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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广告业 

在印度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两个印度。一个印度走在牵绳的前面，渴望向前发展并且

接受并超越世界向我们所展示的所有。另一个印度则是牵绳。一个印度说，“给我

一次机会让我来证明我自己。”而另一个印度说，“先证明你自己，你也许会获得一

次机会。” 一个印度内心充满乐观，而另一个印度头脑中遍布怀疑…… （引自“印

度电视广告时代”） 

 

1． 引言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拥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生活在这个国度，使其人口仅

次于中国而位居第二。在这片国土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区域化与国际化并存

着——有时是协调的，而有时并不是。在管理品牌和定位客户时，广告必须理解印

度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并在其中竞争生存。因而，如果广告需要反映社会，在印度的

问题就是：反映哪一个印度？ 

 

在什么是国产（被标记为印度的）和什么是进口（被标记为国际的）之间的区别触

动着印度人的心。圣雄甘地 （1869-1948），他在 1947 年领导了印度次大陆从大

英帝国手中的独立，呼吁印度人民联合抵制外国造商品，尤其是英国造的商品。他

用当地产的棉花为自己纺织衣服并敦促当地印度人效仿。当英国人抽取盐税时，甘

地领导了到海边的非暴力游行并鼓励他的从众自己造盐。今天，许多印度人仍然对

进口的产品和生产他们的跨国公司保持怀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外国影响，

包括外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分部，是将国家现代化并将其带入国际经济社会的一种手

段。 

 

经过很多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印度政府在 1991 年实行了经济自由化。从那时

起，印度见证了社会文化每一个层面的迅猛变化。跨国公司进入了，进口产品随处

可见，消费量疯长。今天，在印度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从便宜的手工制手镯

到奢侈的手表，外国轿车和名牌服装。 

 

但是，只有一部分印度人加入到消费经济中。对于许多人来说，购买一块肥皂，一

瓶饮料或者一杯茶也是一种奢侈。不仅大量的偏远贫困人群还没有加入到经济中，



许多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也尚在其外。在消费模式中，年龄也产生巨大区别。受过高

等教育的年轻人起薪就可以挣得和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父辈一样多，这颠覆了传统

的家长权威。 

 

基肖尔-达斯，市场营销学教授，印度经济的专家，介绍了当代印度的消费模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社会经历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传统的印度

世袭等级制度下的印度生活，低估了社会和经济的机动性，婆罗门教文化轻视商业

的主流思想被当代印度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所挑战。印度中产阶级渴望变得富有并享

受美好的生活。随着收入的增长和购买力的增加，已经觉悟到变化的印度中产阶级

现在在寻求购买高质量的消费品，并愿意在食物和娱乐上花更多的钱。在大都市

里，由于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外国媒体以及互联网革命，一种新的接受西方文化和价

值观的社会生活态度已经出现。当代印度社会可以被认为是 70/30 开的。一方面

70%的印度人仍然很传统，他们很穷，生活在边远乡下；而另外的 30%的印度人 

（超过 3 亿人），他们变得富裕，现代化，了解西方，讲英语，并居住在城市中。 

 

2. 印度广告业的历史 

人类学家，威廉姆-马扎瑞拉将独立后印度的广告业分为 4 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

是从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之后（1947）算起的，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

期。在这一时期的印度广告始终作为大英帝国的对外宣传运作着。广告的大略风格

就是陈述事实而缺乏创造力。第二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到 20 世纪 80 年

代），作为对第一阶段的回应，出现了大量的强调创造性和脱离了英国统治的印度

独立身分的广告。第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广告由开创和创新转向了建立有效

的市场营销频道，从而可以造成全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影响。第四阶段也是现阶段，

它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是以结合了有效的市场营销机制和高度创造性为

标志的。 

 

今天印度广告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来向这个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民族作宣传。英语是

遍布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但是还是有许多印度群体不懂英语。电视、广播和报纸

要用到超过 24 种语言，因而限制了许多广告有效的传播到特定区域或者某些社会

群体。当针对印度的精英时，广告使用英语。当向更多的人用更多的通俗语言叙述

时，广告要使用许多当地语言中的一种。在印度北方，印度语在广告中广为使用。



但是这在南方印度是没有用的，因为在那里几乎没有人说印度语。一些广告结合了

英语和印度语，这种混合语言在当地被称为“印度英语”。 

 

