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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 站“中國風”視頻看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認同
B 站是中國年輕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區，大量年輕使用者在這個平臺上進
行視頻創作與分享，用彈幕、跟評等方式對視頻內容進行討論，通過建立專欄和
頻道聚集“同好”，創造出多元的文化景觀。據 2018 年 B 站招股書顯示，B 站使
用者中有 81.7%出生於 1990-2009 年之間，被稱為中國的“Generation Z”（Z 世代）
1。近年來

B 站“國風興趣圈層”群體不斷擴大，青少年群體在 B 站製作和分享豐

富的傳統文化類視頻，除了傳達鮮明的傳統文化認同外，在視頻選材、標題命名、
彈幕評論方面呈現的一些典型特徵，反映出當代青少年在民族文化身份認同上的
複雜心態。本文以 B 站“中國風”頻道中的投稿視頻為主要研究文本，通過對上述
方面的考察總結出三類特徵，基於此分析青少年在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方面的現狀，
並探討其背後的成因。
選取“中國風”頻道作為研究文本，首先是由於該頻道是傳統文化類視頻較為
集中的投稿區，便於集中檢索和分析；更重要的是，“中國風”一詞本身的內涵就
與民族文化認同有密切關聯。“中國風”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語境中有多層內涵：
作為一種藝術風格在 18 世紀風靡歐洲的“中國風”是歐洲人所創造的一種對中國
傳統文化藝術與審美風格的模仿與想像 2，當今屢見於西方設計、影視等領域的
“中國風”，往往包含著以西方中心視角對中國文化進行他者化想像而生成的刻板
印象；作為 21 世紀在中國興起的文化潮流的“中國風”，表現為音樂、舞蹈、動
畫等領域傳統、民族文化元素與流行文化相結合，並以這種形式對青少年產生廣
泛影響；近年來頻繁作為主流媒體宣傳話語出現的“中國風”，強調在世界彰顯中
國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影響力，是中國力圖脫離西方現代性話語進行自我敘述的體
現。本世紀以來“中國風”話語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並進行內涵的不斷構
建，其內涵從本土與西方、傳統與流行等多角度涉及中國當代文化發展出路的問
題，與當代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認同息息相關。他們在“中國風”頻道的投稿視頻受
到這些話語潛移默化的影響，有意或無意地表達對上述問題的認識，對於探究青
少年的民族文化認同有較強代表性。
一、

文獻綜述
國內關於青少年文化認同方面的研究很難脫離主流話語的語境，知網文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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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少年”“文化認同”關鍵字一同出現的往往是“加強”“教育”等表述，以主流話
語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認同目標，探討當代文化語境下青少年實現這一目
標的路徑與問題，或是宏觀地討論青少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文化身份認同危
機以及應對策略。此類研究的核心論點與主流話語保持一致，缺乏對相關文化現
象的解構式分析。
對於近年來涉及青少年民族文化認同的文化現象的研究，集中在兩類標誌性
現象上，一類是由青年為主體發起的以“漢服運動”為核心的強調漢族本位、復興
傳統的當代民族主義運動，一類是以《國家寶藏》《我在故宮修文物》等主流文
化節目在青少年群體中廣受歡迎為典型表現的傳統文化熱。第一類研究中，國內
研究者指出其源於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認同焦慮”，將其定性為“種族性民族主
義”，是一種“民族意識的退化”；3國外的代表性研究有 Kevin Carrico《The great
Han》，基於對“漢服運動”參與者相關言論與行為表現的觀察分析，系統闡釋了
當代中國“民族認同焦慮”產生與應對機制：由官方話語構建出想像的共同體以塑
造身份認同，使人民在虛構的國家理想中進行情感投資，而理想與現實生活經驗
之間的永恆差距觸發了認同焦慮，“傳統”被民族主義者提出作為一種文化媒介以
彌合理想與現實的差距。4
第二類研究大多是傳播學的視角，一部分研究者著眼于以《我在故宮修文物》
《國家寶藏》為代表的文化類電視節目在促進民族文化認同中的重要作用，分析
節目如何以歷史文物為媒介建構集體文化記憶、塑造國家形象。另一部分則關注
到近年來傳統文化類節目在 B 站、抖音等移動傳播平臺走紅的現象，從移動傳
播的特性和移動平臺的特有機制出發，分析傳統文化在平臺年輕受眾中成功傳播
的原因，以及傳統文化在移動傳播時代新的傳播範式；或將其作為研究新文化生
產空間中傳統文化教育問題的文本，探討國內以青少年為主體的新文化生產空間
