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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瞥: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与相关问题思考∗

□刘雨农

　　摘要　科幻文学是一种基于有限科学假设,表现人类未来物质精神世界远景的文学体裁,其

中有关未来图书馆的描写,对新时期图书馆转型具有一定启发性作用.从场景刻画、职能定位、
工作内容等方面分析１０２部历年“星云奖”“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中有关图书馆的描写,归纳出

发挥人文价值、坚守核心职能、拥抱虚拟现实、发展智慧服务四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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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８世纪开始,由于技术变革加速,人类对未来

的猜测和思考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带来了科

幻文学作品在全世界范围的流行[１].这种娱乐性

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深耕于人物、情节

等传统文学要素,同时着重于精心编织科学线索,以
构建一种充满幻想但又有迹可循的未来世界.科幻

文学虽然与严肃的学术性成果存在根本区别,通常

不会对理论和技术细节进行严谨论证,但在科学技

术以及社会发展的预测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许多对于未来的猜测最终被证明与现实发展惊

人地接近[２].近年来,科幻文学的预测价值和启发

价值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３],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从

科幻文学中寻找有关颠覆性技术信号的建议[４].顶

级科学杂志Nature也开设了“未来”(Futures)专栏以

刊载对科学发展具有洞见力的优秀科幻小说.正如

亨廷顿(HuntingtonJ)所述,“科幻文学通常在已知事

物的见解之上描述未来,其主要价值不在于对未来的

判断,而在于启发人们解决科学本身所产生的一系列

特殊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未来,而是属于现在[５]”.
图书馆是科幻作品中的常客,在众多科幻作品

中,图书馆通常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参与到情节的推

进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过去许多关于

未来图书馆的描绘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例如,以色

列宇航局 ２００９ 年的航天器 “创世记号”,将载有

３０００万页、上百 GB有关人类文明各个方面的资料

发射到月球,以建立“月球图书馆”,使得人类文明的

宝贵知识遗产即使在地球毁灭或太空殖民等情况下

依然能够得到有效保存[６].这一计划恰好与艾萨

克阿西莫夫所著«银河帝国:基地»中的情节高度

一致.该书中,主人公哈里谢顿在人类文明崩溃

前,集合了所有学科的科学家在银河最遥远的角落

建立一个图书馆并编纂了«银河百科全书»,为人类

文明的下一次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商业化服务带来的

竞争愈加激烈,全球图书馆面临着艰巨的转型挑

战[７],尽管不少学者围绕图书馆智慧化的路径展开

了大量探索[８－９],但对于智慧图书馆具体的形态、功
能与服务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显然,从过往科幻作

品中寻找灵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除此之

外,许多科幻文学的作者本身也是天文、物理等相关

领域的科学家,他们对图书馆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科学界对图书馆的需求与期望.为此,本研

究汇总了历年“星云奖”和“雨果奖”的获奖作品,对
其中有关图书馆的内容进行抽取和梳理,以期为未

来图书馆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２　研究对象与样本

“星云奖”和“雨果奖”(科幻界通常称为“双奖”)
分别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６５年由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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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科幻协会颁发,是科幻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最
具影响力的两大奖项[１０],其获奖作品包括«基地»
«沙丘»«三体»等大量经典,也为大量科技研发带来

启发.本文选择“双奖”获奖作品,能够保证研究样

本的质量要求.在奖项设置上,“双奖”按照篇幅分

别设立最佳长篇、中篇、中短篇、短篇等奖项.相对

于更加注重情节设计的中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因

为篇幅充裕,往往会对世界观进行全面构建,也更容

易对图书馆及相关机构、人员进行细致刻画.因此,
本研究选择“双奖”设立至今的所有最佳长篇小说作

为研究样本,共计１０２篇,其中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

地对图书馆场景和图书馆员进行了描写,只有２２部

完全没有涉及图书馆相关内容.部分获奖长篇小说

如表１所示[１１].
表１　“星云奖”“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

获奖年
“星云奖” “雨果奖”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２０２０ 网络效应 玛莎威尔斯 名为帝国的回忆 阿卡迪马丁

