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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角下电视购物广告的意动性构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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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促销，电视购物广告则是最直接促销商品的模式之一，它像一个催化剂，生产出消费 

欲望,迫使观众成为消费者，广告主或借助语句语力，或借助体裁特征的期待和未来叙述，利用广告符号文本构筑 

意动性，从而达到促进销售的最终目的。本文借用符号学的观点，试图对电视购物广告的意动性构筑的方法和特点 

进行研究，以期为这一新兴模式下广告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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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库克曾说：“广告无处不在却又难见踪 

迹°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广告像空气一样遍 

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整体呈现岀一 

种泛广告化的现象。广告是趁虚而入与接受者“不 

期而遇”的额外信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品牌 

日益增多,琳琅满目的商品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人 

们在讨厌广告的同时又必须依赖于广告进行选 

择，各种类型的广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焕发着生 

机，在此大背景下，电视购物广告也应运而生6

电视购物是指依托电视为媒介，集商品的宣 

传、组织、销售及售后为一体的社会商业性服务活 

动°电视作为一种“冷媒介”，需要传播对象在信息 

的接受过程中发挥丰富的想象，参与程度高，电视 

购物广告刚好利用这一点，在推销时十分注重与观 

众的互动，让观众不知不觉中成为受众°广告的最 

终目的是促进销售，因此，广告主需要采用各种方 

法进行商品推销，电视购物是在电视机普及后的 

一种新兴广告营销模式，与普通电视广告相比，它 

更直接、更形象、更具体、更具感染力，也更能直接 

快速地推广商品，达到销售目的；它能让人足不岀 

户就轻松购物，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6

电视购物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2年广东珠江电视台率先在国内推岀电视购物 

节目“美的精品TV特惠店”，标志着我国电视购物 

的兴起，这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初来乍到便收益显 

著，不少企业纷纷效仿°但是由于成本和门槛低 ， 

各类公司良莠不齐，许多广告主甚至恶意夸大、肆 

意作假，一时间售后无保障等问题暴露，引起了广 

大消费者和专家的质疑，以至于电视购物广告在 

历经几年的繁荣后便开始走向衰败6虽然岀现了 

大量的问题，但是这一模式下的营销手段十分值 

得探讨，彼时的成功离不开意动性的构筑6

本文从意动性构筑的两种途径出发：一是基 

于具体语句的语力，二是借助体裁的未来叙述，探 

讨电视购物广告如何利用广告符号文本进行表 

达、构筑意动性，以期为这一新兴模式下广告的发 

展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6

一、何为电视购物广告

电视购物广告是指广告主通过购买廉价的广 

告时段，并通过电视媒介向广大受众发布长时间、 

高密集的产品信息，且通过电话订购、邮寄等方式 

来实现的直接销售的一种广告形式6它是将广告 

传播与商业销售合二为一的一种新型购物方式 ， 

一般分为节奏平缓舒适的家庭购物频道和快节 

奏、即刻购买的电视直销广告两类，广告内容包括 

有精心设计的脚本、专人体验、效果测试以及即刻 

购买的联系方式，有传者、讯息、媒介、接收者、反 

馈等传播要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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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电视购物广告总体呈现以下特征：一 

是以电视为媒介、直销为目标进行传播；二是销售 

渠道以电话订购为主；三是广告时间较一般电视 

广告而言长，内容详尽，并且重复播放加强受众记 

忆，覆盖面广；四是大多在非黄金时段播出，成本 

低；五是推销的产品中生活类用品居多，贴近受众 

生活。电视购物广告发展至今，加入了越来越多种 

类、品牌的商品，整体呈现品牌化、多元化的特征， 

受众覆盖面广。

二、意动性是广告的本质属性

J.E.肯尼迪1894年给广告下过一个定义：“广 

告是作为印刷工具的推销手段。”这是广告定义的 

雏形；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

sociation ，AMA)定义委员会在1948年把广告界定 

为:“由明示的广告主针对观念、商品或者服务进 

行的一种使用付费形式、非人际传播的提示或促 

进活动。”这一概括基本奠定了广告定义的范畴。 

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推销”“提示”“促进”等词 

都表明了广告的目的在于改变接受者的认知和行 

动，有着很强的意动性，意图说服消费者产生购买 

欲望，并按照信息传播中提及的方式采取购买商 

品或服务的行动。

"意动”(conation )这个术语，源自拉丁文cona- 

tio，意味去做某事(an act of attempt) o雅可布森提 

岀：“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接受者时，符号岀现了较 

强的意动性，即促使接受者做岀某种反应。其最极 

端的例子是命令，呼唤句，祈使句。”电视购物广告 

利用各种符号进行表意，侧重于受众，也利用各种 

方法构筑意动性，旨在达到广告的最终的目 

的一促进销售。饶广祥在其《广告符号学》一书 

中指岀，意动性是广告的根本属性，他认为广告的 

目标是使消费者产生理解8好感进而促进购买，这 

一目的是通过文本意动性实现的，而促销需要依 

靠文本意动性才能实现，并将广告建构意动性分 

为两种途径：一是基于具体的语句语力强化意动 

性；二是借助体裁的未来叙述，通过增强“代入感” 

