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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物质属性的相同或相似，它只是与我们味

觉相互作用才发生某种类似的效果。实际上，

这种味觉的类似依然具有“客观性”和“物理

性”。艾柯对莫里斯的攻击失之公允之处在于

将莫里斯的“感知性状属性”置换为“物理的

或化学的物质构成属性”。由此，作为像似符

号的图像建构与于某种对象性质的特性显现，

但当我们一旦称之为符号时，则这种显现体现

为一种社会心理中的意义把握。图像也就在这

种自然秩序与主体意向性之间，建构了一种特

定的把握方式和认知模式。

五、结语

图像作为视知觉相联系的概念范畴，在新

媒体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从视知觉的本

位逐渐向一种整体的认知图式发生某种扩延。

这个过程并不是遽然发生的：从柏拉图用镜子

映现的世界，到康德的“图式”（schema）思

维；从古希腊的赋像（ekphrasis）传统到德波对

社会的景观（spectacle）化反思都反映了图像从

原初的视知觉逻辑向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

进。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世界成为图像’

［15］这件事情本身，就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这

个观念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以媒介化方式的

转变。由此，在新的语境下“图像”的认知就

应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集，其与传统的图像概

念明显的区别是它超越出视知觉范畴，而成为

一种区别于语言线性逻辑的整合认知模式——

图式化观念。图式观念所蕴含的整体性逻辑是

我们把握这个由无数碎片汇聚而成的传媒景观

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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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互联网诞生以来，许多独特的网络现象应运而生，网络模因亦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

子，它不仅使得人们能通过简单的文字和图像的组合表达思想，更作为一种独特的交流手段，构成

了文化知识的共享空间。网络模因衍生自道金斯1976年提出的“模因”概念，但至今仍无一个清晰

连贯的定义，本文从符号文本的结构及传播特征出发理解网络模因，希望从一个不一样的视角解读

这个网络现象，从而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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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各种被称为“模因”

的产物每天都在互联网上被创造和传播，形塑

着互联网文化，许多学者也对模因现象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但“网络模因”现象仍然很少被

学界关注并加以研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

缺乏一个清晰的界定以至于相关概念五花八

门，而此问题追根溯源，则是因为模因概念本

身的争议性。

一、模因及网络模因

为了界定网络模因这个概念，首先需要澄

清什么是模因。模因一词由进化生物学家理查

德·道金斯首次于1976年在著作《自私的基

因》中给出定义。类似于生物之间的遗传因子

基因，道金斯将思想的因子称为“meme”，这

一全新的单词在1998年被哲学家朱志方译为

［1］“模因” ，意在表达“模仿”意思的同时，

又与“基因”的尾音押韵。道金森在《自私的

基因》中解释道：“模因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

基因，为文化的衍生因子，也经由复制、模

［2］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 。这意味着

信息单位有一种复制能力，能够在大脑与大脑

之间传递，类似于基因的传递。因此，在最初

的概念中，模因一词被赋予了生物学的意义。

自从道金斯将文化观念与生物遗传进行比较以

来，“模因”这个概念本身成了学者们争论不

休的话题，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不断地追

问：“模因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概念？一种理

论？还是一种体裁？”同时，还催生了名为

“ 模 因 论 ” （ Memetics） 的 用 以 研 究 模 因 复

制、传播和进化的场域，模因论在20世纪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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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被语言学者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支持模因

论的研究者们进一步修正并扩展了模因的原初

概念，包括帕克林顿（Pocklington）和贝斯特

（Best）的“可靠且反复经受传播的，最大的

［ 3］社 会 传 播 的 信 息 单 位 ” ， 以 及 布 罗 迪

（Brodie）的“思想中的信息单位，它的存在

影响事件，使得自身的副本在其他思想中产

［4］生” 。根据上述观点，模因是存在于大脑中

的想法或信息片段，它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是观念的复合体（complexes），布莱克摩尔更

是将这个概念扩大为“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它

能够通过模仿而得以传播，那么，它就是—个

［ 5］模因” 。这一定义显然囊括的元素过于庞

大，此外，模因及模因论的反对者们坚持认为

模因是一个“伪概念”，进而认为道金斯式的

模因论是一种“伪科学”，斯珀伯（Sperber）

［6］称整个模因论的概念是“误导性”的 。批评

者们的主要观点集中于文化是模式而不能被分

割为单位，模因跟基因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是一种对意识和文化进化的严肃研究构成威胁