２０１９ 新日之歌 莎拉平斯克 计算恒星 玛丽科瓦

２０１８ 计算恒星 玛丽科瓦 巨石苍穹 凯塔杰米辛

２０１７ 巨石苍穹 凯塔杰米辛 方尖碑之门 凯塔杰米辛

２０１６ 鸟飞舞的世界末日 查莉简安德斯 第五季 凯塔杰米辛

２０１５ 无根之木 娜奥米诺维克 三体 刘慈欣

２０１４ 湮灭 杰夫范德米尔 雷切帝国 安莱基

２０１３ 雷切帝国 安莱基 红衫 约翰斯卡尔齐

２０１２ ２３１２ 斯坦利罗宾逊 我不属于他们 舟沃顿

２０１１ 我不属于他们 舟沃顿 灯火管制 康妮威利斯

２０１０ 灯火管制 康妮威利斯 城与城 柴纳米耶维

２００９ 发条女孩 保罗巴奇加卢皮 坟场之书 尼尔盖曼

２００８ 觉醒之力 厄休拉勒古恩 犹太警察工会 迈克尔夏邦

２００７ 犹太警察工会 迈克尔夏邦 彩虹尽头 弗诺文奇

２００６ 探寻者 杰克麦德威 时间回旋 罗伯特威尔森

２００５ 伪装 乔霍德曼 大魔法师 苏珊娜克拉克

２００４ 灵魂骑士 洛伊斯比约德 灵魂骑士 洛伊斯比约德

２００３ 黑暗的速度 伊丽莎白穆恩 原始人 罗伯特索耶

２００２ 美国众神 尼尔盖曼 美国众神 尼尔盖曼

２００１ 量子玫瑰 凯瑟琳阿萨罗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JK罗琳

２０００ 达尔文电波 格雷格贝尔 天渊 弗诺文奇

１９９９ 天赋预言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 更不用说狗 康妮威利斯

１９９８ 永远的和平 乔霍尔德曼 永远的和平 乔霍尔德曼

１９９７ 月亮和太阳 冯达麦金泰尔 蓝火星 斯坦利罗宾逊

１９９６ 慢河 尼古拉格里菲斯 钻石年代 尼尔斯蒂芬森

１９９５ 终极实验 罗伯特索耶 镜舞 洛伊斯比约德

１９９４ 移动火星 格雷格贝尔 绿火星 斯坦利罗宾逊

１９９３ 红火星 斯坦利罗宾逊 末日之书 康妮威利斯

１９９２ 末日之书 康妮威利斯 贝拉亚 洛伊斯比约德

１９９１ 潮汐站 迈克尔斯万维克 贵族们的游戏 洛伊斯比约德

１９９０ 地海孤儿 厄休拉勒古恩 海伯利安 丹西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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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科幻背景下的图书馆场景刻画

作为承载着记忆与文化的重要场所,图书馆的

场景刻画在科幻文学中占据着大量篇幅,许多作家

通过构建图书馆场景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３．１　未来科技与古典场景融合

相比对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科学技术天马

行空的描述,科幻文学对于未来图书馆的场景构建

显得十分“保守”.尽管现代图书馆在空间形态上经

历了复古思潮、功能主义、理性主张和审视创新等阶

段[１２],但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形态则普遍倾向于１９
世纪中叶的“复古主义”特征,通常表现为罗马或哥

