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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饭圈”文化

花费大量时间、金钱打榜应援

为为为哪哪哪般般般 ？？？？？“用数据标榜热爱，唯氪金才是真心”……“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粉
丝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给明星打榜应援，一些粉丝的非理性行为、基本价值观令人忧虑。

近期，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平台在产品设计和功能设置上诱导粉丝非理性打榜等问
题，要求平台采取措施，优化榜单排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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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大学学生王潇点开微博， 发现自家粉
丝又和别人“撕”起来了。 王潇的偶像是国内一个
男团的成员。她无奈地说，这个团自带“腥风血雨”
体质———即矛盾大、互撕多、粉丝之间积怨很深。

从“屠广场”“刷黑词条”“控评”，到攻击、造谣、
“人肉”搜索……不少明星“饭圈”常年“腥风血雨”，
粉丝动辄争斗不休。 “饭圈”为何屡屡失控互撕？

“饭圈”战火频仍，粉丝身心俱疲
“粉丝间的互撕频率几乎和物料放出的频率相

同。 ”王潇说，“只要团员们同框出现，粉丝总会找
到细枝末节点燃战火。比如谁对谁说话不礼貌、哪
家粉丝在弹幕或评论区里说其他成员的坏话……
这些都会成为一场互撕的导火索。 ”

与王潇有相同烦恼的粉丝不在少数。 这导致
许多明星的粉丝自发组织了“反黑站”，专门搜集、
处理社交平台上关于偶像的负面内容。

一个明星的“反黑站”成员小恬说，为举报微
博上关于偶像的不良言论，她开了 8 个微博小号。
据了解，不少粉丝为“战斗”甚至开设了 20 个以上
的微博小号。

不少粉丝反映，一旦决定加入“饭圈”互撕，至
少要学会三件事：

第一，“屠广场”。“广场”是指微博上以明星姓
名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实时舆情。 “屠广场”就是
让人们在微博上看到的都是对方偶像不好的内
容， 粉丝尽可能多地把带有黑料的内容配合关键
词发出，以“搞臭对方偶像的名声”。

第二，“刷黑词条”。 粉丝发布对手明星的负面
词条微博话题，使网民在以该明星姓名为关键词搜
索时，负面内容能出现在联想词条中的显眼位置。

第三，“控评”。粉丝控制评论，抢占舆论高地，
把好的评论点赞、回复或者搬运，使其上热评，对
不好的评论要么不理睬，要么举报。

“在‘屠广场’的同时，对方粉丝也会通过发自
家偶像的正面内容‘洗广场’。”王潇说，在反复交锋
中，一些粉丝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般，需要不断切换个人小号完成任务。

“‘撕’得最疯的一次，我直到凌晨两点还在‘洗广场’，而早晨八点
半还有课。”小恬说，“想停又不敢停，真的很累。那几乎是我人生中最漫
长的一个晚上。 ”

互撕不仅导致身体疲劳，一些粉丝还会遭遇恐吓。 “许多在互撕中
‘冲锋’的粉丝都收到过人身攻击的私信，因此同伴会彼此提醒把微博
私信关掉。 ”王潇说。

“饭圈”攻击和谩骂，涉及的不只是对手粉丝，还包括圈外普通网
友。 2018 年，中国民航大学一名学生因质疑某明星“染黑发作为粉丝福
利”而被粉丝“人肉”，粉丝聚集在该校官博下“希望学校能给出一个让
我们满意的答复”。 今年年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学生在微博上吐
槽了一名女星，随后该学生的个人信息被曝光。

是谁让互撕停不下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 5 月发布的一组追星专项调查数据

显示，63%的受访者反感来自“饭圈”的相互谩骂攻击。既然有这么多人
反感，为什么互撕不能停息？

王潇说：“反感是一定的，但粉丝总是希望自家‘饭圈’越能打越好，
毕竟没有人想输。 ”

对于粉丝来说，互撕不仅来源于对偶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伴
生感，还有偶像之间的竞争压力和“饭圈”内外的煽动力量。

“现在的追星更像是粉丝给偶像赋予意义的过程。 ”一个追星时间
长达 8 年的粉丝说，在一个偶像出现后，粉丝首先会为其打造出一个理
想“人设”。 “就像盖楼，‘人设’就是地基，粉丝们会按照自己心里的图
纸，通过视频、文案、照片等各种物料当中的蛛丝马迹，对偶像进行规划
施工，让他变成期待的样子。 ”

在这个过程中，粉丝和偶像之间形成一种精神伴生感。 “偶像为了
流量会迎合粉丝的喜好；而粉丝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情感打造出心目
中的完美形象，也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 ”这位粉丝说。

正因如此，当一些偶像因行为不端而“塌房”时，一些粉丝才会发狂。
此外，偶像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也让粉丝“出征”比拼加剧。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Z

世代”消费群体崛起等因素，偶像产业不断发展。今年初，艺恩数据发布
的《2020 年中国偶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
或超 1300 亿元。

