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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笔者领衔的课题组对中国西部一个农业县——四川芥县（化名）展开了第三

轮田野调查，本次调查工作中的一个子项目是“网络与游戏”。本次调研学校共覆盖全县 24 所义

务教育段学校中的 17 所，占 70.8%，对 17 所样本学校分层抽样五年级和八年级两个年级，两个

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
——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研究

李　涛

【内容摘要】　游戏是孩童的“神圣权利”，也是孩童真正的“老师”，它能够教会孩童“独立行走”。

在中国乡土，缘于“传统游戏”公共土壤的消亡以及“网络游戏”的显著比较优势，乡

童世界的游戏内容迅速实现“网络游戏化”。“网络游戏”对于乡童而言，除自身更富

“安全性”和“吸引力”以外，还具有显著社会功能：“网络游戏”类似于男性成人世

界社交中的“香烟”，具有重要的公共社交功能；“网络游戏”背后的“网络化生存”

解构了乡校“知识”“关系”“空间”与“时间”四重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再造功能；

网络游戏作为一种“上手状态的武器”，对抗乡校四重权威背后以“规训”与“禁止”

为内核的日常教育“治理术”，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功能。有鉴于此，根治网络游戏顽

症亟需重新理解乡童世界隐秘“小人国”的自在自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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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分别随机抽取一个完整班级，对抽样班级的全体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学生样本

和父母样本做了一一匹配，对所抽班级班主任教师展开了访谈。①共发放问卷 2017 份，回收 1960

份，有效回收率 97.2%。数据显示，在移动终端拥有量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拥有手机量占整个

农业户籍儿童量的 44.9% ；在使用时长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日均“玩手机或电脑”1 小时以上

者占整个农业户籍儿童数的 41.9% ；在上网内容方面，主要从事“娱乐类”项目占比达到 60.7%，

其中“玩网络游戏”较于“网上聊天”“看小说和视频”等其他娱乐类项目而言比例最高，达到

38.4% ；在网络游戏成瘾方面，因本次调研时段属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受“学校纪律管控”等多

项结构性约束条件影响，网络游戏成瘾凸显出明显的“季节性”和“空间性”，较假期调研数据而言，

在学期间仍有 30.9% 持农业户籍儿童自评对玩网络游戏的成瘾状态属中等以上，但这一自评数据

远远低于一对一匹配的班主任教师对本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他评数据（实际中，社会群体对舆

论认定具有负面性的自评值往往会低于真实值，更远远低于他评值，调研中班主任教师甚至估算

近八成本班学生网络游戏上瘾，三成属严重者，自评网络游戏瘾较小者在教师那经常也被评价为

成瘾强烈）。鉴于田野数据和经验观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网络游戏流行于乡童世界已渐成事实，

对于其中网络游戏成瘾者比例和绝对值的准确估算尽管存在自评、他评以及科学化的争议，但追

因“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这一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传统游戏”天然替代的“网络游戏”

游戏是一种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和各种文化中的人类现象，但游戏对于儿童而言又具有特殊

意义，它既是儿童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儿童发展的源泉。游戏对于儿童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和

最佳学习效果至关重要，尊重儿童的游戏就是尊重“全面发展的儿童”。②在学术史上，广义的游

戏是日常生活之外一切精神活动甚至非生产性活动的集合，除生存与发展之外的行为（比如艺术、

运动、战争、法律）几乎皆可纳入游戏的范畴。③而狭义的游戏则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

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

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④游戏应该具有自主性和自由性属性，具有规则核心性、目标导向性、

娱乐性、交互性和二象性等基本特征。⑤在现代意义上确定游戏，常常将游戏分划为“传统游戏”

