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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大陆所谓的“网络语言”到底属于哪一种语言？它既不属于有声语言也非独特的符号文字系统；而是以

普通话为基础，既充分利用了却又只是利用了键盘所提供的符号系统和拼音输入法的结果
1
。网络语言自身有

两层意思：一是与网络、电脑有关的“行话”；二为“网民”们在网络实际交际中所使用的习惯用语。 

我对第二种“网语”的看法是它并非崭新的一门语言，而是现代人所掌握的无数种语言表达形式之一，也就是

社会语言学中所说的语言变异体的一种，属于语言运用问题，唯一不同的是它的运用环境。这一点决定了它

不同于手写文字也有别于口头文字，网络语言既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一定规定好的程序

运用下“打”出来的。它是视觉的，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下的阅读。要弄明白网络语言是否为社会方言的一种，

一定要比较它是否符合社会方言的条件，而它的变体又有哪些。一旦将网络语言放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就会

发现网络语言这种语言变体是在日常语言的基本词汇与语法上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特征，这一点既说明了它的

特殊性，又说明了它并非拥有独特的一套语言系统。本篇论文旨在探讨的就是网络语言作为社会方言的的这

种特殊性以及详细分析它的语言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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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远汗. (2002年 3月). 关于网络语言.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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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用分析比较资料主要来自于天涯虚拟社区论坛，该论坛包含注册用户 31123168人
2
，论坛内栏目有 6

大类别：主板、城市、别院、部落、职业、网事，另外有 400多个版块，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人论坛。简

称天涯社区，是一个网络社区。提供论坛、博客、相册、影音、站内消息、虚拟交易等多种服务。于 1999年

3月开设于海南，所有者为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
。 

选择这一论坛的原因为：一是它并非定位为某一兴趣社团特定的论坛，而是自称为“全球华人社区”，也就

是说代表了并非单单某一特定社团的网民使用它；二是它所包含版块五花八门，话题相对比较宽，即网络语

言的使用不会因为话题而受到局限。

                                                                                                

 

2天涯论坛， http://tianya.cn，登录日期：2010-03-20 

 

http://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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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网络语言研究背景 

1.1 新现象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因为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可以

说我们的语言与我们人类社会是互补相成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美国学者 W.Bright明确地

定义为“共变”的关系
4
，而网络语言就是随着网络社会兴起所带来的语言变化现象。 

网络在深入与普及到人们生活中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方式及习惯。网络语言所指

的是人们在计算机运用中所用到的语言。广义下的网络语言所指的是与电脑有关的所有语言形

式，即基础网络语言与交际网络语言，在本文中所探讨的网络语言是指狭义的网络语言，也就

是人们在网络上交谈交际时所使用的自然语言，而并非网络上书面文章（新闻报道、文学作品

等），也就是自称“网民”与他称“网虫”们的“语言”。 

网络语言因为简单活泼、生动风趣、言简意赅等特点为大多数网友所喜爱。网络语言包含了如

吕明臣所指出的：“‘网络语言’是一个有着多种理解的概念，既可指称网络特有的言语表达

方式，也可以指代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还可以把网络中使用的所有符号都包括在内。”5

他进一步解释：“网络符号式指在网络中使用的非自然语言的符号。网络语言指在网络中使用

的自然语言，或者说是出现在网络交际中人的自然语言。”6而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里，

包括了技术常用词、日常语言和变异形式及其他特殊的表达方式。这样的定义不但说明了网络

                                                                                    

 

4 
 刘海燕著：《网络语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页 55 

5  吕名臣著：《网络语言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页 3 

 
6 
  同上，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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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不可划分关系这样的定义不但说明了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不可划分关系，

而且强调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 

网络语言的分类取决于对于网络语言的界定，如上面所提到的侠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网络技

术层次上的划分。吴传飞对于狭义自然网络语言的分类具有代表性，他将自然网络语言分为两

大类：网络行业语和网民常用词语。
7
网络行业语包括了如上网、登陆、下载、点击、聊天

室、网吧、猫（modem），伊妹儿（Email）等与网络技术层面相关的词语。而第二种的“网民

常用词语”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是网络交际中网民的习惯用语，是网络语言里最具有活力的

部分，其中又粗略分为以下几种：变异的词汇，变异的表达方式及另类网络符号。详细解释与

分类会在本文第二章中涉及。 

起初此语言是为了让“网虫 ”们能够更快速、精准、有效率地传情达意，而随着网络逐步在人

群中的流行，渐渐转变成了网络上特有的语言。中国大陆网民使用的仍然是现代汉语，网络语

言并没有形成自身完整的语言体系。可是于日常语言相比较，网络语言是由键盘输入、电脑屏

幕显示的。例如笑的表达方法，如果单单以书面语言表达，纯粹以汉字输入只可能有为数不多

的方式，但在电脑上可以用键盘“敲”出各种图形来表达这种情绪。另外属于网络语言的独特

语言表达方式，构成了新的社会方言变体-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作为新的社会方言的一种的最重要原因是，它是现实世界特定人群的语言以“虚拟社

会”这种表现方式的适应于结合后的产物。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二章第一部分加以详细解释。 

1.2 新课题 

2003年吴传飞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至今为止中国大陆在对待网络语言研究中分出的四大课

题，分别是：在收集与整理中国大陆网络语言用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三大网络语言词典；对中

                                                                                    

 

7  吴传飞. (2003). 中国网络语言研究概观.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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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陆网络语言这一概念与结构的分析；对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产生原因的分析；对待网络语言

态度的研究8。 

1.2.1 收集整理中国大陆网络语言用语的研究 

 

2000年 10月，中国第一本网络用词词典正式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其编著人为易文安，名

《网络时尚词典》。此本字典非传统式的按照拼音或部首索引式排版，而采用了对网络词语的

分类方式，分化为网络暗语、俗语、专业用语、机构与公司、数字语言等几个大类。2001年 6

月，第二本收录网络词语的词典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发行出版，主编为中国著名汉语语言学家于

根元，词典名《中国网络语言词典》。此词典共收录网络用词 1300多条。该词典按照传统拼

音索引系统对词语分类排序，另充分给与例句。此词典为首部由语言学家参与编写的中国网络

语言词典。第三本网络语言词典是 2003年 6月由众多中国大陆不知名网友共同编辑完成的网

络专用词典《金山鸟语通》，其原用意是对自 2001年后网络用词的增加及创新做一次完整的

整理归纳。这部字典中收集了约一千多个网络聊天专用词语。此词典从未经由出版社发行，而

是通过网站链接成为了各论坛的热帖，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各论坛的讨论热点，并且在网民们的

热烈反响与积极参与下，对它的内容进行了不断地改善和修正。 

1.2.2 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产生的原因的研究  

在中国大陆网络语言这一新的课题里各专家学者们虽各执一词，争议的方面很多，但是对于网

络语言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基本上一致同意网络语言是一种言语现象，并也是属于时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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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以下对至今为止中国大陆对网络用语言的研究说明大部分采用了此篇文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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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一种
9
。换句话说，网络语言的形成与时代、社会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同时共

