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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仪式下粉丝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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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思路为鉴，以钟汉良粉丝群体传播与媒介传播的实践活动为例，考察分析

仪式下粉丝文化认同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粉丝作为个体，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粉丝作为一

个群体，其传播仪式的意义，就是通过借助各种符号表征方式，凝聚人心加强集体内部团结，在建构粉丝

文化中发掘更多正面健康积极的意义，从而获得外部世界更多接纳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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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随着新媒介运用普及，粉丝由偶然聚合的存在成为利用网络、微

博等媒介聚集成群。在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看来，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拥有共同的归属感、

且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集合体就是群体。 年龄、职业、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粉丝参

与、联合并分享，拥有共同身份共同信仰，粉丝不再是孤独的追星者，就成为了有目标、有

组织的群体行为。每个粉丝团体都有自己的名称或口号，比如钟汉良的粉丝是称为“良民”，

并且他们具备具体的操作性强、自成特色的规章制度。而通过仪式，能使粉丝群体定期巩固

自身，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团结的力量，并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道德统一体”，由此粉丝们也

就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粉丝如今也并不再是盲目的追星者，他们有自己的精神

追求，并已经形成他们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也成为社会一抹亮丽的“景观”。

目前，传播仪式与粉丝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并且对粉丝文化的现有认识多持否

定态度。要更好的引导其成为正面文化先进力量，则必然要对粉丝文化及其传播仪式观进行

了解、掌握其发展动态。文章以研究钟汉良粉丝群体传播、媒介传播、活动仪式传播为例，

深入探寻传播仪式与粉丝文化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及意义。

一、传播仪式观与粉丝文化概述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他提出了令人注目的

传播仪式观，把传播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传播传递观是将传播等同于“传递”、

“传送”。信息的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用的是“运输”的隐喻，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

递到另一端，被视作是信息传送与接受的过程，这属于传统传播学的“传递观”。“传播”

一词在“仪式观”中，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通过一系

列的仪式行为，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的共享。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

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这是传播的最高境界。

凯瑞所倡导的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是与传播的其他观念彼此对立彼此否定，其仪式不局

限在宗教仪式的范畴里面，他所说的仪式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传播仪式观”可以看成是

“传播传递观”的一种递进。在传播仪式观中，凯瑞把传播当作是根植于文化的仪式过程，

其目的是通过“仪式”使人们得到心灵与精神上满足和慰藉，将人们团结起来，以存在、运

行并维护一个有序的“共同体”。以仪式观的角度来观照传播的实践活动和过程，传播被凯

瑞认为是一个符号和意义交织而成的系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或使用的社

会过程就是传播过程。

目前，粉丝文化仍处于不断活跃发展的状态中，也不断会有新现象出现，并没有明确的

定义。粉丝文化是依附于大众文化滋生的一种文化形式，由于个体或者群体存在着自己的崇

拜对象甚至把其当作其精神力量和信仰，他们为了自己喜爱的对象能付出无偿的劳动和时间，

由此而产生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媒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和。粉丝文化在传播过程过程中要

得以生产、修正、转变和维系，成为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为了共同的偶像，粉丝们天南地北地聚集在一起，能由陌生人火速熟悉并成为同一群

体，有一致的目标，共同的信念，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利用现代媒介手段传播偶像的正能量，

参与面对面直接联系有序参与歌友会、演唱会等活动，构造“道德统一体”和社会集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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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传播仪式观。

2005 年“超级女声”风靡之后，粉丝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也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粉

丝文化”。粉丝文化也不仅仅可用于流行文化，更经常引用在科学、政治、宗教等领域，粉

丝文化开始了对偶像、对社会历史的改造。

二、群体传播——合力与发展粉丝文化

群体传播形成对群体传播产生重要作用，群体规范是群体意识的核心内容。钟汉良是“良

民”群体凝聚力的核心，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组织，没有“粉头”，

但钟汉良是他们愿意参加群体并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良民群”与“良民群”、“良民”

与“良民”之间经常会有互动，构成了群体传播，为其粉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群体意识增强粉丝凝聚力

群体传播中能形成群体意识，各成员密切接触和协作能达到主观境界融合，形成“精

神上一体化”，“我们”的群体感情由此而生，并从群体活动中获得需求上的满足，产生群

体认同感和归属感。钟汉良创建了属于他和粉丝之间的“钟汉良 W 良家族”，他把粉丝当成

家人，家族是他们的家，给了粉丝很强烈的归属意识。“良民”有很多暗语，那是他们的共

有意识，如钟汉良 11 月 30 日的生日成为粉丝们最重要的日子，聚会、写情书、录视频等是

他们祝福的方式；2 月 18 日是钟汉良和粉丝之间专属的情人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是

他们的会歌，“心的位置爱的坚持不变样”是他们的誓言.....这些共有的默契牢牢巩固着

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

粉丝有希望偶像越来越好的共同目标，为此各成员互动频度高、合意基础好，能齐心

协力配合完成投票、宣传等任务。如 2012 金鹰奖打破 30 多年规则红头文件特批钟汉良入围，

粉丝为投票全力以赴，最后钟汉良获得金鹰电视艺术节观众最喜爱港澳台演员奖，打破港台

艺人无缘金鹰奖限制。而 2016 年钟汉良暑期档有《三人行》、《赏金猎人》和《惊天大逆

转》三部电影上映，全国良民进行线上各大电影院钟汉良主演电影的数据分析以及线下自发

制作电影相关的海报、宣传单、扇子杯子镜子等应援物进行宣传。“钟汉良利益最大化”是

粉丝的共有意识，钟汉良是粉丝合力的前提，他们将共同目标与合作意愿紧密连接起来，群

体凝聚力更强，群体传播活动更密切。

（二）群体规范整合粉丝行为

群体规范是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虽然“良民”自认没有组织，但

每个群体都有一般成员承认并拥护的规范体系，他们也不例外，钟汉良百度贴吧置顶的帖子

就是吧规吧务。而在群体传播中，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是将偏离性意见进行排除，在一定范

