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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气质在广告中的表现 

1 介绍  

广告中的性别提供强有力的行为模式去模仿或反对。男性形象通常表现为权力，

力量，男子气概，运动的和敢于竞争，而女性形象展现美丽，顺从，教养和协作。

这样的主题不断的出现在大众文化（包括广告），并自然而然的被人们所接受。 

然而，科学上对性别的理解和我们对性别的通常理解不同。在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二十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关于南太平洋文化的发现中，她指出男性和女性

气质不总是像西方文化所指的一样，社会学家和自然学家已经调查了性别的哪些

方面是生物性的，哪些是文化性的。随着研究深入，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的

证据表明我们文化中被认为是当然的男性和女性气质在特定文化中有着很大不

同。当前的证据充分显示性别的很多方面都是后天获得的，而不是天生的，当然

它也是文化性的。 

谁在灌输性别的行为期望？当然是父母和监护人灌输了的文化规范，但是也有其

他的很多因素的影响-同龄人，其他成年人，学校，和大众传媒。结果是个人被

塑造，定型，同时被鼓励承担作为男性或女性的文化上合适的角色。 

他们所学的是——男性和女性的内在和行为期望——性别。大多数社会学家运用

性别 gender 来表示在一种文化中既定的男性和女性气质，相比之下，他们使用

性 sex 来指出男性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这两种思想的区别——天生和后天获得

的区别——有助于究女性和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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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通常用法中，术语性别 gender 经常会代替性 sex，使得在前述段落中提

到的区别很难被记住。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表现了这种不太准确的用法，它要求

申请者在不同选项中确认性别 gender。相比之下，美国护照表明了某人的

“性”sex。这两个用法其实指代的意思是相同的。 

本章主题是性别在美国当代广告业中的表现。焦点集中在广告来表现男性和女性

气质，以此来模型化和理想化特定角色和行为的。尽管广告是关于性别的教导方

式之一，但是广告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证明了它在灌输性别概念中的重要作

用。 

2. 生命周期中的性别表现 

在生命周期中我们看到了性别的动态特点。性别既不是固定的又不是静态的-正

如一个人生命周期的演变，就像一个家庭的发展和通过学习而成熟的过程。然而

它不断的被社会环境，文化变迁，和个人决策和很多其他的因素所重塑。 

本章将展示广告世界中表现的男人和女人的理想生活。广告很少描绘超过一个或

两个人生时刻（就好象在平面广告中一样）或者特定时刻的小插曲，或者是“生

命的一个片段”(如在电视广告中一样)。根据生命周期的阶段，从婴儿期到老年，

各种各样的图片和叙述被整理收集，以解释性别是如何在广告表现的。 

以下八十七个广告是在 2006 年五月和六月之间在报摊的不同杂志上收集的。在

这些杂志中的广告超过了 1000 个。这个章节的广告用来表现性别所涉及的最广

泛的范围。同样地，这些特定广告意图引起人们注意在现代广告中的创意范围。

应该谨慎使用这些广告来对特定表现的频率或典型性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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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周期 

