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尔赛文学”作为半年前
的互联网话题，为何近期又再
次被热议？如今的“凡学”从
金钱物质扩展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让其破圈的是微博作家

“蒙淇淇 77”的一系列微博，
堪称“凡尔赛文学教科书”。

“蒙淇淇77”在她的一条微
博中写道：“朋友问他怎么突然
换了个别墅，他说，之前小区停
车场的充电桩不够用，物业又不
让装。为了他的特斯拉，他只能
换个带私人车库的，必须有私人
车库，才能装私人充电桩。哦，
他对特斯拉才是真爱。我在旁
边翻了白眼。他笑得可开心了，
一把抱住我：‘哟，吃醋了？’”貌
似云淡风轻的语气，却把拥有别
墅、特斯拉以及跟老公的甜蜜感

情包含在其中。
在如今热议的“凡学体”

中，不仅仅是金钱等物质被频
繁提到，其他能够展示优越感
的如身份特权、长相身材、学
历见闻等，也纷纷被提及。关
于这些言论的真伪，无法去一
一考证，然而对于这种网络狂
欢现象的出现，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博士生松坡（化名）
表示，这是“一种全体网民利
用互联网社交平台建构的文
化现象，与之前的‘名媛拼单’

‘打工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
是网民由于身份阶层不同，从
自身的角度共同参与文化建
构和解构。”

在互联网环境下，广大网
民被赋权，可以表达自己的观

点，发出自己的声音。松坡表
示，“凡尔赛文学”的走红正是
网民赋权的表现，同时也是网
民的“日常抗争”。“过去，一旦
出现这种秀优越的言论，就容
易被网友攻击。”松坡认为，现
在很多人会选取一种更加柔
和的方式来消解他人的炫耀，

“凡学”就是网民的自我标榜
或者自嘲，通过戏谑的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状态或观点。“一
开始炫耀的那些人，可能只是
正常状态的一种表达，并在不
经意间建构了一种‘凡尔赛’
文化。被网友借鉴并反讽后，
这就形成了某种解构。在建
构和解构的过程中，没有出现
大量的网络暴力和恶意攻击，
总体来说是一种进步。”

近日，“凡尔
赛文学”大行其
道，在网络上被广泛
关注与热议。除了
将 其 带 火 的 博 主

“蒙淇淇 77”
以及最早提出“凡尔
赛文学”概念的博主

“小奶球”之外，
越来越多的网友在
微博、朋友圈里，或

模仿“凡学”文体
写几句文案，或发表
自 己 的 观 点 看 法。

继“名媛拼单”
“打工人”之后，
“凡尔赛文学”成为
广大网友又一场网
络狂欢。

博主“小奶球”表示，“凡
尔赛文学”的概念是从讲述18
世纪末法国凡尔赛宫贵族生
活的日本漫画《凡尔赛玫瑰》
中获得灵感的。延续“凡尔
赛”所代表的奢靡生活，“凡尔
赛文学”意指运用文字来表现
生活得高贵、奢华，且想通过
一些反向的表述，不经意地透
露出自己的优越生活，如今一
般用于调侃。而发表这类言
论的人则被称为“凡尔赛人”。

今年3月，“小奶球”首次
在微博提出“凡尔赛文学”这
个概念，组建话题#凡尔赛文

学研究与实践#，记录下身边
人的“凡尔赛文学”。5月，她
又推出视频《凡尔赛公开课》，
教网友如何“鉴凡”。

根据“小奶球”的说法，“凡
尔赛文学”包含“三要素”：1、
先抑后扬，明贬暗褒；2、自问
自答；3、灵活运用第三人称。
这样故作不经意地流露出贵族
烦恼，是一种看似抱怨、实则暗
喜的高级炫耀手法，用知名主
持人何炅的话来说：“用最低的
调，炫最高的耀。”这种炫耀不
限于物质方面，也包括学识、品
位、外表等，网友总结为“万物

皆可凡尔赛”。
除了微博之外，豆瓣也成

了网友们讨论“凡学”的重要
阵地。豆瓣#凡尔赛学研习小
组#里的“凡尔赛人”发文“鉴
凡”，即收集身边人的疑似言
论并分享到小组，大家一起鉴
定是否属于“凡尔赛文学”。
同时，网友一起研究怎样回复
才能“拆凡”，即拆穿并破解原
文中的炫耀感。根据网友从
诸多案例中的总结，拆凡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顺着那人
的说法来说，二是“以凡攻凡”

“比你更凡”。

某种程度上，“凡学”的形
成，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需要和
自我价值的体现。英国作家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
一书中提到：“我们的人生以
两种爱为贯穿的主轴，第一种
是对两性之爱的追求，第二种
是对世人之爱的追求。”其中
的“世人之爱”就是一种被爱
的心理，大部分人都渴望得到
他人的认可、欣赏、肯定，以体
现自己的价值。

渴望自我身份被认同本
身无可厚非，但凡事过犹不
及。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郑焕钊表示，“凡尔赛文学”的
出现，起到了“委婉地炫耀”

