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中的多文化主义： 

以拉丁人，非洲裔美国女人，和同性恋消费者为目标 

William M. O'Barr  

1：介绍 

19 世界下半叶出现大众广告之前，销售员将他们的产品买给个人或者一小群人。

顾客的特殊兴趣会被考虑，广告的内容也根据实际而改变。当印刷广告取代直接

销售广告时，根据顾客而裁剪广告内容变得更难了。信息变得“对所有人都一样”，

包含了所有的情况。就像大部分人都能戴上的棒球帽却可能不会适合某些人一

样，大众广告的统一模式试图寻找一个最小公分母。这种广告对大部分人起作用，

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不相关的，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不礼貌的。 

随着电缆电视作为媒体出现，“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广告模式改变了。除了三个大

的电视网络，广告商如今有了更多投放电视广告的地方。知名杂志如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Ladies' Home Journal, Time, Newsweek, and Forbes

等已经被那些针对特定顾客的杂志所取代。一个有着好储备的报摊如今提供各种

杂志，包括针织品，飞行钓鱼，自助制作，汽车零件，健康等等。广播和互联网

也是以相似的模式运行。这些专业化媒体使得广告商将专业内容目的性更强的投

放给消费者。 

广告商逐渐意识到美国消费者的多样性，他们开始关注道德，种族和文化差异。

多文化主义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事务之一，已经出现了。在广告业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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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它使得商业开始考虑消费者的文化背景。 

21 世纪的市场中，广告商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相同的。对于特殊市场

的特殊关注已经出现，例如针对不同的大小，购买力和文化的市场。拉美和非洲

裔美国人消费者就是两个最大的特殊市场。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市场，例如亚裔

美国人，男女同性恋和老年人市场。许多广告商根据这些市场的特殊兴趣，市场

行为和敏感程度来修改自己的广告。如今我们知道的特殊市场已经超出了“主流”

市场之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差异。 

本章讲述广告商和商人如何考虑和定位三个重要的人群：拉丁人，非洲裔美国女

人，和男同性恋，聚焦于广告业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三个绝不是当代市场中仅有

的群体。但是，研究这些特殊群体，提供给我们更大范围的思考框架，思考广告

如何，应该，和更倾向于定位消费者文化的多样性。 

2.本章概述 

拉丁美洲人 

 

美国新面孔 

Armando Azarloza 

总裁, Axis Agency, a Unit of Weber-Shandwick  

 

Lati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rances A. Apari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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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黑人女性 

 

我们比看起来更重要： 

黑人女性在广告业和市场沟通领域 

Jason Chambers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赢得黑人女性消费者 

Susan Mboya  

市场部经理, Global Oral-B Power Brushes  

Procter & Gamble  

男同性恋 

 

同性恋市场的演变：建构理想的消费者 

John Edward Campbell  

Annenberg School for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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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男女同性恋的市场 Michael Wilke  

执行总裁, Commercial Closet Association  

3. 美国的新面孔 

访谈 Armando Azarloza, 总裁, Axis Agency 

4. 美国的拉丁美洲人: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y3 

Frances A. Aparicio 教授报告,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对我来说在市场中定位一种顾客是很新鲜的经历，这些顾客不是我习惯的普通的

顾客。当我最早接受这个邀请时，我很高兴得知你对美国的拉丁人群体感兴趣。

但是，我随后开始思考如何讲述这个非常另类的社会群体，这件事开始变为一个

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我应该给出统计分析吗？我应该概括出所有的社会因素

和在美国的拉美人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吗？我是否应该谴责他们仍然面临的种族

主义和性别歧视吗？我应该如何描述拉丁人内部的多样性？我应该如何利用这

三十分钟，并提供给你一个思考美国拉丁人群的新思路呢？ 

我决定让我现在的学生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我现在正在教授一门叫“在美国的

拉丁人”的课程，它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第一，我们在课上学习和讨论的每

件事情经常就是我的学生们亲自见证的经验或社会事务，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家

庭和朋友中看到的情况。讨论内容非常丰富，我们经常举不同的例子说明不同的

年轻女性在他们 20 多岁的年纪时，作为美国拉丁裔所遇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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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问题。我要求他们写个小的论文，说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美国拉丁裔的身

份，并关注他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对决中的看法。我的大部分学生是墨西

哥人，通常是第一或第二代的移民，他们确实面临这些问题，不知他们自己，还

包括他们的父母。今天，我会回顾，总结，解释那些他们自己总结的生活观察。

希望这能够给你一个更加“真实”的拉丁裔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思想，需求和欲望，

他们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审视自己。 

让我用一些统计来开始说明。根据 200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在美国的拉丁裔人

口有 1700 万人，这还不包括没有记录在案的移民。2000 万人少于整个美国人口

的 10%，但是它仍然是美国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口。第一，因为拉丁裔美国人比其

他的美国人口更加年轻，平均年龄是 27 岁，而所有美国女性的平均年龄是 35

岁。另外，17%的拉丁裔家庭是单亲母亲家庭，相比之下，整个美国人口的单亲

母亲家庭比例是 12%。在波多黎各人中，25%甚至更多的家庭是单亲母亲家庭，

而墨西哥人中这个数字是 9%。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在我们说明或者试图将拉丁

裔划分成更小的组分时是十分显著和重要的。波多黎各女性更加独立，在消费时

自己拿主意，以为她们没有人可以商量，而大多墨西哥女性则不是这样。在劳动

方面，53%的拉丁裔女性参加工作，而整个美国人中这个数字是 58%。南美女性

工作率最高是 59%，古巴女性最低，是 49%。虽然只有 8%的拉丁裔美国人年薪

超过 5 万美元，但是拉丁裔的生意和企业或专业活动越来越多。根据妇女商业研

究中心的调查，美国大概有 553618 个主要拥有或私人拥有的拉丁裔女性公司，

它们雇佣着 320000 人，销售额接近 444 亿美元。在 1997 到 2004 年间，这些

公司里增长最快的产业是运输，通信，公共设施，有 72.5%的增长率，随后是服

务和建筑业。 



但是让人沮丧的现实是大部分拉丁裔的工资在工人之中仍然是最低的。只有 23%

的拉丁裔女性在专业工作和/或管理职位上工作，低于全体美国人的数据 36%。

35%的拉丁裔工作在销售和办公室职位，26%是服务行业，全体美国女性的数据

是 8%。服务业的工作比例过高意味着更低的工资和更少的发展前景。根据 2000

年的人口普查，22.5%的拉丁女性在 1999 年处于贫困状态，相比之下，白人女

性这个数据是 9%，而亚洲女性是 12.4%。黑人女性的贫困率最高，为 24.1%。

对于有色人种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由于肤色经济上机会更少，工资更低，面临种

族歧视，职业歧视，更低的受教育水平，缺少工作机会，社会支持不足。在 2003

年，只有 21 个拉美裔女性在财富 1000 强公司的高层工作，只有 7 个拉丁裔女

性是这些公司的执行官。大部分拉丁裔女性仍然工作在服务业和薪水较低的国内

航线工作。 

这些数字显示了虽然拉丁裔有着更高的劳动率，相对于其他种族尤其是白人女性

的工资却更低。与这个悲惨的现实相比，有很多文学作品，流行小说和广告却把

拉丁裔女性塑造为年轻，专业，富裕的女性。Alisa Valdes-Rodriguez 的小说《the 

dirty girls social club》就是这种错误反映的一个有力例子。虽然作者试图挑战主

流观念认为拉丁裔女性是女仆，工农业工人或贫困女性的观点，但是事实却不是

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年轻时尚的拉丁女孩很多。在她的小说中，6 个角色都

开着豪华车，穿着皮大衣和精美皮鞋和钱包，好像她们随时可以参加一个时装秀。

这是一些拉丁裔作家，广告执行者想通过反映中产阶级，上层拉丁裔的生活状况，

来消除美国主流社会认为拉丁人是贫困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移民部分在过去 20 年中也在增加，如今 40%的拉丁裔出生在



国外。这使得广告商会考虑这些事实，即这些成年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西班牙语

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宗教和传统。 

第一代和第二代年轻的拉丁裔移民年纪 20 多岁，因此，需要不停的将他们父母

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进行社会融合，整合从而融入美国社会。Judith 

Ortiz Cofer 是居住在佐治亚州的波多黎各裔作家，她的一首诗表达了她在美国社

会中和在大学学习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她在岛上的母亲呼唤她抛弃所有的一起回

到家乡： 

So Much for Mañana  

Judith Ortiz Cofer 

生活在大陆 20 年后 

母亲回到了岛上 

让她的皮肤 

从骨头融化 

在家乡的阳光下。 

她不再穿长筒袜 

腰带或者紧身衣。 

褐色的像椰子一样， 



她在吊床上午睡 

写信给我说： 

不要再追随自己的影子了 

坐下来品尝 pina 吧， 

拿走这些沉重的课本， 

不要担心自己的身材， 

岛上的男人们喜欢那些 

能够负重的女人。 

每个神圣的一天里， 

我点燃蜡烛起到 

你的大脑不会分裂 

像鳄梨树上的坑 

因为那些学习。 

你觉得怎么样？ 

接受来自妈妈的拥抱和祝福吧 

来自圣徒 Don Antonio, el cura. 



