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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语境下弹幕的亚文化研究

　 　 　 王　 伟

摘　 要:　 近年来,弹幕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凸显了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这种

新的文化形态迅速成为网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弹幕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弹幕成为人们情感表达和压力宣泄的重要途径,推动网络亚文化形态多元化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网络文化的娱乐和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弹幕狂欢也带来了文化危

机,碎片化信息对文化的干扰破坏,以及弹幕语言的污化和暴力倾向等文化问题,值得

我们反思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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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http: / / www. cac. gov. cn / 2020-04 / 27 / 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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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 页。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9. 04 亿,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的重要途径。①

网络的普及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网络特有的

虚拟性、开放性和便捷性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其成为当下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孕育出具有时

代特色的网络文化。
亚文化是指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属于个别领域或群体特有的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它既包含着与主流文化相通的价值和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有特点。 正如美国学者

波普诺指出的:“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

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 ②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微信” “快

手”“抖音”等网络亚文化广泛流行,互联网成为当下最大的亚文化衍生场域。
弹幕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亚文化形态,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逐渐凸显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成为

网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的社会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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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弹幕”是指在屏幕上以一种射击游戏的方式发射出的评论,人们在互联网技术构建的虚拟互动平

台上针对视频内容发表观点、获取信息、参与讨论,这既是一种网络时代视频观看的新体验,也是网络社

交互动的新形式。
“弹幕”最早是军事术语,后通过“弹幕射击”的电子游戏转移到网络文化领域。 2006 年,日本二次

元网站 Niconico 开创性地将“弹幕”运用于网络视频的评论,打破了传统视频内容与评论区分离的模

式,让评论以从右向左滑动的形式出现在视频画面中,这种新的评论方式很快在互联网世界蔓延,掀起

了现象级的网络文化热潮。
中国第一家弹幕视频网站 AcFun(以下简称 A 站)成立于 2007 年 6 月,是中国弹幕文化的发源地。

创建于 2009 年 6 月的哔哩哔哩(以下简称 B 站)紧跟其后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弹幕第一网站,是中国

年轻一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培养了大批弹幕爱好者。 随着人们的接受和认可,弹幕不断

向网剧、电影、综艺等各个方向延伸。 2012 年,土豆网推出“豆泡”,扩大了弹幕的范围,成为国内主流视

频网站的首个弹幕产品。 在市场的诱惑下,爱奇艺、腾讯、优酷等各大网站都设置了弹幕功能,很多观众

会在观看视频时习惯性地开启按键,追求弹幕所带来的另类快感。 2014 年暑期,弹幕电影横空出世,
《秦时明月》等弹幕专场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2014 年 10 月,湖南卫视在金鹰节互联网盛典中首次

使用弹幕互动模式进行直播,开启了弹幕和综艺的合作。 2015
 

年,爱奇艺争取到春晚的网络独家播放

权,春晚实时弹幕功能的开放成为当年直播最大的亮点。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二次元和弹幕起家的 B
站用一场跨年晚会收获了完整视频弹幕 130 万条,豆瓣评分高达 9. 1 分①,这场与众不同的综艺节目创

造了弹幕界的超级盛会,央视名嘴朱广权的主持和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的点名显示了主流文化对主打

二次元的 B 站的认可。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大媒体措手不及,湖南卫视元宵晚会取消现场

观众席并首次设置弹幕式观众席,实现了传统电视台与弹幕的联手。 至此,弹幕已经从小众的特殊爱好

发展成为大众的集体行为,成为流行的网络文化形式。
弹幕参与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它依靠互联网技术超越时空的限制,构建出一种奇妙的共

时性关系。 弹幕评论属于留言性质,参与者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可以看到他人发射到屏幕上的弹幕评论,
也可以通过弹幕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条弹幕就会固定留存在视频相应的位置。 通常我们看到网