“多角度炫耀”的效果。郑焕
钊举例，当一个人发朋友圈说

“只有我觉得星巴克的拿铁不
好喝吗”，既表明他有着较高
的消费能力，又能体现他可能
喝过很多咖啡、有一定的品

位。“这种委婉式秀优越，在当
今社会更容易被接受，不会引
起人们强烈的反感。而且通
过否定和怀疑的语气，还能加
了一层‘见多识广’的含义在
其中，一举两得，一句两秀。”

“直接表达一种尖锐的观
点，在互联网语境下不能确保
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有些人选
择用委婉方式来表达，这也是
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郑焕
钊说，“凡尔赛文学”是一种

“防守式进攻”，在表达方式上
貌似削弱了炫耀的成分，实则
并没有减轻炫耀的程度，反而
除了物质之外，还增添了其他
炫耀的元素。“‘凡学’能有效
避免‘杠精’直接开杠，以退为
进，自贬自嘲，保护自己不遭
受网络暴力的同时又能起到
炫耀的目的，很有技巧性。”

从直接晒出名包名表名
车，到如今的“凡尔赛文学”，
互联网炫富的表现形式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着。“实际
上有些人并不是真的炫富，而
是参与网络话题的讨论，在互
联网狂欢文化里，‘凡学’被很
多人当成段子来处理。”郑焕
钊说道，网友们化身“上流成
功人士”，通过“现身说法”来
起到嘲讽的作用，为话题增加
了热度。

除了微博、朋友圈等社
交平台，实际上，“凡尔赛文
学”还充斥在许多文学作品
和影视作品中。郭敬明在
他的《小时代》系列中，就打
造了一个飘在天上的“凡尔
赛”世界，无论是从没坐过
高铁、出了上海内环就过敏
的顾里，还是住着水晶宫、
用不同杯子喝水的宫洺，都
给人一种不真实感。面对

“凡学”的各种表现形式，鉴
定一句话到底是真情实感

还是“凡学”，是对受众的一
种考验。

例一：《小时代》顾里对
顾源说：“你之所以能说钱不
重要、我没钱还会不会爱我，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是因为
你从没过过没有钱的日子。
你拿着40万额度的信用卡，
无所顾忌地在 poss机上出
单，只为了一只好看的手表、
一件好看的衣服，你是在用
高贵的姿态扮演落魄的贵
族，还假惺惺地演着自我感

觉良好的戏码，你莎士比亚
看多了！”

鉴定：表面看来，顾里是
在对顾源进行指责，实际上，
是在对二人阶层的肯定以及
身份优越的炫耀，体现了作
者郭敬明深厚的“凡学”功
力。《小时代》的字里行间都
充斥着豪车、大牌化妆品和
名牌首饰，被戏称为“年轻人
的奢侈品启蒙教材”，而郭敬
明本人也被网友称作“资深
凡学家”。

【鉴凡】

除了鉴定一个人的言论
是否属于“凡尔赛文学”之外，
如何回复别人的“凡学”，是许
多网友更为关心的事情。“不
评论吧，又有点看不惯；评论
吧，又不好直接开怼，就不知
道说些什么比较好。”网友
@aacilnorxy表达了他的纠
结。根据网友总结的两大拆
凡方式“顺着话说”和“以凡攻
凡”，来进行一波实操。

例一：“好久没素颜出门
了。今天出门买杯奶茶被人
要了微信？而且我嘴角还长
了一颗很大的痘。认真的
吗？？？”

拆凡：“痘痘严重吗？推
荐你试试红霉素软膏，我觉
得挺好用的。”（语气用词要
非常诚恳，抓住明贬之处表
示关心并提出解决方案）

例二：“说出来挺不好意

思的，我是最近才知道鸡蛋
有壳的，以前都吃管家剥好
的，一直以为鸡蛋都是白色
的软软的。”

拆凡：“说出来挺不好意
思的，你这样说我才知道鸡
会生蛋，以前都是吃管家送
来的，一直以为鸡蛋都是管
家生的。”（既顺着话说，又

“以凡攻凡”，拆凡水平可谓
是炉火纯青）

“凡尔赛文学”是今年才
出现的概念，然而，这种表达
形式古今中外均不乏例子。
在网友的讨论中，李白诗作
《古朗月行》中的一句“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被大家
高呼：“一开口就是老‘凡尔
赛’了！”网友解读，李白在不
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在还不认
识月亮的年纪，就已经认得
白玉盘，展现出优越的家境，
是“凡学”的体现。那么除了
李白之外，古代还有其他“凡
学家”吗？

西晋时期石崇与王恺斗
富的故事便为人津津乐道。

有一回，王恺从宫里拿到一
个二尺高的珊瑚树，据说这
个珊瑚树是世间稀品，于是
向石崇炫耀。石崇看了看，
随手把珊瑚树打碎了。王恺
认为石崇嫉妒自己，声色俱
厉地数落他。石崇说，没事，
我送你一个更好的。于是叫
下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搬
了出来，有的珊瑚树高达三
四尺，而且这样的多达六七
棵。王恺甚是恍惚神伤，可
谓是“凡学家”碰上了“拆凡
高手”。

