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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互动中“个体社会”的呈现

邵 力，唐魁玉

(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伴随着网络社会的演进，作为自媒体的微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成为建构

当代虚拟—现实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技术工具。就本质而言，微生活方式是个体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具

有象征意义的自我和社会的呈现。微信互动过程中，朋友圈的个体展示和微信群体话语交流都呈现出个体对

自我的塑造和群体对社会的建构。微个体在微生活中不断地通过自我选择来呈现自我，微社群中的个体互动

的选择也构成了微社会的个体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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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界对社会本质

探究的核心问题，这方面研究无外乎从三个视角

入手: 第一，从“人”的个体微观视角，形成了人格

特征、个体行为、符号研究等领域; 第二，从“社

会”的整体宏观视角，形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

等研究领域; 第三，从“个体”和“社会”的交互关

系的间性视角，形成了群体关系、个体关系等研究

领域。无论是哪种观点，人们日常看到的往往是

“真实的个体”，社会则是不为人们真实触及的存

在。所以，就人们所创造的社会的讨论，势必返回

到对单个个体的观察，返回到对个体所表达的内

容或呈现的作品的观察上。“个体社会”的提出

源自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的《个 体 的 社 会》一

书［1］1－4。本文仅以“个体社会”来概括性地表达

在新技术微信进入到人们的互动中之后，呈现出

来的个体化特征。特别是微信平台的人际互动，

更是由于微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加之手机设备的

不断更新，形成了以微信使用者“我”为中心的个

体成长。将微信互动的个体化呈现置于人与社会

交互关系中进行表述，有助于对微信网络技术下

形成的新型个体化社会形态的认识。
在“微社会”( 即指基于微信平台的人与人、

人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形成社会联结的网络) 中，

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可以通过朋友圈、
微信群、“我”功能和公众号的功能设置完成某些

联系。微信平台将个人生活需要的某些联系集合

在一起，使得个体能够一直从第一视角出发完成

与他人和社群的互动。在此过程中，个体不断展

现自我、不断与他人和社群互动，也由此成长、壮
大。由于个体力量的壮大，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

体与社会的关系也将出现新的改变，形成新的个

体社会关系。

一、微社会视域下的个体化理论与实践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欧等国家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即人们从家庭、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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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性别身份、阶级等传统社会范畴中脱离出

来，并作为个体来选择、维持以及更新自己的社会

关系和网络。传统约束力的削弱导致社会的生产

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思维与交往方

式等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被学

界称为社会变迁的“个体化”趋势。一些学者也

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

现代 的 工 业 社 会 过 程 中 个 体 化 是 最 明 显 的

变迁［2］ 。
( 一) 西方微社会语境的个体化

西方社会理论界对个体化趋势的讨论以贝

克、鲍曼、埃利亚斯等学者为代表，他们从不同的

角度阐释了个体化社会的内涵。贝克认为，个体

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

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

弱化”［3］; 个体的社会认同从阶级、阶层中逐渐脱

离，而与个体、个体筹划紧密相连［4］。“为自己而

活”如今成了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要求，并且，社

会的基本条件有利于或强化了个体化。贝克认

为，个体化的过程要经历抽离和再嵌入。抽离是

指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旧的生活方式的抽离

( the disembedding) ; 再嵌入( re－embedding) 是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

己的生活经历。鲍曼和贝克的观点接近。鲍曼也

认为，所谓的个体化，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

得和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

来，它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5］。埃利亚斯在其著

作《个体的社会》中也提及了个体化的概念，但是

他与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不同。埃利亚斯认为，

社会不光产生一致化和类型化，还产生个体化。
在埃利亚斯看来，个体化是源于人的自我驾驭的

形态性质［1］62。
基于三位学者的观点，可见个体化的社会形

态来自个体的“深度分化”。个体从旧的社会秩

序和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不再受旧的社会秩序

约束，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进行自我选

择、自我决策。由此，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基于

自我而选择，同时对于社会个体的复杂性而形成

多元的分化，持续地沿着自我选择的方向不断分

化，可以释放出个体更多的创造性来建构深度分

化的社会结构。
在微社会互动中，微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个

性特征，“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的微信好友都是基于自己原有的通讯录或

QQ 群加入，而后随着微信平台应用日渐广泛才

出现了与陌生人联结和更广泛的社群的接入。在

这个过程中，微个体( 指在微信平台中呈现的人)

