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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表情包作为人类情绪的媒介化之物，已发展

为一种融合多种元素和属性的互联网文化现象，并多

方位介入个体的社交互动与生存模式。在其流行之

下，符号化的身体意象与情绪传递对个体惯例及思维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个体依赖真人表情包进行了怎样

的社会实践？个体又是如何感知和遵循其媒介形式及

逻辑，重建个人的认知及价值观？本文试图探究真人

表情包使用行为下个体的态度认知、行为机制和心理

变化，以及如何理解和透视真人表情包传播对个体生

存状态及深层价值观的影响。

一、交往心理：表演逻辑与“面具化生存”

个体使用真人表情包的深层逻辑不仅在于实现身

体延伸以进行远距离述情，更是基于自我认知和期待

下的选择性表演，其情感的外露并非绝对真实的直接

呈现，而是带有说服与讨好目的，并充满情感控制与计

算的日常谋划。真人表情包中情感与肉身分离的状态

使它不同于日常基于交流逻辑的信息交换，因为“日常

交往中被动呈现的情感、神情与态度等面容状态缺场，

展演驱动着交往，”①正是这种表演逻辑在此意义上改

变了人际交往心理及模式。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场表演，面部表情和身

材外貌等符号媒介是“个人前台”的组成部分之一，是

表演者力图使观众产生认同与信任的装备。他提到

“一些用于传递符号的媒介是相对易变的，或者说是暂

时的，譬如面部表情，这些媒介在表演中随时随地会发

生变化，”②这种易变的表情难以把握，如果说面对面交

往中个体必须时刻对面部肌肉进行有效控制以确保

“个人前台”的稳定性，那真人表情包则给予个体充裕

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态来完成这场表演。“在面对面交流

中，时钟永不停歇，你永远无法获得喘息的机会，”③正如

在线上交流中，人们可以在屏幕背后从容管理“自我呈

现”，瞬间身体反应移至后台成为隐秘的存在，徒留表

情符号成为前台正在施展拳脚的“提线木偶”。

（一）剧场观众的确定

既然有舞台和剧场，就一定存在可控范围内的观

众，也就是表演开展的对象。确定剧场观众的人群构

成，是个体使用真人表情包施展表演的第一步。

首先，精心挑选后的他人。表演者利用真人表情

包进行形象塑造的展演活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

而是会选取“合适的”观众，主要为与表演者关系非常

亲近的朋友及家人。表演者选取以上人群的原因其一

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影像数据可被受众留存，大范围转

发至其他个人和平台的信息社会，个人对自我肖像的保

护只能从控制信息传播源入手。因此，可信可靠的人格

品质和知根知底的人际关系是观众的基本准入门槛。

其二出于个人形象的维持考虑，在关系距离较为疏远

的泛泛之交、沟通内容仅为工作学习等正式事务的对

象面前，人们需要维持得体大方的形象，因此会产生

“不好意思给普通朋友们发自己做作的表情”的想法。

社交表演中的个体需要遵循“表达一致”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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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实的自我和社会化自我之间存在差异，且“作为

