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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
是各个时期处于
边缘地位的青年
群体文化， 代表
的是处于边缘地
位的青少年群体
对成年人社会秩
序往往采取一种
颠覆的态度。 青
年亚文化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具有
边缘性、 颠覆性
和批判性。

校园微调查

涂鸦、快闪、嘻哈音乐、面具艺术……是拒斥还是臣服？ 是我行我素还是彼此尊重？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青年亚文化的大学表情

■通讯员 薛小平 叶舜

近日，网络热剧《这不是大学》第二季正
式杀青。这部由扬州大学一群90后大学生自
编自导，片长仅4分钟的微电影,上线不到半
个月，点击率就超过了600万人次。 故事以
大学“吊丝”代表王小二的大学生活为核心，
在“恶搞”中讲述了男女恋情、网络文化、舍
友关系等校园文化现象。

如果说微电影在高校中的爆炸式发展
仅仅是青年亚文化在众多大学表情中的微
微一笑，那么以涂鸦、快闪、COSPLAY为标
签的亚文化现象正用自成一体的表现形式，
依靠独特的行为符号，以迅疾而广泛的方式
将这种反叛、颠覆和边缘性的小众文化推入
大学校园。 这些亚文化行为在张扬自由、个
性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与思考。

附和与追随
别致的表达独具一格

“一生献给社会， 今天献给女生”，
“不管我是否来自星星， 今天我是你的都
敏俊” ……在“女生节” 里， 武汉工程科
技学院校园内挂满庆祝横幅。 在当天， 女
生们可以享受男生特别定制的免费服务，
送饭、 搬书、 自行车接送……就在同一
天， 扬大外国语学院英教1202班的徐凯

“被幸福” 了一把， 作为“公主班” 的唯
一男生， 他收到了全班所有女生的礼物。

类似“女生节”的节庆活动在高校还有
很多，一年一度的扬州大学“春之声”、“秋
之韵”社团文化节是青年亚文化走上前台、
展示风采的机会。 在这里，COSPLAY让现
场尖叫不已，HIP-HOP（说唱）歌舞让中外
师生流连忘返。 涂鸦节、小迷笛音乐节……

“非主流节日”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在校园
内大行其道， 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甚至有超
过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趋势。

阿辉是扬州大学一名大四毕业生， 也
是一家服装租赁公司的校园代理。 临近毕
业季， 婚纱照、 民国风、 制服控……他的
服装租赁生意风生水起。 “如果没有留下
追寻个性的痕迹， 如何证明青春来过？”
阿辉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声， “亚文化
之所以在学生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就是
谁也不充当大爷。”

“恰恰是这种亚性非主流状态体现了
青年的特色和反叛个性。 亚文化以青年人
的行为、语言、服饰等独特的表达体系吸引
越来越多的学生追随。”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易荣伟表示。

碰撞与融合
亚文化让主流文化更加鲜活

每年“烟花三月” 时节， 扬州都会举

办“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活动”， 引
发“各地依韵相和者竟有七千人” 的诗歌
狂潮。 2014年， 扬州大学一群青春洋溢
的大学生与12名中外著名诗人佩戴着艺
术面具行走在扬州的大街小巷吟诵诗歌，
极具震撼力。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每年4月初都会开
展一项“体验死亡、 感悟生命” 的行为艺
术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 一
口漆黑的棺木平放在操场中央， 报名体验
的学生走进铺满樱花的棺材， 躺好， 盖上
棺盖， 聆听哀乐、 悼文三分钟。 “将直面
生死和生命感悟纳入到养成教育的范畴本
身就是一种教学创新。 学生从行为艺术体
验中获得的思想冲击比纯粹说教更有效
果。”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宣传部部长唐军
国毫不掩饰对这种另类“疯狂” 的支持。

“新旧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让主流文
化更鲜活、灵动。 ”长期关注青年亚文化现
象的扬州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刘佳说。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 新的文化被
创造出来并为大学生所接受、学习和模仿，
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高校校园亚文化。

盲从与叛逆
面对价值抉择时的摇摆

《这不是大学》 的编剧叶建峰在享受
赞美声的同时， 也面临着许多烦恼。 由于
系首次创作微电影， 经验不足， 以及对相
关法律知识的缺乏， 作品一度因内容抄袭
了其他作品的桥段， 饱受争议和不满。

