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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委婉语造就成功广告

姚吉刚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广告作为一种实用文体，为达到劝说消费者的目的，往往使用大量的修辞格，委婉语是广告中

常用的一种修辞格。委婉语以其独特的语用特征和语用功能，使得广告获得简洁、得体和唯美的语用效果，

造就了许多成功的广告，也提高了对产品的宣传力度，达到了销售的目的。

关键词：英语委婉语；广告；语用模糊

中图分类号：H3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2一0088一04

广告在现代商品世界中无孔不入。已经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广告的成功与广告语

言的策划息息相关。广告语言通过艺术性和生动性

向人们传递商品的信息，劝导人们购买其产品。成

功的广告创作需要技巧。而在广告中最常用的创作

技巧之一就是使用委婉语。从委婉语的角度分析广

告的特点．能更好的把握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功

能。进而发现其巨大的魅力。

一、委婉语

委婉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言现象，在人类的

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在运用语言

进行交际时，一般情况下是进行直率性表达，从而

形成直接语；而在特殊情况下会进行隐含性表达，

从而形成委婉语。委婉语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它

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委婉语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

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折射出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以及

文化的民族性和共同性。委婉语(euphemism)一词

源自希腊语，词头“eu”的意思是“good”(好)，词干

“phe诚sm”的意思巴“speech”(言语)。整个字面意思

是“words of gor4 omen”(吉言)或“good speech”(好

的说法)。委婉语的目的在于采用婉转、温和的词语

来表达某些不太好听的内容。例如，英美人对pu8

(脓)、puke或vomit(呕吐)这种听起来令人恶心的词，

常用matt叫脓)、upchuck(呕吐)来代替。这样就比较

容易为谈话双方所接受，尤其是upchuck，还是俚语，

带有几分诙谐色彩，使人以轻松的心情来谈论“呕

吐”。委婉语大多用漂亮的话或玲珑的谈吐来表达

意思．用一种无害的或听起来令人感觉好的、悦耳

的词来代替一些比较直接的、冒昧的、唐突的言辞，

或者说用善意的话语把一些令人一时难以接受的

事实掩盖起来。在现代社会中。它相当广泛地应用

于生老病死、犯罪、职业、教育、军事以及生活的各

个方面。正如美国学者Hugh Rawson所描述的那

样，委婉语“如此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语言，以至我们

中间没有谁——即使是那些自诩言谈直截了当的

入——能够在不使用委婉语的情况下过完一天

的。”【lJl委婉语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润滑”交际

的作用。“如果没有委婉语，世界的运转会因摩擦而

停止．人间将充满仇怨。”刚3

二、广告文体

广告(adveni眙)一词源于拉丁语“advertere”，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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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注意”、。诱导”。在全球化的经济时代，广告充斥

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繁华都市，广

告更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在。法国广告评论家罗贝

尔·格兰曾经说过：。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

气和广告组成的。”圈1这虽是一句戏言，却是不争的

事实。的确，广告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已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广告甚至变成了现

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广告正以各式手段

(如视觉、听觉)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但是，无论广告

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手段．语言仍是广告的第一大

要素。广告语言不似诗歌、散文那样具有高度的艺

术性，因为它毕竟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味太浓，但广

告语言也具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和修辞特点。21世纪

的广告是一条容纳百川的大河，具有刨造性(cre．

妇畸)和利润性(pr06tabilit)r)，这种创造性就是广
告语言的魅力，它直接为商业利润服务。何自然在

分析广告时曾说到：。广告语言作为直接为经济服

务的一种手段。是社会语用堂的一个重要研究课

题。”瞪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作为推销产

品、促进消费、加强了解的理想媒介，广告正以各种

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般来说，广告具有多种

文体特点，如：宣传性、情报性、真实性、吸引性、启

发性、民族性、针对性、艺术性等等。阳了解、掌握这

些特征。对理解、品味广告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功的广告要求用词优美独到．句法洗练而内涵丰

