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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1年问世至今，微信作为用户增速最快的手机应用，已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社交应用之一。互联

网为人们的身份选择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因此由于人们身份的过于复杂多变而导致身份危机的产生，使得自我

的确立遭遇危机。而微信的出现和盛行缩小了人性中向上或向下变异的趋势，使得当代社会人的身份意识得到一

定程度的稳定和掌控，从而成为人们缓解网络时代身份危机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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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一款定位于即时通讯

和社交工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微

信的总活跃用户数量达3．96亿。根据微信官方数据，不到4

年时间，微信已累计了8亿用户，公众号数量超过687万，日

均增长1．5万。在2013年内微信在整体网民内的覆盖率达

到61．9％，超过微博和社交网站的覆盖率，而社交网站和微

博大量流失的用户中分别有32．6％和37．4％的用户是转移

到了微信中⋯“。微信成为迄今为止用户增速最快的手机应

用，创造了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的全新发展记录。本文将以此

为出发点，试图通过符号自我理论来解释微信是如何作用于

当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的改变，从而使得使用者对微信产生

如此强烈的使用偏好，成功从社交媒体竞争激烈的互联网时

代脱颖而出。

一、网络时代的身份危机身份，是与对方、与符号

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对于任何符号表意，

都有相应的身份问题。【2J81‘。身份是自我在进行表意活动时

所选择的一种面具，我们通过所佩戴的面具来演出着我们自

己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以此来向观众展示我们是

谁。在同一场合中，由于表意的各种解释需要，一个人的身

份多样且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赵毅衡认为一个人在舞台上

就至少有六种身份：我认为我是的那个人(“自我”)，我希望

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面具”)，导演以为我是的那个人

(“演员”)，导演要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角色”)，

观众明明知道我是某个人(我的名字代表的人)，但是被我的

表演所催动相信我是的人(进入角色的人格)∽J343。在互联

网中，在同一虚拟交流场合，也对应存在以下身份：线下我的

“自我”身份，线下我的“面具”身份，线上我的“演员”身份，

线上我的“角色”身份，我真实的名字代表的人的身份，我进

入角色的人格身份。诸如在faceb00k，人人网等基本以实名

方式注册的网站，为人们进行“本色”演出提供了较大的可能

性，因此他人不仅可以通过“面具”来认识到线下我希望成为

的身份的同时，也可以透过“角色”来了解我在线上演出后的

身份。而在天涯社区，豆瓣小组等网站中，基于匿名性的特

点，人们会希望能够获得与“自我”不同的另一层的虚拟身

份，那么其“演员”身份或其“角色所体现出的人格身份”则

会更多的被他人关注，因此，在网络中的同一场合中也存在

以上六层身份，但是在具体的表意过程中，在特定语境下，一

个或几个身份会成为主导身份。

在整个现代社会语境下，人所能采取的符号身份极为丰

富，除了性别身份、社群身份、民族身份、心理身份等，在互联

网时代，每一个网络居民在进行表意活动时所能够采取的网

络身份呈现出更为变动不居的趋势。符号表意行为是发生

在两个充分的自我之间，表意活动双方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

的基础上，表意与解释才得以进行。因而承认对方的“他者”

自我，才是自我的确立条件。“他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所以

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他者”时所需要采取的身份也多种多样。

在网络世界中，匿名性和弱连接式人际网络极大地拓宽了人

们的交际圈层。我们所面对的“他者”较之现实世界而言数

量庞大，且“他者”身份更是变幻莫测、纷繁复杂，因此面对不

同的“他者”，每个人所选择的网络身份要比原本现实世界中

的身份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可以说，互联网为人们

的身份选择开启了无尽的可能性。

确定自我的途径，是通过身份。在具体表意中，自我只

能以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因此，在符号活动中，自我暂

时由身份代替。pj”网络时代人们能够采用的身份过多而泛

滥、变动剧烈，这使得自我的确认始终处于一个复杂多变，难

以确立的状态。身份在此时非但不能对自我确立承担责任，

反而将自我抛向了混乱无序之中，从而在造成身份危机的基

础上并最终引发自我的确认危机。解释意义的不在场是符

号过程的先决条件，互联网时代身份符号的泛滥，恰好说明

了人们对自我稳定性的不懈追求，以及在这求而不得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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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自我焦虑。网络赋予人们身份选择项过多，不断变换

