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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份认同的强化是自我认同确立的途径之一，群体共同性是个体确立群体身份的方式，也是个体强化自我认

知的方式之一。互联网时代使得群体聚合和表意更加便捷，群体交往强化群体身份认同，符号是网络群体身份强化的重

要手段。主题表情符号是趣缘群体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网游爱好者所组成的网络趣缘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期研

究网游主题相关的表情符号这一图像符号对网络趣缘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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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表情符号对网络趣缘群体的身份认同影响
———一个符号学的考察

符号学

一、引言
自我是多种身份的结合，个体身份必须在他人和

社会的符号交流中才能得以确认，自我必须在一定的

社会交往中才能得以确立，而身份的确立又必须得到

与之交流对象的认可。

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都有多种传播符号，互

联网平台拓展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边界，也使

得传播符号更加多样化。在文字之外，表情符号成为

网络平台使用最广泛的符号之一。表情符号是一种

携带信息量更大、意义更丰富的传播符号，比起文字

符号而言，表情符号需要传受双方建立一定的意义共

识。在网络人际传播或者群体传播中，具有相同的编

码、解码系统是表情符号有效传播的前提。一般情况

下，网络自身的文化大背景是表情符号传播的意义

共识基础，但部分网络表情符号需要额外的意义共

识系统，故而只能在小部分群体中得到充分解码。

本文以《刺激战场》贴吧、《刺激战场》手游交流群中

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互联网田野和访谈的方式，以期

探索趣缘群体中主题表情符号在社群交流中的影响。

二、主题表情符号、网络趣缘群体与身份

认同概念

（一）主题表情符号及其传播特征

网络表情符号为在网络上流通、表达意义与情感

的图文组合的图像符号。区别于在网络范围内流行的

大众网络表情符号（如 emoji），本文所定义的主题表

情符号是围绕特定的影视、游戏作品而衍生出的主题

表情符号。由于主题表情符号的图文组合内容和原作

品密切相关，有的直接引用作品中的图像和文字，有

的则在其他表情符号上增加影音作品元素形成新表

情符号，但受传者只有在知晓原作品意义的群体中，

具备充足的解码条件，主题表情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才

能得到充分解码。主题表情符号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文

化基础，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和文化社群经验是符

号解读的必要条件，群体的共同经历、认同和期待是

符号得以充分解读的原因。①

所有的网络表情符号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传

播，但并不是所有对表情符号的解读都符合传播者的

意图。在解读过程中，那些缺乏伴随文本或者其他解

码条件的受传者对传播符号的解读就会产生偏离。

只有受传者能准确解读出传播者意图的传播才

是有效传播，表情符号的有效传播要求传受双方具有

相同的意义系统。emoji因为只有简单脸谱的存在，不

需要额外的解码意义系统，而主体表情符号的特定主

题，决定了有效传播所需要更多意义系统作为解码的

必要条件。

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由群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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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约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群体中成员的可

