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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表情符号经历了由字符画到图像和视频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表情符号的象形意义

逐渐减淡，象征性意义日益凸显，这契合了符号功能由指示对象到解释意义的演变规律。这种象征性

意义包含了对于互联网不同群体文化的隐喻，实现了互联网中身份不在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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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爱伯特·赫拉别恩的研究证

明，在表达情感和态度时，语言只占交际行为的

7%，另外的则是依靠其他副语言，包括信息发出

者的语调、停顿、表情、姿势以及发型服饰等。这

些可感知的非语言手段使现实中的交流生动顺

畅，交流双方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彼此的心理状

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正经历着一场

深刻的“交往革命”，消解时空距离的网络交流

在人类交流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网络

交流中，信息交换者们也试图追求一种与面对面

交谈相似的效果。而在最初的虚拟网络世界中，

双方的交流只能依靠键盘输入文字实现，这种沟

通方式只占到现实人类表达自身手段的很小一

部分，它极大地限制了人类更顺畅、更真实、更形

象地传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正是由于人类的

主观需求，网络表情符号应运而生，它使不在场

的对话双方在交流时不再局限于沉闷冰冷的文

字，通过模拟人类表情、动作的表达形式，弥补了

网络交流中存在的“副语言缺失”现象。网络表

情符号不仅是亦抽象、亦具象的艺术，更是一种

智慧的交往方式。它以一种客观的符号将一种

主观的情感动态表现出来，是内在心态的外化，

也使得主观情感具体化，同时还能起到调节谈话

氛围，缓和语言节奏的作用。

一、网络表情符号的演变历程

网络表情符号可以简要定义为网络非言语

传播中的图形符号。最初的网络表情符号仅仅

是字符画。字符画又称 ASCII 艺术，最初是运用

128 个 ASCII 标准字符中可打印的 95 个电脑语

言字符组成图片的图形设计艺术。随着电脑技术

的发展，可使用字符远超出原来的 128 个标准字

符，可以由任何文本编辑器生成。使用 ASCII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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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制成的第一个网络表情符号诞生于 1982 年。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法尔曼教授出于避免网

络交流产生误解的初衷，第一次输入了这样一串

ASCII 字符:“: －) ”，他用这个表示微笑、友好［1］。

传入日本后，这一字符变成了横向的^_^，也由此发

展成了独特的 kaomoji 颜文字，可爱而富于变化的

颜文字表情在短信文本中传播开来，表情库也更

加丰富。这是网络表情 1. 0 阶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符号表情也迈

入了 2. 0 阶段，即图形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构成

部分是各大社交软件自带的图形表情，例如苹果

IOS 系统引入的 emoji 表情。Emoji 是一种类似

于 ASCII 符号的表情符号，包括表意符号和笑脸

符号两种。Emoji 起源于日本，这个词来源于日

本语里的絵 ( e = 图 片 ) 文 ( mo = 写 ) 字 ( ji = 字

符) 。其创作思想来源于天气预报中使用象征符

号来显示天气状况以及日本漫画中运用象征符

号表达情感，如电灯泡表示“有了一个点子”［1］。

社交媒体营销公司 Zoomph 调查的 emoji 在不同

平台上的使用情况显示，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表情“笑( cry) ”使用的频率最高。而在中国，