如何實現文化認同的建立。5此類研究往往聚焦於傳播過程，籠統地把上述現象
中青少年群體建立起“傳統文化認同”視為傳播效果或目標，而沒有對青少年觀看
和傳播傳統文化類視頻時文化心態的深入挖掘。
本文試圖跳出此前研究中基於宏觀文化現象對“青少年民族文化認同”的論
述，從更為具體的文本入手——傳統文化類視頻的選題與彈幕評論，從具體的觀
點和傳播行為中尋找普遍規律和典型特徵，對其中體現的青少年文化心態進行解
讀，分析生成的歷史與現實基礎。
張跣.“漢服運動”:互聯網時代的種族性民族主義[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9,28(04):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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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典型現象分析
B 站“中國風”頻道中的視頻按時間和熱度綜合排序。對近三年熱度較高的視

頻進行流覽後，排除單純因明星或其他領域知名 UP 主參與而獲得高熱度、對於
視頻內容的討論與傳統文化無關的視頻，本文選取了標題、內容及評論都與傳統
文化/民族文化有較強相關性的視頻進行考察，提煉出以下三類典型特徵。
1. 強調民族身份的文化符號容易引發強烈共鳴
當視頻中出現彰顯民族身份的文化符號或相關表述，往往會引發觀眾熱烈共
鳴，通過彈幕和評論抒發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情緒。
鳳凰傳奇演唱的《山河圖》抒發對中國山水的讚美，副歌部分“丹青不渝畫
我中國”在歌曲情緒推向高潮時點出“中國人”的身份，引發了彈幕刷屏；GAI 的
說唱歌曲《華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底蘊和高速發展現狀進行歌頌，整段視頻都
貫穿著“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在種花家6”這一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彈幕，
副歌“欲縱快馬過天山，又攬長弓南海岸。日照金鑾峨眉巔，月映絲路過樓蘭”
選取“天山”“南海”“峨眉”“樓蘭”四個極具民族文化代表性的符號描述中國的疆域，
更是引發了刷屏；《國家寶藏》中民間樂手用嗩呐演奏樂曲《九州同》的片段也
引發強烈反響，嗩呐這一傳統樂器作為極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符號出現，而曲名《九
州同》源于陸遊詩篇中“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一句，包含期盼國家
統一的寓意，更容易激發愛國情感。
“山河”“九州”等對國家疆域概念的表述，以及“華夏”“中華”對民族身份的強
調，都是建構民族國家這一想像共同體的方式，強化了對於統一民族、統一國家
的感受。“這些文化符號以一種具體可感的方式將民族的概念和特質清晰表達出
來，能快速地在個體身上激起情感反應和集體情緒性特質，使個體加入共同體的
生命和情感之中，將自我與共同體命運自覺相連，從中獲得身份認同感。”7青少
年在被文化符號激發強烈民族認同感的同時，相應的歌頌之語也提醒了當下並不
理想的現實經驗——國家內部發展不平衡、民族問題與領土問題、國際形象與地
位仍屢受質疑，觸發了潛在的認同焦慮。而彈幕刷屏行為，是通過在集體中對視
頻中所提到的傳統文化符號、民族文化符號的不斷重複以尋求共鳴，通過這種方
式加強對於想像共同體的歸屬感、對於由上述符號所構建的國家理想的認同感，
從而提升民族自豪感、緩解認同焦慮。
2. 關於當下傳統文化表達的爭論和思考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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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歌舞類、服飾類題材的視頻評論中，常見關於“什麼才是真正傳統
的”“什麼才是對傳統好的表達”的爭論，主要集中在：（1）傳統文化相關用詞和
概念上的爭論，比如“戲腔”“漢服”；（2）當下常見的傳統文化復興方式是否“正
宗”，比如“華服”“古風”。
京劇專業出身的歌手團體“一顆小蔥”演唱改編版《青花瓷》，往原曲中加入
京劇唱腔，霍尊在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中演唱京劇改編版《煙花易冷》，類似節目
片段都引發了關於“戲腔”的爭論。很多評論表示“戲腔太美了”，引來對“戲腔”這
一用詞的反駁，認為“戲腔”是現代流行音樂中衍生的非專業說法，不應該被用來
指稱傳統京劇唱腔，強調“這叫唱腔，不叫戲腔”，並指出“戲腔只是假音”“網上
一群沒學過（戲曲）的人，捏著嗓子做出來的聲音”，許多評論就中國風歌曲中
所謂的“戲腔”並非對傳統唱腔的繼承展開批判。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漢服”上，
一段名為《中國“漢服”美呆了，驚豔整個巴黎時裝周》的視頻，因標題中帶引號
的“漢服”一詞在彈幕和評論區引發關於“什麼才應被稱作漢服”的激烈爭論。有人
表示視頻中的衣服不符合歷史形制，不是正統的漢服，也有人表示只要具有漢元
素都可以稱“漢服”，改良和革新也可視作文化傳承的一部分，不必一味遵循古制。