特式建筑风格,宽敞和开放的馆舍空间,暖色调的照

明光线等.正如«一无所有»中所表述的,“阅览室光

线黯淡,非常安静,屋顶是精致的大理石双层拱形结

构,过道两旁是一排排古老的书籍,桌子上方是朴素

的白色球形吊灯[１３]”.这种描述延续了图书馆厚

重、庄严、秩序的标签,往往代表了智慧和宁静,甚至

带有一定神圣色彩,与其他充满科技感的未来场景

形成强烈对比.例如«觉醒之力»的主角第一次逛图

书馆时产生了“一种跨过神圣门槛的感觉,几乎像是

犯了过错而置身祖先之间[１４]”.在现实图书馆的发

展中,古典主义形态在空间利用和读者使用效率上

存在明显缺陷,但这些缺陷在科幻文学中通过超前

的技术手段得到了弥补,使得未来科技与古典内核

共同构成了一种超现实的图书馆场景.洛伊斯在

«镜舞»中将其概括为“在一个古老的建筑物里混杂

了许多高效率的现代设备[１５].”
在部分古典世界观的科幻作品中,图书馆的古

典主义刻画甚至带有一定宗教色彩,导致图书馆在

情节中成为权力的象征和宗教或统治阶级传播思想

的工具.例如在小说«事关良心»中,梵蒂冈的图书

馆里记录了许多神学相关的信息,既包括神职人员

的日常言论,也包含伊甸园的宝贵信息.除此之外,
«莱伯维茨的赞歌»讲述了莱博维茨修道院的僧侣们

坚守千年不变的职责,为人类保留文明火种的故事.
该书深刻地刻画人类文明不断经历“重生－复兴－
灭亡”的周期轮回,而圣莱柏维兹修道院作为保存人

类文明最后星火«大事记»的图书馆,产生了图书馆

与宗教相融合的特殊反应,从而反映出了王权与神

权的拉锯斗争、人类知识的复兴与滥用等一系列深

刻意义.
科幻文学中图书馆的“复古”风潮从侧面反映了

作者与普通读者对图书馆的朴素认知:相对于实用

价值,图书馆同样是一种精神符号,具有重要的象征

意义.这从侧面印证了田静等学者的观点:“图书馆

作为文化象征的实体,抑或是作为实际中已经逐渐

衰 落 的 知 识 客 体 渠 道,仍 发 挥 着 无 可 替 代 的

功用[１６].”

３．２　馆藏数字化与实体虚拟化

尽管多数科幻文学作者更倾向于复古风格的图

书馆场景构建,但在细节刻画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大

量前沿性技术,包括微型存储磁盘、人工智能图书馆

员、自动问答系统等.这些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意味

着除了作为文物保存的纸质资源外,大多数信息资

源都以数字化方式进行存储和加工.近年来,数字

化浪潮对图书馆带来了巨大冲击,图书馆界对自身

定位与转型发展进行了广泛探讨.科幻作品更加直

接地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数字资源主导的未

来世界,图书馆作为一种实体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

必要?
部分作品对此持悲观态度,如«彩虹尽头»描绘

了数字化运动下的图书馆消亡,«计算群星»也指出

数据库的存在完全代替了图书馆的查阅功能.然

而,也有 不 少 作 品 设 计 出 一 种 全 新 的 图 书 馆 形

态———虚拟化图书馆.正如«站在桑给巴尔»所描述

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真的藏在纽约,这一状

态已维持了十多年.当然,具体地点属保密信息.
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给读者造成不便,反而让他们

能更方便地接触馆藏[１７].”这意味着图书馆的实体

仅仅作为文献资源中心,承担海量数字资源的储存

和加工任务.在服务端则彻底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通过庞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向更广泛的用户群

体提供信息服务.对于用户而言,图书馆是一个虚

拟实体,其物理空间虽然不对读者开放,但通过个人

终端,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访问图书馆的全部资源

储备.如«安德的游戏»«基地»«站在桑给巴尔»等都

清晰地展现了通过家用电脑连接图书馆资源的过

程,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甚至采用了类似元宇宙的

展现方式.
虚拟形态的图书馆在设定上能够完全满足用户

的信息需求,因此图书馆的数量最终取决于数据传

输网络的有效覆盖范围.在此背景下,不同图书馆

的信息资源通常是充分和完备的,而公共资源之外

的文献资料由于其稀缺性则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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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作品勾勒出一种作为财富和地位象征

的私人图书馆.例如:在«镜舞»中,弗科西根伯爵

就拥有巨大的私人图书馆,除了备有能够查阅公共

信息的阅览器和具有复杂通讯链接的政府通讯终端

等现代信息查询设备之外,还收藏了许多印刷的甚

至是手抄的书籍.在«钻石年代»中,奈尔拥有很丰

富的私人馆藏,而她能免于悲剧循环也是因为一本

使用尖端纳米科技制作的启蒙书籍.

