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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网络直播的快速发展，网络红人低俗化现象日渐突出，搞怪猎奇的表演、 

粗俗下流的话语、淫秽色情的展示、虚诡荒诞的信息传递，令网络场域污秽不堪， 

严重影响社会群体心态，冲击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污染网络生态环境 ，消解 

网络媒体公信力，诱发社会不法行为，增大社会治理难度。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 

政府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畅通阶层流动渠道，健全网络社会管理法律法 

规 ，完善媒介行业 自律机制，培育公民健康社会心态，以充分释放网民自主治 

理的正能量，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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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网络直播的快速发展，网络红人低俗化现 

象Et渐突出。一批通过色情、暴力、封建迷信成名的 

网络红人，借助于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病毒式传播， 

严重污染了网络场域的生态环境，并不断向现实生活 

空间蔓延，严重干扰社会群体间的道德评判。评析这 

一 社会现象，不仅可以从中国草根阶层对大众文化的 

创造和消费方面探寻，还可以从社会心态和价值理念 

等方面考量，以科学阐释其本质特征及社会危害，寻 

求有力的消解治理之策。 

_二： 
2006年 5月，百度百科用户 “陈墨 BJ”创建 “网 

络红人”这一词条，后被简称为 “网红”。从初期的 

群体识别看，并没有低俗和高雅的网络红人之分。在 

其演化的进程中，“一些 ‘网红’摒弃了正确的内容 

定位、形象定位和价值定位，以 ‘红’牟利，因 ‘红’ 

骄横，恃 ‘红’而粗俗不堪，倚 ‘红’而飞扬跋扈”⋯， 

逐步形成了低级、庸俗的发展态势，成为中国网络红 

人现象的新景观。 

1．搞怪猎奇的表演形式 

每个时代，都有走在潮头的红人。在交通、传播 

并不发达时期，要成为名噪一时的一代红人，无疑需 

要主体实力的真实存在。而在当下发达的网络时代， 

这种情形被彻底颠覆，网络直播平台的低门槛、低成 

本给每个公民都提供了传播个人信息、制造社会影响 

的机会，使得人们展示自己有了无限的可能。有人凭 

借素质、能力、个性的张扬，借助于网络传播，快速 

赢得公众认可，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络红人，但对于那 

些才貌平平、无一技之长、缺乏健康创意而又渴求一 

夜成名者，则难以寻觅到适合自己成名的正当路径。 

于是，这些主播们不是着眼于个人素质的提升，以个 

人实力来赢得他人的赞美，而是猎奇求怪、装疯恶搞， 

以噱头包装、戏谑夸张的方式祈盼为公众所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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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名为 “吃货 &凤姐”的大妈在直播间表演了奇特 

