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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后”大学生表情包“热”现象浅析
董盈盈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表情包“热”是在“95 后”大学生中兴起的一种网络社交行为和网络文化现象，他们热
衷于在网络社交平台使用表情包与他人对话交流，实时分享自己的状态和情绪，自行取材制
作个性化的表情包。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情绪表达、趣缘社交和个性彰显的需要，是表情包
在“95 后”大学生中“热”度不减的主要成因。要警惕表情包“热”现象可能引发的“短平快”式的
网络“浅”社交、个体情绪的群体性集聚发酵、过度娱乐化和解构主义盛行等问题，有的放矢
地合理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的网络社交观，推动育人工作与新媒体新技术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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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网络语言盛行后，形式多样、形态各异的

社交软件的聊天中会使用表情包，其中有 37% 的受

表情包在网络空间“异军突起”，受到广大网民特

访者表示在网络聊天中使用表情包的频率“很高，

别是“95 后”大学生的热捧。表情包“热”成为当下

聊天离不开表情”。[1] 从网络聊天平台来看，Q Q、微

不可忽视的网络文化现象。了解“95 后”大学生使

信是“95 后”大学生使用、收集和交换表情包的主要

用表情包的行为习惯与特点，探析在这一群体中

“集散地”，二者相比，前者更甚 ；从网络聊天的形

表情包“热”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新形势下增强大

式来看，大学生在一对一私聊和多人群聊时都热衷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吸引力和实效性具

于使用表情包，而在多人群聊时使用表情包的数量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多、频率更高、意愿更为强烈，很容易主动发起

一、大学生表情包“热”的行为表征
作为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网络原住民一代，
“95

或参与到群里只发表情不发文字的“斗图”大战，
QQ
群聊尤其是班级群聊中出现“99+”的消息提醒成为
常态，而这 99 条以上的未读消息往往多为表情包。

后”大学生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互联网”特质，

2．
“热”于分享

他们对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有较高的接受

Q Q 空间联合企鹅智库发布的《“95 后”新生代

度。表情包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社交表达形式也受

社交网络喜好报告》称，爱分享和渴望被关注是“95

到“95 后”大学生的热捧。主要有以下行为表现 ：

后”新生代的鲜明特征，他们更乐于在各大网络社

1．
“热”于网聊

交平台实时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分享自

热衷于在网络聊天中频繁使用各种表情包，是

己的喜好、心情和感悟。[2] 在 Q Q、微信、微博、贴

“95 后”大学生表情包“热”的突出表现。据《中国青

吧、豆瓣、陌陌等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之间切换自

年报》报道，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对全国 5386 名大学

如，会与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平台、以不同的语

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8%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在

言、聊不同的话题，
“95 后”大学生的网络社交呈现

[ 基金项目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第 2 号招标课题“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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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元化、分众化、趣缘化的新样态，但仍表现出

