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0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当年十大

网络用语，“油腻”一词赫然在列。“油腻”是对某些中

年男子特征的概括描述，这些特征包括不注重身材

保养、不修边幅、谈吐粗鲁等。该词语最早来源于微

博，后因作家冯唐撰写的《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

中年猥琐男》一文大火，并引发各种讨论。[1]冯唐的

博文于10月27日发出之后，不到二个月的时间，“油

腻”一词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岁末最热议的话题之

一，足见“油腻中年男”作为关键词的社会影响与话

语张力。而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则出现“油腻

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油腻中年男的媒介呈现与流行议题

在冯唐的微博中，重点列出了避免成为“油腻猥

琐男”的十大原则，如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停止

学习，不要呆着不动，不要当众谈性等等。油腻指的

是不节制的胖和没奈何的秃。油腻不是一个好词，

它激发人胃部的不适感。从症候学上来看，油腻代

表着一种消化系统失调的症状。从相关的修辞形象

上来说，油腻和过剩的脂肪有关，让人直接联想起肥

胖而且不知饱足的饕餮形象。[2]但冯唐的语用中并

没有直接针对“油腻中年男”，而是“油腻的中年猥琐

男”，油腻于外，猥琐于内。从逻辑的角度，就至少有

四种中年男：油腻中年男，猥琐中年男，既油腻又猥

琐中年男，既不油腻又不猥琐中年男。如果仅仅是

油腻，而没有猥琐，那根本就不属于冯唐以及一众

中年文化男人焦虑和担忧的范畴。 [3]但是，在网络

媒体的报道与传播中，冯唐对“油腻与猥琐”的原义

往往被“油腻”所指代。在许多网民看来，油腻便隐

含了缺点、污点乃至猥琐的行为。这便使“油腻”的

负面意义被刻意放大，从中年男人的形体描述直指

人格缺陷。由此可见，油腻不仅仅是对中年男人的

形象刻画，而且是从“所指”的角度，在整体上对中

年男人进行负面描述。仿佛在一夜之间，整个中年

男人都患上了“油腻”病，而讨伐“油腻中年男”已成

为时尚。

冯唐借用油腻来描述中年人的一些不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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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非指出所有中年人均具有油腻猥琐的特征。

