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卷 第 4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8 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李毅吧冶 的主体塑造历程与中国互联网群体
主体性的变迁
曾国华
[摘摇 要]摇 网络主体建构的研究在近年全球建制化权力都在不断强化互联网控制的背景下,受到学界
愈加密切的关注。 文章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出发,试图通过对百度贴吧“ 李毅吧冶自 2004 年建吧以
来的主体叙事和自我构建的历时性分析,来勾划李毅吧吧友聚合群体的身份政治史,并以此来揭示中国
互联网身份政治与媒介技术、社会权力关系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 文章认为,李毅吧的从粉丝、反粉丝、
“屌丝冶到“小粉红冶 的聚合群组变迁过程,展现了中国网络用户聚合群体主体性建构从赋权主题的网络
主体性自我构建向治理术主导的主体塑造的转变过程。 这种转变过程可被视为中国网络主体建构的一
个典型转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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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网络主体的建构涉及到网络使用者如何界定和认识自我,以及如何界定和描述自我与外界的
关系。 进一步说,它关注网络使用者是如何被塑造和自我塑造,以及这种塑造如何与广泛的社会权
力关系发生关联。 这是一个从互联网早期一直延续到当下,并在最近几年得到学术界进一步关注
的话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百度贴吧中的“ 李毅吧冶 (又被称为“ 帝吧冶 )自 2004 年建吧以来的自我构
建和主体叙事的历时性分析,来探讨“ 帝吧冶 吧友聚合群体( assemblages) 的身份政治史,并以此案
例来尝试勾绘中国网络使用者的主体建构历程的一个特定侧面。
“ 李毅吧冶 是以知名足球球星李毅为主题关键词建立的贴吧,在 2012—2018 年间被认为是百
度贴吧中规模最大、社会影响力最大的贴吧。 现有对“ 李毅吧冶 及其文化生产的研究,集中在两个
主题上。 一个是关于“ 屌丝冶的话语以及身份构建 [1 - 2] ,另一个是 2016 年的“ 帝吧出征冶 专题 [3 - 8] 。
这两类研究已经将“ 李毅吧冶纳入到网络时代的主体建构的视野之中,前者关注相对社会底层化的
“屌丝冶 网络话语以及基于这一话语所形成的社会身份认同的社会抵抗含义,后者主要讨论更多的
当下青年群体的“ 民族主义化冶的过程、特征及其社会政治与文化意涵。 然而,这两个研究系列,并
没有解释清楚几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 第一,具有强烈自我贬抑色彩的“ 屌丝冶 话语究竟如何形
成? 两个研究系列尤其是第一个研究系列都涉及了这个关键问题,但是这些论述都存在某种断环。
比如假定从 2004—2016 年间李毅吧的成员聚合是一种均质化的、不变的群体,其话语风格也一直
持续不变,而对于屌丝话语从对球星李毅的贬抑到对自我贬抑的话语转变历程的论述存在缺环。
第二,屌丝话语这种具有底层气息并带有强烈微观抵抗意识的社会话语实践运动,如何会转变为后
者那种具有“ 民族主义冶 甚至“ 民粹主义冶 色彩的话语实践和社会行动 淤 ? 这种转变和“ 李毅吧冶 的
群体组合变迁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变迁、网络文化变迁有什么关联? 第三,前面两个系列的研
究,都截取了“ 李毅吧冶 的某个片段,来对“ 李毅吧冶或者社会总体状况进行研究。 然而,李毅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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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动态主体构建的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大陆的数字媒介社会的身份政治有什么意义? 出于各
种原因,上述这些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对“ 李毅冶 吧的主体建构与生产历程的分析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描述早期贴
吧的技术框架对贴吧文化的影响,早期“ 李毅吧冶 的“ 粉丝文化冶 ( fans culture,又称为“ 迷文化冶 “ 饭
圈文化冶 ) 与“ 反粉丝文化冶 特征,以及这种特征与中国互联网文化、身份认同的关联;第二部分讨论
“屌丝冶 话语的出现和流行,及其微观抵抗话语的政治意涵。 第三部分描述的是“ 李毅吧冶 的“ 小粉
红时代冶 和一系列的“ 帝吧出征冶 ,以及这种变化的文化政治意涵。 透过李毅吧的主体构建的历史,
本文试图描绘出中国互联网群体主体构建的一条特定的变化路径,该变化路径与网络人群聚合以
及亚文化的变迁和转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性构建与被构建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与其他人群
聚合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来揭示中国互联网身份政治与媒介技术、社会权力关系变迁之间的关联。
本文所使用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进行的较长时段的网络民族志调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笔者
