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体视野下网络语言的语体特征

语体是运用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1]。

语体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交际功能的一种体现，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交际需要而采取的语言手

段。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交际时会有不同的社会需要。今天，广播、电视、报纸三大传统媒体三分天下

的格局已经被互联网打破，在中国的网络信息交流中，网络语言这一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已成为人们

在网上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处理的交际工具，并在网络世界中构筑起特有的语言体系，呈现出从词

句到语篇的系统性变异。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已经在新媒体语境中形成一种实现网民之间

信息交流的兼具传统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特点的新的混合性语体，即网络语体。

网络语体作为民族共同语在新媒体语境中的功能变体，在运用上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多样性

网络语体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语体仿拟、跨体写作的大量存在和发展。从2009年开始，网络上

流行起各种模仿文体，有模仿名著中人物语言风格的“红楼体”，有模仿电视栏目解说词的“走进科学

体”，有模仿网站购物广告的“凡客体”等。这些文体多根据其模仿对象命名，但主要特征却反映在所

运用语言的风格上。例如红楼体就是模仿《红楼梦》中人物的说话口吻，在网络博文中出现“这会

子”、“那些人儿”等词语。2009年流行的蜜糖体，其特点是使用“嗲到不能再嗲、腻到不能再腻”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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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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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方式和语言词汇。咆哮体则是以激动的语气著称，一般出现在回帖或者QQ、MSN等网络聊天对话

中，主要由带许多感叹号的字、词、句组成语篇，网民借书面文字和符号构拟出一个“有声”体，在每句

句末多用“伤不起”、“有木有”，并辅以感叹号结尾以发泄发帖者的情绪。读咆哮体的文字，仿佛切身

体会到发帖者的激动的情绪，耳边仿佛响起他们咆哮的声音，例如：

办公室上班族你伤不起！每天手机打卡机跟你作对有木有！聊个QQ还得小心被抓到

有木有！上下班挤成饼干有木有！

（百度贴吧，2011-04-05）
考察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策划出版的年度《汉语新词语》（已出版2003-2013），2003-2008

年，网络语言中并没有出现上述话语语体，2009年《汉语新词语》开始收录这种网络话语体。而我们

从中文网络的搜索结果中发现，最早在2007年就有网民在网络交际中运用模仿的手法创造了网络话

语体。我们将网络搜索情况和年度《汉语新词语》进行结合统计，2007-2013年各年份出现的网络话

语体见下表[1]：

2007年
2008-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孩子体、剪刀体、知音体、琼瑶体
红楼体、纺纱体、梨花体、蜜糖体、脑残体、排比体、走进科学体、装13体、LOLI体
凡客体、回音体、亮叔体、埋汰体、排比体、投身体、微博体、乡愁体、校内体、羊羔体、子弹体、剑雨体、QQ
体、
宝黛体、撑腰体、蹉跎体、大概体、丹丹体、断电体、高铁体、葛优体、鼓力体、hold住体、还珠体、唤醒体、将
爱体、精神体、鲸鱼体、赳赳体，见与不见体、陆川体、谋杀体、咆哮体、起码体、亲密体、轻度体、如果体、收
听体、私奔体、随手体、淘宝体、挺住体、团圆体、小贱体、幸福体、一淘体、有种体、遇见体、怨妇体、约会
体、助理体、蓝精灵体、360体、TVB体、诗词混搭体、校长撑腰体、中英穿越体
90岁体、白素贞体、表白体、惆怅体、春式家书体、承诺体、厕所体、倒写体、德纲体、底线体、丢脸体、方阵
体、非凡体、废话体、合并体、高考体、高贵体、海燕体、假想体、雷锋体、流氓体、末日体、梦遗体、明星体、
青春体、忍够体、舌尖体、生活体、熊胆体、元芳体、眼中体、一句话体、遗憾体、因为体、英雄体、甄嬛体、
包裹体、陈欧体、腹黑体、回爱体、马上体、沈从文体、土豪体

这些各年度流行的网络话语语体，伴随其网络流行热度，会产生“模因”效应，即网民会根据其话

语风格、语句格式和关键词进行再创作。如人人网上有人发起一篇题为《学法语的人你伤不起！！！》

的帖子，自称为“校内咆哮体”，之后多种外语专业版本的咆哮体都粉墨登场——英文版、西语版、日

语版等等。2013年走红的陈欧体，截至2014年12月，百度百科提供的陈欧体各种版本多达75种。如

离职版、杨幂版、各高校版、家政版、90后版、瘦子版、农民版、黄梅戏版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注社会热点、涉及各类人群。网络话语语体每年都会出现新生语体，2014年出现了玫瑰体、文章