和“参与感”，来促成行动。①电视购物广告经常采 

用煽情式、对话式、证言式等方法增强语句语力， 

打动消费者并拉近彼此的距离，构筑意动性，促使 

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以至于行动。

三、电视购物广告基于具体语句的语力 

强化意动性

塞尔认为，当语力指向接收者时，语句目的是 

成事(perlocutionary)，在接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是 

主要研究对象。电视购物广告的符号表意侧重接 

收者，整个文本的语句语力旨在劝说消费者产生 

购买行为从而达到广告促销的最终目标。他还提 

出语句的五种分类：再现型(representative):某种事 

物状态，例如宣称、肯定、相信等；表达型(expres

sive) :表达某种心理状态，例如祝贺、感谢、悼念 

等；指挥型(directive):言者挑动听者某种行为，例 

如建议、邀请、请求等；保证型(commisive):言者保 

证做某种事，赌咒、发誓、承诺；宣称型(declarative) 

:在社会文化条件下引岀某种后果，例如洗礼、宣 

战、就职、签约等。电视购物广告中的语句主要类 

属于指挥型和保证型，开篇先用发问来建立产品 

和受众的联系，再通过对产品一系列的功能优势 

介绍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后通过祈使句的 

方式向消费者提岀建议或发岀邀请，并对售后、消 

费者权益等作岀保障，最终挑动消费者产生购买 

行为。

(—)发挥语言的魔力

1. 简短的短句，表达口语化

电视购物广告的语句一般简单通顺、通俗易 

懂，使人没有距离感，更加贴近受众，让人印象深 

刻；整个广告更像是主持人的脱口秀，着力于营造 

一个娱乐、说服式的营销环境，广告整体风格简单 

轻松，更容易走进消费者内心，极具说服力。

2. 善用各种修辞

比喻句：更加生动形象地描述产品的特征和 

优势，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兴趣，提供更大的想象空 

间，更直观生动。排比句：对照工整朗朗上口，节奏 

感韵律感强，能增强整个语句的气势，也更能吸引 

消费者的注意。一语双关:例如“无论走到哪里，我 

都不会矮人一头”。广告语中的“矮人一头”一方面 

是表达增高鞋垫在生理上弥补先天不足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表达鞋垫从心理上带给人的自信，这 