络视频中出现的相互呼应的弹幕并不是实时互动的,这些信息最初发布的时间可能完全不同,只不过是

人们在任意时间点观看到此处所发出的评论罢了,但任何人都可以在视频播放到这一位置时看到这条

弹幕信息,这时参与弹幕评论者就会产生与其他受众同时观看和评论的错觉,造成了某种假性的共时。
可以说,弹幕在时间维度上改变了视频的观看状态。 实时弹幕是通过嵌入实时聊天插件来完成的,多用

于各种综艺节目、商业营销、体育赛事、教学和会议的直播中,成为调动直播氛围、提高收视率和点击率、
加强交流互动的重要手段,实时弹幕能够带来更强烈的互动体验。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弹幕还将进一步衍生出新的形态和功能,影响到

更多的领域和群体,展示其巨大的网络文化魅力。
 

二、弹幕的网络亚文化特点

在经济发展和新媒介的影响下,以弹幕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在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力上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既体现了传统亚文化边缘化、去政治化、对抗性等特征,也呈现了新媒介下网络亚文

化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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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豆瓣网:《bilibili 晚会二零一九最美的夜
 

(2019)》,https: / / movie. douban. com / subject / 34930755。
 



(一)流变中的边缘文化

主流文化和亚文化都属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直都处在相互影响、渗透、转化的流变

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在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处于边缘的位置,代表着非主

流群体的利益,澳大利亚学者盖尔德指出,“亚文化群是指一群以他们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以他们的身

份、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态或边缘状态的人。”①亚文化群

体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相区别,在规模和影响上都相对弱小或处于从属地位,被视为与主流文化相

对的、辅助的、次要的另类文化。
弹幕是青年人追捧的文化形式,刚刚迈入或还未迈入社会的年轻人从生活习惯、审美趣味、话语表

达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父辈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 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被管制和边缘化的“弹幕

族”渴望得到话语权,他们借助互联网虚拟性、匿名性等特性在弹幕平台中找到一个躲避主流文化的场

域,沉浸到“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自己的声音。 可以说,弹幕亚文化既有在主流文化压制和排斥

下的“被边缘化”,也有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自觉进行的“自我边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弹幕亚

文化从小众群体行为一路走来,其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开始逐渐向主流文化渗透,与主流文化融合,
发挥出极大的文化沟通交流优势。 虽然互联网为亚文化在网络世界中争取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让
网络亚文化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边缘走向中心,和主流文化达成了更多的文化共识,但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网络亚文化的“边缘化”处境。
网络主流文化与网络亚文化是共生的,互联网作为极具开放性的社交平台,支持不同声音和不同文

化的广泛参与,网络独有的便捷自由让网络亚文化具有比传统亚文化更灵活的表现方式和更宽阔的发

展空间,其形式、内容以及参与群体都在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十几年间,弹幕技术适应

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民众需求不断更新换代。 从最初的动漫、游戏走向各大视频平台、电影、综艺,弹
幕的领域不断蔓延;从简单的文字弹幕到符号、表情包的植入,再到当下流行的语音弹幕,弹幕的形式不

断丰富;从“90 后”参与到“00 后”成为主力,弹幕的参与群体日益扩大。 弹幕的发展体现了新媒介下网

络亚文化的“易变性”特点。
(二)文化狂欢中的颠覆和对抗

亚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有其植根社会的土壤,代表着不同阶层、等级的利益和诉求。 “亚文化的存在

源于社会中各种结构性矛盾的普遍存在,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呈现为处于从属
 

(或弱势)
 

地位的

群体对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或意识形态的反叛或抵抗。”②
 

颠覆和对抗性是亚文化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
弹幕作为网络亚文化的典型形态,具有明显的颠覆和对抗性。 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性别

的人聚集在网络平台上,用弹幕的形式开启网络文化狂欢,以搞笑、戏谑的话语尽情释放自我。 弹幕通

过文化狂欢,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和反抗,符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最重要

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③在他看来,狂欢世界与官方正统世界截然颠倒,现实世界中的一切规范、禁
令和等级关系都可以在狂欢世界里得以消除,“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