和更新的身份导致自我在不断的被重塑，稳定感的缺失把人

们推向普遍的焦虑之中，如“屑丝”一词一经出现就受到热

捧，众多网友以自称屑丝为乐。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正是稳定

的身份这个解释意义的不在场，网络上人们由于自我定位的

茫然而产生一种社会普遍自我焦虑，自我处于无序而漂浮状

态。那么，基于此，以下将讨论微信是如何作用于自我意识

的改变，从而成为缓解网络时代的自我危机的有效方式。

二、微信中的身份与符号自我 在微信中的表意

活动是通过诸如一条朋友圈消息、点赞或评价，一段文字或

语音对话等等符号文本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体系。

每一个符号文本都具有其文本身份，否则文本无法表意。而

文本身份有关却不等同于发出者身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背

后的“文化身份”、社会地位、或体裁范畴。而在任何文本中，

各种文本身份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

入身份问题，文本身份就需要构筑一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

含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3J3”。在微信中，人们在选择

发出或转发一条消息时，正是出于作为文本的隐含读者对于

该文本的隐含作者的认同。

解禁照片?对日本态度原本中立的我看了很震惊，是中国人你

就转!中华民族不可辱，强我中华、壮我中华。文以载道，富于精武。

灭了狗日的⋯⋯国家再怎么发展，也别忘国耻⋯⋯请大家看完后转

发到朋友圈。这个没有任何奖励。纯粹是一种良知。请大家接力下

去。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铭记这个耻辱、国恨。

以上这种意动性(conative)H Jl叭184文本是微信文本的

主要类型之一。所谓意动性，即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接受者

时，符号出现了较强意动性，促使接受者做出某种反应。宽

泛地说，意动性是微信文本的本质特征。由于同时兼具社交

媒体功能和即时通讯工具功能，因此微信的最基本功能便是

互动，在开启微信，发出任何一条微信文本的时候，可能是一

段对话，可能是朋友圈一条图文信息，或转发一个公共账号

的信息，均是在强烈的暗示接受者做出具体的行动。以上这

条消息由名为“品味人生”的公众账号发出，在微信中已被点

击超过10万次，点赞8000余次。这种意动式的信息微信中

常常可见。在这个文本中，文本意图传达得非常清晰，是企

图让人们通过阅读文字和图片唤起对日本的同仇敌忾的爱

国情怀，发出者的“意图定点”定位准确，瞄准了此类群体：群

体成员均颇具民族情怀，情绪易被文字感染，对于国家归属

感强烈。因此这个微信文本的文本身份就被规定为具有某

种倾向的政治身份。对于这个文本的真实作者已无从查证，

因此，文本的隐含读者在文本阅读后决定进行转发，正是出

于作为隐含读者对于这条文本的文本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

对于文本的隐含作者的认同。而真正造就此类微信文本被

大量转发以致形成一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由于因中日历

史问题而对抵制、仇恨日本的人在现实中数量庞大，因而这

个符号文本所定位的解释群体在微信中也大量存在，认同此

微信文本的政治身份的隐含读者数量也就不可计数，大量的

转发、阅读也就由此而来。与此类似的微信消息如：

今天是地藏王菩萨圣诞，看到8秒就转发，家里有前四位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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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特等：属虎的属猴的，第一名：属狗，第二名：属羊，第三名：属猪

的，第四名：属鼠属牛的。保佑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心诚则灵!

出事了!出事了!。常州和周围的城市都出事了!大家一定要互

相转告，有几个人拿着香皂，到人家里去推销，等你一闻，一两分钟的

时间，你就晕过去了，他就把值钱的东西拿走了，一定要转发并告诉

家里亲人和身边的人。爱心传递加油!

以上两条意动性文本其内容分别代表了两类较为常见

的微信内容类型，分别为呼吁转发为家人送祝福，或传播耸

人听闻的新闻。这两类文本的所瞄准的解释群体均定位明

确，或为心理距离接近的亲人朋友，或为地理距离上接近的

同城生活的乡亲父老，因此这两个文本的文本身份也被贴上

“亲友”或“所属地域”的身份标签。与此类似的文本可以轻

易唤起微信中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感，凭借这样的身份的通

行证使得此类信息在微信中得以大肆传播。

可以说，微信中传播的内容问题及其造成的风靡现象均

可归因为文本身份问题，人们在通过这些微信文本塑造着自

己，同时也使得微信中朋友透过这些文本身份窥见着自己。

因此在微信中，正是通过一个个符号文本身份最终合成了微

信中的“符号自我”。文本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在于，文本身

份可以影响自我的符号结构和位移”1。文本身份是微信中

的符号自我形成基础，文本身份存在时间向度位移和纵向位

移两种位移趋势。从文本身份的时间向度的位移来看，罗伯

特·威利(Robert wiley)在《符号自我》(吼e&，，如斑Se矿)一

书中认为符号自我是自我意识到的一种“主我一你一客我”