本人从 2011 年 3 月到 2013 年 12 月约两年时间,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05 月约半年时间,在百
度“李毅吧冶 进行的在线参与式观察,以及在 2013—2015 年、2016—2018 年间每隔一个季度的追踪
式跟进调查;二是在 2011—2018 年对百度贴吧尤其是“ 李毅吧冶 的使用者(22 人) 、百度技术人员
(3 人) 及其他相关信息报道人(11 人) 的深度访谈。

一、ANT,变动的主体构建与聚合公众
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拉图尔在 2005 年出版的《 重组社会》(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一书中
对“联系的社会学冶 (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 与占主导地位的“ 社会的社会学冶 ( sociology of the so鄄
cial) 所做的关键区分。 在批评“ 社会的社会学冶 时,拉图尔指出,从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的角度
来看“ 并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社会领域( social realm) 和社会纽带,但是存在着中介者( mediators)
之间的转译( translation) ,这种转译产生可追踪的联系冶 [9]108 。 相比那些对有着不同的兴趣或者意
图、彼此之间相互分离的行动者( 比如阶层) 的专门研究来说,拉图尔认为对行动是如何通过人和
非人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勾连(articulate)起来的追溯性分析,可能会更加有生产性。 拉图尔强调,
行动者纠缠在这些联系之中,其本身的组织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在聚合( assemble) 和重新聚合。
拉图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他主张的关于“ 联系冶 的社会理论。
首先,拉图尔认为并不存在固定的社会群体,存在的只有群体组合( social formations) ,因为这
些群体一直在不停地形成和再造。 拉图尔强调说,在描述一个群体时,“ 你必须找到为这个群体之
存在做‘ 代言爷 的代言人冶 [9]31 。 他还指出,“ 群体并不是沉默的东西,相反它们是被千万种互相矛盾
的声音所导致的、持续喧嚣的一种临时产物,这些声音互相争吵着说这个群体究竟是什么群体,以
及谁属于谁冶 [9]31 。 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毅吧持续不断的主体话语构建与重建,就是这种从喧嚣中
不断涌现“ 代言人冶 和代言话语的过程。
其次,拉图尔强调研究者千万要从那种传统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即认为行动是某种潜藏的社会
动力所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某些特定行动者的深思熟虑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 相反,拉图尔主张行
动是突然发生的,是“借用来的、分布式的、暗示的、被影响的、被宰制的、被背叛的、被转译的冶 [9]46 。
从这个视角看,“行动是什么冶 并不是确定的,而应该被感知为“ 一个节点,一个绳结,以及由许多令
人惊讶的代理人组合所拼成的聚集物,把这些代理人聚集物分解开来必然是很缓慢的冶 [9]46 。
再次,拉图尔认为,物体( objects) 也能具有代理行动能力。 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决定或者引起行
动,而是相反,它们应该被理解为行动的“ 参与者冶 ,这种参与可能是“ 授权、允许、供给、鼓励、示意、
影响、阻止、提供可能性、禁止等等冶 [9]72 。 拉图尔强调说 ANT 并不是那种“是物体‘ 而不是爷 人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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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在做事情冶 的空洞说法,而是认为首先需要深入讨论“ 谁和什么事物在参与行动冶 这样基础的
问题。 在识别这些物质参与者时,拉图尔区分了两种参与者:一种是“ 中间人冶 ( intermediaries) ,它
们传递“ 但不转变意义或者力量冶 ;另一种是“ 中介者冶 ( mediators) ,它们“ 转变、转译、扭曲和更改它
们应该要携带的意义或者元素冶 [9]39 。 本文认为贴吧平台的虚拟物理性框架正是这样一种“ 中介
者冶。 例如,在百度贴吧中,百度贴吧平台本身的技术性规则框架,就是这样一种物体性的参与者,
它提供了贴吧创建、吧主与贴吧用户权限、贴吧使用空间等虚拟物理性基础框架。 所有贴吧活动都
是在这个技术上发生,它的每一次变化也对贴吧活动和贴吧使用者的群体组合的形成与再造有巨
大的影响。
最后,把物体当作是中介者来探究,意味着它们不应该被当作是“ 自在之物冶 ( matter of fact) ,
而应该被看作是“ 观念之物冶( matter of concern) 。 “ 尽管它们高度不确定且被争吵怀疑,但这些真
实的、客观的、非典型的以及首要的是有趣的代理人( agency) 并不完全被当作是物体,而更多是被
当作聚合物来看待的冶 [9] 114 。 对于本研究来说,“ 李毅吧冶 即是这样一种观念之物。 它并非简单是
一种网络空间,而是聚集了技术物质框架、组织规则、吧友和吧友行动、贴吧话语实践、贴吧战争、贴
