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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小猪佩奇在许多西方国家是学龄前儿童动画系列中的明星主角，而在

中国却莫名爆红，成为了青年热捧的“网红”。  2018年10月在三大视频平台1

——爱奇艺、优酷和土豆网上线后，《小猪佩奇》的播放量已超54亿次。  2

小猪佩奇，一部学前儿童动画片，能在中国如此迅猛的发展可说是前所未闻

的事情。这名“网红”的成名之路背后暗藏着许多导因。殊不知，这只看似憨

厚可爱的粉红小猪，已然成为了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符号。它也成为了社会心

理诉求以及青年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 

 

 

 

 

 

 

1 粉红猪的中国变异——“小猪佩奇”被抖音封杀？，The Australian，2018年5月3日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8/05/03/5332/ 
 
2 曾晶，《小猪佩奇》在中国势头猛进，《计算机与网络》2016年 第19期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8/05/03/5332/


二、文献研究 

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将网络亚文化作为个体进行分析，但是较少注重网络亚文

化本身的内涵以及发展趋势。例如在《释放网络“亚文化”的积极作用》中，

作者张颐武就认为：流行文化形态主要来自我们常说的三四五线城市或大城

市里并非主流的“草根”年轻人。“亚文化”常常有其趣味并不高雅的一面，有些

甚至是粗鄙不当的。 

现有研究只是针对网络亚文化进行探究，并没有学者以小猪佩奇为切入点来

分析网络亚文化。在《恶搞与青年亚文化》中，胡疆锋认为，网络恶搞是一

种以低俗、夸张的手法将经典、权威等人与事物进行结构、重组，以达到搞

笑目的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肖胜伟也认为网络语

言就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它的创制和使用体现了青少年网络用户

的生理、心理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复杂的结构

性关联，既有对立面又有潜在一致性。 

除此之外，现有文献欠缺实时性，仅仅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网络亚文化这个

课题，并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内容解剖。 

而在少数涉及小猪佩奇和网络亚文化的文献中，多数学者从经济效益层面讨

论“佩奇文化”的传播，却忽略了“佩奇文化”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学术界也并

未对“佩奇文化”的传播与繁衍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佩奇文化”所要传达的信息进

行研究，忽略了背后更具有深刻意义的“网络亚文化”。 

本文的研究突破在于对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从新颖、独特的角度进行了切

割与分析。虽然网络亚文化也不是近年来才兴起的研究课题，但是通过小猪

佩奇这股热潮来观察并探究当代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却非常具有原创性。

 



通过研究小猪佩奇爆红后所衍生的“佩奇文化”，能够反映当代拥有超过十三

亿人口的中国，所持有的社会文化心态。 

三、研究问题 

3.1 研究目的 

1. 从小猪佩奇来看网络亚文化的特点 

2. “佩奇文化”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 

3.2 研究价值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对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从新颖、独特的角度进行了切

割与分析。虽说网络亚文化也不是近年来才兴起的研究课题，但是通过小猪

佩奇这股热潮来观察并探究当代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却非常具有原创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而文化的繁衍与发展

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来进行。通过研究小猪佩奇爆红后所衍生的“佩奇

文化”，能够反映当代拥有超过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所持有的社会文化心态。

本文也将针对网络传播工具如：抖音、微信、微博等在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心

态扮演的角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3.3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
3

文本内容来传达意图的方法，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

景和思想结构。内容分析法强调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文本内容的本来意

义。笔者参考了与选题相关的专业期刊、会议论文和高校硕博论文数据库进

行较为详细的检索。笔者也针对这些进行客观、细致、较为全面的分析、比

3 内容分析法.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iki.mbalib.com/wiki/内容分析法 

 