无畏的 “吃功”，先后吃了灯泡、面包虫、仙人掌、 

生猪蹄、金鱼、鱿鱼、黄鳝、生姜、辣椒面和满满芥 

末的泡面等多达十余种的千奇百怪的物品，成为 “一 

个狂吃至死的物种”，竞满足了部分网民内心的愉悦， 

视频进一步被传播扩散开来而一度 “成名”。 

2．粗俗下流的话语表达 

网络红人博取声名的另一个惯用手段是无边际的 

粗口表达。他们主动迎合部分网民需要，粗口不断、 

脏话连篇，以显示其真实、随眭、接地气，使得网络 

直播粗鄙语言无处不在，泛滥成灾，甚至有的网红不 

用脏话表达，反而遭到 “不说脏话，还能红多久”的 

疑问。网络粗口有小到不带脏字的以暗示方式表达的 

隐骂，如“你的样子真的很棒哦!就跟个棒槌一个样”； 

有直接用污言秽语、泼妇骂街式的俗骂，甚至相约他 

方参与的旷日持久的网络对骂，如王小源与一个 12 

岁男孩在网络直接播放对骂，满口污言秽语，低级裸 

露，竟然被多个网站转载，至今仍然在线 ；有的则将 

脏话编入其他古代经典故事或文献中，以顺口溜、诗 

词、口头禅等形式表现，如自称是 “集美貌与才华于 

一 身的心灵鸡汤教主”。2016年第一网红的“papi酱”， 

平均一次直播使用脏话多达 10多次，对年轻人进行 

百般的嘲讽 、挖苦 、漫骂和毁损。 

3．淫秽色情的场景展示 

网络色情一直是网络顽疾，它通过人体的敏感部 

位裸露或者人的性行为展现来满足部分网民的性猎奇 

心理，以吸引网民的观看浏览、打赏投资，进而达到 

网络成名的目的。作为网络红人成名的路径 ，这一实 

践始自于 “木子美”的性体验写作，“妖妃娘娘”的 

裸照自我上传紧随其后，于露露母亲则直接将干露露 

浴室洗澡征婚视频上传，网络轰动效应不断升级。相 

应地，这些人物博得了 “成名”的体验，也在一些年 

轻人中产生了负面的示范效应。随着网络直播的快速 

兴起，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网络色情 日益泛滥。网络 

直播虽然不是专门的色情网站，不是专门赤裸裸地宣 

扬色情，一般是通过 “打擦边球”挑逗网民情欲，但 

总有一定的网民为成名进一步放大尺度，刺激网民尤 

其是青少年参与的欲望，催生了直播平台涉黄的乱象。 

斗鱼、熊猫 TV、虎牙直播、战旗TV、YY、六间房、 

龙珠直播等多家网络直播平台深陷其中，有王瑞儿故 

意露点炒作，“Jasper星培”为答谢网友支持竟要公 

开脱掉女友内衣，斗鱼主播甚至还进行 “直播造人”， 

以迎合观众的视觉快感。 

4．虚诡荒诞的信息传递 

网络红人除了惊艳的表演之外，还伴有雷人之语， 

以此更加广泛地圈粉。网络红人的雷语一部分是来自 

表演者博学多识基础上的横生妙语 ，这也是一些内涵 

网红赢得网民称道的根本原因，不少参与者试图通过 

个人表现达到这一吸粉 目标。然而，“罗马不是一天 

建成的”，意图快速实现精妙语言的表达，往往造成 

一 些人步入误区和歧途，将 “新奇、恐怖、荒诞、刺 

激”理解成语言的精髓和魅力，将虚诡另类的消息藏 

匿在 “戏化”的滥情表演之中，兜售隐私、狂爆猛料、 

抄袭名作、制造谣言，甚至不惜违法犯罪以最终达到 

“成名”目的。2005年开始混迹网络的秦火火，从一 

入网就通过制造网络谣言吸引网民。从 2011年编造 

动车事故的谣言到2013年8月，先后制造了3000多 

条谣言。其中 “动车事故2亿元天价赔偿”“杨澜从 

股市骗钱诈捐逃税”“李双江之子非亲生”等内容影 

响巨大，秦火火因此被网友冠以 “谣王”。虽然秦火 

火终因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被人民法院判刑，但 

依然没有引起所有 “网红”的警醒，以身试法者仍大 

有人在。2017年 3月，桃江县一中年男子竟然身着 

警服，散布查酒驾谣言。“网红”经常传递的另类信 

息还有封建迷信、个人隐私、生活资讯等，这些谣言 

虽然荒诞至极，但依然被以讹传讹，在一定范围内产 

生了连锁反应，给社会管理带来一定的混乱。 

二、网络红人低俗化现象的社会危害 

网络红人作为被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已成为社 

会价值生成的新的操盘手，其行为举止对社会造成的 

影响是广泛的。一旦网络红人走上了低俗，其一反传 

统的个性和表演将被以病毒式的快速传播，对整个社 

会机体产生的危害更加严重。 

1．影响社会群体心态。激化社会矛盾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 

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 

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 

模板 。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分析，网络红人的表 

现形式是一种显性的行动实践，其本质内涵则是一种 

社会心理状态。低俗网络红人以自轻自贱为谋，以自 

甘堕落为乐，以成名谋利为最终指向，美丑不分、善 

恶不辨，甚至是 “以丑为美”“以恶为善”，表征着这 

些网络红人在追求名利、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扭曲的 

思想观念。然而，客观的现实是一旦成为网络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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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拥有了较多的粉丝追捧，这些 “红人”们就能够利 