体表现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剖析行为背后的驱动

乐于分享、喜欢互动的共同特征，对表情包的使用

性因素，尤其是与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内在关联性。

亦是如此。除了传统的文字、照片、视频以外，大

1．情绪表达驱动 ：表情包传递真情感

学生更热衷于在 Q Q 空间、微信朋友圈里发布表情

表情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表情在网络空间中

包图片来分享自己的状态和心情，比如在期末复习

的别样展现。作为一种典型的非语言沟通形式，表

迎考和考试期间，网络社交平台会出现被大学生分

情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表达情绪、传递情感的重要

享的以“我爱学习”、“我的心中只有学习”为主题的

作用。在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看来，人的表情最初

系列表情包“刷屏”的盛况，甚至连 Q Q、微信头像

就是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如愤怒时咬牙切齿、鼻

都被替换为相应主题的表情包。此外，在线分享和

孔张大等是人类祖先在搏斗中的适应性行为，之后

交换表情包也逐渐成为大学生网络社交的一种重要

才形成后天习惯，并在历史发展中获得新的社会功

形态。

能。正因为表情具有生物和社会意义，人们就自觉

3．
“热”于原创

或不自觉地运用它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为一

从本质上讲，表情包是由网络表情符号发展演

种“无师自通”的本领，其他社会成员也能“读”出这

变而来。根据呈现形态，目前主流的表情包大致可

种特殊的语言。[4] 如果说网络社交是现实交往在互

以分为颜文字、e m o j i 表情、图片文字组合式三类 ；

联网空间的延伸，那么表情包的出现和盛行则是由

根据创作主体，又可以分为系统表情和原创表情两

人们在网络社交中表达情绪、传递情感的需求直接

类，前者是由 Q Q、微信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和社

引发的。“95 后”大学生思维活跃，情绪表达更为

交平台专门开发和推出的表情，如经典的小黄脸系

直接，他们在逐步进入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外向”探

列，后者则是由网友自行创作的表情，微信表情平

寻，网络“斗图”是他们表达心理需求、情绪和愿望

台开放投稿渠道并开通用户打赏功能，每月进行原

的一种方式。调查结果也显示，
“95 后”大学生在网

创表情排行，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原创表情包的产

络社交平台最爱发布和分享的就是日常心情（41%，

业化发展。百度贴吧联合“微表情”研究专家姜振宇

调查样本 7754 人）。[5] 表情包的出现无疑能够在很大

发布的《95 后网民表情包试用报告》称，“95 后”在

程度上满足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自主表达个体情绪的

贴吧使用自定义表情的频率约为系统预设表情的 5

心理需求，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样、新颖生动，

[3]

倍， 在 Q Q、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95 后”大学生

较之于以文本输入为代表的传统方式，在情绪表达

也对非系统自带的原创类表情十分青睐，即便是使

和情感传递的即时性、直接性、直观性、感知性方

用原创表情，也更希望自己所发的是具有夺人眼球

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的惊艳感、人无我有的存在感、吸引他人收藏和转

2．趣缘社交驱动 ：表情包联结真志趣

发的成就感的表情。除了热衷于使用原创类表情

“95 后”大学生是在现实社交与网络社交的交错

包，
“95 后”大学生同样喜欢自行创作带有个人鲜明

重叠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各类传统和新兴网络社

特色的表情包，较为常见的是以人物照片为素材并

交平台驾轻就熟，展现出突出的全平台生存能力。

配以特定文字说明的图文结合型表情包，尤其是他

从熟人社交到轻熟人社交到陌生人社交，“95 后”

们身边的同学、朋友、老师，喜欢的明星、偶像，

大学生的网络社交行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网

其不经意的动作、表情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都

络社交诉求也在不断变化和细化，开始出现以兴趣

会成为大学生制作表情包的重要素材。

爱好为导向的圈群化、趣缘化趋势。调查显示，兴

二、大学生表情包“热”的成因探析

趣日益成为“95 后”进行网络社交的一大驱动力，
58.2% 的“95 后”有加入和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网

“95 后”大学生表情包“热”现象折射出新一代大

络社交群，[6] 表情包主题丰富、类型各异，形态多

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的新特点，在了解这些行为的具

样、风格多变，每一个表情包本身就带有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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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明特点，包括其兴趣爱好，因此“95 后”大学
生选择和使用不同主题、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表
情包的过程，正是一种与表情包创作者“以图会友”

思想理论教育

三、大学生表情包“热”的问题反思
表情包在“95 后”大学生群体中的流行，是值得

的网络社交行为。在网络“斗图”的过程中，大学生

关注的新兴网络文化现象。随着表情包文化逐步从

也会因表情包的使用习惯类似、所选用的表情包风

边缘走向主流，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深刻的，对

格相近、用表情包对话时起承流畅无违和感，而结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入剖析表情

识到志趣相投的伙伴，网上甚至开始出现以交换表

包“热”对“95 后”大学生生活日常的影响特别是负面

[7]

