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語苦與曹少年語盲學習的社會認盲學分析

一一黨論媒體語富與青少年語盲學習的關係

付伊

斯j工財經產學院中文系

信息時代，媒體在背少年語言畢習的進程中發揮著黨要作舟。經常與不闊的媒體接

觸，構成了當前;青少年肢吾吾環境的一部分。不同的大眾傳播媒介，對青少年的語言學習

都起著潛移默仕的作用。但媒體語宮對青少年的語古學習的影響聲鹿達到了甚麼程度?

錯不是就像一些家長和老師認為的那樣，主主錯了「說鴨色，聽j的地步?會少年聲媒體持

一聽甚應樣的態度?多種蝶體的存在是利大殼牌，還是弊大於別?我倒選取受眾最容易

接觸封的廣告語吉這一媒體諾言形式作為種棠，課用社會語在學的調查啥，來考察媒體

語育與青少年語言學會的關係。試關禮遇考察多來探討媒體語夜在青少年諱言學習攝程

中的作用，對媒體語苦的攝範揖供一幫壘化的數攝和科學的依據。

一、樣本的收集及不持類型樣本反驗血的某些傾向

(一)調覽室才數

本故調程醫象共321人，採昂的方誰為抽樣羈畫筆法。根攝研究的需要會調3授對象限定

為杭州市d、學、中舉、大學學生及部分工作人員。有關數據女of:

卜被調查人寞的教育程度

文化程度 i 小學
人數 40 

佔總人數比倒 I 12.4。今

2 、被調查人糞居住地接

間住主進監 域市

初中

85 

26.5% 

人數 大學史及以上 中學生 恭畢生

110 110 立。

{吉總人數比爾 34.3% 34.30;'。 6.20;'。

大舉及以上

110 

34.3吃站

交替區 農村

小學生 中學生 小學生

35 14 26 已

1O.90í，。 4.4月/。 8.1% 1.90;'。



2007 年 6 月 第 8卜的期合刊 27 

3 、被調發人員父母的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j 小學 |初中 研究生

人數 56 

位聽人數比倒 17.40;'。

(二)調叢中發現的某學躍冉

Jlt次調畫畫我們共設計15偶問題，務及劃受眾與農告語言鞠傑的各種方顫。能我們聲

問收樣本的初步聲即發現，無論是城市學生、如監學生，還是農村學生t ，都沒有表現出

聞廣告語言而「中毒邊擦j 的現象。但是不間的被羈查對隸對廣

闊。

的反映並不賴

1.教育程度的不時，對廣告語盲的敏感程度或者其對廣告語盲的選擇能力會有辦不

同。文化程度高的性往會議寄意識地去放黨白日喜歡的廣告語言，而文化程度氓的往往

表現出一種無意識。調叢結果聽示:在第5個問題?你會不會有意識地去欣賞廣告喜缸， 55. 

1%的人選擇f會J '其中彈(會J 的人員中， r大學及以上j梅花.3% 。請總比例數字說明書

文fl:程度較高、年齡相對較大的人更善於主動去放麓，優美前廣告語言。由此不難者出 p

廳告語言的影響與受眾的知識結構、心智狀:兒等有密切的關係。

2. 不時教育程度的被調玄學者，在接觸廣告語言時，所選擇的媒體也有所不同。在回

答曰字報常是通過哪種壞極了解廣告語吉J (多選題)峙，不管是哪種層次的人?他們都把

電視放在首校舍其中大學生及以上選擇的能倒是63.6% ，高中74.8% ，初中河心0/0 ' 