我回信说：总有一天我要回去 

回到岛上然后变胖， 

但是现在不行，妈妈，可能以后吧 

当妈妈在美国住了 20 年后，她回到了波多黎各，女儿继续在美国读书，受教育

和证照工作。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她母亲想让她生活的方式完全相反了，

母亲和她分享着在岛上生活的方式，长胖些，尝尝“pina”——换句话说，享受岛

屿赋予居民的自然风光。女儿使用“manana”回复母亲，这个词在美国被广泛用来

形容典型拉丁人的懒惰，拖延，工作效率不高，这都是和白人清教徒的工作精神

相反的。Judith Ortiz Cofer 答应她的母亲有一天她会回到波多黎各，“但是现在

不行，以后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使用“manana”这个词的深刻含义，她

拒绝了母亲强加给她的价值观和语言。 

于牧师和天主教传统的提及很重要，因为天主教深刻影响了拉丁裔的身份认定和

对于自己身体，性行为，需求和乐趣的态度。但是年轻的拉丁裔美国人，就像他

们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试图从制度化的宗教中走出来，尽管他们仍然认为那种

精神仍然是他们文化和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的学生所写的 28 篇文章中，有许多有趣的例子和故事，讲述了这些年轻女

性试图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父母的传统期望协调起来，她们同时还想变得独立和

成为职场女性，这些都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为了保持传统，大部分学生即使到了 23-28 岁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相比于一般



的大学生在 18 岁时离开家上大学，这些年轻女性参加 UIC，因为它离家更近并

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很多家庭，父母甚至不允许他们离开芝加哥上大学。

一个学生评论说，当她让自己变得现代，去上学工作时，她她仍会住在家里“因

为她应该这么做，因为父母在供她上大学时付出了很多牺牲。”她母亲却告诉她：

“我想让你成为我不能成为的人，我想让你拥有我不能拥有的。”但是这个年轻女

孩还是去上学，工作，回家，帮助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妹。她仍然需要劝父母让她

去旅行，见识新的地方。在这些年轻女孩想认真做功课和学习时，同样的冲突也

会出现，但是就像一个学生说的，“当在家时，除了她父母都在清洁，冲洗，做

家务。”这很困难，她写道，“当我试图解释……我的压力多么大，多么累时，他

们都生我的气，然后给我更大的压力……”  

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自己是墨西哥人为骄傲：他们参加 Cinco de Mayo 节日庆祝活

动，这个节日是墨西哥独立日；在家里他们和朋友亲戚说西班牙语；他们在圣诞

节做 tamales。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星期天时陪父母去教堂或者其他基督教活动。

一个 22 岁的厄瓜多尔学生分享了她在教堂的隆重传统。她是福音派，在周日学

校中给 5 到 12 岁的孩子们上课。她是秘书，帮助组织活动；她做会计，保证他

们为每件事所必需的文书工作。她从不饮酒或抽烟，在从 UIC 毕业前她不会去聚

会或者约会。但是她仍然会说她的“家庭在技术上来说是很现代的，但是在价值

观和传统上并不现代，”并且她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因为她自己做决定。另一些

人说“我的家庭很传统。我妈妈强迫我接受她的道德观，习惯和宗教。” 

但是也正是这个女人说她并不“害怕性这个词，她并不介意同性恋，也不讨厌美

国化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东西对她的父母来说是恶魔。”一些学生认为离婚不



是错误，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亲粘着自己的父亲也不离婚，尽管婚姻带来

的更多是痛苦而不是幸福了。除了去上学，他们一般还有自己的车，做一两份工

作。他们渴望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独立生活。一个 21 岁的波多黎各学生

写道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告别家务和伺候家人了”另外一个女学生写到“她想做

一个成功的女人，能够住在好房子里，有着好的家具，而这一切都是自己挣的”

她说她所拥有的车等等一切都是自己的，因为那都是自己挣得。另一个墨西哥学

生说她正努力和父母抗争，因为他们告诉她必须结婚后才能从家里搬出去。她告

诉他们，“我想自己旅行，靠自己生活，或者做些出格的事情，例如去做一个纹

身或者刺青”大部分学生想变得“强大，独立”他们不想依赖男人，她们想在结婚前

买自己的房子或拥有自己的财产。一些人甚至不想结婚，她们认为婚姻是一种“压

迫”，或者至少等到 30 多岁再结婚。其中一个学生有着自己的生意，她雇佣自己

的兄弟和表兄弟。但是她的父亲还是高度独裁，他掌管着所有家庭成员们工作所

挣得的钱。一个 20 岁的墨西哥学生说她自己是一个“现代女性”，因为她不会做饭，

可能只会做 3 个菜。我认为女人的工作不是待在家里做家务。如果女人工作，那

么夫妇双方都要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和家务。但是这个年轻女性还是喜欢肥皂剧，

听西班牙摇滚乐。她喜欢回到墨西哥和家人团聚。一个 28 岁的墨西哥学生也声

称，“我对于许多墨西哥人习惯了的传统很不适应，我认为自己是个现代拉丁人。

我觉得如果我谈恋爱或者结婚，男女之间必须平等……我有些同样移民的表兄认

为我过于现代和独立了，因为我不服从墨西哥的传统。但是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

很少有人真正愿意遵从男人主导女人的传统。由于我的做法，他们认为我自以为

是。” 

另一个墨西哥女学生是 16 岁来到美国的，她说她努力维持着墨西哥传统和身份



认同，但是现实是她很想受教育，通过学习她认识到“不要随波逐流，不要随意

接受别人的观点，而要自己思考。”她曾经和叔叔争吵，他认为她应该结婚，不

要去学校。当她告诉他们对待女人太粗鲁时，他们会叫她闭嘴。这个很敏感的学

生最后写道，将来她想回到墨西哥帮助那些没有她这样观念的女性。也许这是她

将墨西哥传统和自己的教育以及现代化整合在一起的方式。 

大部分年轻拉丁女性意识到她们能够在保持一定的传统的同时，也能够寻找专业

性工作。一些人说这种双重目标可能使得“女权主义回归。”一些人计划在家里待

着直到孩子上小学，然后她们会出来工作。另一个学生说她的目标是“和家人和

睦相处然后继续学业。”她认为“回家结婚的想法很重要，”但是她认为婚姻“不是

问题，也不是做一个完整的人的必需品……有观点认为女人必须依靠男人才安

全，女人的生活中必须有个男人带领，这是谎言！”她想依靠自己生活，而不是

找到能照顾她的人。她写道：“我希望能自己买房子，我认为没必要依靠其他人

来买我想要的东西。” 

虽然西班牙语的使用自从 1960 和 1970 年代以来越来越广泛，但是这些第一和

第二代拉丁裔移民并不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一语言。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西班牙语说

的不好感到内疚，并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学习西班牙语：“小时候，我的母语是西

班牙语，如今我把它作为第二语言，因为我只在和父母家人说话时用西班牙语了。

我在说西班牙语时发音和单词都有问题。”另一个学生写道：“我是家中的长孙，

我可以很容易的听懂西班牙语，但是我说不好西班牙语。我希望家人教我更多西

班牙语，这样我就可以流利的说西班牙语，但是我正在努力。”另外一个墨西哥

学生忏悔说，“说西班牙语时感觉不舒服，她不愿意说西班牙语，否则她同学的



父母会纠正她的语法。”另外的学生从小就在家学习西班牙语，并且他们的语言

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另一个学生说她的孩子需要学习西班牙语，因为她讨厌那些

声称自己不会说西班牙语而自己的父母不会说英语的人。在这些人越来越习惯说

英语的同时，西班牙语仍然是拉丁裔对种族的认同和文化的中心标志，这个语言

植根于传统和历史中，他们仍然认同这种语言。 

对于性和性别，一些拉丁女性反对主流认为她们是性目标的印象。一个学生写道

她“厌倦了被看作一个性符号”，她希望在大街上行走时没有男人骚扰她，或者想

象她在床上是什么样子。她想随意穿着而不用担心“人们认为她是一个轻浮的女

孩。”这个学生认为自己是个时尚的拉丁人，因为她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

反抗压迫，聪明，他们希望被看作拥有这些个性的个人，而不是那些强加给她们

的成见。她“对于媒体把拉丁女人塑造为性符号感到恶心和厌倦。”她写道“我们需

要更多女人成为聪明女人的榜样，这样大家就不会用成见来看待我们。”另一个

学生写道，她需要性和其他能够拥有的快乐，甚至比男人更多的快乐。她承认这

些想法和她的家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不符，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需求和乐趣。 

最后，一些学生评论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一个墨西哥女孩写道她在一个零

售店工作，这让她意识到“外面世界的奢华”。她认为“拉丁女性不应该迷失在时装，

名牌中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出身。”这表明很多情况下消费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社会

同化行为，与墨西哥传统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一个波多黎各学生说她更喜欢星

巴克的咖啡而不是她母亲做的咖啡，但这只是个人的爱好。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购

买行为也有社会意义，是否有阶层差别，在不同商品间选择，是否购买等表明了

我们是否还相信美国梦。确实，一些文化理论家认为消费者行为有利于思考，购



买商品的力量成为了移民的方式，尤其是对非法移民来说，这代表着融入美国，

他们已经在这个社会中拥有了一定能力。实际上，消费成了补偿缺乏政治和人权

的工具。对于那些拉丁女生，我觉得经济因素将会在她们的工作，婚姻和家庭中

变得更加重要。如今，她们很自豪自己正在工作并有着自己的财产，而且满足于

这些东西赋予她们的独立自由。 

2006 年 7 月 21 号出版的纽约时报，引起了人们对于在美拉丁青少年悲惨情况的

关注。据称根据研究，六分之一的拉丁少女试图自杀，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的

种族。她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少年母亲。她们无法完成学业。她们正在受

困于快速上升的吸毒和其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大部分这些女孩都

是第一代移民，出生在美国，父母则出生在国外，她们被期望“固守文化传统，

包括和其他家庭成员紧密联系，而把自己的重要性往后放。”这是年轻拉丁女孩

所面临的部分现实。即使是我班上的那 28 个学生，她们进入了 4 年制大学，并

正进入社会时，也面临着社会对于年轻怀孕的拉丁女孩的歧视。对于她们来说，

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和父母文化价值的同时，还要接受现代美国社会赋予的自由

和生活，是一种挑战。我希望你们为拉丁族裔设计广告时能够考虑这些冲突和现

实。这个族群内部由于年龄，移民历史，社会阶层，种族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情

况也会很不相同。我希望我的拉丁学生的经历能够帮助你们重新思考，如何认识

美国人口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5.我们比看起来内涵更多：广告和市场通信中的黑人妇女 

 

这部分研究来自于我对黑人消费者市场的多年研究。在启动这个项目时，我问自



己：作为消费者，黑人担负着怎样的历史负担，这些负担又是怎样影响着他们对

于广告和市场通信的态度？我的论点是统计并没有展现出全部的实际情况。尤其

是在和广告和市场通信的关系中，黑人有着历史包袱。整个 20 世纪的广告历史

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与广告互动和看待广告的态度。这是我想说明的事情之一。

我想从下面的论点展开我的讨论：我们比看起来要多得多。有了这个总体印象下

面我们开始讨论。 

  

在 1970 年，Edward Lewis 和 Clarence Smith 开始想创立一个时尚和美女杂志，

专门面向黑人妇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想法，这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都曾经尝

试过。我们甚至在 1930 年代就见过这样的杂志，但是所有这些杂志在开办了一

两年后就停刊了。因此，所有之前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杂志则不同。他们的目

标是创立一种杂志，能够表现引人注目的发展中的黑人妇女群体的社会经济问

题，她们正在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在那个时代她们的存在没有反映在当时的

女性杂志上。而这个杂志 essence 则致力于此。 

 

