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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境下的语言模因特点及成因

余艳艳
(黄山学院外语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网络语境属于典型的非在场语境，其具有的中介性和虚拟性决定了该语境下的网络交际语言

有着独有的特点。根据构成方式的不同，网络语言模因则可以分为六大类，而网络交际工具的制约、网络空

间的自由性以及交际主体的求新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的语言模因的生成、复制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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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meme)这一术语最早是由Richard Dawkins

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If Gene)一

书中提出。它是基于基因(gene)--词仿造而来。基因

是传递生物信息的单位．生物体通过基因进行传播

而得以生存。因此，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播

的单位，或模仿的单位，模因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

的大脑之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因此，模因是一

种信息单位，也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

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

模因作为文化信息单位。在入类语言的发展过

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靠复制、传播而生存，语言

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

本身则靠语言得到复制和传播。[11由此可见。模因与

语言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复制和传播为丰

富人类语言宝库提供了一条快捷、有效的途径。

一、语境与网络语境

语言的运用离不开语境。什么是语境?语境就

是运用语言的具体环境。狭义的语言环境一般是指

使用语言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说话的上下

文等，主要是语言活动的现场。广义的语言环境可

以包括使用语言的时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使用

者的职业、性格、修养、习惯等。语境对语言模因的

生成和传播起着制约或推动的干预作用。闭

事实上，语言信息越是能体现时代特色，符合

社会潮流和时尚。反映一定的文化积累，充分满足

人们的需要就越能得到人们的模仿，语境就对该模

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广为流传的成语、俗语或

是名言警句等就很容易被人们模仿。成为新的模

因。

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就是两个很好的典

型例子。大地震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极大关

注。在社会这个大的语境下，人们积极抗震救灾，弘

扬互助友爱的民族精神，许多与地震相关的语句，

如“汶川加油!中国加油!”、“大灾面前有大爱”、“不

抛弃!不放弃!”等瞬时成为新的模因．为人们广泛

接受和使用。而随着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像“福娃”、

“祥云”、“鸟巢”、“中国加油!奥运加油!”等也都成

为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新模因。这些都反映出语

境对语言模因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而按照有无交际媒介来划分，语境又可以分为

在场语境和非在场语境。网络语境就属于典型的非

在场语境。人们可以跨越空间的限制．实现一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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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对话，但这种对话带给交际双方的毕竟只是一

种“虚拟在场”的交流。非在场语境决定了网络交际

的特殊性。

首先是中介性。网络交际使得现代人走向一种

新的交际模式：交际主体一中介客体一交际主体，

即交际主体间通过一个媒介而进行交往。这种语境

造成了交际主体的非言语符合的部分缺少。

再者是虚拟性。虚拟性是网络基本特征的一个

方面。网络世界是虚拟的实在。网络交际打破了交

流双方面面相对时所必须遵循的社会、伦理的秩

序，消除外在的交流压力(如绝对的权威、主宰话

语)，使得交流的方式更加从容，交流内容更加真

实。[31
‘

网络作为新的交际平台，能够比较快捷直观地

反映出社会潮流和时代特色。因此。这一特殊的语

境促使了许多新的语言模因的生成和快速传播，网

络语境下的语言模因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

二、网络语言中模因的六大类型

网络语言是指与网络内容相关的或在网络环

境中使用的语言。它的特点就是与它产生和被运用

的环境密切相关。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

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

和符号。他们已经成为被大家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语

言模因，如美眉、大虾、东东、886等。这些语言模因

可以根据其构成特点，简单地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1．图形符号类

该类的语言模因就是将标点、数字和字母等符

号组合在一起，模拟一定的形态，用来象征某种意

义。例如“：)”表示笑脸，加在旬尾表示开玩笑或微

笑；“：(”则表示伤心或失望；“8)”表示惊奇或注目；

“一D”表示大笑；“Zzzzz⋯．”指睡觉的样子；等等。这

类符号是一种情意符号。由于网络的屏蔽作用，网

上交流缺乏现实口语交际所依赖的非语言交流渠

道。人们在交际中无法感受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只

能通过表情符号构建必要的副语言因素，以期达到

类似面对面交流的效果。这种符号的使用比书面的

表达要更加简便、快捷和形象。

2．缩略类

网民们运用缩略规则，创造了大批网络版的缩

略语，主要表现为拼音和英文字母的缩写。如PMP

(拍马屁)、MM(美眉)、BB(Byebye)、gf(girl friend)

