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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研究 §

论 “泛广告化” 传播的符号学机制

饶广祥

摘　 要: 广告作为当代最活跃的传播方式之一ꎬ 是反映文化演变的直接体裁ꎮ 新媒介的发展、 消费模式

的演变ꎬ 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形态的变化ꎬ 进而影响传播文化的基质ꎮ 有关新媒介影响下广告变化的研究ꎬ
大多聚焦于具体操作技巧ꎬ 忽略了广告体裁演变这一更为深层的维度ꎮ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ꎬ 新媒介语境下

广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 “泛广告化”ꎮ 当前ꎬ 泛广告化既表现在剧情广告、 原生广告等新形态的大量

涌现ꎬ 也表现为植入广告、 冠名赞助等传统泛广告形式的规模壮大ꎮ 广告从新闻等信息类型中独立出来ꎬ 成

为独具风格的标出项ꎬ 并形成其文本意向性ꎮ 而泛广告化则让广告从传播活动标出项翻转为非标出项ꎬ 成为

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在此过程中ꎬ 广告文本的意向性融合了新闻、 ＭＴＶ、 微博等文本的意向性ꎬ 呈现了多

元化的趋势ꎬ 由此弥合了接收者想要接受的文本和强行置入的广告之间的分歧ꎬ 推动了当代广告传播的全面

演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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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是反映媒介变化和文化变动的敏锐体裁ꎮ 广告形态与其媒介载体的形态紧密相关ꎬ 从最早的

实物广告、 叫卖广告和声响广告ꎬ 到诉诸图像的旗帜广告ꎬ 再到大众传媒时代的报纸广告、 广播广

告、 电视广告ꎬ 媒介形态的变革直接导致附载其上的广告形态的变迁ꎮ 当前ꎬ 微信、 微博、 抖音等移

动应用的出现ꎬ 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ꎬ 对广告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新媒介如何影响广告不仅关

涉广告理论解释和实践操作ꎬ 是整个广告学学界和业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ꎬ 也是文化研究所必须面对

的问题ꎮ 业界顺应媒介变化进行各种尝试ꎬ 涌现出不少新广告形态ꎻ 学界对当前广告形态的变化与趋

势有不少讨论ꎬ 但大多聚焦于某类新广告形态的操作技巧ꎬ 缺乏对广告整体形态的规律性把握ꎮ
麦克卢汉所说 “媒介即讯息”ꎬ 强调了媒介作为中介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和文化的转型ꎮ 麦克卢汉

的思考极为宏观ꎬ 落实到文本层面ꎬ 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是造成了文本归类方式的变化ꎮ 体裁是传送者

与接受者之间订下的默契约定ꎬ 体现文本意向性ꎬ 即约定接收者面对文本时的解读方向ꎮ 基于此ꎬ 本

文尝试从体裁切入ꎬ 考察新媒介时代广告的泛化及其意向性变化ꎬ 回应新媒介时代广告的发展趋势这

一个根本论题ꎮ

一、 当代广告的泛化趋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ꎬ 广告的形态和风格发生巨变ꎬ 变得越来越不像广告ꎬ 全面进入 “泛化”
时代ꎮ 原生广告、 创意中插广告、 搜索引擎广告及微博和微信中的官方发布 / 用户发布 (转发) 的商

品广告、 微信公众号的商品信息推广广告、 抖音视频里的商品秀、 网络剧里的剧情广告等成为广告的

主要形式ꎮ 植入广告、 冠名广告、 赞助广告等规模不断扩大ꎬ 已经渗透到各种体裁ꎬ 推动了 “泛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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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化” (Ｐａ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泛广告化也已经从大众媒介扩展到实践空间ꎬ 商品、 场

景自身也成为常见的广告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商品还会通过衍生商品的方式ꎬ 再度广告化ꎮ 这在电影领

域很常见ꎬ 不少电影在上映之前ꎬ 通过生产和电影相关的玩偶来吸引受众ꎮ 当代文化中广告已经无处

不在ꎬ 据调查ꎬ 城市里每个人一天接触到显性与隐性广告ꎬ 达到 ４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条ꎬ 数量极其惊人ꎮ①

