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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 (之一)
) ) ) 偶像崇拜的年龄差异

岳晓东  严  飞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将偶像划分为明星偶像与杰出人物偶像的基础上, 提出年

龄作用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欲望成反比关系, 并于 14- 16岁达到峰值; 年龄

作用与青少年杰出人物偶像崇拜的欲望成正比关系, 并随着批判性思维的日臻成熟

而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一、前言

心理学认为, 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通过人们对崇拜人物夸大了的社

会认知而产生光环效应 ( halo effect) , 将其言行举止加以神圣化并神秘化。瑞士心理学家弗

洛姆 ( Fromm) 认为, 偶像崇拜是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 但这种幻想常常被过分的强化

或理想化了。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 ( Erikson) 则认为,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将对父母的养

育式依恋移情到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认同式依恋之表现。

心理学还认为,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核心问题是心理认同 ( social identif icat ion) 和情感依

附 ( emotional at tachment) : 青少年从自我的迷茫状态中走出来, 需要通过对一些成年或同

龄人中偶像人物的认同来确认自我的价值, 即个人在其认知、情感和个性发展上欣赏、接受

另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及外表形象等, 并加以崇拜和模仿。从这层意义上讲, 青少年

偶像崇拜是其特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 /附属品0, 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

根据近年来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研究发现, 当今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主要集中在娱乐界、学

术界和政经界名人上。据此, 笔者提出将青少年对歌星、影星和体坛明星的崇拜统称为 /三

星崇拜0 ( tri- star worship) 或者 /明星崇拜0, 将青少年对学术界和政经界名人的崇拜统称

为 /杰出人物崇拜0 ( lum inary worship) 。

具体地说, 明星偶像崇拜是一种较为感性、直观和全盘接受式的心理认同方式, 其突出

特点是特别欣赏偶像的形象性特征 (如容貌、身材、性感等)、流行性特征 (如服装、动作、

发型等) 和名利性特征 (如财富、知名度、生活方式等) , 并从中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明

星崇拜会促使青少年获得某种超现实的自我情感体验, 排斥现实生活内容, 迷恋或向往远离

现实的人格形象和生活方式, 使他们被崇拜的偶像所深深倾倒, 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 杰出人物崇拜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有条件的、相对性的心理认同方式。其突

出特点是特别欣赏偶像的人格性特征 (如性格、为人等)、气质性特征 (如举止、风度等)

和成就性特征 (如事业、谋略等) , 并从中获取最大的精神享受。杰出人物崇拜易促使青少

年多以偶像的内在特征来决定其取舍, 把他们当作成功者的典范和模仿学习的榜样, 从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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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巨大的替代学习效果和朋辈学习效果。

虽然近年来有不少香港和内地的学者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性质、种类及其社会、心理影

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甚少有人对这一问题背后的个人特征做深入的分析: 诸如什么是青

少年偶像选择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代沟差异、地域差异等问题还很少有人涉及, 人们对

此的结论大多是推测性和假设性的。对于这些细微差异的理论探究和验证, 正是在偶像崇拜

研究中十分必要的一环, 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独特崇拜现象的分类特征和应对

之道。有鉴于此, 本文将作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的第一篇, 针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年

龄差异做出一个微观而又深入的剖析, 以为今后的同类研究做引玉之砖。

学者们普遍认为, 年龄作用 ( age effect ) 在青少年偶像崇拜中确实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

角色,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欲望会不断下降。换言之, 在青少年偶像崇

拜中, 年龄与偶像崇拜的欲望成反比关系。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项研究明确验证出这一反

比关系。此外, 青少年大概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始激发起偶像崇拜的欲望? 何时行为及心理表

现最为突出? 又是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始降低偶像崇拜的欲望? 这种欲望降低会不会因明星偶