用自己拥有的粉丝，通过拍摄广告片、参加商业演出 

或直接参与投资等，将知名度快速变现。一夜之间的 

走红，使一些 “红人”身价倍增，年收入高达数千万 

元 ，并能赢得网民的进一步哄抬与追捧。随之而来的 

是网络红人生产、经营者，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成 

为 “网红经济”的真正受益者，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差 

距的进一步拉大。从网络红人本身的社会贡献分析， 

客观上他们不是社会财富真正的创造者，这就增大了 

部分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如此，网络红人的 

利益获得，还体现在成为 “红人”带来的身份地位的 

提升。因为成名，一夜之间完成了阶层的跨越，容易 

引发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弱化，造成群体心态失衡、精 

神迷茫和价值扭曲的伦理精神危机。这些社会心态若 

不能较快得到协调和修复，将会沉积在各种社会群体 

和不同阶层的内心层面，逐渐成为部分社会成员滋生 

焦虑、浮躁、困顿、彷徨、仇恨等不良社会心态的根源。 

2．破坏网络生态环境。消解网络媒体公信力 

网络红人的生成和传播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中进行 

的。作为媒介的网络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不仅承担着 

信息传递、舆论承载的功能，更承担着传承文化、监 

测社会、引领价值等多种重要使命。从这一层面看， 

已经跃身成为影响范围巨大的第一媒体的网络媒体， 

理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在低俗网红井喷式 

出场的态势下，一些媒体将 “受众为王”作为媒体唯 
一 的行动逻辑，毫无底线地迎合受众的各种需求，不 

仅没有主动把关，甚至完全被网络红人及相关生产经 

营者 “绑架”，为其提供播放平台，有意无意地推送或 

者是 “批判转载”网络红人相关信息，满足看客的偷窥、 

刺激 、臆想心理，一方面扩大读者范围，另一方面也 

锁定顾客群，以提升其经济效益，使得网络红人充斥 

了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从这个意义来说 ，网络媒体 

在网络红人低俗化问题上发挥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 

一 定程度上引发了网络场域中网络红人的传播失序。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场域中道德经纬也大大弱化，运 

行秩序变得杂乱无章，为不法分子及缺乏社会责任意 

识的网络推手打通了破坏网络生态环境的通道，使网 

络空间无时无刻不面临色情与恐怖的危险，导致人们 

失去对网络媒体的信任，极大地消解了其社会公信力。 

3．冲击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危害青少年身心 

成长 

从网络红人生成的路径观察，其实质是他们通过 

话语表达、形体表演等形式向观众展示一个具体的生 

活场景，当观众在阅读完他们推送的文章、欣赏过他 

们精心设计的视频，顺其自然地进入其预设好的情境 

之中，从而被他们的价值观所导引。据 《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 l2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7．314乙 1o《2016上半年网红现象专 

题报告》数据进一步显示，每 l2个网民中至少有一 

个在关注网红，而这个庞大的人群中，25岁以下的 

年轻人 占据 了近 90％  ̈。由此可见，各类网络红人 

对年轻人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分析，网络 

红人的传播直接关乎民族的未来。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的一些网红为了博得出名，搞怪、戏谑、无厘头的 

出场，暴力、无节操、“衣不蔽体”的呈现，以丑为美， 

以色情为筹码，以 “圈钱效率”为标尺，从而将网民 

的目光汇聚于极端的拜金主义 、利己主义、享乐主义、 

无政府主义。青少年时期是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养成的关键时期，低俗网络红人在这个群体中不断 

施加负面影响，不仅稀释他们对社会业已形成的正确 

认知，从而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贪图安逸，意志消沉， 

更将导致他们人格异化，人生观错位，集体精神矮化、 

粗陋化，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 

4．诱发社会不法行为。增大社会治理难度 

作为网络时代社会参与的另类符号，网络红人通 

过自身的行动在网络场域的文化博弈中凸现了自己的 

社会主体性 ，颠覆了社会既往的 “造星机制”，俨然 

成为活跃在现实世界的耀眼明星，甚至成为一部分年 

轻人崇拜的偶像。应当看到，低俗网络红人急剧生发 

的背后逻辑是庞大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助推网络红人 

野蛮生长的根本动力所在。正是基于各种经济和利益 

的驱动，使得各种利益主体置形象、道德以及社会公 

序良俗于不顾 ，不断游走于灰色地带和法律边缘。然 

而 ，对于粉丝尤其是青少年来说 ，隐藏在表象后的逻 

辑并不为他们真正所见，网络红人的言行举止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则是相互间的情绪感染。基于对偶像的崇 

