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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自制视频“盗猎者”的
符号生产机制

“粉丝”一词从英文Fans直译而来。从词源学讲，

该词源自Fanatic，意思是“狂热分子”，现在常指那些

对明星、演员、偶像、节目、文本甚至是特定文化等的

迷狂者。粉丝并非只是某一对象的拥趸，同时也是一群

极富原创精神的生产者。他们在某一圈层空间内，基于

共同的兴趣爱好，交换各自的理解与认知，进行二次创

作。粉丝文化正是在这种互动与二次创作中得以培育和

延展。本文从解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粉丝群体的自

制视频进行分析，考察粉丝群体对视频文本进行二次创

作的制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也是对新媒体语

境下的粉丝文化生成的理论关照。

一、粉丝视频文本是“盗猎者”对象崇拜

与自恋情结的投射

粉丝文化是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法兰

克福学派认为，受众淹没于泛滥的传媒广告和媒介信

息当中，使得他们的精神受到控制，从而迷失了自我，

受众都是一群“白痴观众”。然而，在当代新媒体环境

下，受众不再只是“魔弹理论”笼罩下的消极接受者，

随着视频网站以及手机自媒体的大量兴起，开启了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信息生产方

式，为视频文本“盗猎者”提供了温床。作为文本“盗

猎者”的粉丝，拥有旺盛的生产力和惊人的创造力，他

们创造出的视频文本引起了我们对于文化挪用的关注。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是粉丝理论研究重要

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粉丝的当代身份，类似于19世

纪剧场底层后座观众（pit），宣称拥有凌驾于表演之上

的权威；或是狄更斯和其他连载作者的读者群，那些人

为小说情节的发展主动献计献策……粉丝的独特之处，

并不在于他们作为文本“盗猎者”的身份，而在于他们

将盗猎（poaching）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形式。[1]粉丝是如

何在视频文本的二次创作中将“盗猎”逐渐发展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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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艺术的呢？

1. 视频文本是粉丝圈的符号游戏场

有研究表明，粉丝是消费者中特别活跃和善于表现

的一个社群。他们不只是单纯的偶像、明星的非理智

追随者，不只是文本符号的消费者，而且是视频文本的

创造者、积极意义的生产者。粉丝是一个非正式的亚文

化群体，群体内部有着明确的情感取向和价值评判，他

们搜集、复制或通过二次创作生产属于本群体的粉丝文

本，表现出对“他者”文化、文本甚至人群的深深厌恶

或排斥倾向。粉丝是在与崇拜对象或视频故事的交往中

完成自我互动，以对象的“自我”为过渡性客体，以受

众内心深处的“本我”为主体，通过主客体的投射对

照，实现客体的否定与扬弃，达成自我认同。粉丝之

所以从文本中挑选出这些或那些自己喜爱的视频或多

媒体产品，恰恰是因为那些产品能够成为表达粉丝现

有的社会承诺、文化利益或情感诉求的工具。罗兰·巴

特甚至认为：“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

产品，而是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语言游戏的场

所。”[2]因此，视频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同样是游戏场

所，是粉丝与文本人格投射后的梦幻游戏。

2. 视频文本是粉丝自恋情结的艺术表达

自恋情结作为人类自我欣赏与崇拜的本能，会自觉

不自觉地投射于艺术创作中。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艺

术家无一例外的都是自恋倾向者。粉丝在二次创作过程

中，思想、情感受到人类乃至动物本能的诸多制约，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和评判一切事物，

普遍地表现出自以为是的特点。粉丝总是不遗余力地把

他们的全部热情与爱戴集中于崇拜对象，使他成为“自

我”的理想、审美和情感的化身，并将这种欣赏和崇拜

推演于其他人，让其他粉丝也产生同样的热爱甚或偏

爱，这是有意或无意识地泛化自恋情结。

粉丝的情感态度一旦形成，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

否认与之相反的情感态度信息，辨别和选择与之相符的

情感态度从而强化自我认同。粉丝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

界限，受到诸如年龄、性别、职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力，基于对象崇拜以及寻求粉丝