进性。研究者们总结归纳得出了以下对网络语言存在的主客观原因10： 

中国大陆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电脑的普及为中国大陆网络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

础。因特网/互联网/电脑网络于 1989年正式进入中国大陆，1994年 4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互

联网，自那以后，与日俱增的电脑网络用户经常坐在电脑荧幕前与彼此进行沟通。与所有新的

语言媒介一样，一开始总是磕磕绊绊，词不达意、因为语意模糊产生的误会层出不穷，但逐

渐，随着网民们的约定俗成，在网络这个交流平台上，网络使用者们逐渐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声

音及表达方式，直接导致独特的语言异变的产生，也就是这里所要探讨的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无法脱离网络，网络对网络语言提供了最佳的环境。正如郑远汗所提到的“网络这种

工具本身提供给人们很多创造语言的灵感。网络语言的创造是充分利用、又只是利用键盘提供

的符号系统和拼音输入法的结果
11
。”在网络这个虚幻世界中，人们享受到的不只是可以忘记

自己真实身份的这种自由感，不必担心因为说错话而伤害到别人，更多的是完全使用自己母语

来玩文字游戏，享受完全文字创造和打破规范的快感。在网络世界中，人们讲求的是可以摆脱

现实中的世界，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或者虚幻的一面，在网络世界中所讲求的恰好是现实世

界的相反（笔者认为也许恰恰因为网络中的这种匿名性，网民们更需要张扬表现创造个性，使

自己得以由网民大众中跳脱出来），在网上，人们很容易表现出自己的本性，这样多了轻松和

自然，形成了网络语言使用的最佳环境。就是说，跳脱了现实生活的桎梏，网络提供给了网民

最大限度的交际自由，使得一种新的富有鲜明个性特点和创造性极高的语言形式得以产生和发

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网络语言提供了社会背景。随追改革开放而来的国外的新的事物，观念不断

挑战、刺激着中国大陆原有的文化。网络语言非常显著的特点如上面提到的是其鲜明的张扬个

性，富有想象力这一点。笔者认为，除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对网络语言发展与推进的好处

以外，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政府对网络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网民为了能够继续

                                                                                    

 

9  郑远汗. (2002年 3月). 关于网络语言.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0 
 同上， 这里是郑远汗在文章中提到的网络语言所产生的原因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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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也许政府并不允许发表的言论而费尽脑筋，想出了越来越多的方法闪避过网站的屏蔽，甚

至利用谐音字来调侃、反讽大陆政府的各项网络整风运动12。而这种敢于想着办法表达自己并

且团结一致的软性反抗政府，也正是由于随着网络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一台台的电脑连起了

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阅览国外网站，或者通过交往外国“网友”而逐渐认识到，除

了中国大陆电视新闻媒介以外所谓的“事实”，也越来越了解到舆论、社论自由对个人与国家

的重要性。 

另外，全民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是另一个网络语言的产生所必须的因素。网络语言主要使用的网

络环境是论坛、留言板（BBS）和聊天室（chatroom），也就是说使用人群必须具有一定对于

电脑、网络及英文的基本知识。笔者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11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3
的显示数据：18-35岁的城市居住网民占中国网民总人口的 64.5%，

而得出结论，在当今大陆使用网络语言的群体正是这些经过强制 9年制教育甚至受过更高教育

的年轻族群，正是这样的一个族群构成了当今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群体。笔者认为，电脑网络

的发达及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西方及韩国、日本文化（本身的文化已经是受到西

方文化影响后的产物）的影响，但尤为重要的是，网络的发达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更加

接近与了解彼此，尤其是网络中的聊天室，在那里，年轻人在几乎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非

常自由地互相交流。当然，同样的交流媒介还有手机通话及短信。 

                                                                                    

 

11
 同上，见原文 

12 如草泥马这一因 2009年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而名扬世界的取“操你妈”的谐音词，

由于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大量网站因为“低俗”而被强制关闭，许多网民推测并非所有被勒令关闭的网站

其被关闭原因都因为“低俗”，这一推测引起众多网民不满，认为侵犯了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权利，进而

共同创造出了由草泥马为代表的十大神兽。并 Youtube也上出现由网友制作的《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77zOcEzKYQ，《草泥马之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1RPek5uAJ4等视频。许多国外网民及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在歌中提

到的草泥马打败的河蟹（和谐的谐音词）是讥讽大陆政府以“和谐社会”为名控制网民的言论自由。详

见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_r=3&em, BBC 

chinese.com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  
13   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登陆时间：2010/3/2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1RPek5uAJ4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_r=3&em
http://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6 

 

以上这几点是郑远汗从宏观角度解释了网络语言产生的原因，但是，网络语言产生的原因还要

从微观角度上稍作思考。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一文中提到了关于网络语言

成因的另外几点考量
14
：一，网民在经济上的制约。最初的网络按时收费系统，节约网上聊天

字数，从而达到节约时间节约金钱的目的;二，输入法的限制。等于双重输入：先语音，后外

形。网民没有耐心选字，追求效率，因为非面对面，不存在尴尬问题，只求彼此理解。三，交

际速度的要求。如果打字太慢，曾加网络费用而且会使交谈对象放弃。四，网络交际的心理需

求。据调查表明，大陆网民多为 15至 30岁的青少年
15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循规蹈矩地交流，

而是希望通过网络交流得到乐趣，并且张扬个性，同时也获得其他网民的认可。这几点是从微

观角度上探讨网民创造汉语、创新网络表达方式的主要几个动力。 

1.2.3 对待网络语言态度的研究 

在有关网络语言的种种讨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网络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在对待网

络语言的态度上大体能看到三种态度：支持、反对和继续观望。吴传飞整理了对待网络语言的

九种态度
16
： 

一， 对网络语言完全否定，认为是语言垃圾、语言污染。 

二， 认为网络语言会对规范汉语造成威胁，认为有必要对网络语言进行限制与规范。 

三， 完全肯定网络语言，认为应加以推广运用。 

四， 呼吁社会不要拒绝网络语言，认为网络语言是家长、老师应学习与孩子沟通的技能之

一。 

五， 认为网络语言必须要分清楚环境使用，认为网络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 

                                                                                    

 

14  吕名臣著，2004.网络语言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页 20-36 
15  武晓平. (2004). 网络语境特点和网络语言的形式意味化手段.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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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网络语言的存在只是语言的运用问题，好比文言文和白话文、书面语和口头语甚至普

通话和方言等，只是运用的环境不同而已。 

七， 对待网络语言应该采取宽容态度，约定俗成是不可替代的客观定律，而语言特别是词

汇的发展更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八， 对网络语言要用规范、制定法规和道德加以约束，不能够放任自流。 

九， 相信语言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能强制规范，而更应该相信语言本身的自我删选、