更有网友对他们的创作持反对意见，
提出尖锐批评： “思想肤浅不成熟， 整天
恶搞， 观点片面狭隘……” 充分听取多方
意见后， 叶建辉在第三季的剧本创作中添
加了更多接地气、 正能量的时代元素。

“涂鸦文化有一种表现形式被人戏称
为留言文化。”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副校长
李林祥曾对此忧心忡忡， 学校的课桌、 墙
壁、 厕所及门窗上被部分学生随意涂抹，
大多数老师反映， 一些留言内容格调低
下， 对健康的校园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校园亚文化的语言符
号中偶尔还夹杂着对主流文化的高度颠覆

与反叛。 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因为手上有胶
水， 再比如春哥、 贾君鹏等网络无聊事件与
校园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但却成为亚文化一
种偏执的原动力， 推动大学生在虚拟的生存
空间中，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向前行进。

多所高校的调研结果显示： 当前， 高校
青年亚文化中的一些负面消极元素加上当前
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 使大学生在面对道德
标准和人生价值的抉择时变得盲从和叛逆。
部分大学生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模糊不
清， 塑造了诸如“宅男宅女” 型边缘性人格、

“铁杆粉丝” 型附和性人格和“网络愤青” 型
反社会性人格等异化人格。

引导与发展
高校青年亚文化的破立之道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新校区地处市郊，
空地较多。 迁址以来， 学院中心花园外围的
墙面总会在夜间悄悄冒出一幅幅涂鸦， 这让
校方管理屡陷窘境。

“设立涂鸦区， 围绕学院中心花园外围砌
一面完整的墙让学生画。”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决定特设百米涂鸦墙。 这以后， 每隔一年学
校就会将墙壁刷白， 让学生进行涂鸦创作。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扬州大学。 该校斥
资建设的地下人行通道因为雨水侵蚀、 小广
告肆虐而破落萧条， 一度被戏称为“下水
道”。 去年暑期， 学校组织学生社团对通道进
行涂鸦改造， 东西墙面都画满了各式各样的
创意作品， 曾经面临废弃的“下水道” 变身
为赏心悦目的艺术画廊。

“我的心里有个人很酷， 助人为乐到处忙
碌……雷锋， 雷锋， 我们去哪里呀， 有你在
就天不怕地不怕……” 这首由扬州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杨方改编自时下热门歌曲
《爸爸去哪儿》 的 《新雷锋之歌》， 经过大学
生以“快闪” 等形式推广， 掀起传唱热潮。

“有人认为90后整天就会恶搞与吐槽， 其实
稍加引导， 就会发现青年亚文化在传播主流
思想和核心价值观方面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
高校应该体现更多的包容性。” 扬大外国语学
院党委书记刘胜乐说。

聚焦美国大学， 青年亚文化有着更为独
特的表现方式。 一年一度的斯坦福大学毕业
典礼， 正成为毕业生的狂欢节， 其特色之一
便是允许毕业生穿着奇装异服涌入体育场跳
舞。 在那里， 学术帽和学士服都成了陪衬，
搞怪风趣的装扮和极具想象力的道具才是毕
业典礼的主角。

“高校青年亚文化建设首先需要重构破与
立之道。”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程新文
认为， 长远来看， 任何一个时代下的亚文化
要么臣服于当时的主流文化， 要么被当时的
主流文化所收编。 所以， 我们不能一味抵制，
应当“破” 歪风邪气、 矫揉造作，“立”理想信
念，强道德修养。

夏锦文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文化，发

掘青年亚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文化社会价值，因势利导，凝聚正能量，
培育先进性，抵制庸俗文化，努力将青年亚文化建设成为大学文化的亮点，
进而辐射、影响、引领社会文化，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使命。

大学既是社会文明的灯塔，也是多元文化对话的平台。青年亚文化体现了
青年的社会认知、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蕴含着青年人的道德观、审美观。大学
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青年亚文化，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心声，保护学生
创造、表达的欲望和热情，丰富校园文化形态，推动文化大繁荣与大发展。

陈伟 （武汉工商学院党委书记）：
我们应该庆幸，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正视亚文化现象， 以开放的态

度来理解并包容亚文化的存在， 并加以科学的引导。 毕竟， 亚文化虽然称
不上是高尚的“雅” 文化， 但是反映了青年对于这个社会及人生的思考。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色的亚文化， 更多的时候， 就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石
子， 激荡起层层涟漪， 不会成为主流， 却让整个文化体系在交流、 碰撞与
融合中更趋活泼与多样化， 这也是属于青年人最独特的记忆。

