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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转换下当代青年社会认同的新特征及影响

■ 邓志强
(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共青团理论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青年群体的意义是在社会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变迁中建构而成的。
时空转换下，当代青年的行为层面及精神领域均表征出新特征，其社会认同表

现为: 自我认同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 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 社会自组织认

同感越来越强; 政治认同出现两极化倾向; 文化认同的传统性逐渐弱化; 信仰认

同从先贤认同到偶像认同。时空转换给当代青年社会认同带来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和负面效应，应从时空转换视角弥补社会认同的裂痕，重构当代青年的社

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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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8090 后”出生且成长于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期，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互联网技术

与青年自身彼此共生，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有学者认为，当代青年处于“拐点时代”，即由生

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转变的刘易斯拐点，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的老龄化拐

点，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的城镇化拐点。宏观社会结构的时空变迁必然冲击社会成员微

观层面的行为和心理，而社会认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时空情境而形成的，不同时代青年经历相

异的时空境遇，从而导致不同年代青年的社会认同出现差异性。因此，当代青年的社会认同因

时空转换而呈现新特征。

一、时空转换下的当代青年

社会个体和群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时空中，不同的社会时空对于其行为、思维等产生不

同的影响。本文探讨的当代青年主要是指“8090 后”。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时间与空间的意

义发生了重要变化。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是自然空间的扩展、延伸或浓缩，且打破了人

类生存的地域界限、压缩了时空。碎片化、虚拟性的生活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与秩序问

题，对当代青年的认同感构成了极大挑战［1］。笔者认为，为了深入理解当代青年的行为方式以

及精神生活世界，必须基于时空转换视域进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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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时空转换的内涵

时间与空间已然成为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及精神层面的重要变量，时空问题已经进入时代的

主流话语。“时间和空间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建构的核心范

畴。”［2］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自然时间是指钟点时间和日历时间，是一种流逝过程; 社会

时间是指社会成员的主观体验性存在，社会时间对于社会成员而言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情

感，它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空间是指某种经验的建构［3］，可以用位置、关系、公共空间、私人领

域、国家、民族、组织等概念表达，其社会属性表现为独占、分隔、距离、流动、固定等。有学者认

为，社会空间是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空间关系，是社会等级及其之间斗争作用的体现，比如，豪

宅与蜗居、贵宾席与普通座位、富人区与贫民区等的区分［4］。
时间与空间亦有结构性特征，且会发生结构性转变。社会时间结构是指不同层级社会结构

表现的不同时间形式，包括微观社会时间结构和宏观社会时间结构，微观社会时间结构包含个

体层面的“自我时间”和非正式群体层面的“互动时间”，而宏观社会时间结构包含正式群体层

面的“制度时间”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循环时间”。社会空间结构是指两性、家庭、社区、单位、组
织、阶级、阶层、民族国家、超民族国家等社会设置［5］。微观社会空间主要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如

家庭、社区、公共场所等; 宏观社会空间超出了个体日常生活领域，比如社会运动、全球化、移

民等。
时空转换是指时间与空间的转变和变换，主要是指社会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转换，

具体表现为微观社会时间结构与宏观社会时间结构之间的变换，微观社会空间与宏观社会空间

的转换。时空转换是指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时空特征的变化，并表现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

特点。
( 二) 当代青年的时空转换

时空转换是指时间与空间的转变和变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任何时代的青年必然经历一

定时空转换，每个世代均带有时代的烙印，不同年代青年的社会认同情境和机制亦会发生变化，

从而他们的社会认同差异性较大。60 后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政

治变迁，他们历经了政治性空间的转换，国家力量在他们成长过程以及空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力，因此，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较强，其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比较强。70 后成长于单位社会