拜，他们平 日模仿自己喜爱的网络红人的着装、语言 

和行为，甚至将成为 “他们”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理 

想。实践中，低俗网络红人粗糙而野蛮的网络掘金方 

式，具煽动性而浅薄的伦理颠覆表演，对追随者的诱 

导作用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清晰体现。很多社会底层青 

少年一切从个人实惠的角度出发，将 “成名”与 “价 

值”割裂，将道德和 良知搁置和摒弃，致力于营造和 

装点物质化的未来，幻想走近路和捷径，实施盗窃、 

诈骗、淫乱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和稳 

定。尤其是网络直播平台开通以来，一些网民不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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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巨额资金沉溺于对网络红人主播的追随，甚至不惜 

以身试法，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如，家住富阳的 
一

个女子辛苦攒下 l3万 “奶粉钱”，不足半年即被丈 

夫打赏女主播全部用光 ；一淘宝店主利用支付宝漏洞 

套取千万元，用来打赏网络主播花费达400余万⋯⋯ 

诸如此类的报道越来越多，这些都给现实社会的综合 

治理增添了许多难度。 

三、网络红人低俗化现象的消解之策 

低俗网络红人的流行，一再击碎道德和法律的底 

线，对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造成的负性影响是深刻的， 

政府及社会工作者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从现实社会 

的问题解决人手，遏制网络红人低俗化，为公民构建 
一 个健康和谐的精神家园。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畅通阶层流动通道 

如前分析，收入差距过大造成阶层间相对剥夺感 

增强，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事实上，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产生了巨大变革，收入差 

距一直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公正性问题 

愈加严重。虽然我国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断进 

行政策调整，出台了一些有利于提高底层群体收人的 

具体措施，但是一些导致收入差距增大的制度性、政 

策性因素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 

也没能从根本上进行扭转，阶层固化现象 日益显现， 

人们向上流动通道日渐狭窄。网络红人的出现，在底 

层民众看来 ，是一个通过个人实力改变 自己生活状态 

的可行性路径，这成就了部分底层群体向上层流动的 

希望。一些年轻人不惜自损声誉、自甘轻贱，以达成 

网络红人的目标，正折射出社会底层民众现实社会地 

位的焦虑心态。 

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认识社会秩序的维系与中国梦想 

实现的密切关联，切实发挥政策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畅通尤其是纵向阶层流 

动通道，舒缓阶层关系的紧张，让每个人都有 “人生 

出彩的机会”：一是，通过提高税收等经济手段增大 

对收人分配的调控力度，有效缓解地区之间、社会成 

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以实现阶层利益的 

均衡。二是，通过加大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的力度，调整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提高底层群体实际 