冯唐提出的“指导原则”有的不失鸡汤式励志，如

“不要停止学习”“不要给人添麻烦”；有的是对中年

男人的忠告，如“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当众谈

性”。冯唐没有明确道出“油腻”的定义，但文章发

表后排山倒海的社交媒体讨论，已迫不及待地归结

出中国式“油腻中年男”的标准：油腔滑调、肚腩隆

起、不修边幅、吹嘘炫耀……从媒体报道的标题看，

“油腻中年男”意味着中年男人只要符合某一条标

准，便具有“油腻”的特征。于是“油腻”便成为中年

男的象征性符号。

尽管网络上对油腻中年男人的标准存在着不少

争议，但是，用某个词汇来概括某个年龄层的群体，

很难体现群体的总体特征。众所周知，社会分层主

要依据个人的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因素进行划

分。布尔迪厄提出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作为划分

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一直得到广泛的认同。相对

而言，文化资本更能体现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而

年龄是判断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主要依据，

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并无多大的关联。油

腻中年男作为流行词汇，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中年

男人的总体特征，进而对中年男人与青年、少年、老

年进行了区分。这显然是网络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制

造的新标准，使油腻中年男成为一个普适性的社会

阶层。

油腻本身是令人不快的词汇，而油腻中年男则

成为令社会不快的消费符号，并发展为网络消费主

义文化的新象征。诚如大卫·理斯曼所言，流行文化

实际上是消费导师。[4]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

导向型”的时代，宗教礼仪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严重

弱化，在传统社会，我们的“心理陀螺仪”受到家人、

朋友和初级社群的深刻影响，并“沿着既定的道路发

展”。[5]但是，在网络社会，网络不仅成为我们的“消

费导师”，还引导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们无法摆

脱网络信息的诱惑。对于网民而言，“互联网成了我

的全能传媒，它是进入我的耳目乃至头脑的绝大部

分信息的来源”[6]。正是由于网络媒体在引领消费潮

流方面的巨大影响力，“油腻中年男”由冯唐的个人

话语演变为网络社会的共同话语，并在海外产生强

烈反响，连西方学者也对“油腻”一词颇为关注。

但是，网络上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与传播，

是在“油腻”的话语框架下进行的。“油腻”是预设的

标准，网民根据“冯氏论调”进行具体化、形象化延

伸。中年人的成熟、理性、睿智、负责等正面形象，被

“油腻”遮蔽了。“油腻”成为网络上中年人的别称，演

变成2017年冬季的话语狂欢。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对

中年人刻意制造话题，在网络上肆意调侃。

油腻中年男的认知标签与刻板印象

从冯唐防止“油腻”的“十不要”出发，网友不断

挖掘油腻中年男的特征，进一步总结了“油腻中年

男”的标志：戴各种串；穿唐装僧袍；保温杯泡红枣加

枸杞；身体肥胖；皮带上挂一串钥匙；喝茶就喝茶，硬

要大讲茶文化；说话急，嘴角泛白沫；脖子上有大金

链子；西服配白袜子，等等。可谓越描越细微，越描

越生动、越描越热烈。这些所谓的特征都是通过中

年男人的外貌和行为习惯界定的，它经由网络社交

平台的广泛讨论和传播，成为网友给油腻中年男贴

上的标签。如果认真对照，无数中年男人都要划入

“油腻”群体，而一旦被“油腻”，他们便在社会身份上

具有一种负面的印记。虽然也有中年网友以“油腻”

自嘲，但是中年男人“油腻化”的群体视觉形象，却具

有污名的某些特征。现在，“油腻”的中年男人已然

成了一个筐，任何人都可以把对中年男人的不满、不

屑、不爽、不齿倾倒其间。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特定群

体的游戏，在网络上一直乐此不疲。自十九世纪以

来兴起的个人主义，在新媒体时代愈益膨胀，“我看

不惯”即为恶的，“我不喜欢的”即为坏的。[7]

从网友对“油腻”的定义看，大多与中年人的身

体有关，此类以貌取人的态度，将个人偏好视为公共

准则，预设了对中年人的厌恶与不屑，具有一定的污

名化取向。从污名一词的起源看，它指代身体记号，

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

寻常和不光彩。……今天，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的含

义有点接近最初的字面意思，但更适用于耻辱本身，

而非象征耻辱的身体证据。[8]尽管“油腻”一词带有

调侃的意味，但其“不光彩”的意味是特别明显的。

对于中年人而言，不管是自嘲还是他嘲，“油腻”本身

意味着，其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都在受到损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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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身份受损”，其社会地位就会被明显贬低。

早几年流行的“屌丝”更具有污名的倾向。然

而，“屌丝”更多是网民的自污，在社交场合，一般人

很少以此来称呼他人。许多网民自称“屌丝”，是对

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无奈和心理保护，也是对社会

表达的自我矮化和丑化的方式，“屌丝”的称呼尽管

极为不雅，但被广泛接受之后，反而成为防止“他污”

的一种手段，其言外之意，我已经“屌丝”了，你还能

再丑化我吗？所以，许多精英也以“屌丝”自居，他们

明知“屌丝”的含义，但是其流行的语义已发展成为

“自谦”的别号，而污名的意义反而被消解掉了。然

而，“油腻”却与“屌丝”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

“屌丝”原本是缺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社会底层

人物的自称，后来为不同社会阶层所模仿。而“油

腻”是特指中年男人，尤其以中年男人的身体特征和

行为习惯作为划分标准。在冯唐发起之后，演变成

为一种社会定义，是社会对油腻中年男的整体认知，

对整个中年男人的形象有着极为负面的影响。

从网络亚文化的角度看，“油腻”一词的广泛传

播，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受到没有“油腻”

的青少年的欢迎。在网络社交高度发达的当下，一

方面制造热词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厌倦生活又极为

普遍。尤其是许多青年网民面临住房、就业、教育等

方面的极大压力。相反，许多中年男事业有成，生活

富足，成功的中年大叔往往受人羡慕和嫉妒。但是，

许多中年人的不修饰、不检点、不稳重一旦被公之于

众，就会引发舆论的讨伐。在很大程度上看，一些网

民给中年男贴上“油腻”的标签，是平时对中年男人

的“积怨”颇深，在家庭、生活、工作中，许多网民对一

些中年男人的不雅行为和负面形象颇有微词，甚至

敢怒不敢言。冯唐作为中年男人既然揭了老底，网

民们自然欣喜若狂，热衷于对油腻中年男的嘲弄。

而网络舆论的一边倒，大有取悦于尚未“油腻”的青

年男女之意,且有“幸灾乐祸”的倾向。中年男人便由

成功的大叔变为过街老鼠，成为网上消费与追讨的

对象。诚如戈夫曼所言：“污名符号（stigma sym-

bols）所指的标记在于引人关注不光彩的身份差距，

在打碎一幅本可以是浑然一体的画面方面特别有

效，我们对此人的评价随之降低。”[9]