理解性记忆或习惯性运用，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能便

利地使用这一形式。②主题表情符号的本质就是某

个特定群体在日常生活交流中对于某些表情符号

形成的特定规约系统。主题表情符号所需要的额外

意义系统，主动筛选了意义的接收对象，将不了解

主题的人群排除在外，这也可以起到身份认同与强

化的作用。

本文对主题表情符号的研究以腾讯手游《刺激战

场》及其衍生表情符号为例。譬如《刺激战场》主题表

情符号只能在《刺激战场》网络趣缘群体中大规模流

行，如果传播至不了解《刺激战场》游戏的群体中，缺

乏游戏《刺激战场》的前文本，解码意义系统不够完

备，不但无法解读出表情中图片和文字要表达的意

义，还会产生误读或者根本无法解读的情况，这就是

意义系统缺失的后果。换言之，主题表情符号只能在

特定的群体中才能产生有效传播，这是一种双向选择

的结果。主题表情符号除了拥有普通网络表情符号形

象性、娱乐化和表现力等一般特点之外，还拥有一些

自身特点。

首先，信息解码中的认知差决定了有效传播的范

围。符号传递过程会经过三种意义转换：发送者发出

的意图意义、符号携带的文本意义、接收者产生的解

释意义。但是接受者所解读出的意义有时候和发送者

的意义并不一致，意图意义和解释意义之间可能由于

传受双发的生活经历不同产生认知差，最终导致理解

偏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差。③

只有传受双方的认知差足够小，意义才能准确传

递。主题表情符号的准确解读需要特定的意义系统纳

入解码来消弭或者缩小认知差，因为不掌握这套解码

系统的群体就无法得出准确的含义。意义系统越普

遍，符号的解码就越容易，解码所需要的额外意义系

统越复杂，符号的解码就越容易，编码解码所需要的

意义系统决定了主题表情符号无法成为流通度高的

网络表情符号。

在主题表情符号中，对主题的涉猎与否和了解程

度是认知差存在与否和认知差大小的关键。只有了解

主题的相关情况，主体表情符号的解码才能得到充分

的意义解读，也就是说主题表情符号只有在具备相应

主题意义系统的群体中才能得以有效传播。在《刺激

战场》玩家群体中流通的《刺激战场》表情符号含有大

量游戏装备、游戏玩法的图文内容信息，如果完全不

知道《刺激战场》游戏也不了解“吃鸡”是游戏获胜的

象征，就无法解读出传播的《刺激战场》主题表情包的

相应意义，不了解表情符号传递的是“游戏胜利”，而

可能会产生“晚上吃饭吃鸡肉”的误读。

其次，主题表情符号携带的伴随文本成为意义

解读的关键。赵毅衡认为，符号文本是文本与伴随文

本的结合体，某种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

释方式。④

伴随文本指的是随符号文本一起传递给接收者，

但是在文本之外的潜在信息，如前文本、型文本等。型

文本决定了接收者对于文本信息的解读定位，而前文

本决定了解码的必要意义系统。

表情符号的传播形式决定了接收者对于其的解

读会通过戏谑、调侃方式进行，而非严谨的信息解读，

这是由表情符号的型文本带来的解码解读方向。流通

度高的表情符号依靠自身图像的魔性和文字的爆点

这些文本内涵成为传播热点，而主题表情符号的传播

更多地依赖表情符号主题的前文本产生传播意义。即

使主题表情符号也拥有极具吸引力的图像、文字，但

主题表情符号的意义唤起与表情符号的前文本密切

相关，相较于表情符号的夸张变形而言，关于主题的

前文本是主题表情符号解析的关键意义系统所在。主

题表情符号的前文本限制了主体表情符号有效传播

的范围，也是主题表情符号对特定群体具有吸引力的

关键。

主题表情符号的前文本，更多地指向主题表情符

号产生前有关主题的所有社会背景和文化内容，比如

影视和游戏的衍生主体表情符号就是影视作品和游

戏作品本身。在《刺激战场》表情符号中，前文本指向

为《刺激战场》的游戏内容，《刺激战场》手游内容和现

实中关于《刺激战场》的资讯。只有了解这些前文本，

才能准确解读出《刺激战场》表情符号的意义。

大吉大利 晚上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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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表情符号传播流行的意义在于表情符号本