这证明泛广告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文化生活与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从文本角度看ꎬ 广告是 “携带意动性的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具有尾题的文本”ꎮ② 而泛广告化是

指广告从文本形式上突破广告尾题形式、 大众媒介等限制ꎬ 向其他意义活动渗透的趋势ꎮ 泛广告是对

泛广告化之后的各种各样形态广告的总称ꎮ
很早就有学者意识到泛广告化的问题ꎮ 上个世纪 ４０ 年代ꎬ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

阿道尔诺就描述道: “一切没有贴上广告标签的东西ꎬ 都会在经济上受到人们的质疑ꎮ 既然广告

取得了全面的胜利ꎬ 那么它的核心地位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了: 兴建的宏伟建筑ꎬ 泛光照明的巨石

广告ꎬ 都是免费的ꎻ 在屋顶上、 在光彩夺目的纪念碑上ꎬ 它们用不着表现出自命不凡的样子ꎬ 就能把

企业的原创力展现出来ꎮ” 不仅如此ꎬ 两位学者还指出: “今天ꎬ 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 «生活» 和

«财富» 中ꎬ 假如你匆匆瞥上一眼ꎬ 还很难分清哪一张是广告ꎬ 哪一张是社论性的图片和文字ꎮ 感

化、 欺骗以及独立的复制装置ꎬ 都可以以推销为目的来展览商品ꎬ 今天ꎬ 每个明星的大幅特写都是她

的广告ꎬ 每首流行歌曲都在为它的曲调捧场ꎮ 广告和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融合起来ꎮ”③ 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虽然没有使用 “泛广告化” 这个词ꎬ 但已洞察到广告的泛化: 在形式上已经泛化为艺

术ꎬ 商品自身也成了广告ꎬ 报纸杂志的广告已经难以辨认ꎬ 而社评图片、 装置、 明星照片、 歌词等都

成为了广告的形式ꎮ 著名的营销与广告专家里斯父女也注意到泛广告化现象ꎬ 并且认为ꎬ 严格意义上

的广告已经蜕变成以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件为主的泛广告传播ꎮ④

新媒介的冲击ꎬ 让更多研究者意识到泛广告化问题ꎮ 有学者用 “柔性传播” 来概括这种泛化现

象ꎬ⑤ 也有学者主张使用 “软广告” 来统称这种变化ꎬ⑥ 而多数研究者则从媒介内在发展脉络和历史

分期的框架中进行研究ꎬ 认为广告形态变化主要依赖于信息载体的媒介形态的变化ꎬ 并据此总结出新

的广告形态及特征ꎮ 如王菲认为广告方式向 “即时、 移动、 索取、 简约” 延伸ꎬ 逆向广告、 搜索引

擎成为广告形态中的经络ꎮ⑦ 黎明提出了 “互联网 ＋ ” 时代广告形态发展的主流趋向: “在 Ｗｅｂ１ ０
广告和 Ｗｅｂ２ ０ 广告现有形态的基础上ꎬ 结合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 ‘互联网 ＋ ’ 技术要素ꎬ 进一步

发展出智能化营销和跨媒体沟通这样的新广告形态ꎮ”⑧

事实上ꎬ 当前泛广告化的形态和数量都飞速发展ꎮ 比如剧情广告是随着网络剧流行而发展起来的

新的广告形态ꎬ 短短几年间ꎬ 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广告形式之一ꎬ “所有点击量预计超过 １０ 亿的

剧集几乎都有创意中插的身影ꎮ 价格也水涨船高ꎬ 从 «暗黑者» 的单条 ５０ 万到 «欢乐颂 ２» 中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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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１０００ 万ꎬ 报价两年间涨了 ６ 倍”ꎮ① 相比之下ꎬ 冠名赞助广告则是泛广告化的传统形式ꎬ 这种广告

形式是把商品名放入到栏目中ꎬ 凸显了商品的信息ꎬ 同时并不影响栏目自身的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伊利