根据腾讯网发布的 2015 年 QQ 网民表情使用数

据显示，龇牙表情一举成为国民最爱表情，使用

频次高达 521 亿。这项调查涵盖了中国 8. 6 亿

网民的使用数据。

虽然此类面部表情仍然占据网络表情符号

的主体位置，但是随着计算机软件制作技术的发

展，网络表情符号开始突破人类形象的限制。各

类动植物和日常生活物品卡通形象的增加使网络

表情的创作题材更加多样化，例如兔斯基、加菲

猫、神经蛙等系列表情。而一些辅助元素的引入，

使得网络表情符号的形象更为细腻生动。例如，

对人类肢体动作的模拟，像拍手、点赞、亲吻等。

而图文结合的模式，使得整个表情符号的表意更

为直白、丰富，像“宝宝不开心了”，“学习使人消

瘦”，“别约我出去玩，我要回家学习”，等等。

网络用户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主制作的流

行于互联网的表情符号，也就是我们通俗称的

“表情包”，代表着网络表情符号正式迈入了 3. 0

阶段。它既可以是静态图像，也可以是动态图

像。这种表情符号的流行是伴随着互联网终端

的普及和图片处理技术难度的降低而兴起的。

网络表情符号不再仅仅依靠专业技术团队精心

打磨后批量生产、截图、配上文字，而是人人都能

有自己的专属表情库，这极大地增加了用户的自

我参与度。目前，风靡于社交圈的表情符号就是

以时下或过去某部热播电视剧角色或者以某一

公共热门事件为原型，自主配上解说词，制作成

的流行表情符号。例如，2000 年电视剧《情深深

雨蒙蒙》中雪姨刻薄的角色形象给 20 世纪 80 年

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留下深刻的记

忆。以其形象为原型制作的表情一经出现，立刻

被互联网中的年轻用户群体所广泛使用。使用

这个系列表情包的用户不仅仅是单纯传达内心

的即时情感，更多表露的是他们对这个角色有着

共同的情感记忆，他们同属于一个群体。再比

如，美国动漫《马男波杰克》的主人公是一匹拟

人化的马，每天颓废地过着生活，一本正经地讲

述着关于生活的“毒鸡汤”。这种言论在如今心

灵鸡汤盛行的互联网上显得特立独行，成了一小

部分群体的网络表情符号。而使用“波杰克”作

为自己常用表情符号的用户则更多是表明对动

漫中的价值观的认同。“原子化的个体却有着共

同的生活体验，借助电子传媒这一平台便足以建

构起一个想象中的群体。”［2］这类自制系列表情

并不是脱离于互联网的语境下独立存在，它往往

与时下网络热点事件相结合，背后体现了某个受

众群体的集体记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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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验。同时，在重新加工后，完成了意义的