关于新生婴儿的第一个问题是：男孩或女孩？如此快的问婴儿的性别，强调了男

性或女性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从一开始，是男孩还是女孩通常是已知的，而个

人身份确定都围绕这个基本事实。广告关于婴儿的描绘也能很快的提供这一信

息，经常用大家熟悉的符号蓝色或者粉色来说明。 

有时，有可能在这种区别出现之前找到关于婴儿的形象。例如，在图 3 描绘了一

个婴儿而没有任何对性别的说明。这是美国摄影协会为了促进父亲对孩子的责

任，而是用的跨性别的信息。这个乳白色的毯子意味着中性。同样地，在图 4

中稍微大一点的婴儿也没有任何对其性别的提及。没有任何文字或颜色在这两个

广告中表明婴儿的性别。  

图 5 表明了性别很快凸显出来。这个广告说到了这个婴儿是一个男性，虽然这个

广告中产品女孩和男孩都可以使用。蓝色加强了这个婴儿是个男孩的印象，但是

和男性相关主要特征还没有在他身上体现（例如，强度，和力量，等等）。 

同样地，蓝色没有在图 6 中出现，并且婴儿被说成是“她”。 虽然颜色的运用没

有像图 5 中的性别显示的那么清楚，但是文字清楚的说明这个婴儿是个女孩。性

别理论家可能会比较这两个广告，揭示关于性别的更微妙的信息。在图 5 中的男

孩在思考，在图 6 中的女孩在被保护。性别的问题比单单是 他/她 和蓝色/粉色 

要更深刻的多。 

当比较不同广告时，通常会有上面这样的发现。但是，大多数制作广告的人在日

常工作中并不会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而是，他们更关注执行广告策略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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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要考虑什么是把产品优点传递给父母们的最好方式。尽管人们在现实生活

中通常说婴儿是男孩或女孩，但广告中却很少反映这个现实。另外一方面，那些

研究性别教育的学者们批评说重复这样的例子会导致加强这种观念。问题在最后

变成，哪一个最先出现——文化还是广告？ 

在图 7 中稍微有点大的孩子依照他们穿的衣服颜色，可以很明显的分辨是男孩还

是女孩。在这个年龄阶段，性别的差异在穿着和行为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很难再

去掩盖了。在过去的广告中男孩的的衣服往往比女孩的脏。这样，可能会有争议

的是，清洗男孩衣服的洗衣产品也明显适用于女孩的衣服。但是，这个广告没有

这类性别上的区别。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嬉戏。 

年龄相似的孩子出现在图 8 中，但是在一个不太性别中性的环境中。蓝色和粉色

华丽装饰和相对比较普通的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了适合每一个性别的风

格。在广告中，很多东西都是跨越性别共享的-生活的欢乐，玩耍的乐趣，笑声，

户外，等等。但是，就产品本身对于性别是有区别的-鞋子不仅仅是鞋子，而是

符合这个年龄的男孩和女孩的鞋子。这个广告描绘了分别适合男孩和女孩的风

格。 

图 9 中的男孩正在玩飞机，士兵，和野生动物玩具-文化上，这些玩具比较适合

男性。事实上这则广告中的信息是指向他的父母的，大概是他的母亲，因为图上

涉及了厨房的清洁，而传统上女人承担清洁厨房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

会是针对他的父亲的-这则广告所遗留的可能性之一。广告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

中性的。但是在过去的广告中经常用男孩子来说明事情会变得如何脏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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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10 和 11 中性别角色更清晰的展现给我们，男孩子光着脚在外面跑和玩耍，