排污能力。 

从吴传飞这篇文章里所总结的早期网络语言研究成果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着

重在对网络语言特点和结构的研究上。大多数文章最初都讨伐网络语言对日常语言在语法及词

汇上的的不良影响，甚至有学者提出：网络语言是不是在革现代汉语的命？17但也有研究者指

出，网络语言是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语言本身有自清能力：一部分的网络语法、词汇

将进入一般词汇，代替旧词或成为新的词汇，而另一部分则被自然淘汰。 

另外，对网络语言的规范引导也算是在网络语言研究中一个一直纠结的问题。直至现在，除语

言学家之外，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家长也加入到对网络语言的“讨伐大军”中来，对他们来

说，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过多接触网络语言的青少年，由于他们正处于学习掌握语

言的阶段，会不会影响他们语言的学习？其实笔者觉得这种担心完全就是不必要的，如果能够

正确使用“886”就必定知道它符号下代表的意义是“再见”、能使用 GG就必定知道它代表

“哥哥”、能使用“%>_<%”就必定知道它代表“哭着的样子”，而谐音的使用更是不用说，

能用“7456”就必定知道指的是“气死我了”等等18。 

                                                                                    

 

16吴传飞. (2003). 中国网络语言研究概观.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 11 
17何晶茹. (2006年 4月 1日). 人民网.来源: 人民网文化评说: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4287896.html，登录时间：2010-03-20 

 

 
18
 只不过语言的表面表达形式（form）不同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4287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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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现在网络语言研究里所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

究方向 

根据吕明臣等所总结的，现在网络语言研究里缺少了对网络交际状态的研究
19
，而语言的生命

来自于它的交际功能，缺少了交际功能的语言就是死亡的语言。虽然现在也有零星的一些关于

网络交际的论述，但是对网络交际的主体、过程、目的、环境、话语形式及相互作用的研究还

不够深入，而且缺乏系统性。 

另外，从本章中可以看出，以往对网络词汇的研究较多，但可惜主要专注的问题还是新词新语

及语言规范化的问题，也可以说语言规范化在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范围中是一个贯穿的大主题。

笔者认为，网络新词新语只是网络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也应该得到重视，比

如应该更进一步扩展到对网络交际方式的研究。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不应该只是着重在网语的语

言结构层面，也要研究运用层面，多角度的对它进行分析。因为语言是动态、变化、运用中

的，所以应该对他保持观察的方式，从整体出发。很多人认为网语改变了现代汉语，本质属于

“黑话”、“隐语”，会“破坏”“污染”到现代汉语。但是，笔者认为网语在对日常生活的

用语起到影响的同时，日常语言也在影响着网语，可以说，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的。网络语言在现在趋势下已经是全民语言的一部分，那么也应该把它作为全民语言的一种加

以分析，而不是将它孤立开来，当做异类看待。在下一章里，笔者将就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

申述。 

 

 

                                                                                    

 

19 
 吕名臣、李伟大、曹佳、刘海洋著作：《网络语言研究》（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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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语言=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
20
的一个首要存在条件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语言社团。如同 Montgomery在“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里所提到的“语言社团是一个被完美化的概念，它

主要指的是一个族群里的人共享 1)同样的语言；2)同样的语言使用方式；3)同样对于语言的

理解与看法及 4)同样的社会关系（social bonds）。”
21
可惜的是，就像作者自己后来接着指

出的，这样一个绝对的完美的语言社团是不存在的。当也正因为这样，子群（sub-group）才

有可能存在。另外 Montgomery也指出：“在表面看来的的同质下隐藏了可微分性，它可以是

物质上的、文化的、政治的、或者据职业、性别、年龄可微分的”。22这种微分性成全了个子

群语言社团的存在，比如：地理方位的不同成全了地域方言；不同的社会阶层成全了对立语言

（anti-language）；性别的不同成全了女性语言与男性语言及同性恋语言等。 

2009年 11月 1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了《2009中国网民社交网络应用

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已接近国内网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大专以

上的中高学历人群为社交网站的主体人群。23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网民可以没有太大问

题地进行交际。这些网民组成了一个所谓的“虚拟网络语言群体”，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

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交际方式。 

在中国大陆的网络语言社团是随着网络与计算机的逐渐普及逐渐形成了，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网

络在大学生中间的普及数字率的急剧提升，这个语言社团也逐渐壮大。这个言语社团里的人群

是他称的“网民”及自称的“网虫”（或昵称“虫虫”），而在站上维持秩序的是各个网站的

站长、管理员或论坛上的“斑竹”（版主）们。在这个言语社团里，并没有现实中的语言权威

                                                                                    

 

20 更多与社会方言有关的问题，见郭熙《中国社会方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 Montgomery.Martin，“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

Clays Ltd，St Ives plc，1995），页 135，在这里的中文翻译非官方翻译。 
22 同上 
23  CNNIC发布《2009中国网民社交网络应用研究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9/11/11/5721.htm，登录时间：2010/03/20 

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9/11/11/57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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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恰恰相反，人人都具有发言权（社会语言学中的“社会话语权”概念），谁都可以畅所

欲言，发明新的表达方式。而在网络上的独树一格是受到鼓励的，“网络不是个讲理的地方，

它是一个表态的地方
24
”。在网络里，正因为大家都隐藏在一个个的匿名后，才更要张扬凸显

个性、明确表态，来标志出个人的不同。一旦一种语言的新的突破运用得到了其他网民的认

可，很快就会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网络等同一个多语虚拟社会，在这个社会团体里，各个不同社会方言或方言社团里的人由于沟

上的需要以及受到自己本身社会方言/地区方言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也就是网

络语言。在这门新的社会语言里，有着明显的语言混合现象。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通过频繁的

与外界的语言接触都会产生这种语言混杂现象，网络语言在这一点上，并不特殊。社会方言的

特点在语法、语音、词汇各个方面都可以表现，但其中变素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其词汇上
25
。 

网络语言这个语言社团里的每个人并不是单纯的属于一个不变的语言社团，也就是说他每天并

不是单纯的只运用一种社会语言。比如 A某是隆德大学的学生，他又是网络游戏的忠诚追随

者，并且他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基于谈话对象的不同，他所运用的社会

方言也不同。在他与同伴同学说话时可能会用到很多与宏观经济学有关的词语是这一社团以外

的人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的“行话”），但他与线上一起玩网络游戏的玩家们聊天时用到的

“游戏行话”又是其他不玩网络游戏的人不能理解的，以此类推。那么 A某这个人等于起到了

连接这几门社会方言的功能。这种情况就如同网民们一样，对他们来说，网络生活并不是他们

的一切，除去网络这一虚拟社会以外，他们还同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那么在现实社会中，网

民们又都各自属于不同社会方言社团。每一个网民都像渔网中的鱼线一样，连接着一个个网眼

（等同各个语言社团），使其组成一个大的语言网。在这种情况下，由网络上形成的网词、网

语们强大的生命力也就经由这些网民们逐渐从网络社会向现实社会渗透，从而起到影响汉语语

言发展的作用。网语的强大生命力也就来自于此。 

                                                                                    