较和综合，并重点选取具有相应价值的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分析。 

3.4 研究对象 

网络亚文化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存在的边缘文化，一种背离主流文化的价值标

准、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综合体。  4

1950年，英国社会学家大卫·雷斯曼首次提出大众和亚文化的差别：大众是

“消极地接受了商业所给予的风格和价值”的群体，而亚文化则具有探索精神

，“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 

黄俊瑛在《网络文化与大众传播》中就提到：亚文化是由处于从属结构地位

的群体发展起来的一种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风尚，它与主导地位的意

义系统相对立。  5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亚文化也称次文化,

副文化,指在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与社会主导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其

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甚至服装风格等都与社会主文化相反。 

将学者们对亚文化的定义进行综合与归纳后，笔者对亚文化的定义为：亚文

化是一种吸纳主流文化以及被主流文化吸纳的一种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不

同，亚文化不但具有反叛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是与社会主导文化相

对立的一种文化。亚文化的体现方式包括行为模式、价值标准、表达形式等

等。 

根据笔者的参考的文献和自身的总结，若将某种流行文化称之为“亚文化”，

4 网络亚文化，MBA智库百科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BD%91%E7%BB%9C%E4%BA%9A%E6%96%87%E5%8C%96 
 
5 黄俊瑛:《网络文化与大众传播》，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BD%91%E7%BB%9C%E4%BA%9A%E6%96%87%E5%8C%96


它须符合以下3个特点：边缘性、时尚性、反叛性。亚文化的边缘性主要体

现在亚文化在内容和风格上的非主流，时尚性则体现在形式与风格上的颠覆

性和新颖程度。最后，亚文化的反叛性主要通过在内容和思想观念上抵抗并

背离主流价值观得以体现。 

小猪佩奇是一名“网红”，以及学龄前儿童动画系列中的明星主角。《小猪佩

奇》是由英国人阿斯特利、贝克、戴维斯共同创作、导演和制作的一部英国

学前儿童电视动画片，由英国E1 Kids于2004年5月31日发行首播。2017年

正式引进《小猪佩奇》并在中国播放。《小猪佩奇》在腾讯视频和乐视的播

放量分别为17亿和8.5亿，成为自播出以来两大平台播放量最多的动画片。

这只粉红色小猪原本只是学龄前儿童动画系列中的明星主角，但它在中国的

某名爆红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2017年底，“小猪佩奇身上文，掌声送给

社会人”，成为纷纷标榜“社会人”的网络流行语。小猪佩奇不再是一部学龄前

儿童的动画片，而已经发展为以表情包、GIFs、抖音小视频为代表的“佩奇

文化”。“佩奇文化”不仅在网络上快速传播，也逐渐渗透到现实生活的语言交

流中。“佩奇文化”也带动了小猪佩奇的周边商品销售。优衣库发布了小猪佩

奇联名版婴儿睡衣，而小猪佩奇的纹身贴、玩具、零食等产品多数月销量过

万。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也于2019年大年初一（2月5日）上映，使小猪

佩奇在中国占领了主导地位。如今，它已然成为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符号也是

社会心理诉求以及青年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佩奇文化”迅猛的发展趋

势背后推波助澜的最大导因其实是中共政府的舆论监管机制。在日益严苛的

舆论监管下，中央政府控制了舆论导向，造成中国民众的话语权产生弱化的

现象。在主流媒体受到高度管制的现况下，中国民众只能通过其他非主流形

式来疏解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造就了像小猪佩奇这样的网红。 

四、数据分析 

 



4.1 从小猪佩奇看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 

4.1.1 形式 

 

    图一：小猪佩奇GIFs传播快捷，受到网民的追捧 

小猪佩奇所延伸出的“佩奇文化”通过表情包、GIFs、抖音小视频、网络帖子

等各类平台进行传播与繁衍。这种短视频和表情包，成为这两年最流行的一

种新文化形态，也成为互联网中重要的流行趋势。  就如图一，网络亚文化6

的传播注重速度以及效率，在精简的语言中就能让网民对内容产生共鸣和认

同感。“佩奇文化”的传播更多偏向短时间便能理解的精辟的短语，而不是长

篇大论。除此之外，传播的形式和速度为这股流行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文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表情包和短视频来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表情包和短视频与文字相比互动性更强，也更加生动有趣。表情包和小视频