时期，单位社会是国家利用权力控制社会成员的政治空间，社会成员依赖和服从于单位组织，无

论是体制内青年，还是体制外青年，他们均对单位组织的认同程度较高，一致性和同一性是他们

社会认同的特征，他们对国家力量、集体力量、组织力量的认同感较强。80 后面对着不一样的

时空转换，具体表现: 一是社会时间的转换，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传统性与现

代性的断裂与张力。二是社会空间的转换，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中心权威与边缘弱势的对

立，总体性、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转向个体化、碎片化的社会结构。90 后出生和成长于网络时代，

经历着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影响，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的行为

及精神生活深受其影响。
( 三) 时空转换对当代青年的影响

当代青年身处的社会时空结构经历着压缩性和超越性的结构变化，压缩性是指社会时间被

压缩，社会节奏越来越快; 社会空间被压缩，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被挤压。
超越性是指社会时间被延伸了，延伸到了虚拟空间; 社会空间被超越了，网络空间成为当代青年

群体新的场域。具体而言，社会时空转换范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喻文化的形成是社

会时空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当代青年的行为方式、人际交往空间等均与社会时空转换相关，且是

在网络亚文化条件下改变的。第二，网络空间是一个身体缺席的互动场所，这是社会时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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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点。互动是分析社会成员行为的最小单位，互动就是场所，场所是社会时空转换的关键。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为当代青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平台”，而此“新平台”是他们形成

社会认同的新情境。第三，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是实现社会时空转换的动力和杠杆。
社会时空转换具体表现为资源分配方式、规则调整、社会流动等方面，而上述变化均需要权力的

参与和再生产。在网络空间，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权和私权之间产生冲突，当代青年权

力参与方式、动员方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当代青年面临时空转换下的困惑，即空间上全球化

与中国本土化的冲突，时间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时空转换不是简单的线

性转换和结构转换，而是一种复杂性转换类型，即社会时空日益网络化，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

加，集中表现为矛盾性、无序性等特征。
在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式微，社会流动的空间极大地得到拓

展，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互联网赋予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多元性和异质性得到认可、认同。
因此，除了国家力量之外，市场、社会和网络三重力量共同孕育了当代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数字鸿沟在不同区域、处于不同阶层地

位的青年群体中将缩小。与此同时，时空转换下，当代青年的行为发生了不适应甚至失范现象，

而且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精神层面亦出现了新现象和新特征。

二、当代青年社会认同的时空转换

社会认同基于一定社会情境形成，而社会时空结构是最基本的社会情境，社会时空变化则

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因此，时空转换视角是研究社会认同的基本视角。从社会时空转

换视阈探讨当代青年社会认同的新特征及影响，是基于宏观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当代青年社会问

题，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情绪和价值取向。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

会比较，而社会比较本身就蕴含时空转换。社会成员通过比较不同时空下的社会范畴，从而形

成不同层面的认同。社会范畴包括群体自身、阶层、组织、政治、文化等方面。因此，笔者从自我

认同、阶层认同、组织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来解析当代青年社会认同的新特征。
( 一) 自我认同的时空转换: 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

自我认同是指对自我身份的归属感及评价态度，自我认同赋予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是对于

自我成长的要求与肯定。自我认同感越强烈，对自身的标准和要求则会越高，更加驱动自我发

展。随着时空转换，当代青年的自我认同经历了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的过程。
21 世纪初至 2010 年，80 后的自我认同表现为集体抗拒。80 后一词最早出现于 21 世纪初，

最初是指出生于 80 年代的韩寒、郭敬明等一批文坛新秀，此后则被推及到 80 后群体。本来 80
后称谓是一个中性词，但社会舆论却给它贴上了贬义的标签，社会和媒体用自我主义、无责任

心、不敢担当等词汇描述和评价 80 后。李春玲等通过对 80 后的焦点组访谈和分析、研究发现，

青年群体对 80 后的称呼比较反感并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社会强加于他们的符号，而且是一种

标签式的负面评价［6］。
2010 年至今，青年群体对 80 后开始集体认同。在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中，

