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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对策

■ 李玉萍 高正杰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小说样式，具有以青春为主

基调，以爱情为主奏曲，以成长为主旋律，鲜明的反叛色彩和极具青春气息、富有

校园生活特色话语运用的基本特质; 主要承载着青年成长观、爱情观、友情观、审
美观等价值观念。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进取创新的成长观

有利于大学生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求美求善的爱情观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

向的爱情认知，亲善信任的友情观有利于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兼具时代

气息与民族特色的审美观有利于大学生提升审美水平; 其消极影响主要在于不思

进取的成长观会模糊价值目标，泛爱主义的爱情观会弱化爱情道德责任意识，自

私虚伪的友情观会疏离大学生之间的友谊关系，低俗化的审美观会扭曲审美价值

取向。应从政府部门与网文平台的管理、高校教育平台的引导、文本生产者的自

律和文本消费者的自觉四个方面探讨应对策略。
【关键词】网络青春校园小说 价值观 大学生

收稿日期: 2020 － 07 － 15
作者简介: 李玉萍，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美学、网络文学;

高正杰，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优秀教师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网络小说价值取向研

究”( 课题编号: 2 － 9 － 2018 － 33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被称为“世界四大文化奇观”之一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当今文学领

域不可忽视的新锐力量，正在逐步改变中国文学的结构版图，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网络

小说则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代表样式。网络媒介的匿名性、自由性和交互性，客观上将创作权

还给了大众，网络小说也因此具有“我手写我心”的悦己悦人的心理宣泄和社会交往功能。基

于这样的背景，一种以校园生活为主要设定，书写青春梦想、欲望和情感的小说类型悄然兴起，

蓬勃发展。青春校园小说以最具亲和力和熟悉感的话语体系、思想观念和叙事方式让包括大学

生群体在内的青少年群体成为它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其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特质，青

春校园小说所承载的价值观对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类型界定、基本特质及主要价值观

( 一)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类型界定

1998 年，痞子蔡发表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既是网络文学的起点，也是网络青

·96·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5.010



春校园小说的开端之作，标志着青春校园小说的兴起。2005 年之后，青春校园小说得到飞速发

展。观察当前主要的中文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纵横中文网、晋江文学城、潇湘书院、起点女生

网等都设有青春校园类型。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主要表现青少年群体的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和自

我实现的青春成长历程，是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情感表达，是纯真朴素的爱情书写，一般不关注

时代主题，更多的是个人欲望与情感体验的展现。它的总体基调是反叛与迷茫、认同与反思、自
我与自恋共存相生，创作者借写作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释放，阅读者在阅读中得到情感共鸣和

经验认同［1］。青春校园小说受到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群体喜爱的原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

要局限在青春校园小说文本的影视化衍生品———青春校园影剧研究中，主要观点有: 以成长、爱
情、寻找的故事叙事，让受众温习青春，书写珍贵、单纯而美好的校园时光［2］。通过精神娱乐、情
感抚慰的方式，实现了受众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心理疏离［3］。以校园、教室、班会、同桌等特定

符号分享和唤醒青春期集体记忆; 以“拟态人际关系”、完美的男女主角设定、“甜宠”的情节元

素实现“心绪转换效用”，帮助受众逃离日常生活的压力与负担，释放情绪; 体现参与式文化的

新媒体文化特点，实现群体身份认同［4］。综上所述，大学生群体之所以喜爱青春校园小说，是基

于其时空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特质，令他们实现身份认同，产生沉浸感和代入感，获得

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快感，实现情绪宣泄、情感抚慰的心理满足。
( 二)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基本特质

1． 以青春为主基调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最精彩的人生阶段，经历了青春的酸甜苦辣，人才会经历成长走向成

熟。人在青春阶段的选择和实践，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青春

校园小说突出书写的正是不同人物的青春经历和人生成长。
2． 以爱情为主奏曲

青春校园小说中，关于爱情的话题几乎每一部都会涉及，爱情叙事成为青春校园小说的基

本特质之一也是大学生阅读群体最为关注的部分。因此青春校园小说的创作者往往会强化小

说文本中的爱情叙事，书写青春期少男少女关于爱情的或纯真美好、或欲望狂欢、或感伤迷茫、
或反思警醒、或平实理性的想象，从中变幻出千百种爱情模式，既结合了实际的校园生活，又迎

合了向往爱情的学生消费群体的需求。
3． 以成长为主旋律

青春校园小说，主要表现的就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成长历程。
小说人物的不断成长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这个成长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方面是身体上

的成长，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他们的身体发生显著变化，生理器官的成熟使得他们对异性倍加