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

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

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④基于这种使

自身社会角色保持一致的动机，个体只能在亲近的人

际关系前展现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需要在较为疏离

的社会关系前保持神秘感，从而建立可靠稳重的形

象。与文字相比，真人表情包在线上社交中显得更为

随意和非正式，加之自制真人表情包一般采用夸大神

态动作的方式来传递情绪反应，与传统社交礼仪倡导

的“得体”要求相悖，因此对受众的刻意筛选也自然而

然成为表演者的线上社交习惯。

其次，自我亦是剧场观众。当我们将剧场观众局

限于自我筛选后的他人时，就完全忽略了个体在发送

表情包的行为之前，已经在其内心完成了一次人内传

播过程。个体制作自我表情包时往往会尝试多种姿势

及神态，并在挑挑拣拣后选取最满意的留存在表情库

中，甚至还有注视本人表情包良久的现象。这一略显

怪异的行为亦属于表演过程中的一环，那么，在消息发

出前的人内传播过程中，剧场观众何在？显然，在此情

境中“表演者成为他自己的观众；在同一表演中，他既

是演员又是观众，”⑤个体在只有自己是观众的心里场

域内提前经历一场类似彩排的私人表演，对即将开展

的正式表演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了想象。

该种“想象的互动”发生于个人认识自我并作出判

断的心理过程，人们暗自“想象与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

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间接地在与他人的预期或过去

的交流中体验自己，”⑥个体在做出行为之前，往往会代

入他人视角来审视自己即将做出的行动，提前在脑海

中构想发出信息刺激后他人会产生的反应，再根据自

己的体验和期望结果，规避会使对方产生不良反应的

行动。想象的互动不仅存在于与他人交流前，还可能

只是想象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这种自我鉴赏的行为看

似不是想象别人如何看待我，别人做何反馈，其实仍是

将自己的影像当作另一客体去审视，类似观看镜像中

的自己之后，往往产生镜像认同，个体此时在“自我凝

视”中产生自我认同和愉悦之感。

（二）表演情形的展开

剧场观众落座后，正式表演也就拉开序幕。有学

者发现在基于表情包开展的表演中存在“柔化、夸大、

伪装、敷衍等表演情形，”⑦并认为表情包已成为网络社

交中的一层面具。从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视角来

看，传播者可以利用含有身体形象的表情包作为个人

展演道具，从而在以自己为主角的舞台上实现形象塑

造动机下的面具化生存。个体在线上社交中为了给他

人造成某种特定印象而使用表情包面具，以一种完全

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这时的面具化生存主要体现在

对外貌和性格的刻意塑造上。

首先，掩饰外貌的面具化生存。展示虚假外貌是

网络个人展演中呈现理想化自我的普遍方式，真人表

情包作为可以被制作者自由选取拍摄角度，随意修饰

的非写实影像产物，其设定符合大部分人期望在他人

面前展现自己靓丽一面的社交心理。个体自制表情包

时通常会进行磨皮、美白、瘦脸等美颜效果操作，大部

分人会选择美化自己。真人表情包如自己的虚拟化身

一般令对方“眼见为实”，是个人进行前台美貌展演的

一种动态道具。

其次，掩饰性格的面具化生存。在屏幕双方无法

看到对方的交流中，表情发出者可以利用真人表情包

制造出情绪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反应并塑造出想要

呈现的人格。隔空对话使双方的人脸表情变成模糊信

息，表情包作为一种刻意发出的行为符号，能够“戏剧

性地突出并生动勾画出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⑧

掩盖了发出者真实的想法和行为，以维持其在对方心

中的固定人格。

再次，无特定动机下的面具化生存。有时个体并

不带有特定的自我展示目的，却依旧选择不符合自己

真实心境的表情包继续面具化生存，且自身往往没有

意识到这一点。这通常是因为“他所属的群体或社会

地位的传统习惯要求这种表达，而不是因为这种表达

可能会唤起那些得到印象的人的特定回应，”⑨个体在

一些交往场景中会使用表情包呈现自己平常应该表现

出的情绪，在无意识中确保对话场景的正常进行。

此时的面具化生存更像个人处理外部信息时的一

种机械反应，是个体在无意识中维护对话双方社会角

色的本能行为。这一行为的展开有赖于真人表情包符

号交流的特质：个体在交际时需要投入的“情感带宽”

较少，即个体只需注入一些注意力和感情。以往的面对

面交往要求双方全身心投入，认真倾听作为交往礼仪是

维护个人前台的一部分，然而真人表情包的出现使交流

过程因屏幕的隔绝，而使原本需要控制的真实情绪由前

台移至后台，对话双方可以在交流的同时保持多任务处

理和一心多用的状态，利用符号营造个体投入情感以

及用心交往的假象，且不必受道德谴责。

在此意义上，这种无特定目的的表演不同于形象

塑造目的下的面具化生存，即为了营造特定形象而处

心积虑，而是付出了更少的精力和心思。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二者行为存在质的不同，我们倾向于把后者看

作人为功利性的表演而持以贬斥态度，而将前者看作

是无意识非功利的产物。但要清楚，“这些二分式的概

念都只是诚实表演者的意识形态手法，目的是使他们

的表演获得更好的效果，”⑩表演目的性质的不同并不

能否认二者皆为面具化生存状态的事实。

（三）持续表演下的情感贬值

一旦获得恰当的符号面具并掌握了表演要领，个

体就能更驾轻就熟地反复使用这种表演策略来完成展

演，并在收到观众的正向回馈后进一步加强使用面具

的频率。随着表情包面具被越来越频繁地应用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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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中，虚假的表演情感逐渐取代了真实的情绪交流，