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④。 人们在狂欢世界中对现实正统世界进

行颠倒、戏仿和降格,以自由、平等的方式表达和宣泄,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 同样,弹幕借助互联网

的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消除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阶级、身份、性别和观念界限,解除了各种规

则和制度对人的压制和束缚,在网络公共空间里营造了一个巴赫金式的狂欢世界。 弹幕的自由性赋予

受众更大和更多的选择权,每一位网民都能成为弹幕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关注彼

此和影响彼此。 人们通过发射弹幕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获取存在感,到公共空间去满足表现欲,挣脱现

实生活中的各种束缚,表达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背离和对新的娱乐、生活方式的向往。 可以说,弹幕已成

为人们逃离和对抗现实生活的另类文化形式。 不仅如此,弹幕还构建了一个“部落式”的“聚众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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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外国文学》2008 年第 6 期。
 

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外国文学》2008 年第 6 期。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之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4 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之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人们通过弹幕在自娱与众娱的方式中享受畅所欲言的自由,让个人化的情绪发泄转变为集体化的狂欢

行为,收获“志同道合”的认同感和“抱团取乐”的参与感。 虽然呈现于屏幕的“聚众狂欢”仪式不同于

现实中的节日狂欢,但却真正体现了渴望自由、泛娱乐化的狂欢精神。
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和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网络亚文化群体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开

始对主流文化妥协和迎合,反抗意识已大不如从前。 同样,在网络亚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现实面前,
主流文化也对网络亚文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两种文化的暧昧态度使网络亚文化的颠覆和对抗性

逐渐趋向弱化。
(三)技术的推动和束缚

受媒介和时空的限制,传统亚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的束缚。 但在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网络亚文化

群体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话语权,取得了一定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 新媒介技术弥补了身体不在场的缺

憾,人们突破现实生活的限制在互联网建构的虚拟平台上聚集,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在网络空间里的自由

交流互动。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亚文化形式丰富多样,“微信” “快手” “抖音”等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在

网络世界掀起一场场文化热潮,媒介技术成为网络亚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从 2006 年弹幕问世

至今,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新媒介技术密切关联。 弹幕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它采取存贮模式把用户在

不同时段对于视频某一节点的评论储存起来,参与者可以在视频运行至相应节点时读取到这条信息,同
时也可以利用弹幕功能发送自己的评论。 伴随弹幕亚文化群体需求的日益提高,媒介技术不断更新。
例如,为解决弹幕遮挡带来的观看障碍,B 站推出了“智能防挡弹幕”功能,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对视频

内容进行分析,让弹幕神奇地避过人像,仿佛从人像身后穿过一样,被称为“弹幕黑科技”。 弹幕产品

“鲸鸣”主打语音功能,可以通过发送语音弹幕让用户体验唱歌社交。 不断推出的新功能展示了媒介技

术对弹幕文化的深层影响,新媒介的崛起和媒介技术的革新为弹幕亚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推动力量和技术支持。
当然,我们在肯定新媒介技术对弹幕亚文化有巨大推动意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技术对弹幕主体的

束缚和绑架。 媒介虽然是“人的延伸”,但也无形中奴役着深陷于其中的网民,互联网建构出脱离现实

的虚拟空间,全面改造着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生存方式,也使人们对新媒介技术产生了高度依赖,沦为网

络社交的奴隶。 正如英国学者汤普森所言:“现代文化的媒介化,是指一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符号形

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的技术和体制的制约。”①一旦失去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弹幕平台上

喧嚣热闹的互动评论将荡然无存。

三、弹幕的网络亚文化价值

弹幕使人们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共时观看和讨论的感受,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增强了视频接受的趣味

性,强化了接受的仪式感。 虽然弹幕参与者只是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和感受,但其留下的评论痕迹必然

会对其他观看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弹幕借助互联网赋予视频接受和评论活动以新的文化价值。
(一)弹幕成为情感表达和压力宣泄的重要途径,满足了亚文化群体的心理需求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新兴文化产物,它营造了一个围绕同一对象进行群体性“吐槽”的空间,让人们