而女孩子在屋里打扮自己。结果男孩子把沙子弄到了口袋里。女孩子则被告诉说，

“学习如何打扮自己永远不会太早”。到了上学的年龄，孩子们已经清楚的表现为

男性和女性角色。尽管许多家长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随着他们孩子的成长

就会显现，但是在广告中所描绘的理念的影响也会表现出来。在这些例子中，这

些理念被传递给父母们，而不是孩子们自己。这样的强调提醒父母们注意什么是

对于他们孩子来说是性别上合适的行为。如果一个小男孩想要打扮自己将会怎么

样？他们会被允许这样做吗？换个角度，女孩可能会被允许去玩沙子吗？ 

在图 12 中穿着柔和的白色衣服的像在云端睡觉的女孩被称为“天使”，这种感觉

被称为“美丽”。同样地，在图 13 中的女孩穿着芭蕾舞裙-在所有的衣物当中，最

女性化的衣服之一。两个女孩都做出对可能男孩子来说不太合适的女性姿势。相

反，图 14 中的妇女基金会为女人公益服务制作的广告抵制对女性的偏见，通过

广告中女孩的话表达出来：“成为消防员是仅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是个摄影师，

舞蹈家和军官。” 若不是传统性别模式中对女孩和女人的典型描述，那么这个广

告中的比喻将没有任何意义。 

青少年的广告影像中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继续扩大着。 男孩子保持着精力过剩

和生活在运动世界里（图 15，16 和 17）图 16 中表示一个年轻男人正在接受他

的伙伴的庆祝-可能他在运动方面胜出了，或者取得了一些能使他得到他们赞颂

的东西。被扔在空中并被扛在他人的肩头是一种古代庆祝在比赛取得胜利的一种

方式。在图 17 中，男性运动是焦点。署名“Kevin”的注脚内容是飞跃空中和在体

育竞赛中挑战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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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女孩典型的被描写为很少活动，和更加关注他们的外表和美丽。在图 18

和 19 中焦点集中在了发型和清晰的肤色。  

在成年期，成熟女人的性别特征是主要的焦点，比如图 20 中的广告通过女性普

遍采用的姿势来夸大性别特征。当然，她坐着，是以一种模特的姿态和引人注目

的挑逗的外表来展示衣服，鞋子和包。广告必须打破杂乱的竞争并引起读者的注

意。不同寻常的姿势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它也同时加强了女人是而且必须是性

感尤物才能吸引来自于他人的关注的观念。 

图 21 中的产品被命名为“床头”bed head 和“难以得到”hard to get。这些名字非

常性感，从衣服，姿势和直视镜头里都能看出。如果图 20 中的女人代表了一种

相遇前的状态，“快点”come on 的状态，那么图 21 中的女人就是更进一步的代

表了与观众以性感的方式相沟通。 

女性另一个常见动作是面对相机的微笑，像图 22，23，24 那样。这些笑容有些

夸张并比男人的通常笑容大得多，表示出不同情绪状态作为男性和女性的表达方

式都是合适的。图 24 中的广告是德芙的“真实女人”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活动

中，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广告中的女人比其他广告中的女人要更胖。像在图 14

中想要扩展关于女人的合适职业的观念一样，这个广告中的目的是扩展女人身体

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 

比较一下在下列 3 个广告中的男人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和刚才讨论过的女人的姿

势和表情。男人们都没有笑，并且每个举止都是非常严肃。清心寡欲和谨慎思考

后的情绪反应是广告届中的成年男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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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和 29 显示了男性身体是青春期和早期成年男性权力的源泉。这些男人在

身体发展和力量中胜出，他们半裸的身体就像是其他人模仿的模特。BOWFLEX

的广告提供训练装置以帮助他人达到完美和超凡的身体。图 29 中的冲浪者就已

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个广告中的男人有力量而且非常酷。这个生命阶段男人的

力量来自于他们天生的身体条件。发达的肌肉和“杀手”体质标志着作为年轻成年

男人的男性气质。 

理想男性气质的身体特征在广告后得到加强。男人是活跃的，肌肉发达的，并爱

运动的。 

在主要针对男性读者的杂志，例如箴言 maxim，花花公子，体育画报中，女性

形象通常都是一样的。在这些杂志中的女性无一例外的被描述为男人的性对象。

她们穿的衣服很少，胸部发育良好，并且这些女性年轻并有性吸引力。理论家们

根据理想观众来区分视觉形象。这个术语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见到她们的

人，而是这些图片制造来吸引的那种观众。在下面三个广告中的女性身体用于展

示，并且模特们摆出的动作对于异性恋男人来说是很性感的。术语“男性注视”表

示在一个理想化的异性恋男性观众眼中的形象。现实的观众可能包括女人和男同

性恋，但是这些观众也能意识到理想观众眼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图 35 是关于男性注视的更复杂的例子。观众看到女演员 Carmen Electra 摆出一

个性感的姿势。她被要求“享受新的最大视觉聚焦”。但是 Carmen Electra 的姿

势不是想吸引女人的。它是给理想化的女性观众观看的，并且用于做她自己的模

特，这样她就能够成为男性注视的目标。这种迂回理解广告中传递的信息的方式，

对于女人和其他落在广告的理想观众范围之外的人来说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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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色人种的女人需要在观看白人模特时完成这些心理上的调整。女人通常也