从创建自己的形象开始，并不断通过发朋友圈、与
他人互动来建立自己的微社会。首先，从选择使

用微信平台开始，就要上传头像、昵称、所在地、个
性签名等属于个人的独特形象的设计，这也是微

个体展现在自己的微社会成员面前的形象。其

次，在微社会的个体互动中，通过文字、语音、图

片、表情等符号的沟通，带有很明确的选择性，由

于相隔于手机屏幕之后，微个体可以选择什么时

间、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符号、与哪位微信朋

友沟通，还可以选择不断加深微个体间的联系或

者疏远与他人的联系。总之，在微社会中，我们看

到了“为自己而活”的微个体聚拢的微社会形态。
( 二) 中国微社会语境的个体化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国

家、经济、社会、文化“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

社会”［6］［7］。中国的个体化社会呈现出与总体性

社会迥异的新特征，包括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生

活场域的陌生化、意义世界的功利化、风险承担的

个体化［8］。中国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关系

的变迁，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

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

之中，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使国人的个体意识日

益突出［9］。其复杂过程是以多层次与多时间维度

混合［10］。
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发生的条件，一些学者

提出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社会分化的作

用。如阎云翔在考察中国北方村落个体私人生活

变迁时注意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个体

被市场的力量所驱动，离开他们的家庭、亲属群

体、社区或者工作单位而投身于未知的市场竞争

之中，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和自我发展承担全

部责任［11］。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近代以来政策

因素对个体化的推动作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

流动形成了农民个体选择的城市化趋向和农村的

疏离［12］。个人从传统家庭共同体中独立出来并

获得自主性［13］。
从 2012 年中国微信元年开始，中国的微信使

用用户数量迅速增加，在 2013 年 11 月腾讯官方

统计微信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 6 亿，微信已经

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社交媒体。企鹅智酷发布了

最新 2016 版《微信数据化报告》，报告显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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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位以上好友的微信用户占比最高，61．4%的用

户每次打开微信必刷“朋友圈”。在这个迅速增

加的用户群体中，微个体联结的好友绝大部分都

是在现实社会中的熟人，形成的微社会的联结也

是基于微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同时，

除了有多位好友，微个体还有多个社群，如同学

群、家庭群、同事群，等等。由于现实社会中曾经

或现有的成员关系决定着这些群成员数量和成员

在群中的身份，以此来拉近或保持已有的社会关

系。总之，在微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微个体并没有

如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实践那样，从原有的社会生

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新的城市社会生活中，而是

还保留原有的社会联结网络，进而选择开拓新的

社会联结。
( 三) 微信技术对个体化的促进

在个体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信息网

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威尔曼

认为，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这样的电子媒介的

发展与普及，家与家( door－to－door) 和地方与地

方( place－to－place) 之间的社区关系转向“个人与

个人”( person－to－person) 之间的个体化互动( in-
dividualized person－to－person interactions) 。威尔

曼将其界定为一种“网络化个体主义”(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14］［15］。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了信息网络技