和“网络游戏”。

传统游戏来自于乡土，但因其所处乡土空间和村落土壤的改变，对基础要素和前提条件的要

求变得日益苛刻，传统游戏在“祛熟人化社会”中渐次退场。以捉迷藏、猜谜语、过家家等传统

益智类游戏为例，它们多发生在村落空间中大人小孩们一起集体纳凉聊天、相互串门走动的时候，

自然村落中外在娱乐节目的单一化、人口的集聚性、生活方式的节俭性以及时间的非生产性等共

同特征构成了传统游戏生存的公共土壤。然而当下的村落社会中，不仅人口流出而只剩下老人、

小孩和少量妇女，更因为单向度追求经济效率的纯生产逻辑以及互联网等娱乐节目的丰富性与个

体化，传统游戏发生的集体空间得以解构。另外，包括捉鱼、游泳、郊游、探险等在内的传统野

外刺激类冒险游戏，则更因农村家长对子女人身安全的不放心而作罢，野外冒险类传统游戏也更

需要有邻居不远且不同年龄梯队孩子们（包括有孩子王、骨干力量和伙伴成员）的共同参与、相

互帮带和角色分工，因此对于个体安全、家庭距离、亲疏程度、玩伴能力和集体化的公共闲暇要

求越来越高，传统游戏不得不越来越变得具有偶发性、表演性和节日感。网络游戏媒介通过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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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迪斯 · 范霍

恩等 :《以游戏为

中心的幼儿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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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规则和极致的自我体验改变了传统游戏的性质和形式，乡村儿童的游戏生态则在日益强化

的网络媒介作用力支配下不断肢解与重构。①“网络游戏”正是在“传统游戏”日渐式微而被迫

退出的土壤上呈迅猛地“殖民”而兴起，它本质上也克服了“传统游戏”的弊端 ：

其一，网络游戏至少可以优先确保乡村儿童人身的安全性（尽管会引起近视、脊椎病等疾病）。

乡村儿童，尤其是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养护模式在能力范畴内更多优先在意的是人身的安全性，

并无能力、精力和意识去关注更深层次的心理安全与健康，网络游戏恰恰成为了诸多乡村儿童家

庭的“机器保姆”。相比于乡村儿童出门闲逛、打架斗殴、调皮捣蛋以及冒险游戏等项目，宅居

家中专注于数字网络游戏前的他们尚且还会被父母认定为是“听话”的，更有诸多完全不懂网络

的农村家长甚至还以为他们在认真勤奋学习而表扬孩子，这是由代际间根深蒂固的“数字鸿沟”

所决定的。

其二，网络游戏因其诸多优点而对乡村儿童具有绝对的吸引力。相比于传统游戏对基础要件

的挑剔，网络游戏可参与的便利性、经济支出的廉价性、天然的时空超越性、逼真的虚拟场景、

真实的代入刺激体验、游戏规则的简单化、易于上手的操作感、角色选择的随意性、虚拟生死的

重复性，玩家们超越实体距离的共在感和超真实感等，无疑都构成了网络游戏全面超越传统游戏

的方面，更何况网络游戏本身的商品化逻辑，在传统游戏质量的粗鄙性和随意性特质面前自然完

胜。所以传统游戏需要高质量和高内涵的创新，以诸如《奔跑吧，兄弟》等电视实体性游戏节目

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诸多高质量、高水准、高创新、安全性高且价格便宜的正能量实体类

游戏并非没有吸引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摆脱网络游戏瘾的替代性选择。

乡童世界中类似于男性成人世界“香烟”般社交职能的“网络游戏”

在四川芥县云乡学校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了网络游戏所赋予的“屌丝逆袭”功能，蕴含

着丰富的社交意义。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八年级采取了“中心－边缘”的编座秩序，中间两列

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而边缘两侧则是“差学生”，空间环境和学习场景设计的初衷仅仅是老

师希望中间的“好学生”能够一对一帮扶两侧的“差学生”。②坐在座位两侧的八年级的“差学生”

张林（化名）带有几分戏谑地告诉笔者 ：“别看他们中间位置的‘好学生’在教室课堂上都是‘高

富帅’‘白富美’，属于‘高大上’，我们两侧的都是‘屌丝’，但一到打牌、喝酒、掏马蜂窝的时候，

特别是周末打 CF 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高大上’，他们就是‘屌丝’，所以让他们在周一到

周五在教室里逆袭逆袭，也算是我们给他们机会了。”

网络游戏对于农村里的所谓“差学生”来讲，早已超过了“娱乐”与“休闲”的本来价值，

它们更像是给在教室场域中辛苦憋屈了 5 天的“差学生”一个“自我救赎”的平台。当然前提是“好

学生”会乐于参与到这样的共同游戏之中，“差学生”故意会采用巧妙的话语策略去诱惑和捆绑“好

学生”一同参与。比如，“你 OUT 了，连这么经典的游戏都没玩过，真是丢人啊！活着还有什么

意义呢？”“连游戏都玩不好，以后干啥事还能成功啊？”“周末游戏全班集体‘战斗’，别让隔壁

班的瞧不起，别拖我们班后腿。”当然，两侧座次中的“差学生”并不将这样的玩网络游戏的机

会理解为他们的“逆袭”，而是理解为他们的主业，反而将“好学生”在学校中获得好的学业成

绩理解为他们的“逆袭”。两侧位置就坐的“差学生”杨彦（化名）告诉笔者 ：“我们从周一到周

五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游戏战术，处于蛰伏状态，到周末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工作（游戏），他们（“好