身的文本信息，而主题表情符号传播的意义在于前文

本意义的解读，这是主题表情符号和普通表情符号最

大的差别所在。

再次，对于主题表情符号的解码以代入体验感为

核心。普通的网络表情符号成为传播热点，是因为图

文组合的表现力强，可以唤起使用者和观看者的情绪

体验，而主题表情符号的传播特点在于使用者与观看

者在使用表情符号时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与主

题有关经历的代入体验。

主题表情符号的意义解读需要对伴随文本进行

展开，在对伴随文本补全的过程中，传受双方就完成

了对主题的代入体验。这是主体表情包解码意义系统

带来的解码体验，也是主题表情符号在特定群体中传

播的关键。不具备相应解码系统的解码者，因为无法

唤起带入体验，所以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解码，得到有

效传播。

这种代入体验的程度和接收者对前文本的熟

悉程度相，关也和前文本的类型相关，在游戏和影

视主题的前文本中，主题表情符号唤起的带入体验

尤为强烈。这一方面受表情符号主题题材影响，另

一方面也与使用群体和表情符号主题之间具有强关

联性有关。

（二）《刺激战场》的网络趣缘群体

《刺激战场》是由腾讯公司研发运营的一款沙盒

内军事演练的射击游戏为游戏，以战场为题材进行军

事演练，消灭其他小队成员作为最后的生存小队为游

戏核心内容。《刺激战场》分为娱乐模式和战场模式，

主要以拾取游戏装备之后通过隐蔽、埋伏、狙击、对战

等形式消灭其他队伍为主要内容。除了好友外，《刺激

战场》还以军团为单位，通过前行距离竞争计算排名。

《刺激战场》细腻精致的游戏风格，加上组队竞技

的强互动关系和腾讯游戏的平台优势，使它在众多

“吃鸡游戏”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高下载量和月活数，

这也是笔者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原因所在。

《刺激战场》本身游戏内的社交关系并不强烈，游

戏内体现为小队语音，更多的是队伍之间的竞争关

系。《刺激战场》更多的交流范围在线下，讨论的主题

涉及游戏中的地图物资、射击打法、三级装备、具体枪

支道具强弱的讨论。

本文定义的网络趣缘群体为社会群体的一种，指

的是出自个人意愿，因为某些相同的兴趣、爱好而在

网络上聚集到一起交流、活动的人群。⑤

群员群体的成员因趣缘物聚合，群体内的传播活

动以趣缘物及其衍生物为传播符号。除了关于趣缘物

的讨论之外，主题表情符号也成为日常传播的重要符

号媒介。

这类群体在年龄、学历、职业、爱好上存在异质

性，但都因为对某种趣缘物的关注和喜爱集合成一个

群体。趣缘群体大可以划分成粉丝群体，小可以划分

到贴吧吧友和 QQ群网友的群体，本文中所研究的网

络趣缘群体为玩刺激战场手游而聚集在一起的贴吧

和 QQ群网友群体。

《刺激战场》的网络趣缘群体是《刺激战场》手游

的玩家、游戏开发者和设计者，遍布全国各地，以

15~25岁的学生群体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主。

他们因为对《刺激战场》手游的喜爱而聚集在一

起，网络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场所，在微博、贴吧、论坛，

以及组建的 QQ群、微信群中很活跃。

因为成员的分散性和异质性，网络趣缘群体成员

间的主要联系体现为虚拟的符号交流活动。⑥群员群

体讨论的内容围绕着该群体的趣缘物展开，群体成员

通过在社交平台的活跃认识新的朋友，获得游戏资

讯、切磋游戏经验，在群组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而在

对趣缘物的内容讨论之外，趣缘物衍生的主题表情符

号也作为了群体交流中的气氛调节和身份认同强化

的符号。

基于 QQ群组的数量多，比之微信群组更具有开

放性，也更加便于资讯的保存、分享和传播，成员的参

与具有相对稳定性，本文选择其为《刺激战场》网络趣

缘群体的研究场域。

三、网络趣缘群体中主题表情符号传播与

群体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隶属于某个社会群

体的成员身份以及与该身份相联系的价值和情感意

义的感知。

网络趣缘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属于群体认同的一

种。群体认同侧重个体对群体以及个人身份关系的感

知，考察的是个体将群体成员身份整合进自我概念的

程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认同揭示的是相似性与差

异性的关系，着重于研究个体前后的同一性或群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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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构成与他人和其他群体之间的