自从 1970 年 5 月创刊以来，essence 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黑人关注的杂志之一。

我们的努力是要关注一个被忽略的群体。本质所作的事情是反映这个发展中的群

体。它向广告商和商人展示了这个群体正在受教育，挣钱，影响力在增加，它使

得他们认为可以针对这个群体进行市场宣传。在它之前，如果你想对黑人消费者

市场做广告，只能通过一个杂志，就是 Ebony 杂志，面向所有美国黑人的杂志，

类似于《生活》杂志。但是本质这个杂志展示给我们和广告商以不同的内容，而

且它给了黑人妇女展示自我的机会，在这里她们的诉求得到认可。在这里广告商



讲她们作为一个目标群体，和她们互动，为她们精心制作广告，以此来显示黑人

妇女和外表并不完全相符。 

 

那么我告诉你一个黑人作家 James Baldwin 的观点。他在评论美国种族危机的时

候说，“我并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你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们不是你们描述的

那种人，不是你说展示的那种人，那么你也绝对不是你自己认为的那种人。

Baldwin 说这番话是针对白人说的，因为长久以来，美国的广告，文学，音乐，

电影等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对黑人妇女的偏见。对黑人和黑人妇女存在

着高度的轻蔑和成见，Baldwin 说这并不是真实的我们，那么你也不是你自己认

为的那种人。他希望通过让白人和其他种族意识到，黑人并不象他们在这些偏见

中那样，也意识到社会的主流人群也并非象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更进一步的，他

希望这些偏见能够从文学，音乐，电影和广告中消除，然后真正反映现实的，正

面的黑人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 Baldwin 的这个观点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导致了他

如此特别的写作和观点呢？当我们回顾商业，广告等领域时，我们发现长久以来

偏见一直存在着。我会举一些市场和大众文化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面这个

广告是阳光南部香烟的广告：黑黑的，厚嘴唇，嘴巴张的大大的，一个黑人妇女

正在参加槌球比赛，而黑人显然不会参加这种比赛。看，这个黑人妇女是如此无

知，以致于打到了自己的脚，还把槌球棒给弄断了，与此同时他人正在场地上玩

耍。 

 



这种形象出现在广告，卡通，文学，音乐和孩子们的游戏中。例如，ParkerBros

发明的一种游戏——“10 个小黑人”或音乐“黑人 ToeRag”——都是这种形象。通

常这些信息都和传统偏见保持一致。它们是如此流行，以致于即使你不在 1910

和 1920 年代的南方家庭长大，即使你的家庭没有从小教育你说黑人是下等人，

黑人是无知的，黑人是懒惰的，这些信息也总是出现。这些信息出现在你玩的游

戏中，你听的音乐中，你读的书中。这些信息说黑人是比别人差的，不同的，黑

人不值得享受和其他种族一样的待遇。 

 

这就是 Baldwin 所说的偏见，这就是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在 2006 年也面

临的历史包袱。因此我想设定一个底线，这可能脱离了我们的讨论。以前所说的

这些例子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我想让你们看一个私人的例子。你看到的

这个图片来自于一个明信片，一个在 20 世纪初相当流行的明信片。明信片的前

面是正在处私刑的照片。一个黑人正在被粗暴的，野蛮的处以私刑，他被吊起来，

遭受拷打和烫伤。在明信片背后说，“这是我们昨晚的野餐。我站在十字架的左

边。您儿子 Joe。” 

 

这种残忍的图片是人们为了进行市场宣传而画出底线。但是如果这是我们在和别

人通信的时所能接受的东西的话，我们在卖意大利面，肥皂和香烟时会用什么样

的广告呢？如果这就是底线，我们还能做些别的什么？那么那些制作，导演广告

的人会说“如果这是底线的话，Aunt Jemima，十个小黑人这些又有什么不可呢？”

那个黑人小孩在吃西瓜时被鳄鱼追赶的广告有什么不妥呢？对于那些白人消费

者来说，广告和市场材料经常使用他们熟悉，舒服和感到共鸣的黑人图像。黑人



妇女作为清洁工和厨师的形象贯穿于很多产品和图像中，默默的将产品质量的信

息和或者建筑可靠性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因此，Aunt Jemima 不是一个无聊的

图像，而是制造商迅速将煎饼是美味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的途径，而做到

这些只需要雇佣一个黑人妇女即可。 

为了给你介绍更多关于今天主题的历史，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黑人妇女的历史和

我们国家的历史一样长。黑人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 黑人妇女也

早就是美国风景的一部分。这不是营销商的创举。这是一个黑人一直以来认可的

群体。因此，即使在市场和广告中他们被看作是清洁女工，厨师，和佣人，他们

已经在这个国家中以很多不同的身份存在了很久。但是广告撰稿人把他们作为目

标而不是主题。拿 AuntJemima 中的片段为例。除了数以千计的广告中的形象，

数以万计的图片，我们从未见过她给自己的家里人做煎饼。我们从未见过她给自

己的亲属做煎饼。她是完美的仆人：熟练的，快乐，没有性吸引力因此不会对白

人家庭主妇形成威胁。长久以来广告中她给白人提供食物，就像其他“快乐，黑

人佣人”例如 Uncle Ben 和 Rastus, 大麦厨师奶酪. 

又一次，在消费者广告中黑人成了目标而不是主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

是黑人作为佣人的身份首次引起了广告商的注意。大概 1940 年代中期时，黑人

妇女开始出现在提供给广告商的研究报告中，她们开始慢慢的出现在广告计划

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市场研究者外出和妇女们讨论消费计划时，讨论为家

里人和家里买什么时，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发现黑人女佣很大程

度影响了白人家庭的购买计划。一个白人妇女对市场研究人员说，“广告商可能

没有意识到选择品牌大部分时候不是由女主人决定的，而是由黑人女佣决定的。”



因此一些广告商开始想，为了对白人女主人施加影响，首先必须对黑人女佣施加

影响。基于这一点，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广告出现在黑人杂志中，和黑人广播节

目中，例如说“请您在为自己的家庭购买东西时想到我们，更重要的是，请您在

为您工作的白人家庭购买东西时也想到我们。”但是，广告商并没有把她们看作

是一个独立的，有着自己兴趣和需求的消费群体，知道 1950 年代末，Ebony 杂

志上出现了一个成功的广告周期。Ebony 创立于 1945 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才

成为成功的广告工具，因此直到 1950 年代初期黑人妇女作为一个消费群体才真

正引起广告商的注意。直到 1970 年代初出现了 essence 杂志，我们才真正的把

她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目标消费者群体。这时不仅有本质杂志，它只是一个例子，

因为 essence 只是把已经存在的群体变得更引人注目了。但是正是 essence 杂

志成功的宣传了这个群体，并让她们变得重要和有价值。 

我想继续回顾一些历史，并讨论一下那些描述黑人妇女的形象。因为它影响到了

如今我们的体验。在消费者广告形象中的黑人妇女，有两个人物很重要。第一个

是保姆，我们对这都很熟悉。这是最有名和最持久的黑人漫画形象。通常她是年

纪较大的，肥胖的，有时有些蛮横，她照顾白人家庭比照顾自己的家人还要多。

她被反复塑造为一个杰出的厨师，她很有信心，不知疲倦的为白人服务，这就是

她生活的全部。广告从未提及她在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时是什么样子；她从不吃

自己做的美食；我们从没见过她自己的孩子吃她做的煎饼，我们也没见过她喝自

己做的果汁。你是否想过原因？没想过，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这是最流行的

形象，还有 AuntJemima 是我们最熟悉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在其他地方见过。 

我们在 Sanka 的广告中见过，也见过这样的方言：你不会让先生在晚上喝咖啡



吧？我们在 Lux 的厕所肥皂广告中见过：Lux 肥皂不会让羊毛收缩，羊毛是黑人

小孩的头发。黑人妇女在很多产品广告中都出现过。这是个时间很长的形象。 

第二个就是 Jezebel，年轻黑人女性，她们放荡，性感，是白人女性的敌人。她

们唯一正面的品质，她们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能力不是靠她们的智力和内涵，而

是她们的身体。这是她们唯一可以使用的东西。她们没有自尊，自制，性关系不

纯洁，不端庄。在文学和动画电影中的大部分形象里，她是引诱好男人的女人，

包括黑人男人和白人男人，引诱他们做坏事。你可能不想去读它，但是这本书的

开头说，“他是个白人。她漂亮而邪恶。“ 

这种形象使用的越来越多，变得很流行。这使得在特定种类的音乐带中非常明显

的表现是，认为年轻黑人女性仅仅是性满足的对象。下面是 Akademiks 的广告

中使用的一张图片。消费者被告知，“读书，得到大脑。”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大

脑”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但是“大脑”是口交的委婉说法。因此，如果一个黑人女

孩跪着，嘴巴张开，准备好做什么的话，可能不是阅读。或者是 Freshjive 滑冰

产品。我对它如何帮助你滑冰很感兴趣。 

我们这里讨论什么？这种印象的反复使用的影响如何？它们是对黑人妇女的标

准成见，这种重复使用导致了黑人对她们的形象的敏感。当她们看到自己不喜欢

的东西时，她们会在博客，聊天室等地方发出声音，甚至联合抵制它。你的货物，

产品或服务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问题是，让人沮丧的部分是：你必须倾

听黑人妇女对这些印象的反馈，因为她们的数量很多，她们会看这些图片然后说

“这是我！那好吧。”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有时你会看到在黑人妇女的不同群体中

会达成一致，但是这种情况不多见。如今在广告通信中的黑人妇女，和黑人在广



告和媒体出现的频率，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多。你会见到更多变化。如今，由于

强调黑人出现在更多的职位中，如电视中或书中的医生和律师等，这种类型的图

片已经不能引起很多注意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合适的内容和文化标记来改

变这种成见，例如音乐，艺术，服装，旗帜，网络，尤其是假日。媒体配置显然

很重要，因为它适合杂志 XXL 或 TheSource，但是不适合本质杂志。如今已经

不像 20 年前了，通过合适的内容肥胖的黑人妇女已经不能被简单的被认为是

AuntJemima 了，她们能够成为各种角色，例如电影 SoulFood 中充满爱心的母

亲。在好的环境中，她是充满爱心的祖母；在错误的环境中，她是重生的

AuntJemima。 

目标是让你明白，作为一个市场组织，广告组织，你需要理解目标消费者群体和

她们的形象。你可以把黑人作为一个多样的消费者群体而不必以恩人自居。 

但是，有些人说我们如今又看到了对肥胖黑人妇女形象的过度使用。我给你举些

例子，就像日记女王的广告。在这个广告中，当一个白人男人试图拿他的饮料和

行李时，这些东西砸到了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他的行李不停的落在她身上。这

个广告似乎传递出一种消息，就是她的胸部像你的头一样大。我还可以给你举另

外两个广告作为例子。抛开产品不说，有些批评，例如纽约时报的作家 Jeremy 

Peters 说我们正在过度使用这些形象，这些看起来又像漫画讽刺了。 

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些更新后的图像，是因为她们来自于黑人导演自己，例如 Tyler 

Perry 塑造的形象 Madea。广告商和销售商可能会说了，“如果这也可以的话，为

什么不行呢？为什么在我们的市场通信中就不能用呢？” 



我再列出一些广告作为例子吧：Pine-Sol 的"你家中最脏的两个房间" 或者 

Twix, "我穿这些衣服看起来很胖吗?" 