关注，对性也充满好奇，另一方面是指心理和思想上的成长，伴随着他们心智的成长和思想的成

熟，小说人物由迷茫懵懂到逐渐找到人生定位，坚守自己的理想。
4． 鲜明的反叛色彩

青春校园小说的总体基调就是反叛与迷茫、认同与反思、自我与自恋共存相生，尤其是青春

期的反叛与迷茫，在此类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一些标签为“青春疼痛”的小说中出

现打架斗殴、滥交、未成年人堕胎、戾气满满的互撕等“越轨”色彩明显的情节，渲染一种与全世

界为敌的孤独寂寞的“明媚的忧伤”。青春校园小说中的反叛色彩，一方面来自于青春主题常

有的叛逆色彩，另一方面也来自青年亚文化中的抵抗特质。
5． 青春气息、校园特色的话语运用

网络环境成长起来的青春校园小说的语言文字青春气息浓郁、网语化特色突出，兼具特有

的校园话语体系，也更显现出新媒体和个体化的特质。一方面是网络语言、颜文字、中英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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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数字符号等符号文字以及诸如“同桌”“教室”等校园文化特定符号话语的运用; 另一方

面是基于个体化平民化立场和青年亚文化色彩的方言、戏谑化、粗俗化语言的使用。这一特质

的成因，有基于平民立场颠覆精英文化立场或基于“抵抗”“反叛”愿望对主流文化规则的故意

反其道而行之，也有一些创作者由于素质水平的问题而导致语言低俗化。
( 三)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主要价值观

1．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中的成长观

在青春校园小说中，小说主人公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向读者传递着不同的青年成长观。
其一，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的青年成长观。有的青春校园小说作者主张独立理性的思考，倡导读

者理性看待事物，树立创新意识，不崇拜权威，不盲目顺从; 有的塑造了小说主人公乐观对待生活、发
奋学习、积极向上的形象。如八月安生的青春校园系列，《你好，旧时光》《暗恋·橘生淮南》《最好的

我们》等，写的就是一群爱学习的好学生的青春故事。其二，进取上进，努力追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的青年成长观。在青春校园小说中，有积极进取、追寻梦想的人物和故事。主人公积极进取，为了实

现人生价值而努力追求理想，不懈奋斗，给阅读者带来的是积极上进的正能量。比如《草样年华 4: 盛

开的青春》中的邹飞，从初入校园时的迷茫颓废到找到自己兴趣之所在———摄影，并为此而努力，最

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三，颓废堕落，不思进取的消极青年成长观。在部分作品中，小说主人

公在校园成长学习阶段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得过且过如同混日子一般度过校园

生活，譬如石康的《晃晃悠悠》中，小说主人公流浪、逃课、考试作弊与自甘堕落。
2．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中的爱情观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中所传递的爱情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对待爱情乐观积极、努力寻求真爱的积极爱情观。在一些文本中，女主角与男主角虽

在物质条件或者身份地位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女主角身上却有许多优秀品质，比如自尊

自强、善良勇敢、积极乐观等，并通过自身努力缩小与男主角之间的差距，最终收获甜蜜的爱情，

比如《会有天使替我爱你》中米爱的爱情经历，顾漫的《杉杉来吃》里薛杉杉与封腾的萌系爱情。
其二，婚姻关系中双方平等独立、互相尊重的积极爱情观。一段良好婚姻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基

础是夫妻双方的自愿和地位的平等，在此基础之上，想要婚姻的幸福和长久还需要双方在生活

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同甘共苦，例如在顾漫的小说《何以笙箫默》中，男主角何以琛对婚姻的

解释就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其三，认为爱情是性欲升华

为情感的高档消费、盲目追求性行为的消极爱情观。在一些青春校园小说中，出现了生理满足

型的爱情观，他们认为所谓爱情无非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搂搂抱抱，更有甚者，把男女之间

的性关系看作是爱情的本质内容。一些小说的主人公精神空虚，把身体看作情欲的物质载体，

盲目追求性行为。其四，缺乏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对待爱情三心二意的消极爱情观。一些小说

主人公在恋爱关系中忽视了爱情的道德和责任，“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对待爱情不

能做到忠贞专一，朝秦暮楚、三心二意，亵渎了美好的爱情。
3．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中的友情观

青春校园小说中，人物之间友情的发展变化也是被关注的重点，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传递

出不同的友情观。
其一，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进步的积极友情观。一些小说主人公在大学期间与好兄

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并将友谊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工作生活之中，成为彼此事业上的好帮手，生