等等。

3．谐音类

在快速输入的同时，不能保证打字的准确，因

此．网民们大量使用同音或谐音。这些词也逐渐被

大家认同并成为模因流行起来。汉字谐音大部分是

同音或是近音的错别字，如稀饭(喜欢)、酱紫(这样

子)、大虾(大侠)；也可以用英语单词的谐音，如3x

(Thanks)、c u(see you)、B4(before)；141还可以用数字

来表示谐音。如7456(气死我了)、56(无聊)、9494

(就是就是)；等等。

4．旧词新义类

这类的词语在网络语境中通过比喻、夸张、借

代等修辞方式被赋予新义，成为一种独有的语言模

因。例如“楼上”、“打铁”(贴帖子，在BBS上发文

章)、“灌水”(在论坛上疯狂发帖)、“踢”、“白骨精”

(白领+骨干+精英)等。

5．词性转换类

网民们为了新奇效果或为了打字方便而违反

语法规则。将一些词的词性转换。这些也已被大家

普遍理解和接受。比如：“朋友都电话我了。”、“很书

本”(书生气十足)。[51

6．中英文混用类

由于网上聊天者大多数对英语略知一二，因此

在聊天中中英文混用成了一种网络时尚。例如：“有

空E我”、“今天我有去shopping”、“今天太high

了”、“幸福ing”(正幸福着呢)。嘲

三、网络语言模因生成和传播成因

如前所述。网络语境具有特殊性。这也就决定

了在该语境下的网络交际语言有着不同于一般交

际语言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语言模因的生

成和传播。

1．交际工具的制约

网络交际的主要方式是键盘输入。由于受键盘

和打字速度的限制，网民们创造了大量的缩略语和

谐音词语．这些词汇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并在日常

生活中流行开来，成为新的语言模因，有的甚至成

为新闻报刊和文学作品中的常用语。

2．网络空间的自由性

在网络语境下进行交际，网民具有选择和决定

自己身份和角色的权利。交际主体在交流中呈现隐

匿的状态。性别、年龄、身份等都是可以虚拟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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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可以暂时忘却一切的现实

问题．随意张扬个性。I司网络给了网民最大限度的交

际自由，使得他们能够在网络世界里可以任意创造

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语言形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了各类网络语言模因的生成。

3．网络交际主体求新心理

据调查显示。网民大多为15—30岁的青少年。

因此年轻人是网络交际的主力军。这个年龄层的人

正是处于思维最活跃、个性最鲜明的时期。他们往

往不满足于用规范汉字来交流，而更希望这种交流

可以带来乐趣，能够张扬个性，能够获得其他网民

的认可。这与年轻人追求时尚、热爱交友的性格相

符合。这是网络语言模因能够形成和广泛传播的主

要动力之一。

四、结束语

语言是变化着的，每天都有新的语言模因生成

或消亡。关键是看该模因能否适应社会和语言环境

的需要，是否能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网络作为一

种新型的交际平台．为语言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促使新的语言模因不断生成。现在就有许多网

络语言模因已经成为新的词汇，甚至被编入词典当

中，而那些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旧的模因也会逐渐

被人们淡忘，直至消失。

当然，网络语言模因因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对

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也会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有些小

学生和中学生就在作文中大量使用了网络语言中

的那些语言模因，造成表达不清，理解困难。因此，

对于这类特殊的语言模因，要积极地加以引导，了

解其生成和传播过程及特点j发挥积极的作用，努

力消除负面影响，以便更好地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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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and Factors of Language Memes’Formation in Cyber Context

Yu Yany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Cyber context is a typical absence—context．Its intermediary nature and virtual nature

determine that cyber language ha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According to the ways of the formation，cyber

language mem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The limits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the

freedom in cyber space and the communicative subjects7 psychology of seeking the new，to some extent，

advance new language memes7 forming，replicating and transmitting．

Key words：cyber context；language memes；types；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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