的伪概念。

尽管模因及模因论存在争议，它们仍然为

“网络模因”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的分析，成功传播

的模因包含了三个基本属性：长寿、繁殖力以

及复制性。随着社交媒体在数码设备上的普

及，伴随着最新的媒体形式，这三种属性都通

过网络得到了增强：在长寿性方面，只要拥有

存储的介质，信息就可以近乎永恒地储存于其

中；在繁殖力方面，数字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信

息向节点的指数级别的快速扩散，使得单位时

间内复制的信息数量大大增强；此外，在复制

性方面，数字化也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噪音

的极小化，从而确保了复制的准确度。由此可

以看出，网络推动了模因的加强和重生，并令

“网络模因”这一新概念日渐繁荣，互联网使

用者及研究者也像接受互联网进入生活般热情

地接受了这个新概念。网络模因这一概念最早

浮现于网络是在1998年（OED.com），随后研

究者们提出了关于此概念的各种定义，代纳尔

（Dynel）提出，网络模因是“任何出现在互联

网上并被无数传播参与者模仿、重混合迅速扩

［7］散而产生无数衍生物的人工信息” ，莱内斯

特（Laineste）和沃来德（Voolaid）则将网络模

因概括为“互联网用户主动传播的，在他们之

间流行的，图像与文字的相对复杂且多层次、

［ 8］互文的组合” ，希夫曼（Shifman）认为，

“网络模因是有意创造出来的，由多个参与者在

［9］线上传播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数字信息” 。

可以看出，不管学者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网

络模因这一现象，它都与模因的几个维度有较

大的关联：传播、复制、扩散。一言以概括

之 ， 诸 定 义 之 间 的 共 同 之 处 是 “ 信 息 和 传

播”。在符号学的视野下，信息和传播可以被

理解为文本及其衍义。虽然有以上相似之处，

但网络模因和模因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首

先，模因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模因在某种程

度上是“单位”，而将文化概念作为离散的单

位的集合这一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塔

尔图文化符号学派的学者所驳斥。洛特曼在

1967年提出了著名的“符号域”概念，这是一

种不断发展的符号系统，而不仅仅是各个部分

的总和。因此，模因论的“单位”受到了挑

战，而研究网络模因的学者们，所针对的不仅

仅是单个媒体文本，或是一个离散的单元，而

是一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相互触发、相互关

联的方式。因此，网络模因与模因的第一个相

异之处，在于模因关注的是“单元”，而网络

模因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单一的图像，不能作为

孤立的单元，而至少是一个文本集群，亦即系

统。其次，道金斯认为，模因可以通过模仿来

“复制”，并通过个体间的复制来传播。虽然

网络模因跟模因一样具有复制性，但是，支持

模因论的学者们忽略了文化的符号组成部分，

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复制”。根据符号学

最核心的定义之一，文本是“一定数量的符号

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

［10］42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符

号构成文本，文本不是通过复制从一个人传递

到另一个人，而是建构或者翻译的。库尔认

为，“复制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而翻译是一

［11］个解释性的过程” 。因此，在考虑到网络模

因的传播过程时，翻译比复制更贴切，因为它

包含了网络模因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信息，网

络模因虽有复制的特性，但它更应被看作是需

要翻译的符号系统。综上所述，网络模因与模

因的相似之处在于它部分具有模因的特质，模

因存活的三个关键“长寿、繁殖力以及复制

性”在新媒体时代都得到了广泛的延伸，但它

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网络模因是一个文本

集群而不是单个的文本单元，以及它不仅仅是

被忠实复制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

和重建。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出

发，将符号文本和传播特征作为关注的重点，

从伴随文本角度来理解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生

成，从元语言和符码角度来理解网络模因文本

的解释，以此来描述网络模因文本区别于其他

文本的特性。

二、网络模因文本的生成

上文提到，网络模因与模因的第一个相异

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个特定的文本，而是一系

列文本的集合。那么，这些文本集群及之间的

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任何一个符号文本，

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

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

［10］139便’携带着” 。网络模因相对于其他符号

文本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生成尤其依赖伴随文

本中“先后文本”两种解释性伴随文本，且先

后文本各自具有特定属性。

一个符号文本集群之所以能被称为网络模

因，是因为有较为明确的、能解释社群识别的

先文本，亦即，模因论中最初被复制／模仿的

元素。那么，所有符号文本都有潜力成为网络

模因文本集群的先文本么？如果不是，那么那

些有资格成为网络模因先文本的符号文本究竟

有什么特性？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符号学中

一个著名的概念“标出性”，即“两个对立项

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网上

流传的不少模因属于名人标出，如《还珠格

格》连续剧截图系列、“葛优躺”“鲁迅名

言”系列等。不仅名人对普通人是一组相对的

概念，对于标出性的理解，还可以扩大到“图

像中部分元素具有与画面中其他元素显著区分

的特性”。例如，杭州男孩小吴，因为花4万元

修出了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眉毛，从此一夜爆

红。眉毛在本例中属于“标出”，因为与画面

中其他元素相比有显著特性，从而成了网络模

因的先文本。因此，网络模因的先文本不是任

意武断的，而是必须满足一个底线意义“图像

文本中某个（些）元素具有与其他元素显著区

分的特性，这种标出性可以是画面内部的比较

（小吴的例子），也可以跳出画面进入文化中

某个范畴来比较”。

网络模因文本集群存活的关键，不仅在

于有带标出性的先文本，还要具有大量的后

文本，且这些后文本中部分存在着“断裂”

的属性。后文本很容易理解，后出的文本承

接某个先出的文本，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

各种衍生物即是后文本。“断裂”何解？要

理解断裂，首先要理解符号学的意义观。从

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出发，可以归纳出四种类

型的共现：“整体共现”“流程共现”“认

［12］知共现”“类型共现” 。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共现，其本质都是一个指示符号，用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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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复制的信息数量大大增强；此外，在复制