要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观看广告中的男性模特。相似的，有色人种的男性和同性

恋男性也要站在普通模特的角度观看广告中的白人异性恋男性。 

当年轻成年女性在广告中摆出这些强调她们的性感的挑逗姿势时，年轻男人们依

然以身体方式表现他们的男性气质。图 36 中的自行车运动员展示了他的力量，

精力和刚毅。图 37 中的户外男人 Ross Coleman 有足够强壮的体能去专业地骑

公牛并熟练操作越野车。迈阿密海豚队的跑卫，Ronnie Brown，在图 38 中被比

做用他“惩罚力量”来击穿砖头和石灰墙的破碎球。 

当年轻男人和女人在相同广告中出现时，总是聚焦于男性主导和女性的服从。另

外，在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中的大部分类似情形聚焦于性关系上。女人被刻画成在

男性的各种追求，包括性邂逅中表现的服从，从属，可获得的和令人满意的。 

就像艺术史学家鼓励常去博物馆的人在考虑一幅画所表述的关键内容时，要以远

景来表现一样，相同的情形也经常在广告中出现。每个这些广告中的男女邂逅代

表了男女关系中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是开始邂逅时

期，还是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阶段，还是结局阶段？ 

图 39 显示一个年轻男人在领着一个年轻女人。他们在户外玩乐。像在一个普通

的早晨或下午。女人穿着白色裤子，也许代表着她的纯洁。观众必须完成这个叙

事。他们要去哪？他们将要做什么？这将以性邂逅结束吗，或者不是？通过回答

这些问题，观众理解了广告的含义。但是，关于男女关系的基本脚本是男性为了

性邂逅而追求女性。观众们必须带着这种常识来完成他们想象中的完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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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关系分为很多发展阶段。当许多广告并行时，男女关系的自然发展就变得非

常清晰。如果图 40 中的男人女人在公共场合表现的如此亲密时，他们私下里会

做什么？ 

图 41 进一步表现了男女关系的发展。这个男人紧紧的抱着女人。她的裙子掀起

来了，他要亲吻她。她拿着象征女性诱惑的经典标志——一个苹果。她茫然的看

着镜头而他则关注于她。这种关系似乎表示它已经离开了它的性方面的高潮阶

段。 

将性邂逅的描述作为男女关系的主题在图 42 中依然继续。尽管被鲜花遮掩，男

女互相拥抱着并且女人处于从属地位。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描述会导致色情描写

的出现。 

下面 4 个广告进一步描述了性邂逅的不同方面。 

图 47 描述了一种男女关系的更复杂的情形是一男多女的情形。这对应了很多异

性恋男人对于和女性关系的幻想——“男人味”十足的拥有多个女人。在这些描述

中，女人们没有表现出性嫉妒而是看起来互相配合的取悦于男人。找到几个男人

取悦于一个女人的广告是不可能的——可能因为男人会在分享爱情时会变得嫉

妒，或者因为担心表现男人之间的亲密会导致同性恋的猜想。 

男女关系中被很少提及的的另一面是，男女作为伙伴组建家庭。这会在以下的想

象性描述中体现。在图 48 中，可能是丈夫和妻子的男女正在检查建设中的房子。

大概他们会一同住在完工的房子中并在将来的岁月中继续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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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有时也表现出运动型姿态，但是这些姿态经常带有时尚的痕迹。图 49 中