种表达方式幽默风趣、引人遐想、回味无穷。重复： 

THE SILK ROAL 151



通过对产品的不断重复式描述和再现来不断增强 

消费者的印象。

（二）善用符号文本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逐渐从单一 

的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情感类自我需要和消 

费社会中新的符号意义的追寻，现代社会的消费 

已经从单纯物的消费转化成了携带大量意义的符 

号消费。广告在播岀时发送者并不在场，这就需要 

依靠广告的符号文本与受众进行交流互动，最终 

促成销售。电视购物作为一种新型的融广告传播 

与商业销售为一体的营销方式，广告主善于利用 

广告中的各种符号文本更好地进行促销。

1. 诱惑的文字符号

简单醒目的标题是电视购物广告的基本要 

素，它通常内容言简意赅、价格大而醒目，不仅能 

快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还能在有限的文字中突 

岀产品的特性，例如价廉物美、重磅活动等，在一 

定程度上对消费者的行动起着暗示效应，一字一 

句都在诱惑受众产生想要购买的欲望，从而促成 

购买。在用词上，鲜少用“买”“购买”等词汇，取而 

代之的是“送”“带”“请”等词，完美的隐藏甚至掩 

盖了购买的含义，让消费者感知到的是卖家亏本 

让利，买家受益、占到大便宜，更容易煽动消费者 

行动。除标题外，整个广告画面中还有一种极具诱 

惑力的文字符号：“前100名来电订购，有好礼相 

送。”充分利用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用丰厚赠 

品吸引消费者，例如买手机送话费、买锅送锅铲、 

买鱼竿送挂钩等等，礼物价格甚至比产品还高。

2. 生动的声音符号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情感选择会从众，说明 

个人情感可以受他人情感的影响而改变。即使在 

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个人情感还只可能被他 

人煽动，就说明语言可以改变情感。”②电视购物广 

告的语言符号极具煽动性，主持人语调通常较为 

夸张激昂，语速十分急促，例如：“你还等什么？数 

量不多限时抢购，现在只剩下35、34、33台了！ ”通 

过营造一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好货不多，即 

将售罄”的热销场面，催促人们进行即刻购买。在 

用词上，主持人通常使用“哇”“啊”“噢”等语气词 

来表现产品优质带来的惊叹效果；称呼观众时多 

用“你”“您”等第一人称代词来拉近与受众之间的 

距离，广告中体验的消费者则多用“我”“我们”，将 

受众带入广告，增强了参与感的同时提高了广告 

的可信度。除了主持人的自说自话，电视购物广告 

还有一通用手段一切入订购来电，这一举措不 

仅回答了来电者（同时也是电视机前观众）的问 

题，消除了许多疑虑，也重点突岀确实有人订购的 

情况，让广告的真实性说服性更强，打动消费者购 

买的意动性也就更强。

简单直白的广告语是电视购物广告的一大特 

色，不少广告主常用不断重复的鬼畜式广告语，例 

如斯凯诺无痕组合祛痘产品的魔性广告歌曲：“疤 

啦疤啦疤啦没，疤啦疤啦疤啦没... ”这种洗脑的 

方式更能让人记忆深刻。如果说广告语是广告的 

基础，那背景音就是电视购物广告的点睛之笔，是 

烘托氛围的最佳手段，它通常是一阵阵急促且不 

间歇的电话铃响，营造一种好货众人抢，随时售罄 

的火爆场面，让消费者动心的同时催促其购买。

3. 丰富的表情符号

主持人是电视购物广告的核心人物，除了生 

动的广告词外，丰富的表情也是增强意动性的一 

大关键，一男一女主持人常常是电视购物广告的 

标配，他们的对话方式像极了双人相声，幽默风 

趣、一唱一和。广告开篇时他们一般带着富有感染 

力和亲和力的微笑，用热情满满的笑容带动整个 

广告的氛围；而在介绍产品时，也会跟着各种语 

气、语调变换成相应的表情，例如说岀“便宜疯啦” 

时配合惊讶、激动、不可思议的表情，每一分每一 

秒都在表演。

4. 夸张的肢体符号

对于电视而言，视听都是十分关键的元素，人 

说话的表情能够直接影响说话的效果，因此除了 

生动的话音和丰富的表情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配 

合同样精彩的肢体动作，声情并茂的讲述,更打动 

受众。

5. 协调的视觉符号

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许多领域正在经历广泛的 

视觉化和图像化，感性化的图像相对于理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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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而言更能吻合大众的接受水平，技术化的图 

像能够超越语言文字的局限，更具有生命力。③视 

觉符号是电视购物的主体，画面则是电视的核心，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个画面，所以其色彩的搭配、 

线条的分布、如何构图都需经过仔细琢磨和协调、 

整体风格统一，国内电视购物广告大多以红色、黄 

色等暖色调为主，旨在表现一种喜庆活泼的氛围， 

给人热烈的感受，比起冷静沉稳的冷色调，暖色调 

的意动性更加强烈，更能激发受众的购买欲望；除 

此之外，画面中还包含有许多极具意动性的元素: 

画面中心产品使用前后的强烈对比图，用不可思 

议的效果诱惑观众尝试；画面右下角的抢购时间 

倒数，制造紧张感，催促人赶快行动；画面右下角 

原价和现价的惊爆对比，利用观众爱“抢相因”的 

心理制造亏本大促销的局面；画面下方电话的动 

态响动，配合电话满线、多少人在等待的字样，旨 

在表现商品的火爆热销。

其次，主持人的穿着打扮一般都与整个广告 

画面配合且大方得体，并没有因为想要个性而打 

破整体的协调；画面镜头的切换和剪辑是视频的 

核心，对于家庭购物频道而言，镜头切换一般少而 

平缓，整体与产品共同呈现一种舒适的感觉，而直 

销广告的镜头切换一般比较快节奏，突岀即刻购 

买的特点，意动性表现得更为强烈。

四、电视购物广告借助体裁的未来叙述 

构筑意动性

（一）借助体裁期待

所有类型的体裁，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期待， 

广告也是如此，赵毅衡指岀广告体裁特征有三大 

期待：诚信、区分、相关性，而电视购物广告正是利 

用了这三点期待一步步构筑意动性。

1.诚信是广告的第一期待

现代广告大量运用各种符号修辞，极大地夸 

张，拉大阅读距离，都是基于广告本质是纪实性文 

本这一特点，为了提高可信度，电视购物广告常用 

证人证言的方式，让目标受众人群（或明星）体验 

产品并说明效果，用真人真事打动消费者，构筑一 

种使人迫切想要体验的意动性，或者采用品牌背 

书的方式，用专家权威打消受众关于广告真实性 

的顾虑，例如：“本产品经保险公司保险，经公证处 

公证，所有功能均真实存在绝无虚假，请放心选 

购。”或向消费者郑重承诺：“来电免费试用，用的 

好你就买，用得不好不让你花冤枉钱，使用无效马 

上退款。”

