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是民国上海留给今人的一个文化记

忆袁这种记忆中的一部分就被定格在民国上海的
月份版广告上袁定格在叶良友画报曳封面的美女图
像上遥 经过开埠后 员园园多年的发展袁到了民国时
期袁上海在各种因素交融与冲突中形成了集现代
与传统尧开放与封闭尧都市文明与农业文明尧世界
主义与民族主义交汇的大都市咱1暂袁其中以现代性
和殖民性为主要特征遥 上海的市民社会成分复
杂袁既有上层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尧达官显贵袁也有
中下阶层的小职员尧劳动者袁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又生活在这个共同的物质空间里遥 无论是上层的
主动参与袁还是底层的无意识跟随袁不管是浮华
的表面的袁还是渗透到血液里袁现代性都和殖民
性一起被印入了民国上海的方方面面遥 现代性的
载体是城市设施的发展袁商业圈的扩大袁资本的
投入和传媒的兴起袁而这些都为广告传播的崛起
搭建了平台遥 野一定消费水平的社会对象是广告
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冶袁 是社会的物质空间和
消费对象提供了广告发展的条件遥 反之袁广告又
通过时尚尧消费尧欲望的想象空间袁构建着现代性
的镜像袁并使人们逐渐认同之遥 广告是现代性的
产物袁同时广告又为现代性作传播遥 民国广告随
着上海社会的发展而突飞猛进袁这也就决定了民

国广告的现代性特征遥

一尧广告镜像与上海城市现代性空间相互建
构要要要消费文化的开始

野广告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文化袁 反过来也改
变了文化遥 冶咱2暂民国广告文化正是近代社会的历史
产物遥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广告创造了发展空
间袁广告又反映甚至助推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遥 民
国是我国近代广告发展的成熟期袁特别是在开放
的沿海城市袁而上海是当时广告公司最多尧广告
投放量最大的城市遥 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袁对强
势进入的西方文明是被迫接受的袁但强大的资本
带来的好处也让上海市民大开眼界袁这个移民城
市的市民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包容性袁对于西方文
明采取了吸收尧融合尧创新的态度遥
西方文明的进入首先表现在对城市物质空

间的现代性建构上遥 早在 19世纪上海租界建立
之初袁 西方经济尧 文化就开始在上海全面渗
透要要要反映在新建的马路到各类游艺场所遥 到了
20世纪初袁新型商业业态要要要通过现代资本运作

及市场经营手段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尧规模化的休
闲娱乐场所已经代替了老上海的茶楼尧 戏院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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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建立的 野上海第一游艺场冶 新世界袁1917
年建立的野中国第一俱乐部冶大世界袁这样的综合
性娱乐场所把民间性和大众性有效地融为一体袁
把中西古今雅俗不同的文化形态浓缩于一身咱3暂袁
为上海市民打开了一个博览式尧开放性的文化橱
窗遥 先施尧永安尧新新尧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把西方
资本主义的大型百货零售业与休闲娱乐业结合

起来袁开创了现代购物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现代
性消费空间遥 咱3暂百货商店内设立了饭店尧酒吧尧咖
啡馆尧舞厅尧游乐场袁出售的香水尧内衣尧照像机尧
留声机等都是时髦商品袁加上自动电梯尧空调等
现代设施袁无不体现着现代物质的诱惑袁展示着
社交尧审美愉悦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场景遥 野都市空
间既是交流的平台袁 更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袁
建构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冶咱1暂袁这种新
的关系标志着消费文化的开始遥
相对于物质空间袁广告是消费文化的另一种

形式袁是现代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外在表象和
符号系统遥 随着现代物质空间的建立袁广告在上
海蓬勃发展起来袁经济使广告成长并使其成为市
场经济的标志之一遥 此时的广告形式有商场的橱
窗尧灯箱袁娱乐场所的大幅招贴画袁报刊媒体的平
面广告等遥 由于报刊的大量发行袁商家在报刊上
的广告投放量也最大遥 当时的知名报刊叶申报曳尧
叶新闻报曳尧叶良友画报曳 等每日都刊登大量广告袁
广告向产业发展袁媒体也开始依赖广告收入遥 那
时的广告创意虽然还不能和现在的广告意识相