３．３　刻板印象中的图书馆员

尽管大量作品对图书馆进行了详细的刻画,但
相关情节或是侧重于信息资源的作用,或是强调了

高度智能化的服务系统,自然人形态的图书馆员通

常以配角出现,用以衬托场景氛围和主要角色的性

格.对于多数科幻作者而言,图书馆员因为工作琐

碎、细小、微弱、似乎没什么技术性,而被看作是简单

的职业[１８].因此,对图书馆员的描写也延续了文艺

作品一贯的刻板印象:安静、严厉、单身、古板、戴着

眼镜等[１９].例如«成年仪式»用图书馆员来类比一

种尴尬和无趣的情景:“就像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图

书馆里和一个闷闷不乐的图书管理员在一起一

样[２０]”,«探寻者»形容图书馆员“脸上皱纹密布,白
发苍苍,一副安心的笑容[２１].”

然而,并非所有图书馆员形象都是负面或无关

紧要的,«无根之木»就评价图书馆员“都是受过良好

训练的人”[２２].«莱伯维茨的赞歌»中,莱柏维兹作

为一个科学家、武器专家以及末世书籍保护者,为了

生存而隐姓埋名成为一名修士和实质上的图书馆

员,最后因为运书被暴徒烧死.作为一部为数不多

的以图书馆员为主角的科幻作品,该书刻画了一种

智慧、隐忍、坚毅和视死如归的图书馆员形象.«基
地»系列甚至赋予了图书馆员更加宏大的叙事角色.
图书馆员波澜不惊、默默无闻、普通而平凡的特点能

够为更加重要的使命提供掩护.“谢顿死后的两百

五十年间,第二基地像地鼠般躲在银河图书馆里,一
心只想避开帝国的耳目.在日渐衰微的社会中,世
人越来越不重视越来越名不副实的银河图书馆,他
们便以图书馆员的身份出现.那个遭人遗弃的图书

馆,恰好最适合作为第二基地的大本营[２３](８２).”这些

默默无闻的图书馆员在故事情节中代表了终极的精

神力量,通过运筹帷幄在一场危机中成功修正了人

类文明复兴的进程.

４　图书馆职能定位与主要工作

总体而言,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并没有突破当

前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

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四大职能定位.但在不同世

界观下,上述职能重要性存在显著区别.总体来看,
故事情节时间线越趋向于现代,越强调图书馆服务

职能.故事背景越趋向于未来,图书馆在人类文化

遗产保存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

４．１　文明与文化遗产保存

图书馆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中心,代表了一

种文明的延续,收录了整个文明智慧的结晶.例如

在小说«天渊»中,人类在阿拉尼克星上发现了外星

蜘蛛人文明,了解其文明形态的方式就是潜入图书

馆扫描馆藏,尤其是科学读物或儿童读物.这种文

明保存职能在末日场景中更为突出,最为著名的例

子就是在«基地»开篇,为了应对银河帝国不可避免

的衰亡命运,谢顿集中了大量科学家带着人类有史

以来所有科学文献资源前往端点星建立图书馆,并
编纂«银河百科全书».当帝国核心世界走向衰败,
科技大幅后退时,端点星因为技术资料的积累具备

了科技优势,并以此为基础一步步缩短了帝国崩溃

带来的混乱时期.
然而,文明与文化遗产保存的职能离不开海量

资源的加工和处置工作.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科幻文学作者就预见到未来信息爆炸带来的各类问

题,在文学作品中通常会用抽象的叙事手法强调海

量而全面的文献资源.«巨石苍穹»中将图书馆表述

为一个“又高又怪的建筑,从地板到房顶,全都是整

架的书”[２４].«城与城»明确指出了图书馆资料采集

的全面性,“图书馆里无疑拥有完整的资料,力求滴

水不漏,哪怕只是暗指城市的边界存在一点点混

淆”[２５].«基地»将川陀图书馆描述为“涵盖了人类

所有原创性(或者辗转抄袭而来)的智慧结晶,可谓

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总和”[２３](４０).显然,关于资源存

储的描述大多数基于传统纸质馆藏,由此在情节设

计上必然面临海量纸质资源的空间占用和长期保存

问题.«探寻者»中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呈现出一个

相对极端的情景,角色布兰科夫发现了一个“有好几

千册书的图书馆遗址可惜无法复原那是间

没有窗户的屋子,墙上排着一排排架子,上面的东西

都烂成了糊.就算在极佳的条件下,书也保存不了

太长时间”[２６].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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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量纸质文献的处置,科幻文学中呈现出