收人水平，增强其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通过 

健全适应低收人阶层经济状况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 

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提高弱势阶层的社会博弈能力。 

器 
四是，建立开放多元的社会流动渠道，特别是要为青 

少年的成长提供进位的平台保障和资源支持，让各类 

各阶层人才均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2．完善媒介行业自律机制，优化网络沟通环境 

微信、微博的广泛使用，为每个人搭建了自媒体 

平台，实现了传播模式由受众被动接受信息到大众共 

同生产、传播信息的重大变革。以此为标志，人类社 

会也真正步入了 “大众传播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 

恶服务的强大工具 ；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 

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 。如何发挥大众媒介“为 

善服务”?政府立法及网络信息的技术过滤虽然在一 

定范围内可以实现，但随着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政 

府的强力介入已难以完全实现对其全覆盖的治理。在 

网络场域中，主流媒介依然是群众最信任的媒介，它 

已不单纯是承载并传递信息的器具，更承担着文化传 

承、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然而，审视低俗网络红人 

井喷的现状，一些主流媒体不仅对现实生活中的低俗 

网络红人现象缺乏打击意识，反而因私利而沉溺于微 

传播的猎奇、刺激，与各类微媒体亦步亦趋、助纣为虐， 

造成对大众传媒引导和监督功能的丧失，从而进一步 

助推了网络红人低俗化现象的愈演愈烈。因此，消解 

低俗网络红人的负性社会影响，必须进一步唤醒主流 

媒介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劣质低俗负向 

的舆论资讯，切实发挥其社会公器责任。 

强化媒介自律，要着力做好以下 3个方面工作 ： 
一 是要体现政府主导，规范媒介行业行为。要通过立 

法途径明确界定媒介行业的权力边界和范围，理清政 

府、网络运营企业、媒介、网民等各类主体之间的权 

责关系，从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应急响应、从业资质 

条件、从业人员行为标准等方面详细制定行业的自律 

规范，用清晰具体的行业行为要求明确媒介主体的底 

线和闸门，以指导、约束媒介及个人的行动。同时， 

要通过加强督查、严格执法，对传播虚假、色情、恐 

怖、暴力等信息的媒介予以严肃处罚，防止媒介为自 

身利益而盲目跟风、制造卖点，避免主流媒介被各类 

利益群体左右，从而迷失方向、放弃责任。二是加强 

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升其职业道德 

水平和执业能力。通过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明 

确法律责任和职业道德责任，增强信息辨析能力，提 

升审美情趣，自觉抵制各种低俗、媚俗、庸俗言行， 

自觉严格履行媒体人的社会责任。通过对网络编辑、 

网络记者、网络评论员等网络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培 

训，提升其网络传播技术，增强其社会责任感，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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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网络正能量，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三 

是着力推动优质大众文化生产，提升主流文化产品供 

给力。政府要立足于 “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 

积极引导网络文化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坚守正确的文 

化立场，“不以出位博眼球、不以低俗换点击”，建 

立公众悦纳的主流价值载体 ；要大力培植优秀大众 

文化品牌，增强健康、文明、理性的文化产品产出 

率，以有质量、有活力、有内涵、有品味的大众文化 

赢得网民青睐，用实力抵制、战胜颓废、落后的大众 

文化。 

3．培育公民健康社会心态，净化网民表达场域 

网络红人现象的生成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产 

物，社会公众理当以包容的心态予以面对。然而，低 

俗网络红人的生成，引发了部分网民为追求物质利益 

和个人欲望而追腥逐臭，造成了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 

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混乱，逐步养成畸形的社会 

心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妥善加以解决。为此，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在充分尊重网民自主表达权利的基础 

上，着力提升网民的自律能力，唤醒公众的网络共同 

体意识，通过网民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调控， 

最大限度地发挥爱网、护网的主体作用，推动网络场 

域中的主体自治 ；要让网民充分认识到，个人的网络 

行为犹如在巨型广场上表演，实时皆是现场直播、不 

间断转播，且观众没有界内界外，如果不遵守社会公 

德和法律规范，不仅个人的声誉扫地，也将污染网络 

环境，破坏网络生态，对社会、他人的影响都将难以 

挽回，每个公民都应当自觉担负网络场域中的公民责 

任，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和清朗。 

增强网民的网络公民意识，促进网民养成自律自 

觉的行为习惯，要着力抓好 3项工作 ：一是加强网络 

正向舆论引导，增强网络舆论公信力。政府要结合公 

民对大众文化的诉求，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通过 

公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与公民开展良性的互动。如近期 

借助新媒体举办的寻找 “最美乡村医生”“最美教师” 