体、且行且珍惜体等，这说明网民的话语创造能力非常强，网民的话语创造能力和模仿运用能力推动

了网络语体的多样性发展。

其次，多样性还表现为在网络交际中，网民各自的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话语习惯、

上网心态等都会对其言语运用产生影响，从而使网民在运用网络语言进行交际时，呈现多样性的语

言特点和语体风格。

我们对不同年龄网民的QQ对话、QQ日志、微信、网络博客、高校BBS、网络社区的BBS展开了调

查，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网龄的网民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点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网络人际圈

[1]侯敏、周荐：《2007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侯敏、周荐：《2008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侯敏、周荐：《2009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侯敏、周荐：《2010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侯敏、杨尔弘：《2011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侯敏、邹煜：《2012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侯敏、邹煜：《2013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 211



新媒体视野下网络语言的语体特征

子里，同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交际圈的语境限制，表现出不同的言语特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在网

络语言使用中更青睐符号，他们的网名也经常加上各种非语言符号。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喜欢长篇大

论，言语表达倾向于简单化，博客、微信有时仅一句话，并喜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传递信息，例如下面

一则微信：

我问：老妈，这是什么？妈说：野生山药蛋。问：什么东西！？妈说：嗯…就是…山药生

的蛋。……不愧我妈！你强！ （另配一幅小狗仰面躺倒表示“很晕”的图）

这则微信很简短，主要记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虽然是记事，但词语选择和句式运用都是口语

体的，并加上了翘起的大拇指表感叹。应该说这是一篇很典型的“年轻时尚族”微信，他们的微信以

生活琐事、即时心情为主要题材，随感随发，因而篇幅简短，通常会配以各种符号和图片以强化主题

的表达和情绪情感的抒发。而60后、70后网民在网络信息载体的运用上偶尔会使用一些英语、汉语

拼音缩略语或数字词语，多数还是以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很少使用键构符来表达表情和信息。在

词语的选择和运用上，80后、90后网民对新词新语接受和使用的速度明显快于60后、70后网民。80
后、90后网民在微博微信中会及时跟进网络语言的新词新语，“你造（知道）吗”、“债（再）见”、“捉鸡

（着急）”、“粗（出）来”等，新词新语的及时运用与传播使80后、90后网民的网络语言表达呈现出特有

的“潮语”色彩。

另外，交际圈的不同，也会使同一个人的语体呈现出多样性。例如一个30多岁的网民，在单位的

QQ群里，可能会比较循规蹈矩，虽然会选择QQ表情、图片来表达情绪，但几乎不使用键构符来进行

信息表达。但是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如果都是年龄相仿甚至还有更年轻的朋友，那么这时候他的语

言表达就很可能受其他人话语风格的影响，不自觉地“潮语化”，

二、混合性

网络语言是丰富而自由的，丰富取决于网络语言的表现手段，自由是指网民在网络语言表达上

体现出很强的主观性和随心所欲性。这种丰富和自由体现在网络语体上，则是网民将口语语体与书

面语体进行了渗透与交融，形成了网络语体的混合性特征。

（一）语体的渗透

就汉语语体而言，谈话体、艺术体、政论体、科技体和公文事务体中仅公文事务语体具有较强的

封闭性，不易渗入其他语体成分，其它语体都会不同程度地与其他语体相互进行交叉渗透，网络语体

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语体交叉渗透现象。

语体的渗透是指在一种语体的言语作品中渗入了其他语体的某些语体成分，但并未改变原语体

的本质特色的一种语体现象。语体的渗透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主要的是谈话语体的语言表达手

段，渗透到其他各种专门性语体中去[1]。网络语体的渗透主要也是将谈话语体的语言表达手段，即口

语化的手段，渗透到其他网络语体中，主要有横向渗透和纵向渗透两类，所谓横向渗透，是指在当代

网络语境中网络各语体之间的渗透，这是今天网络语体渗透的主要类型；纵向渗透是指在网络文学

语体中，出现了跨越时代的词语渗透。

1. 横向渗透

（1）网络谈话语体对网络新闻语体的渗透

如：

2014年手机市场，得屌丝者得天下

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比如二十年前的三株口服液，这家企业估计是

[1]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2-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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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唯一一家可以在崛起速度上与小米相提并论的公司，凭借杰出的营销执行力，吴炳新