性方面，数字化也使得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噪音

的极小化，从而确保了复制的准确度。由此可

以看出，网络推动了模因的加强和重生，并令

“网络模因”这一新概念日渐繁荣，互联网使

用者及研究者也像接受互联网进入生活般热情

地接受了这个新概念。网络模因这一概念最早

浮现于网络是在1998年（OED.com），随后研

究者们提出了关于此概念的各种定义，代纳尔

（Dynel）提出，网络模因是“任何出现在互联

网上并被无数传播参与者模仿、重混合迅速扩

［7］散而产生无数衍生物的人工信息” ，莱内斯

特（Laineste）和沃来德（Voolaid）则将网络模

因概括为“互联网用户主动传播的，在他们之

间流行的，图像与文字的相对复杂且多层次、

［ 8］互文的组合” ，希夫曼（Shifman）认为，

“网络模因是有意创造出来的，由多个参与者在

［9］线上传播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数字信息” 。

可以看出，不管学者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网

络模因这一现象，它都与模因的几个维度有较

大的关联：传播、复制、扩散。一言以概括

之 ， 诸 定 义 之 间 的 共 同 之 处 是 “ 信 息 和 传

播”。在符号学的视野下，信息和传播可以被

理解为文本及其衍义。虽然有以上相似之处，

但网络模因和模因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首

先，模因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模因在某种程

度上是“单位”，而将文化概念作为离散的单

位的集合这一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塔

尔图文化符号学派的学者所驳斥。洛特曼在

1967年提出了著名的“符号域”概念，这是一

种不断发展的符号系统，而不仅仅是各个部分

的总和。因此，模因论的“单位”受到了挑

战，而研究网络模因的学者们，所针对的不仅

仅是单个媒体文本，或是一个离散的单元，而

是一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相互触发、相互关

联的方式。因此，网络模因与模因的第一个相

异之处，在于模因关注的是“单元”，而网络

模因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单一的图像，不能作为

孤立的单元，而至少是一个文本集群，亦即系

统。其次，道金斯认为，模因可以通过模仿来

“复制”，并通过个体间的复制来传播。虽然

网络模因跟模因一样具有复制性，但是，支持

模因论的学者们忽略了文化的符号组成部分，

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复制”。根据符号学

最核心的定义之一，文本是“一定数量的符号

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

［10］42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符

号构成文本，文本不是通过复制从一个人传递

到另一个人，而是建构或者翻译的。库尔认

为，“复制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而翻译是一

［11］个解释性的过程” 。因此，在考虑到网络模

因的传播过程时，翻译比复制更贴切，因为它

包含了网络模因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信息，网

络模因虽有复制的特性，但它更应被看作是需

要翻译的符号系统。综上所述，网络模因与模

因的相似之处在于它部分具有模因的特质，模

因存活的三个关键“长寿、繁殖力以及复制

性”在新媒体时代都得到了广泛的延伸，但它

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网络模因是一个文本

集群而不是单个的文本单元，以及它不仅仅是

被忠实复制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

和重建。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出

发，将符号文本和传播特征作为关注的重点，

从伴随文本角度来理解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生

成，从元语言和符码角度来理解网络模因文本

的解释，以此来描述网络模因文本区别于其他

文本的特性。

二、网络模因文本的生成

上文提到，网络模因与模因的第一个相异

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个特定的文本，而是一系

列文本的集合。那么，这些文本集群及之间的

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任何一个符号文本，

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

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

［10］139便’携带着” 。网络模因相对于其他符号

