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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pstick consumption, as a part of consumption culture, can represent par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ption society. Through analysis of it, it is found that lipstick is made into an aesthetic abduction and 

gender bias exclusive to women. The female images in advertisements ar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men. Women are objectified as objects of observation, reflecting the "male gaze" that identifies with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men. Women measure their self-worth with lipstick and are self-objectified without 

knowing themselves. In this regard, the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should start from 

improv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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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红消费作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可表征消费社会的部分特点，通过对其分析发现口红被打造成女性

专属下的审美绑架和性别偏见。广告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的审美为标准，女性被物化为观看

的客体，反映的是认同男性审美的“男性凝视”,女性在以口红来衡量自我价值，自我物化而不自知。

对此，降低女性被物化的策略应当从改善社会环境和女性提高自我意识入手。 

关键词：口红消费；性别权力关系；女性物化

1.前言 

在当代社会，“消费”作为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参与

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法国学者鲍德里早在 1970 年就

在其《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

并认为消费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

与传统的以生产作为主导的社会不同，他说:“消费社

会属于一种新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是一个面向消费的

社会驯化并同时进行消费培训的社会，也是一种与生产

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和新型的生产力之间相互适应

和调整的模式。”传统社会中，物品是由于其本身的实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被作为消费对象进行消费的，这种

消费话动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物质性的活动。而进

入消费社会，消费行为更多的是对人的心理满足，人们

的消费对象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的消费，而是包括

物品消费在内的一种“符号”消费。在这种社会下，人

们更多的关注物品的符号价值，而非物品的使用价值。

消费主导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而影响和制约着人

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 

口红，是女性常用的化妆用品，自其诞生起，就受

到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风格的层层影响，而其

本身也体现了这些文化习俗，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承载

体。在消费社会中，物品要成为消费的对象，就必须成

为符号，因为消费社会遵循的是日常生活和商品的符号

化原则，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充满各种解读的

可能性。“口红消费对于性别关系的表征正是由于其所

遵循的是符号化原则。口红的符号体系由能指的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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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与所指的精神性组成。口红的外形，颜色等这些可

以直接感知的东西构成了口红消费中的能指，而其所指

则主要涉及精神属性，存在于人类脑海中的关于它的概

念。这种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口红作为符

号，它的精神意义一方面来源于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

面也被消费社会再造。 

2.口红传播史中表征的性别关系 

从口红的历史发展来看，口红的颜色、形状等不断

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相

连，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精神文化

传统，即口红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女性在特

定的历史阶段中的身份与地位。 

口红的雏形可追溯到 4000 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最

初是为了某种宗教仪式而将脸与唇涂红，其主要目的是

要辟邪，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现象，在中世纪时，

由于口红与女性之间的紧密关联，曾经遭到反对与禁

止。以天主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在整个欧洲推行禁欲主

义和柏拉图思想，口红因能提升女性魅力面遭到教会反

对，此时口红就因其巫术力量而被忌惮。中世纪后期的

英国反对女性涂抹口红的行为甚至颁布一条法令:任何

女人使用化妆把男人骗进婚姻，婚姻会无效。以口红的

魔力为噱头售卖口红的商贩，可以因巫术被判处监禁或

者绞刑。而到了思想澎湃的文艺复兴时期，口红被看做

是“特殊职业”的化妆品，与女性的身份紧密联系。英

格兰教士的态度仍然延续中世纪对口红的看法，甚至有

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涂抹口红的女士称为“撒旦的化

身”，认为人工装饰的面容是对上帝权威的挑战。 

直到 19 世纪末期，由于女演员的公众曝光率日益

增加，口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社会开始认真审视口红

的意义。在 1912-1913 年美国女权运动的大旅行中，口

红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标志，女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伊丽莎

白公开表示：涂口红是女性的权力，更是解放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口红制造商 Tangee 发起了一场