可以有效地表达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因而成为当今网民青睐沟通符号。通

6 杨阳. (n.d.). 张颐武：释放网络"亚文化"的积极作用. Retrieved from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6/12306245.html?agt=15422 

 

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6/12306245.html?agt=15422


过小猪佩奇来探究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笔者发现中国网络亚文化表现形

式多样化且不一，但始终非常重视媒介的传播速度与效率，从而体现网络亚

文化对传播渠道在传播功能上的要求。除此之外，这套动画也不断遭到恶搞

及二次创作，为影片加上低俗的配音，与原有动画富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形

成了巨大反差。 

 

 

 

 

 

 

 

 

 

 

  

 



4.1.2 内容 

 

图二：小猪佩奇表情包内容能够引起大众的共鸣，因此受到热捧 

不可否认，小猪佩奇的传播效率迅猛背后的最大导因仍是它的的内容。小猪

佩奇媒介的内容可引起大众共鸣，并且塑造一种共同的网络亚文化。网民将

对小猪佩奇所传播的内容产生认同感并与“佩奇文化”产生归属感。图二是一

张在互联网上受到热捧的表情包。依笔者之见，表情包受到热捧的原因是因

为它的内容与大部分网民的社会心理诉求相符，让网民能够通过小猪佩奇形

成一种心理以及精神寄托。 

“佩奇文化”背后的中国网络亚文化以及其社会文化心态在一系列传播内容上

得到了体现。这些传播媒介（表情包、GIFs、抖音小视频、网络帖子）的制

作初心都是以引起大众共鸣为目的，通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角度出发，在内

容上也相对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内容成为

了中国复杂社会结构的一个透视镜，并且能够准确看出社会文化心态与诉

求。  

 



4.1.3 风格 

 

        图三：在互联网上受到中国网民热捧的表情包之一 

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表情包都是以非常具有时尚性和边缘性的方式进行传播。

例如，网民将小猪佩奇与它的弟弟乔治拿着花种子准备种花的画面截屏，在

二次创作上配上了富有黑色幽默的文字，将原本意图单纯的动画片转化为极

为“腹黑”的网络亚文化载体。这种别具一格的黑色幽默在现今的网络亚文化

语境中是极为具有时尚性和边缘性的表达方式。表情包的风格与主流价值观

相悖，因为“在你坟头上种什么花”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政治不正确，更是违背

了社会主流价值观。 

“佩奇文化”的风格多数是以讽刺和黑色幽默为主，而这种风格是小猪佩奇爆

红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小猪佩奇在传播中对热点事件进行标签化传播。“标

签”是对热点事件的高度凝练化的表达，以反讽、戏谑、挖苦为主要手法，博

得了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除此之外，通过对原版动画片的画面

进行改编，原本意图单纯的动画片画面被改成了与正面价值观有直接冲突的

 



画面，创造了许多富有黑色幽默和讽刺的表情包和GIFs。小猪佩奇的“变异”

很大程度上跟传播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佩奇文化”是将主流文化吸纳，而

将单纯的动画片转化为极为讽刺的网络亚文化载体，是重新对小猪佩奇进行

诠释并且赋予定义。 

 

 

 

 

 

 

 

 

 

 

 

 

 

  

 



4.2 小猪佩奇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 

4.2.1 对政治话语权被压缩的反叛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话语权冲破了传统的限制，在网络这一崭新

平台上获得空前的展示空间，并形成互联网所特有的网络话语权。  互联网7

所提供的新时代网络话语权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弱化。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国启在《凝聚民心视域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话语权建设》就提到：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是思想支配权、统治权，在近