文本特殊之处在于，它的生成尤其依赖伴随文

本中“先后文本”两种解释性伴随文本，且先

后文本各自具有特定属性。

一个符号文本集群之所以能被称为网络模

因，是因为有较为明确的、能解释社群识别的

先文本，亦即，模因论中最初被复制／模仿的

元素。那么，所有符号文本都有潜力成为网络

模因文本集群的先文本么？如果不是，那么那

些有资格成为网络模因先文本的符号文本究竟

有什么特性？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符号学中

一个著名的概念“标出性”，即“两个对立项

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网上

流传的不少模因属于名人标出，如《还珠格

格》连续剧截图系列、“葛优躺”“鲁迅名

言”系列等。不仅名人对普通人是一组相对的

概念，对于标出性的理解，还可以扩大到“图

像中部分元素具有与画面中其他元素显著区分

的特性”。例如，杭州男孩小吴，因为花4万元

修出了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眉毛，从此一夜爆

红。眉毛在本例中属于“标出”，因为与画面

中其他元素相比有显著特性，从而成了网络模

因的先文本。因此，网络模因的先文本不是任

意武断的，而是必须满足一个底线意义“图像

文本中某个（些）元素具有与其他元素显著区

分的特性，这种标出性可以是画面内部的比较

（小吴的例子），也可以跳出画面进入文化中

某个范畴来比较”。

网络模因文本集群存活的关键，不仅在

于有带标出性的先文本，还要具有大量的后

文本，且这些后文本中部分存在着“断裂”

的属性。后文本很容易理解，后出的文本承

接某个先出的文本，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

各种衍生物即是后文本。“断裂”何解？要

理解断裂，首先要理解符号学的意义观。从

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出发，可以归纳出四种类

型的共现：“整体共现”“流程共现”“认

［12］知共现”“类型共现” 。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共现，其本质都是一个指示符号，用简单



1716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第 30 卷第 30 卷 第 6 期 2018 年 12 月 第 6 期 2018 年 12 月

的字母来表示，即看到的是A，想到的是Ax

（Ax可以是A的整体，A在时间流中的滞留和

延 续 ， A引 发 的 心 理 意 义 ， A所 从 属 的 范

畴）。但网络模因的部分后文本所带来的，

正是对这种共现的颠覆，即A导向的不是Ax，

而是B，亦即一种共现的断裂。造成断裂的原

因，是网络模因后文本的文本间性偏执。许多

学者认为，巴赫金是第一个指出文本本身没有

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与其他文本产生关系的产

物的学者。随后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发展

了这个概念，引入了“文本间性”这个概念

（亦称“互文性”）用以指称文本之间的相互

关系，即文本之间相互影响或区别的方式。她

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

［13］转化” 。简单来说，文本间性指一个符号文

本通过另一个符号文本形成意义的过程。后文

本之所以对文本间性偏执，是因为生产时必须

考虑到图和文的配搭关系，两者或是共同表达

一种意义（增强），或是其中一者占主要意义

另一者以不协调的方式作为承接，在这种情况

下，文本会强迫接收者对图像进行新的解读，

从而导致认知共现的断裂。

三、网络模因文本的解释

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解释与其他形式的文

本解释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赵毅衡指出：

“表意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参与构筑文本解释需

要的元语言集合。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为三类：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

［10］227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 每

一次解释的尝试，都是接收者调用三种元语

言，通过互相作用而形成最终的结果。在网络

模因这一特殊文本中，三者并非占比均衡，而

是各有所偏重。在受众与数字信息的接触中，

由于身体的离场性，使得普通的文字信息缺乏

“语境元语言”，令编／解码的过程增加了不

确定性，“能力元语言”是接收者自身感知到

的能力，并非网络信息发送者能把握，从而使

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成为主导。在人际

交流中，理想的状态自然是意图意义=文本意义

=解释意义，在实际情况中，三者不一致的情况

屡见不鲜。试举一个较为新鲜的例子，“70

后”的老师向“00后”同学发送一个文字短信

“呵呵”用以表示“微笑，赞同”，“00后”