情包为目的而建立的社群， 群成员皆因爱好收藏

效应，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和把

或制作表情包而结缘、聚集。在这种极具互动性、

握网络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群体的思

趣味性的“斗图”活动中 ,“95 后”大学生个体还能够

想行为特点，优化教育策略，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改

同时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感和社群归属感。

进教育手段，让思想政治工作
“活”
起来。

3．个性彰显驱动 ：表情包承载真性情

1．警惕表情包“热”背后的“浅”社交

有学者指出，“95 后”可被视为中国家庭对子女

表情包“热”源于“95 后”大学生网络社交需求

投入从“人多钱少”转入“人少钱多”的关键时期，当

的变化，他们的个体表达欲望更强，乐于与他人

前相当一部分“95 后”大学生从小成长于家境殷实

分享自己的喜好和情绪，在茫茫网络空间中“刷”存

的家庭，享受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无忧无虑，充

在感，原本传统的以文本输入为主的单一化沟通方

[8]

满自信， 因此他们更加勇于追求和彰显个性，崇

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日趋多样化的网络表达需

尚“我就是我”，敢想敢做，但同时也渴望自我表现

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表情包替代了传统的文

和个体价值能够获得认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

字，大学生的网络社交呈现出“短、平、快”的特

以通过穿着、语言、动作、表情以及追求的喜好来

点，情绪性充足，思想性欠缺，能用表情包的时候

表达自我，而在网络中呈现的这些信息同样具有这

就不打字，QQ 群、微信群里动辄上百张表情包轮番

[9]

样的功能。 在表情包被奉为网络社交重要载体的

登场。你来我往，动辄“99+”的表情包交流看似热

当下，用对用好表情包展现真我个性，让别人读懂

闹，但表情包前后之间并非紧密关联，表情包使用

自己、认同自己，就成为“95 后”大学生的不二之

者在交流中注重的是自我个体情绪的实时表达，对

选。从功能性来看，较之于传统的抽象化的纯文

交流对象的关注也更多地指向其所使用的表情包本

字，使用表情包尤其是图文结合类型的表情包，更

身。当表情包成为网络社交的主要沟通工具并为网

有利于使用者丰富表达形式，充分展现主体个性。

络社交提供便捷、营造活跃氛围的同时，也在一定

比如，
“洪荒少女”主题表情包本身就取材于同为“95

程度上引起了网络社交的“异化”，交往过程中不可

后”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蕴含着原型人物鲜明的

或缺的信息、思想、情感等要素均让位于表情包，

个性，选择使用这一主题表情包的大学生，就在

围绕某一话题展开的对话或群聊，往往会以激烈的

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身对傅园慧这种个性表现的

“斗图”结束，留给对话者回味的不是交流的内容，

认可，也在使用表情包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己

而是发现了哪些有意思的表情包、对方的表情包从

的个性与态度。此外，网络社交平台开放对自制

何而来、表情包收藏夹又该更新了。表情包“热”在

表情包的使用，包括微信表情平台取消了对自定

“95 后”大学生中催生的这种“短、平、快”式的网

义表情收藏的上限，美图秀秀、Photoshop、Flash

络“浅”社交现象，不利于相对稳定的网络社交“强

等软件简单易学降低了表情包制作门槛，这些都为

关系”支持体系的构建。要引导“95 后”大学生正确

大学生提供了用表情包展示个性和表达个体意见的

认识表情包式网络社交的本质和利弊，在网络社交

机会，最大限度满足了他们以图示意、以图传情的

中平衡信息交换、情感交流、思想碰撞等要素，提

个性化需求。

高网络社交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此外，要注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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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社交状况，特别关注那些热衷于网络

头条”，不惜“自黑”扮丑，借表情包之力博取公众

“斗图”但在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怯于交往的同学，

关注。还有一些表情包以冲击颠覆社会主流文化、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网络社交和现实社交的异同，形