花了 ５ 亿元冠名 «奔跑吧兄弟 ４»ꎬ 以推广其产品安慕希希腊酸奶ꎮ 而这亦非特例ꎬ “但凡是有点影响

力的综艺节目ꎬ 冠名费都在亿元以上ꎮ 总以 ‘经费有限’ 为理由的 «极限挑战»ꎬ 第三季的冠名费已

达 ４ 亿元ꎬ «中国新歌声 ２» 冠名费超过 ５ 亿ꎬ «欢乐喜剧人 ３» 和 «天籁之战» 的冠名费也超过了 ２
亿”ꎮ② 冠名赞助广告已然成为影视广告的最重要形式ꎬ 获得广告主的广泛支持ꎮ

不过ꎬ 冠名赞助费用的高昂ꎬ 也促使广告主选择其他的宣传方式ꎮ 植入广告和原生广告 (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ｄ) 便是常被选择的类型ꎮ 植入广告虽然已经取消了广告的形式ꎬ 但商品的图像和信息往往极为明

显ꎮ 原生广告则是将商品信息和文本信息融合在一起ꎬ 其类型很多ꎬ 常见的有微博上的包含商品信息

的博文、 朋友圈中发布标注有 “广告” 的动态商品信息ꎬ 都属于原生广告ꎮ 当前ꎬ 原生广告日益成

为企业传播的主要形式和最重要的广告形式之一ꎬ 也成为泛广告化的重要标志ꎮ
当下社会ꎬ 泛广告已经弥散到生活的各个角落ꎬ 大到宇宙飞船ꎬ 小到筷子、 碗等日常用品ꎬ 甚至

人的身体也成为了泛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穿着有 ｌｏｇｏ 的服饰ꎬ 转发有关商品的朋友圈信息ꎬ
分享各类商品使用心得ꎬ 甚至连思维都已出现泛广告化迹象———按广告的方式推广自己ꎬ 用广告的眼

光审阅周围的一切ꎮ 广告前所未有地渗透到文本、 文化、 身体和精神之中ꎬ 以至于有论者认为 “数

字时代广告才是真正意义的广告”ꎮ③ 可以说ꎬ 广告的全面泛化ꎬ 尤其是原生广告的产生ꎬ 使广告文

本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广告体裁特征ꎬ 那些难以辨认出其是否为广告的泛广告ꎬ 发挥着广告的功

能ꎬ 并逐渐成为广告最重要的趋势ꎮ 而要洞悉这种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ꎬ 我们就不得不分析泛广告

化的符号学机制及保持广告说服力的意向性机制ꎮ

二、 广告体裁的标出与意向性获得

广告作为沟通销售方和购买者的文本ꎬ 是伴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ꎮ 广告的雏形是市

场交换双方的口语沟通、 交易场所的店招、 实物展示等ꎮ 广告作为独立的体裁ꎬ 是在大众媒介发展起

来后才逐步形成ꎮ 报纸等大众传媒最初目的是传递新闻信息ꎬ 比如公元前 ５９ 年古罗马出现的手抄报

纸 «每日纪闻» 便是 “最先进行的采集和发布信息的系统性尝试”ꎮ④ 通过报纸获得最新信息ꎬ 是人

们长期形成的习惯ꎬ 传递最新信息的方式逐步凝固为新闻体裁ꎬ 并成为默认的大众传媒形态ꎮ
广告和新闻都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ꎬ 而相对于新闻ꎬ 广告从产生之初就是传播活动中的标

出项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ꎮ 所谓 “标出项”ꎬ 最早在语言学中被提出ꎬ 原来称为 “标记性”ꎬ 赵毅衡在把

“标记性” 推演到文化研究中时ꎬ 认为此译名丢失了原文的被动态ꎬ 建议把 “标记” 改成 “标出”ꎮ
标出性理论认为ꎬ 文化范畴的标出性远远比语言更为普遍而复杂ꎬ 在文化二元对立的意义范畴中ꎬ 存