术对个 体 化 的 作 用。在 网 络 互 动 行 为 方 面，

ＲhodesMustFall 网络社群中南非学生利用 Twitter
的网络媒介互动发展个体成员、提供社会行动参

与机会，由此深入探讨了个体性与社会行动的契

合和关联［16］。在互联网消费方面，也出现了移动

互联网的“个体化的集体行动”，个体通过相互连

接和依赖完成对某些观点的回应［17］。在社会文

化方面，比较移民与本土居民的差异，用更加个体

化的方式提高认同的策略［18］。
作为通讯工具的微信，已经成为年轻人交流

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刷“朋友圈”是区别

于以往的移动通信工具的新的微信互动形式。企

鹅智酷发布了最新 2016 版《微信数据化报告》，

超过九成微信用户每天都会使用微信，半数用户

每天使用微信超过 1 小时。
随着微信技术的不断开发，微信版本已经从

微信 1．0 版升至微信 6．3．25 版，加入了很多新的

功能，如各种娱乐功能、交友功能、消费功能、学习

功能、日 常 生 活 功 能，等 等。企 鹅 智 酷 发 布 的

2016 版《微信数据化报告》发现微信红包是微信

支付中渗透率最高的功能，近七成用户每月支付 /
转账额度超过 100 元，促成用户微信分享新闻三

要素: 价值，趣味，感动，泛媒体类公众号比例最

高，超过 1 /4; 服务行业公众号占比约 1 /5。可见，

微信已经全面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微信现在

已经不单单是通讯工具，还兼顾社会媒体、自媒体

和社会生活等功能。通过微信媒介可以完成多种

多样的社会生活功能，从而改变了以往人们的社

会生活方式，随之而来也会产生新的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交往方式。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个体和社会之间

的关系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已经达成共识，并将个

体化理论作为解释社会变迁的工具。已有的研究

和微信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 既然互联

网带来了个体化互动，那么，对于中国这个有近 6
亿网民的国家来说，通过网民的互动来探查中国

社会的个体化向度无疑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为

此，本研究选择中国网民使用最多的“微信”作为

观察窗，来探究中国人的个体化走向。

二、微信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

从微信的功能出发，对朋友圈、微信聊天、订
阅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初步的访谈发现，在

使 用 微 信 的 个 体 生 活 中 已 经 很 难 再 离 开 这 个

“圈”。微信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

互动网络( 见下页图 1) ，即微个体网络、微社群网

络和微社会网络。
微个体网络以朋友圈功能为主形成，是以微信

使用者发自己的状态和转发朋友或其他媒体的信

息，其目的主要是自我呈现、表达关注内容、与朋友

分享，等等。自己和读者可以通过朋友圈查看朋友

发的状态和关心的内容，使自己可以进行自我对话，

并不断塑造完善自我形象，从日常生活中“他—我”
的视角转换成“我—我”的视角，形成以完善自我为

核心的微个体内在的微个体网络。
微社群是通过私聊和群聊方式形成的人际互

动关系，主要存在“点—点”和“点—社群”两种互

动类型，形成了不同功能的社群，如工作群、子女

班级群、兴趣群、家庭群、同学群等。通过微社群，

个体可以同时在几个社群中“在场”，联系更多的

人，扩大自身的交际圈，并在圈中找到原有的或新

的身份定位。
微社会是微信中能够完成个人日常生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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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场。如: 可以通过阅读订阅号的内容，完成

