能性极低，其仪式抵抗不会从温
和婉约走向湮灭无痕。诚然，离开了网络消费和商业扶持，青年人就无法介入网络亚文化圈层，尤其是
那些设有消费门槛的圈层。但是，青年群体在消费符号的再解译、再改造、再创变中又催生出更多的亚
文化消费因子，从而为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带来更多的炒作资源和利用符号，所以，商业文化要想一边
通过资本嵌入谋取商业利润，一边进行文化推销，肯定要有意识地去迎合、蓄意地去培育、积极地去推
动青年网络亚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由此看来青年网络亚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互相借势、相互依存、同续
共进的关系会一直延续下去。
部分青年网络亚文化价值在被商业利用的同时，更多的网络新生代们也一直在进行着反收编，因为
他们的身份困境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话语劣势地位仍旧存在，所以他们会在符号的“游击战”中对付、
[15]
挑战强势者所宰制的社会秩序，在拼贴和再创造中生产“快感”和意义；
他们会以青年人的敏锐洞察力、
犀利讥讽力、睿智针砭力、话语冲击力等建构起属于自身的亚文化生态 ；他们会用悲情与戏谑的方式继
续表达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与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怜悯、对贪官污吏的鞭挞与憎恶、对权贵炫富的
嘲笑与暗讽，并以接力传承的姿态和锻造立新的方式，在网络视界里巧辟蹊径，在技术平台上另谋他途。
（二）青年网络亚文化温和抵抗背后的隐患潜藏
1. 防止青年网络亚文化圈层内部负能量的累积
青年网络亚文化圈层越发细微化和小众化，这样各种思潮、流派、观点、声音就更加容易对其进行
渗透和植入，青年群体也更容易被少数居心叵测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鼓惑，更容易被一些虚构的、虚
假的、虚浮的、虚空的、虚无的言论和世相所蒙蔽和欺骗。各种负面信息、负向事件的圈内散播与影响，
各种反主流文化声响的圈层喧嚣与聒噪，各种消极颓废、悲观厌世思想的圈中衍散与漫溢，各种带有迎
合性、迷惑性和隐蔽性的所谓“正义”呼声在圈内抢占市场和吸引眼球，以及与谩骂、侮辱、攻击、诈骗、
暴力、色情、煽动、谣言、迷信、邪教等相关联的资讯信息在圈层中泛滥等，都会误导和引诱那些社会
阅历尚浅、信息甄别能力较弱的青年人，使他们受到传染而走向歧途。
青年网络亚文化圈层的私密性、隔绝性和封闭性给网络监控增加了难度，所以社会主流要重视青年
现实问题的网络转移和圈层隐匿，要审视青年作为弱势群体的消极抵抗和生命挣扎，在加强网络监管、
净化网络环境的同时，要采取“疏导”与“引流”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好网络平台作为“减压阀”和“缓
冲带”的重要作用，在合理可控的区间范围内，让青年人有宣泄负面情结和不满情绪的通道和出口。同
时，要进行网络生态的共建、共享、共荣，推动多元网络主体对网络平台的良性运作共同监督、共尽职责、
共献良策，防止青年负能量的圈层聚合和同频共振。此外，还要尽可能消弭现实与网络之间因意识鸿沟、
价值反差、道德相悖和精神相左而造成的青年人的思想困顿、价值迷茫和道义缺失，涵育好青年人的网
络心理和社会心态，用核心价值观凝聚起青年群体社会认知和发展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2. 警惕青年群体在网络媒介场域里的过度“精神沉迷”
青年群体在用亚文化风格进行温和抵抗的同时，可能会将网络亚文化的范式、流派、意识、价值视
为主流，而对圈层之外的主导世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将主导文化的价值准则、意念主张、行为示
范视为一种过场、标签和浮相。由此就需引发主导文化的反思，要警觉在青年群体中出现隐性抗争心态
的滋生和蔓延。青年群体可能会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附着、正襟危坐、乖巧顺从、言不由衷、善于
伪饰等现象和网络平台里的身份脱逸、恣肆放纵、漠视冷眼、心迹坦露、圈层沉溺等特征。他们会用亚
文化的喧嚣和声浪遮隐、屏蔽主导文化的声音，并积极寻求自身的话语空间、拓延渠道、表述方式和衍
播方法，在“自家”的平台上，或自演自说、抱团取暖，或怡然自得、我行我素，从而使社会核心价值
理念难有植入、融入和内化的契机。
这是个相互退让、互相趋附的年代。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主导文化的文化血脉和文化滋养，就没
有今天的青年网络亚文化，因为主导文化是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源头活水”，青年网络亚文化是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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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支流派”；而当主导文化汲取、吸收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文化因子和文化符码的时候，青年网络亚文
化反过来在某些层面上又成了主导文化的“ 源头活水”，所以主导文化与青年网络亚文化之间其实是相互
融嵌、互为源流的关系。离开主导文化设置的文化场域、空间平台，青年网络亚文化也“无土难存”；而
主导文化和社会主流不能小觑并且要认真审视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支控力，要放低姿态，以
平等、平易、平和、平实的态度与青年网络亚文化进行对话、沟通、互动、交流 ；政治主流既要尊重青
年人的话语地位和身份立场，也要为青年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提供动力和支撑，并通过悉心培植青年
网络亚文化的价值基因、文化根基和历史底蕴，使之成为主导文化的有益补充、精神接续和价值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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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Disobedience of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Trait, Reason and Survey
Ao Chengbing
(School of Marxism, Wann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has been quietly deriv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net era in
China.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is a subset of youth subculture, it is also the spiritual processing and network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youth culture. With the individualized rise of young netizens and the arrival of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e mild nature of the resistance of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style, the isol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repeated collection and the remaining difﬁculties. The gentle resistance of the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does
not mean that its ritual resistance spirit is fading away, howev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accumulation
of negative energy in the subculture of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spiritual
obsession”of youth groups in the new media ﬁeld.
Key words: Youth Network Subculture; Style; Diaphragm; Civil Disobe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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