 

24 赵硕、王润孝、郭永健著. 网络文化的社会方言研究.《人文地理》2006年第三期，页 124-126 
25 
袁险峰著：网络语言—一种新兴的社会方言.《安徽文学》2007年第五期，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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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社会中并不只有一个社区的存在。网络的魅力之一就是使各种年龄、地位、区域的人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而这些社区都有着不成文的独特性与各自的族群。网民们在这里

可以寻找伴侣；驯养宠物；购物；交朋友；去“茶馆”聊天灌水等等，在网络上过一种虚拟生

活。而网络语言本身因为各虚拟社区的风格不同、人群不同又产生了如同现实中地域方言变体

的网络方言变体，这种变体的主要体现为网络语言“风格“变体。也就是说网络语言本身又存

在着不同的“文体”，一篇名为《总有一种“网络体”能将你撂倒》
26
中其作者将网络文体分

为七类，分别为蜜糖体、红楼体、纺纱体、知音体、梨花体、脑残体、走进科学体和装 13体

27。语言集体的语言特色与这一语言集团的群体意识有关，他们形成自己的“语体”以区别自

己人与外人，给自己人一种更强烈的团体归属感
28
。 

总的来说，网络语言产生于虚拟的网络社区，在那里相对的言论开放性与自由度给了网民们一

个平台去造就出语言的一些新的特点。网络语言在本质上可以说是现代汉语的一种变异，是网

络与网络文化的出现所引起的语言的一种变体。 

 

2.1 网络语言这一社会语言形成的原因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网络作为语言新的载体，协助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变异，它是一种与

以往全然不同的一种语体。网络是一种新的以快捷、互动与几乎同时的反馈为特点的一种全新

型的媒介。中国自 1994年 4月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至今，数以万计的上网人数急剧暴增。根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 1月 1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

率以 22.6%的比例首次超过 21.9%的全球水平；网民数目达到 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 2.7

                                                                                    

 

26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qnwc/qnwc200909/qnwc20090939.html， 青年文摘第九期，登录

日期：200911月 16日 
27 这些“体”属于网络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风格问题，如同书写文字同样因作者不同会存在不同的风

格。 
28 
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134-152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qnwc/qnwc200909/qnwc20090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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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国家 CN 域名数达到 1357.2万，三项指标均稳居世界第一
29
。这些人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

交际群体。这个特殊族群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了日常生活中所未有的相对性的交际开放性 （当

然为了安全方面的考量，网络上有不少的防火墙，而中国的“网上长城”更是享誉世界）。在

这个虚拟网络王国中，每个人没有“面子”、“关系”及身份背景的后顾之忧，甚至连名字

（网名）都是虚构的。在这个社区中要得到尊重与认同完全靠的是你的意见。也就是说，在网

络社会中，每个人都享有说话权，这种交际上的平等性给一种新型的语言变体的形成提供了最

好的暖床。 

在很多网络语言社团外的人看来，网络语言与黑话、隐语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网络

语言的由来是由发言权的平等性、输入法与特殊转播媒介的这些条件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另

外，由于网络的自由发言环境带来一种表达的随意性，而言语总是先于语言，言语中的这种随

意性，随着网络这一传媒而放大，而产生了同以往传统文字表达全然不同的语言变体。 

语言的发展不仅仅是靠着外部来语言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语言环境的限制。所以网络语言在网

络这一环境这一制约下，文字不仅仅要做到信息的原距离传送，还要达到同时交际的要求，也

就是面对面人际传播的要求，既要文采翩翩，也要做到及时的聊天互动，这些都是言语（口

语）和语言（书写）这两种择其一不能达到的，那么当老的文体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新的变

体必然会出现以实现要求。 

2.2 语言变体的变素 

在每个语言的词汇中，各个词语的使用频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词词语被每个年龄层、性别、

专业、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人所使用，而有些词语则只被特定的人群使用。这些使用频率高，不

受使用群限制的词语被称为一门语言的“核心词语”或者“基本词语”，而受到限制、使用频

                                                                                    

 

29 BBC中文新闻,“ 泥马战河蟹 草根斗权威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40000/newsid_7948300/7948369.stm，登录日

期：20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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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高的词则被称为“外围词汇”或者“一般词汇”
30
。这些被称为“外围词汇”或“一般词

汇”的词语则可被称为一门社会语言的变素的主要体现。社会方言的词汇不是完全像地域方言

那样独立存在的，而是使用此社会方言的社团为了自我利益在原有的语言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

定数量的词语。 

通常在语言学上认为，社会方言可分为行业语和习惯语两大类：行业语也就是“行话”，属于

专业用语，比如旧时的理发师傅将眼睛称为“轮”、脸称为“盘”等；习惯语则是一些社会族

群为了需求、偏好或者自我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词语，比如黑话、密语，如中国湖南发现的“女

书”就是属于秘语的范围内。习惯语与行业语都是属于社会方言，都是在特定人群中使用，但

这不代表这种现象是永久性的，行业语与习惯语都有可能逐渐进入到全民共同语的词汇中，被

吸收掉，或者当使用它们的人群不再有继续使用语言变体的理由时，它们也有可能消失不见。 

网络语言可以看成是使用网络的人群用以交际的工具。而在网络语言里又包括了前面提到了专

业语与习惯语。网络语言里与电脑科技有关的词汇属于行业语，而网民们在与彼此交流时使用

的语言则是跟网民根据喜好、习惯创造出来的习惯语。 

网络语言是不同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自成一体的特殊语体，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其形式方面。如果

说口语和书面语是在不同领域的一种实现方式的话，那么网络语言就是语言在网络交际中的实

现方式。网络语言的形式是网民群体创造的，也是他们赖以交际的手段。由于篇幅的关系，下

面笔者将选择将网络语言这一网络社会方言的变素与‘日常生活中用普通话’进行二方面的比

较：语法变体以及词语变体。最后也会对这些变体做出一些解释。 

2.2.1 新的语法 

网络语言在语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打破了汉语语法的规则限制，运用更加灵活。网民对于交际

速度的要求导致了新的语法表现方式的产生，一旦这些新的语法形式得到网民们普遍的认同，

那么这一语法形式将成为新的语法规则。网络语言的语法形式变体主要为以下几种： 

                                                                                    

 

30  
刘海燕著：《网络语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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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词的功能性 