围内限制群体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样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才能得以保证。因此，“沉

默的螺旋”在粉丝群体中是常见的，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共同起草、制定、修改规则，一起

参与和行动，构成一个群体特征显著群体规范的想象共同体。

“良民”共同遵守的规矩之一是“不偶遇、不接机、不探班”，若有违背则会受到其

他成员“抨击”甚至被排除群体之外，这也是他们维护秩序的共有意识。另外，“良民”们

不约而同地有着离钟汉良的作品近一点，离他的生活远一点的默契，在微博创建的话题有

359.5 万阅读和 1.7 万讨论，始终一致认为偶像是自己生命之中生活之外的人，也成为胡歌、

杨洋、张艺兴等粉丝群学习的榜样。微博认证中央电视台编导“忘了 0509”在微博上写：

钟汉良家的粉丝，这么多年有个守则，就是绝对拒绝私生行为，像接机送机、跟车，私人探

班，蹲点式偶遇等这些都坚决抵制，新粉也会遵守，私生在他家没有立足之地。博主亲身感

受到钟汉良坚持用作品说话，而“良民”全力支持小哇（钟汉良昵称）的作品和舞台，并充

分给予小哇宽松的私人空间，而需要“良民”应援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他认为小哇和他的

良民们，真真切切就是无需多言的自家人，得到了他的强烈的认同。粉丝个体自觉并积极认

同组织的规范与价值形成群体整合，在营造发展健康的粉丝文化方面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三、媒介传播——推广粉丝文化的工具和手段

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出现，普及程度与影响力日益增强，粉丝主动贴吧、QQ 群、微

博等媒介聚集成群，在网络空间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形成了一种媒介景观。粉丝使用最新媒

介技术，对偶像的最新资讯或者有目标形成热门话题的信息积极主动地尽可能大地进行接收

并传输，通过各种形式“符号再编码”来实现“意义再创造”进行推广，或进行话题“议程

设置”，制造各种话语和仪式进行娱乐狂欢。在网络构建的地球村里，粉丝们畅所欲言，共

享与偶像有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施展各种才华创造媒介内容方式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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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归属感及“造物主”的快感。

粉丝“Mindy 新的明天”在微博名为“电影通缉令”的博主发起“谈谈你对钟汉良的看

法”中留言，认为钟汉良让她的理想型有了现实版，她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以前鄙夷追星，

而如今却天天围绕钟汉良三个字刷微博，如同教徒每天的例行祷告。她的微博当前得到 25

转发 20 评论和 130 赞，其中一条转发说若有一个钟汉良教派，她就是信这个教的人，就如

同藏族人对宗教那样的信仰。这种区别于日常生活常态的“超常态行为”就呈现了具体的“仪

式情景”。某些粉丝群已具备某种类宗教的特征，会在重要的纪念日组织聚会活动或以偶像

名义组织募捐做公益慈善活动等，粉丝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在一起营造“认同空间”和

“仪式化空间”。

如今，在新媒体环境下粉丝们不再是痴迷盲从的角色，且懂得如何凭借集体的力量，利

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传达自己的需求，形成了权力网络。而“言论自由”的网络话语

场内，任何人都可陈述所谓“事实”或发表评价，信息泛滥

和传播的去中心化使真实与虚拟糊与遮蔽。粉丝话语的扩大与话语力量的显现形成强大的舆

论声势，李易峰粉丝“逼”走团队、张艺兴粉丝列举团队问题在微博与其工作室对话等，说

明了明星团队越来越重视粉丝的话语表达。明星公关的出现，说明明星及团队已经充分认识

到新媒体语境下粉丝与网民在明星形象塑造与建构过程中强大的能动作用。

互联网让更多人以一名粉丝的身份积极参与到粉丝文化中来，一个专属于明星与粉丝的

虚拟社区得以构建。他们在网络这片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归属，结成“想想共同体”，利用媒

介为偶像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既能从中获得快乐，又能分清网络和现实，营造正面积极的粉

丝文化。

四、结语

在“仪式观”中，粉丝拥有共同的一种身份，因为同一个偶像而被吸引到一起，有了自

我认同及归属感。粉丝通过群体活动共享观念，运用媒介等手段贡献自己的力量，构建并维

系着一个有秩序并能容纳他们行为的粉丝文化世界。传播仪式下，能约束粉丝群体行为，使

群体规范凸显出来，实现社会整合与稳定；粉丝定期开展群体活动，能使他们内部的认同感

及归属感得到强化，更加团结友爱；仪式也给粉丝注入更多的勇气，敢于表达自己并努力获

得外部世界的认可。而仪式对粉丝凝聚力也起到重要作用，可以使粉丝群体或热血沸腾积极

营造更美好的粉丝文化氛围；或网络暴力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以传播仪式观研究粉

丝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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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fans culture under the communication ceremony

Li Lezhi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idea of this article spread the ceremony to view as the guide,and take Wallace
chung's fans of group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s an example.Th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identity effects o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under the ceremony fans cultural. Fans
as individuals have a strong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Fans as a group,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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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ceremony is to collect solidarity to strengthen internal unity and explore more positive healthy in
construction of fan culture positive significance by the aid of various way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Thereby it will gain more acceptance and approval by the outside world.
Keywords: spread ceremony; fans cultu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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