比袁 但现代广告理论中的广告学策略已有所表
现袁比如巧用时势尧标新立异尧需求导向尧文化包
装尧名人效应等咱4暂手法已开始被使用遥彩印技术的
使用袁使刊载广告的报刊印刷精美尧华贵遥 反复出
现在广告中的美女配以各种现代用品袁 如香烟尧
西装尧领带尧现代家居或西餐厅尧咖啡馆袁这些时
髦用品加上美女和绅士的成功尧自信袁广告以其
镜像功能充分建构了对于现代性的想象袁这是消
费时代广告与产品不同的特点遥 产品有使用价
值袁但它自己不能说话袁不能展示想象的图示遥 而
广告通过符号赋予商品意义袁使商品与现代生活
方式联系在一起袁 并通过形象展现在受众面前袁
使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臆想中产生消费欲望遥
广告创造的文化心理空间袁契合了上海社会的生
活潮流袁 代表了上海人的审美兴趣和价值观袁是

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反映遥 咱5暂现代广告不仅达到
了促进消费的目的袁 还有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
功能遥 在民国上海袁这种强调现代物质性体验的
空间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所和广告中袁形
成了上海市民野每日百万人消纳冶咱6暂的现代性体
验现象遥

二尧时尚尧女性要要要为现代性作广告

现代性的特点是都市化尧国际化尧时尚化尧市
民化袁当这几点同时在民国上海生成时袁现代性
就成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新常态遥 这集中表现在城
市不断兴起的时尚和流行上袁因为时尚是都市的
风貌袁时尚体现了表现自我尧张杨个性的意义袁这
正是现代人的特征尧价值观念和生活逻辑袁所以
时尚选择了都市化尧市民化的上海遥 时尚和代表
现代性的广告有着天然的联系袁时尚是广告创意
的基础袁广告是时尚传播的渠道遥 在民国上海袁女
性是时尚青睐的对象袁时尚装扮着女性袁女性演
绎着时尚遥 女性大量出现在广告中是民国才开始
的事袁也是民国广告的特点之一袁以至于广告美
女成了现代人对于上海的符号化记忆遥 那时的广
告袁无论是电影海报袁还是商品广告袁多数以美女
形象为表征遥 这些美女着紧身旗袍袁穿高跟皮鞋袁
蓬松的卷发袁半露的手臂和小腿袁明亮的眼眸和
鲜艳的口唇袁充满自信的笑容袁完全不同于中国
传统文化中女子内敛尧封闭的气质形象遥 当时的
著名画刊叶良友画报曳每期封面都有这样的现代
美女照片袁其广告中也是大量使用电影女名星做
代言遥 1934年 12月 1日袁叶良友画报曳第 99期甚
至还推出了野标准女性冶的评选活动袁其选美标准
语出惊人院野如胡蝶之名闻四海袁如哈同夫人之富
有巨万袁如宋太太之福寿全归袁有宋美龄之相夫
贤德袁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袁有孙鹏狹之冒险精
神袁 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袁 有丁玲之文学天
才要要要冶既要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袁还要多才多艺尧
知名度高尧健康自信尧敢于冒险遥 这一中西结合的
产物袁 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念的变化袁
女子由封闭转向开放尧依赖转向自立遥 这对女子
无才便是德和以貌取阅于人的传统观念有了现

代性突破遥 在现代广告中袁野女性总被赋予了不同
于男性的文化符码袁在提供女性的视觉呈现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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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力量时袁 女性身体又被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复
制袁为报刊广告赢得了更多的视觉青睐和发行遥冶咱7暂

