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 目起得有点极端 , 是有感于苏州大学 出版的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 ” 。 “丛书 ”一套七种 ,每一种

都介绍了一种新文化现象 , 而每一种新文化现象都源于

一种新媒介或者说是一种新路径 如黑客 、拍客 、御宅 、

恶搞 、网游 、粉丝 、 等 ,说是新文化 ,但是对于许

多年轻人来说 ,是老相识了 ,他们似乎生来就浸染在这一

环境中 ,如鱼得水 。

若干年前 ,提到互联网 ,人们还常用 “虚拟 ”这一概

念来描述 ,但是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真实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笔者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就是 《互联网现实 》 ,

换作年轻人 ,也许十年前就用上这样的标题了 , 问题不

在于是否虚拟 ,而在于它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实实在在作用 。其实又有哪一种文化不是虚拟

的 我们在文字虚拟的世界中生活了几千年 ,慢慢地 ,书

本就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说阶梯 ,它就成了实体 。其

实在这一阶梯上 , 踩空失足的人很多 或许用 “走火人魔 ”

来形客更加确切 。

一切新文化是青年亚文化 ,是因为今天新文化中新

媒介技术的含量所致 ,每一种文化都有新媒介作为平

台 ,并且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文化不同 ,新媒介文化没有

底蕴 , 没有传统 ,没有承传 ,没有内在的逻辑 , 自然也没

有深度 ,它突如其来 ,生生地楔人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

它依托的是年轻人的欲望和活力 ,就像前两年网上流行

的 “偷菜 ” , 风靡一时 ,一旦欲望转移 , 转瞬之间就会销

声匿迹 。

依往常的理解 , 新文化是由新观念和新立场孕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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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文化交替或融合是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演进 ,如 “五四 ”新文化

运动 ,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等 ,在这些文化运动的背后 ,其巨大的技术

或经济动因是隐性的 ,是慢慢发酵 ,积蓄力量 , 然后有所突破 。但是今

天 ,我们称之为青年亚文化的那些现象 ,其技术和媒介特征十分鲜明 ,

电脑 、手机每一次更新换代 ,互联网的每一次提速 ,每一款新的软件面

世 ,都会有相应的新的文化品种产生 ,而文化观念的形成远没有技术的

步伐那么雄健和迅速 , 因此至少在青年亚文化领域中 ,观念的文化已让

位于技术的文化 。技术的文化比观念的文化更受年轻一代青睐 , 因为

观念的文化以长期的积累为底蕴 ,技术的文化以方便快捷为旨归 观念

的文化其丰富性和歧义性相辅相成 ,把握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而技术

的文化以统一性和标准性便于大众接受 观念的文化因深邃而博大 ,

技术的文化以精确而明了。然而 ,技术的文化在取代观念的文化过程中

比较简单粗暴 , 新技术登场 ,立马剔走旧技术 ,犹如电脑的更新换代 。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耳熟能详 “发展是硬道理 ” , 现在 ,新媒介新技术

是硬道理 。不过新媒介文化总是显得有技术而没品位 ,说到底还是因

为它没有历史 ,没有传统 ,没有深度的缘故 。但是 , 品位本身也在变化 ,

品位说起来蛮深奥 ,仿佛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 ,似乎那些有修养的人

才配有品位 ,其实它是表层化的 、感受性的和追随时尚的 。

青年亚文化的提法 , 显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 ,如果在主流文

化前面也加一个年龄修饰词 , 应该是中年或中老年主流文化 ,这里涉

及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权力 ,另一个是传统 。掌握社会资源和社

会权力的是中年以上的人群 , 主流文化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

分 ,必然反映这一代人群或团体的思想和文化 。另外 ,社会主流文化往往

要借助传统文化资源 , 相对于年轻人 ,年长一辈的优势就是对于传统

文化的熟习 。

文化的边界从来是不确定的 ,主流文化也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对



象 ,它是在吸收 、协调和融合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达成的 , 葛兰西文

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立场上的 。如果我们赞同

这一立场 ,那么应该承认 ,所谓主流文化不仅是时代的产物 ,是意识形

态运作的结果 ,它还与一定的社区人群 、阶级 、文化习惯和传统相应

和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 ,一种主导文化的形成有不同社会阶层的意志 、

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 ,它不是单边主义的产物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