吧与其他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联系和互动等等的一种聚合体。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文采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 李毅吧冶 的发展历程、贴吧的发
展历程( 平台技术框架的改变对于贴吧文化的影响) 以及互联网技术媒介与社会文化、社会政治的
变化历程,来讨论“李毅吧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体构建的话语特征、策略及其与广泛社会、政治
权力关系之间的紧密关联。 本文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李毅吧的哪一种聚合群体,他们既是
某种联结性的公众( connective public)也是某种变动的集体性公众( collective public)。 李毅吧在很
大程度上既构成社会空间,也构成了社会聚合群体。 这种聚合公众所塑造或者被塑造的主体,也因
此具有了公共关涉和公共性。

二、从粉丝聚合到“ 反粉丝冶 聚合
百度贴吧平台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正式上线,当时正处于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s,即信息
看板系统) 以及基于 BBS 理念的网络社区和网络论坛在中文互联网中非常受欢迎的早期时段。 从
成立时间点来说,百度贴吧进入社区领域较晚,但是百度贴吧在技术框架上的一个简单革新,帮助
它迅速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并在 2006 年成为流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中文平台。 百度贴吧将网
络社区时代那种基于趣缘的分群聚集机制发挥到了极致:网民可以通过在贴吧首页的搜索栏,输入
某个关键词来进入以这个关键词为主题的贴吧;如果这个关键词还没有成立贴吧,那么只要该关键
词不属于被网络监管机构禁止使用的主题,那么任何贴吧使用者都可以直接注册建立这个贴吧。
这种灵活性与其他网络社区复杂的“建版冶 申请流程形成强烈对比,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截止 2015
年,百度贴吧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贴吧,以及数以亿计的用户。 在这个过程中,百度贴吧成为中文互
联网的一个重要平台,涌现了一批具有复杂社会文化影响力的贴吧,比如“ 超级女生吧冶 、“ 魔兽世
界吧冶 ,以及“李毅吧冶 淤。
李毅吧注册于 2004 年早期。 这个阶段的李毅吧非常贴近早期百度贴吧以及同时期其他 BBS
论坛和网络社区的总体风格,是以球员李毅的粉丝群体为主形成的足球迷趣缘社区。 这个阶段的
淤

百度贴吧由于存在高度商业化行为,也一直有很大争议。 2015 年“ 出售‘ 血友病吧爷冶 以及 2016 年“ 魏则西事
件冶是其中两个典型案例。 李毅吧在 2012 年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商业行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
毅吧聚合群体的自我构建,但限于篇幅本文将不讨论这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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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相对较少,发帖量也不高。 但是这种状况在 2005 年迅速发生了转变。 2005 年,资深教练迟尚
斌去职深圳队主教练,并在采访中暗指队内李毅、李玮峰等球员为“ 球霸冶 。 同时,李毅以“ 天亮了冶
这句话来回应媒体请他对迟尚斌去职进行评论的要求,从而被媒体和网络热炒。 雪上加霜的是,李
毅因为状态下滑,作为知名前锋却从 2004 年以后进球不多,也引发了众多球迷的不满。 这些变化
使得“ 李毅吧冶 从 2005 年底开始,迅速从一个由李毅“ 粉丝冶 组成的球迷趣缘聚合,变成为反李毅的
“反粉丝冶 ( anti鄄fans)聚合。
“ 反粉丝冶 作为一种特定“ 迷粉冶 ( fandom,另有“ 饭圈冶 译法) 现象,指的并不是对作品( 包含文
字、图像和影像等多种类别) 或者偶像漠不关心的“ 非粉丝冶 ,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粉丝个体和群体,
他们以挑刺、贬抑甚至攻击等方式来对待作品文本或偶像,并认为自身比一般粉丝更加优越。 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反粉丝们往往会比一般粉丝更加关注、更加熟悉作品文本或者偶像本身 [10 - 11] 。 然
而,和常见的反粉丝网络聚合一般采用贬抑话语来解构或者抵制某个或者某类特定偶像或者流行
文化作品的手法不同,“ 李毅吧冶 的反粉丝采用的是戏仿( parody) 和“ 跪拜冶 的方式。 反粉丝引用一
些媒介报道的说法,声称李毅在比赛中曾经自称“我的护球像亨利( 著名法国前锋蒂埃里·亨利) 冶 ,
因为亨利在 1990 年代末期到 2000 年代中期被中国球迷们称为“ 球王冶 ,加上李毅有被指称为“ 球
霸冶的报道,因此李毅被反粉丝“ 尊称冶为比球王亨利还要出色的足球“ 大帝冶 而加以“ 跪拜冶 ,而“ 李
毅吧冶 则被反粉丝称为“ 帝吧冶 ( 这个别称至晚出现于 2006 年,但是在 2009 年后才慢慢通用,并延
续至今) 。
反粉丝将李毅吧口号设置为“天天李毅吧,日日笑哈哈冶,意指帝吧是李毅的反粉丝聚合群体用以
日常消遣、玩笑的空间。 反粉丝将李毅吧的会员称为“毅丝不挂冶,简称为“毅丝冶或“帝丝冶。 同时,毅
丝将帝吧比喻为“百度贴吧的罗浮宫冶,称之为百度贴吧里面最有“内涵冶、最具创造力的贴吧。
“ 内涵冶 是毅丝们最重要的贴吧日常话语实践方式,也是最重要的创作手段。 对于毅丝来说,
“内涵冶 是指通过当时极为流行的隐喻、戏仿、“ 无厘头冶 等修辞手法 [12 - 13] ,以一种非直接指称的勾