现代以来的政党政治中，它集中体现着执政党的思想统治实现程度，对凝聚

民心、提高党的执政公信力具有重要价值。 如今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而8

在“世界村”的大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也接收和吸纳了来自各个不同文化的

思想与信息。其中在中国最显著的趋势便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当今

，宣传教育方式过度教条化和单向度，而中国青年已不再向老一辈人那般信

奉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更加地崇尚主流西方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并对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渐行渐远。与其他中国大众一样，中国青年更加渴

望自己能够通过一个平台让自己的声音受到关注与重视。通过恶搞小猪佩奇

这个动画片人物，不仅仅造就了小猪佩奇这个网红，也更多地流露出中国民

众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中国民众渴望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也

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平台让自己的声音受到关注与重视。然而，在主流媒体受

到高度管制的现况下，这些想法与感受很大程度上被抑制，或只能通过其他

非主流形式来疏解内心真实的想法。互联网的匿名性赋予了更多民众勇气说

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小猪佩奇爆红是民众对中共政府间接的提醒，希望自

7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网络话语权 - douban.com.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7814247/ 
 
8 张彦. (n.d.). 凝聚民心视域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sn.cn/gd/gd_rwhn/gd_ktsb/jmxhjmzfxdpbll/201907/t20190702_4928383.shtml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7814247/
http://www.cssn.cn/gd/gd_rwhn/gd_ktsb/jmxhjmzfxdpbll/201907/t20190702_4928383.shtml


己的诉求可以被满足。 

  

 



4.2.2 社会压力的排解 

佩奇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流行文化现象，是在市场经济下人们交往方式

社会化和生活方式世俗化的产物，超越了阶级、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具有大

众性，同时隐含了亚文化的气质。  9

2018年年末兴起的“佩奇文化只是中国网络亚文化的众多产物之一。2016年

的“丧文化”便是由“葛优躺”引发而来。“葛优躺”是由著名演员葛优在1993年情

景喜剧《我爱我家》第里面的剧照姿势，比喻一个人颓废的现状。时隔23年

，“葛优躺”突然的兴起正是体现了中国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小猪佩奇所延伸

出的“佩奇文化”仅仅是中国网络亚文化的一个缩影，而多种流行语的涌出无

不表现出青年一代内心的无助感与自我反讽。这种无助感和自我反讽来自民

众所感受到的巨大社会压力，而民众把这些社会压力转化成一种可以引起众

人共鸣的“黑色幽默”，也是一种社会压力无形的反击。 

 

 

 

 

 

  

9 张宁.消解作为抵抗：“表情包大战”的青年亚文化解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9)：
126. 
 
 

 



4.2.3 解构主流价值观 

美国学者梅洛维茨曾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到，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

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

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   短视频捧火的不单单是小猪佩奇，还带
10

动了许多周边商品。众多小猪佩奇商品中，以佩奇手表最为火爆。此款手表

实际上仅仅是个摆设，因为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表针、表盘，只不过是以

手表形状作为一种儿童化玩具。这种儿童化玩具能够在青年群体中如此青睐

有加便凸显出年轻人对于生活的无奈与调侃意味。这种自我消解的心态是一

种释放压力的渠道。通过对小猪佩奇这种另类的“亚文化”的认同，“佩奇文化”

表现出的是低幼化倾向，规避现实社会。“佩奇文化” 的低智性，易于也乐于

被人们接受，甩掉了深刻反思和逻辑推理，以“娱乐”“游戏”的姿态示人，体现

的是一种自我消解的方式。 

“佩奇文化”折射出了当代青年人内心的迷惘、焦虑、不成熟等特点。目前的

社会问题：生活成本日益提升，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社会流动性减低等都是

构成当代中国青年心理特征的重要导因。青年群体意识到个体正在逐渐成熟

，由依赖过渡到独立，在此过程中接触到成人世界的多元价值观以及生存法

则后，难免心生困惑与焦虑。由于儿童对于真实颜色不具备科学分辨能力，

《小猪佩奇》动画片色调以马卡龙色为主体。除此之外，鲜艳明亮的马卡龙

色符合儿童世界的审美，并且容易唤起人们的童心。  短时间内网友们制造11

了海量童真稚气的表情包，引发病毒式传播，迅速席卷社交平台。通过对“佩

奇文化” 的认同，这些中国青年渴望回到无所羁绊的纯真童年；另一方面，

使用“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等标语来伪装自己已经融入成人社

10 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11 李昔.英国动画片《小猪佩奇》的最童话策略[J].电影评介，2017(6)：88.  
 

