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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的青年文化特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运用

■ 张 瑜 杨曼曼
(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快闪”的兴起展现出网络时代青年文化发展的新特点，为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提供了新启示。“快闪”拓展了网络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情

境营造，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传

递提供了新方法。进一步发挥“快闪”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需要在把握

青年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注重意义性与生活性

相结合，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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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 Flashmobs) 是 21 世纪初起源于美国曼哈顿的一项瞬时社会活动，最开始是通过互

联网召集陌生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完成指定动作，然后迅速消失。无目的、无意义、无领袖

是快闪活动的三个基本特质［1］。随着“快闪”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和社交媒体的深度发展，“快

闪”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被赋予新的价值意蕴。2019 年，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由央视

新闻等主流媒体发起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极

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祖国的自豪感，成为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
“快闪”逐渐成为青年人喜爱的文化活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快闪”的兴起及其青年文化特征

“快闪”是网络时代社交媒体的产物，以“快闪 + 短视频”的方式获得了青年群体的青睐，在

中国文化境遇下突出展现出青年人的青春特性，表达了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
( 一) “快闪”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快闪”的兴起源于网络的连接效应。进入 21 世纪，网络社会的崛起势不可挡，人们借助

网络进行学习和工作，更通过网络开展娱乐和社交。“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

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框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2］。“快闪”正是

借助网络的弱纽带社交优势，将陌生人联系到一起，实现了瞬时的社会集合。2003 年，美国社

会工作者比尔通过互联网策划了首次“快闪”活动，但因活动消息泄露惊动了警察致使活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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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随后他又策划了第二次活动，紧接着策划的几次“快闪”也都在美国相继成功。此后“快

闪”之风吹遍世界。青年人好奇心强、喜欢探索，对网络运用得心应手，但是网络游戏、网络社

交、网络购物等沉浸式体验，容易造成青年人之间现实交往的疏离。“快闪”这种网上发起、线
下行动的活动形式，在快节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因满足了青年释放个性、寻求关注、缓解压力、
回归社会群体的需求，从而迅速在青年群体中风靡开来。最初人们只是认为短短十几分钟甚至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可以使个体从理性、枯燥、繁忙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在真实而感性的空间中

释放情绪，获得像儿童一样纯粹的快乐。随着“快闪”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和广泛影响，一

些学术研究、商业宣传、公共参与活动纷纷采用“快闪”的形式，使得“快闪”逐渐从无厘头变得

有仪式，从无序变得有序，从无计划变得有计划，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
“快闪”进入中国后，其意义性表达色彩更加凸显，发挥出集体行动的力量，更大程度上表

现为一种公益性、正能量的文化活动。2013 年 7 月 10 日，“快闪族”在台北 101 地下美食街演

唱《绿岛小夜曲》《茉莉花》《望春风》等歌曲及圣诞前夕在北京国贸演唱台湾歌曲和大陆歌曲，

渲染出强烈的家国情感，引起两岸民众的关注，唤起人们对祖国统一的期盼。“快闪”实际上也

是一种群体传播活动，“快闪族”内部传播形成基本的行动要求，在“快闪”进行时又将周围人群

吸引参与进来，形成群体外部传播，从而建构出一种共同的群体意识或集体价值目标。当前，线

下“快闪”行为通常会被拍摄、录制成“快闪”视频，记录下“快闪”过程发送到网络上进行传播。
“快闪”者的表演、现场观众情绪的自然流露与热情高涨的氛围使“快闪”视频以极高的感染力

优势在网络迅速扩散。这种“快闪 + 短视频”的集体意识表达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和

体现。
( 二) “快闪”具有鲜明的青年文化特征
“快闪”展现青年的青春活力。青年是一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朝气的群体，他们“思想活

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强”［3］，其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追求和创造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快闪”在我国青年群体中兴盛，

也是青年对新生活方式、新价值观念的实践，展现出当代中国青年的活力、激情、想象力与创造

力。2019 年 9 月 23 日在澳华人及中国留学生发起的汉服“快闪”，青年人用他们的活力和热

情、歌声和舞蹈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民族悠久历史的自豪充分展现出来。
“快闪”蕴含青年的爱国情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国家发展在各个领域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增进了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青年在国家重大节日和重要文