的系统，在时间上，分为当下、过去、未来三个阶段，从符号学

而言就是“符号一对象一解释项”。其中过去我(past self)是

被当下我(present self)阐释的符号对象，而未来我(future

self)则是符号的解释项，它不停地接受当下我对过去我的阐

释，来形成不断更新的未来我”o。而在微信中，人们总是通

过采取各种符号文本身份来对过去我进行或肯定或否定的

阐释，来形成不断更新的未来我。如每逢年末，在朋友圈中，

年终总结类消息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信息类型，人们会在朋

友圈发布文字去总结过去一年自己的得失感悟，例如：

这一年经历的种种，也有所感悟。以前坚信，做事要有毅力要专

一，要紧着一口井挖肯定会挖到水；现在也坚信，但是运气好时也许

会挖到石油。运气差时也许会挖出臭水。总结一下，该坚持的还是要

坚持，对于70后来说坚持有时是一种美德，有时却少了一种绝决，一

种突破。人生的阅历就是要一点点经历，一点点感悟。

以上这条微信朋友圈信息及本文所有微信信息(除公共

账号信息外)均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摘录。以上这则微信文本

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向度编织在一起，过去我做事

坚定但思维简单，但缺乏变通，当下我在对过去我在试推的

过程中，对过去我一方面进行了强化认知，认为过去我的坚

持与坚定仍旧是美好的品德；另一方面不断地对过去我的错

误进行自反性的思考，同时对文本身份进行意义矫正的解

释，在反思的基础上颠覆了过去我，认为在坚持正确的同时，

需要为人生创造突破，以此来形成当下我。因此，在基于对

过去我的试推过程后，当下我正采用一种更积极、更具反思

性地进行文本身份的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以超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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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形成更新的未来我。因此在微信中的文本身份对微信

文本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未来我永远是悬而未决

的，依赖当下我与过去我的反思性对话来进行阐释。而过去

我如果没有未来我作为其解释项也就不具备任何意义解释

的可能。符号自我结构的三个部分：过去一客我一对象；当

下一主我一符号；未来一你一解释项，在微信中的自我全然

按照此结构被呈现出来，在通过不断反思过去将自己投射向

前，并以此认识了自我、培育了自我、实现了自我。文本身份

除了时间向度的位移，还存在纵向的位移。因此，以下将重

点探讨微信中的文本身份如何进行纵向的向上及向下还原，

以及纵向还原对微信中自我意识产生的影响。‘

三、微信中的上下还原 在威利看来，自我充满了

社会性、对话性和自反性，是一个充满弹性的符号化阐释过

程。[6]303—306符号自我有两个向度的还原，其中自我位于中

心，并朝向自我之上和之下两个方向进行还原。其中文本身

份可以促使自我向上进入到人际互动、社会组织、社会文化

层面，也可以促使自我向下落进物理的，非符号性的层面。L7
J

微信中同样存在文本身份迫使自我在上下两个向度进行还

原，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对微信中的自我意识进行塑造。

(一)低风险的向上还原： 向上还原，是将以自我为

中间位置向上位移，从而脱离自我，进入到人际、社会组织和社

会文化层面，从而使得自我得以丰富化、理想化、充满了社会

意义。

在自我的互动还原层面，对应自我的“主我一你一客我”