独立来看，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妥，看起来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

使用直到滥用它……如果它从幽默变为讽刺……这种类型的广告可能会得到更

多的理论批评，或者得到消费者注意和批评。 

那么除了这些退步，黑人妇女作为消费者群体的地位和广告中的形象如何呢？作

为一个消费者群体，我会告诉你一些详细情况和考虑。黑人妇女通常是单身母亲，

但是相当一部分也是结婚的，比例远远超过了黑人男性。她们根据教育程度划分

成不同群体，很多人受教育良好。她们正寻求新生活。她们从社会上的受信任的

公司中寻找工作机会。我们正看到她们比其他种族的女性更愿意尝试新事物。移

民导致了这个消费人群正在分化。我们必须开始考虑非洲-加勒比妇女，和非洲

女性了，而不仅仅是非洲裔女性。 

广告商和营销商需要意识到我今天所说的这些历史：黑人妇女作为消费者的历

史。可能我们的市场组织没注意到，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却有很长的历史记忆；她

们很清楚这些问题，她们会以更大的声音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市

场很大。黑人作为一个消费群体每年的消费额是 1 万亿美元，黑人妇女每年花费

3000 亿美元，而且影响大得多。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大的，有力的，影响力

很大的群体；她们正在寻找在广告和市场印象中的正面形象。因此，黑人会一直

关注广告，不管男人女人都说“他们现在怎么使用我们？”如今，我们看到黑人正

在出现在更多领域，变得更真实，尤其是在制药，手机公司和食品公司中。 



因此很多产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应该更多与这些消费者和他们的社区

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些受信任的公司之一 ，这也就打开了通向 3000

亿美元的通道。 

6.赢得黑人消费者 

WMO：我知道你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包括非洲，欧洲和美国。我想问你一下，

你是如何看待美国消费者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之间的差别的。 

SM：我认为美国消费者在很多方面都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不同。第一个不同在

于美国消费者可能有着世界上最广泛的选择范围。这样，他们辨别力很强，需求

旺盛，习惯于有很多选择，习惯说，“如果我在这里找不到，我就去别的地方找。”

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可以选择，也因此被惯坏了。从营销商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

在美国工作更加努力，因为这里的消费者有着无数多的选择。相比之下其他地方

的消费和可能更加有悟性，而在需求和悟性之间是有区别的。 

WMO：解释一下吧。 

SM：需求是“我想让我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悟性是意识到“我可能因为另一个

东西而放弃这一个，我需要作出选择，”和非常非常聪明的知道去哪里买最值的

东西，具有最好性价比的东西。| 

WMO：你是说美国人更擅长……？ 

SM：美国人是非常有悟性的消费者，但是如果我非要指出来的话，美国人需求

大于理性。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欧洲人可能更理性，但需求也很旺盛，我想非洲



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更倾向于理性。| 

WMO：你能给出一个欧洲或非洲人在购买东西时和美国人有差别的例子吗？ 

SM：我认为美国消费者在选购之前的时候有很多信息供参考，来确认什么最能

满足需求。而且她经常还有一些地方可以选购。而另一个极端在非洲，研究可能

更关注口碑。他们可能不必去找最便宜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买那些用的最久的，

或者对他们而言最有价值的。有时实用性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它在那，我就会买。”

如果你居住在一个短缺的地方，实用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想在这些国家，

消费者更信赖口碑。人们通常会说，“我不会买那些以前没人用过的东西”——因

此他们不容易被广告所打动。他们通常会进一步确认。广告通常需要一些名人的

认可，或者他们信赖的一些人。| 

WMO：欧洲消费者如何？ 

SM：我认为欧洲消费者可能更像美国消费者。他们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广告或者朋友的推荐。我觉得他们处于中间的位置。| 

WMO：这点指出了各地的消费者并不一样的事实。他们有着重要的文化和行为

差别。应该如何对美国消费者宣传呢？什么语言是合适的，什么事情需要说清楚，

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他们买东西？ 

SM：我考虑了很多，如今它已不仅仅是销售信息，而更多的是理解什么才能引

起消费者个人的共鸣。对于美国消费者，我想它正在从大众信息转变为更加个性

化的信息。她对什么对每个人是否合适并不关心，而关心的是什么对她自己来说



是好的。因此，对于一个营销员来说，挑战是如何将信息变得尽可能个性化的同

时仍然保持吸引力。我认为美国消费者能够看穿广告宣传，选择真实的东西。他

们已经看了这么久的广告了。他们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宣传需要而哪些是产品的真

实情况。她会找到真实有用的信息，而屏蔽那些没用的信息。| 

WMO：你使用“她”这个词来形容消费者。原因是什么？ 

SM：这是我们正在宝洁所作的事情；我们倾向于把消费者看成“她”。在大部分家

庭里，女人是主要的消费者。因此说“她”可能更合适，但是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消费者不总是女人。| 

WMO：当你考虑美国消费者时，其中有什么重要的群体吗？ 

SM：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将美国消费者进行划分，例如收入，种族，地理因

素，消费者可能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也具有不同的购买习惯。中西部的人们更喜

欢居住在郊区。郊区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城区消费者的习惯会很不同，这是由

于地域局限。年龄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知道消费者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段很重

要。不同的年龄段里他们的消费需求变化会很大。| 

WMO：种族在区分消费者时的重要性大吗？ 

SM：种族是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比营销商所认为的还要重要。我们如今知道由

于文化传统不同，消费者之间的购买习惯差别显著。文化基因决定了很多习惯和

行为方式，包括如何购买，为什么购买，如何进行成功和积极的消费，如何使用

经验。| 



WMO：你能就这些差别举出一些例子吗？ 

SM：例如白人消费者喜欢自己买东西或者和孩子丈夫一起买。对于白人消费者

来说，购物更像是一个任务。对于很多少数种族消费者来说，购物是一个社会行

为。他们会和朋友一起购物，或者和一些朋友或家庭成员购物，或者是姐妹。这

可以在拉丁裔和黑人消费者中见到。家庭成员的人数也是不同的。拉丁人和黑人

有更大的家庭因此需要买大批量的东西。消费者的目标也根据种族而不同。我打

算用汰渍洗衣粉作为例子。对于很多白人消费者来说，它非常好用。这个产品干

净，使用感受良好。对于很多少数种族消费者来说，他们主要看中使用效果。它

是洗衣效果良好的信号，他们会寻找更好的使用体验。| 

WMO：你觉得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它是文化性的，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些不同呢？ 

SM：我可以指出文化渊源和基于文化的不同经验的重要性。在特定文化中，经

验性的东西，例如艺术和音乐以及其他指向经验的生活方式，常常会被强调。我

想这是很多区别的原因。黑人文化是基于非洲文化的。拉丁人是基于西班牙和拉

丁文化的。这些文化都是非常感性的，强调不仅仅要完成事情，还要注重每天获

得的快乐。艺术，音乐，跳舞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在更靠北的文化中，

工业革命将生活重心从这些事情中转移出来了。因此，在工业化更晚的国家中，

强调艺术和享乐价值也更为重要一些。  

WMO：那么在那些不强调购物体验的国家，他们强调什么呢？ 

SM：功能，完成任务。如果你想想工业时代，它是强调完成任务的，而更少注



重享受。更多的是将任务从 A 提高到 B。我想它强调的重点是完成最终目标。 

WMO：我们讨论的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差别吗？ 

SM：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这样定义。我确信在这两者之间有差别。我们知道，

即使在白人社区内部，也仍然有人会有“种族”的意识。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等一

些南欧国家的人也会更加感性。 

WMO：让我们集中讨论黑人妇女作为消费者的话题，因为这是讨论的核心。告

诉我们一些你和她们一起工作的经验吧，如何对她们做广告的。她们的特殊性，

她们和其他消费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SM：她是独特的，因为她是美国最早的移民之一，并且是被强迫移民过来的。

我曾说美国消费者由于选择众多，辨别能力也很强。这对于黑人消费者而言，更

是如此。许多黑人消费者通常是他们家庭唯一的家长，因此，也就担负了更多作

出正确选择的责任，他们需要根据质量和价格作出选择。因此他们是更加谨慎的

消费者，如果一家商店里面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离开那里。他们当然

也想消费奢侈的商品，他们以前无法拥有的东西。对很多黑人消费者来说，成功

可以通过外在来衡量。它不仅仅是你自己的感觉，也包括你的穿着。由于这个原

因，黑人会购买很多奢侈品，高端商品，汽车，漂亮时尚的产品。她们更关注漂

亮。这也可能是她们由于历史上被忽略和排斥，自我的一种保护性措施。这使得

她们引人注目和受到尊重。 

黑人消费者在漂亮上也有特殊的需求。这催生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市场。 



WMO：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吗？ 

SM：这个群体很注重外表。这是一个少数种族消费者，她们认为成功只是一方

面，外表也是一个方面。她们通常会花费很多钱来达到这个目的。她们买高端时

尚产品。如今有一个黑人理发业，这个产业产生的原因是黑人比其他消费者花费

更多的钱在理发上，而且黑人的头发有特殊需求而且理起来比较困难。统计上来

说，对于普通市场，消费者会使用 3 到 4 种产品在头发上，而黑人可能会两倍于

这个数字。 

WMO：噢，真的吗？都是些什么产品呢？ 

SM：那些产品和你通常在市场中见到的不同。它们是打直产品，松发剂，这些

一般消费者不会用到它们。加湿器，整形器，发油，或者让头发发亮的油脂。还

包括头发伸直工具。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WMO：她们的心理倾向是什么？什么因素驱使着黑人消费者？什么激发着她？

