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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论视角下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
的知识传递模式与机制研究∗

□都平平　李雨珂　陈越

　　摘要　技术发展及疫情和后疫情环境使图书馆空间设置、资源利用与学习场景发生了变化,
下一代图书馆将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应性的演变,向未来学习中心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中要实现人、物理空间、图书信息资源三元关联与交互的发展愿景;
从以人为本、泛在空间、模因学习、技术支撑的视角阐述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理念;从应用视角理解

和设计未来学习中心功能,实现多元维度的类型和属性的实施模态,实现未来方式的知识管理、
学习保障、空间发展功能;设计未来学习中心的空间模式、技术模式、阅读模式、兴趣模式等多元

模式,实现圈层文化、衍生阅读、虚实支持、教学互动类型和功能模式及三元关联与交互的发展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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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技术、疫情和后疫情、智慧化等促使图书馆的

功能和学习模式发生变化,图书馆为适应变化逐步

向下一代图书馆发展.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教育部

高校图工委成立４０周年“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

现代化新征程”学术研讨会上,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

长对高校图书馆提出指导意见,“要全面提升高校图

书馆信息服务水平.图书馆要实现人、物理空间和

图书信息资源三元关联与交互的发展愿景,把图书

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

心,探索新时代育人的新范式”[１].在此意见指导

下,图书馆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助力下一代

图书馆向未来学习中心的发展及探索,并发现图书

馆的学习中心的未来趋势.
(１)规划图书馆未来学习站点的发展目标,高校

图书馆的未来学习中心要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智

慧场景、虚实交互等方面进行发展.(２)建设符合疫

情、后疫情时代需求的学习环境,自２０１９年底开始

的新冠疫情,对以往的学习场所和学习环境提出了

新的要求,注重社交距离、适合现实与虚拟结合的多

元学习环境、打造元宇宙学习环境格局、实现时空无

阻的学习中心建设的设想,成为未来学习中心发展

的环境要求及学习需求.(３)实现知识资源的最大

化利用,在现实环境下,文献资源极大丰富,学习手

段多元化,学习环境动态化,知识资源多元有效聚

类,让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心

等具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范式.(４)智慧化、智能

化、人机交互(元宇宙)是学习支持的技术主导,高校

的信息资源共享空间,和虚拟仿真实验室、虚拟教

室、智慧教室配套发展.情景交融、社交距离、元宇

宙、智慧空间等新的元素、理念和文化圈子介入,打
造新的空间运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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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学习中心文化传递中模因论及其应用

２．１　未来学习中心预期场景分析

未来学习中心的设想,就是在发挥图书馆知识

聚集及知识学习生态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人(用户)、
资源(文献、信息、知识)、空间(实体空间、虚拟空间、
虚实(元宇宙))三元知识运营边界的关联与交互的

多维度学习空间.
学习中心应具有以下要素及维度:(１)文化知识

传递、传播的功能:它可以理解为传播学的理论(也
适用图书馆的知识(文化基因)传播);(２)先前知识

的后期传承功能:文化传播与传承(模仿)等,可理解

为通过学习实施传播的基因;(３)技术与空间的融

合:它具有一些模仿现象(技术模仿(技术引入到学

习空间),学(学会)的模仿与习(复习)的模仿;(４)空
间与资源的学习吸引能力:会选择,喜欢它,用得上;
(５)适合多变的环境,建设疫情常态下时空可伸缩的

泛在学习空间.