在着大量导致意义不平衡的 “非此非彼ꎬ 亦此亦彼” 的表意ꎬ 可以称之为 “中项”ꎮ⑤ 中项会偏向对

立两元中的一项ꎬ 这种 “中项偏边” 则成为所谓 “社会正常秩序” 的最主要构成方式ꎮ 中项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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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的一元ꎬ 联合构成 “非标出集团”ꎮ
现代广告 “闯入” 刊登新闻的报纸ꎬ 本身就是偶一为之 “标出项”ꎮ 在人类漫长的传播发展中ꎬ

新闻是大众传媒的常态ꎬ 是非标出的正常项ꎬ 而新闻和历史悠久的文学具有极大的关系ꎬ 则更证明了

这一点ꎮ 早期的新闻也有一定的文学性ꎬ 并未和文学等体裁完全独立开来ꎮ “１８ 世纪新闻报道的高度

文学性ꎬ 表现在那些 ‘闲笔’ (ｅｓｓａｙ ｐａｐｅｒｓ) 中ꎬ 它们至今仍为大西洋两岸的学生们所诵读”ꎻ 不少

报纸还刊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ꎬ 其中 «新英格兰新闻报» 就因刊登大量文学作品ꎬ 而被认为 “填补

了一个巨大的文学空白”ꎬ 因为 “供大众阅读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在北美殖民地是罕见的”ꎮ① 这种文

学性ꎬ 是让新闻被普通的信息传播裹挟ꎬ 成为了非标出项的重要原因ꎮ
广告体裁是逐步从新闻中演化而来的ꎮ 早期的报纸

广告的写作手法跟新闻区别不大ꎬ 文本上未呈现出明显

的不同ꎮ 为了让读者区分开新闻与广告ꎬ “大多数刊物

仍然把广告限制在发行物的卷首或封面特定的版面上ꎬ
以免读者把广告和编辑的内容搞混”ꎮ② 上海电视台在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播出第一条电视广告时ꎬ 不少人认为

“有点像故事片、 新闻片ꎬ 好像是一条新闻一样”ꎮ③ 而

实际上广告亦曾被称为 “商业新闻”ꎮ④ 在长期互动过程中ꎬ 广告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ꎬ 凝固为 “具

有尾题 (商品信息)” 的文本ꎮ⑤ 由此ꎬ 广告与新闻是二元对立的范畴ꎬ 在此二元对立中ꎬ 广告成为

较少使用的一项ꎬ 也就是标出项 (见右图 “广告的标出”)ꎮ
任何一类文本独立成体裁ꎬ 总携带着与其他类型文本相区别的风格特征ꎬ 这些风格特征被解释为

某一类体裁的指示符号ꎮ 广告作为标出项ꎬ 逐步从新闻中演化出其文本风格特征ꎮ 尽管 “文化标出

性只是主观感觉到的符号偏离ꎬ 无法像语言学的的标出性 (经常是 ‘结构较复杂’) 那样客观度

量”ꎬ⑥ 但是这样的风格标出还是可以从广告与新闻的对比中明显感知到ꎬ 尤其随着新媒介的发展ꎬ
信息渠道的开放ꎬ 信息泛滥ꎬ 广告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ꎬ 广告的风格日趋极端ꎮ 比如ꎬ 法兰琳卡化妆

品的广告ꎬ 开头就大声重复 “我们恨化学” 便是这种极端风格的体现ꎮ 广告的这种极端表现是为了

让自己标出ꎬ 以获得更多关注ꎮ 恒源祥 “十二生肖” 广告ꎬ 把 “恒源祥” 重复十二遍的做法ꎬ 也是

这类风格极端的广告的典型代表ꎮ 这种有意追求标出的行为ꎬ 让广告更加远离正常语言ꎮ
广告的标出性风格特征在刊播时得到了强化ꎮ 通常ꎬ 广告时段便是节目中间休息时段ꎬ 这使得广