圈内认可的“快感”，他们会对文本作出严格的群体分

辨。美国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粉丝具有三个明显

特征：辨别力与区隔、生产力与参与性、资本与积累。

他还指出：“文化品位及惯例是由社会差异，而不是由

个体差异生产的，文本分辨力和社会区隔都是粉丝内部

和粉丝之间，以及粉丝和其他通俗受众之间同一个文

化进程的一部分。”[3]粉丝的文本阅读行为是积极主动

的，他们根据自身社会经验以及文化认知，从多样化的

文化文本当中分辨出属于本群体的文本，对其加以分析

整合，并将自身的解读输入进去，他们对这些文本或进

行重塑或进行改写，最终形成独特的粉丝文本。此时的

文本往往不再反映原作者的情绪、观点或看法，而是粉

丝出于对偶像强大的情感感受力，从情感体验中分离出

制作灵感，进行文本输出的结果。

二、粉丝视频文本创作源于“盗猎者”认

知框架与故事素材的碰撞

1. 视频文本是粉丝自我精神赋权的形式

粉丝与其所喜欢的偶像之间有着情感上的契合，并

非单纯追随偶像明星的外在形象，他们或在偶像身上

找到积极向上、自信勇敢等优良品质，使其具有和自己

的人生、经验、需要和欲望相关的意义，从中汲取精神

力量。在动漫粉、三次元粉等粉丝群体中，受到日本文

化的影响，他们面对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化文本，或

是单一的类型和媒介，这类粉丝接触的是多国交融的文

化，在各自的粉丝圈内进行交流。在这一语境下所形成

的一系列文本、实践和粉丝流行语便构成了一个整体。

例如，一种典型的流行音乐偶像语境，混合了音乐文

本、偶像与粉丝的形象，混合了各种社会关系、审美习

惯、媒介实践等多种元素的文化语境，而正是在这样的

语境中，粉丝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才得以明确界定。文化

是没有国籍和种族界限的，有的只是对文化的不同解读

和接受。偶像与粉丝之间因此形成了一种伴随着价值和文

化隔离的精神连接，这也就为粉丝进行个性化解读与创作

留下了操作空间。

克罗斯伯格认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

入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

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以及身份进行

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

恐惧及厌倦。”[4]在情感感受力的驱使下，粉丝实际上是

借助与崇拜对象相关的文本操作，对自我进行精神赋权。

2. 视频文本是粉丝文化语境的形象表达

视频是一个集声音、图像等多种介质于一身的媒介

形式，可以形象地表达粉丝自己对文本的多元化解读。

粉丝自制视频就是粉丝通过自己的文本资源来构建自己

的文化语境，视频的受众也是一群与视频制作者处于共

同文化语境的再生粉丝。在粉丝所创造的文本当中，他

们所表达的并非原制作者的意图，而是粉丝基于自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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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验与情感诉求所形成难以言说的某种话语。原视频

文本的意义解码是开放的，开放向度与粉丝的认知框架

有关，而认知框架与粉丝的社会文化、对崇拜对象的痴

迷程度正相关。另外，情感感受力是粉丝群体参与特定

粉丝文本创作或阅读所依赖的方式，它能够帮助粉丝辨

别在众多大众文化文本之中，自己认同的视频素材所能

够产生的各种具体效果，识别粉丝文本与所属粉丝群体

在这个大众文化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关系。粉丝与故事素

材的关系更多在情感或情绪的范围内运作。

弗洛伊德认为灵感源于无意识。他以自我对应意

识，本我对应无意识，超我对应潜意识。潜意识处于意

识和无意识的中间地带。他认为无意识能够影响决定人

类行为，包括艺术创作。灵感突发，又悄然而逝，他解

释为无意识受意识抑制或解放的结果。唯物论认为，灵

感源于社会生活，源于艰苦的思考。前者指出灵感产生

的心理学基础，后者指出其哲学基础。可以说，粉丝视

频创作的灵感是其认知框架与故事素材碰撞的火花，故

事素材是生活的积累，认知框架包括情绪情感在内，既

可能是艰苦思考的结果，也可能是无意识的闪念。粉丝

平时积累了崇拜对象的大量影视作品或多文本碎片，在

某个事件或信息的激发下，产生表达的欲望或冲动，灵

活运用剪辑软件，组合成一个个自制视频。粉丝在制作

视频时，不是简单地对原视频素材直接挪用，而是凭借

对粉丝文化的理解和对崇拜对象的情感态度，融入个人

的价值体系，进行新的编码组合，配上其他文本形式

（如对白、背景音乐、图片、字幕、画外音等），进行

自制视频的剪辑，使得粉丝文本的生产呈现出更加多元

化的表现形式。

三、粉丝视频文本生产是符号的转借与重

组过程

1. 粉丝对原视频的解构与重组过程

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UGC内容有些是上传者从别

处搬运而来，而有些是视频上传者原创的视频，是二次

元、三次元粉丝“狂欢聚集地”。“当山风没有棱角的

时候”是一个拥有8770位粉丝的UP主（上传者），其自

制的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41.8万。她在谈到自己在制作

《听说“PPAP”这首歌有毒，正直的我怎么会放过岚团

（日本偶像团）呢》这个自制视频时说：“自己在听到

这首鬼畜歌时，脑海中闪现了许多关于岚在各种综艺里

面的镜头……因为他们平时在综艺里表现得很逗比，有

时行为也很鬼畜，自己对于他们几个很了解，所以在听

到这首歌时就有了剪辑这个视频的灵感了。视频在上传

到b站（哔哩哔哩网站）后，引来众多迷妹（女粉丝）的

欢迎，自己很有成就感。自己剪辑的视频一般在岚饭圈

内传播，因为大家喜欢的是同一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

好和审美水平。”

粉丝自制视频行为可以看作一种对原视频的解构。

解构主义是一种文本阅读方法，缘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

国，雅克·德里达基于对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批判，

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视频传播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内