连方式( articulation) [14] 来贬抑李毅。 有没有构思精巧的“ 内涵冶 形式与内容,成为毅丝衡量一个帖
子的最重要标准;而有没有经常性的“ 内涵冶 帖子创作,成为衡量一个毅丝是否在贴吧内具有号召
力的重要标准。 在李毅吧中,典型的内涵勾连方式之一,是围绕李毅的“ 大帝冶 身份来展开,比如为
李毅“ 配上冶 皇后和妃子:皇后通常是当时被作为“ 网络审丑现象冶 的“ 芙蓉姐姐冶 ,妃子则是其他一
些当时具有争议的网络女性和男性红人,包括具有中性性别色彩的 2005 年湖南卫视“ 超级女生冶
总冠军李宇春。 另外一些典型的内涵勾连则围绕着与李毅密切相关的几个关键词来展开,比如与
李毅作为足球前锋密切相关的“射冶 ,前面提到过的“ 护冶 ,以及“ 天亮了冶 等等。 图 1 和图 2 展现了
李毅吧在 2005—2007 年这一阶段 “ 内涵冶 勾连的主要内容,以及主要的表达手法和次文体( sub鄄
genre) 。
反粉丝群体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媒介实践方式来构建“ 毅丝不挂冶 的聚合以及聚合认同。 首
先,百度贴吧平台的贴吧会员入吧的算法规定是这个系列仪式的重要技术框架基础。 创立早期,贴
吧是自由创立、自由加入,任意百度注册用户都可以在某个贴吧浏览、发帖和回帖,但吧主可以对违
反吧规者进行一定时间的禁言处理,或删除不符合本吧主题以及违反贴吧平台或者政府监管要求
的帖子。 随后,贴吧开启了贴吧专属会员的功能,虽然普通用户还是可以发帖和回帖,但是贴吧会
员资格由吧主控制,由吧主规定回贴或者发帖数量,用户须在一定期限内达到规定数量后方可申请
加入贴吧,但大小吧主仍然有批准或者拒绝的权力。 同时,吧主还具有解除会员资格的权力。 但这
种技术框架限定又渐渐发生改变,慢慢开始试行用户在该贴吧发若干贴( 多数为 15 或者 20 贴,具
体由吧务小组决定) 之后自动获得会员身份。 2011 年 9 月 20 日,贴吧改为由用户点击“ 加入贴吧冶
链接( 后改为点击“ 成为会员冶 链接以及其他形式)自动成为贴吧会员的方式,又回到了贴吧创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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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李毅吧 2005—2007 年间“ 内涵冶 主要内容的

图 2摇 李毅吧 2005—2007 年间主要“ 内涵冶 表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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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任意用户可以加入任意贴吧的状况。 这种技术框架的改变使得贴吧技术框架本身( 与前述的贴
吧创立方式等等技术框架要素)成为拉图尔所说的具有“ 授权、允许、供给、鼓励、示意、影响、阻止、
提供可能性、禁止等等冶 的物质性“ 中介者冶 和行动者。 李毅吧在 2005—2008 年的早期阶段,正是
处于吧主被赋予高度控制性权力的时期,吧主可以通过是否吸纳会员或解除会员资格来控制会员
人数,并以此来控制贴吧的反粉丝性“ 毅丝不挂冶 聚合的贴吧话语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普通用户
通过一段时间的回贴互动和发帖互动以加入贴吧成为正式会员的过程,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仪式过
程。 通过了这个仪式过程的用户,已经或者至少潜在地认同“ 毅丝冶 的身份以及基于“ 内涵冶 的贴吧
话语体系。
其次,由于人数总体受到控制,总人数较少的早期毅丝通过密集的日常网络互动维持了一种紧
密的网络联系,并且形成了某种仪式化的日常实践。 例如,李毅吧的口号“ 天天李毅吧,日日笑哈
哈冶,即潜在地鼓励会员每日参与李毅吧活动。 很多会员会每日“ 报到冶 “ 打卡冶 ( 单独发帖报到或
者回贴报到) ,以及对各种贴子尤其是内涵贴子进行进行回复和讨论。 多数报到和回复都会采用
李毅吧标志性语言进行交流,强化包括“ 大帝、内涵、射、护、天亮了冶 等关键词的使用。 对于以“ 内
涵冶主题的贴子进行赞赏型回复,毅丝往往也会采用“ 内涵冶 创作时经常采用的各种类文体表现方
式(比如图片 PS、改编歌词等) 进行呼应。 同时,贴吧里面也常有“ 内涵冶 知识普及贴、问答贴、测试
贴,会员往往也会在这些贴子下面进行大量接龙回复,保持贴子长期出现在首页。 这些仪式性的日
常实践强化了毅丝独特的聚合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短期内相对稳定的聚合群体认同,而这种认同
同时反过来强化了毅丝聚合的行动和话语的模式性特征。 正是这种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模式性行
动和话语特征,使得李毅吧在 2007—2014 年间虽然快速扩张,但是基本保持了贴吧聚合性特征上
的连续性。

三、“ 屌丝冶 话语的出现与流行
如果说第一阶段(2004—2005 年李毅球迷时期) 的李毅吧,是中国网络空间在 2000 年代初期
和中期以部落化、趣缘化、分散性的网络多元主体构建模式的某种具现,那么其第二阶段(2005—
2008 年反粉丝时期)则体现了反粉丝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戏仿性抵制,比如李毅等人的“ 球霸冶 行为
和“自比亨利冶 的“ 自大冶 言论,被认为是“ 审丑现象冶 代表的“ 芙蓉姐姐冶 ,中性风超级女生李宇春
(常被抹黑为男性同性恋偶像),以及其他被“ 毅丝冶 认为难以接受的人物或者社会文化现象。 虽然
李毅是否是球霸、芙蓉姐姐是否是“ 审丑现象冶 的代表等需要讨论,同时从道德和法律角度考虑,李
