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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2018年度网络十大流行语的总结中,“锦鲤”一词荣登榜首,使得“转
发锦鲤”掀起一番热潮。“锦鲤热”有几种常见的形式,如明星人设——转发杨超越、商家推广——信
小呆、影视作品人物塑造——魏璎珞、考前或重要的事情祈福——考四六级前转发锦鲤等。大学生转
发“锦鲤”现象的背后折射出许多的社会现象以及个体的行为方式。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法
等方法,说明大学生产生“锦鲤热”转发现象的原因,以及对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看待网络“锦鲤热”现
象提出积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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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体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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