２．２　模因论与图书馆定律对未来学习中心的理论

支撑及规划设计

首先,１９３１年世界图书馆学巨擘阮冈纳赞的

«图书馆学五定律»[２]面世后,被誉为“我们职业最简

单的表达”.图书馆学五定律准确地把握了图书馆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与发展工具的载体特征,因此

被图书馆界一直尊为经典理论.其次,克劳福特

(WaltCrawford)－戈曼(MichaelGorman)所提“新
五律”[２]说,与时俱进地融入了技术发展因素的特

征,强调了创新和继承,为数字化的开启及文献到信

息的发展行进的演绎.另外,模因论(Memetics)从
理论的角度为信息到知识的发展及文化传承奠定了

理论基础,模因(Memes)是１９７６年由理查道金斯

在«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书中所创造,
我国学者何自然、何雪林于２００３年将 Memes翻译

为“模因”,模因是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文化模仿

的单位)[３].其表现类型为:想法、思潮、语词、音乐、
图像、文化格调、教学表现、技能等方面的知识传播

性传承.模因论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文化传递的机

制,是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对照图书馆五定律

的发展演化过程,模因论在文化知识基因传递和传

播发展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图书馆知识传承理论相吻

合.同时,模因论作为一种诠释知识传承模式的理

论,可以适配图书馆的学习模式发展特点,作为未来

学习中心的设计基础.通过模式创新,推动图书馆

使用更合适的方式来传递文献、信息与知识.模因

论视角下未来学习中心相关理论演化模式如图１
所示.

阮冈纳赞(１９３１年)———«图书馆学五定律»

书是为了用的 每个读者都有其书 每本书都有其读者 节省读者的时间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

着的有机体

克劳福特(WaltCrawford)－戈曼(MichaelGorman)———«图书馆新五定律»

图书馆资源服务于人 图书馆重视传播知识

图书馆善用科技以提升

服务质量(说明服务需要

技术支持)

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体现发展

理想)

尊重过去并开创未

来(阐 明 继 承 和 进

步)

理查道金斯———模因论理论效应

海利根(FrancisHeylighen)模因[４]四个阶段,进一步扩展到沉浸阶段:

①认知(assimilation):某
个模因单元呈现在一个

新的可能的宿主面前,被
呈现的模因要得到同化,
就必须被宿主注意、理解

和接受

②记忆(retention):模因

复制是指模因在记忆中

的保留时间.模因在记

忆里停留的时间越久,通
过感染宿主使自己得到

传播的机会就会越多

③表 达 (expression):模

因若想传递给其他个体,
必须由记亿模式转化为

宿主能够感知的有形体.
这个 过 程 可 以 称 作 “表

达”,包括演说、篇章、图

片以及行为举止等

④传播 (transmission):某个表

达若想传递给其他个体,需要具

备看得见的载体或媒介,它们应

有一定的稳定性,避免失真或变

形[５].比如演说用声音来传递,
而文本则用纸墨或网络电子脉

冲来传递.这些有形体可被称

作模因的载体,如书籍、照片、视
频、工艺品或CDＧROM、软件等

⑤沉浸

让知识传递媒介化,
并沉浮在媒介上传

播扩大、演绎、循环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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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习中心理念

为知识提供多元可利用、
可配置场景

发挥知识存蓄能量传播

的能力

知识的内涵及知识组织

传递模式
知识传播的途径和有效手段

尊重新时代、新环境

的未来知识传播有

机体

因素考虑及情况说明

人(知识传播人际知识受

众)
空间(符合现实、虚拟环

境的学习环境)
资源(图书馆知识源＋泛

在知识源＋知识人)
新技术支撑

未来新环境下的学

习中心

图１　图书馆定律———理论支撑———未来学习中心演绎发展

２．３　模因论及模因知识应用内容分析

模因可表现为:(１)通过上一代传至下一代的纵

向方式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如教师将自己的许多

知识和社会行为准则教授给学生;(２)以横向的方式

进行传递,如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学生和学

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辅助,它表现为一个观念或行

为可以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然后再传向第三个

人的扩散状态;(３)模因除了人与人之间直接传递,
还可以通过载体传播,如音频(广播、音效)、视频(视
频课、电视、３D 场景、线上会议等)、事物(报纸、书
籍、杂志)、场景(课堂、舞蹈、会议等)等途径传播.