化活动中成为最具活力的参与者，2018 年至 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央视新闻策划
《我和我的祖国》新闻“快闪”节目。根据腾讯指数大数据，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快闪”系列

活动在 15 岁到 35 岁的青年群体中的讨论热度非常高，这种活泼直白的表现形式激发和凝聚了

青年的爱国之情，昭示青年一代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4］。
“快闪”内嵌青年文化元素。青年人善于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交融

中，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蕴。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人们进行情感对话和认同建

构的基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和长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传承，为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通过“快闪”唤醒集体记忆、培育共同价值共识提供了优异的文化土壤。语言和符号是人们文

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元素，共同的语言、文化符号、文化习俗、行为方式能够将人们的情绪、记忆和

情感串联到共有的文化层面中。青年一代既接受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经历过当代中

国文化的浸染，同时也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在“快闪”行动中呈现出更加多样的文化符号

表达。他们通过设置文化符号、营造情境将“快闪”打造成一个临时的文化传播场域，使表演者

和观众共处在同一个文化框架中。
“快闪”契合青年人的表达方式。青年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使用的主力军，青年一代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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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浸润在网络环境之中。“快闪”视频的内容和形式契合了当前碎片化表达时长较短、内容具

有感染力、互动性比较强的网络用户偏好，其一经发布就会在 B 站、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
博等平台之间互相转发和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这既满足了青年乐于展现自我、博得关注的

社交需求，也为情感凝聚、价值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快闪”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快闪”文化是网络时代青年文化创新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快闪”拓展了网络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营造空间、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载

体的创新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效果提供了新途径。
( 一) 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营造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

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5］。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处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通过文化符号和情境来传递知识、情感、价值观，

“历经情境意义导向、情境意义渗透、情境意义激励、情境意义建构四个阶段后认同、内化寓含

于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与目标”［6］，进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引导。思想政

治教育情境的创设要考虑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共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通常由教育者在

特定的社会场域中进行营造。我国传统社会可划分为熟人关系场域和陌生人关系场域两大类

型，其中熟人场域的影响更大。如果没有熟人关系作为人际纽带，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很

难实现，更不必说让陌生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和价值分享。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人们开拓了

一片新空间，突破了传统社会中繁复的社会关系勾连，其虚拟性与隐匿性使得人们互相之间进

行平等交流成为可能，甚至这种弱纽带关系为人们的情绪释放与价值评判提供了比传统社会更

多的可能性与包容性。我们将这种“网络环境中具有开放、虚拟、多样、多变等特征的普遍交往

空间和公共舆论场域”［7］称为陌生人关系场域。陌生人关系场域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充分发展，

进而影响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形成了一种虚拟与现实互动的新型文化场景。当前中国

青年群体中的“快闪”就是由一群有共同喜好、共同追求的“熟人”有计划、有目的、有意义地组

织而成的活动，进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进行呈现并传递情感和精神价值，是一种在陌生人关

系场域构建起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情境。在“快闪”活动中，“快闪”者的表演自然而然吸引到

对此抱有兴趣和热情的人，实现与陌生人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共享情绪，从而达成情感共鸣，

吸引更多的围观者参与到这项集体活动中。2018 年 12 月 17 日，清华大学新年“快闪”《我和我

的祖国》在教学楼内举行，下课铃一响，“快闪”者即开始演唱，结束课程的老师、同学纷纷被吸

引并参与到合唱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或许从未碰过面，但是在此情此景中，跨越年龄和专

业，大家都不约而同浸润在同一首歌里，心中燃起同样的情感，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快闪”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融进日常生活，让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在青年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 二) 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创新

新媒体与社交网络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形式。“快闪”视频在社交网络的传播，发挥

了“短视频”与“社交网络”的双重优势，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网络上扩散，有效达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一方面，“快闪”视频承载“快闪”行动的全过程，将人、事、景、情全部纳入

其中，是一种全景式、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过程的呈现。相较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

