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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被大数据预测为未来消费主力的Z
世代，在消费领域被研究与关注较多，甚至出现
了针对Z世代的所谓“懒科技产品哲学”。作为
文化领域较早关注Z世代的研究者，你怎么理
解这一代所独有的特质？

何言宏：很惭愧，你所说的“懒科技产品哲
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也反映出，关于Z
世代，有很多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进
一步学习、了解与发现。谈到Z世代的特质，我想
还是应该回到这一代际划分的标准来看。我们
知道，“二战”结束后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
史事件一宗又一宗，但何以仅仅划分为X、Y、Z三
代人？1990年代以来，为什么又仅仅以互联网的
普及为标准来划分新的世代？这是因为，代际划
分所选择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是那些能够广泛而
深刻地影响一代人精神与命运的事件。或者说，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代际划分的原则与界限，归根
到底，还是应该落实和体现于每一代人所独有的
精神性格上。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正如专门的
研究者所发现的，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
始并已成为习惯的生存方式。他们不仅对新技
术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其学习方式、认知特点
也和上一代人迥然不同。这些不同的核心方

面，便是被数字与网络文化所建构与形成的他
们独特的主体性。相对于印刷文化对主体所建
构形成的“深度注意力”来说，Z世代的认知特点
更加具有浅表性——快速、即兴、碎片、随时切
换、缺乏深度，被研究者称为是与“深度注意力”
相对的“超级注意力”，据说只是我们12秒钟深
度注意力的2/3，只有8秒钟，我想也可以直接称
之为“浅表注意力”。我们都知道注意力在人的
精神、智力结构中的关键性意义。“浅表注意力”，
决定了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我在关于Z世代
文学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Z世代的作家与诗
人，普遍缺乏精神重力与思想深度，缺乏他们这
个年龄所应具有的青春激情，普遍具有很多人
所曾困惑与不解的“早熟”，这些特质或许可以
从他们“浅表”的主体性中找到答案。

记者：英国神经心理学家海伦娜·博斯基在
2016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Z世代登场》一
文中也作出了与你一致的判断，认为Z世代大脑
适应了短平快的学习节奏，能够迅速处理问题，
却牺牲了长时间专注的能力，很难对复杂问题进
行严肃、详细和认真的分析或评估。“Z世代把大
量时间耗费在虚拟关系上，很少花功夫去建立真
正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这一结论在你对Z世代
作家、诗人的文本分析中似乎也得到了印证。

何言宏：是的，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使得
他们很少有深度的激情、愤怒、痛苦、反思、批判
与追问，也很少有深度的喜悦、欢乐与幸福。他
们类似的精神特征与情感体验，往往即兴、易
变，停留在表面。就我对Z世代作家与诗人的
阅读和对他们的有关了解，他们的精神习性，更
多地具有“反讽”的特点。无论是对自我、对他
者，还是对社会现实等外部世界，抑或是在情感
与价值观念方面，他们更多地采取反讽性的精
神姿态。这样的姿态，表现在他们所认同的方
面，都不会有多么的强烈、深刻与持久；而表现
在他们所不认同甚至反对的方面，往往也只是
所谓的“吐槽”而已。这很类似于海伦娜·博斯
基所说的，Z世代的大脑短、平、快，能够迅速应
对和处理问题，但却很难或不愿意对复杂问题
进行严肃、深入的穷究与思考。

至于你所说的Z世代很少花功夫去建立真正
有血有肉的人际关系，最有意思，也最明显地表现
在Z世代作家对爱情的书写方面。也正如海伦娜·
博斯基文章的题目所表明的，在今天的文学界，Z
世代作家也已经开始大规模“登场”。像顾拜妮、
贾若萱、渡澜以及王子瓜、胡超、曹僧、朱光明等
作家、诗人，已经产生一定影响。作为目前最
年轻的文学代群，Z世代作家与诗人的写作重
点是爱情与婚恋题材。但反讽的是，Z世代
文学中的爱情，已经迥异于我们以往对爱
情的理解：其实似乎无爱可言，在主体、话
语和伦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爱无能”
的状态。我们知道，“爱无能”作为21世
纪以来新出现
的流行词语

和世界性的精神问题，按照心理学的定义，指的是
一个人对于深刻的爱，或者其他深层的需要相
互交流的情感不感兴趣或无所适从。Z世代作
家浅表性的认知特点与主体性，自然导致了
他们无能于深刻的爱和需要深层交流的爱
的情感，这就像一位Z世代诗人的诗中所写
的：“他们了解爱是一种肤浅”（黄建东：
《思念日记》）。这些问题，无疑是Z世代
们自身以及教育者应该引起高度关
注的。