模式，互动层面具有“本我一他我一我们”模式，即在不同

“自我”之间进行的交互主体性的互动，在我与“他者”的范

畴内，一种面对面的人之间的符号关系。微信作为一款即时

通讯类应用，其主要功能是语音聊天和文字聊天功能，据中

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网民使用微信功能中，语音聊天和

文字聊天分别占到91．8％和90．4％，分列第一、第二位⋯25。

微信正是为自我互动还原提供了绝佳的载体，为人们提供了

一种虚拟的“面对面”的互动平台，为自我在互动还原层面提

供丰富、畅达的通道。

表一微信强弱关系

关系类型 关系方 添加方式 功能

亲人、朋

友、工作 手机通讯录、 文字／语音／视频聊
强关系

关系、同 QQ好友 天、发送图片、共享位
学等 置、朋友圈、接收离线

雷达加朋友、 QQ消息、接收腾讯微

网友、陌
扫一扫、摇一 博动态、领英动态、公

弱关系 摇、漂流瓶、 众平台、游戏、购物、
生人等 钱包等查看附近

的人

按照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中人际网络分类，

表一将微信中的人际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强

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强㈣1360“3舯，即交往的人

群从事的工作、获取的信息趋同，并且人与人情感联系紧密

的人际关系，如：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弱关系指的是个

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人

与人之间没有太多情感维系，如：陌生人、网友、明星等。而

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提供的数据来看，微信中的强关系联系

人出现的比重高于微博和社交网站，朋友、同学出现在联络

人名单中比例高达90％以上，同时亲人比例在80％以上，而

弱关系联系人出现比例均大大低于50％。⋯”由此可见，微

信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正是以强关系为主的人际网络。同时，

微信为用户提供群聊功能，类似的，在朋友圈中通过为每一

位朋友设立不同的标签，标签作为一种指示符号可以对微信

中所添加的人进行分类以维持一种人际关系的秩序，使得微

信中的关系方的强弱关系在从极强至极弱这个范畴内进一

步细分，当人们发布一条朋友圈信息时，可以选择发送给哪

一类标签的人，甚至跳出该范畴选择只发给自己。因此，微

信中强关系方占主导，而同时又可以对强关系进行二度强弱

关系的划分，这一系列的能指分节操作导致在朋友圈中人们

可选择的“他者”身份趋向固定和单一，大都为生活中具有高

度信任感、互相忠诚可信的人。因此在自我与“他者”所采取

的文本身份也趋于简单化，同时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平等

的，人们乐于选择在微信中发布如聊生活、谈感情、分享感悟

等分享私密信息，朋友们也会通过评价、点赞等方式来对这

些信息做出反馈。此时每一个“他者”都是自我的一面镜子，

一个平等的对立面，人们经由一个局外人或者他者的视角来

获取反思，自我渴望通过这样的“他者”来看到别人眼中自己

的样子即“他我”，并以此来不断更新本我，超越本我。同时，

本我与“他我”存在的差异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本我而

存在的，本我进一步对这种差异的反思，才使得我们更加接

近真正的自我。在微信中自我的互动层面存在文本身份的

简单化趋势，并且为自我的更新和超越创造了契机。

在自我的社会组织还原层面，自我的三元模式发生改变，

“集体主动者”代替了“我”，相应地，“集体被动者”代替了

“你”，“集体性”代替了“客我”[9]l似176。自我被集体化，被组

织收纳，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已经不存在了，集体意识成为这个

组织中人们集体性的共享意义。在虚拟社群中，社群成员基

于归属感和集体认同归属于不同的虚拟社群。微信朋友圈正

是网络虚拟社群的一种形式，并且将群体建构视为理所当然

的义务，人们在群体中与他人分享、合作、行动，对基于强关系

的群体组织内的成员之间高度信任，甚至互惠互利。然而，基

于微信朋友圈搭建起来的社群又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如

军队、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有特定的组织目标，制度化的权

力结构，普遍的行动规范，明确奖惩机制，对组织成员能够进

行有效约束和限制，个体在组织中成为拥有“集体意识头脑”

的人。在以上的社会组织中成功地产生一种关于“我们”的感

觉，但等级的森严划分是为了更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对比关

系”，而非单纯的“我们”的视角。因此，在社会组织层面，本体

自我存在被吞噬，个体性面临丧失的风险。然而以朋友圈为

代表的微信虚拟社群中，群体行动规范及权利结构阙如，群体

成员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较为淡薄。网络论坛存在版主，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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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通过加V的方式来为博主赋予地位和话语权，并改变传