在这个人人都有话语权的自媒体时代， 青年亚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但在任何时候， 亚文化都不能代替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作
用， 教育者应有侧重地守好“主流文化” 这一主阵地。

陈霖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
可以说， 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基于共同的兴趣和价值取向而形成的

有别于主流文化价值规范的文化实践。 青年亚文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文化
范式，它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或民族，在不同语境下，都有着不同的表现
形式和表现内容，而异质性、抵抗性、边缘性、创造性是其主要特征。

大学是青年聚集的地方， 因此也是青年亚文化最为活跃的场所。 面对
各色另类的、 非主流的亚文化形态， 明智的做法是， 抱以宽容和理解的态
度， 并透视亚文化存在所折射的主流文化困境和裂隙， 利用和转化亚文化
的创造性资源。

（组稿： 吴锡平 狄奥 陈森青）

数据透视青年亚文化
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性阅读中心聚焦

“高校青年亚文化” 这一主题， 围绕师生
对青年亚文化的理解度、 参与度、 认同度
以及对策与建议等问题， 深入江苏、 湖北
等地高校， 共发放500份调研问卷 （450
份学生、 50份教师）， 开展调研分析。

6%与85%： 热而不熟的隐性概念
对于青年亚文化概念的理解， 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近54%的大学生从未听说过
青年亚文化一词， 40%的学生对青年亚文
化具体概念模糊不清， 大多数学生将青年
亚文化与大众文化、 草根文化、 流行文化
等形式相混淆， 只有6%的学生能够对青
年亚文化给出大致定义 （图表1）。 另一方
面， 85%以上的大学生都看到或参与过校
园内的涂鸦、 节庆、 恶搞、 快闪等青年亚
文化行为， 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群体来说
是一个热而不熟的隐性概念。

57%与84%： 高校青年亚文化活跃度
区域分化明显

平均有超过78%的大学生直接或间接
参与过青年亚文化活动， 此数据在湖北、
甘肃等地的高校只有57%左右， 而在江
苏、 浙江等地高校超过84%。 扬州大学某
学生在问卷中表示， “古城扬州的传统文
化底蕴深厚， 导致青年亚文化在校园的表
现形式更具地域特色。” 而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的受访学生则认为， “地方经济
的发达程度对大学青年亚文化的存在与发
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高校青年亚文
化活跃度区域分化明显， 与经济、 文化发
展和社会开放程度， 与高校的发展理念及
管理思路等密切相关。

82%与63%： 师生整体印象相近但侧
重点不同

对青年亚文化的整体印象， 82%的受

访学生持积极态度， 普遍认为通过青年亚
文化行为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代表着
自由、 民主与活力， 只有接近1%的学生
持完全负面态度。 在对50位高校教师进
行问卷调查时， 我们发现， 几乎所有人都
理解或支持高校青年亚文化行为， 但提出
需要加以引导。 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整体印
象， 超过30位的受访教师认为青年亚文
化显示了青年对自我的极度关注， 社会变
革加剧与多元价值交错则是导致高校青年
亚文化行为盛行的主要原因。

83%与92%： 对亚文化发展呼吁包容
与理性

对于青年亚文化在高校的生存和发
展， 近83%的学生认为大学应该更加开
放、 包容并加以引导。 14%的学生认为青
年亚文化对自己人格养成影响不大， 同时
共有460份问卷回复对于炒作、 造势等极

端青年亚文化行为时表示反感 （图表2）。
50名受访教师一致认为， 大学应当建立

合理的文化建设与引导机制， 真实把握大学
生的精神需求， 科学找寻青年亚文化行为在
高校的正向发展路径。

（组稿： 张运 冯小刚）

编者按
近 年 来 ，

COSPLAY（角 色
扮演）、 涂鸦等
青年亚文化行
为逐步走进大
学校园， 成为
校园文化的一
个 生 动 表 情 。
这些亚文化行为
在张扬自由、 个
性的同时， 也引
发了一些争议与
思考。 在与主流
文化激烈碰撞
中， 青年亚文化
扮演着什么样的
角色？ 是拒斥还
是臣服？ 是我行
我素还是彼此尊
重？ 这一切又该
如何看待和引
导？ 带着这些问
题， 本期， 我们
走进扬州大学、
武汉工程科技学
院等高校， 聚焦
青年亚文化， 梳
理这一文化现象
的存在方式及其
背后的青年心理
坐标、 价值取
向， 探讨其在大
学的存在之道。