和市民文化既有分析 ,也有所警惕 ,倒还没有技术的阴影笼罩 ,然而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 ,文化的格局有了基因突变 , 技术因素在文化中的作

用 ,突然膨胀起来 ,横行天毛 为此波茨曼写了 《技术垄断 》一书 ,描述

了文化一步一步向技术投降的可怕历程 。虽然文化进展从来就与物质

技术密切相关 ,这从人们对文化的命名如石器时代文化 、青铜器文化 、

铁器文化等等上就可以见出 ,但是那时人们没有波茨曼式的恐惧 ,通常

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和运用是相对缓慢的 ,似乎在等待社会的消化

和接受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 ,新媒介技术突然没有了往常的耐心 ,

二下子就撑破了所罗门的瓶子 ,蔓延开来 ,有掌控一切的势头 。

新媒介技术和互联网络的产生不依赖于人们已有的文化习惯和传

统 ,而是要改变人们的文化习惯 ,即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者必须适应新的

规范 ,而不是在原有的规范中逐步改进 ,这里有某种逼迫就范和限制

的意味 ,新媒介文化会给人们带来压力 ,但是 ,这既不是社会道德的压

力 ,更不是法律的压力 , 对于某一年龄层以上的人来说是唯恐落伍的

压力 。这种压力不是从来就有的 ,它是新时代和新媒介技术的产物 。以

往 ,每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产生 ,都带来堕落的可能性 ,例如上世纪二十

年代 ,人们讨论的是电影对青少年的害处 ,六十年代 ,关心的是电视会

否教坏孩子 ,但是 , 最近我知道家长们最大的担忧是怕电视会看坏孩

子的眼睛 ,而不再是道德担忧 , 这种情形只有最近已二十年才逐渐显

现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 , 基本是青年人受到来自传统的压力 ,文化规训

是年轻人进人社会的前提 。然而 ,新媒介文化似乎将这一一清形颠覆了,



使得中年以上的人群担心被新媒介技术所淘汰 ,他们并不担心被流行

歌曲所淘汰 , 不担心在服饰穿戴方面落伍 ,但是却担心被某种技术形

态所淘汰 ,这或许就是技术垄断的真正含义 。

也因此文化的分层出现了新的现象 ,以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精

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转换成传统文化和新媒介文化的区分 当然这

里的传统文化和新文化是相对意义上的区分 , 不是某些教科书中的概念区分 。

这真所谓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掌握政治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是

中年以上的人群 ,而开拓新文化形态的主导权却落在青年人手中 ,这种

文化和政治的二元人群对立 ,使得今天的文化格局呈现复杂的权力关

系 。即传统的权力 、意志的权力与新技术的权力 如果新技术也可以看成

权力的话 ,有点分道扬镰的意思 。在往昔 ,它们之间的配合也并非严丝

合缝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 ,其实正是看到了权力与

技术之间的缝隙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会迫使生产关系做出相应的

改变 。生产力的发展依仗于新兴技术 ,而生产关系是基于传统和某种

权力之上的 ,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演进的助推器 。但是这一回 ,形势

更加严峻 , 即新媒介文化形态不是从以往的文化中脱胎出来 ,不是从旧

文化的内部生长出来的 ,它既不和以往的文化呈正相关关系 ,也不是呈

反相关关系 ,既不是类似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 ,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

克福学派的关系 ,也不类似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和后现

代的反相关关系 。新媒介文化提示人们 ,在历史长河中 ,文化除了有传

承的一面 , 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一面 , 还有更多断裂的 、并置的 、突

变的现象 ,这一切 , 在新媒介介人的情形下都凸现出来孔

青年亚文化往往表现为反规训的娱乐文化 , 由此带来的文化娱乐

化潮流 ,许多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分析 , 然而 ,它们在当今

日常生活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 即新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

