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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符号系统中的能指 

与所指功能研究 
On the function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  -  - _  _ _ 

in advertising semiology system 

口 许俊义， 张美洁 

(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广告凭借其专业优势、资本优势和话语优势赋予了商品某种符 

号象征价值，使消费者对于商品的消费成 了一种建构自我的生存方式。 

运用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工具来分析广告符号系统可知：第一，商 

品的意义是由广告中的能指指涉系统产生的，并与所指密不可分；第二， 

广告的这种强大功能来源于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它为广告创造了无限 

宽阔的舞台；第三，广告中的能指和所指通道是固定和封闭的，意义从生 

产到传输再到消费者解码都应该是事先确定和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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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消费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对商品 

的谈论、购买和占有，所带来的已不仅仅是个人 

生理的功能性满足和心理上的愉悦，，它已经成为 

个体的主要生存方式，成为个体确定其存在、宣 

示其品位、标志其阶层的主要手段之一。“透过消 

费来自我创造的社会主体，是一个自我创造与自 

我确认的个体，这一部分乃因透过商品与服务的 

使用，使我们将自我形塑成一些社会性的认同， 

并且得以展现出这些认同，这使得消费成为一个 

形塑自主性、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的重要领域”。⋯ 

而商品和消费所具有的这种“形塑”功能更多的 

是由广告来赋予的。工厂车间利用看得见的原材 

料生产出冷冰冰的原始产品，赋予它以功能性，使 

其具有物质价值；此后，广告传播系统借助具有 

公共话语权的媒介，通过对时尚元素、社会文化 

元素的组合，生产出可资品味和消费的商品，赋 

予它以象征意义和某种符号价值，从而完成其社 

会化过程。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消费层次的不断提 

升，使得广告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壮观、最个 

性、最具普遍性和观赏性的文化景观；同时，作为 

一 种文化形式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体制121，它也 

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系统。广告是通俗文化中的一 

种，同时也关联着高雅艺术 ，其目标对象涉及社 

会各色人等。因此，它既可以是粗制滥造的拙劣 

表现，也可以是供收藏和玩味的艺术品，它利用 

人类社会一切可供利用的元素，附着一切人类所 

感兴趣的东西；它形式多样 ，既可通过传统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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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形式传播，近年来也通 

过网络、彩铃、楼宇、投影、人体、厕所、太空等媒 

体形式传播；它构成复杂，手法多样，涉及色彩、 

音乐、画面、动画、影像、文字、布局等要素，故事、 

戏剧、油画、水墨画、相声、小品、涂鸦等都能在其 

中找到一席之地。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广告有时 

让人捉摸不透甚至不知所云，为人们对它的分析 

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符号学作为一门新兴 

学科具有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它所使用的能指和 

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历时与共时、语言和言语 

等概念能够明晰事物关系，揭示事物所蕴含的深 

层意义。在符号学研究中，能指和所指概念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共同构成了符号的框架结 