毅、芙蓉姐姐、李宇春以及其他人物也并不应该被“ 毅丝冶 以极富人身攻击和性别歧视意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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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内涵冶 式戏仿和恶搞;但是,“ 李毅吧冶 这个阶段的这种反粉丝性的戏仿和恶搞,在很大程度上
具化了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网络群体聚合的两个相互分化但时时交叉的方向:一方面,跨地域、跨
群体、跨阶层( 一定程度上) 的群体聚合的形成与重组变得更加便捷,各种聚合变得更加多元,每种
聚合的主体性构建也伴随着各类偶然事件,在狂欢和喧嚣的多元行动中凸显出某种“ 代言人冶 ,并
且这些代言人在不断地随着聚合的重构而更替,从而呈现出聚合主体性的不断构建与重构。 另一
方面,网络表达的便捷与丰富性,虽然使得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群体聚合更加多元化,并为社会或
者文化的保守性抵制或者激进反抗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多元抵抗和主体性构建也在多
元、离散的喧嚣主体构建中呈现出若干种趋同的社会文化性主题,比如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强
烈关注和参与,以及对阶段性的弥散社会情绪的响应和深化等等( 一些学者将这些主题归纳为互
联网“赋权冶 主题 [15 - 16] ) 。 这种公共性的具化和社会情绪的呼应,既表现在毅丝们的反粉丝网络话
语实践中( 虽然以相对保守、带有歧视性的方式),更表现在“ 李毅吧冶 后期对社会文化事件的“ 内
涵冶批评、“大狸子冶 内涵狂欢以及“屌丝话语冶 实践中。
第二个方面的话语实践不断强化的过程,与李毅吧的群体聚合的重组和“ 代言人冶 在话语喧嚣
中不断更迭密切相关。 在 2007 年 2 月以后,李毅由于总体状态下滑而转会至陕西浐灞队,并且在
球队中迅速被边缘化(2007—2009 年共出场 57 次攻入 4 球) 。 2009 年李毅与李毅吧达成和解,从
此之后李毅一直把“ 李毅吧冶 当作自己的贴吧来看待,并且在 2013 年公开力主驱逐“ 商业化吧主
‘彩色哥爷 冶 以及在 2016 年“ 帝吧出征冶事件引起的哗然舆论中公开支持李毅吧。 在这种状况下,从
2007 年开始,李毅吧的多数“ 反粉丝冶 毅丝就逐渐有一种失去目标的失焦感,导致贴吧里“ 内涵冶 李
毅以及其他人物、社会事件的帖子迅速下降,而“ 水贴冶 (即与贴吧主题内容无关或者内文空洞的帖
子)逐渐增加。 同时,由于李毅吧在 2007 年之后发起的与其他贴吧的几次“ 爆吧冶 ( 通过大量发帖
来使得某个贴吧运作暂时瘫痪)争斗,使得李毅吧名气大振,会员数量急剧增长,还吸引了大量前
来浏览和发帖、回帖的用户,吧内风格也由“ 内涵冶 李毅转为对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的“ 内涵冶
式批评,比如对 2007 年周正龙的“ 假华南虎冶 照片事件、2009 年杭州“ 富二代冶 车主“70 码冶 撞人事
件的较长时期的内涵批评。
这些爆吧行为,在使李毅吧声名大振的同时,也使得贴吧内部成员进一步分化,内部争吵不断,
导致 2005—2007 年的部分主要成员在 2011 年左右出走创立了其他的贴吧,比较知名的有“ 雷霆三
巨头吧冶 和“ 李毅大帝吧冶。 这种内部喧嚣的状况催生了李毅吧主要内容生产的一个重要转折:即
“内涵冶 的对象由李毅、李宇春、芙蓉等较为知名的人士以及“ 华南虎照片冶 等重要社会事件,转变为
对吧内知名 ID 的相互嘲讽、贬抑,其标志性事件是对 2010—2011 年的吧主“ 大狸子冶 的集体内涵式
群嘲。 当时,大狸子并没有吧里其他资深会员的人望,但是正因为他没有资深的背景,他也和当时
正在争夺吧主职位的各个派别都没有关系,从而使他赢得了“ 李毅吧冶 第一次的吧主投票选举。 但
是,大狸子就任吧主后的很多做法改变了以往的“贴吧传统冶 ,比如大力删除水贴、将贴吧会员称号
改为“ 毅丝不苟冶 ,激起了众多毅丝的反对。 他们集体以内涵李毅的方式来内涵大狸子,但大狸子
对此并不干预( 作为吧主,他有能力进行干预) ,这种宽松氛围使得李毅吧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出
现了“ 每日内涵大狸子冶 现象,“ 热心冶 毅丝甚至组织了若干次“ 内涵大狸子冶 比赛。 因而,大狸子当
选吧主这个偶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李毅吧在内涵“ 对象冶 选择上的传统。
同时,另外一个互联网主题也在“ 李毅吧冶 中得到越来越清晰的呼应。 2000 年代中期以后,部
分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经济结构的调整,消费品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社会分化速度加快等原因,
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在跨地域、跨群体的广泛社会聚合中弥散扩张。 一些网络热词,比
如形容城市低收入群体“ 群租冶现象的“ 蚁族冶,在中等收入者论坛中常见“ 卢瑟冶 ( loser,失败者,常
用于自嘲) 和“ 屁民冶 (shit鄄izen),以及在各类媒体上高频率出现的“ 房奴冶 “ 卡奴冶 等,即是这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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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感的表征。 同时,对于官商、房地产商等暴富群体的不平感和相对被剥夺感在也广泛社会聚合
中弥散。 流行文化产品比如《 疯狂的石头》 《 蜗居》 等影视剧的热播,杭州“70 码冶 撞人事件、“ 我爸
是李刚冶 事件所引起的对于“房地产商冶 “ 富二代冶 “ 官二代冶 的强烈反感,既是这种弥散性社会情绪
的表征,也是这种情绪扩散的推动性力量。
这种弥散的社会失落感和相对被剥夺情绪自 2007 年开始即在李毅吧中有明显体现,李毅吧在