重构，或用来表达自身的情绪，或用来指涉对某

一事件的评论，表达时幽默且犀利，明确且模糊。

它体现了时下一种通过戏仿、拼贴等手法来实现

恶搞的中国互联网现象。

二、网络表情符号的演变趋势

通过上文对于网络表情符号从 1. 0 阶段到

3. 0 阶段演变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表情符

号经过了丰富多元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是对于

人类表情的模仿，图像的设计以面部特写为标

准，以象形为主，发展到如今种类繁多，形象万千

的静态和动态图像。网民使用表情符号不再主

要是用来传达即时心情，将之作为一种单纯的辅

助交际手段，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意义已发生了

显著的转变。表情符号不再仅仅具有原初象形

表情的意义，表情符号与使用者自身的表情没有

直接对应关系，它仅代表一种情绪或者态度、感

觉，是一种情绪化的符号［3］。

不同于索绪尔将符号拆解为”能指”和“所

指”的二元结构，皮尔斯认为符号可以分为三部

分。皮尔斯将符号可感知的部分，称为“再现

体”，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而将“所指”拆分

为“对象”和“解释项”［4］98。皮尔斯的三分法是

一个开放有效的对话体系，在符号解释过程中会

中断，但只是暂时性的，它强调符号具有无限衍

义的潜力。可以看出，要解读现阶段表情符号的

真正意义，并不依赖常识性的视觉经验，而要借

助一种文化经验———不是看它“象形”何种表

情，而是看它“象征”何种文化。网络表情符号

的象形意义逐渐减淡，象征意义逐渐增加。公司

白领常用的表情符号不是“正在加班”，就是“收

到邮件”“谢谢老板”，表明自己是城市白领的身

份，不断向他人强化自己是一个勤劳的工作者的

印象。

网络表情符号从象形到象征的转变，解读时

需要超越符号本身形象，调动自身的文化经验去

识读暗含之意，正是展现了符号解释项的无限表

意能力。这契合了符号由一开始的指示对象到

复杂意义传递的演变规律。

三、网络表情符号象征性意义转向的原因

1．身份不在场的自我实现需求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交流中，用户所能呈现的

只有语言或图像等形态，其身体却隐藏在现实生

活中的某个角落，这样的隐匿性隐没了其相貌、

身份、地位等现实要素。人们需要在网络世界中

为自己戴上一张“面具”来满足自我身份实现的

需要。意义不在场，才会有符号过程: 符号表意

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意义缺场，解释未出现。

因此，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向解释运动的前

提［5］。网络表情符号作为虚拟世界的副语言正

是自我身份实现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网络表

情符号的使用，网民们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

自己的一套把关机制。网民们通常会综合自己

的生活背景、审美习惯以及情绪感受，来决定挑

选哪一种符号为自己代言，装饰自己的网络身

份。例如，一个传播学的研究生在网上与人聊天

时，会使用“读本传播学教程压压惊吧”之类的

表情符号，婉转地表达自己是一名学生的角色和

所学的专业。一位美剧《权利的游戏》的忠实影

迷会自己制作主要演员的表情包，并使用到自己

平时的交流过程中，来表明自己是一个喜欢国外

高质量剧集、具有较高审美趣味的人。

另一方面，这种“身体的不在场”导致的匿

名性，使得个性摆脱了现实利益和社会规则的约

束。“在网络中，人以匿名方式行走，固然可能会

造成欺骗或导致别人的幻想，或种种超乎现实的

想象;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显示当人可

以越过身体、时空等有形限制时，人是可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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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生命发展的，并不一定局限在透过固定时空

规定下的特定人群所加诸人的身体和人格的规

定来生活。”［6］席勒说，人在游戏时方为人。网

络表情符号作为网络交际的副语言，释放出了人

们内心潜在的、隐藏的游戏心理和嬉戏态度。以

一种娱乐、戏谑的方式将平时不敢说出的话说出

来，既表露了自身在现实中不为人所知晓的一

面，同时夸张的表情符号避免了表达时的尴尬和

生硬。

2．对所属群体文化的隐喻

群体文化是指社会中某个群体特有的文化，

主要指该群体在实践中生成的、以符号为基础并

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它既包括与社会

其他群体共享的文化要素，又表现为该群体独特

的价值观、意义和思想等［7］。网络表情包从原本

的网络亚文化，只是小众群体的狂欢，已发展到

目前全民网络交流中能用表情包完成的对话绝

对不动用文字交流的程度。发生象征性表意转

向的网络表情符号之所以能够在朋友圈引发热

议，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所属群体文化的隐喻，对

于其意义解读需要接收者具有相关的文化背景

和生活体验。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

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所有传

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

来自于语境［8］。信息的传播是多样的且复杂的，

不仅仅需要符号的表达功能，我们的信息传播还

得考虑符号意义之外的外部因素，即传播语境，

包括时间场合和传播双方的文化背景，等等。例

如，中老年人的表情包系列，往往使用的是高饱

和度的艳丽色彩，喜欢用发光的特效，不拘泥于

构图，表情主要传达的是包含正能量的情绪，充

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而反观年轻人喜欢的

表情系列，是一种充满草根精神的戏谑式表达，

造成一种反讽的虚无。像“哎，今天又浪费了时

间，明天继续”，“我明天一定努力，诚恳脸”等

等，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宣泄情绪。造成两者差异

的原因在于两个群体不同的生活体验导致形成

的审美和价值认同的不同。中老年群体大多生

长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时代，那时候的宣传品大

多是鲜艳的图片配上富于激情的文字，审美功利

主义是当时审美评价的体系［9］。而年轻群体则

是注重个性的释放和张扬，通过采取自嘲自黑的

调侃式生活态度来释放现代生活激烈竞争所带

来的高压，让被压抑的生命获得暂时性的快乐

感受。

3．读图时代的阅读需求

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而图

像凭借其易感性、直观的优势正不断抢占人们的

视觉感官。图像成为后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交和

信息互换的主要媒介，具有符号意义的视觉图像

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10］。原来单

一模仿人类面部特征，仅用来传递信息发出者表

情的网络“非语言”符号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在网

络世界中的交流。人们需要能涵盖更多信息的

表情符号来弥补文字交流冗长性和缺乏趣味性

的不足。如今动态与静态并存，种类繁多，个性

多元的网络表情符号正是迎合了读图时代的大

众阅读需求。

“葛优瘫”表情包系列之一的“放开我，我还

能学”，是很多学生新学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个

人生活心情记录常用的配图。图中，葛优在被人

双手紧抱的状况下，奋力做出挣脱的动作，坚决

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疲惫，旁白文字为“放开我，我

还能学”。这个简单的表情符号是用一种反讽的

方式来暗含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并没有认真学习

的事实，表达如今新学期开始，期许自己的学习

态度能够发生彻底转换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这

种反讽的张力传递出信息发送者想表达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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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幽默感和自嘲精神的人的实际意图。

