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第 2 期 （总第 54 期）

推动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
DONGNAN CHUANBO

摘 要：作为网络语言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火星文”除了具

有网络语言的共性外其更具独特性。对“火星文”定义的把握，学界

持各家之言，缺乏一个有效的说明，“火星文”为何流行也是社会各

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火星文” 青少年心理 青少年亚文化

一、“火星文”的定义

“火星文”是网络语言发展的一种新形式，要明确火星文的定

义，必须先了解网络语言的定义。周洪波在他的专著《中国网络语

言词典》的序中写道：网络语言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

形式，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

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及 BBS 上常用的话语。①李立新

综合了诸多研究者的观点，认为网络语言就是网民为了适应网上

交际的需要而使用和创造的一种颇具特色的语言，是指与网络有

关和“在线”流通的语言，网络语言与现实语言并无本质差别，二者

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多在虚拟世界中流通，而后者则多在现实生

活中使用。②本文将网络语言定义为网民在聊天室、贴吧、论坛、个
人空间及 BBS 上常用的话语。作为网络语言的一种新形式，“火星

文”除了具备网络语言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李建伟认为，“火星文”是用符号、繁体字、日文片假名、冷僻字

等非正规汉字符号组合而成，其中还间杂着方言和符码。③于全有、
裴景瑞认为，所谓“火星文”，指的是新近在网络聊天室、论坛、贴
吧、个人空间等语境中所使用的一种带有语言文字游戏性质的新

型的网络语言。④董长弟认为，“火星文”通常是由韩文、日文、简体

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符号等组合起来，同时夹杂外来语、方言

以及注音不选字的综合体。⑤陈佳璇认为，“火星文”是以制造交际

障碍，标榜言语社团的小团体性的网络语言的“次方言”，是网络中

使用多种“反汉语传统”的表达手段如符号、非正规汉字，夹杂方

“火星文”———网络传播的一种符号

陈晓秦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据考证，‘火星文’起源于我国台

湾地区。一些上网族最初为了打字方便，

用注音文替代一些常用文字在网上交流，

达到了快速打字兼可理解内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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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语的综合体，是最新颖最典型的“网络语言”。⑥

“据考证，‘火星文’起源于我国台湾地区。一些上网族最

初为了打字方便，用注音文替代一些常用文字在网上交流，

达到了快速打字兼可理解内容的效果。很快，一些台湾网友

觉得这种文字另类、醒目，便把这种输入方式发扬光大。随着

《劲舞团》等低龄网游在大陆的流行，这一潮流随着网游等渠

道进入大陆。”⑦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和资料分析，本文将“火星

文”定义为由各种语言符号包括符号、非正规汉字，夹杂方

言、外语等组成的混合体。“火星文”给人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和理解上的困难。
二、“火星文”语言特征探析

网络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火星文”的语言特征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较之网络语言发展之初，“火星文”作为

一种混合体的语言显得更加复杂化而独具特色。根据收集到

的资料和综合分析，本文将“火星文”的新语言特征归纳为以

下几点：

（一）图形符号类

1、箭头符号（用所指的方向来代表意思）→：代表右；←：

代表左；↑：代表上；↓：代表下，有时用来代替“吓人”的

“吓”。例：你↓到我了！———使用↓取代“吓”字
2、表 示 面 部 表 情 的 符 号 ：“≥＿≤”表 示 痛 苦 表 情 ，

“（＾＿ ）^ｙ”表开心、万岁，̂_^ 表示高兴的微笑。
3、表示动植物的符号：

“＠／“”表示蜗牛，“--<-<-<＠”表示一朵玫瑰花。
4、表人物动作的各式符号组合：

“ORZ”看起来像一个人趴在地面上，它的意思就是指

“五体投地”，但它还有各种用法：orz—这是小孩；OTZ—这是

大人 ；or2—这是屁股特别翘的；Or2—这是头大身体小的翘

屁股；orZ—这是下半身肥大的；○rz—这是大头。
（二）谐音类

1、数学符号谐音：如“+”表示“加”；“=”表示“等”。
2、字母谐音：如“u”表示“有”；“i”表示“爱”。
3、数字谐音：如“1”表示“一”；“4”表示“是”、“事”、“世”。
4、同音错别字：如“我最喜欢再空闲的时候看输了”。