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平台上肆无忌惮地表达观点、尽情发泄,把现实中无法言说的情绪和压力无所畏惧地

释放出来,满足了亚文化群体的心理需求。
所谓宣泄,是指通过一定的行为或语言等方式把内心的苦闷或受压抑的情绪排遣出来,减缓或释放

个体的心理压力。 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容易产生焦虑、浮躁等负面情绪,个体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如
何在合法可控的范围内将心中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宣泄释放是现代文化必须思考的问题。

虚拟世界中的弹幕交流使现实中备受压抑的主体意识获得新的自由表达空间,人们通过适当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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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和“吐槽”获得宣泄情绪的快感,让压抑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激活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心理补偿机制,
满足了人们找寻“存在感”的心理动机,成为当代人释放压力和宣泄情绪极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美国社

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安全阀”理论,他指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和包容的状

态,“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①
 

弹幕亚文化作为情绪宣泄和释

放压力的重要途径,把社会成员平时所积蓄的不满情绪予以宣泄和消除,使各种社会紧张得以释放,在
维持既定社会关系的稳定中发挥着类似“安全阀”一样的积极作用。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亚文化的产生就是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象征性行动。”②在弹幕的狂

欢中寻求身份认同是亚文化群体重要的心理特征。 “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渴望在他人的认同中获得

自我价值的肯定,当人们在满屏的弹幕中发现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关注和认可,或者发现部分言论与自己

一致,就会收获找到情感共鸣的满足和快感,感觉自己获得了集体认同,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对身

份认同的渴求是快节奏的当代社会的普遍文化心理,弹幕成为亚文化群体寻求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的

重要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亚文化是非主流群体的精神抚慰方式。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弹幕不仅可以释放情绪

和缓解压力,满足参与者自由表达的欲望,还能让渴望“被看见”的边缘化亚文化群体获得文化身份的

认同,满足其重要的文化心理需求,我们应该正视其对网络亚文化群体精神心理的重要意义。
(二)弹幕突破了传统亚文化的局限性,网络亚文化群体日益壮大,促进了亚文化的多元化

在媒介的制约下,传统亚文化主要在特定地区或群体内传播,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亚文化的局限

性,全方位开辟的公共网络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网络亚文化群体日益壮大,丰富了网络文化

的内涵,促进了网络文化多元化的生成。
互联网比传统媒介具有更大的包容度和豁免权,为渴望摆脱现实束缚的民众提供了新的话语权。

“与早期媒介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化的媒介让大量的社会成员成为传播者———他们既可以提出问题,
也可以回答问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可以以同步的方式,也可以以异步的

方式,从而成为彼此互相关注的客体。”③新媒介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单向式传播方式,为网络亚文化群体

提供了互动交流的环境和机会。 在弹幕活动中,人们可以随画面的播放发送对于视频任何细节的看法,
没有专业的限制,没有审核的压力,把关缺失、匿名开放、互动自由的网络消解了现实中的各种束缚,地
位、阶层、年龄、性别的区分在这里失去了意义,人们乐此不疲地在视频观看中同步分享自己的个人体

验,也从飞满屏幕的弹幕信息中寻求情感共鸣。 新的观看方式提高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弹幕亚文化群体

的主体性被大大激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弹幕大军中,相比于传统亚文化,观众参与覆盖面无限扩大。
从亚文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传统亚文化虽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挣脱束缚来彰显自身的存在,但传统

媒介和时空的限制制约了其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相比传统视频评论,弹幕评论的形式和内容有着重要

突破。 传统视频评论往往展开于观看活动之后,与弹幕随意、感性的碎片信息相比,传统视频评论更为

完整、专业、深入和理性,但较为严肃的评论方式限制了参与评论主体的层次和范围。 另外,传统视频评

论区设置在视频画面的下方,很难引起关注,评论时间相对滞后、评论内容和画面脱节、缺少互动性。 新

媒介技术为弹幕开启了新的评论方式,大量弹幕信息在视频画面中飞过,弹幕的大小、字体、颜色、位置

等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设定,还可以直接用不同的符号、表情来表达。 此时,飞满了弹幕信息的