80 后志愿者的工作和态度得到了媒体和社会肯定性的评价。80 后逐渐实现了意义转换，成为

有担当的象征。李春玲等在 2010 年对 4 221 个在校大学生和 5 715 个大学毕业生进行了网络

调查发现，“8090 后”青年对 80 后、90 后的称呼表现出一种集体认同，超过 85% 的调查者表示

80 后、90 后“只是一个称呼”; 八成左右的人比较认同“非常强调自主性和个人空间、竞争和权

利意识增强”等社会评价。可见，当代青年的自我认同随着时空转换发生了变迁，具体表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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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从集体抗拒到集体认同。
( 二) 阶层认同的时空转换: 明显向下偏移

阶层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层级秩序中占据的位置的感知和认同，分为静

态的社会阶层认同和动态的社会流动认同。从静态的阶层认同来看，社会成员在主观的阶层认

同上均有下移倾向，但“8090 后”则更为明显。李春玲等以职业为标准将 80 后群体划分为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农民五个阶层，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农民工倾

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其他群体在阶层认同上均倾向于下移［7］。“8090 后”群体的阶

层认同表征为向下流的心态，弱势心态蔓延。
社会流动认同是指个体对实现社会阶层变动途径、机制及状况的评价和感受。魏国华等基

于对广州 1 682 位青年的调查，发现 54． 3%的青年认同“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肯定

自致性因素对获取成功的重要性［8］。但是，年龄越大的青年越认同先赋性因素在成功中的作

用，年龄越小的青年越认同自致性因素在成功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青年特别是 80
后更容易对自身命运产生“无力感”，对自身掌握命运的个人效能感明显降低，认为成功不能单

靠个人努力，更需借助外部力量特别是家庭背景。
无论是静态的阶层地位认同，还是动态的阶层流动认同，当代青年均呈现明显的下移趋势，

对当前社会流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表示质疑。当代青年阶层地位认同下移潜伏着更大概率的

发生对现实政治、社会运行体制的不满，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刘欣就提出了“阶层意识的

相对剥夺论命题”，即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促使一部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

剥夺状态，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不论其占据的客观阶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做

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社会流动感知分为向上流动感知、向下流动感知和水平流动感知三大

类。向上流动感知者具有乐观主义态度，一般很少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其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呈现一致或向上偏; 而向下流动感知者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则表现向下偏，更容易产生悲观主

义态度［9］。
( 三) 组织认同的时空转换: 社会自组织认同感越来越强

表 1 当代青年最信任的组织
N =1 560

项 目 样本( % )

中国共产党 356( 22． 8)

政府 244( 15． 6)

共青团组织 202( 12． 9)

社会自组织 722( 46． 3)

宗教组织 24( 1． 5)

其他 12( 0． 8)

合计 1 560( 100． 0)

数据来源: 2014 年共青团湖南省委

课题“服务型团组织建设研究”

组织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心理与行为方面对组织表现

出来的一致性倾向，是社会成员通过组织寻求自我增强的表

达方式。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处于那个时代的青年

特别是体制内青年群体在单位体制下形成依赖性的组织认

同。李路路等相关研究表明，处于青年时期的“6070 后”对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单位认同程度较高，且表征

为依赖性认同。在组织认同中，个人是绝对服从组织，个体

的主体性被削弱。王彦斌的相关研究亦证实了此结论［10］。
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代青年个体需要应对不断增强的流

动性和风险性，而组织从一定程度上能为个体降低国家角色

缺位带来的风险。笔者基于 2014 年湖南省 1 560 名青年调

查数据分析，结果发现: 当代青年的社会自组织认同感比较

强烈，46． 3%的青年对社会自组织信任度最高，只有 12． 9%
的青年最信任共青团组织( 见表 1) 。当代青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广泛的组织认同愿景，

毕竟在风险社会的压力下，个体的力量显得较为微弱，他们寄希望通过组织搭建平台以实现个

体价值。而社会自组织接地气，将青年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连接起来。因此，当代青年在社