告与新闻等其他信息从时段上就被区分开来ꎬ 尤其是在电视上ꎬ 节目精彩之处往往突然插播一段广

告ꎮ 强硬插播影响受众的收看ꎬ 也凸显了广告标出项特性ꎬ 让广告文本和其他文本风格特征的区别被

放大ꎮ 进入网络时代ꎬ 不少网页弹出广告为了引起关注ꎬ 内容尺度较大ꎬ 更是让网络用户对广告愈加

反感ꎮ 不仅如此ꎬ 相对于新闻ꎬ 广告在价值观上也被标出了ꎮ 广告强调商业功能ꎬ 以实现广告主推销

自己产品或服务的需要为目的ꎬ 是一种有偿传播活动ꎻ 而新闻事实本身就具有传播价值ꎬ 它以满足人

们的信息需要为目的ꎬ 从理论上来说ꎬ 它是一种无偿传播活动ꎮ⑦ 新闻的无偿性和社会公共性ꎬ 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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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项具有正常性的传播活动ꎻ 而广告的有偿性、 商业性ꎬ 在对比之下ꎬ 则显得 “蝇营狗苟”ꎬ 成

为传播标出项ꎬ 受众对新闻和广告信息价值判断迥异ꎮ
进而言之ꎬ 虚假广告的出现ꎬ 让广告的非正常位置更加凸显ꎮ 真实性作为广告的基本原则ꎬ 要求

广告要以事实为依据ꎬ 即广告所指向的产品、 品牌或服务应该是客观存在的ꎬ 并且其所展示的信息应

符合商品实际情况ꎬ 不能误导受众ꎮ 然而ꎬ 广告背后的利益也让虚假广告屡禁不止ꎬ 虚假广告文本风

格常有的夸张性ꎬ 把广告信息推向了更加标出的地位ꎬ 这让受众对广告往往强烈躲避ꎮ
广告作为标出项成为独立体裁的过程ꎬ 实质上也是文本意向性形成过程ꎮ “意向性” 最早由德国

哲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 (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提出ꎬ 意为: “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将某物作为对象而包容

于自身之中ꎮ” 而意向性就是 “心理的内存在与某一内容的关联ꎬ 某一个对象的指向ꎮ”① 胡塞尔发展

了人的意识具有指向性的观点ꎬ 强调意向性让意识可以从对象获取意义ꎮ② 赵毅衡提出ꎬ 除了人的意

识具有意向性ꎬ 符号文本也具有意向性ꎬ 即 “文本意向性” (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它是 “符号文本

表意中的品格”ꎬ③ 具体而言ꎬ 是符号文本体现出来的创造与展示意识ꎬ 更多地展现为一种文化品格ꎮ
文本意向性直接落脚于体裁ꎬ 是文本的自携元语言ꎬ 造就了阅读期待ꎮ

文本意向性是接收者建立的与文本的阅读关联ꎮ 这种关联受发送者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影响ꎬ 也

是接受者解读文本时遵循的依据ꎮ 在广告体裁形成的过程中ꎬ 一方面广告文本本身必须遵循其基础文

本表意规则ꎬ 同时接收者也要按照这个约定的规则来解读广告ꎮ 从文本形式看ꎬ 广告的文本意向性是

通过尾题来表达的ꎮ 泛广告化最值得研究的问题ꎬ 是文本的意向性张力方式的变异: 当文本表意规则

被打破ꎬ 尾题被逐步弱化至取消时ꎬ 文本意向性将如何变化? 这是本文需要研究的课题ꎮ

三、 泛广告化机制与意向性扩散

不同于语言标出项的稳定ꎬ 文化由于媒介等因素的冲击ꎬ 边界不断变动ꎬ 对立的意义概念为代表

文化 “正常性” 的非标出项地位ꎬ 时时在进行意义权争夺ꎮ④ 一直以来ꎬ 广告因其体裁形态、 文化价

值和文本风格被 “定格” 在标出项的范围内ꎬ 然而近年来随着媒介的发展ꎬ 广告正通过泛化争夺正

常性ꎬ 逐步获得非标出地位ꎮ 广告争夺正常地位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广告逐渐弱化自己体裁

风格特征ꎬ 变得越来越不像广告ꎻ 二是将大量的信息形式纳入到广告的体裁之中ꎬ 实现全面的翻转ꎮ
泛广告化实质上是广告文本和被承载媒介的其他文本之间的界限不断消融ꎬ 最后完全演变为其他的体