“再”应为“在”，“输”应为“书”。
5、混合谐音：

①数字组合谐音：如 0837：“你别生气”；1314920：“一生

一世就爱你”；9494：“就是就是”；886：“拜拜啦”。
②字母组合谐音：如 ic 是“I See”的谐音。
③数字与字母组合谐音：如 3Q 为“Thank you”的谐音。
④数学符号与字母的组合谐音：如 +u 为“加油”的谐音。

（三）独具特色的方言用语

1、闽南语：“龙模揪耶啦！”———“都没约的啦！”“拍谢！”
———“对不起！”

2、台语：“咕”：“个”；“尼”：“你”。
3、客家话：“崖”正写为“我”，是客家话的“我”之意。
4、外文、数字中的方言元素：以闽南语为例。①纯英文：

LKK 为闽南语“老扣扣”的缩写。②日语：以闽南语谐音伪造

日本姓氏的“樱樱美代子”（闲闲没事情）。③字母与数字混

合：“AK4”为闽南语“会气死”的谐音。④数字与数学符号混

合：3:8（三比八，闽南语“瘦巴巴”。⑤纯数字：87──北七(闽

南语“白痴”)。
（四）缩略语

1、纯英文缩略语：CU：See You 的缩写带音译，“再见”。
2、中文拼音缩写：GG：“哥哥”的缩写；GF：Girl Friend，

“女友”。
（五）台湾注音符号

ㄉ（的）例：“我ㄉ网站”；ㄚ（啊）例：“你看不懂ㄚ？”ㄌ
（了、啦）例：“写完ㄌ！”

（六）非正规汉字拆分与合并

要合并两字才知道意思的例子，如“弓虽”就是“强”；“亻

壬ィ可”就是“任何”；要去掉其中一个偏旁才知道意思的例

子，如：“轲笕饿箌魜魜笕箌都吥堪杁眼”就是说“可见饿到人

人见到都不堪入眼”等。
三、“火星文”流行的文化归因

在网络传播中，人以群分而发展出不同的虚拟亚文化群

体，并遵循着一定的交往规则，不同的群体成员之间对相同

的见解补充阐释、相互应和，使群体的特色更为清晰，而不拘

规则的冒失者往往会被排斥。⑧网络传播的开放系统使人们

获得了一个现实空间之外的虚拟世界，在这个无形的空间

中，人们进行网上交谈、张贴言论、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网

络传播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实时性和海量性等特点，为网民

提供了以信息传递为媒介形成的自我呈现场域，这为网络亚

文化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青少年热衷于聊

天室、BBS，这一虚拟的亚文化群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
符号和谈话规则，上网时如不加遵循，片刻间便会遭到围剿。
群体压力和趋同心理的存在使得渴望获得他人认同的青少

年常在某些行为取向上渴望与群体中的多数成员保持一致。
为了遵守这一游戏规则、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同，青少年往往

会屈服群体压力而与同伴保持一致，他们认同并致力于传播

和发展“火星文”。
青少年亚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一个典型，它代表的是处于

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

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

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青年亚文化在当代的变化，突出

地表现为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⑨“火星

文”也是狂欢化的文化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流行歌曲、
流行文学一样，成为青少年网上互动的一种特殊的传播符

号。符号互动论强调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们通

过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象征性的符号进行交流，达到共

同理解。人们的交流就是一种符号行为，人们之间交流的相

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实际上就是符号的交互作用。当大家都在

学习以相同的方式解释符号时，可使沟通更为顺畅、帮助彼

此更好地互动，并有机会发展出更进一步的关系。从而，人们

在网络中通过符号的互动，将自己的活动与他人配合在一

起，培养出共有意识，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⑩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说：“语言背后是有

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网络语言是时代发展过

程中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在网民

这样一个特定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的网络语言，是群体成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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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认、相互认同的标志，是群体成员之间使用的交际工具，