宋代吴处厚在其撰写的
《青箱杂记》中曾记载，晏殊

的出身虽然比较普通，但是
文章的格调以及炫富的味道
却浑然天成。晏殊曾经看李
庆孙写的《富贵曲》中的句子

“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
玉篆牌”，随即评价说，这是
要饭的、没见过啥叫富贵。
晏殊的词句中，从来不说金
玉名牌，只写家里的景色，比
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
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通过
对家中景色的描写，侧面展
现自家豪宅之大、景色之美，
真可谓是富有文化的“凡学
家”了。

【溯凡】

【拆凡】

不经意间的“贵族”烦恼

自我保护的炫耀方式

对优越感的解构抗争

“小奶球”的视频《凡尔赛公开课》日漫《凡尔赛玫瑰》

网友总结的“凡尔赛”定
义和要素

“蒙淇淇77”微博截图

《小时代》里有许多“凡尔赛”式描写

例二：“给我送个钥匙有啥用嘛？要是像别
人的男朋友送汉堡奶茶就好了。钥匙能当饭吃
吗？无语 =_=”

鉴定：晒男友送的豪车，运用生气和捂脸表
情表达暗暗地无奈和责备，一出手就是“老凡尔
赛”了。

例三：“今天直播被问最多的一句话：
‘你是混血吗？’‘是新疆妹妹吗？’嗯，我混
城乡结合部的，是贫民窟女孩。”

鉴定：这位选手熟练地运用了“凡尔赛
三 要 素 ”
之灵活运
用第三视
角 ，以 他
人视角来
夸 赞 自
己 ，并 附
上截图证
据，是“凡
学 家 ”无
疑了。

11月20日至12月6日，第
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将在广州、
珠海、佛山、惠州等地隆重举
办。作为全国最早创办的省级
艺术节，广东省艺术节创办于
1984年，迄今已成功举办 13
届，是我省最重要的文化品牌活
动和最高水平的专业艺术盛会。

艺术节奖杯上新啦
36年来，广东省艺术节在

不断的探索、积累中成熟、壮
大。从2014年第十二届艺术节
开始，艺术家活动内容中增加了
美术板块；从今年的第14届开
始，艺术节又在大型舞台艺术板
块、美术板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充，形成以大型舞台艺术、小型
舞台艺术、小剧场、旅游演艺、
美术书法、十佳演艺新秀六大基
本板块为主体，广东现代舞周、
基层院团邀请展为补充的艺术
节活动内容架构。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杨树在 11月 12日于广东美
术馆举行的艺术节发布会上介
绍，本届艺术节还首开先河，面
向一线舞台演员推出“十佳舞
台新秀”评选，为优秀演艺工作
者提供优质展示平台。

此外，主办方还特邀著名
雕塑家、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
飞为艺术节全新打造了以文艺
女神为主体的奖杯，该奖杯以
纯铜打造，头顶花冠的女神身
形舒展、美感十足。

作品呈现时代特色
整个艺术节期间，观众将欣

赏到45场精彩文艺演出和1个
“优秀美术作品展”，这其中包
括来自全省的41个大型剧（节）
目和41个小型舞台艺术作品，
内容上涵盖了粤潮汉雷山歌等
地方戏曲，以及话剧、歌剧、音
乐剧、舞剧、木偶剧等14个艺术
品种，剧（节）目形式多样、题材
丰富、主创阵容强，呈现出鲜明
的广东特色和时代特征。其中，
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和美术书法
作品将参加评奖，小型舞台艺
术、旅游演艺、十佳演艺新秀将
进行评选，小剧场作品、现代舞
周、基层院团将进行展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术
节历来最为重头的“大型舞台
艺术作品”板块，本届入围了
35部作品，其中29部是现当代
题材，占比高达 82.3%。歌剧
《红流澎湃》、芭蕾舞剧《浩然铁
军》、潮剧《秘密交通站》、白字
戏《彭湃之母》、客家山歌剧《白
鹭村》、潮剧《赠梅记》、雷剧《挖
宝记》、粤剧《清水河畔》、音乐
剧《绿水?乡愁》、山歌剧《春闹》
等作品均在列。这些作品虽然
风格各异、形式各样，但都不约
而同地通过艺术歌颂了人民不
断奋进、锐意进取，为追求美好
生活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主办方表示，艺术节将继
续实行低票价惠民政策，演出
范围扩大至四个地市十五个剧
场，使艺术节真正成为人民群
众与艺术“零距离”接触的文化
活动。为扩大艺术节的影响力
和辐射面，本届艺术节还将优
化线上线下联动，做好台上台
下互动，突出市场营销推广，以
期扩大品牌影响，让“艺术的盛
会，人民的节日”这一艺术节的
主旨进一步凸显，让全省民众
共享这场艺术盛宴。

第十四届广东省
艺术节即将开幕

“文艺女神”奖杯
全新出炉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凡学

粤剧《八和会馆》

“文艺女神”奖杯 艾修煜/摄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实习生 卫弥萱

为什么成为
一场网络狂欢？

有学者指出，其本质上是
网民对优越感的解构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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