屏幕不仅是视频接受的媒介,也是受众展开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接受和评论的同步展开是前所未有的开

创。 从评论的内容上来看,在众多主体的参与下,弹幕评论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对视频思想内容、画面细

节、配乐色彩甚至是演员演技和服装容貌做出不同角度的评价。 虽然评论内容大多数是各种吐槽、牢
骚、灌水,但也不乏一些极具内涵和价值的见解。 此外,弹幕还催生出“中二病” “治愈系” “一本正经胡

说八道”等网络流行语,建构了新的网络话语体系。 应该承认,弹幕评论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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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所不具备的。
(三)弹幕提升了网络文化新的娱乐和商业价值

在互联网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喧嚣热闹的弹幕文化背后存在着商业资本的暗中操纵,费斯克在

《理解大众文化》中说:“任何一种产品,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它在文化工厂现有的流程中被再生产的

可能性就越大,而它得到的经济回馈也就越高。”①弹幕群体的日益扩大提升了网络文化新的娱乐和商

业价值。
在泛娱乐化时代,商业和文化的边界是模糊的。 弹幕的文化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关注,使

之成为商业资本和网络文化融合的产物。 随着弹幕参与群体的扩大,商家看到了绝好的商机,一系列商

业运作与弹幕文化一拍即合,在有效推动商业资本运作的同时也成为弹幕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弹

幕广告为例,经营商结合弹幕特点创造了形式新颖的弹幕广告,如《择天记》在优酷上线时,温碧泉就开

始用弹幕发送广告。 《军师联盟》播放时,温碧泉广告再次上线,每到剧情进入一定的节点,系统便会自

动弹出带蓝光的“补水”弹幕广告。 “场景+弹幕”的剧情式弹幕广告是根据剧情发展将广告信息在特定

时机通过弹幕展现在屏幕上,形成广告信息与剧情内容相结合的植入式广告。 热播剧《小欢喜》聚焦高

考压力和亲子关系,在网络平台播放时,不时出现学习软件和补习机构的剧情式弹幕广告,让众多焦虑

中的父母和考生兴奋不已。 这种新的广告植入方式立足于受众心理需求,重视产品与受众的情感链接,
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体验,产生了不一样的商业效果。

此外,弹幕对影视产业的推动也值得我们关注。 作为商业时代的文化产物,弹幕成为电影票房和视

频点击率新的增长点。 弹幕版电影《秦时明月》《绣春刀》 《小时代 3》一经推出就在一片质疑和批评声

中票房大增,很多观众表示,明知是烂片也要花钱进剧场观看,真正目的就在于可以通过弹幕痛快“吐

槽”。 《太子妃升职记》等网剧在弹幕的推动下频上热搜,创造了非常可观的视频点击率。 可见,烂片虽

不能成为优秀的艺术,但只要营销手段足够高明,它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娱乐产品。 如今,弹幕已成为

影视特殊的卖点,推动了影视票房、收视率和视频点击率的提高,是推动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弹幕折射出的社会文化问题

网络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人类文化繁荣和多元化、提高网络文化娱乐和商业价值等方面

显示了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弹幕狂欢表象背后透露着“娱乐至死”的文化危机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必须面对各种压力、困扰和迷惑,产生了焦虑、浮躁等负面心理情

绪,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出现了各种极端异化的表达形式,网络亚文化的盛行就是其表现之一。
网络的虚拟性消除了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分界,缓解了个体与社会、交往与独处的矛盾,人们在网

络世界的身份具有“真实”与“虚拟”、“在场”与“不在场”的双重属性,这使得网络文化活动显得自由、
平等、畅所欲言。 疏离于现实的网络世界发展出形式多样的网络亚文化,满足了人们对感性和欲望的追

求,成为现代人难以摆脱的“精神鸦片”,大批网民对虚拟世界高度依赖甚至沉迷,“宅文化” “吐槽族”
“弹幕族”竞相登场,这样的文化表象背后折射出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