几种截然不同的方案:(１)永久封存.如«移动火星»
所描述的,“原有的国会图书馆已经被充满氮气密封

起来,只有穿戴加压防护服才能访问.我们没能获

得进入许可,在旧馆通道中,机器工人来来往往,守
护并管理着里面数以十亿计的纸质书籍和期刊.该

馆从２０４９年开始拒绝接收纸质书刊[２７].”(２)胶片

缩微.例如«坟场之书»中,斯卡莉特进入图书馆寻

找旧报纸,图书馆员表示把当地的报纸都用缩微胶

卷做了缩微处理,使用时通过投影展示.(３)数字化

扫描.如«彩虹尽头»中追求完全的数字化而发起的

“碎书计划”.即在碎纸机的出口处设置了大量的相

机,拍下所有碎片的图像,之后通过数码重建,完成

书籍电子化,建立单一的数据库.«天渊»里描绘了

一种更加前沿的扫描设备,能够对不同形态的传统

文献进行高速度、高精度的扫描.“步行机里有一台

可调控扫描器,不一会儿便适应了那些‘书’的奇特

外形.现在它正 以 危 险 的 高 速 度 在 书 架 之 间 移

动———每秒一到两厘米.迪姆的两名队员不断将书

送进它的肚子里[２８].”

４．２　信息资源服务

由于科幻作家通常以读者而非图书馆员身份与

图书馆互动,对图书馆内部业务了解相对有限,因此

在科幻场景构建过程中很少涉及用户参与程度较低

的资源加工与组织.«流浪星»«贵族们的游戏»等早

期作品有关资源组织的文字描述仅仅停留在卡片目

录甚至字母顺序组织等当前不再使用的技术.但对

于信息资源的检索和服务,不同科幻作品从用户角

度投入了大量笔墨,不少设定在当前技术背景下具

有极高的启发价值.
(１)复杂和专业化的检索系统.随着科学研究

的广度和深度在未来的不断提升,信息检索系统的

复杂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深渊上的火»
中,即使对于资源规模较小的舰载资料库,也必须依

靠自动化搜索工具.检索系统的复杂程度在«基地»
系列作品中达到顶峰,图书馆的内部作业完全电脑

化,由于检索系统过于复杂,唯有专家才懂得如何操

作运用.此外,不同学科使用的检索语言同样具有

不亚于学科差异的巨大鸿沟.在«基地»中,作为数

学家的主角谢顿为了在图书馆中查找历史学的资

料,必须在大学中花费巨大精力修习历史学检索

课程.

(２)机器阅读理解技术的广泛应用.１９５２年首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被毁灭的人»初步刻画了

基于机器阅读理解技术的检索系统.受限于当时的

技术水平,小说中的检索系统采用了学科分类与自

动问答系统结合的方式.主人公在检索过程,需要

首先根据机器的语音提示选择学科和门类,然后才

能使用自然语言向机器提问.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的发展,机器阅读理解成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

热门方向,尤其是自动问答系统在未来检索系统中

的应用前景获得了广泛认可.与之相对的,科幻作

品中检索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如«深渊

上的火»中图书馆“可以像对待活物一样详加盘

问”[２９],意味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
计算机已经可以从语言交流活动中识别并理解人类

的需求.在«神经漫游者»中,检索系统甚至突破了

自然语言的限制,通过将用户大脑神经系统与图书

馆系统连接,直接利用意识获取图书馆的相关资源.
(３)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功能得以延续.相较

于现实情境,绝大多数科幻文学中场所的服务和功

能都会采取一种激进的创新形式来增加整体空间的

未来感.然而,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这一图书馆传

统服务内容在科幻作品中的创新却始终是渐进性

的.«我不属于他们»对馆际互借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馆际借阅真是世界的奇迹,文明的荣耀.图书

馆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场所,甚至比书店还要好.
我的意思是,书店靠卖书赚取利润,但图书馆就只是