从外界获得更多信息的功能，而且订阅号的内容

还可以随时与其他朋友分享互动。通过“我”的

功能可以足不出户完成各种生活中的缴费、订车、
购物等功能。通过使用微信的生活功能，完成自

己作为现实社会的一分子必须完成的生活中的琐

碎事情，完善一个社会人的日常层面。通过对微

信互动的研究发现，微信中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社

会网络，这个网络以“我在”的形式形成多核心复

杂网络。在不同层次的“圈”中，个体现实生活中

的记忆、身份、情感、事件等会不同程度地被带入

各个层次的“圈”，可以全方位地展示自我的真实

状态。同时，个体也可不断地在“圈”子互动中，

从各个层次完善自我。所谓微信互动的内在的外

化过程和外在的内化过程，互动行为是符合实践

逻辑的理性行为和实践感知到的合理行为。

图 1 微信互动三层次网络图

( 一) 第一视角的自我对话:“朋友圈”微个体

的自我呈现

微信“朋友圈”是微信的功能之一，从“发现”
路径进入，即可看到“朋友圈”。微个体可以从

“我”的第一视角出发，使用视频、图片、文字、表

情等符号表达自己的即时状态、自我心理动态和

对他者态度等。“朋友圈”的功能是一个自我呈

现的场域，所有的好友都可以通过“朋友圈”的状

态相互了解，可以简短交流。熟人社会由此进一

步延伸和拓展，人们在朋友圈中的行为依然受传

统的交往习惯的影响，朋友圈成为熟人社会在虚

拟社区中的微信版。李其美认为，人们发朋友圈

实际是具有通过选择的符号来达到传达情绪等目

的，“人们在朋友圈中的互动是由人的社会性决

定的，自 我 也 会 在 互 动 的 过 程 中 调 整 交 流 方

式等”［19］。
第一，微个体的自我展演。戈夫曼用“表演”

( perform，也作展演) 一词来指代“个体持续面对

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

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20］。依据戏剧理论，

把微信看作一个巨大的“虚拟剧场”的话，每个使

用者都在这个舞台上精心表演，“目的是为了建

构在朋友圈好友中‘理想的形象’”［21］，朋友圈的

功能支持用户进行“后台行为前台化”理想化的

印象管理［22］。朋友圈形成自我形象的展演舞台

和自我与观众互动的场域，此时，微个体可以认真

诠释在社会结构规定之外的自我形象，也可以任

意流露对自我形象的建构，完善一个“全人”的

形象。
朋友圈的自我展演内容包含个人的形象设

计、与亲密他人日常、感兴趣的话题、身边的自然

景致，等等。通过朋友圈的自我展演，微个体可以

不断地回看自己发表的内容，就像在播放自己曾

经的演出，可以由此不断反思自己的状态，不断地

修正自己的想法或行为。基于个体呈现的“我—
我”特征，在微信平台中自我呈现将是一个自我

对话的过程。
第二，符号表达的对话。从人际交往的符号

互动理论出发，微信的功能是人际关系建立与发

展的过程。“从人际关系分类与人际圈模型图两

个方面，思考和解构基于微信形成的关系圈。”［23］

唐魁玉、唐金杰认为，微信朋友圈人际互动实际上

属于符号互动，经历了刺激———解释———反应这

样一个传播过程，它的出现导致了“微生活”的兴

起［24］。由此可见，微信互动中符号是至关重要的

信息和情感传达的媒介，尤其是朋友圈中微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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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表达更具特色。
朋友圈中从好友对自己发表内容的反馈来

看，反馈内容或是“点赞”或是“表情包”或是“简

短评论”将会成为微个体关注的主要内容。而且

这些内容的来源绝大部分为微个体的熟人，通过

反馈的内容加上微个体对反馈人的熟悉程度，微

个体将不断地从他者的视角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行

为表达。应该说，这个朋友圈是微个体进行自我

对话的主要平台，又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

朋友的反馈中完善自我。这是微个体的自我的外

化和社会表征内化的双重修正过程。
应该说明的是，微社群中的个体互动( “我”

和“我们”) 是自我互动的重要互动形式。
在 SNS 网络互动的研究中，Hsin－Yi Huang、

Park 等学者指出:“自我表露是建立并保持网络社

会关系的主要途径”［25］［26］。刘冠华认为，微信朋

友圈本身是一个基于朋友间的信任的强联结构成

的社会关联圈，通过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可以强化相

对较弱的社会关系［27］。在虚拟网络中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能够形成自身网络特有的社会关系特点。
具体说来，包括“我”的呈现和“我们的建构”。