父子很短时间内把销售做到80亿，这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而且六成用户是朴实的农民（最

佳铁杆粉丝群），但却因为一则“喝死人”的假新闻，就几乎瞬间从市场上销声匿迹。

（百度百家，2014-01-10）
上例网络新闻的标题中用了网络词语“屌丝”，这是一个极具口语色彩且带有一定粗鄙性的词

语。但在网络求新求异的文化氛围中，这个词语在网络新闻标题中的出现，使这则网络新闻更能吸

引人眼球。新闻行文中对“朴实的农民”加括号加以的注释——最佳铁杆粉丝群，也是将网络谈话语

体的词语渗透进网络新闻语体。

（2）网络谈话语体对网络文学语体的渗透

网络谈话语体对网络文学语体的渗透是指在网络文学语体中渗入了谈话语体色彩的口语词成

分。如：

教书是一场盛大的如厕，你意气风发地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们纷纷侧目，以为你正

朝向某个光亮的目标。然而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只不过是去解手而已。一场近乎便秘的解

手，三年为期。

但，教书又与如厕终究有些异样。如厕完了，鲜有人继续霸占或依恋茅厕，不肯离去；

然而，你这边好不容易蹲完三年，还得立刻换个坑位，继续蹲下，且要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擞，

神态自若。

这一蹲，便又是一个三年。如此往复，直到你两腿发麻，老眼昏花，才许你白发苍苍地

离去。

后来，或许有人好奇或者怜悯地问你：一蹲就是那么久，您老辛苦吗？你心里说：尼玛

这不废话吗？但你只深情地回望道，心中有爱，胯下也有芬芳。

就这样，你骄傲地，蹒跚着，离去了，身后，余烟袅袅，一片金黄。

（网民自创帖子）

这是网络中有人就初中老师进行周而往复的教学发出的感慨，是一篇随笔性的感言，属于网络

文学语体，但其中“尼玛这不废话吗？”是带有典型网络谈话语体色彩的语句。“尼玛”是网络新出现的

口语詈词，运用在此处，使这篇网络文学随笔凸显了一定的网络口语风格，充分展示了E时代人们的

语言特征。

（3）网络书面语体对网络谈话语体的渗透

网络语体的渗透主要是将谈话语体的语言表达手段，渗透到其他网络语体中，但网络书面语体

的语言表达手段也会向网络谈话语体渗透。

A：好久未见

B：是啊，好长时间了，怪想念你的

A：你如今在哪里高就啊？

B：哪里就高就了，混口饭吃吧

（QQ聊天记录）

以上一则QQ聊天语例，A和B的交流属于网络谈话语体，但是交流中，A运用了属于书面语体的

问候语“好久未见”，表情语“抱拳”是中国传统见面礼仪中的动作，这也进一步衬托出问候语的庄重

性。这段对话中，A与B的语体风格分别呈现出书面语体与谈话语体的特征，A用语中的“如今”、“高

就”等词书面语体色彩浓厚，而B用语中的语气词“啊”、口语词“混口饭”的选用、短句形式等都显示出

口语语体色彩。由此例可见，在网络谈话语体中，由于网络语言特殊的书面载体形式，网络聊天这一

谈话语体可以被书面语体进行一定的渗透，从而使网络聊天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聊天，其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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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色彩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具备书面语体风格。

2. 纵向渗透

纵向渗透是指在网络语言运用中，一种语体的言语作品中渗入了不同时代的其他某些语体的成

分，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

（1）网络语体被古语词渗透

网络谈话语体中，一些古语词被网民加以了运用，例如网络聊天或网络回帖中，想与对方交谈，

有人会问“这位兄台如何称呼？”。再如网络描写夫妻相处的段子中“老公学习无聊中发短信骚扰：

‘小妞，给大爷我笑一个。’老婆回：‘客官请自重，小女子卖艺不卖身。’”网络服务业逐渐发展，在网络

信息服务交流中，网民将“掌柜的”、“店小二”、“跑堂的”、“伙计”等词语用来称呼网络服务人员。“本

宫”这个古语词在古代礼制中，皇后可自称本宫，在今天的后宫小说中，正五品嫔位以上的妃嫔可称

自己为本宫，受网络穿越小说和以此改编的电视剧或其他宫廷影视剧的影响，网络上女性网民开始

使用“本宫”在自称，例如：

本宫向来不喜欢楼中一个表情帝~~本宫是是文字控~~。此诗本宫无感。。。

（百度贴吧，2012-09-19）
以上各例中“兄台”、“客官”、“卖艺”、“卖身”、“掌柜的”、“店小二”、“跑堂的”、“伙计”、“本宫”已

淡出现代汉语舞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几乎不用或鲜少被运用（影视剧作品），现在出现在网络言