校园锐视

学业观察

营造良好的校园志愿文化， 能有
效地增强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 也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载体。

华中科技大学：

志愿服务成习惯
■通讯员 杭慧喆

“现在还可以报名当志愿者吗？” 不
久前的一个晚上，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社
会实践中心的微信平台还在不断接收到
来自学生的咨询信息。

中心负责人官晨说， 由该校承办的
2014年“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即将举行， 志愿者招募已近尾声， 但
要求报名当志愿者的学生仍源源不断。

在占地7000余亩、 绿树成荫的华
中科技大学校园里， 志愿服务已成为广
大学子的一种习惯。

星火燎原的“集群”效应

该校能源学院热能动力工程1209
班的学生许诺言， 自大一成为武汉博物
馆的志愿解说员以来， 每个月都会有一
两个周末在那里度过。 近4个小时的车
程、 6个小时的站立解说， 这些困难在
他看来都不值一提。 为了能解答游客提
出的各类问题， 作为工科生的他还背出
了十多万字满是隋唐、 宋、 元历史的解
说稿。

“虽然很累， 但可以在服务别人的
同时提升自己， 我很快乐。” 许诺言透
露， 为了能更好地为国外游客服务， 他
还用了一周的时间， 为这份中文解说词
注上了3000多个单词和词组， 以备急
需。

如今， 这份注满了标记的解说稿已
被许诺言传给了新一批的志愿者。 今年
4月， 许诺言结束了在博物馆为期一年
的志愿服务， 计划着去湖北省博物馆做
志愿解说。 但不少同学与朋友耳濡目染
了他的服务精神， 纷纷要求接棒。

“我们每学期都会组织一个长期的
志愿活动， 号召全班同学参与”。 热能
动力工程1209班学生段然介绍， 积极
从事志愿活动已成为他们班的特色。

从义卖到服务社区到支教， 从校内
到校外， 大学生以个体、 班级和群体为
单位的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他们以实际
行动传递志愿者精神， 催生出该校志愿
服务的“集群效应”。

素昧平生接力捐髓

“献爱心， 重奉献” 的氛围也一直
在校园里“蔓延”。 该校光学与电子信
息学院2010级学生冯盘龙的捐髓义举
更引发示范效应。

2013年7月， 冯盘龙为挽救一位素
不相识的90后大学生的生命， 一度决
定放弃参加中国大学生创新设计竞赛总
决赛， 积极调整饮食， 增加体重， 捐髓
救人。 时隔3个月， 电气学院2010级学
生赖锦木接力捐髓， 为一名患有急性白
血病的河北男孩带去生命之光。

今年3月， 该校附属协和医院血液
科病房迎来了该校第13位捐献骨髓的
学子———医学院学生洪嘉欣。 她捐献的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送往苏州， 挽救了
一名27岁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2009年至今， 该校已有1100多位
师生志愿加入中华骨髓库， 他们时刻准
备着接下爱心接力的下一棒。

让优秀成为习惯

“我志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我承诺： 尽己所能， 不计报酬， 帮助他
人， 服务社会……” 每年12月5日国际
志愿者日， 该校都会有数百名“新生”
志愿者庄重宣誓。 该校学子投身志愿活
动， 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

“公德长征” 活动在该校已持续了9
年。 吃过饭后主动把餐具放到回收处、
候车时主动排队等候……通过一件件小
事的志愿服务， 该校团委将德育融进了
学子们的日常生活。

“支教筑梦行”、 “爱心红十字与急
救先锋”、 “中华骨髓库” ……2013学
年， 该校团委下设的社会实践中心， 推
出了71项长期志愿服务活动项目， 为
在校学子提供了稳定的服务渠道。

该校学生工作部下属的义工部负责
人介绍， 在2011年， 该校大学生年度
义务工作工时就突破了50万小时的大
关， 2013年达73万小时。 今年1月至
今， 该校大学生以班级或学院为单位，
组织的义工活动达7500多项。

场 外 观 点

1.你知道什么是青年亚文化吗？（学生）

2.你如何看待炒作、造势等极端亚文化行为？（师生）

仲建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