野普遍性为人们精神带来安宁袁 而特殊性带
来动感遥 冶咱8暂为了追求动感袁时尚成为上层社会的
率先行为袁他们为了表现自我尧张杨个性袁总是实
践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遥 而为了普遍性袁对
特定阶层的效仿袁使时尚成为流行遥 广告就是在
时尚与流行中不断推波助澜的弄潮儿袁既通过时
尚传播新的观念袁又通过流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
式遥 这是因为广告善于将人们无尽的欲望投射到
具体的产品消费上去袁使身份识别与消费品结合
起来袁还善于将消费活动本身虚化为生活的目标
和人生的指南遥 咱9暂比如香烟袁民国上海香烟广告大
行其道袁广告中的贵妇尧绅士人手一支烟袁无论是
居室内还是公共场所袁吸烟都标志着时尚的现代
生活袁所以成功人士尧淑女都以吸烟为必要袁以至
于普通劳动者也会用廉价的香烟撑撑面子遥 再如
烫头发袁最先是广告上的女明星袁都烫着一头卷
发袁配以华丽的装束袁时尚尧美丽尧动人遥 这虽显张
扬袁不合中国传统女性气质袁但其现代性更具吸
引力遥 最终是名媛尧贵妇以至小职员尧女学生都以
烫发为美遥 再如西药广告袁以其功效的明显性在
各大报刊上刊登广告遥 李施德林药水袁一种口腔
护理产品袁因在申报上投放了大量广告袁被林升
栋称为院野李施德林耶发明爷口臭袁创造出人们除口
臭的需求遥 冶咱10暂口臭尧狐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
避讳的词语袁肉体的不洁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
提及遥 而西方文化的浸染袁使肉体上升到了主宰
精神的地位袁 广告中大张旗鼓地宣扬去除口臭尧
狐臭袁保持健美尧清新的体魄袁使人们从卫生习惯
开始不再压抑肉体袁并逐渐接受认同了尊重肉体
存在的观念遥 野广告在宣传健康和美容方面经历
了戏剧性的变化要要要最惊人的就是越来越强调

盎格鲁要要要撒克逊人的标准完美体形遥 冶咱11暂广告
在推销健康用品的同时唤醒了人们健康和美的

意识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漱口水和腋下除味
灵遥 其他宣扬对肮脏尧污染尧细菌有消除作用的商
品广告袁也具有同样作用遥 如力士香皂多次邀请
阮玲玉等明星助阵宣传袁 在申报上大量投放广
告袁 将香皂与美丽肌肤这两个符号连在一起袁竟
使市民养成了使用香皂的习惯遥
民国上海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内容在广告

中大量呈现遥 芒德福说过院野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
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遥 冶城市经济的发展袁极大丰
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袁 有了空闲时间的市
民袁不再像农业社会的人们日出而作尧日落而归袁
城市的现代物质空间为他们的业余生活提供了

充分的条件遥 城市大众阶层是现代城市文化的主
要生产者和消费者袁他们也有了选择自己精神生
活方式的条件和理由遥 因为有了这种大众消费的
需求和条件袁民国上海市民的休闲活动可谓丰富
多彩袁 从广告中就能看出袁20世纪 20要30年代袁
叶申报曳的电影和游艺场广告每天都有袁还有高尔
夫球尧网球尧游泳等遥 在其他报上还有赛马尧跑狗尧
回力球甚至赌博的广告遥 叶申报曳1931年 8月 8日
有一则高尔夫球的广告院野夏天晚上最有味之运
动袁天晴了袁天晴了袁请到上海最精美之考而夫球
场玩玩小考而夫遥 冶一则麦乳精的广告写到院野夏
天运动以网球是为了流行袁故华福麦乳精最为畅
销要要要冶咱12暂这些从西方传入的运动方式已广泛流
传遥 而咖啡厅尧舞厅这些场所有时直接被植入广
告中作背景袁塑造现代生活镜像遥 现代性广告与
上海市民现代生活方式的体验袁形成了上海市民
沿续至今的特有的文化心理要要要小资情调遥 这是
注重经济的尧精神的生活态度袁相对于小农尚俭
封闭的意识袁应该说是现代性的进步遥