统的“媒体一意见领袖一受众”的两级传播模式，通过加V使

得博主成为意见领袖跳过媒体这一环节，自己成为信源，粉丝

直接从意见领袖的微博中获取信息一恤一。而微信却难以找

到一个明确的集体主动者。作为群体成员之一的“我”来讲，

我既可以作为集体被动者，又可以通过每一次的发言转换为

集体主动者，而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中成员与组织通常以无

人称的方式彼此相连，在朋友圈中，成员之间均有真实称谓，

这就缩短了成员间情感距离，集体主动者也不再将集体被动

者看成“他们”，而是真实可知的一个个“你”的集合；同样，被

动者收到来自主动者的交流信息，并不是将主动者视为“他

们”，而是“你”。在文本身份被集体化的过程中，虚拟社群的

集体意识却不可能完全接管成员个体意识。

在微信中，公众账号的订阅功能是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不

同的组织的又一种方式。例如作为果壳网的订阅用户之一

是集体被动者，果壳网公共账号则成为这个组织的集体主动

者，身份相对明确。人们主动选择订阅果壳网，更多的是对

果壳网科学、理性又兼具年轻、活力的隐含主体的认同，因此

果壳网作为主动者在发出交流信息时所选择的视角是将被

动者视为一个个“你”，而非“他们”，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拉

近彼此距离获得组织归属感。在此，个体性被组织正视，在

社会组织层面，微信所搭建的虚拟社群及提供的参与社群的

可能性，对个体而言，自我的个体意识不仅没有被集体意识

全然吞噬，反而使得自我意识在社会组织层面的还原过程中

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在自我的社会文化还原层面，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形成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拥有了多样的社会身份，并按照社

会一致性的要求，努力成为社会的一员，个体的独特性也不

断被社会价值所取代，这样的社会化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的一

生。至2014年，中国互联网历经整整20年的发展，期问孕

育了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形态，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和发展进步。网络文化呈现出的自由、开放、平民、平等特

征对个体意识的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特别是以微

信为代表的微时代的到来，微公益、微摄影、微传播的大行其

道更是将关注个体，关心个体发展视为己任。自我进入文化

还原层面，需要服从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遵循社会的一致

规约，但事实是，在微信中，个体的多样性并未因此而被替

代，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强化。作为自媒体的微信，使用者可

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自主订阅不同类型的公共账号，同

时可以在朋友圈转载感兴趣的内容，艺术、财经、媒体、音乐

类型多样，定制属于自己的虚拟文化空间。在微信环境下，

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更

加高涨和觉醒，自我意识越发鲜明。

自我在向上还原的过程中，过分的向上位移也将面临风险，

过分上行自我将变成纯粹理性的自我，从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

被集体意识、社会意识所取代。但从微信中自我在以上的三个

层面的还原看来，文本身份呈现趋向简单化，变动程度降低，自

我在还原中所面临的被吞噬的风险性也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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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下限的向下还原： 向下还原，主张以自我

为中心，向下位移，回到人的本能、身体和直觉中，将自我压

缩、退回到远远低于自我的地步，这种运动可以使人摆脱社

会的桎梏，恢复人的本性。向下还原可以有诸多形式，如各

种生物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等。但本论文并不打算讨论所有

的形式，这里将讨论向下还原在微信中的具体表现为：

生理需求的满足。当自我以向下位移的方式回到人的身

体层面时，人以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统统被还原为物质，

人即作为肉体存在的人，作为物质的人。衣食住行娱等都是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微信也为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提供了

诸多便利。如微信朋友圈中，关于健康和养生的内容出现频

率非常高，如《柠檬水的正确泡法1 99％的人都错了》、《食物

中的嘌呤含量一览表，转给身边痛风的朋友吧!》等内容阅读

量均超过2万次，可见此类信息对受众的强大吸引力。微信

中对于生理需要的满足更显著地体现在对于娱乐欲望的满

足。费孝通指出：“欲望，食色性也，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

“欲望一紧张一动作一满足一愉快，那就是人类行为的过

程。”¨0J”在这一层面中，人的有机体像其他动物一样，被还原

为动物，而享乐作为一种基本的生物力量，驱驶生物趋向愉

悦，避免痛苦。因此，对娱乐欲望的满足，也是对人本能、身体

层面的迎合。据统计用户关注公众账号类型中名人明星以

42．29％占据第一，用户关注公众平台原因中休闲娱乐以61．

29％排在第一位¨“。同时，微信游戏也成为吸引用户加入微

信、持续使用微信的一个诱因。有44．6％和46．4％的用户是

因为微信在手机上玩游戏和因为微信才增加玩游戏的时

间⋯”。疯狂手指、围住神经病猫这两种基于微信朋友圈平台

开发的游戏，一时间风靡微信朋友圈。可见，微信基于对欲望

正当性的肯定的基础上，以多功能的方式满足了用户娱乐

欲望。

表演欲望的满足。微信中自我的表演行为是将“他者”