她真正关心什么？这些事情在市场中如何体现的？ 

SM：有很多驱动她的因素。首先，她的根在于她的家庭和社区。她对于家庭的

定义要比通常的消费者更大。它包括扩展的家庭范围。她所认为的家庭包括母亲，

奶奶，姐妹，兄弟，或表兄弟姐妹。它比原子家庭的范围要大的多。她居住的黑

人社区是她的世界的另一个延伸。她的教堂，是她的社区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她

重要的背景因素。她的灵性对她来说也很重要，这和宗教在本质上不同。灵性是

对自身的深刻意识——她是谁，她生活的意思，和为了快乐她需要什么。教育是

一个关键驱动力。越来越多黑人妇女意识到教育是达到目标的关键，她更愿意关



注自身和孩子们的教育。黑人妇女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并不罕见。最后一个重要因

素是，社会责任感。由于得益于公共社区，她从亲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帮助，黑

人妇女更关注社会责任，并回馈她们的社区和教堂。 

WMO：例如？ 

SM：即使很忙，她也很愿意为她的社区和教堂做些事情。她觉得这是黑人经历

的关键部分——帮助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这是她作为一个人和她的需求的关键部

分。 

   

WMO：说了这么多，怎么做才能最好的与黑人妇女消费者交流？如何定位她们？

如何进行互动？需要强调哪些事情？ 

SM：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注重尊重的人群。对她来说有意义的是，能够将

她做为独立，独特的消费者。很多黑人妇女长久以来被社会歧视，因此她们非常

在意人们如何定位她们，是否尊敬她们。 

WMO：什么才是尊重性的交谈呢？ 

SM：尊重意味着和她们平等交谈，而不是屈尊交谈。这意味着尽量不要使用过

于简单的使用谈话模式或者口语。我们这样做不合适。而且不要使用冒犯性的语

言。 

WMO：这是一个扩大的范围，还是我们正在讨论种族歧视这一类的事情？ 



SM：我认为这是种族偏见。将她作为女人尊重也很关键。第二点是真实性。她

对于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很敏感。她会怀疑那些跟她套近乎的人。原因是她在很多

年后发现接受的教育往往不是真实的。它来自全体黑人的经历。她总是谨慎的怀

疑来自公共机构的任何事情。她的辨别力很强。她总是能意识到那些听起来是错

误的信息。真实性，听起来真实的东西，是她们会接受的东西。相比全面的东西，

她更喜欢那些能和她互动的东西，例如能让她笑，感觉良好或者接纳她或者触动

她感情的东西。 

WMO：黑人妇女和拉丁妇女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SM：黑人妇女和拉丁妇女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但是她们在很多方面也有区别。

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信息需要容纳她们来得到她们的关注。而且对于两者来说，

尊重都很重要。她们如何反应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她们都面临着成见。对于二者

来说，尊重，真实性，包容都很关键。我觉得她们可能在真实性的判断上有一点

不同，拉丁妇女可能更容易接受信息的表面上的价值。我想这仅仅是相对的不同。

对于拉丁女性来说，她的行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家庭的利益。对于黑人妇女来说，

她们也非常注重家庭，但是个人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点上，她们更像白人妇女。 

WMO：基于你的经验，销售商们在定位和向黑人妇女促销时应该注意什么？如

果你要给出大概的建议并能给出两个或三个要点，你会向他们说什么？ 

SM：首先，我会说不要把任何事情当作保险。黑人妇女和拉丁妇女远比她们看

起来成熟。她们不会轻易展示给别人自己和社区，家庭，信任和亲密的人相处时

的状态。因此，花些时间研究她们，理解什么能够激发和趋势她们是很关键的。 



WMO：还有别的建议给想进入这些市场的人吗？ 

SM：她们是非常有利的市场，如果你处理好关系的话会得到丰厚回报。少数族

裔消费者非常忠诚，包括黑人和拉丁人，一旦你拥有了她们，她们会终生购买你

的产品。在营销上投资是值得的。为了长期成本，可能最开始需要多投入一些，

但是这会建立起一个长久的销售关系。 

WMO：你建议黑人妇女如何在市场中行动，来让自己获得关注，并得到她们作

为消费者想得到的东西？ 

SM：我真的不想给消费者提这样的建议。我想他们的工作是做回他们自己，我

们营销商的工作是倾听和传递。我认为消费者不需要做任何事。他们是老板。他

们来决定。他们用脚来投票，他们用美元来投票。 

7.同性恋市场的演化：建立理想消费者 

Presentation by John Edward Campbell,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同性恋市场的出现 

至少从 1969 年 Stonewall 骚乱开始，公开迎合男女同性恋的商业就已经存在了。

通常，这些生意很小，一般位于有着大量同性恋人群的大城市中心，并且很多生

意都是由个人来操纵的，这些人认定自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

性人社区(LGBT)的一员。尽管大部分城市也有本地服务于同性恋社区的商业，

20 世界末同性恋消费有了很大转变。男女同性恋从黑暗中走出来，发现自己成

http://muse.jhu.edu/journals/asr/v007/7.4unit11.html#Campbell


了国家广告公司们认定的最热门的特殊市场。出乎意料的是，“不敢说出的爱”成

了麦迪逊大街上所有的话题，而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成了财富 500 强公司

的宠儿。本地同性恋社区的牢固形象被一个国家 LGBT 社区和国家同性恋市场的

抽象形象所代替。 

今天我将讨论“同性恋市场”的历史源头，和营销商将同性恋塑造为“梦想消费者”

的方式，他们是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时髦，有着可观的收入和消费的意愿。

我还会讨论角色监督在精炼和划分这个同性恋市场时的作用，并导致了 LGBT 社

区被划分为更特殊的消费者群体。我会根据同性恋市场持续分化的政治和社会后

果得到一些结论。 

瞄准衣橱：监督和同性恋市场 

那些关于监督的文章指出了大众市场和同性恋广告转向机会市场和更加个性化

的广告。这种对更加特殊市场部分的兴趣源自于大家都意识到市场中的人并不是

处于相等的地位中。例如，Peppers 和 Rogers 提出收集个体消费者的信息有经

济上的优势，他们声称“一些消费者显然比另外一些消费者有价值”，合作可以“通

过对不同消费者采取不同措施”来提高利润。 

尽管有这样的经济动机，这些目标市场只有在新的信息科技出现后才成为可能。

就像 JonGoss 发现的那样，系统的消费者分化最早出现在 1950 年代，但是“直

到 1970 年代才大规模实现，当理论，技术和制度创新允许对消费者行为的电子

数据库的积累和管理成为可能时。”由于这种目标市场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和信

息科技的发展互相促进，那么互联网变成实施这种市场技术的理想媒介就很正常



了。 

公开对男女同性恋做广告有着更短的历史。Reg Whitaker 认为同性恋市场的出

现只有当同性恋开始走出壁橱，并且意识到同性恋生活方式和文化开始以时尚清

晰显著的方式出现在世界上时才会发生。但是，同性恋市场的实际发展远比

Whitaker 所知道的要复杂的多，它不仅包括了基于性身份认定的自我意识的出

现，也包括了同性恋社区内部的演员塑造的富裕同性恋消费者形象。 

 同性恋的压力可以追溯到 1947 年夏天在洛杉矶的一个女同性恋酒吧，一个 26

岁的秘书称自己为 Lisa Ben，她发放叫做 Vice Versa 的出版物，第一份同性恋

报纸。到了 1970 年代，每个美国的主要城市都有了地下同性恋报纸，这些报纸

在同性恋政治组织和人权组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这些报纸是

通过本地同性恋开办的生意和个人资助来维持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 1980 年代开始出现变化，一些报纸，由 The Advocate 牵头，

重新定义自己为有着广泛读者的全国性出版物。本地广告和个人已经不足以资助

这种转变。这促使这些新出现的同性恋出版物与新型同性恋市场公司合作，来进

行消费者调查，这些调查表明同性恋社区的经济能力，这样促使主流广告公司把

同性恋市场开发为最新的特殊市场。 

在 1988 年，Simmons 市场调查局进行了对国家同性恋报纸协会出版的 8 份报纸

的读者调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调查是由 Rivendell 市场公司授权的，这家公

司致力于销售同性恋出版物上的广告位。尽管后来遭到批评，这次调查得到了原

始数据，由于这些数据，同性恋消费者给人留下了富裕的印象：“Simmons 报告



同性恋的平均个人收入是 36800 美元，而全美平均个人收入是 12287 美元，”同

时，大部分同性恋都有大学学位和专业职位。 

两年后，一个总部在芝加哥的广告公司 Overlooked Opinions 进行了它自己的调

查，邮寄调查问卷给那些阅读同性恋出版物的人，或者是在同性恋游行中对调查

表现出兴趣的人。根据 1357 份对调查的回复，Overlooked Opinions 发现 34%

的同性恋男主人的平均收入超过 5 万美元，26%的同性恋有大学学位。然后，使

用经典的 1 比 10 同性恋对非同性恋比例推断，Overlooked Opinions 计算出同性

恋社区的年度收入有 5140 亿美元。当然，这个数字并不符合事实。Dan Baker

指出，Overlooked Opinions 的调查数据“不恰当的表现了同性恋的活跃和富裕，”

因此导致了对同性恋财富预测的极度夸张。在 1993 年，Yankelovich Partners

进行了另一次精确的调查，发现同性恋的收入大体和普通人群差不多，实际上男

同性恋的人均收入还比全体男性的平均收入还要稍低一些。但是 Simmons 市场

研究和 Overlooked Opinions 的调查已经被公众广泛接受，导致公众认为同性恋

的收入要高于普通人。 

这些有问题的调查很快被广泛传播，并被市场交易新闻重新描绘，包括《广告时

代》。这种对同性恋财富的口口相传加强了这种印象。同性恋比普通人挣钱更多

成了对同性恋的成见，就像丁克一族一样，这些人在主流营销上的眼中，有着可

观的收入，并愿意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就像批评家 Gluckman 和 Reed 指出

的那样，“自由花钱，双倍收入的同性恋家庭的故事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同性恋的

情况，但是这些故事听起来就像是所有的同性恋都如此一样。” 