波兹曼曾为社会文化发出警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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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放眼当下热闹喧嚣的弹幕文化,满屏的弹幕信息沸沸扬扬,长
期浸淫在虚拟世界的“弹幕族”开始逐渐缺乏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和

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展现出当代社会“娱乐至死”的文化危机。
纵观各种弹幕行为,人们在毫无理性的发泄中收获感官刺激,暴露出其文化内涵的缺失和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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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化。 “233”“哈哈哈”“空降成功”等信息虽没有实际效用,但却可以使“弹幕族”获得快感,让陷入

精神荒芜困境的人们排遣无聊的时光。 大量浮夸低俗、内容空洞的弹幕信息迎合了当代人焦虑、空虚、
情绪化的心理状态,非理性的弹幕通过网络平台扩散开去,其文化破坏力不容小觑。 “有两种方法可以

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

稽戏。”①如果文化生产、接受和消费活动转变成发泄负面情绪的平台,如果观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

存在感和参与感,网络亚文化提升精神文化的功能将大大减弱。
(二)“碎片化”的弹幕缺乏永恒性、逻辑性和完整性,是对文化接受的破坏和干扰

在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人们行为和思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时间与习惯也趋于零散。 网络移动

技术的出现消除了空间的障碍,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零散、片段的时间来接受和传播信息。 网络文化适

应当代社会生活碎片化的特点,出现了极具时代风格的“微风”“微语”,其中“微博”“微信”“微视频”都

是“微时代”下的文化产物,简约、零碎、短小的网络文化信息让编辑更方便、传播更迅速,契合了当下人

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 网络信息的碎片化显示出新媒介下亚文化的时代特征,缺乏永恒性、逻辑性和完

整性的信息阻碍受众的深层接受和思考,是对文化接受活动的破坏和干扰。
在传统视频接受行为中,观看对象和主体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视频保持了完整性和稳定性,观看行

为不会受到来自观看对象本身的破坏和干扰。 此外,传统视频评论与观看并不同步,观看和评论之间的

时间差为展开理性思考和深度批评留下了空间。 因此,传统视频评论内容相对理性和深入,非即时性的

评论也使文字得以长时间的保留,评论语言也较为完整,具有逻辑性。 相比之下,弹幕评论具有碎片化、
即时性的特点。 一般来说,弹幕评论的字数有一定限制,超出限制的字符不会出现在弹幕中。 造成弹幕

评论碎片化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弹幕是与视频播放同步展开的,观众无法接受迅速消逝的较长文字信

息,这导致弹幕评论的篇幅受限,其往往以短句、词语甚至符号等碎片化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弹幕

是受众在观看的同时发出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有深度和系统化的解读,即时打出的评论缺乏完整和

连续的情感体验,呈现的只是瞬间感受,这也使得评论内容支离破碎、随意而缺乏逻辑性。
在弹幕活动中,屏幕上不断增加的弹幕信息成为视频的一部分,观看的对象不仅仅是视频本身,还

有不断增加和刷新的弹幕信息,画面和弹幕已经融为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整体,影响受众的观看。 虽然

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弹幕对视频的遮挡程度,但大量流动的弹幕还是会遮挡住部分画面,尤其是在槽

点、笑点出现的时候,密集出现的弹幕会严重影响视频的观看效果。 另外,受众在弹幕活动中的身份是

双重的,“观看者”和“评论者”的角色同时展开,人们一边观看视频内容、浏览弹幕信息,一边随时发射

弹幕评论,看似整体的行为中存在着身份的分裂。 更多弹幕参与者直到观看行为结束,对视频内容和画

面的感受都是模糊的,由于注意力被不断飞过的弹幕所吸引,观看本身已不如参与弹幕狂欢那么重要。
除此之外,弹幕追捧圈还存在一些无聊的“剧透党”,他们热衷于在视频重要位置透漏接下来的内

容,或打出“前方高能”的弹幕预警,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受众的观看情绪。 执着的“考据党”会在视

