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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e 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exchan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which also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t is undeniable that at present, we ar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network, especially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s. Intelligent electronic products are updated,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more and more perfect 

and comprehensive. Therefore, in this environment, many network languages Words break through the ground, and 

corresponding popular words appear every year. These network hot words affect people's daily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may become a mantra. For students, they are also likely to enter the Chinese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se 

phenomena, the author talks about the impact of network langu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current new era.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autho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various effects of network langu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nega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abl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and carry forward China'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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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信息交流越来越广，同时互联网技术发展日趋完善，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条

件。不可否认，当前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特别是手机，电脑的智能电子产品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这些智能

电子产品功能越来越完善、越全面。于是，在这种环境下，许多网络语言就破土而出，每年都有相应的流行

词出现。这些网络热词影响着人们日常的交流，特别有可能成为口头禅，对于学生来说，还有很大可能进入

到语文作文中去。笔者就这些现象来谈谈当前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结合网络语言与汉

语言文学的特点，综合分析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各种影响，同时也给予一些建议来改进消极

影响、负面影响等。最终目的是想让汉语言文学能继承创新，弘扬我国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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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概述 在当前的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要结合汉语言

文学的特征与内涵，以此为发展角度，来分析网络

用语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通过对网络用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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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探索利用，可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推动

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实现健康发展的目的。 

1.1 网络语言的概述 

网络语言其实大家都不陌生，现在，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产品的不断普及，人们基

本上都手机不离身，人们通过手机获取外界世界的

信息，当大家每天打开手机，简单刷刷微博热词，

看看微信朋友聊天、朋友圈动态就差不多能看到一

些新的网络语言了。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时代，在

网络技术中得到传播，当前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迅速，

人们接收信息越来越快，网络语言也快速占领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出现在日常交流中
[1]
。网络语

言最初出现算是一种意外，当时也是一些简单调侃、

致命吐槽形式，后来逐渐发展全面，包涵范围越来

越广，因为网络语言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在人们的

沟通交流中，使用非常广泛，传播非常迅速。它也

是为了网民交流顺畅而出现的一种语言，某些程度

可以检测到人们上网的情况，比如目前一些粉丝调

侃自己喜欢的明星说“2g 少年”“5g 少年”等，以

此来说明自己的偶像是不是经常上网，对信息接收

如何。网络语言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以一种大

家通用的语言形式来非常迅速传达当前自己的心情、

态度等
[2]
。 

目前可以看到网络语言形式丰富多样，它的组

成也是含有各种常用元素，比如说英文字母、汉语

拼音、表情包等。网络语言的出现是必然的，它也

形成了自身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传播速度，网

络语言可以说是传播最快的语言，一个网络热词的

出现，很快就铺天盖地占领人们的各类信息，比如

公众号推文、抖音类短视频、朋友圈先锋人士的理

解等，当然这也是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

网使得人们之间信息交流更为迅速，信息交流更为

高效便捷
[3]
。这些网络语言层层传递，不断加入新

的理解，以此来满足网友使用这些语言的需求。其

二是简洁度，其实随便上网一搜，可以发现网络热

词都是非常简短，也直击人心，因为网络语言的出

现往往是跟着一个话题、一个热点出现的，也就是

说它代表了那个阶段网友的想法等，所以一般来说，

网络语言都不会特别长，网络语言比较简洁，使用

几个字或者简短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的共鸣
[4]
。 

网络语言的呈现有多种方式，不过一般都是用

语言来呈现，来说明自己想表达的信息，例如立场

等
[5]
。 

1.2 汉语言文学的概述 

汉语言文学在大学里是专门开设一门课程的，

归属中文系，它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了中国

文学、语言、文化、礼仪、人文情怀以及人们思想

行为，因此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成为了我国文化的

精髓
[6]
。汉语言文学的诞生给我国文化传承提供了

一个载体，它既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交流，也可作为

日常生活的交流，可谓是达到雅俗共赏。汉语言文

学也因其涉及的范围广、系统全面而成为了我国人

民喜欢及研究的文学载体。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非

常深远，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语言特征，相应的为我

国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汉语言文学也

走出了国门，特别是在儒家思想和学说影响下的汉

语言文学更是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7]
。 

2 新时代下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积

极影响 

2.1 为汉语言文学增添活力 

网络语言的出现其实是给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一

定生机，汉语言文学并不是固定的，也需要不断发

展，需要不断扩充新的内容，从而保证汉语言文学

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要想汉语言文学更好地传承

下去，不能固步自封，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不断

扩充新的内容，从而满足人们发展的语言表达需求，

毕竟每天都有大量网络语言存在人们的生活中，因

为这些网络语言，人们会关注到其背后的文字。当

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网络语言离不开汉语言文

学应该说它就是在汉语言文学中诞生的，用字用词

都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不过也会出现一种现象，网

络语言发展迅速，汉语言文学比较慢。但是因为它

源于汉语言文学，所以也能够推动汉语言文学的创

新发展，给汉语言文学注入了创新动力
[8]
。 

2.2 促进汉语言文学的交流与传播 

网络语言的出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的交流与传

播，因为网络热词都是产生于人们日常生活。它满

足人们心理、情感、思想的发展需要，因此也更愿

意被使用
[9]
。另外网络语言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特

别是一些调侃的网络语言，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为

人们生活带来乐趣。网络语言也能传达一种情感，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沟通模式，比如日常打招呼叫的