大多数的跨国广告公司在印度有办事处——几乎绝对地设在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

（原名为 Bombay），经常也在新德里以及其他城市。当然也有成功的当地广告代

理，主要做当地产的品牌，目的在于用非英语的语言向当地居民推销。 

 

3. 在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上卖汉堡包 

如果外国人对于印度还有一点了解，那就应该知道牛在这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

么世界上最著名的汉堡包餐馆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落脚吗？尽管麦当劳已成功地

在许多国家开设了连锁店并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当地的习俗和食物喜好，可印度还是

一个特别的挑战。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猪肉，还有一大部分人根本就不

吃任何动物相关食品。这个基于芝加哥的公司花了整整 4 年来筹划如何打入印度。

它的第一批餐馆是在 1996 年在孟买和新德里开设的。 

 

在最初的兴奋死亡之后，这些有着玻璃装饰的外表和灯火辉煌的内在的餐馆在很多

印度人看来都太贵了。由于一开始就排除了牛肉产品，麦当劳最初供应的是羊肉巨

无霸，但是因为相对的低脂成分，这些汉堡包太干了，一点都没有吸引力。油炸薯

条，是由印度本地产土豆制成，特别面，这是因为印度本地土豆含水量太高。麦当

劳通过进一步改进菜单坚持下去，将羊肉换成了鸡肉，又改进了油炸薯条的问题，

同时还通过作广告来说服潜在的顾客餐馆明亮可人的就餐环境并不意味着高价位。

事实上，麦当劳在印度的价格策略是通过用极低的价位刺激销售量来实现利润。 

 

然而麦当劳最重要的革新是将它的整个运作分为素食和非素食。贯穿整个食物加工

过程，两者是完完全全分开的。素食食品是在素食厨房里烹制的，而非素食食品是

在非素食厨房中烹制的。所有的餐馆中都有两个高度可见的分隔的厨房，员工或者

穿绿色制服（暗示着他们烹制的、接触的以及销售的都是素食），或者穿红色制服

（指示着他们在非素食部门工作）。这是费了大功夫向印度顾客宣告麦当劳不会在

任何环节污染非肉类食物。当许多竞争对手被迫改换菜单或者因为他们的非素食菜

单关闭店面时，麦当劳的这一策略却非常有效，甚至在印度最大的素食州里一直被

接受。 

 



在今天麦当劳的菜单里最受欢迎的是麦氏鸡三文治和 McAloo Tikki 素三文治。麦

当劳还引进了鸡肉巨无霸作为“印度版本”的超级巨无霸——有两层非牛肉面饼放在

一层芝麻包上——而 McAloo Tikki，是在面包上放一个面包屑土豆煎饼，这是麦当

劳版本的 aloo tikki, aloo tikki 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印度小吃，街头小贩随处都在销

售。 

 

麦当劳在印度的成功和不断的扩张是基于好几个因素：（1）成功地改进菜单适应

当地文化和饮食口味， （2）尊重对于特定肉类的感情和禁忌以及印度强大的素食

传统， （3）将印度人放在法人和高级管理层地位， （4）表达自己对于环境问题

的关注，不论是在餐馆中还是在餐馆所在地的团体内， （5）在团体中积极参与运

动和教育相关的项目，（6）最后，坚持自己的全球化策略“全球化思考，区域性行

动”。 

 

批评家们有时将快餐店和其他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称为“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

化”。但是在达斯 2005 年对印度麦当劳的实例研究中，达斯引用了新德里一名资深

官员的话，这名官员对于这个过程有一个不同的见解，他说：“我不觉得麦当劳在

印度做生意有任何不妥。毕竟，这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麦当劳化，它只是一个大型的

麦克餐饮业”。 

 