当时就参与了诸多与这种情绪相关的公共事务讨论,例如对前述的杭州“70 码冶 撞人事件、“我爸是
李刚事件冶 等事件的讨论和关注。 这种相对零散的讨论在 2009—2012 年间逐渐在贴吧的话语喧嚣
中凸显成为李毅吧的代言性声音。 这种代言性话语由一系列的毅丝作者慢慢勾连而成,其中的标
志性的事件都发生 2010—2011 年间。 其中,毅丝“ 卡西莫多冶 所写的“ 我曾经是个网管,给你们讲
讲我见过的一个毅丝吧冶 ,“ 给我含毅个冶发表的“ 长岛的雪冶,以及“ NC 儿童乐趣多冶 所写的“ 备胎冶
系列( 含“ 素琴冶 系列),是这种代言性声音的代表作。 在前两篇广泛流传的文章中,两位作者所勾
划的“ 毅丝冶 是一群在底层服务行业挣扎谋生、带着希望却又不断在生活中碰壁的年轻人,他们在
网络空间和线下生活中都以浮夸的言辞矫饰着窘迫的生活。
“ NC 儿童乐趣多冶 则向前更加推进了一步,他的“ 备胎冶 系列以及其他主题和风格都比较类似
的文章,都以一种极端自卑的、高中和大学男生的视角来描述他所理解的爱情、社会阶层状况以及
社会权力关系。 他的叙事勾连了一种三元结构:拙于社交、不善言辞的“ 穷丑矮冶 在网络中虚张声
势矫饰自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 蛆虫冶 一样自卑地仰慕喜爱的女孩,视其为“ 女神冶 ;“ 女神冶 一
边享受“ 穷丑矮冶 的刻意讨好,一边投入到“ 高富帅冶 怀中;“ 高富帅冶 在玩弄了“ 女神冶 之后则将之抛
弃。 后续的李毅吧创作者再为这个三元结构补充了最后一环———当“ 女神冶 将来年纪大了需要找
人结婚的时候,她们不可能嫁给高富帅,而只能来找“ 穷丑矮冶 的“ 我冶 来“ 接盘冶 ,从而完成“ 穷丑
矮冶对“ 女神冶 的“逆袭冶 。 同时,后续还有多个类似的三元结构叙事的分支结构出现,其中有的分支
强化“ 女神冶 的多元性,另外一些强化“逆袭冶 的多元性( 在 2013 年以后的李毅吧,还有一些分支强
化“穷丑矮冶 “ 我冶的多元性) 。 这种三元叙事结构,虽然充满对女性的歧视性表达,但是对于这些以
高中、大学在校生和职场新人为主的“ 毅丝冶聚合来说,这里的“ 女神冶 更多是一种想象性的隐喻,代
表着整个社会中的各种优质资源(资本、资产、发展机会以及“ 优质冶 女性本身),然而这些优质资源
都被“ 高富帅冶 ( 隐喻一般理解上的特权阶层) 所攫取,只留给“ 穷丑矮冶 们艰辛、充满无奈的“ 逆袭冶
之路。 正因如此,这种话语被 Marcella Szablewicz 称为是用传统的方式( 对财富、女性的传统观念)
来反对传统的权力,它在“ 挑战传统规范的同时强化这些传统规范冶 [1] 269 。
正因为这种带有强烈自我贬抑色彩的三元结构叙事,使得退出李毅吧自创“ 雷霆三巨头吧冶 、
并持续与毅丝骂战的“ 皮囊冶( 雷霆三巨头吧的会员自称) ,将李毅吧的“ 毅丝冶 “帝丝冶 ( 即“ 帝吧冶 或
者“李毅大帝冶 的粉丝)极其轻蔑地侮称为“ 屌丝冶 ,亦即是只能“ 看着别人爽冶 的阴毛。 当时有一些
毅丝极为反感这个侮称,但是李毅吧的内涵文化经历了从“ 内涵大狸子冶到内涵所有毅丝的“ 屌丝冶
三元结构叙事的变迁过程之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带有自我“ 内涵冶 色彩的“ 屌丝话语冶 在
李毅吧中已经成为代言人话语,使得非常多的“毅丝冶 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戏仿的心态接受了这种
侮称。 这种接受并不完全如很多批评话语所指称的那样是一种真正的“ 自我矮化冶 ,它掺杂了内涵
“李毅大帝冶 时的那种戏仿心态。 而“ 内涵冶 李毅大帝、吧主大狸子等李毅吧的特色经历,又为这种
表面的自我矮化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度“ 自我优越感冶 的反粉丝文化底色。 正是这种反粉丝的优越
感底色,使毅丝刻意创作的“ 屌丝逆袭话语冶 密集出现并且在 2013—2015 年间成为李毅吧的代言
性声音。
“屌丝话语冶 的二元属性———那种极度无望的失落感与被剥夺感,带有奇异自我优越感的戏仿
心态以及等待或者主动争取逆袭的“ 赋权冶 主题的底色———在 2011—2012 年成型以后,迅速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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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互联网中扩散,一度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网络话语之一。 它虽然招致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淤,但是在
数量众多的线上和线下聚合群体中都得到密集传播和重复使用。 在这种爆炸式的传播中,屌丝话
语不断被翻译、修改和挪用,形成了大规模但是复杂多元的“屌丝冶 自我认同( 以及基于这种多元性
而形成的多元聚合) ,从而在广泛社会层面产生了詹姆斯·斯科特意义上的“ 弱者的武器冶 或者德塞
图所言的日常生活抵抗实践“ 战术冶 ( tactics) 的意义,成为网络日常抵抗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从屌丝到“ 小粉红冶
“ 屌丝话语冶 的爆炸性传播之后,李毅吧的会员数量迅速膨胀。 在 2014—2015 年,李毅吧显得
臃肿、喧嚣但沉寂。 在 2014 年,李毅吧的会员超过了 1 000 万,最高峰时每天产生超过十万帖子
(含回复) 。 贴吧成员的进一步低龄化( 从之前以在校大学生、职场新人为主转变为以低年级在校
大学生、高中生与初生中为主) 、数量巨大的水贴、刻意创作的“ 逆袭冶 故事( 即 Szablewicz 所批评的
对上层社会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想象与扮演冶 [1]260 、各种边缘色情意味的“ 内涵‘ 福利贴爷 冶 、
商业化的各种操作以及官方机构的悄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李毅吧成为一个难以跟进的泥潭。