一般来说，汉语中的词类的基本功能都是固定的，一旦突破词类的功能范围的运用方法一般称

为‘活用’。在日常的汉语运用中，虽然这种对词类的活用偶有发生，但在网络交际中，这种

活用现象更加普遍。 

名词做述语 

这样的名词运用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让名词带宾语，在网络语言中这种表现格式是

N1+N2(P)，比如： 

（1）销售电话我，说可以去看西山晴雪了，那边雪很大，很漂亮啊！31 

这种用法也许像袁险峰所指出的，来自于英文的 don’t forget to phone me的语法形式,直译

成中文就是“别忘了电话我！”。 

另外一种语法形成方式可能为依据《大话西游》中“给我一个理由先”为例句，造出 “走

先”“闪先”等“状语后置”现象。 

二是让名词被副词修饰。网络语言中，名词常被“很”和“不”修饰。其意义为主体具有或者

不具有后面跟着的名词的属性。“很„„很„„”， 很在汉语普通用法中，一般不用来修饰

名词而是修饰形容词，而这种“很„„”修饰名词的用法，来自于香港对“非常”的用法，如

香港的“非常男女”节目名称。 在大陆网语中将“非常”换成“很”：很女人，很 man。另

外一种解释是“很„„很„„”的用法来自于 2007年一名小学生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

时说的一句话，在 2008年时于网络上流行起来，此后许多“很„„很„„”的句子都是在此

基础上相继产生的。如： 

（2）寂寞兄很男人，应该考虑参加个马拉松，铁人三项啥的。。。 32 

                                                                                    

 

31 新浪乐居 BBS：“销售电话我，说可以去看西山晴雪了，那边雪很大，很漂亮啊”  

 http://bj.bbs.house.sina.com.cn/thread-1259892-1.html，登录日期：2010-03-21 

http://bj.bbs.house.sina.com.cn/thread-12598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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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傻很天真,为什么呢,本来他们就没结婚,就不应该住一个房间的呀!
33
 

（4）最近很宅在家没事干„„34 

形容词作为动词（verb）使用
35
 

形容词本来没有代表动作的功能，在网络语言中，常常被赋予动词的功能，比如： 

（5）打听一下，渤海论坛出嘛事了，怎么打不开呢，是不是被黑了，谁干的？36  

增加了汉语里所没有的时态标记与复数标记 

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大多数网民都多少学过英语，受到英语的影响，在网络语言交际中，一

方面是趣味性，另一方面为了打字速度的提高，给汉语加上了英语时态的“-ing ”或者汉语

中的另一表示某动作的进行或持续的“中”，表示正在进行式： 

（6）回复日期：2008-12-209:59:25 afa 作者：爱上德国男人 ing„„37 

（7）工作中```让你打扫卫生间你去吗？ 

这种“中”的表现形式有可能是对英语“-ing”的直译，但最有可能的使用来源是自日语。日

语有时态语法上的表示方法，也用“中”代表某一事情正在进行。 

                                                                                    

 

32
北漂博客：“寂寞骑行在路上点滴日记，继粤赣湘骑行之后，“粤琼桂„„”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221627&PostID=18487737，登录时间：

2010-03-21 
33 
天涯论坛，情感天地：“很傻很天真”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194770.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34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宅了一年，痛苦无处诉说，有没有相似经历已经走出来的姐妹给我一个安

慰”苦无处诉说，有没有相似经历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17500.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35 
同上 

36天涯论坛，天津：“打听一下，渤海论坛出嘛事了，怎么打不开呢，是不是被黑了，谁干的”

http://bbs.city.tianya.cn/new/TianyaCity/Content.asp?idItem=59&idArticle=577405&page_num=1

，登录时间：2010-03-21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221627&PostID=18487737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17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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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语中也有“-ed”这一时态标记，表示过去完成式，不过不像“-ing”相对使用的频繁。 

复数标记“-s”也相对使用率比较高，尤其是接续在字母缩减的词语后，如： 

（8）武汉的 jms
38
们打算看后天的日全食吗？知道在哪儿能买到护目镜吗？ 

39
 

增加了原汉语中没有的词类 

相当于语气助词“„„的说”，这种特殊的句型，笔者认为有可能来自于日语的“„„とい

う”（„„的说）语法规律，另一说法可见袁险峰一文中，元曲中“也么哥”，或古文中的

“也、焉、者、”之类的语气助词。并无实际语义上的意义，纯属叙述句
40
。 

（9）纠结的说～买还是不买呢？41 

（10）8年抗痘，成功 4年，秘籍公开！包有效的说！ 42 

增加了汉语原没有的程度副词 

或许网民们觉得原来汉语中有的程度副词不足以表现他们想要表现的程度，网络语言中增加了

一些夸张的程度表达副词，大多数是来自于形容词，但在日常语言中这些形容词很少用来表现

程度。如下面的一些例子： 

                                                                                    

 

37
天涯论坛，情感天地：“带我远离尘嚣-我的德国情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979982.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38 “姐妹们”的缩写 
39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武汉的 jms们打算看后天的日全食吗？知道在哪儿能买到护目镜吗？”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43242.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40 同上 
41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纠结的说～买还是不买呢”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72639.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42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8年抗痘，成功 4年，秘籍公开！包有效的说！”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45698.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432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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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表示“高“这一程度还要高出许多。据考证，“超+形容词/动词”的用法是来自于日语，

后在台湾被台湾年轻人所接受，再后来被认为是十足的“台湾腔”在大陆年轻人间流行起来

43
。“超”一般用在表示褒义的词前，如： 

（11）超奢华珠宝秀。。。。。太奢华了。。。44 

（12）我超喜欢《我的兄弟叫顺溜》里的三营长„„
45
 

巨 表示已经不是普通一般程度，而是很大，比大更大的巨大，快要不能忍受，在做程度副词

时一般用在贬义词前面，如： 

（13）医生说的让病人巨寒话~ 医生有时候说话，是很寒的，完全不避着当事人„„46 

（14）司机心虚的又转过头继续开车，小心的又看看倒车镜，女人又没有了，巨惊赶忙又急

刹 „„47         

狂 表示到达了疯狂的程度，已经是自身无法控制，一般用来形容情绪，如： 

（15）狂怒能解决问题吗？
48
 

（16）我晕，我狂晕~~《奋斗》中演杨晓芸的李小璐在为比亚迪的 f0代言吗？49  

                                                                                    

 

43
 《新周刊》杂志 1：234 (《新周刊》2005年度佳作, 2006) 

44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超奢华珠宝秀。。。。。太奢华了。。。(转载)”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720921.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45
山雷，颐也博客：“我超喜欢《我的兄弟叫顺溜》里的三营长”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182444&PostID=18143789，登录时间：

2010-03-21 
46
香港大中华金业有限公司博客：“医生说的让病人巨寒话”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54598&PostID=15709828，登录时间：

2010-03-21 
47
 天涯论坛，娱乐八卦：“公交车上那些囧事，看到最后保证你趴在地上笑…(转载)”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681528.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48 天涯论坛，大学生涯：“狂怒，我也忍不了了，三本的麻烦进来顶起”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university/1/87147.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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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后加上表示态度的词，表示所表达的态度非常强，是对某种行为的一种过分的表达方