不管怎样，麦当劳在印度都有当地的批评家和反对者。2001 年当麦当劳在美国因

为它在油炸薯条中使用牛油增加味道而被起诉时，它在新德里和孟买的餐馆遭到了

狂热印度教徒群体的攻击。麦当劳向这些抗议者们提供印度政府颁发的生产证明来

证明印度的油炸薯条中从来没有放过牛油。最近当一名印度政府官员被拒绝进入美

国时，麦当劳在印度的餐馆再次成为抗议者的场地。这次最近的抗议与麦当劳公司

本身毫无关系，但是麦当劳餐馆成为目标是因为——不像可口可乐或者万宝路，打

个比方——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在那里反对美国的情绪可以被表露出来。 

 

现代麦当劳在印度的广告融合了古老的和新鲜的东西。位于芝加哥的雷欧-伯奈特

公司负责麦当劳在本土和海外的广告代理，但是该公司并没有将样板广告发送给印

度的分公司让他们做本地化的修改。相反地，雷欧-伯奈特印度分公司自由控制面

向印度消费者的广告制作。 

 



随着麦当劳意识到印度不同“区域”对于食物的偏爱有着明显的不同，麦当劳的广告

也为不同的地区度身定做，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进行传播。大多数的广告面向

年龄在 25 到 35 岁的年轻人。这种本土化的广告赋予了该全球化品牌一副“印度面

孔”。 

 

录像 1 中的商业广告就是一个典型，表明了麦当劳为把自己融入到不断变化的印度

文化中所做出的努力。该录像用倒叙的方法展示了一个女孩利用她爸爸沉醉于汉堡

包的美味之时，争得了他的允许去把玩一下他那辆昂贵的汽车。后来，这个父亲很

聪明地逆转了这一形势，他把握住时机要求这个女孩去见一个他为她选中的男孩。

这一段小插曲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不紧不慢的以自己的

方式去结婚（新鲜事物），而他们的父母却催促他们快点迈入婚姻的殿堂（传统事

物）。这种古老与新鲜事物的结合有效地反映了当代印度中产阶级生活的现实。 

 

另一个广告利用印度流行文化中的偶像来为麦当劳的低价作广告。一个看起来像

20 世纪 80 年代宝莱坞影星拉斋士-卡纳的人告诉观众麦当劳的价钱还停留在他的年

代，而不是观众们的年代。这位演员以一种黑白造型出现在彩色造型的饭馆中，传

递出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更加强化了广告信息。 

 

4. 在卡马-苏特拉大地上卖避孕套 

避孕套以及其他与性和身体亲密行为相关产品的广告在任何文化氛围下都是很复杂

的。印度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在 1947 年独立后，这个国家努力发展，并采取措

施去抑制呈指数增长的人口，包括进行宣传，鼓励社会营销、促销以及发放避孕

套，甚至有时候对国民进行强制性绝育。虽然这些努力符合国际援助机构的要求，

但是避孕套本身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意味着政府对于私人生活的干预，并降低了性

爱本身的乐趣。 

 

当 J.K.化学公司在 1991 年找到林塔斯：巴姆贝来为一种新型的避孕套制作广告的

时候，该广告公司开始进行广告创作，来颠覆公众对于避孕套的负面认识。该公司

前任负责人阿莱克-帕达穆斯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们试图想到让这个产品招人喜爱的方法。我基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是否能够

拥有一种令人喜爱的避孕套？当使用者听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他会说：“哇。它让

我兴奋，而不是令我讨厌。”这是我们广告的品牌与其他广告品牌本质上的不同。 



 

选择卡马-苏特拉这个名字真是一个天才的创作。它成功地将印度的文化历史符号

与这个新的品牌联系在一起。原来的卡马-苏特拉是古印度思想中关于性爱的一部

专著，其中有些部分在位于中印度的克久拉霍的印度教庙宇的墙壁上表现出来。这

些古文字与性爱雕塑对于 1991 年时期的印度大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尽管他们中

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地看过这些庙宇或者读过这些文字。 

帕达穆斯讲述了如何选择卡马-苏特拉这个名字的过程： 

首先想到的名字中有一个是老虎。这个名字看上去似乎挺合适。它包含了男性雄风

与激情的意思，而且它本身似乎还适用于一些有趣的视觉画面。但是它的缺点在于

这个牌子太集中于男性了…后来，在一次头脑风暴的讨论上，一个人提出了用克久

拉霍命名[这是那些刻着（不）著名的“色情”雕塑的庙宇所在的城镇]。很自然而且

迅速的，这个提议引出了卡马-苏特拉。就在那一刻，突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我

们本能上都意识到我们找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名字最终胜出了。没有必要进

一步寻找别的了。卡马-苏特拉这个名字包含了一切。作为一个商标的名字，它是

通用的。它传递出性的信息，而并没有提及那个禁忌的词语。它是一个大胆的举

动，但是它在文化上又是神圣的让人接受的。 

 