一些评论认为他们社会和政治边缘化的地位使得他们更容易受营销公司的善意



影响，这些消费人口更愿意回报公众。例如，Hazel Kahan 和 David Mulryan，

他们是同性恋市场的赞成者，认为这种脆弱性更有利于目标为同性恋群体的市场

开发“因为这些消费者被主流社会所唾弃，他们很愿意接受来自营销商的建议。”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同性恋是富裕者的印象却导致了对同性恋人权的损害，例如

1992 年出现在科罗拉多州的例子。在那个州里，反同性恋启动了修正案第 2 条，

在那里面他们使用了 Overlooked Opinions 调查的结果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即同

性恋不需要特殊人权，而且加剧了对同性恋的憎恨。 

尽管如此，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同性恋市场的架构已经完成，争夺这些经济上

富裕，政治上无力的“理想”消费者的竞争已经开始。到了 1990 年代末，大的广

告公司，例如英国的 Countrywide Porter Novelli 已经建立了特殊的部门专门处

理同性恋市场。同性恋富裕的形象也促使了大公司赞助同性恋社会事务，只要这

些事务不是公开的宣传政治。例如，1994 年 Miller Brewing 公司联合大陆航空，

成为了第一家赞助纽约同性恋游戏 IV 和文化节的大公司赞助商。最值得指出的

是，公司们开始大量的在同性恋杂志上做广告，例如 Seagram 和 PepsiCo，它

们资助了几个高端，著名的全国同性恋出版物，例如 Out 和 Genre，接下来几

年还包括 Ten Percent, POZ, Urban Fitness, Men's Style, Wilde, 和 50/50。即

使第一家全国同性恋出版物，已经非常完善的 The Advocate 也在 1990 年代经

历了一次彻底洗牌，变身为一个鲜明的，高姿态的出版物，清除了所有性内容和

政治上激进的内容。 

一旦主要营销公司开始系统调查同性恋市场，就会发现不是所有的同性恋都挣得

比异性恋要多。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认定并区分富裕同性恋和经济能力稍差的同



性恋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表明了这种目标市场模式的一个基本缺陷：把人们简单的认定为一种身份。例

如，把同性恋简单的根据性而划分在一起，而没有意识到性和种族，阶层，和性

别是交叉在一起的。另外，这种市场实践只是部分实现了它建立之初的目的。

Katherine Sender 解释说，“同性恋群体至少在国家层面上来说，不是一个预先

存在的需要营销商发现的群体，而是一个建筑，它不仅是通过政治行为来形成的

一个概念群体，而且是通过经验逐渐丰富的，商业支持的全国媒体形成的。”确

实，女同性恋激进者和批评家 Alexandra Chasin 指出，同性恋直到 1977 年才开

始从理念上认定他们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原因是对佛罗里达柑橘协会销售的柑

橘和果汁的全国抵制，因为它的发言人 Anita Bryant 在 Dade 郡领导了一场反同

性恋人权运动。就像 Chasin 指出的那样，这种全国同性恋群体的归属感被一个

逐渐壮大的同性恋媒体进一步推动： 

全美同性恋群体出现的原因是逐渐壮大的商业同性恋新闻读者产

生的同志感觉。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同性恋阅读运动增加的新闻，

能够增强归属感的消费机会，还有帮助他们划分群体范围的母语。 

如今，这个全国同性恋媒体已经由非政治性出版物主导，这些出版物主要用于同

性恋市场做广告。这个同性恋媒体也正在进行显著的所有权合并。拥有最大读者

群的两个全国性同性恋出版物，The Advocate 和 Out 杂志，目前都是属于 LPI

媒体，而 LPI 媒体自己去年秋天也被 PlanetOut Inc.合并，PlanetOut Inc.还是另

个亿 LGBT 群体为目标的两个主要在线网站，Gay.com 和 PlanetOut.com.的拥

有者。在这些在线网站中，我们发现传统的理想的同性恋消费者，也发现了消费



者管制的普遍深入。 

网络空间的理想消费者 

即使粗略看一下 Gay.com 和 PlanetOut.com 也会发现这些网页主要通过广告

和他们的赞助商沟通，不管这些广告是他们自己的服务还是财富 500 强公司的。

这两个网站的广告形式都很多样，包括网页顶头的横幅广告，在单独的窗口中的

弹出广告，网页左右边的长条广告，嵌入网页内容的大盒子广告，以及共同赞助

文章。 

一个历经两个月的对这些网站上出现的广告的分析发现，这些广告要么清晰的面

向同性恋消费者，要么使用窗口技术，例如展示孤独的同性恋个人，或者是一个

触动同性恋敏感的口号。只有少部分的广告内容只包括没有提及性倾向的产品或

服务，例如对 The New York Times, ING Direct, CarsDirect.com, American 

Express, and Chase Bank 的广告。虽然大部分同性恋广告是面向同性恋倾向产

品的，但也有一些广告是财富 500 强的，包括 Bridgestone Firestone Tires 和

Citibank。大部分财富 500 强公司使用窗口广告，或者不特别提及性倾向的广告。 

在最近的采访中，PlanetOut 的 CEO，Lowell Selvin 指出“聪明的公司，广告公

司，电影制作人和电视制片人懂得最成功的广告是剪辑给同性恋观众的广告。”

这些广告“剪辑”给同性恋消费者，通常通过描述两个同性的人以一种亲密的方式

互相触摸，并配以煽动性的字幕。例如，一个 Bridgestone Firestone 轮胎的广告

里，两个白人男人亲密的在一起，旁边的字幕是“你们懂得怎么补充”看过所有这

些网站上的广告，你就会发现这些广告里的人主要是年轻的白人男人。 



这个分析是 2003 年 7，8 月份作出的，在这期间，每天至少检查一次 Gay.com 和 

PlanetOut 的主页，对出现在广告中的人数进行列表，分别按照种族，性别和年

龄进行分类。整个 62 天期间，总共在 Gay.com 和 PlanetOut 上分别找到 360

个和 180 个广告。通常 Gay.com 的主页上如果有 5 个有人的广告，PlanetOut

上就会有 3 个有人的广告。在两个网站中，广告中出现的人中 80%是男性，80%

是白人，100%的人可以归入到“年轻成年人”的年龄段。除了在广告中出现的名人，

在这两个网站的广告中找不到一个中年或老年人。 

 

这种在面向 LGBT 群体的广告中使用年轻白人男性的模式，在其他媒体中也可以

找到，包括主流媒体和专业杂志。研究同性恋的学者讨论过白人，上层，男人味

十足的人广泛出现在远离主流的媒体中，它们面向穷人，少数族裔，性另类者，

男扮女装的男人，像男人的女同性恋。 

这种理想消费者形象在 PlanetOut Inc.下属的网站和市场作品中更加普

遍。在 2002-2003 年的销售包中，PlanetOut Inc.将同性恋的形象强化为

富裕的理想消费者，而忽略了性倾向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复杂关系： 

     消费时尚引领人。有着可观收入的富裕买家。喜欢那些尊重多样性

的公司。 

在他们的销售包中，PlanetOut Inc.把自己看成是美国最大的同性恋营销公司，“它

的同性恋消费者超过最顶尖的三个全国同性恋杂志加在一起的 20 倍还要多。” 

PlanetOut Partners 给它的合作伙伴机会“通过每年参加面向数百万消费者的活



动，带给你最好的在线和线下顾客”，包括同性恋骄傲游行，年度同性恋游戏，

同性恋电影节。除了“富裕媒体”等在线广告，PlanetOut Partners 提供给营销商

一些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市场研究”，并通过“多样的成员和出租用户邮件地址薄”

获得市场支持。Mark Elderkin 声称，在提供直接的邮件地址给合作公司时，

PlanetOut Partners 雇佣了一个“列表打断器”，允许合作公司一次性使用邮件列

表，而不必真正的卖出列表本身。 

 

为了进一步吸引广告商，PlanetOut 建立了自己的成员统计信息，强加了富裕同

性恋消费者模式，表明 29%的赞助者在 18-24 岁的年龄段，37%年均收入超过 5

万美元，85%的人是男性。根据我和 PlanetOut Inc.代表们的通信，这种追求潮

流的理想消费者较少反映了 PlanetOut Inc.是如何看待 LGBT 群体，而更多反映

了他们认为什么能够吸引合作公司。 

PlanetOut Inc.新的销售包反映了无法回避的监控和目标市场，尤其是当他们宣

称能够根据人口信息统计和收集的有用信息将信息传递给个人时，他们的市场数

据库允许他们将独特的信息直接传递给特殊消费者。特殊兴趣是 PlanetOut Inc.

强调这些精确定位所能够达到的效果： 

我们已经成为定位同性恋美国人需求的领导者，我们将自己的成

员转变成能够买东西的顾客。我们知道如何将广告印象转变成一笔

销售，如何将一个访问者变成一个消费者。 

 



这些网站自动收集的信息和在注册过程中透露的个人信息，在将赞助者转变成付

费的顾客时期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批评担心这些网页赞助者没有意识到他们

的个人信息已经被使用了。 

 

另一个批评的担心是这个更好的市场划分和个性化会导致营销商关注 LGBT 内

部的特定人群而忽略其他人群。这反过来导致在这个群体内加剧分化，而这个群

体只有在被主流社会排斥时才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群体的分散：塑造“容忍的”消费者 

LGBT 群体内部的分化一直持续，直到最近出现了男同性恋“容忍群体”，作为最

新的理想消费者。在 1980 年代中期在北加州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逐渐发展到

大部分西方世界，到了 1990 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如今在 LGBT 群体内部出

现了最新的消费者身份。 

 