9 1.2% '大學生及怯上選擇的比替自依故是報刊41.3 0，治、網絡36.0% 、廣播2 1.3% 歹需品中

及以下選擇的比例依故是廣播23.3 0/(。、報有 10.2% 、網絡13.6 0，心。由此可以得出，由於電

棍是帶及率最高的媒體，不同層次的受眾接觸它的機會也最多。相聲甜苦于 9 文化!輯:欠稍

低的被罵費者，更錯;清授說聽媒體如電說廣播等，關文化層吹較高的被調查者對視覺媒

體擺擇較多。

3. 護鋼盔人員驚住地酷的不同，進會影響?等少年接受廣告語商品程度。這體現品廣

告語言對ι青少年吉普吉影響的地區是與牲。生活在揖市藥品接手空有更多的護會接觸媒

體多從各種建擺了解廣告語盲，如報紙、!真捕、電棍、網絡、甚至通過于機。前生活在

城市婦區的孩子，接鱗媒體束了解廣告語言的誰都相對較響，話農村的孩子接觸接體來

了解廣告語富的遠種最窄。在「你璽常接觸廣語語言嗎? J城市學生選擇「經常j 的站99.1

吵。;薄藍藍學生選「飽常j 的錯別.8% ;而農持學生選擇 f罷?語(J 的則的68.7% 。由此可以看

出?地域的差轟佳影響辛苦學生接鞠廣告誦了穹的廣度和頻繁度 n

去調查人鼠父母的文化程皮也影響孩子對廣告語吉的了解和接纜。父母文化程度

?收入謊報艷穩定?家庭義更有攝會為孩于提供多糟的媒體來接觸廣告語吉多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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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媒體提俱了物質基聽書適宜是保譜孩子接鱗蠹告語育的一個很本條件。當我們開「你

經常接觸廣告語吝嗎? J '在選擇「經常J 的學生中，父母文化程度是研究生或大學的佔

100% '是中專或高中文化程度的佔93.1% '是朝中或小學文化程度的佔70.6% 。相對來

事父母文化程度值的孩子，其父母的收入大多數來講也不會很高會家鹿…般來說沒有

足鉤的經濟實力為他說供各種媒體，從而也造就了孩子接融跟體農j寞的不同。所以，當

我們談論廣告語言與青少年語吉學習的影響峙，就有足誨的理由把攝賓人員文化程度、

調棄人員居住地區、調直是人員父母文化程度等客觀由黨考慮在內多以使我們的輯室是結果

更具脊可信性。

二、廣告語音在青少年語官學習中的正負擺攤

通過整理問眷?除了了解至ÙJl美告語育齡青少年語吉學習以上三個方面的客觀影響之

外 7 我們提梳理出廣告語音在青少年諾苔，學習過程中所起到的正嚼離與負輔離。

情修辭學jjj[f語 f正負蝠離j來表鐘廣會諾言對背少年語玄學習的影響， f旦含義有訝不同.

所謂 f正{崩離卜是指廣告語吉暫青少年甜苦學習的良性影響;研謂「負蝠離 I ，是指廣告

語育對青少年語言學習的負盟影響。

1. 廣告語寵對青少年語奮學習位在偏離

當我們問及 í1本對廣告語吉感興趣嗎? J ' 72.4%的人體擇了 f是J 0 從這個數字

看出，廣告語富在青少年心目中是受歡憊的媒體語言。既然它在受眾心中的地位如此之

高，自然識難完受其影響， IîP存在語古學那的正錯離。調查結果顯示，正偏離表現在以

下幾備方指:

(1)機智型的正偏離

語古是個亞穗體。 內戰比較攝定，如基本語、基本譜法、語音系鏡等。其外

圈是比較活躍的。廣告語育是很外層的多在這個很封、騁的地方使用一些機智幽默單的語

?可以使藤告語畜產生意想不到在今故果。讓人或會心一笑 3 鼓哈哈大笑 c 廣告語育中

涉及智力干涉的問主黨也較學鈍，最主要的就是鷗默。鸝默是人類輯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白雪