的女人飞跃空中，但是她也是化妆了的，带着耳环，并在丝带中旋转。图 50 中

的女人也在运动，但是时尚显然比运动重要——她甚至没有把手从口袋中拿出

来。图 51 中的运动员 Maria Sharapova 准备好奋力一击，但是她从事的运动比

足球和其他身体对抗型的男人味十足的运动要温和的多。只有图 52 中的爱是克

斯牌跑鞋展示了一个女生既没有着迷于时尚，也没有避开力量和刚毅等通常归于

男性的运动。 

女性在运动中的地位在图 53 的讽刺画中得到加强了。一个女人出现在 3 个男冰

球运动员中。像往常一样，她丢掉了一个牙齿。广告说，“你吃过别人的维他命

吗？”这个广告也可以被解读成特定的非洲裔美国女人的地位，因为这个商品主

要针对这个种群的女人。“你吃过别人的维他命吗？”这个问题可能也用于描述针

对其他种族人群的维他命。 

女性在母性角色中的描述远多于这些女性在运动中的描述。在图 54，一个女人

——很难不认为她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安慰地抱着孩子。这个广告揭示了这样

的一个逻辑：就像一个母亲抱着，安慰着和招呼着她的孩子一样，汉莎航空也会

这样照顾她的乘客。不管这种航空公司向乘客传递这些信息是否成功，女人的母

性角色展示是毫无疑问的。 

很多世纪以来，宗教艺术描述了圣母玛利亚拥抱着她的婴儿。广告也通常采用这

种姿势来强调母亲的温暖，照顾，爱，奉献和保护。介于这种女性角色的理想和

前面一些广告中反映的女性角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对于女性地位的互相矛盾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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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学家说文化对女性定义了互相矛盾的角色——要求她们一方面性感而另一

方面又得有母性。下面的广告描述了女性在她们的母亲角色中作为养育者和主妇

的一面。 

男人被描述为父亲角色时，他们通常作为成年玩伴，一般是在运动或者其他户外

活动中。图 58 中的父亲——他必须被解读为父亲，否则就是危险性的——正抱

着他的女儿在海滩上玩耍。图 59 中的父亲正在带着儿子钓鱼。这些广告的根据

是男性情谊与母亲，女孩和其他女人是很不同的。 

除了成人玩伴，教练，好朋友这些角色之外，男人并不如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那

样成功。例如，图 60 中的父亲似乎在帮助他的儿子做作业，但是里面既没有笑

容，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他是一个成功的导师。另外，也有一些父亲作为养育者

出现的例子。图 61 中所表现的父子的亲密更像是母子关系的反映。  

另外，描述小家庭的广告也比较罕见。可能这是对于“健全小家庭”的批评所导致

的，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家庭不是这样的。这种白人父母孩子的情况在当代广告中

并不常见。一些年前，这是描述家庭的方式。随着跨文化和多样性已经占据美国

社会生活的中心，广告也随之转变。图 63 中的家庭可能是白人，拉丁人，亚洲

人，或者非洲裔美国人。劳氏公司的意图是表现所有人种。在这个特例中，家庭

是非洲裔美国人家庭。 

关于中年男人的描述则较少集中在他们的身体条件，而更多集中在他们生活上的

成功。通常这种成功表现在财务上。广告很好的表现了这一点——通过穿着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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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昂贵的饮料，到外国旅游，制定财务计划。男性和力量继续紧密联系着。

