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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热点丨肖战是如何成为全网最“火”的明星

的？

一、事件背景

近日，凭借《陈情令》中的“魏无羡”一角

色在年轻人中走红的明星肖战被推上网络的风口

浪尖。就连王思聪、于正、哈文等知名人物也在

“吃瓜”。追根溯源，这要从一篇同人文说起。

《陈情令》大火后，肖战与另一位主演《陈情令》

的男明星组成的“博君一肖”CP 组合非常受粉丝

喜欢，2月 24 日，一位 CP 粉在世界著名同人网站

AO3 上发布了关于的同人文《下坠》，因该同人小

说将肖战设定为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妹”,

肖战的粉丝们认为作者女性化自己的爱豆，构成

了人格侮辱，他们对该文及该网站进行了举报。

导致 AO3 的网站链接被中国屏蔽，许多用户再也

进不去阅读与发布文章。

在 2 月 27 日 AO3 被封后，网络上迅速燃起了

肖战粉丝与大部分网友之间的战火。包括欧美、

日韩、动漫、同人文、耽美等等圈子的网友们都

在反对肖战粉丝的举报行为。事实上，AO3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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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开源的同人小说网站，网站上绝大多数

作品都是不同爱好者创作的同人小说，即利用原

有的影视作品、小说、动画漫画等作品的人物角

色、故事情节和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

AO3 还在 2019 年获得了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

AO3 的创作者可以使用一套自由的标签系统。他们

可以根据自定义标签分类作品，并在文章标题界

面用符号告知读者可能让他们不舒服的地方，这

些自定义标签中包括年龄分级、性取向、故事情

节和作品状态。《下坠》的作者曾明确标识未成

年警告。

很多网友均认为 AO3 不该被封，有不少网友

认为肖战粉丝滥用举报伤及平台维护明星形象的

行为是公权力滥用，他们的行为对二次创作造成

了阻碍。有一些网友为抵制肖战，发起了抵制肖

战代言的品牌产品行为，并开始对以前买过的这

些品牌产品进行开发票。

二、事件分析

从表面看来，这起举报事件仿佛又是一起饭

圈文化的引起的浪潮，但实际上背后反映了不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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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粉丝滥用公权，排除异己

“举报”是个很有必要存在的权利。那些不

公的、丑恶的、黑暗的，都会在这种权利面前瑟

瑟发抖。举报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但这种权利

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会制造新的不公、丑恶和

黑暗。有些举报者似乎没意识到，他应该为自己

的举报行为负责。

事实上，很多明星的粉丝都会成立“反黑站”，

在网络上搜罗他们认为对自家偶像不利的言论，

进行集中举报。没有什么是一个举报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就再举报一次。很多普通网友对此深恶

痛绝又无可奈何，毕竟“既然你能被封号，说明

你肯定是自己有问题”。而平台面对针对同一账

号动辄成千上万次的举报时，未必有精力和能力

鉴别，很多平台都是默认举报超过一定数量，就

会自动封禁你的账号。

仅仅因为一篇同人文，肖战的粉丝就举报平

台至链接被屏蔽，甚至人肉作者威胁其学校进行

开除。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恶意举报，而且还是

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举报。那如果还有其他的

人因为自己不喜欢这样的理由而有样学样的去举

报呢？当某个人在看某个直播的时候，因为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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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这位主播于是抓住他的某些口误去举报，这

就是公权的滥用。

不恰当的举报，后果很严重。举报的成本很

低，对举报者的影响并不大，它可以让人闭嘴，

却不一定能让人服气。如果看到任何自己不顺眼

的行为都要举报，那么，举报者在走向一个极端

的同时，也把举报对象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受

到的反作用力也会更大。每位举报者要在行使自

己的举报权利的同时，也要对其后果进行负责。

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这份权利，并恰当地使用它。

（二）平台受排挤，创作者呼吁创作自由

同人作品是什么？广义的同人，可以是某部

作品衍生出来的二次创作，也可以是非商业性质

的原创作品，有文字、漫画、动画、游戏、音乐、

视频等多种形式。受这次事件影响，一些写手画

手“退圈”，AO3 被屏蔽，LOFTER 不少文章被锁……

二次创作的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本就难以实现

的文化多元可能成为更加遥不可及的事情。

二次创作的内核应该是“允许和包容多样

性”。四大名著几乎都与二次创作有关，《三国

演义》其实是对《三国志》的改编与历史同人小

说，《红楼梦》的续作则是后人关于前八十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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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作，《水浒传》有著名的二次创作作品《金