构，是符号学分析的基础和起点。 

一

、广告文本中能指和所指的整体性 _ 。。 

符号学鼻祖索绪尔将符号界定为由能指和 

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在语言中能指指的是 

“音响形象”，所指指的是“概念”，二者如同纸的 

两面，缺少任何一个，实体都将化为乌有。这种区 

分在符号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法国符号学 

家罗兰·巴特在其著作中曾这样总结：“在索绪尔 

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意 

义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的能指相混淆，而 

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经过对词素和意 

素、形式和理念、形象和概念等词的一番考虑和 

犹疑之后，索绪尔选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的结 

合便构成了符号。这一主张至关重要，应时刻不 

忘，因为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作能指 ，而它实际 

上涉及的是一种双面的现实。” 罗兰·巴特也认 

为每一面都包含两个层次，即形式和内质。就广 

告而言，所有的广告过程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 

“说什么”和“怎么说”。前者涉及的是一次广告行 

为和一个具体的广告作品的广告主题，即广告的 

内容；后者则涉及的是广告的表达问题，即如何将 

广告要传达的主题传达出去，并传达得更好、更 

有创意，更能达到吸引消费者注意、使其产生兴 

趣和消费欲望，并促使其产生购买行动的目的。 

前者是广告符号的内容面(内质 )，即所指 ；后者 

是表达面(形式)，即能指。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 

成了广告创作的结构要素。如沃尔沃汽车广告在 

瑞典的广告词是“像你恨它一样驾驶它。”这句恶 

趣的广告词淋漓尽致地点明了沃尔沃汽车的主 

题是“安全性”。 

沃尔沃公司旱在 1920年代成立之初，就定 

位于制造最安全的汽车，沃尔沃的核心价值就是 

“安全”，“安全”成了一切经营活动的灵魂。围绕 

着“安全”这个主题，在生产和研发上，从 1945年 

到 1990年，该公司在各式新车上设计配置了32 

项主动或被动装置，如 1959年发明的现在是所 

有小汽车法定装备的三点式安全带 ，1972年首 

创的目前已在汽车行业普及的安全气囊等。在广 

告上，沃尔沃公司更是发展和推出了各种以“安 

全”为诉求主题的作品，如曾获 1 996年嘎纳国际 

大奖的“安全别针”广告，表现方式是在空大留白 

的版面中用一个安全别针屈成汽车的外形，大标 

题为“你可信赖的汽车”，别针本来就有“安全别 

针”的称呼，在这里与沃尔沃的“安全”映衬得可 

谓天衣无缝。此外，沃尔沃经常以其独具的安全 

气囊来表现其安全性，所以我们看到另一则获嘎 

纳大奖的沃尔沃广告：一个活泼可爱的婴儿将头 

枕在母亲的两乳之间酣然入睡，右下角有 VOLVO 

(沃尔沃)品牌字体，母亲右乳上的文案引人入胜： 

“沃尔沃汽车，世界上最早装有安全气袋的轿车”。 

在沃尔沃品牌广告上，沃尔沃的安全是内容、内 

质，是始终不变的被指示的意义，是“所指”，而各 

种不同的广告表现则是形式，是各种“能指”，二 

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如表 1所示。 

表 1 沃尔沃汽车广告中的所指和能指构成 

研究界定者 符号构成 

所指 能指 

二、广告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结合的任意性≯ 

索绪尔在谈到所指和能指时，认为二者的关 

系和头等重要的特征是能指和所指结合的任意 

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 

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 

体，我(rl=-7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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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性是符号学的原则，但“任意性问题并 

非仅仅针对自然语言而言，它是在符号学的层次 

上被提出来的”，任意性揭示的不仅是语言之谜， 

而且也揭开了人类文化之谜：“从根本上说，人类 

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原理上都是 

‘任意的’，与自然现象有本质区别。我们只有在 

这个层面上理解‘任意性’，才能把握它的实质和 

意义所在。”[51任意是与天然相对的，它体现的是 

人作为意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可以作为人 

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现代广告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活动，讲求对 