等活动，与大众媒体一起宣传展现高尚道德情操的凡 

人善事 ，吸引了网民的参与，有效消除了公众对传统 

媒体的不信任心态，为公民网络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 

培养网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公共理性精神。要通过适当 

的途径让公众对传媒的职业规范有较为准确的了解， 

掌握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帮助公民形成对网络媒体 

的正确认知，增强网民的审美能力、辨析能力和判断 

能力，对低俗网络红人的各类信息理性甄别、拒绝围 

观和二次传播，减少低俗网络红人的社会关注度 ；要 

引导网民珍惜个人声誉 、自尊 自爱，文明参与网络活 

动和表达，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行为，维护网 

络理性与有序的生态环境。三是涵养公民积极健康的 

社会心态，促进社会群体心理和谐。要构建一个不同 

群体平等竞争的利益博弈机制，疏解社会成员阶层流 

动、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心理压力，帮助底层收入群体 

正视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乐 

观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同时，要运用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思想，加强对网民的耻感 

教育，增强网民对网络低俗、庸俗、恶俗的鉴别力， 

主动抵制、拒绝成为低俗网络红人，自觉担负维护网 

络秩序的责任，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氛同。 

4．健全网络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优化网络法治 

环境 

低俗网络红人的出现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不 

仅是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奇观，亦是媒体、商业与网民 

的一场文化 ‘共谋”，- 。随着传媒工具的进一步发 

展和传播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这一现象将可能进一步 

演变，但在现实生活中仍将长期存在。正如其他社会 

现象发生初期一样，网络红人诞生的初期也难免会出 

现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一方面，人们对新事物本来 

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加之与经济利益的结盟， 

容易诱发人们仅从个人利益从事，并在利益面前迷失 

方向。另一方面，制度规范的生成总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在规则生成之前，仅仅依靠利益主体的自律和自 

觉 ，难以发挥应有 的调控作用。美 国著名学者理查 

德 ·皮内洛曾断言 ：“网络空间言论自由和内容控制 

问题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初露端倪的信息时代最富有争 

议的道德问题”⋯。低俗网络红人现象的规制正应如 

此，首先必须着眼于网络运行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通过导向鲜明的制度规范以及严格的监督执行 ，以构 

建抵制不良网络红人的 “防火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指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 

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笔者认为 ，应着力在 3个 

方面加以规范 ：一是要严格界定责任主体，它不仅仅 

包括意欲成为网络红人的个体，也应当包括着力于眼 

球经济的网络红人孵化、培训及其他相关网络服务的 

组织和个人，制定明确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对其进 

行严格的登记和审查，以强化其社会责任的落实与担 

当。二是要严格界定网络直播以及其他媒介传播的内 

容和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在价值导向、语言表达、肢 

体行为等方面的要求。同时，严格执行网络主播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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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制度和 “黑名单”制度，对于格调低下、价值观 

念颓废，甚至涉及黄、毒、赌和封建迷信等相关内容 

者，均做出禁止性规定。三是明确处罚力度和处罚规 

则，对当事者的行为造成何种影响构成违法，以及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限度和方式，一旦相关责任主体逾 

越底线，及时对其予以准确的打击和惩罚，通过法治 

的手段形成震慑，以达成 “网络公德、网络法纪”的 

共识，强化参与主体的认知、辨别和判断能力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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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交流、聚集和联络的方式，大胆探索和创新团 

组织建设和运行体系。一是要适应学生群体结构的变 

化特征和新的工作需要，创新体系，推动共青团内部 

组织结构和外部组织体系创新，打造一个组织体系合 

理、工作运行高效、机制体制灵活的 “小团委”。同 

时，创新共青团外部组织体系，建立一个以共青团为 

核心，各类志愿者组织、青年自组织为外围组织的社 

团群，打造 “大社团”，使团组织成为整合各类青年 

组织的核心，各类青年组织又成为吸纳青年的“磁铁”， 

借力实现对青年的全面覆盖。二是运用形象管理理论 

及 CI(Corporate Identity)理论，从团的理念识别系统、 

行为识别系统、视觉识别系统三方面着手，提炼团的 

工作理念，塑造团的组织形象，制定团的工作标志， 

加强团的形象传播，不断塑造共青团富有时代气息、 

充满激情活力的鲜明组织形象，最大限度地提高共青 

团形象对内、对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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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感，培养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民主素质，形成积极 

进取的民主作风和服务青年的良好氛围，为广大青年 

创造一个想象力的驰骋空间和创造力的实现空间，努 

力为党赢得青年、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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