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语言文学美，给入视

觉及听觉上美的享受．令人回味无穷。而作为宣传

的载体。广告的真实性十分必要，这就要求广告的

语言表达要精准。让人信服，但这与委婉语的使用

并不矛盾。委婉语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

言委婉现象大量存在-于口语交际和书面交际之中。

实际上人类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委婉概念，不可能处

处用直自概念代替委婉概念。广告语既不同于正式

的书面语，又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的口语。它具有简

明、生动、形象化、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以及含蓄、

礼貌等特点。委婉语的存在正好满足了广告语的这

种语言表达需要。一则成功的广告语往往离不开委

婉语的功劳。

三、英语委婉语在广告中的应用

委婉语意思为“8peak稍tll good words”，广告

就要“speal【证tll good wo一8”才能具有说服力和吸

引力，促使受众购买某种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优

美的广告能使人百听不烦、百看不厌。每次都能让

人有新的感悟，它的促购功能更是达到相当程度的

发挥．广告英语中委婉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

现手段。

(一)词汇手段

1．借拼

Kool牌香烟。Kool与cooI发音相同。令人联想

到此种香烟会给人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淡化了香

烟的危害性，起到了很好的委婉作用，有利于该品

牌香烟的销售。

2．使用语义扬升的前缀和后缀

英语广告中常出现supe卜、extm一等前缀和一

ique、一ex等后缀，目的是强调产品的优异品质。如：

8upen诅tIlral、眦pe卜light、supe卜eHlinem，tIle ex-

衄一sm00山Colo#舛e fbr an extm一8pecial如阻n(特别

的古隆香水给特别的人)。一些女士服饰品牌后常会

加上来自法语boutiqlle(女士服饰用品专卖店)的后

缀一ique，像‰tique、Bootique等，藉此令女士们联
想到时髦讲究的法式服饰，增加广告的吸引力。后

缀一ex有exceUent的含义。x又与科学有某种联系。

一ex使用在一些商标上。可以淡化某些令人不快的

词义或扬升某种词义。A池x(卫生纸商标)、Tampax
(卫生巾商标)、pla”ext(胸罩商标)都是利用一ex或x

来委婉淡化生理联想上的不快。强化洁净可靠的概

念。

3．使用语义扬升的词汇

广告语言中绝大部分词汇是褒义i：．大量使用

语义扬升的词汇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联想。在美国．

女士在购买连裤∞锄曲。嘲时，常遇到Queen Size

这个标志，那么为什么是Queen Size呢?这种说法

是商家杜撰的，是他们根据Ⅺng Size(特大号)的含

义模仿而来的。Queen S洫就意味着这种连裤袜是

为了Queen size W咖en准备的，也就是说为肥胖女

士准备的。但fat一词令人不悦，从而创造出Queen

Size，既指Queen Size pan哆hose，也指Queen Size

Women，在这个广告里Queen Size是fat的一种委

婉说法。再如，为了满足乘客的尊严感，一些航空

公司将First Class(头等舱)改称为Delu】ce CI鹊s(豪

华舱)，second CIass(二等舱)改称为头等舱，三等舱

改称为Business Class(经济舱)，这样人人都感受到

了尊重。used car(旧车)坐起来不怎么舒服，改为

pre—driven classic(开过的一流车)或pre-owned cl酗．

sic，心理上的感觉就好多了。有的目econd—fuHl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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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家具)的店门口挂的则是蚰tique(古董)的招牌。 免了直接比较而引起的麻烦。

4。动词buy的回避使用

“Buy”总给人以“钱”或“把钱花出去”的令人不

快的联想，所以广告英语中常常用get、u∞、spon-

sor、kk for、find、discover、let、tIy、ask for、

∞nd for、int砌duce、choose等动词取代buy，比如：

(1)You’Ⅱ垂趟oIIr MeshKnit h鹊more of

nedy eVerytlling一—except ni伪，8lubs and crocking．

(2)旦i鲤Q!堕a lu】【urious pre8cription sh姗poo
that medicallyⅡ∞t8 a leading c鲫∞0f dandrum

(3)!旦塑趟坠璺i坠g Picture Mail tllat talks．

(4)I幽堕you to spor啪r a mce Paddy Baby．

上面四个广告中的划线单词都是对buy的替代

说法。也可用以下方式表达：make X)rour tootll．

p嬲te；give her，him矾X等(“x”代替产品名称)。这

样一来，淡化了广告的商业色彩，减弱了对“钱”的联

想。而且体现了厂商对所推销商品的自信和对受众

购买权的尊重。

(二)句法手段

1．广告中大量使用疑问旬和条件旬。委婉地诱

导读者进一步思考和行动

Widl all otller water filte玛，it’8 up to you to

弛meIn】ber to change tlle filter c删dge．But wht

if you forget?or what if your filter i8 fiUiIlg up

f．鹪ter t}l肌you聆ali跹!，

该例为一过滤器广告，指出用其他过滤器，需

常记得去换过滤芯。但如果忘了怎么办?提出问题，

引发读者思考对比。暗示其他过滤器的缺点，推出

自己的过滤器。可以说用心良苦。类似的例子还有：

Are you 90ing伊ay too eady?(乌发乳广告)；
wouldn’t you mauy rather have a Buic”(Buick

牌汽车广告)；Witllout vitallli珊，l如itself would be

impossible．(药品广告)

2．间接否定也可以体现出委婉的说法

⋯⋯In a world t}Iat’s缸舶m阳fect'i8n’t
it nice to find∞metlling tllat’8 pr神ticaUy tlle陀?