因此，一旦中年男被扣上“油腻”的帽子，其“受

损身份”与“常人”之间便有一道鸿沟，其对自身的

“印象管理”可能更为困难。由于“油腻”不是基于文

化资本、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的阶层划分，而是对中

年男人的特指。也就是说，无论你多富裕，多有文

化，多有权力，但因为你身体肥胖，或者手握保温杯，

或者穿了唐装，等等，只要你符合网络上的“油腻”的

任何一条，你便成为其中一员。可见，中年男人的身

体和行为特征成为了社会布景（setting），“社会布景

确定了会在那里遇到什么类型的人。在确定的布景

中，千篇一律的社会交往使我们无需特别留意或思

考，就能应付预料到的人物。因此，一位陌生人一来

到面前，其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有可能让我们预

见他的类型和特征，即他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

ty）”[10]。

尽管网络上对“油腻”的定义有部分戏谑的意

味，但油腻中年男呈现出来的是令人不快的形象，虽

然也有人自称“油腻”，但更多的是对中年男的群体

指代，其对中年男的整体否定的意味较为浓厚。然

而，“油腻”侧面反映出的是部分中年男人的深层焦

虑，他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再加上因身处职场心

理上出现的自我否定、怀疑不安等情绪，导致生活压

力较大。“油腻”或正是中年男性因早出晚归、蓬头垢

面、拼命工作赚钱养家，应酬太多，三餐不定，无暇顾

及自身形象所致。 [11]尽管之前我们对“90后”有“垮

掉的一代”的说法，这仅仅是对他们缺乏奋斗精神而

言。而“油腻中年男”并非指中年男人不上进，而是

对他们的不足和缺点进行批判，比如肥胖，青少年、

老年人中也比比皆是，一般人都懂得在公共场合嘲

笑肥胖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一些网民却将这些

作为中年人的污点加以界定，扩大了油腻中年男的

负面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看，丑化中年男人之

所以成为“潮流”，既是男权主义视野下成见之变种，

更是忽略客观条件而无端苛责的强加之罪。[12]

油腻中年男与社会化戏谑

从受人尊敬的大叔突然变为令人讨厌的油腻中

年男，这是网络话语对社会身份所产生的震撼。

2017年年底的油腻亚文化如此流行，如此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让许多人大感意外。你“油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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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年男人见面的新“问候语”，“油腻”成为用来

定义中年男人“你是谁”，“你是否正常”的代言词，其

背后存在的话语逻辑和文化逻辑耐人寻味。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被贴上“油腻”标签的中

年男，犹如体检后发现身体有问题一样，会陷入一种

莫名其妙的不安。尽管人们可以以此相互调侃，将

“油腻”作为社交的话题。但“油腻”毕竟是一种社会

性的负面评价，油腻中年男是公众并不待见的群

体。一旦中年人发现自己的“油腻”后，就会或多或

少地产生焦虑感。正如罗洛·梅所言：既然对于我们

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主导价值观是被人喜欢、被

人接受以及被人赞同，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焦

虑就来源于不被喜欢、被拒绝、孤独或抛弃的威

胁。[13]在一定程度上看，“油腻”让中年人的归属感和

自尊心受到损害，并对中年人的社会优越感带来了

严重的挑战。

网络上对油腻中年男的戏谑和嘲弄，是对中年

男人“过度”生活和消费的批判，认为此类中年男人

欲望过多，趣味不高，自命不凡，华而不实。因为油

腻有太多的“沉积”和“不必要”，油腻中年男人没有

把握好自身年龄特征，导致“表演崩溃”，成为公众的

笑柄。与之对应的是，公众要求中年男人具有优雅、

成熟、平和、健康的形象，而非不修边幅，夸夸其谈，

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中年男人的期许。但是，网

络对“油腻”的调侃和批判，并非是与中年男人的对

话，而是对他们进行群体定位。对于许多中年男人

而言，“油腻”也许是中年时期难以跨越的坎。所

以，无论是他人定位还是自我归位，“油腻”的确触动

了许多中年男人的神经，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

阴影。

对于许多参与戏谑“油腻”的网民而言，他们本

身对“油腻”的内涵并无深刻的理解，只是跟风大喊

口号。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各种感想，对中年男人的

各种“污点”津津乐道，甚至一些中年明星也成为网

民调侃的对象。然而，仔细观察网络上各种“油腻”