很多旁观者,以及之前李毅吧的活跃成员( 包括三名在 2014—2015 年被访谈的报道人) ,都认为这
个贴吧渐渐失去了内生性的聚合代言行动和话语创造能力。 然而,2016 年 1 月的“ 帝吧出征 Face鄄
book冶 事件,再一次凸显了李毅吧的聚合群体重组能力以及李毅吧的聚合行动的时代性特征。
2016 年的“ 帝吧出征冶 再次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 在台湾地区“ 大选冶 前夕,一位名为周子瑜
的台湾年轻女歌手由于在 2015 年 11 月的一次综艺采访中挥舞“ 青天白日旗冶 ,而被大陆一些网络
使用者指责为“ 台独分子冶。 周子瑜通过视频道歉表示支持“ 一个中国冶 立场时,又被台湾绿营媒体
和网络用户指责为“ 台奸冶。 随后,周子瑜、绿营媒体、台独分子的 Facebook 主页和网站成为双方进
行言论交战的“ 战场冶 。 在台湾地区“ 大选冶 结束之后,绿营领导人蔡英文当选。 本着“ 教训冶 或者
“警告冶 台独分子并“ 团结冶 蓝营人士的目的,2016 年 1 月 20 日,李毅吧以“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冶 为
口号,发动了“ 圣战冶 ,以在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的绿营媒体、个人主页张贴表情包为主要方式,来
实现对绿营媒体和个人网络空间的暴力占领。
“帝吧出征冶 在一般媒体以及学术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被关注的层面多种多样,但是除了
关注李毅吧的这批新会员“ 众生皆帝冶 在“ 出征冶中所表现出的严密人员组织和行动组织能力之外,
相当一部分研究都在关注“ 出征冶 与民族主义的关联,比如有些关注表情包内容与形式的米姆式
(meme) 话语控制与共意动员 [4] 、“ 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冶 [5] 以及整个“ 出征冶 行动的集体互动仪式
表演 [8] ,有些关注这群以 95 后为主力的“ 众生皆帝冶 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实践背后的商业逻
辑 [6] ,或者关注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性渊源和当下特征 [7] 。 然而,这些论述虽然讨论“ 帝吧出征冶
与网络民族主义的诸多方面,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与“ 爆吧冶 行动具体地勾连在一起,在
这些论述中尚不完全清楚。
作为百度贴吧“ 爆吧冶行为的最早实践者之一,李毅吧的爆吧传统在李毅吧的发展过程中具有
关键节点的作用:无论是对 “ 李宇春吧冶 (2007 年 6 月 21 日, 最 早的爆 吧记 录) 、 “ 东 方神 起吧冶
(2008 年 11 月 28 日),还是对魔兽世界吧(2010—2013 年多次发生) 的爆吧,都是导致李毅吧知名
度扩大、来访和会员人数增加、吧内风格变化的关键事件。 同时,李毅吧的爆吧行动从早期就具有
“爱国‘ 圣战爷 传统冶:例如,2007 年 6 月 21 日对台湾艺人“ 杨丞琳吧冶 的爆吧,源于台湾艺人杨丞琳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被认为是对日本侵华历史非常不了解并对日本侵华造成的苦难缺乏同情心;
淤

比如知名导演冯小刚、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怀琼等社会知名人士公开指责“ 屌丝冶 一词粗俗,不应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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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8 日对韩国艺人团体“东方神起吧冶 的爆吧,源于韩国男子艺人团体“ 东方神起冶成员
之一的沈昌珉殴打中国孕妇事件(正是在这次爆吧中,主要爆吧组织者之一“ 魔兽世界吧冶 第一次
将这种网络攻击行为称之为“ 圣战冶 ) 。 后续还有对韩国演艺团体“ EXO 吧冶 (2014 年 7 月 20 日) 、
韩国艺人“ 权志龙吧冶 (2013 年 7 月 28 日) 以及对亲日的“ 和风类冶 贴吧(2013 年 7 月 1 日) 的多次
爆吧,其中甚至包含攻陷相关艺人在国外的网络主页的网络行动。
在这些“ 爆吧冶 行动中,针对国外艺人或者他们在中国粉丝的“ 不当冶 言论或者行为的爆吧行
动,被李毅吧的聚合群体以及其他贴吧聚合( 以及数量众多的、非百度贴吧用户的年轻网民) 提升
到民族与国家“ 圣战冶 的高度。 进一步说,这种聚合狂欢色彩浓厚的简单化、暴力性的网络空间占
领行为,由于针对的是对概念化意义上的“ 中国人冶 有不友好甚至恶意行为的境外对象,那么这种
暴力占领行为天然就带有道德合法性。 这种把针对境外“ 不友好冶 对象的爆吧和网络攻击行为符
码化(codify)为基于民族主义的“ 圣战冶 的话语实践,表现出一种奇异的双重性。 一方面,李毅吧的
“毅丝冶 “ 屌丝冶 和后来的“ 众生皆帝冶 ( 以及其他百度贴吧平台上的活跃贴吧用户聚合) ,可以为任
何微小理由与其他贴吧或者网络主页发动爆吧行动,并由于经常“ 实战冶 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网络空
间攻击和占领的组织、操作能力。 另一方面,这种爆吧虽然经常由各种微小事件发动,却几乎不会
针对各类国内社会弊端或者社会问题而发起( 这方面的日常战术往往只有类似“ 屌丝话语冶 这样属
于微观抵抗战术的话语反抗) 。 这种特征使得无论是一般媒介文章还是学术讨论在 2016 年都对这
个现象颇为意外:为何这群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缺乏直接参与热情的年轻聚合群体,会以这样一种易
怒、激烈的方式进行“ 民族主义冶 抗议?