容的精彩与否，一个与偶像有关的创意视频内容非常容

易在日饭粉群内得到响应与好评。粉丝自制的视频并非

凭空剪辑而成，它必须借助视频故事素材，对其进行分

解，重新解读，谓之“破”，这里的“破”并非完全摒

弃原始视频的内容，而是建立在原视频与需要剪辑视频

之间的视觉联系和情感纽带基础之上。

2. 视频再创作源于符号的转借与重组

从符号学角度看，符号对内容的切分是任意武断

的，是无理据性的，符号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而意义

的生成就掩藏在不同符号的排列与组合当中。借助视

频、音频、图像、文字等符号单位，创作者通过率先导

入情感说服，借此产生视觉语用效果。当不同的符号组

合置于强大的粉丝语义场上时，新的意义在群体记忆与

感情趋同中被析出。

粉丝在找到与自己想法相一致的原视频之后，将一

些零散的视频文件根据某一价值属性和情感线索，进

行重新拼接，组成新的视频文本，在保留原有视频符号

的基础上，意义得以无限衍生。文本本身的逻辑关系并

非单单围绕着一个“主体”而展开的，文本的各个部分

之间具有“互文性”，即文本的各个要素之间是可以相

互打通的，重新组合后可构成新的意义。文本高度互文

性使得符号势能得以显现，意义在此过程中不断撒播、

延展。互文性所指涉的是受众群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取

向，情感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勾连，使得自制视频在“饭

团”群体中被赋予深厚的精神意义，这种精神意义又成

为激励其他成员投身创作的再生动力。

解构主义并非完全否定传统、否定理性，相反，它

的理论建构是基于传统的结构主义、逻各斯主义理论，

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同理，自制视频在制作过程中也不

是完全否定原视频，它是对其重新进行逻辑连接，打破

原有的时间轴，先切割再组合，分解文本结构，打破文

本之间的界限，利用文本互通性特征，重新组合语言与

符号，形成一个崭新的文本形式，在这里意义获得了新



056  2017.8      传 媒

DENG Nian-sheng, JIANG Bo-we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FAN Yu-ji（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video text is the iconic game field of the fan circle, and also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narcissism 
complex. As a result of indulging in the worship of objects, they have a keen sense to detect what is going to go viral. 
The collision of appropriate story material, the existing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emotional attitude can stimulate their 
creative inspiration. Through the two-creation of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deo source symbol, the 
meaning of the code have a strong willing of fans, which shows the value of the group of fans and emotional appeal of 
the collective demands. Video text is also a form of fans self-empowerment, to build the unique cultural context of fans. 
Key words: fans; homemade video; symbolic production mechanism

Research on the Fans' “Homemade Video Poachers” Production Mechanism

[1]

[2]

[3]

[4]

[5]

[6]

[7]

生。“解构不是观念的转换方式，而是意图和意义的交

换，以及意识的论述。”[5]自制视频的过程也是对原视

频的解构过程，UP主通常在进行视频制作之前都有一个

文本框架，再根据所观看的视频资料，重新组合，最终

形成一个新的视频。

事物与事物间不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而是

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渗透关系。用德里达的

话说，即是一种“contamination（掺合）”状态。世界

是人类的文化产品，是由话语文本编织成的，一种事物

或符号文本永远与别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别的事物之

中。[6]人类社会的一切符号作用都处于这种互相指涉、

互相联结的结构中。粉丝制作出来的视频，正是基于这

种符号指涉，与现实社会取得联系，反映制作者的主体

性。视频的解构与重构，就隐藏在符号的转借与重组的

操作之中。

结　语

粉丝对文本进行解构性的解读和制作，是新媒体时

代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粉丝发挥个人创造力的表现。

他们在追随偶像外在形象的同时，进行二次生产，其意

义生成带有浓郁的粉丝意志。粉丝自制视频流露出的是

粉丝群体集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粉丝对原视频进

行解构和重组，其实也是对“我群”文化的一次丰赡。

通过将自制视频上传至视频网站，利用弹幕进行交流，

共同完成粉丝文本内容生产的接力。

当然，粉丝自制视频的生产更多的是满足与自身社

会情境相关的意义生成和快感表达。粉丝文化资本的红

利仅是一个品位的社群中朋辈的快乐和崇敬，对其自身

较少有经济利益的回报。[7]对粉丝来说，特定的文化语

境渗透了情感的色彩，他们带着对偶像的挚爱，通过

剪辑偶像相关的视频，将自己的情感感受通过视频传达

给自身所属的“饭圈”，加强“情感性联盟”，粉丝正

是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中，不断地去发现并致力关注某事

物，寻找生存下去的能量，想象着通过这些粉丝文本，

架构自己的粉都文化。因而粉丝有意或无意怀揣着这样

的想法或观念，解构与重组，在批判中创新，通过视频

文本的延展，结构粉丝自身的“要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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