式，如： 

（17）2009最好的内地剧《爱情公寓》太好看了，严重支持！ 50 

（18）严重鄙视一下我那可恨的公司。。
51
 

特殊的感叹词 

在网络言语交际中，感情的表达除了日常语言中的叹词外，网民们更采用一些更为夸张或者作

为替代粗俗词的感叹词，下面是几个常用的： 

靠 口语中的脏话“叹词“的替代，不过在网络语言中已经没有原来“脏”的意义，纯粹是发

泄一种强烈的感叹。如： 

（19）靠，中国邮政，ｉ服了 you！刚才邮箱取回来了。啥也别说了，默哀三分钟...... 52 

（20）我靠~~~~二十一世纪，男人女人都他妈的是一群混蛋，气死我了...？
53
 

切 表示轻蔑的感叹，对对方的观点或者意见不屑一顾，根本不打算回应。这个词也可算是口

语脏话的替代感叹词。如： 

                                                                                    

 

49
 天涯论坛，车坛风云：“我晕，我狂晕~~《奋斗》中演杨晓芸的李小璐在为比亚迪的 F0代言吗(转

载)”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cars/1/120518.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50 天涯论坛，影视评论：“2009最好的内地剧《爱情公寓》太好看了，严重支持！”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ilmTV/1/264346.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51 天涯论坛，广州：“严重鄙视”

http://bbs.city.tianya.cn/new/TianyaCity/Content.asp?idItem=329&idArticle=115413&page_num=

1，登录时间：2010-03-21 
52 天涯博客：“中国邮政，I服了 YOU。”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19250&PostID=16744494，登录时间：

2010-03-21 
53Dshgj博客：“我靠~二十一世纪，男人女人都他妈的是一群混蛋，气死”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409110&PostID=19852345，登录时间：

2010-03-21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409110&PostID=198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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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最后一句 切！鄙视楼猪！！！ 
54
 

（22）切．．．不信．．．就会哄无知少女开心．不理你了，我去游泳啦．．．55 

晕/faint/F 用于感叹谈话方的观点或言语太幼稚或太夸张而受到很大刺激，因此感觉头脑晕

晕的，有晕倒的可能，另一同义感叹词为“倒”，也来自晕倒。如： 

（23）晕，还真有所谓的网托啊，这里的斑竹没收过他们的黑钱吧„„56  

（24）狂倒！看猪头男就在这„„
57
  

汗 感叹对方的语言行为让自己出了一头冷汗，是预料之外的，表达的是一种不知道如何回应

的感觉。如： 

（25）看的一头冷汗呀！！狂汗狂汗呀！！
58
 

（26）汗！汗！汗！进错厕所，居然还不知道„„59 

寒 表现对某种现象或言论的恐惧感。如： 

（27）„„原来是自己产生的泥，不是人皮肤上的。寒 ing„„
60
 

                                                                                    

 

54离尘羽博客：“余秋雨辞职”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138551&PostID=17989424，登录时间：

2010-03-21 
55 
天涯论坛，情感天地：“游泳池里的奇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097413.shtml#，登录时间：2010-3-21 
56 
天涯论坛，经济论坛：“晕，还真有所谓的网托啊，这里的斑竹没收过他们的黑钱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79212.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57 天涯论坛，视频专区：“狂倒！猪头男就在这(转

载”)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5/47646.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58 天涯论坛，情感天地：“毓婷，究竟还要造就多少宫外孕？”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079988.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59 温州蚊子博客：“汗！汗！汗！进错厕所，居然还不知道”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14431&PostID=16490056，登录时间：

2010-03-21 (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5/476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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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叙述的这些感叹词不单单是日常生活用语中没有的，并在用法上也有区别。比较明显的

一点是这些叹词能够直接接在主语后面，而日常语言中的叹词就没有这个用法。 

网络语言在语法上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语法结构上的混杂、疑问句和感叹句的高频率出现等。

在这里笔者所阐述的语法形式指的是有特征的东西，并非说网络语言有自己一套特定语法新系

统。实际上，网络交际使用的也是日常语言的基本语法，只是在此之上做了一些改变，导致一

些新的语法形式的产生而已。 

2.2.2 新生网络词语 

网络语言除了上面提到的语法方面的有别于日常语言的异变外，更大的变素表现在其词汇方

面。这些网络语言中的特殊词汇，既包括了各种特殊用法的汉字词，也包括了非汉字的英文字

母、象形符号及阿拉伯数字等。 

网络语言词语另一明显特征是其经济性。网络词语除了字数上的节俭外，还突破了原有汉语书

写语言符号的局限，改变了汉字的形音意的约定俗成，创造了一种新的形音意表达结合符号，

如以下将提到的数字字母组合词、数字词，图形符号等。网语用最简洁的“型”来提高交流速

度，缩短网络交际中的宝贵上网时间。网语中多用短句，长句复杂句极少使用，将长句断开使

用或缩略及其常见，原因一可能许多年轻网民为了节省上网费用。 

网络语言还具有幽默诙谐之特点。很多网民们构思出来的词语都非常生动有趣又带有“叛逆”的

味道。 比如“俊男美女”在网络语言中取其谐音变成“菌男霉女”，反而带有贬义的由“菌”与“霉”

这两个令人联想到“坏掉的食物”的字组成的词取代了俊与美。这种反讽的乐趣，让人不能不会

然一笑。网名们在网络交流中畅所欲言，不拘地标新立异，推崇个性张扬，勇于表现个性自

我。正是这种对“叛逆不拘“与对个性的崇拜下产生的生动、有趣诙谐的网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 

                                                                                    

 

60 天涯论坛，时尚资讯：八一八我的网购经验，顺便说说山寨”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696243.shtml#，登录时间：2010-01-03 



 

21 

 

网络语言的创新性，网络为网民们创造了最理想的发挥语言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空间，让它们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语言往往让人膛目结舌，惊奇不已。关于“网语”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三大种词类上：第一种是电脑、网络有关的专指词语，如猫 etc；第二种是与网络有关的特指

用语，如网虫、网民、黑客；第三种是网名们于网络上交流时日常用词，也是这里所要探讨的

交际网络语言词汇，但对于不熟悉此词类的人来说可谓“另类文字”，如大虾、菜鸟、美眉，青

蛙，恐龙等。交际网络语言词汇又另可分为以下几类： 

取谐音的网络词汇 

汉字取谐音的网络词汇，即给予原本汉字词没有的其他意义，也就是扩大了词义范围。如在网

上“斑竹”即“版主
61
”的意思，来源笔者猜测是由于输入法的限制。当输入拼音 banzhu时第

一个选择即是“斑竹”。“大侠”原本是武侠小说里惩奸除恶的武林好汉，在网络上它代表资

深并且名声良好的网民，并且又将它进行升级谐音化成“大虾”，形象地表现出一个人因为长

期坐在电脑前身子已经弯曲成虾形。“米国”代表“美国”，笔者想可能是由上海话谐音而

来，另外在上海话中“米“又是“钱”的意思，所以“米国”即是“钱很多的国家”；另一解

释是，“米国”有可能来自日本对美国的写法。 

数字谐音的网络词汇，其实不能算是网络语言的突破，可能在许多语言各个年代都曾经有过以

阿拉伯数字代替词语的情况，但是真正数字谐音词的高潮在 90年代末，传呼机流行的年代。

在那时传呼机不能显示汉字，所以很多人想到了以一串数字取代音达到传达信息的作用。比如

“520”等于“我爱你”、“514”等于“无意思”等。这种数字谐音词当然在进入手机网络时

代后，不再使用率那么频繁，但是在聊天时为了提高打字速度或者在有些时候打出汉字觉得尴

尬的时候，网民们还是加以利用。比如在聊天时突然紧急情况下，需要退出聊天，迫于时间的

要求可能一个“53”就能代替“我闪62”、一个“94”就代表“就是”（对谈话对手意见观点

同意时的附和）等。 

                                                                                    