事物的创造性认识和对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它关 

联着文化和社会，是一种强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可 

以对人们的语言、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产 

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广告活动中，广告人对 

创意的执著追求和强调不同的行业特征，从本质 

上讲就源于这种任意性。没有了任意性，广告人 

也就失去了发挥才能的舞台，广告业也就失去了 

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以我国服装广告为例，服 

装这个符号，其能指就是“服装”这个词和服装的 

汉语读音(fuzhuang)，其所指是人们的穿着用品。但 

在广告文本中，这些却有了重大改变。首先，服装 

的能指改变了，七匹狼、森马、柒牌这些各式各样 

的能指代替了服装这个符号，成为了服装的新能 

指；而新能指所指示的意义和所指也有了改变： 

七匹狼指的是“与狼共舞，尽显英雄本色”，要求 

的是“相信伙伴，相信自己”；森马指的是“穿什么 

就是什么”；柒牌是“让女人心动的男人”，同时 

“男人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在广告的文本里，广 

告中出现的能指一方面取代我们对“服装”的描 

述能指，另一方面也与不同的所指相呼应而取得 

了不同的意义。这种替换和创造使“私人语言”成 

了“公共语言”甚至是“标准语言”，而这完全是广 

告的功劳。广告是一个由厂商和广告人创造的意 

义实现公共化的系统，即凭借其对于大众传播媒 

介话语权的掌握，把经过精心编码的广告符码传 

播给受众，从而塑造大众对于商品意义和市场事 

件的认识，取得意义认同，进而影响消费者的价 

值判断和购买行动。 

服装广告系统除了服装品牌名称的任意性 

外，还包括广告能指对于服装意义的指涉，如表 2 

所示。 

服装意指系统是最基本的系统，人们主要通 

表 2 服装广告系统中 

广告“能指”对于服装意义的指涉 

过口头传授、耳濡目染等人际传播方式来了解，具 

有普遍性和有限性。前者是指服装对于人类的保 

暖、遮羞和美观意义，是一种常识性意义；后者是 

指这种能指(服装名称的写法和读音 )对应服装 

那个概念是固定的，而且生成的意义也不能做过 

多的延伸。而在服装广告的意指系统中，又包括 

两个意指子系统。第一个是不同的品牌名称(能 

指)和服装(所指 )的系统。服装品牌名称众多，不 

同厂商可以根据 自己对市场、消费者、竞争者和 

自己的市场愿景任意创造不同的“音响形象”来指 

涉服装，这是任意的，是服装厂商或广告创意者 

作为市场主体能动性的表现。第二个是不同的广 

告服装品牌名称之间的意指。为了使公众知晓这 

个意指系统(新的服装品牌所代表的含义和价值 

观 )，厂商和广告人要创作一系列的广告作品来 

展示这个新的品牌。这种系统是可以拓展的，具 

有创造性，即生产者和广告商可以制作各种各样 

的广告来指称新系统，为其增加不同的意义。在 

这个新的意指系统中，“服装”已经超越了基本 

的功能性含义而成了消费者的生存方式，这种消 

费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并表现自我的方式。 

在能指和所指结合及广告意义的生成过程 

中，广告创作是带有很大任意性和偶然性的行为， 

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商品和品牌在消费者心 

智中获得区别于其他品牌的“差异”，从而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获得一席之地。 

三、广告意指系统中能指和所指通道的固 

定性 甏 _ _|鼍警 ll 蠹 一 

在广告符号系统中，广告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具有任意性，但就广告符号系统来说 ，它是一个 

董壶重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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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系统，意义不容外溢。能指和所指的通道 

相对于其他系统 ，如文学系统、艺术系统来说更 

加固定，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过：“语言的符号形式要 

想抵挡时间的消解性和破坏性的影响，就必须具 

有一种稳定性和持久性。”16]这种稳定性在诸如文 

学系统和艺术系统等一般符号系统中也存在，但 

在一般系统里，符号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行 

为，创作的目的也仅仅是尽量引起受众或欢喜、或 

悲伤、或唏嘘、或幸福等心理感受。而广告系统与 

它们有本质区别，它可以让受众感动，但感动受 

众却不是广告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受众将这种 

感动转化为对商品的购买愿望。换言之，广告的 

目的是要让消费者说“商品好”，而非“广告好”。 

广告首先是商业行为，是付费的信息传播活动，它 

目的明确，功利1生强。由于传播费用昂贵，因此为 

了使最小成本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广告就必须 

具有较强的可控性，需要能指和所指具有较强的 

固定性，产生一一对应的关联 ，即使产生其他意 

义，这种意义也应是创作者能预先料到的或是消 

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正面联想。否则，广告的效 

果将走向反面。 

如发生在 2004年 12月的耐克“恐惧斗室” 

广告事件，广告创作者的初衷是运用龙、中国飞 

天和中国武术等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的元素，借 

用美国篮球明星约翰逊主演的闯关游戏，加入互 

动形式来表达耐克品牌所倡导的直面恐惧、挑战 

自我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理念，借此达到与华人消 

费者沟通的目的。但在广告播出后，由于广告中 

中国元素被贬用、被詹姆斯一一击败，最终激怒 

华人，被我国有关部门叫停。从符号学角度看，创 

作者和受众对能指(龙、中国飞天和中国武术 )的 

理解存在偏差，创作者没有考虑消费者所处的文 

化环境和思维模式，能指与通道断裂，从而导致 

意义溢出，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意义阐释 ，因此失 

败是必然的。 

防止通道断裂和意义溢出对于广告人来说 

是必修课。首先他要根据任意性原则确定广告主 

题即广告作品应该生成的意义，其次是进行“旧 

元素的组合”即确定能指系统来意指和生化这个 

意义。这应该是一个确定了的、消费者喜爱和乐 

于接受的单一通道，通过这个通道 ，消费者获得 

和接受已经被植入的意义，达到这个目的，也就 

意味着广告成功。但符号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意义的理解和接受一般都与人们所处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符号本身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其能指和所指不可能呈现严格的一一对 

应关系” 。因此，广告创作既是一个事务性工作， 

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是“鸡蛋上的舞蹈”， 

广告人需要的是持续的耐心和坚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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