“偶像数量实在太多了。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黄典林
说，“以唱跳偶像为例，2018 年以来， 通过选秀获得曝光的偶像就有几
百人。 偶像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很容易影响粉丝，产生竞争、比较的心
理，从而引发相互攻击。 ”

粉丝竞争让资本尝到甜头。 “为了‘割韭菜’，品牌经常会找一个组
合的几位成员代言同一款产品，然后开单链统计每个人的销量。粉丝为
了证明偶像的人气旺，不得不购买大量产品。 ”一名选秀节目粉丝丸子
说，买得多的嘲讽买得少的，买得少的质疑买得多的。 品牌赚够钱抬腿
走人，粉丝只剩下用不完的产品和没完没了的骂战。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多方努力塑造健康“饭圈”生态
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培训导师王春谊认为，“饭圈”生态的恶化，一

定程度上来源于资本和流量的绑架。 “对‘饭圈’的规制，可以通过一些
技术手段来实现。比如，对社交账号、集资账号等设置年龄准入门槛。网
信部门也应加大对恶意营销、互撕谩骂等内容的监控、清理力度。 ”

更重要的是，业内专家认为，应当加强文娱行业的行业自律，对“饭
圈”生态进行正面积极引导。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姜巍说，偶像对“饭圈”的影响力是巨
大的，他们应主动作为、积极发声。 “经纪公司、后援会也应增强社会责
任意识。 ”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当努
力引导粉丝文化迸发出更多正能量和积极创造性。（文中部分受访对象
为化名） 新华社记者 梁姊 张宇琪 （新华社北京 8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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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饭圈” 频频出现的粉丝
非理性追星行为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追星本无可厚非，但是没有底线就成了
问题。如果粉丝追星追的是明星的专业能力
和人格魅力，让构成“饭圈”主体的青少年群
体得到正能量的激励，有助于他们实现自我
发展和认同。

然而 ，现在的 “饭圈 ”在平台和商业资
本的运营和裹挟下片面追求 “流量为王”，
一些组织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诱导青少年无

底线追星， 导致这些青少年在网上互撕谩
骂、拉踩引战、刷量控评、不当消费，造成了
不良网络文化和社会现象， 也误导和侵蚀

了青少年的三观。
还“饭圈”一片清朗，需要聚焦问题精准

打击。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清理涉粉丝群
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目前已累计清理负
面有害信息 15 万余条， 处置违规账号 4000
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集中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并下发
通知重点围绕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内涵、题材
类型、评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
环节提出管理要求。

还 “饭圈 ”一片清朗 ，需要压实平台的
主体责任。 网络平台特别是“饭圈”较为集
中的网络平台应切实负起责任， 进一步建

立健全内控规则和制度， 减少各类不合理
的明星榜单， 同时严格管理平台上一些助
长歪风的营销号 ， 主动过滤掉有害内容 ，
处置不良信息。

还“饭圈”一片清朗，还需多方共治形成
合力。 作为偶像，应以崇德尚艺作为追求，为
粉丝传递正能量；明星经纪团队、粉丝后援
会等应引导大家理性追星；同时，家庭和学
校也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偶像观。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一切为了流量

专家认为， 当粉丝由单纯的追随
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 他们开展一
系列打榜应援活动， 目的不仅是为偶
像积攒人气获得更多的流量， 同时也
是为了实现自我认同。 而经纪公司、平
台和品牌商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 ，制
造了一条商业利益巨大的产业链。

一切为了流量。 互联网时代，数据
和流量代表明星的知名度， 拥有高流
量的明星拥有更高关注度和曝光度 。
广告、影视剧投资方也更偏爱人气高、
粉丝多的流量明星， 因为他们往往能
够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

一名业内人士说：“以前演艺圈里
也有类似现象， 粉丝会购买喜欢的歌
手、演员的海报、唱片。 但不同的是，以
前大部分偶像艺人是靠作品出圈 ，现
在的偶像基本是靠流量说话。 ”

为提升偶像的热度、 知名度和商
业价值， 打榜应援成了粉丝重要 “职
责”。 一名已经“退圈”的粉丝说，去年
初，某“爱豆”的商业活动因故停摆，粉
丝就通过做数据打榜的方式， 让他在
每个平台的数据都占据第一位。

“粉丝打榜多了更能被资本看到，
资本看到得多了，‘爱豆’ 就可以拥有

更多资源。 但粉丝其实可能一直是被
资本牵着走。 ”这名粉丝说。

此外，专家分析认为，粉丝打榜其
实是一种“情感投射”。 他们投入情感、
时间、金钱为偶像提升人气，将理想型
自我、情感及价值观投射到偶像身上。
“很多粉丝有一种养孩子的感觉，所做
的一切就是‘妈妈一定会努力的’。 ”薛
薛告诉记者。