卡马-苏特拉这个名字将古文化符号的正统性上升为大胆描述亲密与性爱的执照。

为了弄明白这样的变化到底有多么激进，人们只需要想一想现代印度社会的保守性

就可以了，这种保守性表现在印度电影中那些小心翼翼设计的舞蹈动作以及身体造

型方面，或者是 2006 年发生在新德里艾滋病宣传会议上的那次由里查德-基尔亲吻

一名宝莱坞女星引起的轩然大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卡马-苏特拉将文化上可以

接受的底线冲撞到了极点。 

 

人类学家威廉姆-马扎瑞拉讲述了起初将卡马-苏特拉品牌引入印度市场所采用的媒

体策略。该品牌购买了流行时尚杂志《温文尔雅》所有的广告版面，并全部刊登了

宝莱坞男女明星倡导的卡马-苏特拉避孕套情色图片。这种媒体攻势不但吸引了大

众的注意力，而且还引起了关于这种广告模式是否合适的大辩论。这种媒体疯狂总

是导致同样的结果，这次也不例外，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了该品

牌的知名度。 

 



视频 4 的电视商业广告紧随其后。该节目描述了宝莱坞名角普扎-贝迪与印度顶级

模特马克-罗宾逊在一个雾气缭绕的淋浴中的场面，即使在今天这个场面也充满了

情色的幻想。虽然由于公众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政府审查部门的介入，这则

广告被撤掉了，但是它成功地用卡马-苏特拉品牌将看似相互抵触的两种事物，避

孕套与享受，联系在了一起。 

 

马扎瑞拉认为借助于一种将快乐与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卡马-苏特

拉品牌的广告也具有重新定位政府对于私人生活干预的效果。这种公众认知上的转

变标志着媒体向普通大众传递的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信息的巨大转变。 

 

5. 奥美广告为卡马-苏特拉工作 

2006 年，卡马-苏特拉将它的广告业务交给奥美广告公司，以其新颖创新的方式来

推动品牌。奥美持续将注意力集中在性交前戏来宣传这个品牌，但是在印刷广告和

电视广告的主题上转向了“角色扮演”。广告刻画了生动的性幻想，并提出了一个简

单却挑逗的问题：“今夜你想成为谁？”不论是在电视广告还是印刷广告上，广告都

非常小心地通过展示书桌上面挂着的男女合影相框来表明男女双方或者已婚或者是

相好很长时间的情侣，而且广告中一直重复使用着同一对情侣，从而避免了任何潜

在的认为该品牌倡导男女乱交的批评。 

 

奥美的创意总监，舒满滔先生讲解了该公司广告策略中角色扮演概念的起源：“在

互联网上到处都是聊天室，在那里人们假装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发现人们喜欢角色

扮演，所以决定将其用于卡马-苏特拉的广告中。”这个创新性的想法，就和最初的

卡马-苏特拉广告一样迸发着天才的火花，捕捉了广泛存在的性幻想——即不同的

体验会激发性快感。对应的印刷广告延伸了幻想特定性的范围，但保留了基本的宣

传思想。下面几则广告描绘了几种不同的角色扮演性幻想，它们出现在当代卡马-

苏特拉的促销中：比如护士和病人，消防员与危难中的落难少女，海盗与荡妇等

等。 

 

每一则广告都经过精心的制作从而只集中注意力于性交前戏，而非性行为本身。人

体摆位非常小心——比如，手正好放在半边屁股的上方而不是直接落在屁股上；只

展示接吻前的瞬间而非接吻本身。这样对于姿势的格外在意正是卡马-苏特拉将广

告推进到极限却没有跨越雷池的一种手段。 



 