像、杰出人物偶像的类别不同而有分别?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亟待回答。

二、内地的调查发现

在中学生层面, 李强、韩丁于 2004年对天津市两所中学初中至高中 6 个年级的中学生

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 中学生崇拜 /著名人士0 和 /体育明星0 的现象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
呈现上升的趋势, 而崇拜 /影视歌明星0 的人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趋势, 说明中

学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 对偶像的选择会更加趋于理性。石晓辉在 2005 年对南京市 4

所学校 726名中学生的调查中进一步发现, 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不仅在崇拜对象上会发生变

化, 即便对同一崇拜对象在崇拜原因上也会发生变化, 具体体现为在崇拜原因的认识深度和

广度上更加成熟和趋于理性。比如, 在他进行的访谈中, 有一名高一女生, 她最初崇拜一名

自己中意偶像的原因仅仅是因为 /他长的帅, 他唱的歌旋律好听0, 但是两年后, 她对此的

认识已经有了本质变化。现在的她不仅欣赏这位偶像的五官外貌, 还注意观察他的仪态、研

究他的服饰搭配; 不仅欣赏他的歌曲旋律, 也开始仔细品味歌词寻求共鸣、揣摩他的唱歌技

巧。她认为自己对偶像的了解逐渐全面和深入后, 对偶像的感情也因此更加丰富和成熟。

在偶像崇拜的起始年龄上, 石晓辉 ( 2004) 通过调查得出的平均数为 11198岁, 其中最

小的起始年龄为 4岁 (幼儿园时期) , 最大的为 17 岁 (高一)。并且在访谈中发现, 个体生

活中的小事件往往会在偶像崇拜中起到启蒙的作用。有被访学生就表示有偶像始于 /妈妈给

我买了一套名人传记时0, /当三年级老师让我们写 5我的理想6 的作文时0。

在大学生层面, 潘一禾认为 ( 2003) ,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在初中阶段出现的成长现象,

而到了青少年心智发展比较成熟和可以自立的大学阶段, 则是偶像情结开始弱化或者淡化的

时期。因此, 在他主持的 /青少年流行文化0 的课题中发现, 确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的

初中生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 4913%, 高中生占 4510%, 大学生只占到 2211% , 呈现出非常

明显的下降趋势。

5中国大学生就业6 杂志在 2006 年进行的 /当代大学生偶像崇拜状况0 调查报告中指

出, 尽管大多数大学生承认他们在中学阶段有过追星行为, 且不同程度地迷恋偶像明星。但

进入大学之后, 偶像崇拜愈发讲究实用性。大学生的偶像崇拜更多的是出于自己今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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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将偶像与今后的事业相联系, 所崇拜的偶像也由以往影视歌明星转变为商界和政界的偶

像。

邓丽芳和易海燕的研究 ( 2001)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对武汉地区 469名大学生进

行的问卷调查发现, 在钦佩人物的类型上, /三星崇拜0 的比率大学生较中小学生有明显的

下降。具体地说, 对中小学生而言, 身边人物如父母、老师和朋友等是其最为钦佩的人物,

而政治、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名人则位于大学生所钦佩人物之榜首; 在偶像崇拜的原因选择

上, 中小学阶段依次为自我实现、从众心理、个性表现和独立意识; 大学阶段依次为自我实

现、个性表现、独立意识和从众心理。这种差异表明, 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心理

需求, 不同年龄段的个体会因此出于不同的动机选择不同类型的偶像。

图 1  内地青少年偶像崇拜之年龄差异图
注: 原始数据来源于石晓辉: 5中学生偶像崇拜现状调查6 , 5青年探索6 2005年第 6期第 3- 8页; 邓丽芳、易海燕:

5关于大学生钦佩人物的调查研究6 , 5培训与研究 ) ) )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6 2001年第 5期第 105- 109页。

综合内地学者的研究经验, 内地青少年偶像崇拜呈现出如下的年龄特征 (见图 1) : 其

一, 小学生群体 ( 6- 12岁) 的明星崇拜现象并不显著, 较多崇拜长辈和身边亲近的人; 其

二, 中学阶段的青少年 ( 12- 18岁) , 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偶像崇拜行为, 对所崇拜的偶像表