同时流通中的情感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困境，这一

趋势改变了个体进行符号交流的经验模式，而个体也

不得不适应新的表情包述情逻辑。

在非面对面的中介化交流中，为了向对方传递无

法被切实感知到的情感，人们往往采取加强文本中情

感强烈程度的方式，来补偿线上交流场景中情感维度

的信息缺失，因此夸张的情绪和动作表达成为真人表

情包的必备要点。然而，当交流场景中夸张化情感大

行其道时，不夸张的情感反而成为敷衍的标志，导致了

现代人社交中情感的贬值。

交流场景中的情感日益贬值，真人表情包的情绪

门槛越来越高，仿佛必须使用更夸张的身体动作和更

多的感叹词，才能证明自己对该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及

投入对话的专注度。在“哈哈”两字都“不配”来表达开

心的今天，发送合适的、足够表达自己情感的真人表情

包成为一件难事。同时“量多取胜”逻辑占据主流，组

合反复使用多个表情包加强情感程度成为线上社交必

备策略。

然而这些表情包中的动作、神态与现实生活中屏

幕背后发出者的状态并不相符，很少有人笑到像表情

包中人物一样捶胸顿足。久而久之，当我们习惯于网

络空间中的夸张表情传递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情

便因此被驱逐出交流场景，犹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一

般，虚假反而替代了真实。

面具戴久了，甚至连本人都忘记了自己真实的情

绪感受，“在一个极端上，人们发现表演者可能完全进

入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他可能真诚地相信，他所呈

现的现实印象就是真正的现实。”为了让面具表演更

具备可信度，表演者自身首先进入了自己营造的假象

中，以自我催眠的方式暂时忽略那些原本清楚的、与现

实不符的内容，从而更坦然地进入自己塑造的角色

中。当大家都在网络社会中利用可编码符号努力扮演

欢笑时，现实中真实的笑容反而更显弥足珍贵。

二、身体存在：虚拟在场与主观述情

人体肉身在场对于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

“在场能激发人的爱，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所必需

……活生生的在场永远不会失去它的魅力，”然而囿

于肉身物理存在的时空局限性，身体的缺席成为远距

离交流中的一种常态。真人表情包则填补了这种缺

憾，它打破个人有限物理空间的连接，对缺席的肉身进

行数字化替代，一个个表情包如同分身一般骤然从屏

幕的一端“闪现”在屏幕另一端，使独具个人表达的身

体传播无远弗届。

（一）身体抽离与虚拟在场

与凭借简单还原身体的其它影像实践有所不同的

是，真人表情包影像生产的内容注重去物理空间，身体

得以被单独拎出存在于想象空间中，从而实现了身体

此刻在其物理空间中的抽离与退出，进而以更从容轻

巧的姿态融入线上对话的语境和空间中，达到身体的

无限虚拟在场。

在一般的身体影像实践中，身体与背景的关系使

得影像内容独特化，影像含义清晰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像选取的空间背景如画框一般限定影像背后的主

题思想，奠定影像总体的感情基调和情绪氛围。大部

分身体摄影都热衷于记录身体与空间的融合关系，而

特定场景的选择则是为了突出身体的物理在场，如游

客往往喜欢挑选旅游胜地的标志性建筑为背景，证明

自己曾“到此一游”。

而真人表情包却偏爱将身体从所属物理空间中抽

离出来，从而使自我身体可以随观众的理解和想象泛

化存在于任意场景中。原来人脸存在的物理空间早已

被技术抹去，并被改造成更适合当前线上对话的虚拟

背景，如微信制作“我的自拍表情”中的“去背景”选

项。随着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的进化，自动提取人

脸特征，对其加以智能美化并适配多元场景等功能都

可实现，用户只需举起摄像头，手动选择自己喜欢的背

景，按下拍摄键即可生成该场景中的独特表情。

人类需求是技术设计的第一驱动力，剥离身体物

理空间的技术正是为了满足用户而生。在真人表情包

实践中，物理空间与身体的融合关系大大弱化甚至被

割裂，身体从环境中独立出来而走向更多元的虚拟场

景。基于营造虚拟共在需求下诞生的真人表情包不再

强调此时此地的自我，而是每时每地的自我，物理空间

的消失削弱了交流双方“我这里”与“你那里”的界限

感。这种空间的模糊性恰恰为身体正处于任意场景的

心理认知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虚拟身体的共同在

场得以实现，身体的延伸和传播任务也就此展开。

（二）身体传播与主观述情

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彼

得斯考察了“身体不重要”原则在传播思想中的源头，

即认为“肉体不重要，交流需要克服肉体这一障碍以实

现心灵之间的融合，”之后的研究也很少将身体传播

纳入研究重点，只是将其作为媒介主导的大众传播的

附属品，是技术改造之物，而忽略了身体与技术间的双

向作用力。如今随着沉浸传播的发展，学者们结合具

身理论重新认识技术与身体之关系，身体传播的重要

性又重回视野，人们逐渐意识到“新媒介的不断累积并

不能取代面对面的接触，面对面交流和大众传播活动

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

真人表情包的作用正是将身体作为传播介质的原

初功能重新显现，重建面对面传播的沉浸感和真实

感。个人情绪实体化为可远距离传输之物，“人类的大

脑仍然端坐于头颅之中，而心灵则可以外显为多种物

化形式了，”表情包如航行于大海中的船，连接远隔万

里的两岸上渴望交流的心灵。相较于语言文字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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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图像在传情达意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能更直观、