2. 相对于印刷文化对主体所建构形成的“深度注意力”来
说，Z世代的认知特点更加具有浅表性——快速、即兴、碎片、随时切
换、缺乏深度。这种“浅表注意力”，决定了Z世代的“浅表主体性”。

名词解释
“X世代”：指1965年至1979年出生的一代

人。由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在《X一
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一书中提出。

“Y世代”：指1980年至1994年出生的一代人。

“Z世代”：指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一
代人。

记者：何教授，你在诗歌专栏“Z世代”
开栏语中说：“无论是在历时性还是在空间
性的意义上，Z世代都是划时代的一代，Z
世代的出现，也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划时代”？

何言宏：我所说的Z世代的出现具有
“划时代”性，指的是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数
字原住民”，他们这一代，决不仅仅是相对
于他们之前的“50后”“60后”“70后”“80
后”之类的代群，而是相对于人类历史上印
刷媒介出现伊始时的那一代人，在中国，指
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
（迅）等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那一代；而在
空间性的意义上，我们的Z世代，也一下子
超越了前述几个所谓代群的民族国家局
限，并入了全球。我们以往在谈论“50后”

“60后”“70后”“80后”等代群时，往往只是
在国家内部的意义上讨论与理解，而“Z世
代”，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性的代际
现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也必须
在全球背景下来讨论与理解“Z世代”了。
因为他们与国外的同龄人之间，开始具有
了崭新的“平视”关系。

记者：相较于通常的以十年为界的代
际划分，作为文学评论家，你认为来源于欧
美的“X世代”“Y世代”“Z世代”这种划分
方式的意义何在？

何言宏：我一直认为，只是简单地以十
年为界，将中国当代作家划分为“50 后”

“60后”“70后”“80后”“90后”和已经开始
出现的“00后”等几个代群，有失随意与牵
强。代际划分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
法，学术界基本通行的原则，是在承认所谓
的“代”既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同时又是一
种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以那些足以形成代
际区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标准，这
一点，在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周晓虹教授的
有关专著中，就曾明确讨论过。至于具体
的“X世代”“Y世代”“Z世代”的划分，也是
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准的。这一划分首
先与“二战”有关。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重大
历史事件，“二战”的结束，改变了全世界许
多国家亿万人的精神与命运。“战后”的和
平与繁荣，迎来了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生
育高峰（“婴儿潮”）的出现，这一代由于生
长在迥异于“战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精
神与命运自然不同于以往的代群，因此人
们便将1945年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
称为“婴儿潮一代”。随着西方社会接下来
所出现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革命风潮、
反战运动、消费社会、“冷战”结束、“911事
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历史转型，
1965年至1979年、1980年至1994年出生
的两代人，又被相继命名为“X世代”和“Y
世代”，而在1995年互联网普及后出生的
一代人，则被命名为“Z世代”。

记者：西方的这种代际划分，是否适用
于中国？

何言宏：这个问题非常好。“Z世代”的
划分，是以网络的普及作为依据的。首先
我们得承认，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无疑是人
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恰好涵
盖了中国的“90后”和“00后”。谈到这个
方面，有一个背景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全球
化。由于我国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和推进，
这些年来，我们不仅没有自外于全球化事
业，还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所以作为全
球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中国很快就融入了互
联网时代。我国1994年加入国际互联网，
1995年开始民用，此后迅猛发展为互联网大
国。可以说，网络的普及、经济的繁荣、消费
社会的来临和我国对全球化的高度融入，都
使我国1995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与他们的
西方同龄人一道成了出生伊始就伴随着网
络数字文化、浸淫于数字化生存的“数字原
住民”（Digital Natives）。所以，我们对目
前“90后”“00后”们的写作，与其沿袭既往，
继续简单化地称为“90后文学”和“00后文
学”，不如更加合理地大致上以1995年（或
者稍往上推）为界，将其以后出生的作家、诗
人的写作称为“Z世代文学”。

1.“Z世代”是一个更
加广阔的、全球性的代际现
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
应该、也必须在全球背景下
来讨论与理解“Z世代”了。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生活的映射，
Z世代作家、诗人的作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
体现了这一代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处境和形态？