综上所述,模因论对于场景、文化圈层、文化载

体、品牌等的传播和传承具有可靠的理论支撑和实

践支持.模因论对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中的实现性分

析如下:
(１)情景模因:模因论可以进行学习场景的设

置,有助于实现学习性继承,在建设图书馆的未来学

习中心时,基于所需要的学习环境设置学习场景及

支持平台,在完成图书馆学习空间的主要功能的同

时,帮助学生达到学习目的,通过模因方式使其学习

能力呈现增长的态势.
(２)教学模因:模因论指导学习过程.特别适合

写作培训、外语教学、语音培训等基因传递型的

学习.
表１　模因论视角的知识场景应用现状

序号 功能视角 作用说明 应用领域

１ 情景模因
模因作为文化里可被复制的基本因子,在特定的环境被不断地拷贝和传播,与不同的情境相结

合,从而形成新的模因复合体进行传播[６]
媒资开源、议程设置

２ 教学模因
基于模因论,在知识教学中构建“知识－仿学”的教学模因,提升教学效果.模因论作为指导,尤

其是其中的强势模因理论,来指导教学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线上学习

３ 网络模因

网络模因(InternetMeme).也称互联网模因,是些高适应性(Fitness)的模因,它们不仅能在同

一文化下、同质网络中传播,有时甚至能跨越语言、人种、文化背景而走红,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

体验

网络资源学习

４ 传承模因

文化延续就是一种传承模因,它不断在传播中自我复制、彼此仿效、由小及大,在不同交往主体

的口口相传中发生结构与形状上些微的变异,从而互相组合、跨界交融、迅速裂变,编织起群体

的精神思想传播网

前人知识学习

５ 展示模因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使得艺术作品的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这加大了传播的力度、增强了传播

的效果,也使传统艺术可以实现展示价值
知识展示、展示性输出

６ 元素模因

借鉴流行文化元素融合拓界,流行元素、流行语、潮流文化等,这些元素使文化整体的生产传播

逐步地突破自身边界,有意识地向当下网络社群中的青年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部分亚文化进

行学习借鉴,传播中成为一种很潮、很酷的文化,从而吸引青年用户的主动关注与媒介参与等

模因的元素在知识中

的介入

７ 品牌模因

品牌模因通过复制的方式彼此传递.媒介技术更迭推动社交媒体品牌突出,品牌文化被用户共

享、复制、改写和“二次传播”,甚至实现“跨圈”流转.将品牌文化拆解并转化为用户或粉丝易于

辨识与乐于模仿的模因

品牌展示

８ 圈子模因
圈群文化是一种参与性文化,讨论圈、学术圈等,用户共享、复制、改写和“二次传播”,甚至实现

“跨圈”流转
文化圈子的相互学习

１２

模因论视角下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知识传递模式与机制研究/都平平,李雨珂,陈越　
ResearchontheKnowledgeTransferModeandMechanismoftheFutureLearningCenterof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Memetics/DuPingping,LiYuke,ChenYue　　　　



2022

年
第4

期

(３)网络模因:也是网络自组织学习的一种方

法.网络模因的传播,一是学习互联网时代网络上

的新鲜事物;二是,web２．０技术的兴起拓宽了学生

言语表达的路径,通过网络自组织诞生出一批网络

学习主持.而网络模因的属性与 web２．０的参与式

文化以及去中心化的观点是匹配的.
(４)传承模因:在人文社科上层建筑领域可能也

存在着类似基因的东西,依靠不断复制、渲染而完成

播撒的进程,他把这种东西称为“模因”,即一种基本

的文化思想传播符码.从跨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来

看,就是把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下的文化模因传递到

另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使之能够生存下来、自我复

制、不断渲染,最终形成文化的交融和价值的互容.
中国传统文化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走向国际,融
入世界,就要借鉴这种模因论的思想传播路径.