活中的好哥们。其二，相互算计，自私刻薄，虚荣利己的消极友情观。在一些青春校园小说中，以

女大学生为主要描写对象，重点讲述了她们在大学校园里面对爱情和友情等问题时的不同情感经

历和处事态度，其中一些反映了比较负面的友情观。其三，交友被动，待人消极淡漠的友情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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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校园小说会塑造一些高冷自负的人物形象。如《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 KO，最初就是一个

高冷淡漠、不善交际的网络黑客形象。很多阅读者会把这种形象视为“酷”“帅”，十分欣赏甚至有

意模仿，但这种交友待人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利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4．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中的审美观

青春校园小说的审美观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叙事语言、情感塑造和文化底蕴等方面。
其一，正能量作品中承载的积极审美观。一些青春校园小说叙事语言或古雅或素朴，承载

东方审美气韵，传播社会正能量，给人以美的熏陶。作者非常注重语言叙事的东方气韵、人性情

感的求美求善、国风古韵的民族文化底色，能让大学生在小说阅读中获得美的愉悦感的同时潜

移默化地培养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趣味。其二，语言粗鄙，内容低俗的小说作品中所承载

的消极审美观。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使得小说创作者门槛较低甚至没有门槛。一些写手在语言

表述上往往随心所欲地使用粗鄙低俗的语言，在情节描写上追求欲望狂欢，出现大量大尺度的

情色描写甚至堪称淫乱的“性描写”( 圈内称之为“肉文”或“车”) ; 更有甚者，还描写乱伦等严

重违背法律规定的内容，这些小说创作者出于一己私欲或私利，放逐了道德感，践踏了法律底

线，这会对读者尤其是低龄读者的道德认知、伦理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等产生消极影响。

二、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影响

( 一)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1． 进取创新的成长观有利于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青春校园小说中所承载的提倡个人主体意识，勇于开拓创新，发奋进取的成长观会对大学生

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对于那些对校园生活或前途感到消极迷茫的大学生来说，阅读此

类小说作品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成长观，促进自我认

知，摆脱迷茫彷徨，确立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成绩优秀，但缺乏实践能力和

创新意识的大学生来说，受到此类小说的影响，会在学习生活中树立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努力与

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知乎网友廖以七在谈及阅读八月安生小说感想时的说法，无疑佐证了这

种积极影响，“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青春该有的样子吗? 会为成绩努力会为未来努力……要靠

自己一步步走下去。定下了目标就努力去做……这样的青春才没有遗憾啊。”①

2． 求美求善的爱情观有利于形成正向爱情认知

青春校园小说偏重言情的有两类，一是悲伤文艺言情类，以离奇、悲伤、叛逆成长为主要呈

现点，如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 二是都市流行言情类，以甜蜜温暖的爱情故事

为主，如顾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在两种类型里求美求善、追寻真情的爱情观是主流。这

些小说中的男女双方相互尊重、关系平等、追求真情、相信美好爱情的积极爱情观，会让阅读此

类小说的大学生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求美求善的爱情认知，虽不免过于理想化，但有利

于正向爱情观的养成。
3． 亲善信任的友情观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一些青春校园小说的创作者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

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倡导人与人之间亲善信任、相互帮助的和谐友情观。大学生在阅读这

类小说作品时有助于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全面树立“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

有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5］，从而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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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兼具时代气息与民族特色的审美观有利于提升审美水平

大学生正处于对美的追求和探索阶段，在青春校园小说中，兼具时代特色和东方韵味的叙

事语言能够使大学生在阅读中获得独属于中华文化语言文字的美感享受，更能培养起大学生国

风古韵的语言审美标准;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则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民族文化素

养，也会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审美趣味，从而在给大学生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的同时重塑和

提升其审美趣味与审美水平。
( 二) 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1． 不思进取的成长观会模糊价值目标

青春校园小说将网文的娱乐性与随意性发挥到了极致，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颓废堕落、没
有理想信念的，所承载的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消极成长观，大学生在阅读此类小说作品时，容易受

到其中消极思想的影响，逐渐迷失自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便从小说作品中寻求精神

安慰，不能直面现实，久而久之，就会模糊或者丧失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
2． 泛爱主义的爱情观会弱化爱情道德责任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性爱、理想和责任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爱情不是一时冲动的

产物，而是在感性和理性相结合后经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决定。在一些青春校园小说中，主人公

爱情责任感较低，出于对爱情的好奇尝试或情感欲望宣泄的目的而选择恋爱对象，他们本身并

不理解爱情的本质，甚至还有一些小说人物被设定为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这类小说作品所承