鵲味品，幽默可怯增加生命的活力，可以潤滑與商闋的人們的翱係。無可講言，傳媒中

存在著一些低級、粗俗的廣告語百多但這不是主流。大多數廣告語言都充滿機智和趣

味?充滿臨默感。當我們問及「話:喜歡甚麼形式的廣告語吉J (~夢選題) '65.5%的人選擇

了「蜘默型的農會語言j 。在「譜寫出你記協tt較深刻的廣告譜子安J '不少被調畫筆者瀉出的

就是一接具有很強幽默色彰的廣告語吉 n 如「臭名建揚 p 齊觀萬里j等，廣告語宮中機智

幽默智的農告語言，可以讓脊夕年學習語言時間按:心義、不落f谷套，幫現有的語吉材料

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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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辭蟹的正錯離

{學萬字彤式美對青少年的語苦學習起著正偏離的作用。在你們的詩常工作

中會有意無意地運用或的鼎廣告語喜多詰可以便青少年的語吉增添了修辭謂的%式

。在?你喜歡華麗彤式的廣告語吉J (多聽聽)的羈查答案中，有27.6%的人選擇了 ítt喻

式卜 41.4%的人選擇了(攝入式J '她3%選擇了「誇張式J ' 3 1.0叫選擇了[對稱式J '錯，

6%選擇了「聾觀式J ， 17.2%選擇了 ít誰比j:tJ 。在「譜寫出你記皆深諧的廣告語

，被調查者寫出的基本上都是使用某一修辭手法的 3 如(總瑋步就是奧林監克色影j

(t扭曲式)、「小車在時覺，請獨打擾J (擬人式)、 f今天二十，明有-十八J (請聽式)、

「入靠衣裝，美鑫亮莊J (對偶式)、「本打不相識J (雙鷗式)、「春書長翰您帶來沉醉?夏季給

您帶來欣慰 3 秋季，給您字會來甜美，冬季給您帶來間味J (#~l:tj:t) 等等。樹叢結果顯示，修

辭可以龍廣背語言含蓄、生麟、給人想像的餘地，說而對青少年諾古學習也會起著一種

促進作肘。

0) 懿新盟的正偏離

而艷「你認為廣告語盲會{是讓你日常的語吉鸝新嗎? J 的問題， 35.6叫的人聽擇了

「會J ;還在62.6 0，勻的人認為好的廣告語吉可以帶來語富的謊行。比如在「請寫出你記憶深

刻的廣告語盲J '不少被調查者都寫封基于表的廣告語{不在乎天畏地久，只在乎曾經擁

有卜由是其本身押韻 3 讀起來玉良主良上口，而且蘊誦了一種人生哲學 3 革時以謊衍叫時，

甚至成為→將人的接右銘。再如[味道好糧了j 多(音官能酸的 xx酸如有初攏的味道J 等。

越學廣告吾吾育之所以能為會少年飼所記性 2 說在銓它們給受眾帶來新的感覺， t是福也便

使他們去聽揖新的語吉組合。自鵑查結果證鴨，好的廣告語吉可以{足進青少年語古學習

的翻新，通過濃縮、變其創造的廣告語富，能給青夕年的語吉帶來生命和活力。

2. 廣告語當蒙古青少年語奮學習的提鋪離

青少年心智尚未放熟，易被外界影響，而廣告商為了實現自己的囂的，不i督誇大進

作，出現了一些組俗、老套的廣告詣。這些廣告語對青少年的語古學曾會起著負偏離。

自我們的謂查結果顧示 3 負1屆難有以下幾撞主要情理:

(1 )成語鑫攻的負偽離

鑫改成語做廣告諧的現象 3 早就為吉普古學者旦河關佳，在「請舉出你認為不好的廣告

語言j 問題中，不少人就是聽到了成語賽改的問題，如無胃(微)不的;默默無蚊(閱) ;騎

(其)樂無窮;好，色之塗(龍) ;制冷鮮鋒(先鋒) ;隨心所浴{欲)等等。也許多這種廣告語

言可以給某些受支票帶來短暫的樂雖 7 但給語盲文宇使用嗜來的真雷影響卻無法衡章，對

青少年學習掌揖成諧的正確書寫、使舟起著負曲作用。以強食有的教師說: r課堂，古自

功，不如廣告半合攏。 j有語育專家認為，萬家「鑫改j成諧、常賠器所產生把詩意歧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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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導。