奥美的创意团队还开发了一些辅助创意来增强角色扮演广告宣传。比如，它想像着

每一个避孕套的包装中都有一个海盗的眼罩或者熟悉的装束中的其他什么部件作为

点燃情侣性幻想的手段。公司在一个广告的首映式上使用了这个创意，但是在零售

的避孕套包装中加入这样的行头还是被认为不实际而且太昂贵了。 

 

另一个创意想法还没有被认可，也许永远都不会。它将演示一个新的创意团队已经

依稀可见的性混交。奥美公司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是和一个大型外包客服电话中心共

用的。在印度大城市里，大多数电话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大学生，他们具备需要

的语言技能并愿意在特殊的时间段里在电话里工作。这种工作将青年男女共同放在

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交环境中并为他们之间的性接触提供了机会，从而提出了对避孕

套的需求。提供多种品牌的避孕套销售机已经是印度电话服务中心里的一个很常见

的特色物，只是或许大多数的公众还没有准备好去承认许多当代的青年人违背了传

统的性禁忌。 

 

奥美也想过将克久拉霍这座印度古老的性寺庙中的形象用在它为卡马-苏特拉创作

的广告中。但是，广告公司和它的客户同时感到那些石头的形象不能担当或支持品

牌的合理化。取而代之，他们继续使用血肉之躯的模特们，他们在镜头里具有激情

与情感，这可以远远超越性寺庙中石像所刻画的机械的造型。迄今，只有卡马-苏

特拉这个名字是直接从印度文化遗产中借鉴来的，但是高激情性行为和色情在广告

中只是通过复杂的暗指和高度关联展示的而并未直接提及。 这是那个被多次重复

的广告格言“卖嘶嘶声而不是牛排”的又一个实例。 

 

从一开始，卡马-苏特拉就明白走进一家化学试剂店或者烟草店去购买避孕套将是

件多么别扭的事情，特别是在周围有家人、妇女或孩子的时候。为了打破这种尴

尬，早期广告就宣告，“只需向店员要 K.S.”。KS 这个缩写现在是广为人知，以至

于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这就好像阿贝克隆比 & 费奇和福布在美国一样。

有时有的男人被称为“KS 型的家伙”，这仅仅说明这个品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立

以来一直是多么的成功。不像在美国，避孕套是拿尺寸做营销的（比如说大号，特

大号和超大号，而不是小号，中号和大号），避孕套在印度并没有这些标识。取而

代之地，广告中谈论的是颜色、轮廓、罗纹和其他一些可以强化体验的特征。 

 



6.将全球性广告宣传作出调整来适应印度国情——路克斯香皂 

路克斯香皂是在 1929 年开始在印度销售的。直到今天，它一直作为妇女的“美容香

皂”在被推销。J.沃特-托马逊广告代理公司为路克斯创作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被

用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印度。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国际化的路

克斯广告都是通过美国电影女明星宣称路克斯是她们保持美貌的“秘密”来宣传这个

品牌的。 

 

贯穿了余下的 20 世纪，直至 21 世纪，JWT 一直制作着反映了同样的主题和广告

风格的路克斯广告。不像李奥-贝纳和麦当劳，JWT很容易地通过使用宝莱坞的印

度女星将它的影星代言的广告策划应用到印度。因为有太多的著名电影明星为路克

斯代言，以至于花名册读上去就是一本宝莱坞名人的“谁是谁”。 

 

对于路克斯在印度的 75 周年纪念，JWT 决定对于它的常规广告作一次创新性扭

转。广告公司提议使用一个著名的宝莱坞男星来代言品牌。它的客户也同意试一

下。超级巨星沙鲁克-汗被放在一个布满花瓣的大浴缸中，他的周围是四个以前在

广告中做过路克斯代言人的女影星。广告公司提议由汗向观众提问，问他们更愿意

与其中的哪一个人共同沐浴。总归是个喜剧演员，汗问道为什么他就不能像以前广

告中那样重复那句著名的宣传词，“路克斯是我保持美貌的“秘密”？这个新的广告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观众喜欢它，也因为报刊杂志给予了它足够的宣传。 

 