现出理想化、浪漫化等倾向, 并在 14- 16 岁期间崇拜行为最为突出。此外, 中学生对杰出

人物偶像的选择有增加的趋势, 这种增加幅度在 16 岁之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三, 进入大

学阶段的青少年 ( 18岁以上) , 表现出非常明显地由三星崇拜向杰出人物偶像崇拜的过渡,

说明年龄作用在偶像选择上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

三、香港的调查发现

在中学生层面, 笔者于 2003年曾在香港与内地设计并实施了一项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以检验中学生群体偶像选择中年龄作用的影响及其表现方式。这项研究共选取了 1055 名香

港中学生和 1343名广州、南京、南昌的中学生。在香港中学生中, 男性占 5618%, 女性占

4312%, 平均年龄为 1412岁; 在广州中学生中, 男性占 4415%, 女性占 5515%, 平均年龄

为 1418岁; 在南京中学生中, 男性占 5016%, 女性占 4819%, 平均年龄为 1319岁; 在南

昌中学生中, 男性占 4711% , 女性占 5114%, 平均年龄为 1410岁。选择这 4地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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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有效地体现中国的地域差异, 其中香港代表较为西方化和商业化的地区, 广州代表沿

海开放地区, 南昌代表较为传统的内陆地区, 而南京则代表华东的发达地区。

图 2  香港与内地青少年提名偶像与年龄关系 ( 2003 年)

图 2总体上展示了香港与内地中学生偶像选择之年龄差异, 具体而言: ( 1) 香港受访中

学生明显选择明星偶像的比例远远高于内地受访中学生, 且这一趋势并非因年龄的增长而有

丝毫改变; ( 2) 内地受访者基本上是明星偶像和杰出人物并重选择, 这一趋势因年龄的增长

而渐由多选择明星偶像向多选择杰出人物发展, 这其中 18岁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点; ( 3)

内地受访中学生明显选择杰出人物偶像的比例远远高于香港受访中学生, 且在各个年龄段无

明显差异。

在研究中, 我们选取 16岁为切分标准, 来实际检验是否青少年在 16岁前后会有偶像崇

拜模式上的显著差异, 是否在 14- 16岁这一区间之内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行为及心理表现最

为突出。通过研究发现, 无论是 16岁以下还是 16岁或以上, 其前 10名的偶像提名绝大部

分为明星, 除此之外就是父母亲。而就年龄差异而言, 香港所有偶像的提名比例均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有所下降。其中 16岁以下提名比例大幅度超过 16 岁以上提名比例者有杨千华

( 1015%: 310% )、陈冠希 ( 712%: 211%)、陈亦迅 ( 1216%: 616%)、谢霆锋 ( 1519% :

712% )、容祖儿 ( 1216% : 418% ) 和陈慧琳 ( 1519% : 1012% )。这说明, 年龄增长对香港

中学生对上述偶像的选择意愿确有一定影响。

中学生年龄特征与前 10名偶像的复杂关系, 可以用偶像形势图加以展示。这种偶像形

势图根据同质性量表法 ( homogeneity scaling) , 尽量勾画出个人特征与偶像的关系。其优点

是点出了个人特征 (性别及年龄) 及偶像在图表上的位置 (技术名称为理想点) , 所以图中

任何两点的位置越接近, 则其两者的关系越密切。

从图 3中可以看出, 谢霆锋和陈奕迅最接近男生的位置, 显示这两人最受男生的崇拜,

但谢霆锋主要受 16岁以下男生的崇拜, 陈奕迅主要受 16岁以上男生的崇拜。其次, 刘德华

距16岁以上的男生位置最远, 显示他颇受 16 岁以上男生的崇拜, 此外父母亲也颇受 16岁

以上男生的崇拜。就香港女生的偶像图势而言, 陈慧琳最接近女生的位置, 显示她最受到女

生的崇拜。其次, 杨千华、陈冠希和容祖儿也颇接近 16岁以下女生的位置, 显示他们也颇

受16岁以下女生的崇拜。郑秀文距 16岁以上的位置最远, 显示她颇受 16岁以上女生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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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它还显示, 年龄较小的学生会较多崇拜较年轻明星; 年龄较大的学生会较崇拜年长的明