差别。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认同理论解释和说明了群

体行动和群际关系的心理机制。

群体身份认同不仅是个体自我确立的一部分，也

是社会认同获得的一部分，更是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积

极寻求的情感需求的一种。个体通过人际传播和群体

活动，获得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关系，寻求群体的认同，

并且在群体中获得具体的地位和关系，这些社会关系

构成群体认同和自我认同。简而言之，个体对群体身

份的感知、对群体的心理归属感及对群体共享价值信

念的肯定，都是群体认同的构成要素。

网络趣缘群体虽然是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连接在

一起的群体，但只有那些既对趣缘物感兴趣又有交流

愿望的个人，才能结成网络趣缘群体，缺乏其一都无

法成为趣缘群体成员。网络趣缘群体的存在和维系

除了基于共同的兴趣点外，更与群体间的交流和互

动密不可分。作为交流符号的一种，主题表情符号在

趣缘群体中经常作为对于趣缘物讨论的补充形式和

日常交流互动的重要组成。双向流通的表情符号，既

具有调侃和娱乐的功效，又有利于群体意识的形成和

稳固。

（一）主题表情符号的功能考察

其一，主题表情符号可以有效活跃群体间气氛，

缓解尴尬。表情符号相对于文字来说属于冷媒介，它

传递的具体信息更少、意义更加模糊。当聊天出现冷

场时，意义模糊而富有趣味的表情符号可以缓解尴

尬、活跃气氛，让交流继续进行。

在网络趣缘群体的群组聊天中，普通表情符号和

主题表情符号都会作为缓解气氛的符号出现。但相较

于普通表情符号而言，主题表情符号因为与群体关联

性更强，更容易引发群组成员的共同情感体验和代入

感，新主题表情符号既可以作为本群的话题出现，也

可以作为气氛调剂的工具出现，所以主题表情符号在

趣缘群体中活跃气氛上效果更好。

此外，新主题表情符号为群组话题讨论的开始特

点，使得主题表情符号在条件气氛外又兼具有促进群

体交流的社交作用。

其二，主题表情符号可以简化认知、方便交流。虽

然文字在意义表达上更明确，但是在情感表现上因为

语言的多义性和语气的不确定性显得比较模糊。而表

情符号的型文本明确了信息传递的目的为娱乐、戏谑，

可以有效减少信息解读中的误读情况。图文的组合形

式使得表情符号的情绪表达更加直观，在聊天中情感

的传达更加直接清晰，并且能对文字内容进行补充。

在网络趣缘群体的群组中，因为成员都涉猎相关

的趣缘物，了解解码所必须的前文本意义系统，在接

收到主题表情符号后可以迅速结合相关内容与背景

知识准确得出主题表情符号的含义，方便群体间的

交流。如下图中，对普通表情符号进行文字内容更

改，使之变成《刺激战场》的主题表情符号，结合“要

跳伞了”可以得出表情符号传递出在进行《刺激战场》

的游戏，结束聊天的意义。一个表情符号就完整传递

了一条信息。

在趣缘群体中，某些主题表情符号在群体内经过

一定时间的传播后会形成一定的新的意义。同一个主

题表情包，在不同的群体中传播会衍生出不同的新意

义，这些新意义产生和具体的群体传播情景有关，也

和具体所在趣缘群体密切相关。比如下图中，“三级

头”已经从游戏中的装备意义，成为了认可了解对象

实力的新意义。

趣缘群体的社交程度加深，使得主题表情符号的

新意义在趣缘群体中从原本的趣缘物向日常生活情

境延伸。

其三，主题表情符号可以引发联想诱导情绪体

验。在网络趣缘群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表情符

号，通常表情符号的素材在相关主题中属于热门素材，

能引发群体的联想和共鸣。看到这类主题表情符号，

《刺激战场》跳伞内容表情

《刺激战场》三级头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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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会不由自主联想到主题，甚至代入自己的相