7. 耐克打入印度 

印度全国对于板球的激情——印度风格的板球——可与美国人对于橄榄球和巴西人

对于足球的热爱相匹敌。 简而言之，它是印度最流行，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大

多数的城市和乡村都有板球队和板球场地，但是如果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人们可

以简单地凑合起来。人们最喜爱的就是在大街上进行的或者突发的板球运动——这

样一种游戏版本背离了原来的由英国殖民者带进来的有着严格规则的游戏。 

 

耐克，之前从来没有定位在板球市场，要求它的印度广告代理，JWT, 创作一个关

于 2007 年板球世界杯的商业广告。这个广告使这个品牌在印度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这则广告与耐克的竞争对手们的风格不同，他们通常使用板球界名人代言。在

这个广告里，当车流在一个繁忙的街道上静止下来，一场狂野的板球游戏突然开始

了。这正反映了在整个印度可见的非正规的板球玩法。它捕捉了一般板球手的能量



和不屈不挠，以及板球粉丝的激情。不管在哪里，不论何时，不管怎样，印度的板

球手们“去做就好。” 

 

这则广告在印度的评选中被评为“年度最佳广告”。它一直有效地在为这个品牌做宣

传，即便印度在板球世界杯上的表现很让人失望。这是因为耐克并没有将希望寄托

在有名的板球国手身上，而是展现了随机发现的印度板球“明星”。 

 

8. 印度广告数字化 

尽管印度成为外包电话服务的家园，并且有自己所谓的以大城市班加罗尔为中心的

硅谷区，电脑和互联网在大多数印度人中还没有真正被使用。相当传统的广告媒

介，像电视，收音机，杂志和广告牌还非常普遍。但是，由于一些区域的群体变得 

对网络高度精通，像 Orkur (很像“我的个人空间”）这样的社交网很流行，因而一些

品牌也转向了数字化市场。 

 

太阳丝，是一个很有名的洗发水品牌，通常被和中年妇女联系到一起。但是它在

2007 年通过互联网重新将自己定位。它通过使用电视广告和广告牌引导年轻女性

访问“www.gangofgirls.com”，在那里年轻女性被邀请分享关于职业、美容、家庭和

生活等的意见看法。 

 

这个网站的讨论内容多数是由用户引发的。它会被经常性地追踪和更新。女孩们可

以贴上自己的想法并建立自己的团体。网站管理员会就一些问题作出回应，贴出相

关信息——不仅仅是关于美容的。这个网站还提供各种竞赛，包括鼓励会员通过上

传自制录像“变成导演”；另外，网站还提供通过演唱或者分享 2006 年好莱坞电影

“梦中女孩”中的歌曲而成为“梦中女孩”的机会。 

 

这个社区建设网站为社会中的女性，特别是未婚年轻女性，她们的社会交往受到严

重的限制，提供了一个出口。网站的匿名性帮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该

品牌试图突破对妇女的负面刻板印象，并激发她们的野心。自该网站的推出，对于

该品牌的看法有了变化。太阳丝不再是面向穿着沙丽服的老年女性或者是穿着套装

的留着长发并有着研究生学位的职业妇女，而是用于 18 岁及以上的充满趣味，喜

欢尝试的“女孩”，她们喜欢将头发弄得时尚并且穿时髦衣服。 

 

9. 结论 



广告在当代印度起了许多重要作用。对于三千万左右的中产阶级及奢侈的消费者来

说，广告让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由各种各样的商品充斥着的美好生活。对于其余那

些目前尚未加入到大众消费中的印度人，广告中的描绘人们享受物质上的满足的场

面还没能在他们的生活中被意识到。 

 

大众消费代表一种独特的方式打破了古老印度苦行禁欲传统和超世俗的关注。但

是，广告又试图将新旧掺和起来而不是用一种浅显的方式来提议就以全球化取代传

统。广告者们讲的是“让印度接触到事物”——而不论所广告的是麦当劳，耐克，路

克斯或是其他国际品牌。 

 

根据“印度时代”报纸所做的一个商业广告，在印度有两种印度人——其中一种强烈

地期盼着变革，而另一种深深地坚持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

家，已存在将近 60 年了。作为一个文明的发源地，它的年龄已超过了 5000 岁。印

度的十亿公民在未来几十年如何在经济上花费将影响全球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