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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解读 2010 至 2013 年的代表性网络流行语，深入剖析当代中国青年社

会心态中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 ：风险压力下的社会焦虑情绪，特权民怨中的社

会公平缺失，垂直流动停滞下的社会阶层固化。并且从流行语的纵向变化解读

出社会心态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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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 Qing Nian Wen Hua

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嬗变

一、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风向标

当不够优雅的“屌丝”登上《人民日报》，当

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后缀上“高吗？富吗？帅

吗？”⋯⋯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让社

会关注的焦点、热点可以在一夜之间全国流行。每一

个流行语，背后都站着一类人群、讲着一段故事、暗

喻一个热点话题［1］。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说，

一些看似平常的词语，都暗含精准的政治态度。在互

联网技术迅速膨胀的时代，网络流行语浓缩了新闻热

点与社会事件，成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犹如一个个

风向标，映射着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基本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利益关切的自然流露和表

达，它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体与群体、个体

与社会、个体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2］。社会心态

变化与社会发展如影相随，或推动社会变革，或阻碍

社会发展。在社会心态平稳、积极的情况下，社会矛

盾、冲突比较容易化解；在社会心态消极甚至失衡的

情况下，微小的矛盾都可能酿成重大社会群体事件。

杨宜音（2006）认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
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
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

向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

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

动机、社会情绪等得以表现。网络流行语汇集了当代

中国社会的流行趋势、舆论走向及社会成员的动机及

情绪，用简化、精炼、幽默甚至讽刺的语言反映了当

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透过个体、群体的行为与言语彰显和感

—解读 2010-2013 年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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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络流行语能够迅捷通过个体相互作用，构建群

体社会心态，反映个体与群体社会的联系性，向上动

态建构社会心态的形成、诱发、改变、沉积的动力过程。

同时，社会心态也会向下通过行为和言语引导、诱发、

推动、限制个体和群体变化。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

最具代表性和敏感性的神经。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微博、微信

等自媒体，各种反应社会热点和青年心理特点的网络

流行语在一定阶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多角度、全

方面渗透到青年的生活、学习、工作中。自 2010年
至今，《咬文嚼字》和新华网、新浪、百度、腾讯等

各大网站每到年底纷纷盘点本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

大同小异，这些流行语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当前社会的

典型社会心态。

二、网络流行语折射的当代青年
三大社会心态

1. 不能承受的压力之重：风险压力下形成的社

会焦虑情绪

从 2010年的流行语“鸭梨”，到高居 2011年流
行语榜首的“伤不起”，再到 2012年的广为流传的“悲
催”，都表达了网民感受到压力、又不愿被压力所迫

的社会焦虑。对于表达社会压力的流行语，30-39岁
人群使用频率最高，其次为 20-29岁人群。这说明
我国青年群体普遍感到社会压力较大。青年白领穿行

在拥挤的地铁里，焦虑不断攀升的房价；青年学生担

心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

试用；青年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的边缘，长期承受没有

归属感的重大压力。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特有

情绪，随着社会发展与竞争加剧，逐渐变成一种普遍

的社会心态。在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压力下，青年群

体以透支身体、超负荷工作的方式艰难谋生，“伤不

起”在网络吐槽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些网络流行

语背后隐藏的是结构性、系统性社会压力下的茫然和

焦虑。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 20-39岁青年群体，
人们用“伤不起”、“悲催”等流行语道出群体性焦虑

与无可奈何的冷幽默。

2. 不畏特权的奋起抗争：特权民怨中积累的社

会公平缺失感

网络因其匿名性强、传播性广，成为网民表达社

会公平的重要平台，而网络流行语成为网民宣泄和表

达对社会公平缺失不满情绪的重要手段。2010年 10

月河北省保定市李启铭醉酒驾车在河北大学撞倒两名

女生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

随后，“我爸是李刚”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

愤怒的网民把谴责、嘲讽、不满等情绪指向了以李启

铭为代表的“官二代”，自发形成对权力阶层的声讨

和痛恨。2011年 7月 23日发生列车追尾重特大交通
事故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针对掩埋车头事件