默默地等在那儿,出于善意借书给你[３０].”«基地»中
不仅没有改变文献传递的模式,甚至大幅拓展了文

献传递的空间范畴,例如经由超辐射波讯号实现跨

行星的馆际互借.可以看到,尽管现实中的馆际合

作存在一定的知识产权限制,但科幻文学对于图书

馆的公益属性具有十分清晰的愿景.
(４)自动化馆藏管理系统.对于以印刷资料为

主要馆藏的图书馆,智能机器人通常成为科幻作品

中解决各类馆藏管理问题的主流选择.如«移动火

星»中的机器工人、«莱伯维茨的赞歌»中的机械图书

馆员、«天渊»中的步行机等.这些不同形态的智能

设备集成识别、扫描、数字化、编目、存储等功能,能
够与人工或 AI服务系统对接.此外,不少科幻作品

中都描述了通过开发地下空间建立血管般的行星级

物流管道网络.相较于基于航空、路网、海运的现实

物流网络,这种管道化物流设计在效率和成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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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对于未来图书馆相关业务的

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５　主要结论与启示

(１)图书馆的精神意义依然是其未来发展的重

要优势.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机构,图书馆在

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被赋予独特的精神意义,具有深

厚的科学与人文价值.即使在以展现未来科技发展

和社会形态为核心的科幻文学中,图书馆“以人为

本,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

利[３１]”的精神内核也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图书馆

开展信息服务、社会教育等工作时,公众对于图书馆

精神意义的认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隐性优势.更为

重要的是,当前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数字贫

困”和“茧房效应”[３２－３３]正在逐步消解自由、平等的

图书馆精神,因此图书馆与图书馆人需要始终恪守

本心,延续图书馆长期以来的人文精神.
(２)人类文化遗产的保存始终是图书馆最核心

的职能.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学界始终就图书馆危

机和转型展开过广泛讨论.就此问题而言,笔者持

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从科幻文学中的描述中来看,
图书馆始终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绑定”,即使对

于人类文明最悲观的预测,图书馆也作为文明的最

后遗产得以存续,甚至成为文明复兴的希望.这是

由于图书馆自诞生起就承担着人类文化遗产保存的

职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被其他类型的机构和

组织形式替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文

化遗产保存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公众忽视,但图书馆

需要时刻居安思危,在信息资源的存储和组织工作

的同时,重视自身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
(３)用户服务端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减小.信息

资源载体的数字化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幻想,全
球各个图书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便纷纷开展了

纸质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加工.数字馆藏能够将分散

在不同载体和位置的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通过

互联网提供给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即时使用[３４].
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极大

地降低了用户对于馆舍空间的需求,图书馆有限的

物理空间将进一步从服务端向资源贮存和加工功能

倾斜.近年来,过去仅仅出现在科幻作品中的虚拟

现实(VR)技术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图书馆

界也开始参与到元宇宙的探讨[３５－３６].显然,基于

VR的空间呈现方式或许会进一步重塑图书馆的物

理形态.
(４)智慧化服务是图书馆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工程方兴未艾,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再度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智慧城市、智慧社会

等理念的普及,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图书馆事业的新

主题.在近期的科幻作品中,高度智能的人机交互

系统逐步替代了现实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体系,从侧

面说明了公众对于信息资源智慧服务存在一定的需

求.为此,图书馆不仅要适应不断发展的信息载体

形式,更应拓展和提升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效率,着重

关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阅读理解技术在图书馆服

务系统的进展和应用.
需要强调的是,科幻文学本质上仍属于文学作

品,而非科学指南,它所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有关变革

的启发和灵感,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依然需要持辩

证的态度.此外,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科幻文学

正在逐渐突破文字的边界,出现在电影、电子游戏、

VR场景中,未来图书馆的相关描述也借此得到了

更加直观和生动的展现方式.受限于资源储备和技

术条件,本研究尚未涉及此类新型的载体形式,相关

研究仍然有待于后续开展.