裁ꎬ 泛化路径也清晰可见: 广告→剧情广告 (微电影广告) →植入广告 (冠名赞助等) →原生广告

→商品广告 (衍生商品广告)ꎮ
以尾题的方式来区分广告和其他文本ꎬ 为广告体裁冲淡弱化提供了判断标准ꎮ 广告不再以重复

的、 凸显的产品、 服务和品牌信息等传统的方式争夺人们的注意力ꎬ 而开始以更迂回、 更巧妙、 更隐

蔽的方式传递信息ꎬ 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广告ꎮ 微电影广告的出现ꎬ 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代表ꎮ 微

电影广告一方面具备了电影的剧情吸引力ꎬ 同时也保证了传播效果ꎮ 例如ꎬ 以 “永恒记忆” 为主题

的 “金士顿” 品牌的系列微电影广告———２０１３ 年的 «记忆月台»、 ２０１４ 年的 «当不掉的记忆»ꎬ 就是

用最不商业的方式把商业微电影的故事讲述到极致ꎬ 几乎让人忘记这是广告ꎬ 直到片尾均出现了

“尾题”ꎬ 才提醒了观众这并非单纯的微电影ꎬ 而是广告ꎮ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８８.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ꎬ 李幼蒸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２１０ － ２１１ 页ꎮ
赵毅衡: «文本意向性: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ꎬ «文艺争鸣»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赵毅衡: «文化符号学中的 “标出性”»ꎬ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 － １２ 页ꎮ



饶广祥: 论 “泛广告化” 传播的符号学机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剧情广告则进一步体现出这种泛化趋势ꎮ 剧情广告也被称为 “创意中插广告” “小剧场广告”ꎬ
是随着网络剧流行而兴起的一种广告形式ꎬ 通过使用被植入的影视剧的演员、 角色、 情节来设计广

告ꎬ 从而模糊广告与所插入的剧情之间的差异ꎮ 剧情广告往往和网络剧一起设计情节、 一起拍摄ꎬ 因

此相似度极高ꎬ 难以分清彼此ꎮ 但因为有尾题的保证ꎬ 剧情广告只是泛化的开始ꎮ
不少广告借用尾题的位置进行体裁创新ꎬ 而一旦尾题被改变ꎬ 广告最明显的体裁标示也就消失ꎮ

早在 ２０１３ 年ꎬ 佳能经典微电影广告 «留下我» (Ｌｅａｖｅ Ｍｅ) 就做了取消尾题的尝试ꎮ 广告片长五分

钟ꎬ 以 “佳能ꎬ 感动常在” 为主题ꎬ 整个短片中人物没有特别强调过 “佳能”ꎬ 佳能相机只是作为影

片情节的一个推动因素ꎬ 即便在影片故事结束后ꎬ 佳能的品牌标识也没有出现或停留在片尾ꎬ 而是以

播放导演及演职人员名单等的方式结束ꎮ 以隐藏尾题的方式ꎬ 广告逐步争取了受众的认可ꎬ 广告的标

出性渐弱ꎬ 不少观众没有明白这是佳能照相机的广告ꎮ
新的信息传播形式ꎬ 尤其是原生广告的出现和流行ꎬ 则彻底将广告纳入到非标出项之中ꎮ 原生广告最

早源自于联合广场 (Ｕｎｉ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 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费雷德威尔逊 (Ｆｒｅｄ Ｗｉｌｓｏｎ) 的一次讲话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威尔逊在 “在线媒介、 营销与广告会议”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ｄｉａꎬ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发言中提出: “新的广告形式将存在于网站的原生变现系统 (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ꎮ”① 他强调网站

广告体验的 “独特性和原生性”ꎬ 但没有提出 “原生广告” 这个术语ꎬ 也未进行定义ꎮ 原生广告是在

后来不断实践中被总结出来的ꎬ 并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广告形式ꎮ
但到底什么是原生广告则说法不一ꎬ 存在争议ꎮ 美国互动广告局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

编撰的 «原生广告手册»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ｌａｙｂｏｏｋ) 开篇就提出: 原生广告定义众多ꎬ 但没有