 

61 论坛或者聊天室的管理人员 
62 
“我闪了！”等于“我走了”、“再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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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缩写，与汉字谐音词取同原理，唯一不同是更进一步的对进行了拼音化并且简写。一种是

可采用于称呼上，比如“姐姐”、“妹妹”、“哥哥”、“弟弟”相对应变成“jj”、

“mm”、“gg”、“dd”，并且是属于社会称呼的一种，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亲戚关系意义。另

一种可采用于人名上，比如“文革”可拼音化后简写为“WG”、或者“温家宝”，“WJB”或

者“WBB”，“温宝宝
63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并非汉语词的缩写，而是直接运用英文的缩

写，或者中英文缩写混杂，比如“plmm，ILU，CU”意思即“漂亮妹妹，我爱你，再见。”真

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书面语言的语法限制，所有的变体元素都可以混杂使用，但这些使用的变体

必须是得到大部分万民承认的，否则就变成了“自说自话”。 

对传统汉字词的改造 

外形的改造：夸奖别人为“强”的时候写成“弓虽”，起到强调及吸引人眼光的作用。说别人

“好棒呀”写成“女子木奉口牙”来达到吸引人目光的作用。 

词义的改造：“写手”，按传统的理解应该是写的手或者写作的手，但是在网络中是“网络文

学作者”的意思；又比如“见光死”按字面理解是“一见光就死”的意思，但是在网络语言中

是“网络上恋爱的对象到彼此真正见面时，却都不满意对方，不愿意继续恋情”的意思。 

图像型的网络文字 

(—，)表示神秘笑容；(：一：)表示平淡无味的笑；(‘一‘)表示咪着眼睛笑；(I—P)表示捧

腹大笑；(：一)表示咧着咀笑；(：卜)表示大笑；：一(表示扁脸，不高兴了；：一(·)表示

恶心，想吐；：一 P表示吐舌头：；一 O)表示使眼色，抛媚眼；：．-0表示哇塞，惊呆了；

“(‘@‘)”表示幸运小猪猪；“<@@>”表示醉了；“Zzz⋯ ⋯ ”指睡觉的样子；@％＆！骂人

用的话，乱七八槽的打出来就行了。这样的表情图像文字是网络语言的一大特点，其用意笔者

猜测是为了满足无法看清谈话对方表情手势的不足，为了表达出各种实在意义，于是网民利用

键盘上的符号进行富有想象力地组合。 

                                                                                    

 

63
 来自于网民对其的昵称“温宝宝”。在四川地震后的救灾政策在民间得到好评。 



 

23 

 

英语借词与日语借词 

英语借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音译借词，二为意译借词。比如“download”中国官方借用为

意译“下载”，而在网络上为“当”，是将“download”缩减音译，使得其词语的经济性提高

了。又比如“email”的官方借用也是意译“电子邮件”，但是在网络语言中为“伊妹儿”。 

日语词“腹黑”是外表看不出来的“恶人”；“攻略”是成功的要诀；“地下铁”就是“地

铁”；“卡哇伊”是可爱；“熟女”是成熟女性，一般是 30岁到 45岁之间的女性；“宅男”

就是喜欢呆在家的男性； 同英语借词很大的一点不同是，日语借可以直接用汉字表示出来，

不用像英语要先翻译成汉字64，并且也不需要翻译读音，仍然用汉字发音。另外日本流行文化

在中国大陆的兴盛，如漫画、电玩，也是日语外来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此外，一些日语学习者

为了展现自己的语言优势，也喜欢用日语音译或者意译词来突显自己的身份或者群体感。当然

也不能排除用外来词汇描述日常事物的确能够带来新鲜感。 

借用动物比喻暗喻类词 

这一类词语在网络上也是大肆流行，在取谐音的词汇中笔者提到的“斑竹”一词也可写作“版

猪
65
”；“菜鸟

66
”为“网络新手”；“老鸟”为“网络老手”；“恐龙”是“长相不好的女

孩”；“食肉性恐龙”是“长相丑陋的泼妇”；“食草性恐龙”是“长相恐怖但是性格温和的

女性”；“网虫”是“沉溺网络的人”；“青蛙”、“菌男”都是“丑陋的男性”。这些仅仅

是一些代表词汇，实际上使用的还有很多。 

取和音或错音 

这一类也可称为娃娃音，也就是故意把原本正确的发音取其相似音或者和音用汉字写出来，比

如“这样子”变成了“酱紫”；“我”变成了“偶”；“这”变成了“介”；“的”变成

“滴”；“是”变成“系”等。制造一种可爱、和蔼可近的氛围。 

                                                                                    

 

64 宋艳杰.（2009）.网络语言中的日语借词现象及成因.《今日南国》.页 121-123 
65 形容被某一版页圈养的一头猪。 
66 
另一说法来自英文的 trainee音译，但查无学术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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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暗喻词 

在论坛上发新帖子叫做“盖楼”，一张帖子就是“一栋楼”，发帖子的人是“楼主”，第一个

回帖的人“坐沙发”；第二个回帖的人“做椅子”；第三个“坐板凳”以此类推；“灌水”是

发“空无内容的帖子”；“造砖”是“专心致志地写帖子”；“拍砖”、或“拍板儿砖”是指

发“批评内容的帖子”，这些词语已经成了上网读帖子的人必须熟悉的词语的一部分，如果

“菜鸟”不懂这些词就会被一眼看出是“爬虫”。 

重叠娃娃词 

和上面的和音错音词有异曲同工的由来，主要是学小孩子把一样东西用重叠音表达， 比如

“漂亮”是“漂漂”；“东西”是“东东”等。也是要制造一种可爱、天真和蔼的谈话氛围。 

方言借词 

方言借词也是网络语言词汇中的一大特点，尤其是近几年来网络的普及，以及台湾综艺节目在

大陆网民间的流行，导致了台湾方言或流行语的导入。比如台语的“那 A按哪？”成为了许多

网民的口头禅，它的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或者“白目”在大陆日常语言中应该是“没眼