同学却解读出了“老师不赞同我，反而讽刺

我”的意思，为何？本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

语境元语言（不知老师处于何方，面带何种表

情，发出呵呵之声时用了怎样的语音语调，更

无从知晓老师心中所想为何），文本自携元语

言不够“主导”，导致文本接收者在本次解释

中调用的主导元语言是所属解释社群的“共

通”能力元语言（“00后”解释社群一般将

“呵呵”理解为嘲讽），从而得出了与发送意

义近乎相反的解释意义。如果将“呵呵”两字

换成几张小动物微笑的图片，则文本自携元语

言在解读中的地位会上升，导致误读可能性的

降低。网络模因，正是这样一类文本集群，以

自携元语言作为主导，文本本身的性质成为解

读时重点考量的因素，亦即，传受双方需要依赖

文本意义来寻找意图意义和解释意义的共鸣。

然而，仅仅具有自携元语言占主导的特

性，仍不足以完备地说明网络模因文本解释的

差异性和单个符号的表意规则。赵毅衡认为，

“任何文本的基本解码靠的是符义性解码，而

风格是全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情感是

［14］这种附加符码之一类” 。按照这个定义，符

号文本的“情感”主要产生于风格的附加层

次，不是文本的符义层次。前文已经指出，自

携元语言是网络模因解码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网络模因文本

集群中，情感符码并不是附加符码，而是解释

顺位靠前的优势符码。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信息爆炸”，抓住注意力的一个方

法，则是引起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感共

鸣。关于情感符码的优先性，或许另一个网络

模因的一种主导形式能直接从字面上给予回

应：“表情图”，亦即“可以传达情绪表情的

一 张 图 ， 是 一 种 利 用 图 片 来 表 示 感 情 的 方

式”。网络模因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传递情

感，体现的是人们之间情感交流的内在需求。

在众多的网络模因中，有相当数量的模因，文

字文本里含有语气词“啊哇呀啦”等，类似于

符号明喻般强迫连接，使得附加的修辞情感符

码直接显现于文本。2018年走红的网络谐音模

因“冲鸭（呀）”诞生之后，迅速成了新世代

情感交流、相互鼓励的形式，见诸社交媒体。

此模因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佐证，接收者接

收到这个文本，首先被唤起的是情绪化的激

励，带着“满满的元气和正能量”，不管是以

迪士尼动画形象唐老鸭作为图像文本，抑或是

以其他自然中的鸭形象作为图像文本，甚至脱

离图像的单一的文字文本“冲鸭”本身，都能

达到类似效果。如果情感符码仅仅在解码过程

中作为一种修辞性的“附加解码”，那么“一

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唐老鸭无预先

认知的接收者则会出现“不理解”，抑或是解

读出其他情感，导致很难实现“共鸣”，从而

使网络模因的传播与解码受到阻碍。

四、网络模因的传播特征

网络模因的另一个突出特质，在于迅速扩

散而产生无数衍生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

部分学者将网络模因与“病毒信息”（viral）

传播等同。根据希夫曼的观点，“病毒信息在

多个弱连接的人际网络之间由一个人转发至另

［9］55一个人，导致接触信息的人数迅速增加” 。

代纳尔则提出，“病毒信息以稳定不变的形式

［7］662在数字媒介之间传播” 。诸定义重点指向

了病毒信息与网络模因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数

字媒介中迅速传播。然而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

于，首先，病毒信息传播往往发生在不经意

间，即参与传播者不一定有主观的意图，而网

络模因则是有意被创建和传播的。其次，病毒

信息传播在于“不变性”，而网络模因的传播

或衍义的关键，无论是利用一个先出文本创造

后文本还是在后文本上进一步更改，皆在于

“变异性”。病毒传播与网络模因之间的隔阂

也绝非无法消融，纯粹是病毒传播的信息几乎

不可能存在，有着潜在转化为网络模因的可

能。为了说明网络模因的“变异性”，需要回

到符号学中“无限衍义”这个概念，“符号过

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

［10］101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 。作用于网

络模因，则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先文本，可以产

出近乎“无限”的后文本，进而产生近乎“无

限”的后后文本。跟着眼于“变异中的变异”