参考文献

１　RejeskiD,OlsonR L．Hasfuturismfailed? [J]．The Wilson

Quarterly,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４－２１．

２　DeCanioSJ．Thefuturethroughyesterday:long－termforecasＧ

tinginthenovelsofhgwellsandjulesverne[J]．TheCentennial

Review,１９９４,３８(１):７５－９３．

３　GhiglioneL．Doessciencefiction–yes,sciencefiction–suggest

futuresfornews? [J]．Daedalus,２０１０,１３９(２):１３８－１５０．

４　开庆,窦永香．颠覆性技术识别研究综述[J]．情报杂志,２０２１,４０
(１１):３１－３８．

５　HuntingtonJ．Sciencefictionandthefuture[J]．CollegeEnglish,

１９７５,３７(４):３４５－３５２．

６　冯惠玲．学科探路时代———从未知中探索未来[J]．信息资源管理

学报,２０２０,１０(３):４－１０．

７　饶权．回顾与前瞻: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图

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４６(１):４－１５．

８　饶权．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J]．中

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１,４７(１):４－１４．

９　卢小宾,宋姬芳,蒋玲,等．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探析[J]．中国图

书馆学报,２０２１,４７(１):１５－３３．

１０　IntroductionoftheHugoAwards[EB/OL]．[２０２１－１２－２８]．htＧ

１６

未来一瞥:科幻文学中的图书馆与相关问题思考/刘雨农

GlimpsesoftheFuture:LibrariesandRelatedIssuesinScienceFictionLiterature/LiuYunong



2022

年
第3

期

tp://www．thehugoawards．org/about．

１１　王艳．精编英美科幻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２　罗惠敏．近现代西方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历史演进[J]．国家图书馆

学刊,２０１３,２２(４):４８－５３．

１３　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M]．陶雪蕾,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７．

１４　厄休拉勒古恩．西岸三部曲３觉醒之力[M]．蔡美玲,译．台

北:缪思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１．

１５　洛伊斯比约德．镜舞[M]．昂智慧,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５３．

１６　田静,刘涛．图书馆留存的社会象征与文化意义[J]．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６(１１):２８－３０．

１７　约翰布鲁纳．立于桑给巴尔[M]．老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９:４３．

１８　李龙．好莱坞电影作品中的图书馆员角色分析及相关问题思考

[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３０(１):１０６－１１０．

１９　张立菊．电影中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形象研究[J]．图书馆建设,

２００８(６):１０７－１１１．

２０　AlexeiP．Riteofpassage[M]．USA:GalaxyPublishingCo,

１９６３:１２．

２１　杰克麦德威．探寻者[M]．潘振华,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８０．

２２　娜奥米诺维克．无根之木[M]．雒城,译．成都:天地出版社,

２０１７:２７６．

２３　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６:基地边缘[M]．叶李华,译．江苏: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　杰米 辛 N K．巨 石 苍 穹 [M]．雒 城,译．成 都:天 地 出 版 社,

２０１８:７０．

２５　柴纳米耶维．城与城[M]．胡绍晏,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６７．

２６　杰克麦德威．探寻者[M]．潘振华,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２０１１:２４７．

２７　贝尔．移动火星[M]．郝秀玉,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２２９．

２８　弗诺文奇．天渊[M]．李克勤,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５:６１．

２９　弗诺文奇．深渊上的火[M]．李克勤,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

３０　舟沃顿．我不属于他们[M]．刘晓桦,译．成都:天地出版社,

２０１９:６４．

３１　卞长云．基于图书馆精神视域下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提供知

识援助的策略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２０２０,３７(２９):２５－２７．

３２　周向红．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贫困: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J]．学海,

２０１６(４):１５４－１５７．

３３　焦艳鹏,刘葳．知识获取、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精神[J]．中国图书馆

学报,２０２１,４７(５):２０－３２．

３４　范晓鹏．关于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０１(３):３２－３４．

３５　杨新涯,钱国富,唱婷婷,等．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 [J]．图

书馆论坛,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３５－４４．

３６　陈定权,尚洁,汪庆怡,等．在虚与实之间想象元宇宙中图书馆的

模样[J]．图书馆论坛,２０２２(１):１－７．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４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GlimpsesoftheFuture:LibrariesandRelatedIssuesinScienceFictionLiterature

LiuYunong

Abstract:SciencefictionliteratureisaliterarygenrebasedonlimitedscientifichypothesesandrepreＧ
sentsthevisionofthefuturematerialandspiritualworldofhumanbeings．ThedescriptionofthefutureliＧ
braryinsciencefictionhasenlighteningeffectonthetransformationofthelibraryinthenewera．１０２winＧ
nersofTheScienceFictionAchievementAwardandScienceFictionandFantasyWritersofAmericawere
analyzedtosummarizethescenarios,functionandoperationsoffuturelibraries．Weproposedthatlibraries
infutureshouldfocusonhumanisticvaluesandkeyfunctionandkeepanopenattitudetowardstechnology
suchasVirtualRealityandintelligen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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