( 二) 个体的不断精致化: 微社会的个体与社

会的联结

在微信互动中，个体不断通过自我的展演完

成自我的对话、完善自身的形象建设。同时，个体

通过微信群之间的交流以及从订阅号和“我”功

能实现群际间的沟通，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联系，

从而形成微个体和社会的联结。
首先，微个体的不断精致化是“我”的形象不

断丰满的过程。通过朋友圈的自我形象展演、微信

群的交流，微个体建立起完整的立体的自身形象，

使得这个熟人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微个体。与社

会认同过程集体行动成型的去个体化不同［28］，微

个体不需要去个体化，反而需要在微信互动中不断

地将个体形象鲜明化。由此，个体在微信互动中建

构起一个微信平台的虚拟个体的自身形象，而此时

好友将现实和微信平台上的个体形象叠加在一起

来不断地更新对微个体的整体印象。所以，微个体

不断地精致化自身形象的过程，既包括自身的印象

管理也包括他者视角的形象建构。
其次，微个体的不断精致化形成了微信群的

“我们”的界限，形成“我们”之于“我”的个体联

结。微个体在微信互动之前既有熟人或共同的背

景和目标，也就是说在微信群体互动的语境为已

经在某方面被“类化”的微个体中的群体。微个

体可以被多个微信群“类化”，在不同的微信群中

展现不同的个性特征，从而将群价值和特征内化

为微个体部分形象。
最后，微个体的不断精致化生成了微信群中

“我”之于“我们”的社会联结。基于微信群的“我

们”群体的互动，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会受到现

实身份或群目标身份的影响，进行“自我归类”［29］

并将群特征显性化。由此，微个体会使所在的微

信群的不同的信息和情感进行传递，形成群际之

间基于个体的交流。

三、微信互动的“个体化”选择及社会

建构

通过微社会和微信功能的研究可见，微信互

动是以自我选择为核心的，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展

现和微信群的个体互动呈现的独特社会关系联结

都是基于自我的选择，它更好地展现了现代人个

体化的特征。
( 一) 微信互动的自我选择

从微信的功能出发，从人际互动中揭示微信

的使用已经形成了同层次的互动网络，即微个体

网络、微社群网络和微社会网络。第一，“我—
我”对话的微个体。微信“朋友圈”的微个体可以

从“我”的第一视角出发，朋友圈是一个自我呈现

的场域，成为熟人社会在虚拟社区中的微信版，自我

也会在互动的过程中调整交流方式。第二，“我—我

们”互动的微社群。个体通过微信群之间的交流实

现群际间的沟通和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联系，从而

形成微个体和社群的联结。第三，“我—他们”及我

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微社会。个体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信“我”交易平台功能，实现更广阔的交流和互

动。这些联结首先需要微个体从自身的兴趣爱好出

发，选择感兴趣的公众号和腾迅服务或第三方服务，

添加到自己的微信账号中。作为社会组织活动内容

的参与者和微信功能的使用者，更多时候微个体是

在分享社会组织的服务，服务类型和内容则是由微

个体自己选择的，并且增加或减少可以随时根据微

个体的喜好改变。
基于中介变量理论模型，从选择的基点可以

分为理性选择和感性的选择。
一方面，理性选择的个体行为受行为意向的直

接影响，而行为意向是由个体的行为动机决定的。
从微信平台的选择开始，到互动动机、互动意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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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互动行为。在这样的微社会中互动方式、互动内

容、符号使用等都是源自微个体“我”或群成员的自

主选择，尤其是“我”的选择。微信平台使用成本低、
方便，结合手机功能可以多种形式的言语表达方式

互动，还具有较高的私密性。从推广初期的选择动

机，到能持续使用这一交流工具，充分体现着选择的

自主性。在对微信网络平台的互动研究中，不难看

出形成的社会特有的网络化连接，区别于互联网连

接的奇特方式，在微信连接中的大部分个体是“我”
的熟人或有过联系的个体。

另一方面，感性选择的个体行为，出自情感支配

下的个体行为，而情感支配又是由环境刺激引起的。
在微信互动中，感性选择支配着微个体的自我呈现。
通过对微信朋友圈的研究获得，自我呈现的个体化

维度解释在微信中自我呈现的方式、内容，个人的身

份和认同，个体描述的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基本构成。
通过对微信朋友圈中个体自我展现的内容的研究，