的普遍无限衍义过程不同，网络模因衍义“变

异性”的最大特点是“重复中有变异，变异中

有重复”。前文提到，网络模因文本集群需要

依赖具有标出性的先文本，这个先文本通常是

图像（假设为A），解释社群利用这个图像创

作变体，第一种变体是直接在图像上加上文字

文本（A+B），第二种变体是制造出图像的型

文本集群（A1，A2，A3），如果在社交媒体上

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则可能产生其他类型的变

体（A+B，A+C，A+D，A1+B，A2+C）等等。

无论是哪一种变体，始终黏附着A的影子，用

洛特曼对于诗歌翻译的说法，即“不是精确的

对应，而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是对称的变

［15］换，而是不对称的变换” ，由这种不对称性

中的对称性，导致了一种符号结构的差异，一

种特殊的无限衍义形式，“重复中的变异，变

异中的重复”。

网络模因传播的主要渠道是社交媒体，通

过文本生产开启了一个未完成的循环和连接、

关系和关联的过程，并依靠特定的解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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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母来表示，即看到的是A，想到的是Ax

（Ax可以是A的整体，A在时间流中的滞留和

延 续 ， A引 发 的 心 理 意 义 ， A所 从 属 的 范

畴）。但网络模因的部分后文本所带来的，

正是对这种共现的颠覆，即A导向的不是Ax，

而是B，亦即一种共现的断裂。造成断裂的原

因，是网络模因后文本的文本间性偏执。许多

学者认为，巴赫金是第一个指出文本本身没有

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与其他文本产生关系的产

物的学者。随后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发展

了这个概念，引入了“文本间性”这个概念

（亦称“互文性”）用以指称文本之间的相互

关系，即文本之间相互影响或区别的方式。她

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

［13］转化” 。简单来说，文本间性指一个符号文

本通过另一个符号文本形成意义的过程。后文

本之所以对文本间性偏执，是因为生产时必须

考虑到图和文的配搭关系，两者或是共同表达

一种意义（增强），或是其中一者占主要意义

另一者以不协调的方式作为承接，在这种情况

下，文本会强迫接收者对图像进行新的解读，

从而导致认知共现的断裂。

三、网络模因文本的解释

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解释与其他形式的文

本解释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赵毅衡指出：

“表意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参与构筑文本解释需

要的元语言集合。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为三类：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

［10］227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 每

一次解释的尝试，都是接收者调用三种元语

言，通过互相作用而形成最终的结果。在网络

模因这一特殊文本中，三者并非占比均衡，而

是各有所偏重。在受众与数字信息的接触中，

由于身体的离场性，使得普通的文字信息缺乏

“语境元语言”，令编／解码的过程增加了不

确定性，“能力元语言”是接收者自身感知到

的能力，并非网络信息发送者能把握，从而使

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成为主导。在人际

交流中，理想的状态自然是意图意义=文本意义

=解释意义，在实际情况中，三者不一致的情况

屡见不鲜。试举一个较为新鲜的例子，“70

后”的老师向“00后”同学发送一个文字短信

“呵呵”用以表示“微笑，赞同”，“00后”