① 张明皓、叶敬

忠：《游戏商品化

中的留守儿童》，

《探 索与争 鸣》

2019 年第4 期。

② 李涛、邬志辉：

《座次、身份认同

与职业选择——

中国西部底层乡

校再生产的日常

研究》,《社会科

学》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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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学习），周末则蛰伏。”显然，网络游戏之类的多重生活事件解构

了教师所希冀座次编排形成的榜样性刺激，这一方面与农村社会生活的日益开放有关，另一方面

也与“差学生”对学校文化独断性引导的抗拒有关。当今天年轻一代的生存被浸润在数字游戏之

中的时候，我们无法将游戏与他们的生存方式简单地切除开来，游戏角色在游戏中生成了不纯粹

依赖玩家的“拟－生命”， 并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游戏生态学，游戏生态学不仅帮助拟－生命在游戏

世界里筑造了属于角色的周围世界，也通过角色的生存将游戏世界与玩家的世界统一起来，改变

着玩家世界中的生存状况。①

男性成人世界往往把“香烟”作为社交中最普遍的公共礼物而彼此交换和传递，陌生人之间、

熟悉人之间很快都可以在这种成年礼物的彼此传递中迅速从单个的“我”融入到“我们”的共同

感中，彼此“不时交换”的香烟和“共同吸吮”时即时性经验分享和愉悦体验传递，使香烟逐渐

由一种“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主体需要转变为一种“符号”意义上的价值需要。与成人男性世界

的“香烟”相类似，“网络游戏”也在乡童世界中无意识地承载了这样的一种公共社交职能。“网

络游戏”为乡童间形成具有排他性边界的内部社交语言和公共关系奠定了话语基础。在国家普遍

性知识一统天下，乡村地方性知识难有传承而日渐解体的大背景下，说点“不一样”且只有内部

人能够听懂的私密语言就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网络游戏无意识间所建构起来的整套话语体系中，

或逻辑严密，或内容厚重，或内部流行，不同的乡村儿童个体被这个行话共同体或融入接纳，或

排斥隔离，它在乡村儿童间迅速建构起属于“我们”的共同感，也通过在与“听不懂”的“他们”

的对比中，加速了行话团队内部紧密团结与协作。这种团队恰恰逐渐演变为可供同辈群体彼此取

暖的“灰色文化”团体，进而通过团队力量以消解乡村儿童个体原子化的孤独状态和对抗学校严

肃的正统。那些流行于校园隐秘空间中的段子和流行语也正是在这种团队体系中源源不断的被制

造、被传播、被流行。在笔者曾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工作中，经常发现因网络游戏而凝聚彼此合

法性和身份认同，进而再生产出反学校文化的个案。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游戏事实上扮演了“差

学生”的精神鸦片，成为他们所谓“逆袭”的正当性资源。

作为解构乡校传统权威的“网络游戏”及其话语意义重构

游戏背后的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为乡村儿童反抗教科书权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内

容载体。中国农村教师总体偏老龄化，网络能力恰恰是其知识结构更新体系中的最短板，从 90

后到 00 后，乡村儿童与整个时代的中国青少年一样，经历了从网络原住民（互联网一代）到智能

机流量一代的转型，从计算机到手机这一网络终端设备可获得的便捷性来看，乡村儿童相较于他

们的老师而言，与数字化社会更具有天然的亲近性，而网络游戏恰恰是他们的最初邂逅 , 通过网

络游戏的中介，乡村儿童逐步学会了更多元化的网络互动（聊天、视频等），进而学会对网络资源

更深层次地攫取、筛选与利用。网络空间因网络游戏而进一步拓展，“个人—社会”的基本格局

随之而变，形成“个人—游戏—社会”的关系链条，充实乃至部分替代了传统的“个人—组织—

社会”关系格局，结果是不仅“游戏”自身被“社会化”，而且呈现出“社会游戏化”的趋势，“社

会游戏化”会改变人们的信任 / 信仰结构、权利关系和权力机制，常规组织特别是权力机构对日

常生活的掌控能力会有所削弱。②

其一，“网络化生存”挑战了“知识权威”。农村教师往往搞不定的网络难题在他们看来居然

① 蓝江：《数码身

体、拟 - 生命与

游戏生态学——

游戏中的玩家 - 角

色辩证法》, 《探

索与争鸣》2019

年第4 期。

②  王水雄：《从

“游 戏 社 会 化”