言论，很少触及到中年男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大多

是依据中年男人的外表和言行判断是否“油腻”。其

实，一些年轻人炫富、秀恩爱、耍派头，他们“油腻”起

来，远远超过中年人。但是，年轻人的“油腻”，可以

被宽容甚至纵容，而中年人稍有此类缺陷，便列入

“油腻”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青少年网民对

油腻中年男的称谓特别感兴趣，他们热衷于挖掘中

年男人的各种缺点和不堪，不断丰富“油腻”的语义

和内涵，甚至对长辈也冠以“油腻”的称号，以此发泄

内心的愤懑和怨气。

可是，许多青年网民在戏谑油腻中年男的同时，

却以“佛系青年”自居。这些青年奉行什么都行、无

欲无求、看淡一切的人生格言，他们避免接触能给他

们带来危险和强烈情绪冲击的事情，即使他们有热

爱的东西，他们避免冲突的同时，也避免自己依赖物

质的倾向，但这并不同于禁欲主义，而是抱有一种

“可有可无”的态度，也许正是这种态度避免了内心

的冲突，因为他们并非在现实中的岗位上缺席，而是

带着“无我”的身体继续参与工作。[14]“佛系青年”抱

着不抵抗、不作为、不得罪的态度，以无所谓作为自

己的心态写照，是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 但是，与

“佛系青年”相比，油腻中年男至少与犬儒主义者截

然不同，他们的确有些坏习惯，但他们并非逃避社会

责任，并非无所作为。但网络舆论对“佛系青年”却

相对宽容，甚至抱以各种同情和无奈。而提及油腻

中年男，网络上便呈现出戏谑甚至厌恶的情绪。在

微信社交平台上，“油腻”是朋友群讨论的“负资产”，

尤其是对那些有可能对号入座者，大家避免触及对

方的“缺点”，以免引发误会甚至冲突。

然而，即便是“佛系青年”有多么地不堪，他们对

“油腻中年男”却津津乐道。他们对自己抱着无所谓

的态度，但对“油腻”的各种缺点却颇为厌恶。他们

没有了“成就饥渴”，但对中年男人的成就甚为不屑，

他们讨厌“油腻”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甚至将自身的

失败与诸如油腻中年男的上司联想起来。此类厌恶

的情绪在网络上颇为流行，且容易引发许多青年网

民的关注，并激发他们参与到对油腻中年男的戏谑

和讨伐之中。

总之，网络舆论对“油腻中年男”以负面态度为

主，网民对“油腻”颇为不满，认为其与圆滑、肥胖、邋

遢、吹嘘甚至猥琐等形象有着天然的联系，且是中年

男人的常态表现，具有较为明确的“内群”指向。这

就将中年男人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作为普遍的标识加

以推广，使中年男人很容易被“油腻”。尽管一些戏

谑或调侃者可能并无多少恶意，但“油腻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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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年男人作为被关注的群体，具有潜在的污名化

风险。而网络上对中年男人身体肥胖的讥讽，往往

带有歧视的意味。众所周知，公开嘲笑他们的身体

缺陷，有违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对他人人格的侮

辱。但是，由于有了“油腻”的借口，一个中年胖子被

取笑似乎是正常的。这就使“油腻”被作为公开的闲

话，在网民的共同戏谑下，取得了公共话语的权力。

没有人对“油腻”负责，“油腻”中年人可以毫无顾忌，

因为大家都可以说，也就无所谓了。这就形成了所

谓的“油腻”逻辑，中年男人“躺着中枪”却无法反抗，

许多被“油腻”者只好听之任之，虽有不快，也只好在

被嘲弄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解嘲。

网络流行语是现实社会的写照。“油腻”作为热

词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自然与中年男人的某些缺

点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一些中年男人的社会形象的

确具有令人讨厌之处，比如圆滑世故、不修边幅、自

以为是等等，这本是正常的讨论。但是通过网络舆

论的不断聚焦和放大，“油腻”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

深刻变化，甚至演变为称谓中年男人的普遍性标签，

有时还暗含猥琐的意味，这就会导致集体意义上的

污名。其实，一个人是否“油腻”，与年龄并无必然的

关系，青少年、老年都有可能“油腻”，而冯唐的一篇

博文本身也不是指责所有的中年男人。但是，在“油

腻”流行的过程中，目标直指中年男人，使中年男人

与“油腻”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这显然是对中年男

人的误读，也体现出网络言论的偏激之处。

从流行文化的角度看，近年来，网络秽语与污语

一旦受到网民的关注，就会成为“热词”，在社会上广

为传播。这表明许多网民对“自污”与“他污”都十分

热衷。如果说“屌丝”是明显的自污，那么“油腻中年

男”则具有较为强烈的“他污”倾向。而此类“他污”

的集体化标签与社会化戏谑，与传统亚文化倡导的

风格展示、标新立异、抵抗权威有着极大的区别。可

以说，“中年油腻男”作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标识，是以

“他者”的形象呈现。这就是说，是网络社会在对油

腻中年男进行集体定位与指代，而是否“油腻”则成

为社会身份区隔的标识，此类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具

有“群体极化”的意味，这与理性、客观、文明的网络

公共精神有着较大差距，也是网络亚文化发展过程

中值得反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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