(５)展示模因:主要是针对如艺术作品等的现代

传播,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包括社会遗产传承

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

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
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

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
(６)元素模因:主要针对潮流文化、潮流艺术、流

行语等的流行元素等的模因式传播和学习.
(７)品牌模因:品牌通过数字藏品模式进行模因

化的收藏、延续、继承和传播.
(８)圈子模因:圈群传播结构是以个人作为信息

枢纽,信息流动从传统线性扩散变成以个体信息权

重为中心节点的“圈子”闭合,用“圈子”嵌套叠加方

式形成“中介圈”,产生信息流动.圈群存在的信息

传播机制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共享思维促

使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价值观念、情感世界通过信息

权力均等逻辑得以呈现,追求个性化的心理使他们

期待得到外界的回应[７－８].
由此可见,模因理论及模因现象适合用于分析、解

释和设计未来学习中心的知识传播、传承及学习模态.

２．４　图书馆发展史中模因的进化及各阶段中的文

化模因

图书馆在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

馆—未来图书馆的递进过程中演化发展[９],所体现的

服务也在物理空间—数据空间—智慧服务空间—未

来图书馆(元宇宙)空间中逐步发展,场景的内容也发

生了变化,在以图书馆为主—图书馆用户共有—以用

户为主—用户基于知识的未来学习中心的学习活动

中得以塑造,具体见图２.

３　图书馆学习中心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３．１　图书馆学习中心的发展现状

图书馆的使用意义在于支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非正式教育的学习.近几年,特别是受疫情的影响,
图书馆空间、资源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跨空间、去
物理空间式的图书馆空间利用方法得到广泛的重

视.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召 开 的 第 ８６ 届 国 际 图 联

(IFLA)大会上,也涉及到了“学习空间”“数字化发

展”“新技术”等相关内容[１０].这种背景下,图书馆

设计不能再延续传统的服务模式,而应该充分利用

空间、数字化转型、新技术应用的契机进行全面升级

和针对未来学习中心的功能转型[１１].

３．２　用户利用图书馆的知识需求方式及空间利用

方式

图书馆用户的调研视角:从近几年高校用户对

图书馆知识和场所的需求情况看,线上知识服务成

为用户知识获取的主要手段,纸质文献的利用率逐

年下降,对图书馆场所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舒适、便利

的学习环境.

图２　图书馆发展不同阶段文化模因要素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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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在空间图书馆的视角:克劳福特和格曼在«未
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一书中预言了开放式

的图书馆将逐渐步入主导地位,图书馆建筑将呈现

出一种“无墙图书馆”的形态[１２].高校图书馆将呈

现出传统与数字化结合的崭新模式.而随着网络的

发展,资源的数字化及网络化,图书馆的空间利用向

泛在化发展,实体、虚拟、虚实结合、无边界性等多元

形式结合.
文献—信息—知识的发展及多元载体的表现:

从传统纸质文献一对一的循环使用,到数字载体的

多用户多终端的并行使用,发展到目前网络化的远

程多元化利用,而未来的知识传播将通过多载体、多
技术、多模态、虚实交互的方式进行,促进共享和

利用.

３．３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点成面的技术综合体

数据中心:数据、存储硬件、软件引擎、网络等;
智慧中心:AR、AI、软件引擎、网络等;元宇宙建设技

术:３D虚拟学习、电子商务式交流、AloT、３D引擎、
短视频、AR、AI、ITSM、CRM、游戏、区块链、云等.
如图３所示.

４　模因论在未来学习中心的模型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目标愿景是:要实现人、
物理空间和图书信息资源三元关联与交互,建成信

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心的新范

式.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

素.(１)适合目前图书馆用户(人)的需要:主要有

快速的文献获取、全天候的知识获取、无空间边界的

模糊空间使用、线上咨询、网络讨论、学习活动、网上

观看等;(２)适合不同的空间需要:物理空间、虚拟空

间、虚拟现实空间、网络空间,可适合教与学、展示、
宣传、符号、品牌等.(３)适合泛在的文献、信息、知
识的需要:图书馆纸质资源、图书馆电子资源、图书

馆网络资源、其他泛在的资源等.如图４所示.