在中年从身体到财务的转变是这种力量的源泉。 

描述工作环境的广告也试图表现在其中的社会秩序。在图 67 中，四个男人通过

穿着不同表示他们分工不同：硬帽，带有工衔的衬衫或者是商务西装。与男人相

比，广告中的女人带着耳机——表示她在室内工作，可能仅仅是应答电话。不是

每个广告都如此。图 68 中一个女人被描述成在商业竞争中的成功者。 

在中年生活中除了财政方面，健康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图 69 中，一个女人表

现的可以配合她的“户外男人”，这时她带着防止过敏的药仙特明。男人又一次表

现的控制全局。在这个例子中，女人陪伴着他。相比之下，图 70 中宣言可能是

来自于男人或女人。每人都可能有疱疹，维德斯片剂可以开给每个人。但是，是

男人背着柔弱的女人穿越了溪流。 

另一个广告要宣传治疗偏头痛的药，而这种病实际上更常见于女性而非男性。另

一个广告推荐牛奶作为“诱人身体”的“必需营养”。另一个广告显示一个患有糖尿

病的中年女人而另一个女人患有骨质疏松。 

在广告世界中，健康的中年女性不常见，因为在广告中女性气质定义的之一就是

保持年轻。只有少数广告包含中年或老年女性作为模特来宣传衣服和化妆品。图

75 是一个例外。更常见的则是中老年女性们苦恼于上述病患中的一种，或者做

出某种愚蠢和令人厌恶的姿势。 

偶然性的例外可能是一个著名而成功的年长女人，例如图 77 中 Coretta Scott 

King 颁奖晚会上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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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男人在广告中也经常出现。一个特定的男性病是阳痿——它比年纪增大对男

人身体的危害更大。现在市场上有几种药来治疗此病。相应的广告显示出男人重

新获得作为男人的自信。图 78 是伟哥广告，它表示男人可以通过治疗阳痿重新

获得通常的“顽皮”状态。相比之下，图 79 作为另一个治疗阳痿广告，展示了一

个更缓和的男女关系。  

“老人”在广告中也不常见。他们很少出现在通常的杂志中，而归属于一些杂志例

如发动机之家杂志和《退休后去哪里》。他们经常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们在

这些杂志中被描述为开着娱乐车旅游，打扫树叶和与孙子们玩耍。这些活动强调

男女关系已经基于友谊而非性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人生暮年很重要，但是它除

了在这些特定阅读对象杂志中一般很少出现。 

5. 性别的边界 

直到上个 10 年，广告中关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描述还不存在。今天，已经

有不少媒体直接面向这些同性恋人群。商人们意识到同性恋在整体人群中占据相

当可观的比例——有些预测甚至达到 10%。不论真实数目是多少，同性恋经常

是高收入者，经济独立，并且收入可观。 

针对同性恋者的印刷媒体也传递出像对普通观众一样的主题——对成功的渴望，

保持健康和舒适的兴趣，买车和家具等等。但是，这些媒体有一些特别之处。第

一，同性恋群体从不涉及孩子。广告中的他们是年轻的（有时是中年）。他们也

从来不是年老的。第二，这些广告中有很多艾滋病相关内容，特别是针对药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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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的方式。第三，一些通常与主流生活方式相关的公司也在它们的广告中

包括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产品。 

图 83，84，和 85 显示同性恋伙伴在买车，过假期和一起打发时光。将异性恋伴

侣替代进这些广告中是很容易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真实情况是这些看起来

对异性恋的人很寻常的事情，由于加入了同性恋而显得与众不同。 

图 86 中的广告内容是艾滋病相关医疗。它显示了一个可能是同性恋的男人。他

独自出现在广告中，下面是一长串关于医疗事务的讨论。在这个困难时刻没有家

庭，朋友或伴侣站他在身边。 

百威啤酒在图 87 中表现了它自己的另外一面。在这个广告中，百威光环围绕着

被鼓励做回自我的年轻同性恋男人。这种情况下，百威啤酒离开了主流文化价值

观中心而暂时融合入一个少数群体中。从市场角度看，面向所有人群的能力是一

种成功的策略。 

6. 未来方向 

这种分析引起更多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包括：（1）广告中的男性气质和女

性气质的表现形式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2）在于美国的许多重要方面不

相同的国家中，传统形式的广告中的男女的生命周期具有怎样的不同？（3）美

国社会中的少数种族群体在广告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什么样子的？另外，

商标和特定商品的外在也会表现出在别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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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科的学者都已经研究过了广告和性别——从 Erving Goffman 在 1979 年

发表的《性别广告》中的开拓性分析到 Linda Scott 在 2005 年发表的《新鲜唇

膏：矫正时尚和女权运动》中的批评。在本文中的探索仅仅是众多研究这个主题

的可能方式之一。在因特网上搜索术语例如：性，男权至上，性别，男性和女性，

你能得到其他的研究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