这是一例大众汽车的广告，其中胁舶m

即如et意为“不完美的”，实现了委婉否定，突出了

产品的完美性。“在一个远远不是完美的世界里发

现完美的东西岂不可喜?”类似的例子还有：No

business t∞small，No problem t∞big．(IBM广告)；
IJife is hallsh，Your Teqllih shoIlldn’t be．(生活是苦

的，但你的特硅拉啤酒不会l。这些广告都是利用否

定旬间接地通过委婉语来进行商品之间的比较，避

3．使用过去时态

传统的广告英语一般不使用过去式，而多用现

在时态以表明商品的持久性和永恒性，可是今天的

广告英语使用过去式的现象已不少见，它具有某种

独特的委婉作用。比如：While you slept l鸽t nigllt，

Boeing ai叩lane landed 6，000 lnile8 througIl tIle

world．(航空公司广告)。这里用过去式模拟乘客的经

历。以增添广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来达到委婉目

的。
‘

(三)语用模糊手段

广告英语还可能通过语用模糊手段来达到委

婉。模糊语言使言语表达更委婉、含蓄、有礼貌，特

别是针对一些刺激性强的话题．使用模糊词常常可

以起到掩饰或回避作用。模糊性是委婉语最重要的

一个特征。这是因为客观事物和现象本身就存在模

糊的特点，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就存在着不确定性、

不精确性和不全面性。网埘

1．语音模糊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结构系统。语音的模糊性是

指语义内容的载体——语音形式中存在着难以明

确确定的语音相容现象。语音模糊性主要体现在音

素、音位、语流之中。就广告而言，最常见的语音模

糊就是谐音。比如：Mo他叭n蚰d air for vour∞n

鲫d heir．这是某海滨浴场广告词．它利用叽n蛐d

air与∞n龃d heir的同音、异形、异义的谐音模糊

了概念，提高了广告的号召力，让人记忆深刻，起到

了很好的委婉和幽默的效果。再看一例：研my
8weet com，youll gIllile from e盯to e盯!这则甜玉

米广告采用了短语“舶m e盯to ear”(笑得合不拢

嘴)中的“ear”(耳朵)与这里的“玉米穗”(ear)同音、

同形、异义而达到了商家所要表达的委婉和双关的

效果。

2．语义模糊

语义的模糊性可以说是随着语言的存在而诞

生的，语言的古老性和语言的模糊性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语言中的词愈往上追溯，它的模糊性愈

加明显。这句话也说明，词语的模糊性从古至今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语言中的许多词语都具有模

糊属性，如形容词、动词、数词、比喻词等，它们所表

达的概念意义的外延往往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的界

限。在广告英语中如果大量使用精确词语表达．反

而会妨碍人们精确领会其意思。如：．Ille inside B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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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is leaking out(推销尿布的广告)和Commit no

nuis锄ce“禁止大小便”(招贴广告)。inside 8tory实

际上指的是小孩尿尿，尿尿和大小便既不雅，词义

又精确。这里的尿尿和大小便被模糊的词语婉指

了，既起到了礼貌文雅的作用，又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作用。

在美国，为了限制司机的行车速度。交通部门

曾设计了一则非常幽默风趣的广告：“If vou drive

而tll tlle 8peed of no more tllan 30km，you can en—

joy tlle ci哆’s be硼tifm∞enery；over 60km，you

wiU be a guest 0f tlle coun；over 80 km，tlle city’

8 best equipped hospital win await you； over

100kIIl，the God wiU s∞you．”该广告的汉语翻译

如下：“阁下驾驶汽车，时速不超过30km，可以欣赏

到本市的美丽景色；时速超过60km，请到法庭做客；

超过80kln'请光顾本市设备最新的医院；上了

100km，祝您安息吧!”这则广告中，“请到法庭做客”

委婉地表达了违反了交通规则的意思，“请光顾本

市设备最新的医院”表示了“遇到车祸需要治疗”。

“祝您安息吧”表示了“死亡”．它们都是用模糊幽默

的语气警告人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由此可见这是一

个利用委婉语的模糊性创作出来的非常好的公益

广告。

四、结 语

美国广告协会ANA(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

vertisin曲把广告的目标归纳为——Aware肿s8、Com-

prehension、Conviction和Action(ACCA)，即认知、理

解、说服和行动。广告的目的是推销产品，是要让广

大的目标受众接受广告的内容并付诸行动，所以广

告词的撰写必须具有极强的技巧性。而使用委婉语

确实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为

谋求理想的交际效果而创造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委

婉语的使用可以回避语言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禁忌、

社会心态等问题，有助于取得审美意识上的共通，它

的含蓄特征能够给受众提供想象的空间、审美的空

间并获得巨大的美感愉悦空间，符合人类整体的审美

要求所以在广告英语中备受青睐。广告英语中委婉
语的使用能切合内容的题旨及情境．提高语言文字

的表达力，有时甚至还能超脱寻常文字、寻常语法，

甚至寻常逻辑的作用，使广告英语内涵深厚、耐人咀

嚼、含蓄优雅，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极大地增加了

广告宣传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告已在当今社

会的生产和消费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

市场策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帮助企业实现其经

营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人们对商品的外包装、质

量、售后服务以及商品的外部宣传更加注意。更加挑

剔。因此，商家也应在广告英语的语言特色上多下工

夫，有效地运用委婉语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激发

他们的购买欲。从而实现预期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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