获得普遍认可ꎬ 原因在于 “原生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理的生态系统以及营销者的战略和媒体

目标”ꎮ 手册同时强调ꎬ “原生广告与其所依托的媒介平台内容相关度高ꎬ 与设计风格和使用方式保

持一致ꎬ 让广告自然融合在原有界面ꎬ 让用户难以觉察”ꎮ② 由此可见ꎬ 原生广告所强调的是ꎬ 要符

合用户的使用期望ꎬ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广告对用户体验的影响ꎬ 依托平台原有的流量、 用户和内容基

础ꎬ 把原生平台的用户无形之中转换为广告受众ꎮ 国内有学者认为ꎬ 内容风格与页面一致、 设计形式

镶嵌在页面之中ꎬ 同时符合用户使用原页面的行为习惯的广告ꎬ 就是原生广告ꎮ③ 也有学者认为原生

广告是 “‘内容营销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或者 ‘品牌化内容 ( Ｂｒａ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的另一种名称而

已”ꎮ④ 如此种种争议ꎬ 都没有回到文本的形式展开讨论ꎮ
目前各论者措辞虽有不同ꎬ 但原生广告的定义大致清晰: 广告文本转化为其出现位置的体裁ꎬ 以

该体裁的形式呈现商品信息ꎬ 这个信息文本与接收者期待阅读的文本形式一致ꎬ 因此呈现出 “原生”
性ꎮ 植入广告是商品信息进入被植入文本ꎬ 原生广告是商品信息独立成一个文本ꎬ 这个文本和其链接

的其他文本的体裁一致ꎮ 受众在接收文本时ꎬ 在文本形式和内容上难以区分广告和其他的非广告文

本ꎬ 这是之所以称为 “原生” 的缘故ꎮ 比如抖音的原生广告就是以抖音短视频的文本出现的、 介绍

商品信息的无尾题的文本ꎮ 因此ꎬ 原生广告并不具备原有广告体裁特征ꎮ 它随着媒介平台的属性而变

化ꎬ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广告形式ꎮ 由广告形式上的 “伪装” 产生的广告体裁的消融ꎬ 使得广告信息

和其他信息的边界模糊ꎬ 而广告活动操作方式的多样化和原生化、 观众喜闻乐见的广告形式的出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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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３.
喻国明: «镶嵌、 创意、 内容: 移动互联广告的三个关键词———以原生广告的操作路线为例»ꎬ «新闻与写作»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８ － ５２ 页ꎮ
康瑾: «原生广告的概念、 属性与问题»ꎬ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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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广告出现标出性翻转ꎮ
原生广告极为常见ꎬ 尤其在用户生产内容 ( ＵＧＣ) 的平台上ꎮ 比如网络问答社区知乎ꎬ 常将广

告信息包装成 “知乎体”ꎬ 即采用问答的形式来传播商品ꎮ 知乎上有一篇 «比想象中更极客ꎬ 戴森是

怎样一家公司?» 的帖子ꎬ① 邀请了戴森的英国工程师、 产品人员一起参与写作ꎬ 全文 ４０００ 多字ꎬ 完

整解密了戴森这家极客公司技术研发实力及其产品背后的技术因素ꎮ② 这则原生广告不是简单地宣传

戴森产品和品牌ꎬ 而是从产品背后的技术进行剖析ꎬ 既是一则帮助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的广告ꎬ 更是

一篇分享知识科普贴ꎮ 知乎的风格相当一贯ꎬ 诸如此类的广告大量存在ꎬ 但从文本本身已经很难看出

广告的痕迹ꎮ 原生广告集传统的宣传产品、 服务或品牌信息的单一价值和平台价值于一体ꎬ 在内容价

值上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ꎬ 其价值逻辑和表现让广告的标出性正在翻转ꎮ
有学者认为国内已经在实践的原生广告大体可以归结为四大流派: 以凤凰网为代表的媒体派ꎬ 依

赖媒体的借势与造势能力ꎻ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派ꎬ 依赖于对数据的深度挖掘ꎻ 以 ＩｎＭｏｂｉ (印度著