频中通过弹幕进行“科普”,热心的“野生字幕菌”会在缺乏字幕翻译的外国原版视频中同步翻译,特殊

的弹幕爱好者通过发射弹幕满足了展示个人才华的欲望,但必须承认,这些弹幕不仅是对视频完整性的

破坏,也是对观看行为的干扰。
(三)弹幕语言的污化和暴力倾向

由于亚文化群体文化水平、审美能力、价值观念层次不同,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助长了随意攻击、
谩骂、诋毁的非理智行为,造成大量低俗、暴力式话语表达,导致网络文化出现明显的审美滑坡。

在弹幕众声喧哗的话语表达中,受众获得了全民参与的仪式感,文化接受被集体狂欢所取代,话语

表达有了明显的狂欢色彩。 巴赫金曾对狂欢语言进行过思考:“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

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 独特的‘逆向’、‘相

反’、‘颠倒’的逻辑……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对狂欢节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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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是很有代表性的。”①弹幕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话语方式高度吻合了狂欢式语言特征。 在弹幕活

动中,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在虚拟网络的遮蔽下得以隐匿,参与者往往以娱乐为目的进行戏谑和调侃,在
“娱乐至死”价值观的诉求下,表达“我的语言我做主”的张扬态度,各种低俗甚至恶毒的文字在屏幕上

堆积,出现粗糙、低劣、媚俗的语言倾向。 在弹幕互动过程中,一些用户还会就某些问题发生争执,引起

言语激烈的“掐架”,甚至出现人身攻击。 这些谩骂、诋毁、侮辱性的弹幕形成极大的话语暴力,侵犯和

伤害人的精神和心理,玷污了网络文化环境。

五、问题的反思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网络亚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因失去现实语境中的

道德规范与法律约束而带来诸多不良的社会影响。 网络开放性与虚拟性造成网络亚文化出现了内容低

俗、伦理失范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互联网平台产生极大的文化冲击力。 纵观飞满屏幕的弹幕评论,低
俗和暴力的话语无处不在,深层折射了当代人空虚浮躁的精神世界、虚无混乱的价值观以及追求过度娱

乐的文化心理,“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

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

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②因此,我们在肯定弹幕对网络亚文化发展带来活力和机遇的同

时,也要反思其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积极引导弹幕亚文化健康化发展。
一方面,要健全弹幕评论的网络监管机制。 网络亚文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领域,国家高度重视

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网络文化的发展,但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网

络亚文化仍需要在依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多方协作的网络监管机制,健全网络管理制度,建构

网络诚信体系,保障网络文化的纯洁与安全,让弹幕的自由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展开。 我们还要思考如

何通过网络监管机制让弹幕文化出现的问题得到及时反馈,允许网民对不良信息进行举报,制定相应的

制度对非理性的弹幕进行有效管控。
事实上,国家对于弹幕文化的整顿已经初见成效。 2017 年 6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

“AcFun”等网站进行了全面整改,以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视听节目服务、提供非法有害违反社会公共道德

视听节目内容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有效规范了网络亚文化的管理。
另一方面,应通过技术层面对一些低俗、淫秽、粗暴等弹幕信息进行过滤和屏蔽。 弹幕评论赋予受

众极大的话语表达权利,但毫无节制的自由必然会导致评论秩序的混乱和话语的暴力。 我们有必要借

用现代新媒介技术手段对恶俗暴力的信息进行处理,净化弹幕文化。
此外,弹幕文化要健康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弹幕平台的管理和网络技术的支持,还需要自觉提高弹

幕参与主体的网络素养。 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素质和行为对网络文化的运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加

强对网络亚文化群体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弹幕文化粗糙、暴
力等低俗现象。

弹幕拓展了网络亚文化的新范式,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需要更加审慎观察和理性分析。 我们要积极塑造网络文化空间所需的理性精神,不断提升网络

亚文化的内在价值和审美素质,强化媒介责任意识与道德法律意识,推动弹幕在网络亚文化领域的良性

发展。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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