到“ 社 会 游 戏

化”——网络时

代的游戏化社会

来临》，《探索与

争鸣》201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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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幼稚，他们恰恰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自己老师们的“小老师”，乡校日益严峻依赖网络教学资

源和更深度的线上线下直观教学对比使农村孩子们日益发现教师们所推崇的教科书权威并没有那

么根深蒂固，网络更是他们和老师一起共同膜拜的权威对象和道统信仰，他们开始发现曾经的知

识权威——自己的老师们不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这是社会学家玛格丽特 · 米德（Margaret 

Mead）真正意义上所言的“后喻文化”。①

其二，“网络化生存”挑战了“关系权威”。学校努力通过班干部、三好学生、学习榜样等主

流官方文化和编班、编座、编组等标签符号而努力传递出来的学校核心价值观体系，恰恰被网络

化生存中新制造出来的虚拟角色 / 真实角色所稀释和解构，被网络连接中个体结构位置上的中心

/ 去中心化而轻易突破。在虚拟角色层面，“差学生”往往因为更用心的战术设计和更娴熟的游戏

技法实现了在网络游戏中最完美的屌丝逆袭。在角色层面，乡村儿童间关于网络知识和游戏经验

的频繁传递、分享与互动（包括游戏玩法、网络流行语等）也使现实中的“师徒制”“情侣制”和“兄

弟制”等隐匿的同辈关系得以日常化建构、维系与维护。网络世界中的游戏组队规则和用户个体

体验具有随意性和自我中心感，这突破了现实学校日常生活中被官方权威者分配的被动性和被决

定性，每一个个体都是中心的也是去中心的。

其三，“网络化生存”挑战了“空间权威”。乡校日益成为脱离村落的文化堡垒，边界明晰且

隔离的高墙、俯瞰而全景敞视的摄像头、学生内部蔓延的监查告密体系等迅速压缩了乡村儿童曾

经的现实私密空间。在学习日期间，白天的厕所和晚上的宿舍甚至也很难再作为安全的私密空间

而承担儿童活动的功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后教化重心上移，就学距离普遍变远的农村教育

现实也使节假日中急需连接和交互的同辈群体也困难重重，因此寻找便利、安全且隐蔽的新私密

空间无疑具有更强大的动力和刚需。线下私密空间的萎缩恰恰促发线上私密空间的扩展，网络的

便利、即时、私密与安全恰恰弥补了真实私密空间萎缩的尴尬。

其四，“网络化生存”挑战了“时间权威”。学校的课表从来不是学生民主化参与的结果，

它恰恰透露出官方的权威者试图通过精细化编排的日常作息以去合法地塑造孩童，使其能够迅

速走完成人预备期而尽快长大成人。学校中通过休息日和学习日的清晰划分，以月考、期中考、

期末考、升学考以及新学期、寒暑假等精确化的时间赋值而割断塑造的童年，恰恰蕴含了太多

成人世界有关于成长的期许。但童年首先是儿童的童年，儿童对于时间的体验感本应是非连续

性和非目的性的，时间对于儿童而言本就不具有成人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但成人世界太过于在

乎童年时间对于孩童将来在高密度就业压力竞争社会中的现实能力培育和生存价值回报，才会

投射出对时间的单向度功利索取和迫切转换的期待。网络化生存，尤其是即时体验式的网络游戏、

无意义的网络乐子本质上还原了童年时间的非功利性和非连续性，乡村儿童得以在童年时光的

任意挥洒中找到自我。

作为“上手武器”对抗乡校日常生态的网络游戏

乡童世界是一个隐秘的“小人国”，这个群体具有自我建构的自为意义，也存在受制阶层和

空间的结构性自在差异。以乡村儿童为例，他们所日常栖居的空间——学校、家庭和村落本应分

别承担“教育”“养育”和“沐育”的社会职责，然而现实却因重重困境，学校“重教而轻育”、

家庭“重养而轻育”、村落“沐教兼轻”, 网络游戏作为一种“上手状态”的“武器”，注定要对

① 玛格丽特·米

德：《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购问

题的研究》，周晓

红、周怡译，石

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1987 年，

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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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乡校四重权威背后以“规训”与“禁止”为内核的日常教育“治理术”。乡童周一至周五日常