抛出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由此引起

了网友的热议调侃，并激发了网民对权威机构公信力

的质疑。

2012年一个农民工面对中央台记者的提问“你
幸福吗？”答道：“我姓曾。” 这位农民工看似文不对
题，却令人遐想连篇的回答迅速走红网络。面对记者

的突然涉入，大叔首先想到的不是接纳，而是表明身

份，划清界限的拒绝，言语间无不透露出自己的“过

客”、“卑微”、“渺小”、“心酸”般沉重底色，像是戴

上沉重的铠甲，避免与外界沟通，又像是划清界限的

自我防备，谨防受到欺骗与伤害。农民工常年在外，

背井离乡，又长期有被城市拒绝容纳的境遇，长久下

来，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自我封闭的消极状态，生

怯、自卑、无力感增强，抗拒与外界沟通。

3. 难以逾越的社会分层：垂直流动渐趋停滞的

阶层固化

社会阶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

分为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同一社会集团成

员之间态度、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3］。

2010年来，“X二代”概念成为流行语的高频词汇，
这包括“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等。“X二
代”的高频使用是人们感到社会阶层上升渠道越来越

窄的表现。似乎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

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这种现状称之为“阶层固化”。

2012年，具有男性青年群体分层特征的流行语“高
富帅”与“屌丝”高居年度流行语榜首，更加突出了

社会阶层固化的加剧。“高富帅”指高大、富有、帅

气的男人，而“屌丝”是本意指外形“矮穷挫”、无

房无车无女友、举止笨拙猥琐的男人，但在现实社会

中更多是位居社会底层、不能享有平等分配资源的群

体的自嘲［4］。这两个流行语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社会

分层固化与社会资源分配有失公平的不满。

2013年，“土豪”成为社会群体标志性最强的
流行语，是富而不贵群体的代名词。从高富帅到土

豪的转变被归纳为：从戴金链子转成戴佛珠，从西

装领带转成中衫布鞋，从打麻将转成打高尔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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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玩水转成山中辟谷，从投资夜总会转成投资拍

电影，从狐朋狗友转成 EMBA同学会。“土豪”们
把物质富有的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但在社会中下

层的人看来，这依然是“土豪”的作为。因为社会

阶层上升通道狭窄，再加之目睹着种种来自于富

人的高调行为，让他们心生焦虑［5］。“土豪，我们

做朋友吧”，与其将这样的网络文化视为“拜金主

义”，倒不如将其视为民众对于平均贫富的期待。“土

豪”成为了一道有着黑色幽默意味的社会阶层分裂

的断层。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通过戏谑与自嘲的

姿态，进行了解构与新的建构。“土豪”在网络的

盛行，反映出深层的社会问题，即难以逾越的社会

分层、狭窄的上升通道，以及不可忽略的贫富差距

问题。

女性阶层固化特征自 2011年开始明显，“高富帅”
有了“官方女友”“白富美”，即肤白、钱多、貌美的

女人。2012年，“女神”替代了“白富美”而走红网络。
“女神”在网络中泛指外貌与智慧、素质等综合资质

高的女性，比“白富美”特征多一项：内涵，“女神”

等于“白富美”加智慧。这说明青年们对社会上层女

性的审美评价不仅包含外在相貌，而且包含内在修养

与气质。2013年，“女汉子”登上网络流行语榜单。“女
汉子”为何受到社会中下层青年的追捧？主要是在当

今快节奏的社会里，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承受的压

力越来越大。女性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各种限制，在男

女竞争中多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更好地在竞争中生存，

不得不把自己培养成独立、自主、强悍的“女汉子”

形象，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性格上娇柔、脆弱的一面。“女

汉子”象征着女性对于弱势社会分层的奋起抗争。

三、流行语境下的心态嬗变：
社会心态发展趋势

流行语涉及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焦点问题，以

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准确、生动地反映着当

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因

此，流行语的发展从一种独特的角度表现了新时期中

国青年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另外，流行语的变化是

一把衡量社会心态变迁的尺子。分析流行语的内在变

化规律，为探索社会心态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角度。

1. 焦虑情绪持续蔓延，积极情绪给力社会稳定

当前的社会焦虑不再属于某个青年群体，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普遍社会心态。而青年群体目前

最关心的现实焦虑集中在基本的民生问题，包括对高

房价、高物价、通胀、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

高收入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

就业焦虑。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就业难”从

企业员工向大学生群体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
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扩散。
身份焦虑。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的保障房措

施将外地户口人员排除在外，而与户口关联的优质

教育资源也被限制，身份成为“蚁族”青年群体的

焦虑。

财富焦虑。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

短 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
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

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

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

既定目标，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社会焦虑导致的“安全感缺失”似乎已成为当前

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持续蔓延的社会焦虑使青年

们出现无所适从的焦虑与不安，主观幸福感明显降

低［6］。缓解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需要个人提高承

受压力的能力，还需要政府做出更多缓解社会焦虑的

措施。

“给力”到“赞”、“点赞”的流行语所涉及的都

是有关社会积极情绪方面，表明青年群体在心理上的

稳定感、方向感趋于明确。尽管目前的 70后、80后
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面临着社会竞争加剧、