而不少中國風歌曲或動畫剪輯視頻的評論中，充滿“這才是大氣的古風”“這詞寫
的比（所謂的）古風圈強太多了”一類評論，彈幕中頻繁表達對流行的古風的不
滿，認為其雖打著“古風”的旗號，卻沒有表現出真正傳統文化的內涵，而多是“辭
藻/意象堆砌”“無病呻吟”。
在中國當前的文化繼承和發展中，對什麼是真正歷史的、傳統的產生的關注
和討論日益增多。在青少年群體中具體表現為，對於一些傳統文化概念及符號被
曲解和濫用的高度敏感，對發揚傳統文化應遵循的“歷史性、正統性”的強調。這
一傾向的出現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受到消費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傳統文化
表達商業化、娛樂化的傾向，以及全球化時代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產生的中國文
化符號體系“西化”傾向，使得對傳統文化符號的濫用和誤讀現象較為普遍，因此
引發了對於當代社會語境下如何正確繼承和發揚傳統的熱切關注，以及對當下一
些所謂復興傳統的表達中傳統文化可能失去主體性、淪為噱頭的焦慮和擔憂。另
一方面，這也反映出當代社會上一種普遍認知：傳承和發揚傳統是發展民族文化
的重心，傳統被描述為“本源”而具有文化上的神聖性，其中最核心的東西被認為
“保留著中華文化的精髓、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因此是不應被動搖和更
改的。這一共識形成的背景正彌散在當代社會的文化焦慮，通過將傳統文化符號
的內涵本質化、固定化，將其建構為一種“標準”、一種“正統”的存在，加強其作
為“本源”的穩定性和莊嚴感，使現實生活經驗帶來的認同焦慮能夠通過將這個穩
定而權威的標準、本源作為歸宿而得以緩解。為什麼貌似是離傳統最遠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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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反而愈發表現出強調和尋求傳統的傾向？青少年所處的人生階段和心理特
性，使他們的生活經驗更加充斥著不穩定性，在心理狀態上也更容易受到外部環
境的影響，產生更強烈的文化身份焦慮。而當他們以傳統作為認同的歸宿，現實
中不穩定、無序的狀態都可以“傳統的失落”加以解釋，回歸想像中“真正的傳統”
被視為解決現實文化焦慮的良方。
3、熱衷於借助外國人的態度和評價凸顯本土文化的特點和魅力
視頻的選材和標題中，頻繁出現“外國人是什麼反應”系列，彈幕和評論區也
時常會有關注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態度的討論。比如，一位 UP 主的“法國街頭用
古箏演奏中國風樂曲”系列視頻具有相當高的熱度，內容是拍攝這位 UP 主身穿
漢服在法國街頭彈古箏的場景，以及圍觀的外國人的反應。評論中格外關注外國
觀眾面對中國文化時的反應，對於外國人好奇而驚歎的態度非常喜聞樂見，並在
彈幕中不斷提到“文化輸出”；也很注重演奏者“中國身份”的彰顯，如，演奏者通
常會在古箏上掛中國結以表明自己來自中國，而一次沒有掛時，引發網友在彈幕
中表示疑問和不滿，網友對於一些外國人將演奏者認作日本或韓國人的狀況十分
敏感，並格外注意到外國觀眾用法語提到“中國”這一細節。此外，記錄並展示外
國人的評價和反應是宣揚傳統文化時的常見選材，比如“美國人聽《xxx》是什麼
反應”“Youtube 上外國網友對中國風音樂的評論”“穿漢服在倫敦被圍觀的一天”，
而以外國人的反應作為噱頭吸引眼球的標題也不在少數，比如“這大概就是外國
人看不懂的中國美吧”“震撼老外”“用一把古箏，讓外國人持續鼓掌 90 秒”等。
在宣揚傳統文化的魅力時，“外國人”的存在似乎格外重要。一邊強調外國人
“看不懂”中國文化真正的美，凸顯文化間的差異性和本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蘊，一
邊對外國人面對中國文化時的反應進行特寫，通過或驚異或讚歎的反應，證明外
國人被極具魅力的異國文化所折服，並將其稱為“文化輸出”，以此來強化自身的
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將本土文化中那些極具民族特色的元素引入西方人的視野
中，但關注的並不是如何使外國人深入領略和瞭解中國文化，而是熱衷於觀察中
國文化中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元素是如何使西方人感到“驚異”“震撼”的。這種
做法，其實受到了西方中心思維模式的影響，落入西方世界一貫看待非西方文化
的視角中——將非西方文化在想像中構建為一個與自己截然相反的“他者”，關注
並刻畫其充滿異國風情、神秘而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從而形成偏見理解與刻板印
象，凸顯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雖然中國人對於西方無法正確理解和表現“中國
風”已形成普遍共識，但多數人只意識到了西方對“中國風”的認識是想像的、淺
薄的，卻沒有意識到其背後遵循西方中心主義的深層邏輯，反而受到這種思維模
式的影響，以至於在意圖彰顯本民族文化特色時，陷入一種自我他者化的處境之