更具感染力地将对方带入交流语境中，于碎片化时间

中弥补物理空间上的缺席，实现心理上的沉浸与共存

之感。此外，利用神情、动作等直接传达出自己的真实

意图，免除许多因文字信息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理解

偏差，是一种更具温度与情绪感的符号载体，令人们即

使相隔万里也能进行复杂深层情感的传播。

人类身体和知觉不断延伸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

真人表情包实质上就是人类身体和情绪的技术延伸。

但在技术高歌猛进的今天，真人表情包的作用并不是

简单重建一个只依靠身体动作来进行交流的“乌托

邦”，而是在技术环境中插入个人身体传播的一席之

地，利用技术的形式与身体的内涵来实现个人的主观

述情。从互联网赋权逻辑来看，这也扩大了个人选择

自己熟悉且喜欢的方式来表达情绪的权利，在此意义

上，其为个人带来的积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三、身体价值：尊严、消费与认同

真人表情包不仅对人际交往与社会表达产生作

用，也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体对于自身价值的认知，如

今面容和身体的符号化改变了现代人的“面容观”和

“身体观”，面容的尊严象征消解，而交际关系转向权力

关系，身体也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和消费客体，自我认

同正逐渐臣服于对虚假符号的社会认同之下。

（一）面容观：人的主体性与尊严象征

真人表情包中镌刻着大量面容符号，面容在生理

意义上指我们的“脸”作为躯体器官的形象，在社会学

意义上却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是个体存在于社会

的外部符号表征，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生命能力

及道德尊严等特殊意义。

脸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从中国文化实践中可见一

斑。古代中国刑罚中的“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图案以

使受刑者失去尊严的一种肉刑。如今中国“面子文化”