语环境中，是网民有意为之的一种“复古”行为。这种复古主要是为了追求风雅、幽默、诙谐的表达效果。

（2）网络文学语体中的古风小说被当代语词渗透

网络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语言运用的特点所构成的体系是网络文学语体。

网络文学创作绝大多数集中在网络小说的创作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以文学命名的综

合性文学网站有300多家。2012年2月17日，牛华网依据权威的流量监测网站Alexa的统计报告，对

国内文学网站进行了一次排名，前10位分别是：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纵横中文网、小说阅读网、晋

江文学城、潇湘书院、17K文学网、红袖添香、逐浪网、榕树下[1]。

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网站的首页，涉及原创文学的几乎都是网络小说。例如晋江

文学城原创言情站分别设置了古代言情、都市言情、幻想现言、古代穿越、玄幻奇幻、科幻悬疑网游、

短篇小说等链接，发表的都是网民原创的网络小说。

在这些网络言情小说的创作中，有古代言情题材的、玄幻奇幻类的，大多以架空的某个历史时代

为背景。作者在写作故事时，基本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作为背景依托，那么在这样的

背景设定下，就不能过多渗入当代的现代汉语词汇，尤其是代表当代社会现象的词语。但是，在网络

原创小说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种纵向的渗入，例如：

但他们讲的政治里理想主义和忽悠主义的成分比较大，又很是一本正经。

（《狐色》，折火一夏，第八章）

然而事实证明，八哥鸟患了典型的“白猫非猫”认知症，猫皮颜色换一换，它就不认识

了。只在原地懒懒地睁开眼，瞄了一眼便再没了兴趣。

（《狐色》，折火一夏，第十二章）

这是一篇以中国古代社会为大背景的网络原创言情小说，作者的话语风格整体是古白话特点，

但在上面节选的文字中，“理想主义”、“忽悠主义”、“认知症”等词语都是当代语词，作者在创作中有

意识地加入了这些词，使作品风格显得别具一格。

这样的纵向渗透在网络古风小说的创作中越来越普遍，有的作者能够把握较好，渗透交融得比

[1]吴华、段慧如：《文学网站的现状和走势》，《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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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成功，而大多数有这种现象的作品，渗透交融处理得并不恰当，小说古代背景下的人物时不时说出

一些当代汉语的词语，令读者读来颇有别扭之感。因此，网络古风小说中的这种纵向或者说是逆向

渗透现象值得作者进行反思。

网络语体的渗透既有被动渗透，也有主动渗透。被动的渗透是指受表达内容的制约，必须渗透

才能完成交际任务。主动的渗透是指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或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有

意运用不同类型的语体表达手段，使某些语体因素渗透到别种语体之中。网络语体中的渗透多为主

动渗透，因为网络交际的需要，网民运用语体渗透的方法，以追求另类的、特殊的、丰富的表达效果。

袁晖、李熙宗认为，主动的渗透本非必需，但为了追求某种特殊的效果而偏偏加以使用，这也是语体

发展的趋势使然[1]。网络语体的渗透正是网络言语活动追求表达效果的一种实施手段。

（二）语体的交融

网络语体也存在交融现象。语体的交融是指两种语体双方的构成要素或成分彼此交融的一种

语体现象[2]。下面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一、2013年度工作思想总结：

自从进了这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校，做了这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教师，我们从青春靓丽

小清新变成外强内柔女汉子；面对调皮捣蛋无节操的学生，我们变得从容淡定有深度；面对

复杂时尚国际范的教学，我们个个充满正能量，就连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二、教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

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感动了自己。学生虐我千百遍，我待学生如初恋！

曾经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现在怕一群人考不好！

三、给同学们的一封信

各位同学：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若自我放弃，我也无能无力。好好学数学吧！我知

道，你将来不会用函数去买菜，但你也要知道，函数会决定你将来要不要去卖菜！

年终总结是人们对一年来的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

以指导今后工作和实践活动的一种应用文体。年终总结的内容一般包括一年来的情况概述、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今后努力的方向等。上面的这份网络年终总结，可以说是应用语