何言宏：这是必然的，比如顾拜妮的小说
《奇怪的人》，写的是初中阶段一群受到ACGN
（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
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二次元文化影响的杀马
特少年，属于典型的Z世代人。他们沉迷于网
络，言行特别，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变成泯然众
人的大人”，而被作家称为“奇怪的人”。他们也
向往自由，期待明天，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
在最后，总是臣服于强大的现实，刷题、禁足，取
消动议中的“涂鸦计划”。他们对强大现实的无
奈接受，正如作品中的“我”在其发型与衣着按
照学校的统一要求被迫改样时所说的：“每当我
兴致勃勃地想要对抗生活里的无聊和权威时，
总会发现无聊和权威太强大了。我不得已只好
把头发剪得更短，拆掉裤脚的松紧，回归稀松无
趣的日常”。Z世代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面对
现实时的精神姿态，就是这样地往往仅止于我
所说的反讽。这反映出，由于他们的年龄、阅历
特别是他们习惯于网络虚拟社交，而且这种虚
拟社交虽然具有表面上的开放，开放到甚至可
以即时性地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社交，但由于大
多是虚拟性的，便使得他们的社交又是选择性
极强的、圈子性的，甚至是封闭的。这都与他们
之前的几代人以人际之间的实体社交为主非常
不同。当他们一落到需要真实交流的现实中，
他们的行动力便会很弱。所以我们发现，Z世代
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弱自我”。他们
自我意识很强，但又都是“骨感现实”中的“弱自
我”。我们目前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
生，基本上都属于Z世代，我曾经就我的这些看
法与他们交流过，他们竟然都很赞同。我也曾
就我所观察到的Z世代的诸多特点与其他艺术
门类——比如从事美术、电影、音乐等工作的Z
世代以及与我同代的艺术家朋友讨论
过，他们也有同感。所以，与其
说“Z世代文学”在兴起，不如
说“Z世代文化”正在兴起。“Z世
代”，已经成了一个值得关注而且
不容回避的、具有更加普遍
意义的跨领域文化现象。

记者：Z世代研究在
其他文化领域有哪些探
索和实践？国外在这方面
的研究有哪些新进展？

何言宏：就我的了解，总
体上，我们关于Z世代的研究刚
刚起步。在我国，“Z世代”基本
上还是一个新词。1999年以前，
关于Z世代的研究非常少，1999
年以后才开始逐步多了起来，但

大多出现在市场营销领域等。由于Z世代已经接
近于世界人口总数的1/3，所以这些研究所关注
的，主要是Z世代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属于市
场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的范畴；再就是在大众传
播领域和高校关于学生工作的研究。文学艺术领
域中关于Z世代的研究，则更滞后些。至于国外，
据我有限的了解，关于Z世代真正深入的研究，起
步也不久，但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有启发性，如
托马斯·科洛波洛斯的《圈层效应》、杰夫·弗若
姆的《Z世代营销》，虽然似乎是市场营销或传
播学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对Z世代特点的研究，
既有实证基础，也有系统性，非常值得关注。

记者：面对“Z世代”这一广阔的、全球性的
文化现象，作为教育者，应该有怎样的姿态和
行动？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人类，Z
世代都是一个全新的代群。以他们大
脑神经系统和精神性格被网络技术
改变与重塑为基础，他们也许是
人类的一次新的开始，某种意
义上，也许就是一种新的人
类。我们对Z世代的关注
与研究，因此便显得非常
迫切，这也要求研究
者、教育者有更高
的立意、更深远
的关切。

3. 与其说“Z世代文学”在兴起，不如说“Z世代文化”正在兴起。
“Z世代”，已经成了一个值得关注而且不容回避的、具有更加普遍意
义的跨领域文化现象。

理解“Z世代”
——对话文学评论家何言宏

本报记者 王珺

文学杂志《芳草》今年第2期推出了以
“Z世代”为主题的诗歌专栏，刊登了王子
瓜、胡超等年轻诗人的作品，他们有的正在
大学深造，有的刚刚走出校门。该栏目主
持人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上海交通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何言宏。作为文学领域较早关

注“Z世代”的学者，何言宏曾撰专文探讨Z
世代文学的兴起；作为大学教师，对学生的
观察也激发了他从更多元的角度研究Z世
代文化现象的兴趣。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何言宏教授，围绕
“Z世代”这一文化现象的发端与兴起展开

对话。希望通过关注与讨论这一现象，推
进文化、教育领域的“Z世代”研究，唤起教
育者对“Z世代”的认识与理解，因为“Z世
代”基本覆盖了当下学校的受教育群体，他
们所呈现的独有特质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
战，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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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文学研究小组，致
力于研究 1995 年互联网普及
后出生的一代——“Z 世代”
（Z Generation）的作家作品。
以何言宏教授为指导教师，以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和
本科生为主体，广泛联合不同
学术背景的青年才俊，两脚踏
中西方“Z 世代”新兴文化，一
心写学术界“全球化”精彩文
章。希冀发当代“新青年”之心
声，推动人文教育，促进学术思
想和文学知识的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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