强调的“要面子”“要脸”“给个面子”“打脸”等说法，将

脸面作为一种隐喻，指向个人的社会形象、尊严和身

份。由此可见，于时间维度而言，脸从古至今都与社会

尊严息息相关。而于空间范围而言，面子需求普遍存

在于任何文化中。人脸器官与人的主体性捆绑属于全

世界的共同认知，如大范围普及的人脸识别技术，其底

层逻辑即为承认面容是人类主体性存在所对应的客体

物，可以成为躯体不在场时的象征物和权力代表。

真人表情包作为面容符号，沿袭了面容的社会意

义，与背后的人脸直接挂钩而成为个体社会形象呈现

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将他人脸部影像刻上辱骂

性语言、恶意夸张变形或与恶劣意象符号拼贴起来的

行为与古代黥刑并无二致，都是通过对面容的损毁贬

低和打压对方，因此法律层面对个体肖像权的保护也

就显得极为重要。

然而作为可编码的面容符号暴露在更大范围的公

共视野中，被组织在更复杂的符号体系和权力结构中，

也相应地改变了原本个体对面容的社会认知，可以说

“这时的面容并不是单纯地向外部社会展示个人，它同

时驱使个人卷入外部社会的编码。”面容符号资源及

其使用权不再只掌握在公安机关等政府职能部门数据

库中，被用于身份验证、人物匹配等合法操作。如今众

多媒介平台拥有面容数据获取权限，网民也具备改造

他人面容影像的能力，这使得个人面容的社会地位属

性不得不屈服于符号逻辑和技术逻辑。

一方面，面容符号成为可被他人篡改和取笑之物，

面容的尊严象征日益消解。当全社会对面容符号使用

的接受度逐渐提高时，也在强迫个人抹去将面容符号

与社会尊严高度对应的传统认知，于是，我们对他人利

用自己脸部影像进行各类修改的包容程度不得不随之

提升。即使对方将自己的脸部影像做了恶意篡改，但

在一句“只是个玩笑”的托词下，又有多少人能勇敢道

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呢？

另一方面，面容符号“使人际关系从伦理性伙伴关

系转向政治性权力关系”，个体面容不再是生理意义

上的自然呈现，而是注入了使用者的主动性和权力，正

如前文所提，人脸真实情绪隐藏在面容符号之后，二者

的剥离使线上交往成为遵循展演逻辑的精心规划，同

时权力施加的过程也转向后台，面容符号呈现的虚拟

人格显现，具备主体性和主观操纵意识的人隐退，取而

代之的是技术化、超真实且看似中立的表情符号。

（二）身体观：消费价值与自我认同

真人表情包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空洞无意义

的符号，它在传播与繁殖的过程中也被纳入社会关系

的生产和再生产，起着人类对身体展开的意识形态作

用。当下包括真人表情包的身体影像的大量涌现，体

现着现代社会人们对身体认知的变迁。

20世纪末，马克思·韦伯等人对现代性问题展开探

讨。在他的论述中，“‘世界的除魔’‘诸神斗争’和‘铁

的牢笼’这三个隐喻，集中体现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特征

及其困境的概括和判断。”世界的除魔主要指随着人

类理性发展，人们从宗教或神秘的意义世界中跳脱出

来，开始用自己的独立思想反思意义世界。而诸神斗

争基于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论述了现代社

会的价值多元问题。吉登斯则于宏观层面探讨现代性

的制度后，亦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个体面对现代社会时

的自我认同焦虑，从自我与社会的互构中找寻现代社

会冲击下全人类的角色定位。以两位社会学先哲的现

代性研究为依托，我们可以一览当下世界人们心中的

身体价值图景。

第一，身体祛魅后的价值属性发生了变化。身体

在古代世界的认知中，一直是具有神性或灵性的存

在。中国古文人讲究“修身养性”，倡导通过自我反省

体察使身心达到完美境界，本质上将身体的肉身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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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性联系在一起，人在此意义上成为身心统合的

生命整体，是灵魂与肉体的交合与共生。而在西方，在

宗教思想统治伦理生活的近代社会，身体充满了神秘

属性，是不可亵渎之物，人们对身体的复制充满了崇敬

甚至惧怕之心。

随着医学解剖实践的发展，身体的神秘性逐渐被抹

去，人们意识到身体是骨骼、血肉、神经等一系列物质的

组合体。本雅明在阐述摄影技术时谈到，艺术品在被机

械复制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身所独有的“灵韵”，身体的祛

魅过程也是如此，在可解剖、可复制技术的进步下，身体

不再具有神性，地位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对身体的

物化，使之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加工物。工具理性视角

下的身体成为一种资源，能否利用身体达到预定目的，

并获取社会资本成为判断身体价值的唯一标准。

由此，现代社会中的身体与心灵被割裂开来，被物

化为可被凝视的商品，有关身体的任何呈现都被纳入

消费和凝视的意象中。因此，真人表情包中的身体不再

单纯具备与社会进行信息互动的功能，而在消费主义社

会中进化出商品的特征，其作为传播媒介的表意本质已

被稀释淡化。身体的外在呈现成为一切交流活动的重

心，表情包消费成为了符号消费和影像奇观中的一环。

第二，身体符号成为自我认同的落脚之物。吉登

斯考察了自我认同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日常生

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

感的基本途径，”个体需要把自我身体当作客体去感

知和反思，以获得对自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认知。

真人表情包作为身体样式的动态复刻，以生动直观的

形式侵入个体并对身体反思的日常意识中，个体知觉

在此过程中被调动组织起来。个体习惯于将自我意识

投射于表情包中的身体符号上，倾向认为符号中的情

感表述和身体样貌才是他人乐于接受的，并在消费身

体符号中体验到愉悦感和满足感，由此通过向外的情

感投射而实现向内的自我认同。

然而，通过身体符号获得的自我认同属于建立在

“超真实”假象之上的漂浮之物，处于非持久和非牢固

状态。符号中的身体只是媒介建构出的美好意象，将

自我认同放置于身体符号之上的同时，意味着自我认

同将更多来源于对预期收获的社会认同的想象，而非

对自我的由衷赞赏。

四、结语

诚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

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真人表情包作为人类语言媒介的一种新形式，重新定

义个体身体传播的边界和状态，其影响更是延伸到个

体心理与社会文化层面，并以强有力的暗示形塑现实

世界的行动与思想。其在为个体提供便利与乐趣的同

时，却也于野蛮生长中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情感门槛

抬高下真实情感的边缘化和稀缺，娱乐思潮下身体庄

重性与严肃性的瓦解，消费主义驱动下自我凝视心理

的加重，等等。

真人表情包本来是为了简化沟通流程以及减少交

流中熵的干扰而生，如今给表情包赋予太多意象和标

准的同时，交流过程反而被复杂化了。在工具理性盛

行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关注价值理性指导下所追求的

道德义务、尊严、智慧等。与其在如何利用身体资源问

题上大费周章，倒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心灵含金量的

提高，而非身体符号的打造。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

实图景中时刻保持定力和内省，在此基础上令真人表

情包传播发挥持久积极的社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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