体、谈话体和书信体交融的产物。整体形式上属于应用语体，有思想概述、现实经验和问题、对学生

的期望等，并运用标题概括了各段主要内容，行文中也运用了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整体句式比较

整齐。但全篇除个别词语外，其他词语和句子都是网络流行语，“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

涵”、“青春靓丽小清新”、“外强内柔女汉子”、“从容淡定有深度”、“正能量”、“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等

等，将网络谈话语体中流行的词语融入了内容的表达。这份总结的第三部分，将书信体的格式运用

进来，对“各位同学”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但最后又并没有严格按照书信体作结束祝贺语和署名，而仅

将此作为总结的一部分。这段例文说明，在网络语境中，网民对语体运用会加以创造性的融合，将一种

语体与另一种或多种语体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交融性语体，以新颖另类的表达效果吸引别人注意。

三、动态性

网络语体的动态性首先表现为网络语体的语篇是动态发展的，无论是博客还是BBS抑或是一般

网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体现出动态性。博客、日志等网络文本与现实纸质文本的最大区别是，纸质

文本一经生成，修改就受到限制，而网络博客、日志、文学创作等是可以随时修改的，网民如觉得自己

[1][2]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4页，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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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帖子在措辞、文字上可能还存在讹误或未能很好地表达思想，就可以对已发的文稿进行二次或

三次编辑，以进行修改，甚至可能删去原稿重新发帖。网络的转载与转发也十分流行，有的帖子可能

会被转发上万次甚至更多，在转发的过程中，帖子原发语境产生变化，对帖子的解读和认知也会因为

转发人群而出现差异，且有些网民在转发的过程中对一些原始帖子又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对原始语

体产生了影响，所以再次编辑和转发都使网络语体不具有定型性，而使其具备了动态性的特点。

其次，网络语体是一种由互动性书面语篇具现的语体[1]。这种网络互动性语篇突破了传统语体

语篇的作者单一、信息传道单一的局限。今天的网络博客、BBS或一般网页，都有留言栏、评论栏、反

馈栏这样的设置，一篇网络帖子一经发出，如果有一定关注度的话，一般都有发帖者的朋友或不认识

的网民就主帖中涉及的话题或问题进行回帖，当然也有网民会偏离主帖话题进行自我表述；发帖者

在主帖发出后也可参与到回帖大军中，就回帖进行“再回帖”，至此，就形成了“互动性书面语篇具现

的语体”。这种互动性书面语篇具现的语体，虽然在形式上是离散的，但各个小语篇即各个分帖基本

围绕在一个大主题之下，或者在原始大主题之下，再形成分支话题，而各个分支话题又构成一个“互

动性书面语篇具现的语体”。例如大学校园的BBS上，一个同学发帖晒自己的旅行照片，其后楼主的

同学、朋友纷纷跟帖表示赞叹、羡慕等，楼主与跟帖者互动交流，这些就是一个大的“互动性书面语篇

具现的语体”，而在这些帖子中间忽然插入一个同学问哪位同学可以分享XX课的课堂笔记，之后又

有几个人“同问”的，那么这几篇游离于原主帖之外帖子的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中心。所以，我们

会发现有些网页在跟帖讨论过程中，有网民针对之前网民的留言说“楼上歪楼了”，“我们要码整齐的

楼”、“把歪楼的踢出去”等话语，就既是一种保护话语主题单一性的行为，也是一种保持大话语主题

语篇互动性的行为。

新媒体时代信息交流的多渠道性与交流手段的丰富性为网络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网络语体

作为一种新兴的混合语体，也随着网络语言表达的发展变化在不断地变化更新，网络语体的多元特

征与当代社会生活和网络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这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

〔责任编辑：天 则〕

[1]张玉玲：《网络语言的语体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第75页。

The Language Register of Network Language
in the Horizons of New Media

Zhang Yingwei
Abstract: Language registers, a system of language use to meet the communicative need, carry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 times. A network language register is a new medley language register combining spoken and
written styl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network to achieve information exchange. Register imitation,
cross-register writing, and netizens’age span reveal the diversity of network language register; penetration
and blending promote the medley;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mode of digital texts differentiates network lan⁃
guage register from paper texts, endowing it with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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