的改造 ,在日常生活中注人了互动性文化 。这里 , 日常生活的互动性 ,不



是仅仅指以往的人际交往人际应酬 ,而是说原本个人生活空间的阅读 、

思考 、游戏都渗透着人际互动 ,这在新电子媒介出现以前是难以想象

的 。可以说 ,今天流行的电子青年亚文化基本上都是互动文化 ,无论是

手机 、微博 ,还是粉丝文化 、拍客文化等等 。

在社会学领域 ,人际互动作为一个课题 ,早就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

例如 , 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 , 戈夫曼的社会角色扮演理论等等

都讨论了人际互动主题 。按符号互动论的看法 ,人们所赋予事物的意

义 ,是社会互动的结果 。然而 ,当互联网将纯粹的私人生活拉进了互动

空间 ,私人生活就成为社会生活 , 私人生活内容的社会化 ,打穿了私人

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坚固屏障 ,它在延展了私人生活范围的同时 ,也

扩大了社会生活领域 。互动改变生活 , 互动再生意义 。一方面他人生活

的神秘性逐渐消退 ,另一方面生活神秘性的消散所带来的焦虑 ,使年

轻人更加依赖于新技术和新媒介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梅洛维茨在 《消失的地域

一书中已经了窥见了此种情形 ,对于这种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互动

所带来的几种后果做了描述 ,大致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 ,成年

和童年界限的模糊 ,政治精英在普通百姓面前神秘面纱的剥落等等 。

但梅洛维茨还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他没有也无法预料互

联网开启之后 ,琐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过程 , 以及与互联网一起成

长的年轻人的欲求 ,他们在赛博空间中寻找新的彼岸世界 ,难怪当今

“穿越 ”盛行。

苏州大学出版的这套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 ” ,虽然是以媒介

方式和路径来展开 ,但是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类型和方式 。例如 ,情

绪的宣泄和互动 参见 《迷族 被神召唤的尘粒》 、 《恶搞 反叛与颠覆》 时尚

的参与和互动 参见 《 戏剧化的青春》 信息和资源的分享和互动

参见 《黑客 比特世界的幽灵 》 。所谓黑客 ,不仅是指计算机技术高手 ,

黑客群体之间有 “以分享 、沟通 、奉献 、无保留等 ”反商业利益为旨归的



互动 。互动和分享所带来的娱乐 ,既是个体的 ,又是特定小群体的 。

当然 ,这是通过人机互动来实现的人际互动 ,不同于纯粹的人际互

动 ,不仅是因为其间插人了机器 , 还因为人际交往的场合发生了变化 ,

或者说面对机器时 ,原本应有的人际交往场合统统被屏蔽了 ,由此赛博

空间成为一种新社会空间 。在这新社会空间中 ,一些社会常识必须改

写 ,社会学的分类标准应该重新划定 。有媒介文化研究者将年轻人中

的特殊人群称为 “御宅 ”一族 ,这是指迷恋于 、 。 、

的人群 参见 《御宅 二次元世界的迷狂》 。如果放大来看 ,新一代

人群都有御宅倾向 , 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荧屏上的动漫世界似乎

就是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机互动就是人际互动 。

在这人机互动的方式中 ,重要的一面是由机器决定的 , 即由媒介技

术决定的 ,然而这新媒介技术的方向是由什么力量所决定的 投资人 、

技术精英还是处于终端的消费者 为什么在文化和技术的较量中 ,最

后总是新的技术力量占上风 技术是总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为何这一

部分在今天分外耀眼 ,成为社会文化的推动力量

说到新技术文化的推动者 , 最容易想到的是商业利益 ,商业利益总

是将寻求新的市场空间作为自己的目标 ,历史上有许多时候 ,一种新技

术的出现 ,往往遭到拒斥 ,然后是一个漫长的拉锯过程 ,直到某个契机

的出现才得到大面积的运用 ,这某个契机可能就是商业利益 如出版业

之于印刷机 。问题的关键是除了商业利益 ,还有没有其他社会条件 例

如 ,新的社会环境和年轻一代人的心理和欲求

或许我们还应该关注互动过程中的互为媒介现象 ,新技术往往与

青年人互为媒介 ,青年人通过学习和掌握新技术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

力量 ,而新技术通常是借助年轻人得到传播和推八 即便是商业利益 ,

它也不会被某一个固定阶层独享 ,特定的时代总有特定的幸运儿 。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 ” , 马中红主编 , 苏州大学出版社二 一二

年五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