中。而傾向於借助外國人的看法來強化自身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不斷強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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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身份、強調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辨識度，體現了一種文化身份焦慮。
三、

青少年民族文化認同現狀及成因分析
以上現象反映出年輕一代在民族文化認同上複雜而矛盾的文化心態，其背後

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一，強烈的認同感與認同焦慮並存。強烈的認同感來源於主流話語以傳統文
化底蘊和國家現階段發展優勢為依託構造出一個理想的“想像共同體”，並在宣傳
中通過包含傳統文化與民族文化符號的表述對共同體的理想形象和成員的身份
歸屬進行不斷強化，而認同焦慮來源於現實生活經驗與理想之間的落差。“Z 世
代”的成長伴隨著中國在經濟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過程，近十餘年來主流媒體不斷
輸出的“大國崛起”“中國夢”“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話語，構築出一個有著深厚文
明基礎和雄厚發展實力的理想空間，這一想像塑造著當代青少年對民族文化及國
家形象的認知與認同。而主流話語中對“五千年文明”“復興傳統文化”的強調，使
他們愈發關注並深入瞭解傳統文化，進而對於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產生較強的認
同感和責任感，對被表述為“精神家園”的傳統進行情感投資。然而，現實生活經
驗時常呈現出不同於主流敘述與傳統想像的另一面，發展的不平衡、制度的不公
正、在國際社會上遭受的質疑與敵意，這種落差帶來了認同焦慮，並推動著他們
繼續將這種焦慮訴諸于傳統，尋求出路。
二，推動文化交融創新的欲望和維護傳統純正性的意志並存。一方面，在全
球化語境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少年往往活躍在體驗和傳播流行文化的前線，能
接觸到內容形式豐富多元的外來文化，因此有條件也有意願推動文化交流與創新，
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相對弱勢有更深刻的體會，這進一步激發他
們對傳統文化的創新傳播進行積極探索。另一方面，現代性生活經驗帶來的不穩
定、缺乏認同的焦慮感以及由“傳統文化復興”話語氾濫造成的文化誤讀現象，又
促使他們傾向于將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特徵奉為圭臬，作為保有“精神內核”的部分
而竭力維護其“純正性”，將對標準的堅持視為在當代發展傳統文化的根基。
三，文化自信、文化優越感和面對國際，尤其是西方世界時文化影響力不足
的焦慮感並存。自信和優越感來源於傳統文化的悠久歷史以及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鼎盛時期的中華文化領先於世界，對世界範圍的文明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歷史悠
久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被中國人視為最深厚的文化資本。焦慮感則來源於西方文化
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影響，西方價值在近百年中國對現代性的追求中佔據了主導，
而當今全球化語境下，全球文化流通權和闡釋權被少數西方國家所壟斷，如何脫
離西方現代性話語進行有效的敘述、如何發展有別于西方的現代民族文化，如何
使中國當前的文化發展狀況與國際地位相匹配、在國際上進一步獲得認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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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少年在建立文化身份認同時所面臨的難題。相當一部分青少年在成長過程
中對傳統文化形成了高度認同，而作為對西方文化影響力有深刻感觸的群體，他
們對如何在西方文化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發揚民族文化有著更強烈的渴望。此外，
當代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影響力不足而帶來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劇了這種焦慮感，
使青少年對於民族文化在國際上的辨識度問題極為敏感。長期處於西方文化的主
導下，使他們不自覺地將西方人的態度作為證明本民族文化的價值和獨特性的依
據，因此，面對西方時也往往表現出一面急於以文化底蘊進行壓制、一面急於尋
求對方認可的複雜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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