“小哥哥”“小姐姐”这类网络语言，既能打破常

规称呼，又能让人心情愉快，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让交流变得舒畅，因此，适当发展网络语言，

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是有帮助的
[10]

。 

3 新时代下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消

极影响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集

中在这两个方面：影响个体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以

及影响个体对汉语言文学的发音以及语义的理解。 

3.1 影响个体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硬币都有正反面，凡事也有利有弊，网络语言

也不例外。目前网络语言的出现也给汉语言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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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严谨性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让个体学习出

现了一些困惑。比如网络语言中出现的错别字。前

面提到过网络语言的形成和标记，它基本上是以谐

音和字母模式来发展的
[11]

。举个例子，“蓝瘦香

菇”，它表示的意思是“难受想哭”，不过在网络

语言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因读音相似而被使用。

可是这个网络语言词与真实表达的意思一点联系都

没有，不仅是字形，还是意思。如果说等到把网络

语言都融入到汉语言文学中去，那么这些谐音词就

会影响人们对文字的严谨性，容易误导人们写错别

字
[12]

。 

另外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迅速，

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综合地位也引人注目。因此也

吸引了外国人对我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也就是汉语

言文学的研究。但是外国人对我国语言了解不多，

因此容易被网络语言带偏，学习到一些错误用词，

也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正确使用
[13]

。 

3.2 影响个体对汉语言文学的发音以及语义
的理解 

除了错别字，网络语言还影响汉语言文学的读

音，因为前面提到过网络语言主要是谐音模式，因

此就容易忽略本来字词的正确读音。比如前面的例

子，“蓝瘦香菇”，可以发现与“难受想哭”的读

音是不一样的
[14]

。“l”与“n”不分，少了“h”或

“g”。这让那些分不清楚“l”与“n”等读音的人

容易记住错误的，而且我国人民都是从小就开始接

触汉字语言，然后在逐步学习和日常交流中才能掌

握这些正确读音，像以前小学的注拼音练习、错别

字纠正、多音字组词等。通过这些反反复复的练习

才最终掌握正确的发音，达到字正腔圆的要求。但

是显而易见，网络语言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和要求的，

反而是根据自身的使用特点来发展。同时，网络语

言与汉语言文学所呈现的词汇、字形、句意也是不

同的。汉语言文学每一个字、词都有其自身的思想

传递与表达形式，便于个体去认知与理解。但网络

语言所传递的信息是无章程的，容易误导人们，使

人们曲解汉语言文学中的字、词、句中的语义
[15]

。 

4 新时代下网络语言下汉语言文学发展路径 

4.1 规范网络语言模式 

在当前新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汉语

言文学的发展不得不要更加严谨，同时在面对网络

语言的影响，汉语言文学要结合自身情况来进行创

新。国家政府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语言氛围，对

于违规网络语言要进行打击，减少人们对消极、负

面的网络语言的使用，毕竟网络语言产生的初衷是

为了达到共鸣，而不是宣扬负面情绪。政府部门也

要净化网络环境，规范网络语言模式，给汉语言文

学提供有力的支撑，推进汉语言文学的健康发展
[16]

。 

4.2 规范汉语言文学模式 

虽然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历史悠久，丰富多彩，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合时代的

文学。因此政府也要规范汉语言文学模式，不断丰

富汉语言文学的知识。汉语言文学自身的内涵比较

丰富，但是也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它的

特殊性——是我国文化、政治等传承的载体。所以

这也是政府需要规范汉语言文学模式的原因，要学

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融入网络语言的创新

元素，最终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弘扬我国文化的功能。 

4.3 取长补短 

其实汉语言文学的地位和影响较网络语言来说

都是高和深的，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忽略网络语言的

使用。在当前时代要求下，汉语言文学和网络语言

应该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汉语言文学要综合

分析网络语言的正反面，然后推进融合网络语言的

积极影响，通过这个方法来丰富汉语言文学体系。

然后网络语言要遵循汉语言文学的一些规则，不能

过于依赖谐音字等模式，传播错别字、错误读音。

要研究一下汉语言文学的深层内涵，以此产生一些

优质的网络语言，像“正能量”“后浪”等。 

5.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语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它

也是新颖的语言模式，满足当前人们的情感表达。

不过它的出现与发展也冲击了汉语言文学，当中存

在着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所以对于汉语言文学来说，

要有更加高的辨别能力。现阶段，国家相关部门要

重视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的分析研究，然后找到

一个平衡点，来实现二者的融合，最终促进汉 

语言文学的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文化向世界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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