色”，但是在网络上“白目”显然使用率更多。还有现在越来越常用的“老大”，在网络上已

经没有“黑道老大”这一意思，而是跟多代表一种无奈的情绪称呼对方为“老兄”，这一用法

来自于香港民间的用法；“粉”是客家话“很”的意思，现在在网络语言中也广为使用，这是

在一综艺节目中其主持人使用后得到观众的回应，继而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以上提到的例子只

是冰上一角，真正实际运用的此类词语还有很多。 

新闻社会热词 

除以上的新生的词语之外，另外还有一些网络新生词是与社会有着紧密关系的，比如“范跑

跑”一词来源于在四川地震时，一名范姓小学教师不顾学生性命自己先行逃出教学楼67。事后

                                                                                    

 

67 网易论坛专题：“设身处地之后，你还有资格谴责“先跑老师”？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G9I/xianpaolaoshi.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G9I/xianpaolaos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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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揭发，在网络上被网友广泛讨论，为其命名“跑跑”。另外一大事件为 2008年初一群香港

艺人的裸照被网民抖出，引起世界华人社会关注68，网民将此事件命名“艳照门”。当然，这

里只举了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热词，但其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网络热词传播的背后反映

的社会现象，1.网民对社会不满的宣泄，网络的流行、普及提供了最快捷方便的渠道; 2. 网

络的意义越来越重大，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中国政府对网络上的意见越来

越看重；3.网友不约而同闪避敏感词汇，善于最大限度的利用键盘以及电脑屏幕的长处以求传

情达意；4.网络热词，每一年不一样，可谓是当代社会来自民间的社会记录，记录民情民生。 

文字符号具有约定成俗性，有些具有鲜明特点、富有表现力的谐音词，由于使用时间长、传播

范围广，已经在网络社区里广泛流传，如“斑竹”、“菌男霉女”等，对于这样的传统眼光上

看来是别字的词，单单进行完全否定是不行的。约定俗成是文字规范化的基本重要原则，我们

不能否定这一原则；而对于另一部分“错字”，如“幽香”、“密马”等一类传播不广、使用

率不高的，也没有什么表现力与想象力的更近乎白字的词汇，我们也不用担心，随着汉字输入

法的完善，这种错别字的出现会越来越少，网民们也不会强要留住这一类词汇。 

从上面提到的网络语言词汇的全部变体来看，网络语言并非自己独特的一套语言。首先，它作

为一套独立的语言系统，缺乏其独有的基本词汇，仅仅在一些所谓的词汇变体上有自己的一些

特点，但这些特点也仅仅是建立在日常语言（中文也好，外文也好，方言也好）的基础上。单

单因为这些就语言系统里一小部分变体来说明“网络语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的说法是完全不

成立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网语”无法形成一套独有的语言系统，而仅仅是作为

社会方言，也就是一种语言变体的形式存在着。 

                                                                                    

 

68 北方网综合专题：“陈冠希与女明星们的‘艳照门’事件”

http://ent.enorth.com.cn/system/2008/01/31/002756428.shtml，登录时间：20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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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网络的普及、21世纪信息社会对信息传播重要性的要求又离不开网络，一连串的与网络有关

的词语接连不断向我们涌来：网络文学、网络文化、网络广告、网络交易„„网络语言。既然

网络已经产生了语言，那么“网络语言”又是哪种性质的语言？在本文中，加以分析的并非网

络电脑“行话”的网络语言，而是网民这一社群，在实际交际中运用的网络交际语言，这门语

言，在笔者看来，属于社会方言的一种。 

对大陆网络语言的研究，从初期到至今，着重点一直放在网络语言对汉语日常应用的影响上以

及网络新词的研究上，却没有将网络语言与汉语日常语言的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这一特点加以

深究，也没有把网络语言作为全面语言的一种进行分析，而还是延续传统地将网络语言与汉语

分开对待。而笔者认为，网络语言并非一种新的语言，而是现代人众多对语言表达形式的一

种，属于在特定的人群中、特定的环境中，所进行语言交际时的一种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属于社会中同一社会群体（在并非地域的限制下所组成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变体。

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官腔”、“娃娃腔”、“学生腔”等等的“腔”，实际上就是对某一语言

群体在对语言的表达上所拥有特点的概括称呼，绝非一种特殊语言系统、也并非地域方言的一

种，而是一种大众都熟悉并了解其特性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网络语言的特定使用人群为，大

专以上的中高学历人群为网络社交网站的主体人群。 

再重申一次，网络语言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只是自然语言的一种网络变体，一种网络社会

方言。虽然网络语言形式有很多不同于口语或书面语（而它们也是自然语言的变体）的特点，

但毕竟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也不会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因此，我们谈论网络语言形式是在谈

论自然语言在网络交际中的变体。 

可以说如同现实中的“普通话”一样，作者在这里提名的“网络语言“也是一种理想的语言，

因为语言社团的不同（由于各种地理、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社会方言的形

成），这篇文章所描述的网络语言就像网络中的普通话一样，从层次体系来看，它下面还存在

各个子群，而这些子群拥有自己的子群语言社团（各类兴趣社区）。在这里，笔者只能做到一

个尽量对它系统化的分析与描述。另，网络语言李所包含的要素很多是与社会媒体、事件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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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所以发展比较快，词语的变化与淘汰更新速度非常快，实在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对它

现只能报观察态度。 

社会方言的特点可以再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体现，在网络语言中，其变素具体体现在由

日常语言而来语法与词汇上。 

首先，语法方面，变素以四种方法体现： 

一，词的功能性被扩大：1.名词可做述语；2.形容词作为动词使用；3.增加了时态标记和复数

标记。 

二，增加了汉语原来没有的此类，语气助词“„„的说”。 

三，增加了程度副词，如超、巨、狂、严重。 

四，增加了感叹词,如靠、切、晕/倒、汗、寒；还有就是叹词可以直接加在主语后面，是在日

常语言中所不能的。 

次，词汇方面，笔者将网络新词大致归为十类： 

一，谐音网络词汇，其中又分为汉字谐音、数字谐音与谐音缩写。 

二，对传统汉字的改造字，分为外形与词义的改造。 

三，图形文字。 

四，英语借词与日语借词。 

五，借用动物做比喻类词。 

六，和音字或错音字。 

七，比喻暗喻词。 

八，重叠娃娃词。 

九，方言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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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闻社会热词。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网络语言”是一种新兴的、流行范围和使用人数都有限的社会方

言，只在一般词汇上有某些特点，没有自己的基本语言体系和基本词汇，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

可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明确了这点，第一章中所提到的语言教条主义者、教育界人士对于网

络语言对“汉语的污染”等问题的担心就大可不必。网络语言是现代社会发展与语言发展并变

的一个过程，而语言本身，具有自我清洁能力，一部分的有用的、值得留下的将进入汉语自然

语言的基本词汇，而另一部分将会被淘汰于历史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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