同学却解读出了“老师不赞同我，反而讽刺

我”的意思，为何？本例中，由于缺乏具体的

语境元语言（不知老师处于何方，面带何种表

情，发出呵呵之声时用了怎样的语音语调，更

无从知晓老师心中所想为何），文本自携元语

言不够“主导”，导致文本接收者在本次解释

中调用的主导元语言是所属解释社群的“共

通”能力元语言（“00后”解释社群一般将

“呵呵”理解为嘲讽），从而得出了与发送意

义近乎相反的解释意义。如果将“呵呵”两字

换成几张小动物微笑的图片，则文本自携元语

言在解读中的地位会上升，导致误读可能性的

降低。网络模因，正是这样一类文本集群，以

自携元语言作为主导，文本本身的性质成为解

读时重点考量的因素，亦即，传受双方需要依赖

文本意义来寻找意图意义和解释意义的共鸣。

然而，仅仅具有自携元语言占主导的特

性，仍不足以完备地说明网络模因文本解释的

差异性和单个符号的表意规则。赵毅衡认为，

“任何文本的基本解码靠的是符义性解码，而

风格是全文本所有的附加符码之集合，情感是

［14］这种附加符码之一类” 。按照这个定义，符

号文本的“情感”主要产生于风格的附加层

次，不是文本的符义层次。前文已经指出，自

携元语言是网络模因解码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网络模因文本

集群中，情感符码并不是附加符码，而是解释

顺位靠前的优势符码。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信息爆炸”，抓住注意力的一个方

法，则是引起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感共

鸣。关于情感符码的优先性，或许另一个网络

模因的一种主导形式能直接从字面上给予回

应：“表情图”，亦即“可以传达情绪表情的

一 张 图 ， 是 一 种 利 用 图 片 来 表 示 感 情 的 方

式”。网络模因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传递情

感，体现的是人们之间情感交流的内在需求。

在众多的网络模因中，有相当数量的模因，文

字文本里含有语气词“啊哇呀啦”等，类似于

符号明喻般强迫连接，使得附加的修辞情感符

码直接显现于文本。2018年走红的网络谐音模

因“冲鸭（呀）”诞生之后，迅速成了新世代

情感交流、相互鼓励的形式，见诸社交媒体。

此模因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佐证，接收者接

收到这个文本，首先被唤起的是情绪化的激

励，带着“满满的元气和正能量”，不管是以

迪士尼动画形象唐老鸭作为图像文本，抑或是

以其他自然中的鸭形象作为图像文本，甚至脱

离图像的单一的文字文本“冲鸭”本身，都能

达到类似效果。如果情感符码仅仅在解码过程

中作为一种修辞性的“附加解码”，那么“一

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唐老鸭无预先

认知的接收者则会出现“不理解”，抑或是解

读出其他情感，导致很难实现“共鸣”，从而

使网络模因的传播与解码受到阻碍。

四、网络模因的传播特征

网络模因的另一个突出特质，在于迅速扩

散而产生无数衍生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

部分学者将网络模因与“病毒信息”（viral）

传播等同。根据希夫曼的观点，“病毒信息在

多个弱连接的人际网络之间由一个人转发至另

［9］55一个人，导致接触信息的人数迅速增加” 。

代纳尔则提出，“病毒信息以稳定不变的形式

［7］662在数字媒介之间传播” 。诸定义重点指向

了病毒信息与网络模因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数

字媒介中迅速传播。然而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

于，首先，病毒信息传播往往发生在不经意

间，即参与传播者不一定有主观的意图，而网

络模因则是有意被创建和传播的。其次，病毒

信息传播在于“不变性”，而网络模因的传播

或衍义的关键，无论是利用一个先出文本创造

后文本还是在后文本上进一步更改，皆在于

“变异性”。病毒传播与网络模因之间的隔阂

也绝非无法消融，纯粹是病毒传播的信息几乎

不可能存在，有着潜在转化为网络模因的可

能。为了说明网络模因的“变异性”，需要回

到符号学中“无限衍义”这个概念，“符号过

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

［10］101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 。作用于网

络模因，则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先文本，可以产

出近乎“无限”的后文本，进而产生近乎“无

限”的后后文本。跟着眼于“变异中的变异”

的普遍无限衍义过程不同，网络模因衍义“变

异性”的最大特点是“重复中有变异，变异中

有重复”。前文提到，网络模因文本集群需要

依赖具有标出性的先文本，这个先文本通常是

图像（假设为A），解释社群利用这个图像创

作变体，第一种变体是直接在图像上加上文字

文本（A+B），第二种变体是制造出图像的型

文本集群（A1，A2，A3），如果在社交媒体上

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则可能产生其他类型的变

体（A+B，A+C，A+D，A1+B，A2+C）等等。

无论是哪一种变体，始终黏附着A的影子，用

洛特曼对于诗歌翻译的说法，即“不是精确的

对应，而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是对称的变

［15］换，而是不对称的变换” ，由这种不对称性

中的对称性，导致了一种符号结构的差异，一

种特殊的无限衍义形式，“重复中的变异，变

异中的重复”。

网络模因传播的主要渠道是社交媒体，通

过文本生产开启了一个未完成的循环和连接、

关系和关联的过程，并依靠特定的解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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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解释社群的成员具有共同的能力元语言，这