容忍运动起源自一组同性恋发现，他们不符合主流同性恋文化的理想标准，这个

标准强调年轻的外表和强壮，精瘦的身体。他们感觉到自己在同性恋文化中被边

缘化了，因此他们组织起自己的社区，这个社区认可与主流漂亮标准的不一致。

他们自称“容忍者”，他们漂亮的标准是面部毛发和身体毛发，魁梧的身体，和工

薪阶层审美，这些反映在法兰绒衬衫和标有设计者标签的牛仔裤。容忍者认为自

己是更加“自然”的反映了男性气质，而不像那些“闪亮的”金发碧眼的冲浪男孩，

或者是做城市里职场男性的同性恋。 



这种容忍的亚文化在 1990 年代末随着网页的出现席卷了互联网，例如 Bear411，

和最近的 BigMuscleBears.com 和 BearWWW.com。很快年度社会活动，众所周

知的“容忍者赛跑”，在大部分主要的美国城市中举办。在这些活动中，大量认为

自己是容忍者的同性恋聚集到一起，花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和群体认

同。这些活动往往吸引数以千计的个人，这些人可能会从国外赶回来参加。最近

一些年，这些年度活动出现在了西欧和澳大利亚，例如马德里的 MadBear 和阿

姆斯特丹的 FruBall。 

随着这种容忍观念在同性恋群体中获得认可，有眼光的人开始发现针对这个人群

的杂志的经济潜力。当然，就像同性恋主流部分一样，这个全国性出版物是由合

作广告商资助的，作为这些广告商进入这个特殊市场的工具。A Bear's Life 是面

向容忍者群体的最早的全国性杂志，它是由来自这个群体的两个人建立的，这两

个人是 Steve Harris 和 Mike Goldberg。为了吸引广告商 Steve Harris 和 Mike 

Goldberg 生成那些针对主流 LGBT 群体的广告并不能引起容忍者群体的共鸣： 

 

这些人更喜欢穿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而不是阿玛尼的西装，更喜

欢开卡车而不是宝马，喜欢喝啤酒，参加足球赛，露营和其他一些

传统上认为充满了男性气质的活动。这些人拒绝任何对同性恋身份

的限制，并重新定义了同性恋的需求。这样，他们不再认可许多历

史上广告商在面向同性恋群体做广告时所使用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为杂志中的广告构建这种观点时，Harris 和 Goldberg 使用了

很多对于男性气质和同性恋身份的成见。 



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广告商加入到这个杂志，他们分析构建了一幅容忍者消费群体

的诱人情况。平均年龄是 37 岁。平均年收入是 47000 美元，平均家庭收入是

102000 美元。60%的人是大学毕业生，85%的人有一台家庭电脑，95%的人能

上网。，75%曾在网上买过东西，33%的人有房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数

据的来源，就会发现这些数字和那些早年针对富裕同性恋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一

样，都存在问题。这些估计是基于从参加美国和欧洲的容忍者社会活动的 4862

个回复者那里收集的信息。这就自动排除了那些认为自己虽然属于容忍者群体，

但是由于没钱而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的人，这些活动通常很昂贵。实际上，我们可

以看到在构建容忍者消费群体时存在着和以前构建同性恋理想消费者一样的模

式。 

 

总结思考 

容忍者消费者的出现证明，性不仅和种族，性别和阶层有着紧密关系，而且和身

体类型一起塑造着个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特殊市场的发展中让人迷惑的是，身

份认同不是固定的，严格的，或者预先设定的，而是随着不断的自身和特殊文化

环境的沟通而产生的。这样，在一种环境中一个人可能被认为是同性恋消费者，

而在另外的环境中他们可能是女性消费者或者拉丁消费者。营销上需要注意确认

特殊的身份，他们同时也在这些身份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评论家们关心这些市场分化会对边缘人群的政治组织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这种

持续的监控和市场分化会降低各种性少数群体之间的政治凝聚力。毫无疑问，随

着营销商越来越了解 LGBT 群体内部的经济能力差别，利润法则会驱使他们利用



这些差别，来把特殊消费者市场做得越来越细，寻找更好的消费者。 

 

8.理解男女同性恋消费者的市场地位 

Presentation by Michael Wilke, Executive Director, Commercial Closet 

Association  

问的最多的问题是“有多少同性恋？”由于很多原因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首先，

我们讨论的是身份认同呢还是行为？他们并不是一回事。身份认同是“我认定自

己是个同性恋，”而行为意味着我可能与同性相恋或有性行为，而我可能并不把

自己称为同性恋。事实上，卫生保健领域对于和男人有性行为，而并不认定自己

是同性恋的男人有确切定义。这当然是在和卫生保健打交道时的一件大事。 

很难知道同性恋数字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的缺点。多年以来缺少这方面的研究。

原因之一是，费用昂贵。另一个原因是，持续至今的忌讳使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被转移了。大的研究组织例如尼尔森，主要做电视访谈，不会问一个人的性取向，

以为他们担心激怒受访者。这是个得罪人的问题，他们不会问的。他们仍会研究

如何处理想知道这些信息的需求，但是显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营销商索要这个信

息并愿意掏钱购买，他们不会进一步研究它。这是如今的底线：研究不充足，在

做好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John Campbell 讨论了什么是好的研究，在所举的例子中提到了很多“有利的样

本”。这些场合里，人们由于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活动中而暴露自己的取向，或者

是由于他们订购了特殊的出版物。你得到的可能仅仅是关于这些活动和出版物的

http://muse.jhu.edu/journals/asr/v007/7.4unit11.html#Wilke


信息，而不是真正能够对广大人口实施一些项目的东西。我们正在这一点上进行

改进。尼尔森正在这个方向努力。Simmons 也在做同样的事。出于一些原因，

在处理关于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群体的相关问题时，市场研究者往往会抛出

他们知道的关于这个产业的所有情况。因此，由于政治和忌讳的双重原因，美国

人口普查时不会问关于性取向的问题。结果，我们就需要更小规模的调查，和不

跟踪这个人群人数的各种信息。我们在最近几年的研究更加私人化，包括在线研

究。例如，Voter News Service 在投票后会对人们进行跟踪。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始终有 6%-7%的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如今市场

界开始经常使用这个数字。如今有很多看待这个信息的方式。由于 Kinsey 十分

之一这个数字变得更有名了，但是如今我们知道它并不可靠。我们还可以猜测，

但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是，城市中同性恋的比例可能会高于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同性

恋比例。6%-7%这个比例可能有些保守，但是它是个相对好的数字，因为它反映

了在调查中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同性恋的人的比例。它可能有些保守的原因是，在

调查中可能有更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因此从一个营销商的角度看，他们发现了愿意自认是同性恋的人。对营销商来说，

这些意味着自认为同性恋的人将会成为可以做广告的对象。其他人可能也不排除

会浏览同性恋媒体。这种方式是与一个已知人群打交道的途径。如果你了解到这

些人已经订阅了出版物，或者浏览特定网页，或者浏览同性恋媒体，那么这些人

会变为营销商可以面向的人群。 

虽然我说人口普查没有问性取向的问题，但是 2000 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在问卷



中，以委婉的方式发现同性恋人群，方法是问家庭里没结婚的伙伴。我不会详细

的说具体的问法，但是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朋友，不是亲戚，除了没

结婚的伙伴我们找不到其他词汇来形容这种人，因为法律不允许同性结婚，因此

他只能是伙伴而不是婚姻。 

他们在调查中得到了最好的关于同性恋人群的信息，至少在家庭成员的配对参数

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发现 120 万人与同性恋人群相关，这是至今为止调查中发现

的最大规模的同性恋人群。这意味着 60 万个家庭。由于样本的规模，它允许研

究者进一步发掘样本，并研究其他很多有着高可靠性的问题。他们得到了在之前

的调查中没有得到的各种信息，例如种族，参军状况，家庭收入等等。一些很好

的信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人口关联信息也得到研究和确认。Gary Gates 创立

的 The Gay and Lesbian Atlas 公开了很多州和城市的同性恋人口数据。你可以

通过城市协会得到这些数据。如今营销商已经不再问有多少同性恋这样的学术问

题了，他们会问有多少可以做广告的人？有多少愿意自认同性恋的人？ 

还有一些关于性取向认定的有趣发现，包括性取向与其他身份例如种族的关系。

对于有色人种来说，其他一些身份认定可能更加优先。你首先认定一个人是有色

人种然后认定他的性取向，还是其他方式呢？事实当然是，我们不能忽略有色人

种看待 GLBT 人群的态度。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成见，每个人都把这个问

题看成是白人的问题。当然，GLBT 人群是所有人种中都存在的。同性恋有着各

种人种和民族，就像普通人群一样。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是白人中才出现的问题，

虽然广告和媒体中出现的同性恋通常是白人年轻男性。 

 



通常认为 GLBT 人群比其他人群收入更高。起初这是由于调查是针对特定杂志的

读者或者是参加特定活动的人进行的，因此并不能真正反映整个人群的情况。后

来更真实的数据，提供给营销商第一次面向 GLBT 人群做奢侈品广告的机会，例

如 Movado, Gucci, Waterford crystal, Godiva, Jaguar 和其他奢侈品牌。对同性

恋的广告开始于对奢侈品消费者的广告。 

自从我在 Ad Age 为这方面工作开始，我就一直希望减少曝光同性恋人群。同性

恋也像其他人一样买手纸，肥皂和棉球，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那些公司的广告反

映这一点。我们开始看到这些广告出现了，例如非常少的打包商品。我希望随着

公司们对 GLBT 人群更加宽容，尤其是当他们有了更可靠的人口信息后，这种广

告会越来越多。随着他们变得更了解和宽容，对于那些数字的可靠性有了越来越

多疑问。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研究者 Lee Badgett 研究了人口统计信息后，得

出了与传统对同性恋收入的认识所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男同性恋比异性恋男人收

入稍低，女同性恋比异性恋女人收入稍高。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他们和其他人的

生活方式不同。异性恋女人更愿意做家庭主妇而同性恋女人一般会工作。男同性

恋可能会由于没有结婚的天花板效应，和不适应老男孩网络而被挡住，这两件事

情通常是大公司里升职和加薪的参考因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信息，认为同性恋有双份收入，没有孩子的观点也并不准

确，在普查中发现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家庭有小孩。这可能是由于前一段婚姻或

者收养。三分之一的女同性恋家庭有小孩。这并不是不显眼的数量，尤其是考虑

到他们以前被认为是没有孩子的家庭。显然这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群体的方式。 

营销商也会关注同性恋的收入，和他们消费的方式。这是两个很不同的问题。如



果研究并不完全可信的话，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他们收入的确切数字。但是我们

要意识到同性恋消费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个男性，一般来

说它会比一男一女的家庭收入要多，因为这个女性一般不工作或者挣得比丈夫

少。相比之下，在两个女性同性恋家庭中，她们一般收入会低于一男一女的家庭，

因为女性的收入一般要低于男性。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家庭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收入，这样才能反映收入的真实情况。 

另外，同性恋如何消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Prime Access 公司的 Howard 

