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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到了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反映,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在今天,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推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
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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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China's Nationalism in the virtual cyberspace has been
developed, but also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aspects. Since the 1990s,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as a
new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olitical life. As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yberspa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is the interweaving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Today,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influ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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