寓居的主要场所是乡校，乡校本应成为他们最快乐的地方，但是乡校无处不在的“规训”与“禁

止”却使他们不得不单向度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中残酷的权力结构，①而游戏就是发泄被禁止的

欲望，就是在现实和虚拟之间画出一条安全的界限。②让我们首先来回溯传统乡校，早期乡校是

贵族式的，专属于士大夫子弟，教学质量很高。后来的乡校才面向大众，发挥三层作用 ：读书识

字（启蒙）、社会流动（筛选）、文化中心（议政、教化）。传统中国乡校的社会基础是“士农工商”

的社会阶层结构，读书人“出”则做官，“归”得乡里，其阶层结构决定了其“出得去，回得来”

的阶层流向，“士农工商”之间的阶级流动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式可持续的状态。近代以来以“新

式学校”为代表的乡校载体出现以后，核心任务是要通过确立具有鲜明组织和训诫规则的空间，

来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 / 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 / 抽象体系实行

整体结合，在主体的生命历程中造就学究型权威与个体安全感。③知识背景和知识内容是不一样的，

新式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乡校的传统形态。

现代乡校的社会基础则早已破除了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结构，城乡二元背景下将“现代

化”和“城镇化”等国家主义话语作为教育目标，使现代乡校习惯性扮演“人才抽水机”的功能，

经济至上主义话语下产业的城镇化布局与规模化集聚效应，使乡村人才单向度被城市汲纳抽取而

很难再回归乡土。城乡循环的阶层链条被截断的背后是资源、信息和话语的日渐不平衡，乡校日

益悬浮于乡土而成为中国城市教育在乡村的最后一环“文化堡垒”和人才产品的“初级加工厂”。

乡村学生在教化的过程中日益脱离乡土这一文化母体，成为城市未来新增人口的预备力量，甚至

多年后当他们中的部分返归乡土后，乡土只是意味着被另一种城市经济话语下闪闪发光的资源，

成为城市攫取新一轮紧缺资源的天然对象。

当今乡校普遍采取“禁止与监控”“规训与惩罚”“限制与约束”的公共哲学展开学习理论与

空间场景的设计，日常生活被密集而拥堵的课程和作业所占据，私密空间在保证校园安全的目标

下被摄像头所监视，日常行为在“榜样－落后”的二元对立式话语惩戒体系中被塑造，理论知识

的学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成为乡校日常学习的主导模式。成人世界中无需反思与自觉检讨而自然

采纳的“付出－回报”逻辑与“时间－效率”原则在乡校的知识传递过程中更被精准化执行。农

村教育发展逻辑被单向度转化为行政公共资源配给竞赛和官方分解性指标的突破，农村教育也甚

至像城市教育一样在灵魂深处追逐事实上的去地域性、去情景化和去对象化的同质性教学，尤其

是随着以教育信息化为代表的网课渐趋深入，农村教育独特性在城乡一体的筛选机制下被理所当

然地驱除。另外，随社会结构变迁转型，“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公共管理体制使乡校，尤其是

占农村教育半壁江山的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在经费和人员编制方面保运转尚且困难，

更不要说能够投入更多资源去“精细化”和“个体化”地关爱每一个具体的留守孩童。相较于城

市儿童，留守儿童面临更多生活无意义感的境地，在城乡社会结构、寄宿制教育以及村庄生活环

境的压抑和单调之苦中，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留守儿童逃离生活无意义感的唯一选择。④

乡童被过早强调了“抽象思维”和“理论性知识”的获取，一个个貌似渊博却寡然无趣甚至

不会玩耍的“小先生”被乡校体系过早的诞生出来并烙上“成功”的标志，远远忽视了“抽象性

知识”获得背后更重要的“自然基础”“原创性探索精神”和“想象力的培养”，过早割裂而抛弃

了孩童本与生俱来的“野气”与“自然气息”。事实上，儿童恰恰是天生的“哲学家”，理应通过

情景式、生成式和自然式的游戏体验过程，让儿童在闲暇与惊异的哲学思索中自然蕴含意见、知

① 关于乡校“规

训”与“禁 止”