社会关系复杂的环境，但是，随着各种以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建设逐步推进，2013年开始的暴风骤雨般的
反腐“打虎”让青年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显著增强，使

得青年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迷茫感、未来缺失感降低，

心理稳定感、方向感增强。

2. 社会公平诉求强烈，社保逐渐完善彰显正

能量

社会公平感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

位、获得的收入与他人进行比较时所产生的心理体

验。当代社会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主要受到社会利益

分配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特别

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使部分社会青年产生了相对剥

夺感，心理公平感失衡［7］。从“我爸是李刚”突出

的官二代问题，到“你幸福吗？我姓曾”暴露出的农

民工相对剥夺感等问题，都表现出人们对社会公平

的诉求强烈，说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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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从上学到看病，从就业到养老，从收入分配到社

会保障都连接着社会公平。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制度

设计的角度传递出社会公平新希望。实行九年免费义

务教育、取消农业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

权利公平，基本满足当代社会青年要求的“起点平

等”。大力发展公租房、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就近

入学、创办农民工子弟校解决上学难问题等各项民生

举措，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更趋公平合理，显示了机会

公平。党的八项规定打破公务员灰色收入，十八届三

中全会后对制度歧视、行政垄断等“潜规则”的宣

战，推进了社会规则公平发展。公平感是决定人们

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逐步体现“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

续性”。

3. 社会垂直分层固化加剧，身份认同多元化

发展

一部分社会底层的青年感到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

越小，阶层流动的通道处于堵塞状态。这种垂直阶层

分层固化的状况蔓延范围广泛，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

配制度，从行业潜规则到升学就业买房，到处都有看

不见的“门槛”横在底层青年群体的面前，把他们固

化在社会底层。

社会阶层分化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

如果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正常合理，青年群体会充满

活力与希望［8］。但目前的底层社会青年感到阶层固

化严重，这可能造成社会的危害：首先，社会分层僵

化使社会失去生机与活力，造成社会阶层断裂，危及

社会稳定；其次，阶层对立情绪激化，可能引发社会

结构性矛盾与变革。

自从“X二代”出现以来，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
都会有一席之地留给描述青年群体的身份，如男性社

会群体的流行语有“X二代”、“高富帅”、“屌丝”、“土
豪”，女性社会群体有“小清新”、“白富美”、“女神”

与“女汉子”。这些具有社会群体归类意识的流行语，

反映出社会青年群体的身份、地位和实际归属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社会青年群体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

感日益趋向分化和多元化，这导致传统的户籍身份、

所有制身份逐渐被职业身份所代替。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

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

常越有活力。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

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

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

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

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

拼搏，改变命运。

四、健康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建议

1. 缓解社会焦虑，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的表达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

相关，甚至能影响到社会本身的稳定与和谐［9］。培

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情绪成为优化社会心态的重要措

施。分析社会情绪变化规律，以此为基础建立科学有

效的社会情绪监测预警系统，可以为宏观社会心态的

发展趋势指出明确的方向，及时掌握社会心态的发展

变化规律。

2. 促进社会公平，培养理性平和的社会认知

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既需重视“无形”的社

会情绪疏导，更关键的是要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

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10］。公众的社会认知是

在人际互动中根据交往对象的外在特征，推测与判

断其内在属性。流行语作为社会群体的外在特征表

现，反映的社会公平缺失问题是当前社会认知的主

要矛盾［11］。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社会诉求

表达要畅通，让不同利益群体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正

常渠道，避免矛盾不断累积；其次，建立规范有效

的社会认知反应机制，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等，

着力解决事关民生的矛盾和问题，努力让人们安居

乐业。

3. 增加阶层流动，培养自尊自信的身份认同

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不同的群体

都在这个社会中各安其位，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12］。

但是社会阶层固化让社会丧失活力，增加社会运行成

本，社会管理压力增大。避免阶层固化，增加阶层流

动，最根本的需要一套科学的制度，除此之外，阶层

意识也非常重要。在目前的社会阶层固化现状下，让

中低阶层提高对自己的阶层身份认同，首先，让中低

层青年对所属阶层有满足感［13］。“各尽其能，各得其

所 “是社会让不同阶层都认同自己阶层所处的位置，
培养自尊自信的身份认同，这是社会分层维持社会稳

定的基础，是阶层流动的基础［14］。其次，让中低层

青年感觉阶层流动有希望。激发社会活力，让社会

下层经过自身努力可以进入上一阶层，“鲤鱼可以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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