会自组织中寻求交往和认同，且寄托更多的精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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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政治认同的时空转换: 两极化倾向较显著

政治认同是指个体对当前的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政治体制等方面的评价和判断。当代青

年的政治认同出现两极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态度“去政治化”但又关注

政治。“去政治化”是指当代青年对宏大的政治主题的关注和兴趣逐渐减弱，传统的政治意识

形态话语体系难以被他们认同。“8090 后”群体对意识形态逐渐淡化，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与自

身利益相关的诉求，更关注与个人发展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当代青年在现实生活中与朋友、同
事讨论政治性话题的频率降低，且反感“主义”“道路”等宏大式的沟通。二是认同中带有质疑。
有研究者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当代青年的政治理念已悄然改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西化倾向。
三是对国家的历史和前途持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对当前中国政治现状的认同度较低。有 70%
以上的 80 后对毛泽东时代持正面评价态度，80%以上的 80 后对未来中国社会前途有信心。大

部分 80 后对政府行政行为、党政官员的知识素质和道德素养、社会公正状况以及企业的社会责

任等方面持消极的评价态度［11］。
随着时空转换，国家力量对私人空间的介入越来越弱化，公共空间也越来越走向开放，特别

是网络社会的崛起，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表达空间。由于青年自身的不

成熟及外来力量的介入，当代青年的政治认同表现出两极化倾向。
( 五) 文化认同的时空转换: 传统性逐渐弱化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传统文化等持有的态度和评价，是社会成员对文

化的倾向性和归属性的共识与认可，它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以及行为选择。
缘于时空的变迁，社会日趋承认文化的多元性，青年的亚文化亦得到认可。然而，当代青年对传

统文化认同逐渐弱化。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呈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来看，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日趋

淡化，而过于欣赏当下的流行文化。当前社会时间被压缩，且节奏越来越快，社会时间更多地指

向未来，从而导致“8090 后”对传统文化认同偏向弱化。基于 70 后、80 后和 90 后各 600 名青年

群体的调查，问及“关于传统与创新，你认为在社会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有 69． 17% 的 70 后选

择“遵从传统、习俗和大家公认的规则”，只有 27． 67% 的选择“支持变化，去寻找新的生活和工

作方式”; 而 80 后和 90 后选择“遵从传统、习俗和大家公认的规则”的分别是 45． 83% 和 32．
67%，明显低于 70 后，选择“支持变化，去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分别是 51． 33% 和 57．
00%，则远远高于 70 后( 详见表 2) 。可见，相对 70 后而言，“8090 后”群体创新意识更强。

表 2 不同时代青年群体对传统性的认同 N =1 800 单位: %

项 目 70 后 80 后 90 后

遵从传统、习俗和大家公认的规则 69． 17 45． 83 32． 67

支持变化，去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27． 67 51． 33 57． 00

不好说 3． 17 2． 83 10． 33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数据来源: 2016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新英才科研基金重点项目“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会信任研究”

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呈增强趋势。从空间维度来看，当代青年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开

始增强。从表 3 可得知，70 后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 90． 33%，远远高于 80 后的 71． 50% 和 90
后的 64． 83% ; 而 80 后、90 后对外来文化认同的比例分别为 27． 83%和 33． 67%，是 70 后的三倍

多。可见，不同时代的青年群体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差异性，虽然大多数

“8090 后”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但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更加包容和认可。当代青年缺乏理性

·06·



的比较和判断，不能正确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可能产生文化自卑感，

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一种质疑的态度( 见表 3) 。
表 3 不同时代青年群体对中华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认同 N =1 800 单位: %

项 目 70 后 80 后 90 后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90． 33 71． 50 64． 83

外来文化认同 8． 67 27． 83 33． 67

不好说 1． 00 0． 67 1． 50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数据来源: 2016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新英才科研基金重点项目“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会信任研究”