瓶梅》，而《西游记》更是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改编。但在如今的同人创作中，

真人改编同人带来的著作权与名誉问题，以及虚

构作品同人可能产生的著作权问题，一直是在法

律上持续争议的领域。前者也是此次事件中受到

一些明星的粉丝攻击的理论依据。而真人同人文

是否会给艺人造成实质性损害，这是一个难以笼

统概括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迁曾说过，判

断同人作品是否为侵权作品的关键，在于正确地

划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他表示，独创且细致到

一定程度的情节属于表达，未经许可使用实质性

相似的表达就可能侵权。这就给再创作的很多同

人作品提供了法律许可的空间。

同时，由于文学创作中少不了性幻想，同人

作品中也有着各种打“擦边球”的性行为描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2018年于澎湃研究所发

表文章《权利与限制：写作色情小说究竟属于什

么自由》，阐述过艺术与色情的关系。当时她写

道：“艺术既与色情互不排斥，也可能与道德互

相违背，何谓艺术不能交由大众意见做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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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术自由所保障的恰恰是少数人的自由。从这

个意义上说……一本在多数人看来是纯粹的毫无

艺术价值的小黄书，但其行使的仍旧是艺术自

由。”

（三）粉丝经济及日渐畸形的粉丝文化

2 月 27 日当晚，在肖战代言的某护肤品牌在

直播节目中，主播称，抵制肖战的“他们就一点

点人，成不了气候。”这仿佛在宣示着大部分参

与抵制的网友购买力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事实

也许如此，毕竟如今流量无孔不入，渗透进生活

的方方面面，品牌与流量明星合作成为了公认的

趋势。而流量明星拥有强大的带货力，会给品牌

带来各种粉丝、路人粉的购买量。这是流量变现

的重要环节

资本及经纪公司打造明星，产生粉丝效应，

提升明星的商业价值，为其提供商业代言和各种

资源，使明星的粉丝黏性，即粉丝战斗力来引导

风向和路人偏好。

正是因为这一点，“AO3 事件”发生后，同人

爱好者对肖战所代言的品牌做出了抗议与抵制，

抵制或许能逼迫品牌方在顾客和代言人之间作出

抉择。有些品牌方悄悄换下了肖战的明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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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分品牌方们并未立刻解除与肖战的合作。

在粉丝经济盛行的当下，尽管流量明星很容

易受到品牌方青睐，但双方的关系并不牢靠。而

此次事件过后，如何衡量流量之于品牌的价值，

品牌方恐怕会更加谨慎。前腾讯副总裁郑香霖此

前表示：因为肖战事件的影响，未来品牌在选择

代言人时，会提前做好伤害度的预判，并制定好

短期及长期管理中不同决定的方案。

但在利益驱使之下，资本或许还会制造出更

多的“肖战”。这是如今粉丝文化的一大问题。

在当今的娱乐经济模式下，明星公司或工作室为

提高明星与粉丝的黏性，粉丝与偶像的互动及粉

丝的部分活动通常都是经过策划、组织、安排的，

有时对于传播明星知名度有利的粉丝行为甚至是

经过其团队默认的。

这次的粉丝集体暴动，以及掀起的网络巨浪，

不能排除肖战团队在暗中推波助澜的可能。肖战

出演《陈情令》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和经

济利益。他获得“小鲜肉”“顶级流量”称号的

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商业利益。也许团队不认为

粉丝举报 AO3 这事会带来多大的后果，也许团队

认为该事件能够进一步炒热肖战的热度，也许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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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不希望被符号化而限定于某种特定角色，也许