属于社会方言的一种。輥輯訛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也认为，符号的

内容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文化概念。人们关于事物文

化概念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代码使用的复杂性，从而导致符

号功能的复杂性。輥輰訛因此，面对“火星文”的流行，一味的要将

其“围剿”而赶尽杀绝或听之任之、任其自生自灭的做法都是

不对的，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更值得考量和深究。
四、“火星文”流行的心理归因

一家网站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接触“火星文”的群体中

80%为 15～20 岁的青少年学生，他们主要将“火星文”用于

QQ 或 MSN 的名字、网络游戏名字、BBS 等。他们使用的目

的很简单，只是为了娱乐、为了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点，觉得这

些符号和文字比较好玩，让别人难以猜测出它们的含义，从

而同时达到保护隐私的作用。輥輱訛

“90 后”成长在“火星文”兴起的阶段，青少年期渴望标新

立异，这与“火星文”鲜活、随意、简单、风趣等用语特点不谋

而合。“火星文”实际上是一种造字游戏，各种文字符号的大

拼盘、符号的拆拼、不同符号的组合以加强理解难度。青少年

为自己创造出的高难度文字沾沾自喜，同时也为能解出别人

的难题而自我满足。“火星文”成了青少年彰显个性的标志符

号，“青春的叛逆反抗，在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形式的闪现”，
“火星文”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的一种反抗方式，青少年正处

于心理逆反的年龄段，“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反叛

场所。在这一空间中他们无论表达什么观念都不会受到社会

的排斥，亦可避过父辈的呵责，在这一过程中，语用上的别出

心裁是第一步。”輥輲訛

据报道，“90 后”之所以要用“火星文”交谈，主要是他们不

想让老师和家长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般来说，老师和家长

们代表着一种话语权威，他们还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此外，

他们往往还有一些偷听偷看的习惯，他们借助于“关心成长”
之类的宏大叙事，正在把那些“听”和“看”变得合法化。輥輳訛很多

家长对孩子太专制，缺少与孩子的沟通，甚至没有给孩子留

下自由的私人空间。偷看孩子们的 QQ 聊天记录、手机短信，

偷听孩子们的电话等等给“90 后”的孩子们造成心灵上的创

伤。于是，一些青少年寻找各种手段来防止家长侵犯自己的

自由空间。美国肯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布林（Jack W. Brehm）

经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得到他的行为自由受到威胁的信息

时，就会产生一种恢复或保持这种行为自由的动机来抗拒这

一信息。这种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行为的机制

在青少年时期早就存在。所以，青少年们有这种行为实属正

常。
不少研究证明，父母过于严厉或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

在同学中受歧视或比较孤独等等都会引起少年儿童的“欲

求”不满足，这种状况如在现实中得不到改善，他们便会“逃

向”幻想的世界来寻求一种“替代的满足”，而电视节目、动画

片等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輥輴訛网络的普及给了

这些孩子更多的寻求替代性满足的手段，“火星文”成了青少

年捍卫自己权利的最有力武器，尤其是当成人看不懂他们的

文字、听不懂他们的话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自

由。

五、关于“火星文”现象的思考

“火星文”因其反常性而在网络上窜红，它使用很多生僻

字、符号、外文、方言等混合的方式，严重违反了汉语言文字

的传统规范而成为语言学家们的众矢之的；教育界人士、官
员们也纷纷对“火星文”表示担忧，“火星文”给汉语规范带来

挑战，不利于传统文字的继承；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一心

研究怪异符号而不能安心学习；一些网友也批驳这类文字严

重影响正规汉字的使用。对“火星文”持赞同态度的人主要从

网民个人表达方式的自由和“火星文”不会构成对学校主流

教育的冲击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一现象不能完全被否定，家

长们要与孩子平等沟通，适度地引导孩子的语言行为。
对“火星文”使用者本身，他们得到了一种自由表达的满

足感，既好玩又能保护隐私；而对于旁观者而言，他们的担忧

也不无道理。“火星文”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符号，与青

少年独特的心理特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作为网络语言发展

的新生物，我们无法断定其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将决定它的未来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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