放置在自我的之下的位置，二者处于不平衡的对视状态，自

我俯视“他者”，“他者”在表演者眼中仅被看做一个信息的

被动接收者。微信朋友圈中秀美食、秀自拍、秀旅行、炫富、

炫经历等内容层出不穷。以秀美食为例，在发布多张美食图

片的同时配以如“忙碌工作的唯一安慰就是有美美的午后甜

点可以吃”这类文字，这类型文本呈现出显著的情绪性(emo—

tive)，文本在表意过程中更侧重于发送者，并且发送者将接

受者置于被动接受者位置，自我此时独自表演，不需要与“他

者”展开对话，也不需要通过“他者”来对自我进行反思甚至

超越。此处借鉴戈夫曼(Erving G0胁an)在“表演

论”¨2]201。228(dramaturg)r)中提出的表演方式，微信中表演行

为常体现在以下几类文本中：“神秘化表演”类型的文本，其

内容曲高和寡、图片文字意义极不搭配，表演者在此与观众

刻意保持距离，从而使得观众对表演者产生神秘感和敬畏

感；“理想化表演”类型的文本，诸如人生格言，名言警句等，

如“《一日禅》不争、不骗、不闻”，“以他人为镜，常反省自

我”，《首富李彦宏说：我欣赏女人这样活着》，表演者力图掩

盖与自己理想形象不一致的事实，以便更集中地展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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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形象；“误解表演”类型的文本，人们在微信中有意进行

的误导性表演，例如发布晒名牌，晒豪车等炫富等内容，以此

来试图达到理想化表演效果。

但是自我的向下还原中，如果自我过分地朝向信号一反

应的本能方向位移，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统统还原为

有机体、物质，身体仅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但却抓不住身体的

符号特征，在这一层面，解释项将从三元关系中被摘除，只根

据符号一对象二元关系运作，那么在这种层面的向下还原中

会逐渐难以捕捉到自我，而自我也将逐渐失去控制能力，自

我将不能够对各种身份活动承担全部责任。然而在微信平

台中，人们自打开微信应用的那一刻起，就无法避免地参与

进自我和他者、与社会的关联之中，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这

一基本特性决定微信中自我的向下还原存在着下限，自我想

要达到绝对的安然自处、孤独于世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

四、结语 在任何表意活动中符号的双轴关系必然出

现，双轴即聚合轴(p啪digmatic)和组合轴(syllta鲫atic)。罗
曼·雅各布森(Rom锄JaI【obson)提出聚合轴又可被称为“选

择轴”，具有比较和选择的功能；“组合轴”，又称结合轴，具

有邻接粘合功能。自我这个符号文本的聚合轴和组合轴分

别是自我的时间向度的位移和纵向的上下位移。在组合轴

方面，自我是以过去我一当下我一未来我的文本构成方式呈

现出来，而文本的聚合轴上可供选择的身份则从自我纵向维

度中选择而出，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会

退居幕后，文本呈现的是聚合操作后的选择结果。在网络中

自我符号文本的聚合轴可供选择的身份泛滥，以至于聚合段

被无限加宽而难以掌控，选择项无限增多，反而使人显得无

所适从，因而导致自我危机的出现。然而，微信中的自我符

号文本的聚合段显然为窄幅，身份不论是上移还是下行，其

选择范围受限，身份的聚合操作因而简单有序，自我在此范

围内得以稳定。因此，网络造成的身份选择焦虑导致选择悖

论，出现开放后自动封闭的可能情况，而微信的出现则促使

人们情愿交出手中的选择权，放弃大而无当的选择自由，反

而重回简单有序的聚合操作中去，投身微信中以缓解身份一

自我危机造成的自我的混乱、游离和崩溃。

在网络时代，由于身份过于复杂而导致的身份危机的背

景下，微信的出现成为人们逃离身份危机的一种方式。在微

信中，人们获得了对于自我的控制感和安全感，自我可以至

上还原到与组织、与社会一致的层面，从而获得集体归属感、

认同感，却又不会因此丧失个体性；至下自我可以回归到本

能层面，摆脱社会规则桎梏，重拾个体性，却也不会因此将自

我置于“孤岛”之上从而沦为本能的机器。因此在微信中，符

号自我的窄幅聚合轴使得人们的身份聚合操作重回简单有

序，而自我因此也在开放后的封闭中重获稳定。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微信就此完美无缺，微信日后的技术走向、发展趋

势尚不可预测。因此，本文仅就从符号自我理论对微信的盛

行进行一次符号学探索，这仅是微信研究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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