星。

图 3  香港中学生提名偶像之前十名形势图 ( 2003年)

那么, 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 当香港青少年进入 18岁, 步入大学阶段后, 年龄作用

在偶像选择中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为此, 我们于 2006年在香港进行了最新一次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 以比较青少年从

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阶段偶像崇拜的变化情况。是次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香港大

中小学生各 50名共 150名香港青少年, 要求每位受访者写出 3名自己心目中最钦佩的偶像,

并具体写出 5条理由阐释所选偶像最值得钦佩的地方。其中小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1018岁,

中学生的为 1517岁, 大学生的为 2119岁。结果发现 (见表 1) , 香港年轻人的偶像崇拜遵

表 1 香港青少年前 10 名崇拜偶像对比 ( 2006 年)

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总体

1 父亲 母亲 刘德华* 父母亲

2 母亲 卫兰* 父亲 同学

3 同学 杨丞琳* 陈奕迅* Tw ins*

4 杨丞琳* 邓丽欣* 李嘉诚+ 刘德华*

5 古巨基* 侧田* 张国荣* 古巨基*

6 侧田* 杨千华* 母亲 老师

7 宫崎峻 Tw ins* 王菲* 杨丞琳*

8 老师 同学 周杰伦* 卫兰*

9 校长 刘德华* 比尔盖茨+ 陈奕迅*

10 薜凯琪* 陈慧琳* 曾荫权+ 杨千华*

 注: 表中凡名后带 * 符号者均为明星偶像; 凡名后带 + 符号者均为杰出人物偶像。

循这样一条规律, 即小学生群体的明星崇拜特征并不显著, 排在前三位的为 /父亲0、 /母

亲0、/同学0, 对长辈和身边亲近的人的钦佩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而平均年龄 16岁左右的中

学生群体则体现出了很显著的明星崇拜, 共有 8位明星人物入选前 10 位的排行; 而大学生

群体所提名的偶像人物则较多元化, 长辈、明星人物和政治人物均有涉及。

进一步的, 这项研究发现, 中学生群体在偶像浪漫化、偶像理想化、偶像物质消费 ( I-

dol M aterial Consumpt ion)、偶像异性吸引 ( Idol Sexual Att ract ion )、偶像名誉取向 ( I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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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 Orientat ion) 以及偶像魅力取向 ( Idol Charisma Orientat ion) 这六个维度上的倾向

性得分都显著高于大学生群体, 尤其是在偶像理想化、偶像物质消费、偶像异性吸引和偶像

名誉取向四个方面得分最高, 说明青少年在中学这个年龄阶段会出现十分明显的偶像崇拜行

为, 而进入大学后, 这种崇拜行为会逐步降低, 直至不再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综合而言, 香港青少年偶像崇拜呈现出如下的年龄特征: ( 1) 香港小学生和内地小学生

较为类似, 多崇拜长辈和身边的同学; ( 2) 进入中学阶段的香港青少年, 表现出非常强烈的

明星偶像崇拜行为, 其年龄差异并不影响对明星偶像的选择; ( 3) 进入大学阶段的香港青少

年, 对三星偶像的崇拜会小幅度的降低, 在偶像崇拜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四、总结和讨论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综述, 我们认为: 其一, 青少年偶像崇拜一般起始于 12 岁, 是其青

春期心理发展的 /附属品0, 具有突出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其二,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年