三、时空转换对当代青年社会认同的主要效应

置身于不同的时空情境，青年社会认同的表征不一。当代青年处于特定的时空社会环境，

其社会认同也表现出时代特征，与以往的青年群体存在代际差异。时空社会环境是社会认同的

基础条件之一，随着时空转换，当代青年的社会认同既出现了积极因素，又产生了消极现象，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社会认同的主动性得以提升

网络空间是一个扁平化的空间，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自主和自由得到进一步

解放，当代青年更加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认同感，主动性日益增强，外界的束缚开始松

动。虽然当代青年的社会认同呈现多元化特征，但从认同的主动性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代青年的

价值取向，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的价值观。有学者提出，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一种主动的建

构性社会认同，即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

的，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

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一定会从个体认

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同，即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12］。“8090 后”的自主、独立、自我选择、
自我意识等主体性意识被唤醒，他们不再简单地、被动地接受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

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和要求，属于主动性的社会

认同。
( 二) 反向政治认同推动改革进程

反向政治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政府行为、政府官员、政策等持批评质疑的态度。在网络社

会的场域里，当代青年的反向政治认同倾向更加明显。“8090 后”对一些涉及政治的流言或传

言具有较高的认同，他们会“大胆地假设”，急切地作出判断和评价。“8090 后”对社会现象、政
治现象的消极方面有一种“负面偏好”。在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青年网民对某些

政治议题或事件转发、评论以及吐槽等，一方面是在主观上宣泄一种情绪，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能

倒逼政府迅速作出回应与解决，并将民意的力量成几何级数倍地放大，有利于新规范和新秩序

的建立。
( 三) 流动性与阶层固化可能导致“下流”
当代青年处于一个流动的时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平

均年龄为 28 岁，主体是新生代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根据 2006 年和 2008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

查数据显示，80 后群体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达 31%，高于 70 后的 21． 5%、60 后的 13． 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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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后的 11． 4%［13］。宋健调查的青年职业的稳定性显示，青年的职业稳定性较差，超过一半的

青年都换过三次以上的工作，且越是低端职业稳定性越差［14］。全球化、网络化促使社会流动性

越来越强，疆界和边界已经逐步被侵蚀，地域空间已经不再是社会认同的鲜明依据。流动性意

味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当代青年在精神世界会产生不安全感，也导致认同的波动性，从而可

能迷失自我。然而，与此同时，当下社会又发生了青年阶层固化现象。阶层固化导致弱势青年

群体失去关于社会流动的信念系统，他们会认为，阶层边界不是可渗透的，跨阶层流动的阻力和

难度较大，从心理上超越低地位群体进入高地位群体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他们会对未来丧失

希望，也不愿通过努力而改变自身的社会群体位置，他们甚至可能将自己归为日本学者三浦展

所言的“下流社会”行列。
( 四) 双重空间导致身份认同出现分裂

现实社会中，青年扮演多重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但是不同的角色期望

不一样，而且角色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因此身份的多元性可能导致当代青年身份认同危机，经常

出现“纠结”心态。“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网络使民间舆论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日益深远，逐步

形成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聚焦的舆论集散地。”［15］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线上线下的身份认同

因双重空间的差异性也会产生矛盾，比如网络空间的互动可以“身体缺席”，但现实社会的互动

需要“身体在场”; 在现实社会可能性格内向的人，在网络社会则可能放荡不羁，表现截然不同。
可见，当代青年因空间转换而导致身份界限的模糊性，从而产生身份认同的分裂。网络时代青

年的社会认同是建立在对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以及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区分的基础之上，

而且认同的参照标准也常常改变，更具复杂性和易变性。可见，网络青年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多

元认同，而多元认同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甚至出现紧张状态。
认同是社会发展的精神驱动力，而时空转换给当代青年社会认同带来了一定的危机和困

境。因此，必须从时空转换视角弥补社会认同的裂痕，以政策支持促进当代青年认同基础的均

衡，重构时间和空间意义，从而再构当代青年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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