载体而言，“快闪”发挥出新媒体的传播优势，能够囊括整个活动过程中的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不仅具有网络载体普遍具有的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还因其时长短、元素多、情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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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获得更广更快的传播。受众还可以在原有视频基础上再次进行加工，添加文字、音乐等，

在传播过程中加入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过程。根据第 46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频( 含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 8． 88 亿，占

网民整体的 94． 5%［8］，移动视频超越移动社交平台成为 00 后人群使用时长第一位行业。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线上娱乐化需求不减，短视频与生活场景链接持续加深，短视频愈发成为时政咨

询、种草带货及影视宣发等重要渠道［9］。“青少年感性认知发育较强，现实生活、图片和影像等

对他们的吸引力较大”［10］，短视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守住的阵地。如何从内容制作、
情景创设、拍摄剪辑等方面增强“快闪”短视频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引领应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

向。另一方面，“快闪”视频既在微信熟人朋友圈这种强纽带关系连接的社交网络中传播，也在

微博、抖音、快手这些弱纽带关系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是强纽带与弱纽带的结合，为开

展基于社交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载体。当前网络信息纷繁复杂，多元文化交流

交锋交融。在这种信息传播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前提是能够吸引青年的关注，

正面宣传教育的信息内容只有真正被青年所关注和接触、体验和分享，才能发挥出思想政治教

育的价值和效用。“快闪”视频在青年群体的圈层传播和媒体矩阵的覆盖传播中，能使青年人

主动获取感兴趣的内容，在浏览、转发、评论中抒发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在同辈群体中形成较为

一致的价值观念。社交媒体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信

息获取、彼此交流中具有平等的关系，而青年群体对网络的熟练应用使他们走在网络应用创新

和网络文化构建的前列。“快闪”视频在社交网络传播，有助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

互动与思想交流。教育者能及时了解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青年群体对“快闪”视频的留言及

评论也为教育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双向互动。
( 三)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传递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种内容形态，可划分为心理情感形态、思想观念形态、精神品格形态、
行为规范形态，这一划分展现出人这个主体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全过程［11］，体现知情意行

四个层次的转换。情绪情感是人们是否接受一件事物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

少的环节。如果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仅仅是对知识的掌握或者机械地践行，就不能称其真正接

纳、接受了这件事物。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进而拥有更好的生活和

人生目标的过程，它本身是鲜活的、充满温度和希望的。只有对生活抱有希望和热情，人们才能

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对他人、对社会主动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最重要的情感就是爱国主义情感。《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集中表达的就是爱国主义情

感。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在迎风飘扬的红旗中，无不渲染着人们对祖国的浓厚感情，这种情感

在音符中飘荡，跳动在每个人心间，将个人与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参加《我和我的祖

国》系列“快闪”的青年人表示，在浓厚爱国情感的包围中，常常热泪盈眶。毫无疑问，在这种情

感激发下，青年很容易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进而愿意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中，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信仰。
“快闪”视频的传播也是青年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青年在“快闪”视频的网络传播过程中被内

容吸引而主动浏览内容，这就是一个认知过程; 对“快闪”视频进行点赞和正向评论，是从情感

上接纳视频传播的内容; 对“快闪”视频进行转发则是从意愿上表达出对视频传达的价值观的

认同，并希望这种价值观得到进一步扩散和弘扬; 在知、情、意的基础上，模仿和创新“快闪”行

动则是在思想和行动上深植价值观的外在行为表现。
“知情意行”四个层面不是割裂的和绝对的，是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的，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是思想观念的形成。思想观念包括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
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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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12］。思想观念是否正确需要在认识和实践过

程中不断验证。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既可以成为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的环节，也可以成为人

们进行思想观念教育的方式。当前，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繁重的学业和未来可预见的生活压

力使青年人充满了紧张感，“内卷化”“丧文化”等青年亚文化语言表达都凸显出当代青年的竞争

与无奈，“快闪”这种短时间内获取自由、活泼的方式不仅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宣泄、减压的出

口，“快闪”组织者有意识的情感表达和情感传递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感染青年积极面对生活、塑造