对于发出者的意图，信息接收者看到表情符号时

一目了然，远胜于长篇累牍的文字描述。读图时

代快餐式的阅读是网络表情符号象征性表意的

催生力之一。

四、象征性网络表情符号的过度使用

噪音本是一类音量过强无规律，引起人心绪

烦乱，甚至会危害到人体健康的声音。1949 年，

C·香农和 W·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中，第

一次将噪音的概念引入传播学。在大众传播学

中，噪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任何非属信息来源

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11］。噪音的存

在使信息在编码时出现失真和在传递过程中不

确定性增加，造成文本意义在解码的偏差和反馈

错误。经过叙述解构意义重构的网络表情符号，

释放出了人们内心潜在的、隐藏的游戏心理与娱

乐态度，成了人们在网络中进行交际的必备手

段，甚至发展到如今不说话只发图的程度，真正

实现了大众的传播狂欢。网络表情符号的诞生

初衷是为了弥补在虚拟世界交流中缺乏非语言

手段辅助的缺陷，然而这种网络表情符号的过度

使用正成为网络虚拟交流时的噪音。

经过夸张、变形、戏仿、拼贴的网络表情符号

具有随意性，与内心真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

一一对应，只是一种娱乐性的图像符号，往往无

法进行情感的真实表达，而仅仅是作为情绪宣泄

的途径，逐渐演变成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表达方式

工具。如今，表情包的使用出现了一种名为“盖

楼”的全新形式，即在交流中，无论对方的反馈是

什么，都将其淹没在大量且重复的表情中，以数

量获得在对话中的控制权。在对公共事件的评

论中，充满游戏姿态的表情包往往能率先抓住人

们的眼球，攻占人们的情感领域。网友以复制、

转发的方式对表情包进行大规模传播，在这种自

由参与中，获得现实中追求目标失败的替代性满

足。但这种图片叙述缺乏理性，在颠覆权威话语

的同时，使人们对事件的了解和思考停留于浅

层，不利于良好的公共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时，

象征性意义的表情包往往根植于网络热点话题，

更新速度快，使用周期短。例如，近日“蓝瘦，香

菇”的表情包火爆了社交圈。它最早来源于一段

QQ 空间流传的短视频，一名广西南宁男子因为

失恋，拍摄了一段诉苦的视频。镜头中，他认真

地叙述他的感受，因其浓重的南宁口音，视频中

多次出现的内心独白“难受，想哭”，听起来像

“蓝瘦，香菇”。其独特的口音引起网友戏仿的

高潮，并制作成各种表情包。在传播初期，用户

在社交圈发送这个表情系列时，其他网友根本不

知其意，还以为是一种新品种的香菇类型。但

是，为了理解对话的另一方所传达的意义，开始

转向微博一探原委，才发现不过又是一次网友的

恶搞。而这种戏谑式的“内涵表情”在解构精英话

语权的互联网上层出不穷。为了正确理解这类表

情符号的意义，保证双方的语义传达无误，不被认

为是流行的离经叛道者，我们必须步步紧跟流行

文化趋势，洞悉网络热点。当代文化中，象征化速

度越来越快［4］209。发展到 3. 0 阶段的表情符号已

经逐渐背离于对人真实情感的模仿初衷，逐渐发

展为某种文化语境的象征符号。过度使用的象征

性表情符号并没有起到促进交际过程顺畅，弥补

情感缺失的作用，反而成为互联网虚拟交流中的

噪音。

五、结语

网络表情符号作为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副语

言”，使人们在网络中的交流更具有亲和力和趣

味性。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人的心

理，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网络表情符

号经历了由字符画到图像和视频的叠加演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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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网络表情符号的象形意义逐渐减

淡，象征意义日益凸显，这契合了符号功能由最

初的指示对象到传递复杂意义的演变规律，展现

了符号解释项具有无限衍义的潜力。这种象征

性意义体现了对于互联网不同群体文化的隐喻，

实现了互联网中身份不在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然而，为了正确解读表情中的象征意义，要求我

们不断追逐流行文化热点，在交流过程中需要耗

费更多的精力。同时，具有叙述结构的表情符号

正逐渐成为网民进行情绪宣泄的一种途径，在充

当社会解压阀功能的同时也会助推非理性声音

的滋长和蔓延。这违背了网络表情符号诞生之

初用来弥补纯文字表达缺陷的初衷，反而成为虚

拟世界中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噪音。因此，网络表

情符号的未来发展要回归简洁，防止因为过度使

用象征性意义表情符号而使网络上的文字成为

“稀缺性”交流方式，从而避免“浅层次”交流成

为一种“合理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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