也是前文中“呵呵”一词造成编解码不对应的

首要原因，同时也是网络模因是一个文本集群

而 不 是 单 个 文 本 的 原 因 之 一 。 米 尔 纳

（Milner）指出，“模因通常产生于社会群体

［16］聚集之处” ，网络模因现象，并不是詹姆斯

“复数世界”及于克斯库尔“周围世界”意义

上个体化、碎片化、琐碎化的符号过程，而是

由解释社群共享的并参与群体化符号的过程。

当一个网络模因文本集群流行起来并被许多不

同的受众使用时，它通过群体符号过程来建立

规范，这种规范无法由一个特定的人来执行，

而是必须通过解释社群。某个文本的流行，源

于特定的先文本，而后产生了新的文本，由拥

有共同能力元语言的解释社群分享，每一种新

的分享策略都打开了不同类型的连接和意义的

不同可能性，同时也提供了不同内容的传播可

能性。按照符号衍义的规律，解释项或然将导

向无穷多的新的解释项，如艾柯认为符号衍义

是不必追溯的而提出了“封闭漂流”的概念，

假定衍义已经从A到E，“一旦我们认识E时，

关于A的想法已经消失”。“内涵扩散就像癌

症，每一步，前一个符号就忘记了，消除了，

［17］漂流的快乐在于从符号漂流到符号。” 然

而，网络模因文本的衍义并非如此，后文本的

本质，是创造了庞大的型文本集群（A1，A2，

A3，Ab，AC，aB，ab，ABB等），并强化了先

文本本来的意义，由此导致了一个悖论式的发

展：网络模因文本集群在解释社群中经历的变

异越多，越稳定，先文本的痕迹越重，“封闭

漂流”中的前一个符号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某

种意义上“逆向而行”。

五、结论及展望

基于上文的相关分析，本文指出，网络模

因源于模因的概念，是模因在新媒体环境下的

重生，它也是一类特殊的文本集群，并且有如

下符号文本和传播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文本：

1. 网络模因文本的生成较为依赖伴随文本

中的先后文本，先后文本各自带有特定的属

性，先文本中的部分元素具有与其他元素显著

标出的特性。后文本对文本间性偏执，且部分

会造成共现的“断裂”。

2. 网络模因文本集群在解释时动用的三类

元语言并不均衡，自携元语言作为主导，针对

具体的解释规则符码，情感符码并非作为附加

解码，而是作为顺位优先的核心解码。

3. 文本集群在传播过程中“重复中有变

异，变异中有重复”，经由解释社群传播之

后，除了衍生物盛行之外，更是加强了最初先

文本的意义，形成了“逆封闭漂流”的效果。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在互联网用户参与的

时代下，人人皆“数字化生存”，人际交流也

呈现出一种多样态发展，许多独特的现象也应

运而生，网络模因亦是其中一员，它们不仅充

斥着网络，更是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共享范畴，

从而使得“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可能。

不能忘记的是，模因并不是在互联网时代诞生

的，它们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塑造着社

会群体的思维和方式。然而，数字时代确实令

模因有了些许“变异”和“进化”，或者可以

说网络模因是模因在数字时代下的“兼容版

本”，是模因与网络的“天作之合”。理解网

络模因，就是理解网络群体的行为、理解当代

社会、理解人类自身。从文本出发，以符号学

的视角来尝试着理解网络模因的部分特性，不

仅有助于澄明网络模因文本集群与其他文本相

比的独特性，让它从某种意义上变得“可理

解”，更重要的是，让那些“理所当然的现

象”变得可供探索。在探索世界方面，符号学

永远是谦虚的，当看似用它“解决”了一些问

题，理解了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部分特性时，

事实上对人类自身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诸如网

络模因传播的途径是怎样的、一个网络模因文

本集群在何种情况会消亡、不同的群体如何使

用这种“互联网文化现象”等等。这也正是符

号学对人类的要求，亦即，要了解一个符号，

永远只能用另一个符号，人类的生存之网，正

是在这种动力下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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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解人类自身。从文本出发，以符号学

的视角来尝试着理解网络模因的部分特性，不

仅有助于澄明网络模因文本集群与其他文本相

比的独特性，让它从某种意义上变得“可理

解”，更重要的是，让那些“理所当然的现

象”变得可供探索。在探索世界方面，符号学

永远是谦虚的，当看似用它“解决”了一些问

题，理解了网络模因文本集群的部分特性时，

事实上对人类自身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诸如网

络模因传播的途径是怎样的、一个网络模因文

本集群在何种情况会消亡、不同的群体如何使

用这种“互联网文化现象”等等。这也正是符

号学对人类的要求，亦即，要了解一个符号，

永远只能用另一个符号，人类的生存之网，正

是在这种动力下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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