粉丝们表达的正是肖战的心声，因此明星及其团

队本身便利用了粉丝的盲信和狂热，对不同意见

举起了大棒。

但是粉丝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本身应

该是需要其团队或工作室来管控，然而团队非但

没有下场管控，反而默认了粉丝行为推动事件进

一步演化，这种“不作为”引发了广泛抵制。退

一步讲，即使团队没有主动煽动粉丝情绪，那么，

在粉丝策划发动大规模举报行为之前，有着充分

沟通渠道的偶像团队也应该对该类行为的社会影

响和危害性有所警觉。有社会担当的偶像团队理

应对粉丝进行必要的疏导和安抚，而不是坐视其

情绪发酵，直到引发广泛抵制，甚至是影响其利

益之后，才姗姗来迟地发表所谓的道歉。漠视自

身社会责任的明星，都是失格的。

三、权威发言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风暴之后，

没有一片土地能完好。肖战的粉丝们被广泛批判，

部分粉丝领袖被人为割离；偶像遭受抵制，大量

代言岌岌可危，社会形象暴跌；同人圈失去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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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精神乐园，多年的心血和同好之间的感情寄

托，朝夕之间化为乌有；而整个网络社会，也因

此经历了一次文化对立的深刻震动。——检察日

报

四、考点分析

考点一：公权滥用

公权，也叫公权力、公共权力。公权是服务

于私权社会，调整私权社会中的关系和矛盾的，

公权的拥有者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和公民们选

举、组织的国家。私权社会中的公民和组织有些

事情自己做不好，比如社会治安、经济秩序、纠

纷仲裁、公共建设和公共福利等一堆有关公民、

组织的公共利益之事，这就需要公权来进行约束。

国家就是为公民、组织来做这些公共利益之事的，

它的权力就是公权，包括立法、司法、治安和管

理经济、文化、社会的行政活动。通常情况下公

法上确认的权利称为公权。有的观点还把公权具

体分为国家的公权和公民的公权。

【参考要点】公权滥用的危害

1.公权滥用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社会弱势群

体目前在中国人口中仍占大多数。他们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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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得不到保障，矛盾和压力会导致他们内心的

焦虑与矛盾。然而公权人员在公权施行中发生的

种种滥用职权痼疾，更是直接侵害弱势群体的权

益。

2.公权滥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部分公权施

政者却滥用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分配

不公，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体现在

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破坏了公共权力通过

再次分配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帮助

弱势群体的原则。同时，公共权力的滥用诱发了

社会道德的失范。最后，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

社会信任的建立。

3.公权滥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少数公权施

政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

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

始就拉大了社会人员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

正义。

4.公权滥用激化矛盾催生犯罪。公权力对弱

者的侵害，不仅有诱发激情犯罪的功能，而且还

具有促使激情犯罪行为转化为“你死我活”不可

调和的地步。一些横行无忌的行为，群众早己痛

恨己极，不少民众心中都憋着一团怒火，一旦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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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抗公权力的群体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民

众即会愤然加入，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使

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公权滥用的痼疾，不仅是

激化矛盾的直接因素，而且是催生危及党执政地

位潜在因素的主要祸根。

考点二：粉丝文化

【参考要点】对粉丝文化带来的不良现象评

价

粉丝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现

象，说到底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粉丝群体化、

网络化、组织化催生的网络空间亚文化与新业态，

都为网络失范行为提供了土壤。唯有文化工作者

自尊自爱、社交平台自重自治，资本市场有价值

自觉、网络监管能应时而为——在全面法治和公

共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少年粉丝方能在网络

世界良性互动、不逾规矩，而粉丝文化亦会有流

量有底线，迎来多元文化的风光盛景。

考点三：网络创作

【参考要点】如何维护网络创作空间

1.对普通用户而言，在网络表达时应自觉做

到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2.对专业团队而言，在创作生产时应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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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版权意识，规避政策风险，破除无效供给；

3.对平台而言，应从技术和理念维度加强网

络内容的审核、分发机制建设；

4.对监管方而言，应坚持用法治化手段，在

严格执行相关法规标准的同时落实和完善创新激

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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