图３　核心技术要素

图４　未来学习中心的形成及发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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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实践设想

５．１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实现愿景

新技术发展、智慧化功能及疫情、后疫情等环境

促使图书馆未来的学习范式向虚拟化演变.正如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中提到:线上

生活由短时期的例外状态转变为常态,未来图书馆

的学习环境及创新学习方式将发生根本的变化[１３].
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所提愿景:“图书馆要实

现人、空间和图书信息资源三元关联与交互的发展

愿景”[１],元宇宙和相关技术的出现为这一愿景提供

了思路和方法.

５．２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构建模式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１)技术实现上:以元宇

宙技术的 VR/AR构建虚拟环境,通过数字孪生实

现远程知识引擎,以人工智能辅助虚拟自助学习,通
过区块链技术管理数字产权和个人隐私;(２)未来学

习中心虚拟现实框架包括:学习场景模拟、名家虚拟

人讲学、虚拟现实讨论组、电子文献借阅、实验教学

展示(视频或多维)、模因语言学习、艺术学习模拟、
网络思政课堂、网上仿真学术会议等;(３)未来学习

中心的创新创业盈利能力运营:虚实知识服务(如专

利服务、学科服务等),NFT(NonＧFungibleToken,
非同质化代币)模式品牌宣传、阅读宣传及建造,文
创产品虚拟商场,虚实文化圈子的科技创新及成果

转化,虚拟现实展示会,仿真模拟科技展示与输出,
知识解答咨询等,从而实现支撑大学生元宇宙模式

的知识创新及创业等.

５．３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社会作用及价值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中,强调要将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相结合[１４].元宇

宙是未来数字经济的着力点之一,将其与图书馆未

来学习中心结合,将推动未来学生学习模态及知识

获得方面的变革,产生与时俱进的效果.通过未来

学习中心,可以发展学生在数字技术、数字影视、数
字文旅、智改数转、数据治理等方面的实践与认知,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同时,学习中心可以促

进社会阅读文化、数字藏品展示、扶贫文化交流等新

型知识工程.

５．４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特色创新

传统图书馆发展到元宇宙未来学习中心,为学

习者营造了虚拟现实世界,创造出时空融合的在线

智能学习方式与空间,满足多元化知识构建需求.

重要的是,在学习的同时可激发学生的创新技能,拓
展创业渠道.元宇宙促使图书馆重新思考技术创

新、规则创新和理念创新的实现形式,推动在元宇宙

与图书馆融合方面的技术、运营与合规研究.参见

前文表１的场景应用要素,构建未来学习中心的虚

拟现实框架,具体如图５所示.

图５　未来学习中心虚拟现实框架

６　未来学习中心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因素

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实现要考虑的因素主要

有:图书馆的资源类型出现分化,由传统的纸质资源

到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相辅相成,发展为纸质资源、
电子资源、网络资源、音视频资源等;目前,在原有的

基础上,元宇宙应用于图书馆,使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实现虚实结合.
空间设计上:进行空间功能设计,分模块分区设

置,个性化特点设计.要考虑三重因素:(１)物理空

间上:传统空间、新技术空间、相互融合的智慧空间、
远程技术支持空间等;(２)虚拟空间上:数字资源使

用空间、网上交流空间、个人数字图书馆空间、泛在

资源空间等;(３)人机交互空间(元宇宙空间).
未来学习中心的应用前景:从目前的传统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向虚拟现实的元宇宙图

书馆演进,可以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实现全天候的

图书馆资源利用,实现人、空间和图书信息资源三元

关联与交互发展.通过实践逐渐沉淀的智能化、沉
浸化、创新式发展模式与理念,可应用在各类型的图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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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虚拟和现实空间的知识利用和创新学习环境

中.图书馆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
学支持中心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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