Buford 曾经给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远途运输的公司，现在有

两个潜在客户，一个是住在她长大的镇上，而且收入很高的妇女；另一个是从国

外过来的移民，收入不高，哪个是更好的客户？那个住在家乡的人不会有什么远

途运输需求，不管她收入多高，她都不如那个远离家人的收入不高的移民。他肯

定会在远途运输上有花费。这个例子表明了了解人们消费的习惯和了解他们真正

收入多少一样重要。对于同性恋来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方面。例如旅游已经是

在同性恋群体成熟的项目。由于他们可能有更少的孩子，他们可能有更高的人均

收入。他们在哪花钱？他们可能花在旅游上。 

另外一个获得同性恋市场的方法是，让自己成为领先的，最重要的，或最敏感的

人道的品牌。有时这很容易做到。例如，快餐是一个很大的广告门类，就错过了

GLBT 人群。如果一个公司例如麦当劳，能够在内部有合适的面向 GLBT 人群的

政策，有可能就会得到同性恋的青睐，有可能成为在这个行业中唯一得到这个市

场的公司。但是，如今这个标准比五到十年前高得多了，那时 GLBT 群体正在寻

找社会的认可和大公司的广告的关注，因此当时会更容易些。认可的一个很好例



子是 Absolut vodka，它在 25 年前，是第一家对这个人群做广告的公司。他们从

那时起一直坚持这么做，如今他们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个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和欣赏

度。他们这个举动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市场是看不

到的，而且有着很多忌讳和政治因素。 

对 GLBT 群体的成见是另一个在对他们做广告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对同性恋的成见确实有利于市场营销，因为对他们的成见是他们喜欢时

尚，电脑，音乐，家庭装修，精美食物。这些都是广告的种类，不是吗？ 

但是这对女同性恋不太适用。对于女同性恋的成见都是她们不喜欢的东西：化妆，

时装等等。这些也是广告的种类。因此女同性恋很难改变那些认为她们收入不高，

因此不是重要消费者的印象，这些偏见还认为她们还是反消费主义者。这些都是

成见。由于缺乏很少有人研究，缺乏制作面向她们的广告，使得女同性恋作为一

个消费群体落后了很多。这里需要更多的研究有色人种中的同性恋，因为这个人

群的增加显然已经可以影响到品牌影响力和支付能力。 

 

在 1992 年 Out 杂志的出现使得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转变。因为直到那时，The 

Advocate 杂志才开始考虑成为一个全国性杂志，而其它的媒体都是本地性的。

曾经有杂志例如 After Dark，作为一个电影杂志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面向男同性

恋的杂志。尽管它并不以他们为目标，这些人是它的读者。广告商意识到了这个

事实，开始把面向男同性恋的广告放在这个杂志中，就像在 The Advocate 杂志

里那样。 

 



酒精也是一个早期的同性恋广告领域，例如 Pernod Ricard 和 Absolut，以及啤

酒公司 Miller 和稍后的 Coors Light 和 Bud Light。有趣的是如何发生的，和发

生的原因。那时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对同性恋人群的身份认同。最早出现的是在

一些报纸上的酒吧广告。它们是同性恋聚集的中心。酒精公司从 1970 和 1980

年代起就有这样的销售信息。即使没有做研究，也已经存在着面向同性恋的信息。

这是酒精公司一直受同性恋群体欢迎，并仍旧有前途和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在过

去十年内超过 50 家酒精品牌做过同性恋广告。作为“有罪的”商品，他们不必害怕

来自保守派或宗教人士，这些人抨击广告商针对这个有争议的消费人群做广告。

他们有数据也有自由。 

 

Out 杂志出现了，出于一些原因它成了转折点。这个杂志成为了全国性杂志，也

是首家对同性恋人群进行善意广告的出版物。真正有意义的是一个禁止性取向广

告的禁令，例如拨打 900 电话来寻找同性恋等等。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政

治，广告商不想牵扯到让人感到棘手的政治上。因此 Out 成功的创建了第一家友

好广告商媒体工具。他们带来了以前从没有考虑过同性恋市场的各种公司。爆炸

性的出现了很多领域的广告商，包括时装，酒，无酒精饮料，烟草，娱乐，和艾

滋病药物广告。如今已经有很多品牌出现在这个市场中超过十年了。最近，除了

这些最开始的种类，有不少增长出现在新的领域中，包括旅游，金融服务，汽车

产品，头发和面部保养产品等等。即使是打包销售产品，如 Diet Pepsi 和 Altoids

等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了。 

由于这个讨论集中在女性身上，我想展示一些女性出现在一些同性恋广告中的例



子。如今也有有色人种出现在面向 GLBT 群体的广告中。 

 

同性恋群体拥有的商业或者 GLBT 为目标的广告，比通常的广告更好的表现了种

族的多样性。然而，如今仍然有着很多上升空间。例如，种族的融合通常以配偶

双方各属于一个种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图 10 中的广告是有两个男性亚洲人的罕

见例子，这在现实中并不多见。 

图 11 中的 IBM 公司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关注他们的雇员。这些是现实中为公司工

作的员工，我们在这个广告中看到了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IBM 一直是内部政策

和市场的领导者。 

这些电视节目反映了对于 GLBT 群体的好奇心。有一些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的。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多样性的表现，但是当我们讨论 GLBT 媒体和主流媒体时，它

更像是例外而不是规则。主流媒体并不如 GLBT 媒体那样在反映种族和性别多样

性方面做得出色。 

如果看一下通过同性恋媒体直接面向他们进行宣传的挑战，我们发现创作出能够

反映我们的现状和个性等东西的专用广告一直在增加。实际上，去年首次有超过

50%的以 GLBT 为目标的媒体制作了专刊。广告商正越来越熟悉这个趋势。如果

你制作直接面向他们的广告，就会得到更多关注。 

如今，多样性的表现又受到了很大限制。广告制作者会说，“好吧我们会做一个



同性恋广告。”他们并不强调黑人男同性恋，黑人女同性恋，或者其他有色人种

同性恋。我很多次听到了制作者们这样说。这不仅影响着同性恋媒体，这也在更

大层面上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我曾碰到过一些有色人种认为 LGBT 群体中没有黑

人。因此，这不仅是同性恋媒体的一个长期问题，而会影响到更多人。如果在广

告里有色人种出现在和白人组成的同性恋伙伴中，也会有问题，但是事情正在改

变着。 

另一个问题是性别的表现。大公司在他们的员工手册中使用术语“性别表达”，来

保护变性人。但是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广告制作者需要意识到人么你如何表示

他们的性别：在别人眼中男人的男人味和女人的女人味够吗？我们正变得更传统

和标准化呢，还是我们在表达自我和如何在广告中出现有所突破？如今广告一般

局限于长相传统的人，除非他们为了幽默而使用老套的形象，尤其是在普通广告

中是这样。“娘娘腔”的家伙出现在广告上只是为了博大家一笑。女同性恋在广告

中出现的形象，通常是出现在异性恋男性的幻想中。真实性这时就不再是主要考

虑了，而在性别表达中缺乏多样性是不公平的。电视中出现的反例是 Will & 

Grace.Jack 的个性和 Will 的个性是不同的性别表示。Jack 更加女性化，Will 更

加男性化。至少在那种情况下是有一些多样性的。随着对现实情况认识的深入，

这些都是可以出现在广告中的。 

 

在 Commercial Closet 网站，我们制作了一系列“最好的实践”提供给广告和市场。

它建议反映存在于同性恋中的多样性。它同样建议反对在广告业工作的同性恋就

可以代表整个群体的观点。这个群体是极度多样的，就像社会是多样的一样。一



个人认为可以或者让一个人发笑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为了得到别人对

你的信息和图像的反映，做测试是很重要的，同时也是为了看你是否做到点子上

了，或者激怒了某人。当然这些规律对于任何人群的任何广告都是适用的，但是

它在面对 LGBT 群体做广告时尤其重要，因为这个人群并不被真正理解和平等对

待。 

 

作为结论，我想加入另一些观点，关于同性恋媒体和做同性恋市场时所面临的挑

战。GLBT 媒体开始是本地的，后来随着 Out 杂志和 The Advocate 杂志的出现，

在 1990 年代早期变成了全国性的。出版量最大的同性恋杂志是 Out。它曾经到

达过 136000 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如今它也发行不了那么多了。如今还有些

其他全国性同性恋杂志。有些早期的杂志已经不存在了。多年来它一直是处于非

常困难的市场地位，曾经有过很多媒体合并。Out 和 The Advocate 曾经是竞争

关系，如今联合在了一起，Gay.com 和 PlanetOut 如今也联合在了一起。实际

上，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公司，因此两个最大的同性恋杂志和两个最大的同性恋网

站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集体，LPI 媒体。如今在同性恋媒体领域已经没有竞争了。

处于第二位的媒体远远小于全国性的市场竞争对手。当你看一下广播媒体时，你

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同性恋广告。以前曾有过一些本地广告秀，但是如今也不存

在了。Sirius 卫星广播，建立于几年前，是如今两个开通了同性恋专用频道的主

流卫星广播公司之一。这是广播中的一个例外。 

 

电视如今是一个有趣的领域，因为 拥有 MTV 网络的公司 Viacom 去年夏



天发起了 Logo 广告。这个网络好象是第一个面向同性恋做广告的商业电视广播。

有 2000 万个家庭可以收看它的节目，这对于一个刚起步的电缆网络电视来说，

已经是很不错了。他们已经赢得了很多从没出现在同性恋市场的品牌来做广告。

这和我预料的一样，因为 Viacom 不仅资金充足而且和很多广告商联系广泛，例

如 Comedy Central, Nickelodeon 和所有其他已经拥有的网络。Sears, Sprint 和

其他很多我们从没见过的公司，如今都通过 Logo 活动来面向同性恋市场做广告。

由于在同性恋市场缺乏媒体穿透力，要想到达这么广大的群体确实是一个挑战，

这个群体即使按照 7%来测算，在全美国也有 1500 万人之多。 

 

如我所说，最大的杂志的最高销量也只是 136000 份。网页则做得好的多。他们

的读者大概有 4500 万，但是这还不够。特殊的活动例如 Pride 游行和 Gay 

Games，是接触那些没有被划为同性恋人群的更大范围的人群的机会。 

最后一点关于赞助。Commercial Closet 协会到了今年底会出版一个回顾过

去 5 年内合作赞助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每年赞助增长的速度都很快。例如去年，

经费超过 800 万美元，然而这只是赞助情况的九牛一毛，但是它正朝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