龄差异因偶像类别而异。对明星偶像的崇拜一般会在 14- 16岁达到峰值, 并随着年龄增加

而呈下降趋势; 对杰出人物的崇拜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批判性思维的日臻成熟而呈上升趋

势, 并在 20- 22岁达到峰值; 对父母长辈等身边人物的即亲感 ( immediate int imacy ) 会随

着年龄增加、个体的独立而愈发产生要求摆脱对父母情感依附的要求,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参见图 3)。其三, 青少年偶像崇拜表现出具有延续性的新时代特征, 对偶像的崇拜会延续

到 25岁之后, 甚至 30岁的成人阶段。特别是杰出人物的崇拜, 会逐步转换成榜样学习。

图 3  青少年偶像崇拜之年龄差异示意图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把崇拜偶像的起始年龄归纳为 12岁符合绝大多数心理发展理论对

青春期的划分。12岁是个体由儿童期向成人期过渡的起始年龄, 比如在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 的精神分析理论中, 12岁是转移性本能冲动, 寻找爱恋对象的开始; 在艾里克森的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 Psychosocial stag e theory of development ) 中, 12 岁是建立自我同一性

( identity ) 的开始阶段; 在皮亚杰 ( Jean Piaget ) 的认知发展理论 ( Cognit ive- developmental

theory) 中, 12岁是儿童开始拥有最高级思维运演的起始阶段。所以就此可以相应认为, 青

少年的偶像崇拜起源于青春期的开始, 是心理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变过程中的伴随现象。

在 12岁到 18岁阶段, 首先, 年龄作用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欲望成反比关系, 并于

14- 16岁达到峰值。在这一段时期内, 由于青春期 /自我中心状态0 的作用, 青少年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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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现实的区分并没有如成年人一般完善, 批判式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尚未形成。受到这一层

认知发展的限制, 青少年会对自我缺乏清醒的批判认识, 从而沉湎于对偶像热烈的梦幻和疯

狂的追逐之中, 而忽略对其成功背后的努力及人格塑造方面的认同。其次, 年龄作用与青少

年杰出人物崇拜的欲望成正比关系, 并随着批判性思维的日臻成熟而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随

着年岁的增长, 青少年的社会认知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 从对表面特征的感知到对本质

属性的分析和判断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批判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在 16- 18岁开始形成、

发展并日趋完善, 从而使得他们对偶像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偶像观念发生了改变。青少年在对

待事物上会逐渐形成客观理智的态度, 从而可以从更加理智的角度看待偶像的成就和个性特

点, 欣赏其优秀的方面, 承认并接受偶像的不足之处。

偶像崇拜在年龄上延续性的问题, 宋金川、金盛华两位学者曾经这样形容: /有没有偶

像崇拜以及崇拜的严重程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年轻的标志0 ( 2002)。目前而言, 对成年人偶

像崇拜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是一片空白。随着社会发展, 成人儿童化的潮流也开始大面积涌

现, 这是否意味着 /偶像崇拜的青春期0 将会延长呢? 如若延长, 到多少岁才算是 /青春

期0 的尽头呢? 希望今后的研究可以关注这一个有趣话题, 并相应填补空白。

至于两地中学生偶像选择的年龄差异, 笔者认为这是由偶像商品化程度高低所决定的。

香港中学生的偶像选择之所以没有年龄差异, 主要是因为偶像选择商业化的结果。在香港,

偶像已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存在, 而是以商品存在于文化市场。明星崇拜最终导致商

品崇拜, 由此明星偶像的生存完全取决于其商品市场的需求和开发力度。反观内地, 青少年

的偶像选择仍然未被完全商业化, 仍深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所以, 内地青少年随着

年龄的增长会更倾向选择有利于自我确认的偶像, 特别是杰出人物崇拜是一种较为理性的、

有条件的、相对性的心理认同方式, 对其心理认同也多表现在人格性、气质性、成就性特征

等层面上。这种两地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中所表现出的地域差异, 将会在后面的系列综述里详

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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