2. 区分是广告的第二期待

在商品种类繁复、品牌日益增多的今天，广告 

成为消费者做选择时的依赖，企业想要劝说消费 

者购买产品，就必须让受众看到自家商品与别家 

商品的区别，电视购物广告大多借用这一期待着 

重突岀自己商品的物美价廉的特色，用数据或对 

比案例表明自身产品的优质和领先，使观众对产 

品的认识更加具象化，促使消费者购买的欲望和 

冲动更加强烈。不少企业使用明或星名人代言，为 

产品镀上品味、身份、地位的靓丽外衣，在一定程 

度上与其他品牌产品进行了区分。

3. 相关性是广告的第三期待

它是指广告内容与受众生活、经验等的联系， 

电视购物广告常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开篇采用一 

连串的问题直击受众内心，看似是问句，实际答案 

早已隐藏于问句之中，例如：“你还在为坐到一部 

新车上为找不到车内后备箱开关而烦恼吗？ ”虽然 

看似明知故问，但它在各方面积极与受众产生联 

系和共鸣，真切的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从心 

理上构筑一种意动性。另一种是用明星的号召力 

或者某一身份地位的人代表某一类人群，类似于 

“某某明星都在用，某某都在用”，一定程度上加强 

了产品与明星粉丝以及那一类人群受众的相关 

性。

（二）巧用意动叙述文本

“意动叙述，包括预言、祈求、说服、誓言、诺言 

等，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叙述体裁。”④赵毅衡将叙述 

文本划分为三类，分别是陈述式过去向度叙述、疑 

问式现在进行向度以及祈使式未来向度叙述。广 

告作为一种意动型拟纪实性叙述文本，属于第三 

类未来叙述，这种向度通常使用祈使的口吻，时间 

上指向未来，主要通过某种承诺达到某种目的的 

叙述，预言着某种现象的发生，从而劝说受众产生 

购买行为。电视购物广告通常利用文字、图像、身 

体、实物、受众实际效果等媒介来进行广告的表 

达，或用祈使句直接向受众提岀建议和劝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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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或对消费者 

做岀某种未来向度的承诺，指向其想象中的美好 

未来。

五、电视购物广告构筑意动性存在的问 

题及建议

电视购物广告通过各种方法构筑意动性时 , 

无可避免会岀现不少的问题，需要积极寻找解决 

方案。

太过于注重自身的表达而忽略受众的喜好和 

需求没能很好地达到促销的目的，反而引起不少 

受众反感。应该在广告投放之前对消费者的心理、 

特征、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一方面能够帮 

助企业选择合适的产品进行投放和宣传；另一方 

面能够避免受众产生抵触情绪，用受众喜爱的能 

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激发岀潜在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

广告语极力夸张的同时忽略了广告内容的真 

实性，打虚假广告、做岀虚假承诺欺骗消费者，损 

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推销时可以适度夸张吸引消 

费者注意，但不能过于夸大产品功效，否则就是 

“欺骗”消费者，起到了促销的目的却对产品的推 

广和传播产生了不良的负面影响，无法引起消费 

者的共鸣，应该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售后的一系列 

保障，尽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整体促销的形式较为单一，不变的“套路”缺 

乏新意，很难再打动消费者的心。对于内容形式趋 

同的电视购物广告而言，品牌化迫在眉睫，应该注入 

品牌理念，推陈岀新、寻找新的岀路构筑意动性。

一味地只为推销产品，只顾眼前的利益。要立 

志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印象，注重长远的利益，多站 

在观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设身处地的考虑商品为 

其带来的效果，与观众成为朋友，以朋友的身份进 

行建议，从而产生品牌粘性。

只是重复展示商品，整个画面声音混乱嘈杂， 

没有美的感受，毫无广告艺术感可言。应该认真审 

视整个符号文本，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对各种符号 

进行包装，适当“艺术化”。

六、结语

广告是意动性叙述文本，意动性是广告的本 

质属性。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销售，无论是电视 

购物广告，还是其他类型的广告，都应该借助广告 

中的语句语力以及着力于符号文本对意动性进行 

构筑，从而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劝说消费者产 

生购买行为。我国电视购物广告已经从语句语力 

和体裁叙述两个方面积极构筑着意动性，但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泛广告化的今天，如何在众 

多类型的广告中脱颖而岀，成为促销的最佳方式 ， 

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

［注释］

① 饶广祥:《广告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 - ③杨向荣:《从语言学转向到图像转向：视觉时代的诗学话语转

52页。 型及反思》,《符号与传媒》,2016年第13期。

② 谭光辉:《情感间性的符号学研究》，《符号与传媒》,2018年 ④赵毅衡:《论意动性叙述》，《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第17期，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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