 



会，尽量避免因被现实世界抛弃而产生的恐惧。 

5、总结和讨论 

小猪佩奇的爆红是中国舆论监管过于严苛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需要提供社

会压力输出口。这个由民间繁衍出的网络亚文化背后反映的是自由言论被严

重约束以及长时间积累的社会情绪。由于自由言论和负面社会情绪无法通过

主流媒体表达，非主流平台便成为了传播的媒介，使这些观点得到的认可以

及广泛讨论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网络亚文化。中国官媒过渡地注重政治站位，

坚持把正确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造成中国社会舆论导向严重受到局限。主

流媒体早已失去为民众发声的重要功能，而成为中共政府单向输出的思想管

道。根据BBC国际媒体观察的报道，2018年4月，抖音上所有涉及卡通形象

“小猪佩奇”的影片和话题都被删除，甚至“小猪佩奇”四个字都被列入了评论区

的黑名单。有些上载小猪佩奇段子的网站更是被当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

俗”为由勒令永久关停。虽然“佩奇文化”是非主流文化的产物，但是它依然受

到主流文化的排挤。从2018年4月小猪佩奇在抖音上被封杀的案例， 更是12

足以证实中共对舆论导向控制的严力度。 

诚然，在借鉴西方的经验来看，自由言论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会造成扰乱社会

秩序等后果。然而纵观大局，如果民众没有任何自由发言权，社会压力积压

到极为不健康的程度时，社会上的非主流声音将选择以武力示威和反击。中

共对舆论导向把关虽然在短期可以保证社会的相对安定与繁荣，但长期却无

法保证社会有序发展。因此，像“佩奇文化”的这些网络亚文化是社会压力的

良性输出口，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应适当放宽对像“佩

奇文化”的网络亚文化进行打压与控制，为社会人士提供更多自由发言平台。 

12 汪宜青. (2018, May 01). 网红"小猪佩奇"怎么得罪了中国的视频网站？ - BBC News 中文.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958891 

 



6、局限和启示 

本文的局限在于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和讯息并不是一手资料，也无缘能和专家

人士进行面访。但是笔者采用了权威的检索系统对小猪佩奇以及中国网络亚

文化等与论文研究选题相关的专业期刊、会议论文和高校硕博论文数据库进

行较为详细的检索。笔者仔细查阅了许多相关文献以及资料，确保了本文的

严谨性，专业性以及真实性，并相信以其作为研究基础是可靠的。笔者也针

对这些进行客观、细致、较为全面的分析、比较和综合，并重点选取具有相

应价值的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分析。由于能力和时间有限，论文之中必

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指正。 

7、反思 

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笔者遇到了许多瓶颈和难题。首先，在设定研究框架

的过程中，笔者对于具体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意义起初并没有一个确立的答

案。网络亚文化是个非常庞大的课题，而从哪一方面对此课题进行切入是笔

者书写论文中最大的烦恼。笔者为了将自己的论文研究和题材尽可能地新颖

和具有创意，便选择以小猪佩奇为切入点。然而，与小猪佩奇相关的文献资

料非常有限，导致笔者在书写论文中的可参考文献相对于其他课题少了许

多。在研究此课题的过程中，笔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这些进行客

观、细致、较为全面的分析、比较和综合。通过这次的论文研究，笔者真正

明白了“深入浅出”的道理。通过探究小猪佩奇这个网红现象，笔者了解并认

识到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此次论文，笔者对中国社会

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见解，并且对于了解中国社会有更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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