解构权威、消解主流价值观念为“卖点”，宣扬和传

成积极健康的社交心态和良好的社交能力。

播消极、阴暗、负面的社会情绪。表情包“热”本质

2．警惕个体情绪的群体性集聚发酵

上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的盛行，表情包在“95 后”大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从

学生群体中的流行，反映了青年大学生对这种文化

1982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法尔曼教授用美式 ASCII

的认同，表情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追

字符组成了第一个网络表情符号“ ：-）”来模仿人

求个性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与青年亚文化特别

脸微笑的面部表情开始，网络表情符号就成为现实

是网络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契合。警惕过度娱乐化和

生活中人的表情及其承载的情绪情感在网络空间的

解构主义倾向，不代表对表情包文化的全盘否定。

延伸和表现。由表情符号发展而来的表情包，承载

根据“文化反哺”理论，包括表情包文化在内的网络

着情绪表达的重要功能，“它的盛行与社会整体的

亚文化中“隐含了青年一代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与

文化心态有关，与草根阶层的意志表达有关”，“带

价值观来传承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流文

有宣泄、释放、满足、调侃、娱乐意义”，使用表

化的一种补充与融合”。[11] 作为教育者要充分理解

情包是“对内心情感、压力、消极情绪释放的一种

这种文化的产生之源，读懂“95 后”大学生使用表

[10]

方式”。 不可否认，在视觉时代，作为对语言文

情包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心理动机、情感诉求和现实

字沟通形式的补充手段，使用表情包有助于更为直

需求，在帮助其解决合理诉求的基础上，有的放矢

接、具象地表达主体情绪，迅速拉近交往距离，通

地引导他们对网络亚文化和多元价值观进行甄别分

俗易懂的表现形式也更容易被识记和接受，引发共

析，提高是非辨别能力、文化价值追求和品位。

鸣，形成规模效应。但如果引导不当，这些优势也
会不可避免地引发负面效应。表情包对个体情绪情

参考文献 ：

感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传播过程中也极富感染力，

[1][7]马宇平，徐平，张磊.“行走”在大学校

一旦出现负面情绪，在开放互联的网络空间中就会
迅速蔓延，容易引发大范围的负面情绪集聚和群体
性宣泄。大学生个性张扬，喜怒哀乐都喜欢在网上
表达，情绪易波动，也易受外界影响。因此，要重

园的表情包[N].中国青年报，2016-09-21.
[2][6]“ 95后”新生代社交网络喜好报告[E B/

OL].腾讯智慧，http://www.tencentmind.com/news/
news1578.html.

点关注“95 后”大学生的表情包使用行为背后的情

[3][5]百度贴吧与“微表情”专家联合推出

绪因素，及时掌握、准确把握个体和群体的情绪状

网民表情包使用报告[EB/OL].光明网，http://tech.

态，防患于未然。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思维，提高自

gmw.cn/2016-08/23/content_21597204.htm.

我情绪管理能力和判断分析能力，在众声喧哗、价
值多元的网络空间理性发声。
3．警惕过度娱乐化和解构主义倾向
洪荒少女傅园慧、葛优躺、宋民国、还珠格
格系列、蓝瘦香菇……盘点 2016 年度的热门表情
包，不难发现，表情包从素材选取到呈现方式，都
表现出很强的娱乐性和解构性。以人物为素材的表
情包多选取其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或进行更为夸张
地修图处理，配以相应的网络流行语，或萌，或恶
搞，极尽调侃戏谑之意。娱乐圈不少明星为了“上

[4]刘宗粤.演讲的非语言沟通：面部表情[J].应

用心理学，1990(3).
[8]曹东勃.大学全面进入“95后世代”这意味
着什么[N].文汇报，2016-09-09.
[9]雷雳.互联网心理学——新心理与行为研究
的兴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王月.浅析“表情包”兴起的特点及其影响

[J].传播与版权，2016(9).

[11]原宙.青年网络“吐槽”现象的亚文化透析

[J].思想理论教育，20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