“青少年处于特殊的成长阶段，渴望
通过加入特定的组织或所钟爱的明星
‘饭圈’投射自己的梦想，打榜应援正好
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王四新说，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
完全形成，畸形打榜会误导他们不去通
过真实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而是通过
虚幻或心理投射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特
殊成长时期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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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榜之路： 数据
注水、互黑、不停花钱

打榜应援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
的一种粉丝追星行为， 通过投票或者
募集资金购买与偶像相关产品， 对媒
介榜单的排名施加影响。与之相关，粉
丝以微博、 微信、QQ 等线上平台为媒
介 ，形成了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的 “饭
圈”社群。

今年 6 月，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
一项 7000 多名中学生参与的调查表
明，44.9%的中学生会线上应援，包括打
榜、反黑、控评、集资、参与超话、观看直
播、送偶像礼物、参与 QQ 群等粉丝群
聊、二次创作或转发正主作品、买周边、
海报、代言等。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青少年粉丝不
但会为偶像在多个平台的榜单助力，还
会花大量时间获取额外打榜票数。如新
浪微博刚刚下线的“明星势力榜”，粉丝
需要在“超话”中发布与偶像相关的微
博并与其他粉丝互动，以此增加偶像的
分数，这比以投票获取榜单积分要投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外人觉得像这样做重复性的事情
没有意义， 完全是在浪费感情和时间，
但我想说如果是为他打榜应援，我没有
任何怨言。 ”一名粉丝说。

一些粉丝的非理性行为、基本价值
观令人忧虑。有的粉丝常常会对不同意
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口诛笔伐。 “只要你
说的不是我想要的，就会组织很多人去
举报一个人的账号，让他的账号炸掉。”
不久前“退圈”的薛薛说，“如果不这样，
你喜欢的明星就出不了头，或者你的账
号就会挨揍。 ”

打榜数据注水已是公开的秘密 ，
很多人对此安之若素。 “刷榜怎么了？
谁家 ‘爱豆 ’的榜单不是靠刷出来的 ？
粉丝有钱支持自己的偶像有错吗？ ”粉
丝小颖说。

打榜给不少粉丝带来很大经济负
担。 除了投票类榜单，不少平台设置的
榜单都以粉丝购买偶像演艺作品、代言
产品所投入的资金作为依据，有的平台
还设立了复杂的统计规则，并且榜单更
新越来越频繁，不少粉丝花费大量金钱
打榜应援。

薛薛说， 此前有的明星榜单设置
了 “榜单搬家 ”规则 ：一个练习生出道
后需要从 “新星榜 ”搬到 “内地榜 ”，而
这个 “搬家 ”费 ，经常要花费百万元级
别的资金。

“我真的觉得打榜应援就是‘割韭
菜’的游戏，想方设法让你多花钱。但是
没办法， 很多人都被裹挟到这条路上
了。 ”一名粉丝说。

有效整治让网络空间回归理性

面对打榜应援乱象， 一段时间以
来， 主管部门和部分平台都出台了治
理措施。

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平台在产品
设计和功能设置上诱导粉丝非理性打
榜等问题，要求平台采取措施，取消定
时提醒设置和相关打榜应援产品，并下
沉榜单入口，同时督促平台进一步优化
榜单排名规则，降低粉丝签到、点赞、评
论等积分在排行指标中的权重，增加作
品质量、公益活动等正能量指标。

新浪微博下线 “明星势力榜”，下
线明星分类“积分助力”机制，定期巡
查下线娱乐明星类“超话”打榜做数据
等违规板块，治理恶意刷积分行为；抖
音下线赠送荧光棒打榜功能、 定时通
知打榜功能和明星榜单的打榜入口 ，
撤销粉丝贡献排行榜； 腾讯视频对存
在打榜和粉丝排名功能的星耀榜、小

岛贡献榜、 守护计划明星榜和粉丝榜
下线整改。

大数据时代， 互联网平台的算法
推送容易不断加强粉丝 “刻板成见”。
对此， 中宣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健全完善基于大数
据的评价方式， 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
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
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巍说：“一方面， 平台要用看得
见的方式整治涉及打榜乱象的行为 ，
通过关停账号、完善榜单排名机制、加
强审核管理等方式， 切实履行好自身
义务；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加强互联
网生态整治，让网络空间回归理性，告
别非理性的‘打投’。 ”

此外，有专家认为，影视和广告等行

业应加强自律，减少使用流量明星，只有
这样才能进一步压缩打榜乱象的生存空
间，营造风清气正的娱乐圈生态。

“互联网平台应该为青少年提供
更加充裕的优质内容， 让他们在网络
空间有更多选项， 有效避免把大量时
间和精力倾注在为偶像打榜应援上。 ”
王四新说。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重
点关注粉丝、 网络水军等群体恶意注
册、集中刷量、刷热搜词等违规行为 ，
同时要求重点平台逐步建立完善粉丝
明星经纪公司及粉丝团社区行为指
引，明确明星及其经纪公司、粉丝团队
粉丝的引导责任， 共同规范粉丝群体
网上行为。

新华社记者 白瀛 王思北 王鹏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