大规模营销运动，其名为“War,Woman and Lipstick ” ,

将口红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来激起举国昂扬的斗志，口

红被塑造成鼓舞士气的爱国主义符号，象征了富有活力

并具有治愈力量的女性。 

口红与女性之间的紧密关联，源于口红在改变人的

外在形象上具有力量。美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人类从

早期开始就通过联想的方式把并非相关的事物联系起

来，并以此为指导，发现和预见事物的结果，而这种联

系就是巫术，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面以人类智慧为基

础的一种能力，女性在口红与变美之间建立的联系就是

一种巫术”口红在不同时期所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和性别

关系，正是当下消费社会中口红所体现的精神意义基

础。 

自口红进入商业领城，女性便是口红消费的主体，

口红就被商家打造成女性专属。在 19 世纪 20 年代，口

红商业广告在美国拉开帷幕，商家瞄准了女性市场，强

调女性和口红的专属关系，当时就有条著名的广告语写

道:“不化妆的女性，就像不会发光的电灯泡”。2018

年京东美妆的包装盒上的广告语“不涂口红的女人，和

男人有什么区别”引发热议，网友认为按照京东美妆这

个广告文案的逻辑，将涂抹口红视为女性的专利涉嫌性

别歧视，最终迫使京东道歉，这显然是商家为刺激女性

美妆消费的噱头。 

女性涂抹口红被认为是对男性的一种诱惑和捕捉

行为。早在中世纪中期，十字军东征从中东带回了各式

口红，甚至带上了邪恶巫术的神秘色彩。口红被认为有

守护生命、驱赶死神尤其是控制男性心智的魔力。至今，

女性对口红的使用的效果也是多与男女性别关系有关， 

口红的消费也建构和表征了一定的性别关系，并体现了

消费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的

关注点并不在口红本身，而是口红所传递出的符号意

义，对口红的消费实则是对符号的消费，对口红背后我

们赋予它的意义的消费，口红俨然已经成为已种身份的

象征。 

在身份的赋予过程中，口红消费创造了女性的虚假

需求。女性购买口红时，更多的是关注口红所包含的文

化含量和符号价值，并以消费行为来标识自己的社会地

位，寻找社会认同。按照符号秩序运行的消费社会试图

掩盖不平等的现实，女性追求口红的符号价值，男权思

想制定的标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三者的合谋隐蔽

的恰到好处，女性陶醉于其中，全然不知。在消费主义

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更注重了口红背后的文化价值，

赋予了口红更多的符号价值，这都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

用下被放大和构建。商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物的有用

性，而是与符号系统内部的相互差异相联系。大众对口

红的消费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对理解当代社

会有深刻的涵义。 

3.口红消费中的女性物化 

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自我物化现象普遍。长

期暴露在外部物化的图像中后，女性逐渐会把外部观察

者的眼光内化，也会把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标准和容貌的

评判内化。马克思在“自我异化”理论中说到:“ 欲望

把人们变成了商品的奴隶，消费超越了它本身的内涵，

成了某种符号，促使人的价值目标发生错位，最终使人

迷失了自我。”女性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很大程度由自

己的外表所决定，同时审美观和价值观也受媒体所展现

的女性形象所影响。 

形形色色的广告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不管

是原始时期带着扁担挨家挨户的吆喝推销，还是现代意

义上花样繁多的广告形式都是消费与广告联系的体现。

广告与消费互相沟通促进，互惠互益。 

无处不在的口红广告出现于电视、电影、时尚杂志，

甚至于地铁站、公交车站以及十字街口，强大的大众传

播媒介，与消费主义、男权意识一起形成互补关系，共

同建构了口红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广告的作用对象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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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物品”本身，也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消

费欲望，更多的是在刺激物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

及论释了由这二者关系所演变出来的消费体系和价值。

口红广告中型造的女性形象，不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

种凭借视觉图像而拥有审美价值的身体特号，变成了消

费品。身体的图像作为消费符号，表达着男女性别关系

的权力差异。口红图像中的女性变成审美和消费的身

体，它们与劳动的、生殖的等女性身体服离，而成为一

种消费符号存在于消费文化体系中。 

虽然口红目标受众是女性，但口红广告所传递的则

是女性为取悦男性而涂抹口红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将女

性视为男权思想意识下的审美客体，来符合传统男权社

会下的主导者的标准，展现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气质。 

性别气质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的胜利形成的

相应固化的并强调两性关系对立的心理接受和行为举

止，女性不同程度的笑容和微张的嘴唇是一类常见的凸

显女性气质的表情，通过它来塑造人物的特征在口红广

告中屡见不鲜，并借此与男性区隔开。穆尔维有一段话

描述了广告中性别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这种极度模式化: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会分

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男性

的眼光把他们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的形体

上。女性在她们那传统裸露的角色中展示，她们的外貌

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

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她们接受视线，迎合男性的欲

望”。口红品牌的广告，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了女性形象，

无一例外，只是各有不同，或娇媚，成性感，或强势。

口红广告中对代言人形象的打造可谓是花瓶式的打造

模式，基本不需要涉及女性的内在，比如说性格、个性、

修养和内涵，只需要注重表面的璀璨夺目。这种对女性

的角色定型，是对女性歧视的表现之一，将女性定义为

男性的附属者和观赏者。口红广告是靠表达信息的方式

来界定的，其作为传播手段，传递着消费意识形志，对

口红消费文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运作方式主要是

随意组织能指链。 

鲍德里亚断言如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以消费为主导

的社会。由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消费已经发生了本

质的改变。消费不再只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不再

是与物品的功能相关的个体消费行为，而演变成具有强

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支配大众行为的隐形政治手段，人被

商品淹没，人在物中迷失，人被围困于消费社会却无法

自觉与自拔，这就是鲍德里业眼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在

这种消费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真实图景下，口红广告将

口红各种能指连接起来，充分利用能指的特点，悖逆它

的正常指涉，其目的便是在叙述口红时令人联想到一个

能指链，向人们传递着口红是性感美艳魅惑力的意识，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例如 Tom Ford 就在口红广告里