关体验，从表情符号获得主题相关情感体验，整个群

体也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在《刺激战场》表情符号中，

对于战场中 bug神器存在的平底锅的戏谑类表情如

下图，群体成员就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竞技情景，因

为捡到了平底锅躲过了子弹顺利逃生的侥幸心情。

主题表情符号唤起情绪体验，必须是以趣缘群体

的成员有相类似的经历为前提，如果传播的主题表情

符号过于冷门或者小众，虽然也能延伸到趣缘物内

容，但是无法充分解读意义，唤起情感体验。比如趣缘

群体对于游戏中的强力准备如 98k、平底锅、三级头

装备熟悉，对于弩箭这样的装备却没有概念，用弩箭

表情符号很可能无法引起共鸣，甚至群体无法识别到

这是主题表情符号。

（二）主题表情符号与网络趣缘群体身份认同的

关联

个体加入网络趣缘群体并与群体成员交流，除了

获得趣缘物的相关资讯之外，也是通过群体交往确立

自身在群体身份的过程。主题表情符号对于个体在趣

缘群体身份认同建立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

其一，提高个体在群体内的参与度。主题表情符

号更加切合网络趣缘群体的兴趣需求，网络趣缘群体

中主题表情符号的使用不仅可以活跃气氛，还能唤起

成员的联想和情绪体验，主题表情符号强烈的代入感

让群体成员产生强烈的共情意识，能够有效地提升群

体成员的参与度。

此外，当网络趣缘群体进行交流时，主题表情符

号还经常以参与话题讨论的方式出现。主题表情符号

和话题（常表现为趣缘物相关）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所

以当话题被抛出，即使不了解具体内容，也可以使用

其他主题表情符号让社群交流得以继续。

基于对趣缘物的兴趣，网络趣缘群体还会自发地

制作主题表情符号，表达他们对趣缘物的喜爱或者是

网络趣缘群体中某些个体的情绪。除了大规模流行的

主题表情符号外，还会制作小群体内流通的主题表情

符号，这些表情符号可能和某个具体成员相关，通过

这类型的表情符号的传播增加小群体联系的紧密感。

此外，在某些趣缘群体中，主题表情符号会产生新的

这些是普通网络表情符号在网络趣缘群体中不具备

的魅力。

其二，增加群体成员的趋同心理。网络表情符号

自流行开始就出现了“斗图”的现象，但是“斗图”在网

络趣缘群体的主题表情符号使用中更为常见。个体在

群员群体群组中需要表达某个含义时，倾向于优先

使用趣缘物相关的表情，因为他们觉得群体成员具

有相同的背景，使用主题表情符号更容易引起群组

成员的共鸣。个体希望在群体中与多数意见保持一

致，当群体都在使用主题表情时，也会选择使用相同

表情符号。

在网络趣缘群体中要使用主题表情符号，成为了

一种潜在的群体规范。大部分网络趣缘群体成员看到

趣缘物相关的表情符号时都有存下来再次使用的习

惯，即使刚开始他们并没有趣缘物相关表情，迫于大

家都在使用的群体压力，一段时间后也会开始使用主

题表情符号。

其三，增加群体成员的群体融入感。参与访谈的

几名《刺激战场》QQ群组成员表示，在趣缘群体中，他

们更倾向于使用趣缘物相关的表情符号发言，相较于

其他表情符号，使用《刺激战场》表情符号更让他们感

觉拉进了与其他成员的距离。在趣缘群体中使用同款

表情符号，使得他们感觉与彼此有更多的共同点，只

有这个群体能明白表情符号的表达含义，也让他们更

有满足感，对群体的归属感更强烈。一些受访者表示，

即使个人已经不再接触趣缘物，主题表情符号仍旧是

他们与网络趣缘群体维系联系的方式之一。

其四，群体身份的确认与强化是主题表情符号最

重要的功能。通过在群体内反复多次使用主题表情符

号，能够起到小群体内群体身份的确认与强化的效果。

那些虽然对趣缘物感兴趣，但并不加入网络趣缘

群体的人表示，他们并不会收藏主题表情符号，也不

会使用，虽然他们能看懂主题表情符号的含义，但这

类表情符号对他们而言没有使用价值。这类人群虽然

也是趣缘物爱好者，但他们不需要在群体中得到认可，

不需要通过群体交流来获得某些群体身份。主题表情

符号只在网络趣缘群体中产生相应的意义，在这类群

《刺激战场》平底锅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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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使用主题表情符号的可以对群体身份的达到确

认和强化的效果。需要结成网络趣缘群体的人群，比

起了解趣缘物本身，更加需要对群体身份的确认。在

某种程度上，他们需要通过群体交流获得满足感、认

识新的朋友，这些都是确认自我的身份的一种方式。

其五，使用主体表情符号是一种低成本社交方

式。作为社会人，人都有获得身份认同的需求。社会

关系的确立，群体地位和自我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

经历和经验来获得，这些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知识积

累；但在趣缘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具有一定的便捷性

和简单性。首先是趣缘群体是一个弱连接群体，没有

一定的现实关系支撑，是虚拟角色扮演，身份的获得

和趣缘物相关，群体身份的获得和身份认同不需要

过多的时间成本可以快速积累。趣缘物的相关主题

表情符号本身又有易转发、易制作的特性，这使得主

题表情包生产成本低、传播力强，是一种低成本又便

捷易获得的素材，是在趣缘群体中获得认同的便利方

式之一。

虽然主题表情符号没有主题的资讯、知识更有价

值，但是内容的趣味性和数量的丰富性使得它们在群

体交流中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

主题表情符号作为一种低门槛的交流方式，使得

网络趣缘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能通过对其的使用确

认和强化自己的身份。

四、结论

网络趣缘群体是当代最特殊的群体形式，趣缘物

作为中间连接将诸多特质各异的个体连接在的一起。

网络趣缘群体作为一种纯虚拟的社交关系，其群体认

同的维系主要依赖于对趣缘物的交流，在虚拟社交中

获得群体认同，最终实现自我认同。

表情符号在符号传播中具有强烈的渲染性和表

现力，使得它成为网络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主题

表情符号通过在解码中对伴随文本要求的强化，使得

趣缘群体的交往通过主题表情符号的使用更具有紧

密性和粘合度。网络趣缘群体中的主题表情符号不仅

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还是群体氛围的融合剂，甚至

在统一群体意识上也能发挥作用。

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交流方式，主题表情符号在网

络趣缘群体内获得身份认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

性。群体成员不需要对趣缘物进行学习或者研究，就

能通过主题表情符号的形式进行群体交流，强化群体

认同。

但是主题表情符号实质上仍旧是对有效信息的

一种稀释，“斗图”虽然能够增加群体活跃度，实质上

却没有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一旦网络趣缘群体失去资

讯交流的作用，纯粹沦为娱乐场地，很快就会失去信

息传播聚合地的地位，随之也将不再对这类人群具有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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