然而,这并不是学术界第一次对此感到诧异。 例如,刘凤淑和聂保真等都曾经描述过国际学术
界和媒体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新一代青少年高涨的“ 爱国主义热情冶 的意外 [17 - 18] 。 刘
凤淑把青少年这种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事务漠不关心但对民族—国家荣誉、国家统一特别敏感
的状况称之为“ 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民族主义冶 [17]53 。 李毅吧的各类聚合群体,或者更加一般意义上
的百度贴吧平台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特定的民族主义。 他们更多将网络当作是一
种娱乐空间,其中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 内涵冶 、戏仿、嘲讽等文化抵抗技术
的方式对社会弊端、不公平的公共事务决策和状况进行微观抵抗。 虽然刘凤淑所描述的“ 爱国主
义冶近年总体上在各个网络平台都有越来越强的扩张性趋势,但是,相对于李毅吧和整体意义上的
百度贴吧的这种偏向于娱乐化的微观抵抗,在 2000—2010 年间以“ 天涯社区冶 为代表的网络社区
上,以及在 2010—2014 年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都更加强烈、
直接,更加以行动和社会改变为导向。
冯应谦、高伟云在 2014 出版的《 中国青年文化系》 ( Youth Cultures in China) 也对此进行了分
析。 他们认为国家、家庭、学校以及媒体所共同构建的限制性机制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 青少年
景观冶( youthscape),在这种景观下,“ 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和自我技术共
同形成限制性冶 [19]195 ,使得这些青少年群体文化虽然也带来了一些“ 小的( 社会) 干预,零碎的抵
抗,和具有地方特性的另类主体性冶 [19] 21 ,但是总体上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性力量。 相反,他们
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接受和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强化现有的社会状态,从而进入一种强调对
民族国家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权利的状态。 刘凤淑据此认为他们更加类同于某种被塑造的“ 主
体冶,而不是自我构建的某种主体性身份 [17]62 。 部分正是由于这群“ 爱国主义者冶 的这种独特的状
态,媒体上一般将他们称之为“ 小粉红冶 ,以区别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 红卫兵冶 。

五、结论
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网络聚合公众的视角,来探讨百度贴吧“ 李毅吧冶 的群体聚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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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聚合主体性的变迁。 和之前的论述一般将李毅吧看作是相对稳定和均质
化群体的研究路径不同,本文认为李毅吧群体聚合的变化跟一系列的偶然性事件有关,比如百度贴
吧技术框架的变化、足球球星李毅本人的媒介形象变化、“ 爆吧冶 行动及其带来的群体多元化扩张、
贴吧的派别斗争与商业化、民族主义事件等等偶然事件带来群体聚合的一系列转折。 而在这种基
础上的主体性构建则呈现出双重性。 一方面,这种构建是网络技术“ 赋权冶 主题的一种呈现。 它使
个体与群体跨地域、跨群体的趣缘聚合( 包括粉丝与反粉丝聚合) 主体性构建变得可能和便捷,同
时也提供必要的空间作为日常生活抵抗战术的话语空间实践。 这种赋权主题,使得以天涯社区为
代表的、以深度社会问题分析并带有较强社会行动导向的网络社区,以及以“ 围观改变中国冶 为口
号、力图深度介入社会改变的新浪微博,迸发出较强的推动社会变革的赋权性能力。 部分出于这种
媒介技术赋权的主题性,李毅吧早期的反偶像的反粉丝文化,能够渐渐结合广泛弥散的失落感和相
对剥夺感,从而发展成为对社会阶层结构固化、资源垄断、权力干预社会公正等社会现象进行“ 内
涵冶、戏仿式微观抵抗的“ 屌丝冶 话语体系。 尽管有批评性观点认为这种抵抗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反对传统,可能在抵抗的同时强化了社会现状,但是这种主体构建,在被传统社
会权力塑造同时,也在努力创造自我塑造的空间。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赋权意义上的网络空间在迅速缩减,这使得网络主体性构建的另外一个
层面更加凸显出来。 著名网络行动研究专家杨国斌在讨论“ 帝吧出征冶 时评论道:“ 近几年,‘ 负能
量爷的抗争性网络事件明显减少,‘ 正能量爷 的网络事件相应增加。 表达愤怒和怨恨的事件有所减
少,表达快乐情感的事件增加。 对‘ 帝吧出征爷 事件的分析,如果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能说明什
么问题? 或者说,如果‘ 帝吧出征爷 的旗号不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某种社会弊
端,它是否还能够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冶 [3]29 这种状况,说明自互联网早期以来的赋权性主题话语,
历经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网络集体行动以及微博时代的“ 围观改变中国冶 的历程之后,已经进入
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 “ 帝吧出征冶 所展示的“ 小粉红冶 的聚合群体构建,他们对于社会主流价值
观的接受和配合以及对民族国家的义务和责任( 而不是权利) 的强调,是否如刘凤淑等学者所指出
的,实际上更加类同于某种被塑造的“ 主体冶身份,而不是他们自身倾向于认为的、自我构建的某种
独立的自我身份( “ 众生皆帝冶 ) ?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总体上来看,李毅吧这种多元的主体性构建,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为以下多个层面所提供的
巨大空间:聚合群体的组织与重组、公共关注与公共表达、聚合群体亚文化与个性化呈现、集体行动
与话语实践抵抗。 但与此同时,这种主体性构建也受到了平台技术框架、政府治理术、商业化运作、
更大聚合群体的变迁与重组、传统价值观念与知识权力体系、偶然事件与偶然因素的影响,这些外
部因素、物质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一起参与了李毅吧的群体聚合的组成与重组。 这种相互影响的
关系形成了一系列不同时段内的李毅吧聚合群体“ 代言人冶 话语,它们即是聚合群体行动的主体性
构建的结果,也是这种主体性构建的主要塑造方式。 李毅吧从粉丝、反粉丝、“屌丝冶 到“ 小粉红冶 的
聚合群组变迁,展现了从赋权主题为主的网络主体性自我构建向治理术主导的“ 主体冶 塑造的转变
过程,同时展示了中国网络用户聚合群体主体性建构的一种典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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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ivit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Assemblages:
A Case Study of Liyi Postbar
ZENG Guohua
Abstract摇 The research on Internet user subjectivity receives keener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world鄄
wide institutional pow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ntensifying control over Internet usage in recent years. Taking an Actor
Network Theor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ctions and narratives of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the as鄄
semblages in the Li Yi Postbar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2004. With a sketch of the diachronic identity politics of this postba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nd the trans鄄
form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wer relationship. Drawing from the assemblage formation changes in this Postbar
from fans, anti鄄fans, diaosi ( literally, dick hair) to Little Pinks, the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Chi鄄
nese Internet users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empowerment鄄oriented self鄄construction to government鄄dominant subjective
moulding. This schema may arguably be a typical evolving path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Keywords摇 Anti鄄fans; Subjectivity; Di Postbar; Assemblage; Identity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