刻画出微个体的个体化描述维度。微个体的自我呈

现主要是对微信中完整个体的描绘，即头像、微信昵

称、图文内容、朋友互动( 点赞或评论)、频次等。揭

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微个体自我展现的选择是通

过视窗内容、自我对话和互动展示完成的。由此，自

我选择和自主生产成为刻画现代人个体化特征描述

的主要维度。
( 二) 个体化引发的社会关系改变: 微信群的

人际互动研究

本研究从典型微信群入手，选择有代表性的

微信群( 选取同学群、同事群和家族群各一个) 进

行案例分析。通过微信田野工作，收集各群的互

动文本，分析和比较文本的内容、语法、语义和语

境特 征，揭 示 微 信 人 际 互 动 的“我—我 们”和

“我—他们”特征，发现微信互动中呈现的独特的

社会联结，将原有的熟人社会带入了中微社会，社

会 关 系 和 结 构 的 改 变 路 径 是 独 特 的 个 体 化 的

结果。
微信群的互动形成了以我为主的个体的选择而

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由于这种方便的沟通方

式更加减少了对个体的束缚，形成了微个体可以同

时出现在多个群体空间中进行自主的互动。这个过

程不仅对传统的社会群体进行深化，同时又可以拓

展或创建新的社会群体，每个个体都可以有更多元

的选择。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也在保留原

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深化具有个体生长意义的关

系，同时也可以创造出更多元化的关系类型。

( 三) 选择性社会网络建构

基于微信互动的研究，揭示个体化对传统社

会整合的挑战，构建以自我选择为核心的社会整

合的创新结构。在现代人的个体化过程中，自我

选择是对“集体化”社会整合的巨大挑战，自我选

择和自主生产在整合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鲜事

物。所以，在个体化向度的社会转变中，社会提供

给个体可选择的对象和空间，同时个体也有充分

的选择的自由和能力，社会整合就能够顺利完成

其个体化转向。由此，微信互动中呈现出来的微

个体的呈现与微信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形成双向的选择，即在交互的选择性互动行为中

构建起新型的社会网络。
首先，微个体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选择微信

互动。年轻人对于微信的使用是具备极强的学习

能力的，对于一个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年轻人完全具备自己探索和学习的能力，并且完

全可以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所以微信成为年轻人

喜爱的交流工具。
其次，微个体需要有足够可以供自己选择的

社会关联群体。在微信互动时，还会有更多的潜

在关联者，这些微个体出现在微社群中，没有成为

“我”的好友，但可以作为“我”在群中的交流对

象。所以，微信互动时可选择的交流对象要多于

“我”的好友数量。这是给微个体在互动时有更

多选择的对象。
再次，微信互动行为选择性地建立起微社会

的互动秩序和社会规范。在微信互动过程中，微

社群使用的交流语言和交流的过程逐渐趋向大多

数群成员共同使用的符号和意义。交流的规则和

过程也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规

范。微个体的自我呈现也同样会选择自己喜欢的

方式展演，参与点赞和评论的好友也形成独特的

个人风格，简短的“朋友圈”的评论与回复更形成

丰满的微个体的形象。
综上所述，微信互动以微个体的自我选择为核

心，呈现出特有的互动特征，展现出社会个体化的转

向，由此形成与传统的“集体化”社会显著差异的社

会整合。人们将面对整合对象的年轻化、整合过程

的多样化，推动社会行动的规范化和社会秩序的一

致化，构建个体化过程中的新型的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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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Individualized Society”in Wechat Communication

SHAO Li，TANG Kui-yu

(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and Law，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website society，Wechat life as self－media presents more and more mod-
ern and postmodern features，which become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tool in a daily life of virtual reality． In na-
ture，Wechat lifestyle has symbolic meanings as a kind of self and social presentation in individualized society
of web－space． By Wechat communication，individual Wechat moments and group discourse present the self－
cre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oup about the society． Individuals use self－choices to present themselves
through Wechat while the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in a Wechat group are the individualized presentations of the
Wecha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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