的日常 权 力 结

构，敬请参阅李

涛：《中国留守儿

童：“惩戒术”与

“关爱体系”——

西部底层乡校再

生产的日常研究》，

《探 索与争 鸣》

2017 年 4 期。

② 姜宇辉：《“玩

是谦恭，不是解

放”—— 作为控

制、反制与自制的

电子游戏》，《探

索与争 鸣》 2019

年第4 期。

③ 王铭铭：《教育

空间的现代性与

民间观念——闽

台三村初等教育

的历史轨迹》，《社

会学研究》1999

年第6 期。

④ 叶敬忠、张明

皓：《游 戏 将 把

留守儿童带往何

方？》，《中国青年

报 》2019 年 1 月

7日，第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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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真理的生成、传递与判断，在自然流淌的“美与道”之间达成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共情圆融，

从而实现实践性知识、经验性知识与抽象性知识、理论性知识之间的相互涵养与内在转化。然而，

这一重要的游戏中介过程在日益千篇一律的乡校中普遍地被更经济且更富效率的课堂单一讲授式

教学所取代，犹如小小哲学家们被过早折断了羽翼而困于巢穴中学习飞翔一般，他们过早陷入到

“抽象性知识”的枯燥训练中，丢失了本应在游戏世界中自然玩耍而优先获取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

割裂了在自然审美中如种子般孕于内心深处的慈悲情怀，忽视了在实践意义中学会真正的合作、

妥协、沟通与生存，进而养成更重要的责任心、自控力、批判力和独立精神。网络游戏恰恰成为

乡童世界集体对抗乡校权威及日常教育“治理术”的重要“武器”。

根治网络游戏顽症亟需重新反思乡童世界的自在自为性

如何理解乡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学术史上，童年究竟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还是

一种“建构性”的存在，一直争论不休。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决定论”，即认为童年是一种“被动”

的“结构性存在”，是成人所建立的文化世界的“消费者”，其代表性理论人物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界，

包括功能主义学派的塔尔科特 ·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和艾利克斯 · 英格尔斯 (Alex Inkeles），再

生产学派的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而后者的理论基础是“解释主义”，认为儿童并非是单向度

的“被动性存在”，而是有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从自身环境中抽取并加工信息以用于组织

和建构对世界的理解，其代表性理论人物主要来自于心理学界，有认知发展学派的让 ·皮亚杰 (Jean 

Piaget）和文化历史心理学学派的利维 · 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等。沿袭这两条学

术理论脉络，不同理论视野下的儿童观显然产生了不一样的儿童实践论。“结构性”学术脉络中

的儿童社会化显然需要通过“规训”而习得适宜的技巧和能力为未来成年做准备，作为成年准备

期而自在性存在的童年注定被认为是暂时性的。“建构性”学术脉络中的儿童社会化不是以作为

普遍的、确定的结构性童年形式而存在，相反童年即是当下的自为存在，不是为未来成年期做准

备的被动的受训者，而是主动积极且自为的社会行动者。

学术史脉络下的童年观之争在于深刻提醒我们 ：对于乡童世界的理解可能需要自觉打一个大

大的问号。他们可能并非如成人世界日常想象的那般熟悉，他们很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人们无法想

象的“隐秘国度”，在这个“国度”中他们既“结构化”又“建构化”地运行着和成人世界既相

似又迥异的机理与规则，施展着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截然不同的自我认知与行动逻辑。与此同时，

童年的隐秘性又是被结构性镶嵌在漫长而持久的岁月流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 18 岁以