载的泛爱主义爱情观违背了男女双方平等尊重、忠贞专一的恋爱原则，会产生消极影响，使大学

生曲解对爱情的认知，把与多个异性保持暧昧关系当作炫耀的资本，弱化了大学生在恋爱关系

中的道德责任意识。
3． 自私虚伪的友情观会疏离大学生之间的友谊关系

友情是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友情观是大学生建立良好亲密关系的基础。
在一些青春校园小说中，描写了大学校园内大学生们勾心斗角、自私虚伪的阴暗面，同一班级或宿

舍内的同学因为争夺某荣誉称号或奖学金而形同陌路，呈现出功利化的友谊观。以此为代表的青

春校园小说所承载的自私虚伪的友情观会给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可能会让一些大学生在日常交

友中，或只关心和考虑自己的利益，或一味索取不懂付出，不利于健康交友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4． 低俗化的审美观会扭曲审美价值取向

一些青春校园小说作品受创作者文化水平和不良创作目的的影响，随意使用低俗化的语

言，塑造与真实脱节的恶俗或矫情的人物形象，甚至还有一些小说违背公序良俗，有涉黄违法等

过度的色情描写。小说内容所传递的不良审美取向会对读者尤其是低龄读者的审美水平和审

美趣味，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影响的应对策略

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性的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必然存在正负两面的价值

功能。从教育的视角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其充分发挥正面作用，去除过度越轨元素，减

少其负面影响，从而实现青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共存共赢。
( 一) 加强底线思维的监管和完善自我净化机制

促进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良性互动，要从加强管理入手，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完善网文

平台的管理机制。政府的相关部门主要应从宏观层面加强对青春校园小说内容生产和传播平台

的监管，可以加强对网文生产和传播平台的制度监管，建立健全其准入机制，整顿整改过度越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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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平台，依法取缔严重违反相关法规的网站和传播平台。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底线思维是一种

很好的管理理念。政府的相关部门最应关注的是文本内容和原创平台是否挑战或触犯了伦理底

线或法律底线，要严格管理违背道德和法律底线的网文文本和原创平台，以便促进青春校园小说

的创新和良性发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问题。青春校园小说的主要传播

平台诸如文学网站、无线阅读平台、网文论坛、微博等则要注重对网文作品的微观管理，不断加强

和完善相关网文品质的良性管理机制和自我净化的审查制度。
( 二) 提升思政层面的教育与引导

针对网络青春校园小说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影响，学校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可以用思政课程

的理念或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加以引导; 也可以在思政课程主渠道的教学内容中，适时适

机地把经典的青春校园小说的内容引入课堂教育，分析传播度或热度很高的青春校园小说中的

典型人物或故事，批判一些承载着不良价值观的文本，提倡和推广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价值观，

提升学生在这方面的审美能力; 还可以用学生喜爱和熟悉的小说人物、故事和话语引导学生树

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三) 增强创作者的责任感和文化修养

在青春校园小说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文本生产的源头———创作者的自我管理与提

升至关重要，这需要文本创作者的自觉，也需要创作平台的激励措施与规则约束。青春校园小

说创作者要增强自身责任感和对文学作品人文性的认知，要有底线思维，不违反法律，不违背公

序良俗，不挑战人伦底线。在此基础之上，了解文学的基本常识和价值追求，增强小说作品的人

文性，既要有娱乐性，也要有情怀，方能实现文学育人的教化功能。创作者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

文化修养，以尽量优美文雅的文笔、简洁明快的叙事、形象鲜明的人物和曲折精彩的故事去吸引

阅读者，追求真善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阅读者提供人物故

事和价值情怀兼具的优秀小说作品。创作平台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主题征文比赛、网文写手

训练营与奖惩机制等方式方法，促进文本创作者的自觉和自我提升。
( 四) 促进大学生受众群体的自觉与自律

网络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各种质量的青春校园小说文本，其中既有内容积极、催人奋进、求
美向善的上乘之作，也有内容低俗、欲望狂欢、令人唾弃鄙夷的文学糟粕。面对复杂的文本构

成，大学生要主动追求多元化阅读，不断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身的价值判断能力，提升自身的

审美品位，以便更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在获得情绪宣泄、情感抚慰的娱乐快感的同时，汲取小

说作品中优秀的思想文化元素，摒弃甚至批判一些小说作品中的不良理念和低俗内容。此外，

还要加强自律，主动防范青春校园小说中消极价值观的侵害。
总之，通过网络青春校园小说的外部环境和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链条中各个要素的系统

性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负性因素，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影响，促进青年亚文化与主流

文化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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