借助色调和音乐的谊染，把性感演绎得活色生香，向消

费者传递口红等于性感的意识。广告的主题是激情热

吻，充满了要从屏幕里溢出来的荷尔蒙，可谓是性冷淡

的反义词。广告里的性暗示与挑逗，使得快感与产品紧

紧联系在一起，调动消费者的情绪，提高购买率。作为

性感营销的绿造者，Tam Ford 以他人生中最爱慕的 50

位男士命名了 Lips&boys 系列口红，在其广告大片里不

仅出现使用口红的女性，还有为女人的红唇而疯狂的男

性。将男性对涂抹口红的女性的痴迷呈现在广告中，使

女性将口红与获得男性的注意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功

地激起了女性的购买欲望。由此可见，女性在潜移默化

地被物化而不自知，处于对男性审美和社会不公平规训

的内化认同中。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个缩影，女性已被物化，

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形成一个简单的形象消费时代。

人们不再仅以商品本身为消费对象，而是以商品的形象

为消费对象。各大品牌的口红广告代言人形象使得女性

从主动消费变为被动消费。在这一过程中，代言人也被

物化为一种商品，正在影响着女性的审美和对自我的审

视，激发更多女性的购买欲望。女性被不断地被激发接

受这样一种思想，要想尽显女性魅力，要想获得社会的

认可，要想获得男性的注意力，要想成为理想中的女性，

口红是助阵的重要角色。久而久之，女性服从于男性的

欲望，不再是自己欲望的主人，口红的消费倾向影响到

女性对自身的满意度和对两性性关系的看法。 

女性在自我物化下极易对男性审美内化认同，自觉

遵守社会传统分工，接受男权社会下的价值观，缺乏主

体意识。 

4. 降低女性被物化的策略分析 

口红的消费与大众审美有着密切联系，在消费文化

下，商家对口红的赋魅专注于女性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

消费观念的灌输。口红广告的策划和拍摄是以男性的眼

光和标准为主导的，使用口红的形象和气质更符合男性

的要求。所以，女性应当觉醒和增强的是自我意识。 

要减少女性物化现象，必须要从社会大环境上进行

改善，社会舆论要正确引导人们的审美观，避免误导女

性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为准则而无休止的去苛求外貌。其

次完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非常重要，关注女性群体，关

注女性性别利益。在女性社会地位方面，要切实提高女

性政治参与度，充分发挥女性作用，体现女性价值。在

教育方面更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树立起女性的独立意

识，帮助她们脱离无意识的自我性别歧视，树立起现代

社会女性的新形象。 

在“性感营销”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广告取悦的

是大众，不是个人。广告传播应注重回避对女性的物化，

锅里女性通过多种途径丰富自身内涵，寻找到自我的真

正价值。目前一些相关执法机关对歧视女性形象的广告

的执法力力度还不大，引起了社会负面效应。广告对人

的意一加大执法力度，为保护平等的性别形象提供必要

的法律保障。 

随着女性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家庭地位的提升，家

庭消费决策由女性主导的趋势正在加强。女性收入比

重、就业比例和家庭地位已然提高，由过去的“贤妻良

母“型在逐渐过渡到现在的“自我”型，更加注重个人

的消费。且女性有自己的职业和一定的经济条件，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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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依附性就会处于逐渐降低的过程，逐渐具有个性和

自我的概念。 

然面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成为被凝视

的客体。在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常不自觉地忽

略以自己的标准来审视自己，而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

依照他们为自已设定的审美标准为准则修饰自己。女性

很容易无意识地受男性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影响，例如女

性被认为就应该温柔似水，就应该涂抹口红和喷洒香

水，这种对女性贴标签的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 

女性不必被固有的成见束缚，可以像男性一样， 像

每一个自然人一样，追求自我价值。女性也应当认识到

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立性，特别是认识到生命体验对

自己整个生命价值的意义。女性自我社会价值意识提

高，有利于逐渐打破传统的性别界限，促进性别权力关

系向两性平等的方向转移。 

5. 结论 

口红不只是变美的工具，它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下，

在不断赋魅的过程中，是女性消费者心理的安慰，是爱

情的衡量，是吸引，是魅惑，是深藏于整个社会大背景

下的女性力量。然而在口红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将女性

形象物化和女性自我物化的现象，这一点已经引起女性

的重视。对此，虽然女性的主题性意识一直在觉醒，但

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与突破中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男

性化社会精神的灌输，很容易潜移默化地朝着她们觉醒

的反方向社会化，即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所以要摆脱男权社会下不平等的社会规训，势

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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