名移动广告公司) 为代表的平台派ꎬ 通过规模化定制实现ꎻ 以有道 (网易旗下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

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子公司) 为代表的应用派ꎬ 产品驱动是其原生方向ꎮ③ 如此清晰地划分未免有点勉

强ꎬ 但毋庸置疑的是原生广告范围如此之广ꎬ 已经彻底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部分内容都成为广告ꎬ
当代传播也就出现泛广告化的趋势ꎮ

新闻、 百度动态、 明星博文、 手机屏保、 朋友圈推广、 个人分享、 公众号推文ꎬ 不少都成为了原

生广告ꎬ 由此ꎬ 广告已经超出了之前广告范围ꎬ 在不断地同化其他体裁ꎬ 争取文化正常地位ꎬ 变成信

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也正因为原生广告体裁形态的模糊性ꎬ 容易与平台原有信息产生混淆ꎬ 造

成受众的误解ꎬ 不少原生广告不得不明确告知用户这就是广告ꎮ 比如知乎就开辟了专门的广告专栏ꎬ
并且广告文章会有广告标记ꎬ 贴出明显的 “广告” 二字ꎮ 而如此做法又恰恰说明ꎬ 当代传播的泛广

告化已经引发了广告边界的消融ꎮ
广告标出性的翻转ꎬ 还表现在作为非标出项的新闻的主动让位ꎮ 新闻广告化是近年来常见的现

象ꎬ 新闻越来越多地借鉴广告的表现手法ꎬ 进行炒作、 预热ꎬ 设置议题、 噱头吸引读者ꎬ 这影响人们

对于新闻风格的习惯信任ꎬ 并为广告争夺中项铺路ꎮ 而广告和新闻事件融合在一起ꎬ 已经是当代广告

传播的最重要形式ꎬ 甚至是像名人去世、 灾难这样的严肃事件ꎬ 也成为广告的内容之一ꎮ 比如著名主

持人李咏去世ꎬ 便有不少品牌借势做广告ꎮ
综上可见ꎬ 从早期具有入侵性的广告形式ꎬ 到后来集内容价值与体裁创新于一体的原生广告ꎬ 以

及商品自身成为广告ꎬ 广告的标出性减弱ꎬ 当广告逐渐成为有价值的信息ꎬ 翻转成为受众信息接收的

非标出项之后ꎬ 广告的文本意向性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ꎮ 新闻、 ＭＴＶ、 微博等文本的意向性被融合到

广告文本的意向性之中ꎬ 既尊重了受众体验ꎬ 也避免了阅读 “噪音”ꎬ 并实现了有效说服ꎮ 全面泛广

告化是广告文本意向性转化到受众目标阅读的文本意向性阶段ꎮ 这种意向性的转化ꎬ 将从根本上解决

接收者想要接受的文本和强行置入的广告之间的冲突ꎬ 还原出广告作为沟通买卖双方的有用信息的本

真状态ꎬ 并依托于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精准定位而全面实现ꎮ
与许多西方论者一样ꎬ 娜奥米克莱恩 ( Ｎａｏｍｉ Ｋｌｅｉｎ) 也在著作中痛切地抗议ꎬ 广告的扩张让

人们在生活中 “别无空间、 别无选择”ꎬ “文化选择也愈形狭隘”ꎬ④ 他们都感觉到广告对生存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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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ꎮ 但是本文则试图指出这种压迫感在泛广告时代得到缓解的希望ꎬ 亦即原本挤占文化空间的广

告ꎬ 经由泛化而冲淡过于咄咄逼人的销售商品文本意向性ꎬ 由此把广告空间让渡给艺术空间ꎬ 使广告

文本意向性融合到生活的审美意向性之中ꎬ 让广告和商品信息回到人们生活中可以容纳的位置ꎮ 这个

过程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ꎬ 离让广告融化到社会的文化之中这个目标还很遥远ꎮ 但是这个趋势值得鼓

励ꎬ 在其未来发展过程中ꎬ 人们的消费体系会渐渐完善ꎬ 经济发展会得到新的推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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