下的任何人都定义为“儿童”。由此可见，乡童世界中的儿童更像身处神秘隐匿且旷年持久的“小

人国”，通过多维度视角管窥乡童世界“小人国”，我们不难发现其吊诡之处。

第一，乡童世界更像一个“动物凶猛”的世界。儿童和成人一样，他们天然身居于完整而隐

秘的“独立王国”，这些内嵌不同关系场域和权力场域的“独立王国”就像边界清晰完整、情感

丰富细腻的无数个“小人国”，这些“小人国”时而基于“友情”和“关爱”而像和平梦幻的“天

堂”，以至于无需基于“道义”的成文法则，但时而又“暴力”和“野蛮”的像横尸遍野的“战

场”，更多时候“小人国”看上去并不像阳光灿烂的“桃花源”，反倒更像是一个“动物凶猛”的

世界，蒙台梭利言及“儿童并非是成人喂养的小动物”，确实这些“小人儿”却更像凶猛的“大

动物”在自己的“小人国”中演绎“生存之道”。



98     总第三六四期

第二，乡童世界更让“小臣民们”感觉到紧张。“小人国”没有类似于成人世界中基于自然法

的刚性惩戒机制，也没有个体社会化后的主体自觉，行为发生的隐秘性和轻微性也使幼儿园中类

似于公共社会的那些正统官方纪律与作为法官的教师参与难为，所以天然拥有“小人国”门票而

初入“小人国”的“小臣民们”往往更容易感觉到弱肉强食而需格外小心翼翼。

第三，乡童世界的秘密需要被心照不宣。较之于成人，儿童更为饱满纯粹的社交刚需和天然

亲近性并没有使“小人国”中的公共社交难度和复杂性弱于成人世界，这是他们隐而不宣的“日

常江湖”。他们在漫长的个体社会化中生于斯长于斯，如数家珍于其中的新闻、潜规则、内幕和秘密，

但却从不轻易公开于成人世界，孩子们如履薄冰于“小人国”中那些最神圣的权威性和绝密性，

否则“小人国”中那些无可名状的内部威慑甚至会源源不断给他们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儿童在父母、老师等成人面前所习惯表现出来的柔弱、天真、可爱与

需要被怜悯的一面，很可能在那个由同辈群体所自我独处和相互连结的“小人国”中，是以完全

意想不到的形象和方式而出现。那里恰恰是一个完全没有“成文法则”和“良俗”可以制度化约

束而保证权利义务关系对等的“江湖”，他们必须在这套“日常江湖”中表现出个体足够的成熟、

老辣、圆滑、镇定与强大，否则就极可能在这个纯粹弱肉强食的“小人国”中成为被长期固定欺

凌的对象。“小人国”中隐匿的灰色暴力文化体系会在一次又一次“刺激－反馈”的个体角色强化

中被定型，每个成员也往往在这种场域清晰的日常集体生活中拥有明晰的“角色意识”，具有极

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适性，拥有摆脱原子化自居状态并形成亲疏关系与差序格局的组织化制衡力

量，进而在不同情景和差异化的角色期待中游刃有余地扮演“白色天使”与“黑色魔鬼”。

结　语

游戏是儿童从“经验世界”通往“抽象世界”的桥梁，是“实践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

相互对话的中介。在当今村落的社会特征下，网络游戏理所当然成为了乡童世界必须且必要的“机

器保姆”，与城乡、代际数字鸿沟相适应。与成人男性世界的“香烟”类似，“网络游戏”也逐渐

在乡童世界中无意识扮演了重要的公共社交职能，犹如“香烟”之于成人男性世界作为社交中最

普遍的“公共礼物”而不断被彼此交换。在乡校中，乡童网络化生存往往以“权威 / 反权威”“道

统 / 去道统”的后喻性方式挑战“知识权威”，以“建构 / 解构”“中心 / 去中心”“虚拟角色 / 真

实角色”“被动 / 主动”的隐匿性方式挑战“关系权威”，以“新 / 旧私密空间”、“线下萎缩 / 线

上扩展”对抗性方式挑战“空间权威”，以“精细化编排 / 非连续性”“非民主化 / 非功利性”的

方式挑战了“时间权威”。网络游戏背后的网络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为乡童反抗“教

科书权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内容载体，深植于正统乡校教育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四重权威性”

被动摇、被消解。网络游戏凝聚了乡童日常反权威行为的“合法性”和同辈群体的“身份认同”，

自觉成为“上手状态”的“武器”对抗乡校权威背后的日常“规训”与“禁止”，进而再生产出

反学校文化个案，隐秘加速促成乡村孩子们阶层再生产的日常发生。鉴此，应当重新回归乡童世

界的自在自为性，理解和尊重孩童本与生俱来的“野气”与“自然”，读懂“小人国”的真实逻辑，

重塑乡校、村落和社会，重新理解知识、关系、空间和时间，重塑农村教育哲学，让学校和村落

真正成为乡童热爱的地方，这或许是根治网络游戏顽症的有效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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