正确的价值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快闪”的运用原则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快闪”的运用要把握青年文化的发展特点，结合青年的成长成

才规律，在价值引领、内容提升和传播方式上坚持正确的方向。
( 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快闪”在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载体和方法的同时，也会因青年文化自身的特点带来一

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容易造成青

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价值迷失的状况，网络环境中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也给青年树立正确

价值观带来困难和挑战。“快闪”在西方初兴时夹杂着青年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批判甚至嘲讽，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心理的平稳产生一定的冲击。第二，从成长阶段看，青年处于知识积累

和认知提升的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实践和生活阅历上有所不足，对一些社会现象缺乏全面的辨

别，认知和践行也有脱节现象。当前网络文化内容复杂，也出现不少网络审丑、网络狂欢现象。
一些青年网民虽然认识到有些网络行为不值得提倡，但是仍会通过恶搞、鬼畜等方式进行娱乐

和传播。青年渴望展现自己、获得关注无可厚非，但容易在网络不良情绪影响下产生偏颇心理

和极端行为。第三，从思想状况来看，青年追求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愿意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

责任和使命获得社会认可。但是“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

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13］。这些青年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更为凸

显，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青年文化的发展提供

道德遵循和价值引领，引领青年一代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14］。在“快闪”的思想政治教育运

用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标准实现思想引领，注重引导和解决青年文化发展中

容易出现的问题。要注重倡导网络理性表达、弘扬正能量，批判网络错误思潮、澄清青年模糊认

识; 要注重规范参与行为，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避免产生不良的群体事件和消极的社会影响;

要注重引导青年正确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认识和理解国情、世情，顺应时代潮流，努力

增长才干、做出应有贡献。
( 二) 注重生活性与意义性相结合
“快闪”能成为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于其贴近生活、直接外放的呈现方式和其中所蕴

含的价值意义与精神内核。青年人的青春特性，使他们愿意从生活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喜欢生活

化、新奇、鲜活的事物。因此，将“快闪”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将生活性与意义性相结合，

把青年喜欢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青年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首先，要树立贴近生活的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以解决青年面临的生活、学习、思想问题为活动宗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人

类的实践活动中，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存在的。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需

要一定的科学理论、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来调解。发起关切青年现实生活的“快闪”活动既能帮助

青年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活中的迷茫和困惑，也能使青年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护。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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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青年个人的生活体验，从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出发，在活动中融入生活经验和感受。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建立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体现在具体的个人

的现实生活中。在长久的生活过程中，人们的知识和经验形成系统的观念和思想，指导人们形成

对世界的正确认知。“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
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5］。将生活内容、生活经验、生活感受融入到“快闪”
中，可以使青年更好地接受教育者想要传递的价值理念。最后，要引导青年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思想政治教育源自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其价值目标旨在
引导青年将个人的成长融入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历史的创造不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而是人民

群众共同的实践活动。将“快闪”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融入集体主义价值内核，引导青年协

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个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要求，将个人理

想融入社会理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 三) 发挥主流媒体的带动作用
“快闪”活动和“快闪”视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承担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社会思潮的网络化以及

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使得社交网络成了多元思想文化交锋博弈的重要平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发挥主流媒体的带动作用，对“快闪”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

运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主流媒体要主动策划、积极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快闪”活动。例如

在国家重大节日期间，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创设“快闪”主题，既体现党和国家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也融入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以及对青年学生的激励。其次，全面发挥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
作用。2019 年《人民日报》推出“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系列报道，既采用传统报纸的形式进

行报道，同时也在微信、微博平台进行报道。传统报纸主要以文字、图片的形式，微信、微博则更

多采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二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扩大了宣传覆盖面，也发挥了传统媒体与社交

媒体的各自优势，将理性内容与感性内容都进行了充分传播。再次，主流媒体主动引领各类社
交媒体进行广泛传播。《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是主流媒体主动发起并在各地举办，之后

各行各业的社会组织和青年群体紧跟其后形成蓬勃开展之势，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
最后，主流媒体在传播方式上要针对青年群体的话语方式和接受特点，将“快闪”融入到主流价

值观的叙事方法中，以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方式赢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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