(2 )起規麗的負偏離

由於社會聽放程度的日接接高，青少年接髓的新鮮事物增多，語言言文字的規範也可生

組受著撓載。在廣告語言中，繭2較為了吸引人們的眼球，難免會制造出一按易額的語吉

即文字垃圾。這峙遲遲學語吉又常常吸引青少年的眼球?久而久之，會影響恤們便用境範

的詞語，把不規範用法當作環聾用法。在「請舉出的1認為不好能廣告掃盲J 的問題中(間放

型的問題) í 不::9被調查者都寫道「語言繞經j 四個字。境接入中以大、中學生以上居多，

的為他們心中已有一種華本的語法規聾的概念，任以當有不合佈們心目中的規範的用法

出現時，就會給能們留下印象，其中就有舉制:歌唱演員吳，隘的一個唱片的廣告語f最

女人的音樂，最音樂的吳說j和「把漿昧進行至5路J 之類的特子?其中的 f最+名詞」和「把

+名詞+擺行到底J 的用誰說曾被一舉學者指責過其很不合理。 ì這麗、漢語的譜法規貝已被

扭齒了，構成了一種語古就圾的特在景觀。久而久之委對背少年的語育學習會誼接一種

強暴，性的影響雪客觀上剝奪了他朝掌握正體器浩規則的權科、對現代橫詣的規範用

(3) 流行語句的頭儲禹

信息時代學謊行語了穹的傳播速度非常快，高流行甜苦向來都是會少年喜歡摸餘的話

。這類語言一盟在廣告語中出現，對會少年語盲的影響就會趕到推搜助灣的作用。

此故問卷調賽中，在回答 f你印象中有沒有獻告語言成為流行語言的樹子卜 55.2%的

接頭發者體擇 f有卜 出偉、諧據比較深刻的主義會語吉J '其中說有多位做鸚畫筆者寫

道: I如果一定要在前間加上一體數壘，我希望是一萬井扣。罵星馳的追些 f知名j

械等 i民至目無數的地方 3 浪漫的愛情表白變戒了純商業的!當諮詢匪，華才會少年種康使用

了負面作用。再比如不少人也寫到清嘴含片的廣告語「怨、生日道清嚼的味道嗎卜

嘴j 譜音「親嘴J 雪在海少年中也一將成為一句比較混行的語盲。誼種流行語言帶錯青少年

的，不 11:是語吉上的影響，更是價偕敵人生觀的偏離。

三、結論

廣告語言作為媒體語言的兩部分，其在會少年語吉學習生活中所起到的影響可以說

是利弊兼有，但只要聽當引導，還不至鼓引起話至玄學釋的混亂。在「你認為廣甜甜言會

左右棒的語言使馬鳴叫， 75.4%的入認、為「不會J 0 以鼠類推，媒體諒育在青少年語言學

中只要適當出導，合理利用空就會對背少年揖學習生活起對王福離，我們不是言談「媒J

色變。另外，我們所傲的調查分析，出去台接件所限，調查籬關不夠廣泛，大部分被調瓷

人員的路往區域集中在往外i一帶，提麓濟這個角度來講，生活在社翔的學生?不管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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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學生、郊區學生還是農村學生，和同類生活區域的北方學生相比，總體上是存在一定

差距的，從這個原因分析，我們的調查結果如果放在更廣泛的範圍上觀察，可能會存在

一些偏差，甚至不太客觀。為了青少年一代能夠更好的利用媒體語吉，我們也期望本課

題能夠更廣泛更深入地做下去，多方面、多角度地考慮到各種因素，使同類課題的研究

更加客觀、更加有意義。

【本文屬專著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