三尧消费尧欲望要要要物质现代性的悖论

民国广告的现代性想象和民国上海的现代

物质空间一起袁使民国上海的市民消费文化充分
发酵袁 野资本的文明作用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
我隔绝袁交往的物的社会阶段正在形成冶咱13暂遥 物的
交往的出现袁使新兴的反传统的事物变得令人向
往袁 这对于打破中国小农经济思想的封闭性尧自
足性有积极意义袁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力量遥 但是
野市民的审美为物质本身的意义所俘虏冶袁物化的
价值观便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使
富裕的贫穷的市民都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疲于

奔命遥 咱14暂广告文化促进消费并能改变生活方式袁
对民国上海的现代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袁但
是因为广告控制的商品符号系统能够让商品产

生任何意义袁与商品本来的实用性尧物质性无关袁
这又会将人们引入消费与欲望的怪圈遥 野经常性

员愿猿



2015.2
供应新的尧时髦的令人垂涎的商品袁或者下层群
众僭用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袁便会产生一种耶犬
兔爷越野追逐式的游戏袁为了重新建立起原有的
社会距离袁较上层的特殊群体不得不投资于新的
商品遥 冶咱15暂广告引领人们追逐时尚袁制造流行袁然
后抛弃流行袁再造新的时尚袁在与物的追逐中袁人
需要不断通过物来证明自己袁野我是谁冶的问题使
人感到普遍的孤独袁孤独又使人陷入消费与欲望
的挣扎中遥 在对物的追逐中袁人在消费中实现欲
望的满足袁消费充任了释放欲望的手段袁在消费
中确证身份袁把生命的意义归结于具象的物质世
界袁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论遥 野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
都市最大的影响袁改变了禁锢和愚化袁正视人的
物质欲望和人性生存本能的客观存在冶袁但是野都
市现代性的到来袁与都市空间的污浊和精神堕落
是相生相伴的遥 咱13暂这是因为物欲不仅仅止于一般
的释放袁更不可能适可而止袁过度释放即转化为
放纵袁野资产阶级社会不同的特征是袁它所要满足
的不是需要袁而是欲求袁欲求超过了心理本能袁进
入心理层次袁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遥 冶咱16暂民国上海
市民在普遍体验现代性的同时袁享乐主义和金钱
至上的价值观也同时滋长着袁幻想一夜暴富使许
多人铤而走险袁赌博的广告尧算命的广告都曾堂
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些小报的广告中袁这再一次说
明了广告文化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镜像袁我们应
该把握的是文化中人对自我需求的认识遥

四尧结 语

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是现代意识的闪现袁 时
尚尧流行是民国上海市民对现代性从精神到物质
的体验遥 这种体验促进了上海市民从观念到生活
方式的改变遥 可以说广告是民国上海文化进程中
一个充满活力尧要求进步的力量袁是资本破坏陈
腐尧促进文明作用的体现遥 但是物质现代性的悖
论同样带来了人自我的迷失袁当广告将商品符号
与意义符号联系在一起时袁传统的人与人的交往
变为了人与物的交往袁消费尧欲望使人陷入了追
逐物的怪圈遥 在民国上海市民对物化的价值观逐
渐认同的同时袁物欲横流尧金钱至上尧享乐主义也
同时出现了袁这提醒我们袁在今天追求现代化的

同时袁是否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得到人本身的真正
的自由袁而不是被物化为消费和欲望的奴隶遥 关
键在于我们应该克制欲望袁 追求人与自然的平
衡尧人与内心的对话袁在现代化进程中摆正脚步袁
创造和谐自然的现代消费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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