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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关爱老人的文化传统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进行传播和宣扬，效果十分
显著。但是，应该如何表达关爱老人的文化价值观，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央视曾推出
一系列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从传播效果上看，观众对这些公益广告塑造的老人形象及其观感存在争议。
本文采用叙事话语主题分析和网络志方法，分析这些公交广告建构的老人形象以及受众对这些老人形象的
感知。结果表明：在叙事主题上，这些广告多数诉求于家庭背景下的老人的合群性，强调老人曾经对子女
的关爱和付出、眼前的牵挂和孤独感；在合群性的主题下，这类广告建构了四种类型的老人形象：“等待
者”、“孤独者”、“牺牲者”、“控制者”；观众对于这些形象的感知因人而异，在网络空间里表达了
各自的不同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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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aging societies in the world.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cultural
tradi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is respecting and caring for the elderly. Many public-service ads initiated to respect
and care for the aged in the whol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CCTV channels broadcasted series of age-friendly
ads. However, these ads evoked a lot of discussion and arguments. The authors try to categorize images of the
aged by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these ads. With discourse analysis and online ethnography, as result, we
discovered that the 11 public-service ads all focused on communion theme. However, the images of the old ages
created different in the ads. Generally, there were four kinds of images: the waiting person, lonely person, victim,
and controllers. Online reviews can be easily recorded and analyzed. We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11
public-service ads by analyzing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the audiences’ posted online.
【Keywords】CCTV public advertisement; caring for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image construction; the elderly
image perception
1 研究背景

究者认为，央视这些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感人至深，

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可以引发公益行动，原因在于这些广告以叙事为主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402 万人，占总人口的

要创意手法，同时又符合主流价值取向[2-6]。但是在

18.7%[1]。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敬老爱老的文化传统，

网络论坛上，观众的评论和看法却不完全一致。有

在主流媒体上，不少公益广告都在呼吁全社会重视

人非常认同央视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也有人表示

老人、关心老人。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公益

对这类广告非常反感。有时，双方的争论甚至会非

广告就包括一系列以关爱老人为主题的内容。有研

常激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广告可以通过引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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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但是，这些有争议的公

本进行话语识别和批评性分析，能够揭示出文本背

益广告，能否有助于建立全社会关爱老人的氛围，

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建构，从而创造有利于社会改变

引发关爱老人的具体行为，还值得深入探讨。

和发展的机会[14]。话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这一运用

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央视公益广告的叙事内容，

表达了主体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15]。话语分析认

尝试勾勒出这些广告中的老人形象，然后，通过网

为，话语被社会制约，同时也建构社会，话语构成

络志方法，分析观众对这些广告中的老人形象的感

个人及群体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话语

知和情感动机，借此探讨这类公益广告的有效性：

不仅建构并维护社会现状，也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动

（1）这类广告是否真正营造了有利于关爱老人的社

性，通过对广告中关于老人的话语分析，可以把话

会氛围；（2）这类广告是否能够对老人的自我认知

语中所隐藏的身份及支配关系及意识形态显现出

和子女关爱老人行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来。对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围绕作者表达

2 文献回顾

某个主题的原因，表达方式，以及其他可能的表达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身份是社会话语建

方式展开话语分析[14] 。

构的结果，话语发出者通过特定的叙事结构，把希

3 关爱老人公益广告主题分析

望的集体身份强加给个体，约束行为主体的自我认

本文采用 Bakan 提出的能动性和合群性两个主

[7]

同及其行为，使社会处于有序状态 。在社会生活

题，来分析央视公益广告对于老人人生主题的叙事。

中，叙事是用来制造身份和意识形态主体的方法之

3.1 样本选择

一。人们修改故事，使其适合自己的“身份”，反

以中央电视台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作为研究对

过来，人们也剪裁“现实”，使其适合自己的故事。

象和分析单位，选取 1999 年起所有央视关于关爱老

经典叙事理论将叙事分为两个部分——“故事”与

人的公益广告作为研究样本。

“话语”，前者指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指该

中央电视台是我国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台，

[8]

1987 中央电视台开播《广而告之》栏目，是中国公

故事被如何讲述 。
叙事主题是故事主人公最看重的东西，即主人

益广告史上第一个电视公益广告栏目[16]，1994-2000

公渴望得到或最不想得到的东西[9] 。Bakan 在讨论

是中国公益广告的成长阶段，从 2001 年开始，中

人类终极关心的问题时，提出能动性（agency）和

国电视公益广告步入一个政府主导下快速发展阶

合群性（communion）两个关键主题，这两个主题

段，多部门参与组织举办公益广告大赛，如中宣部、

可以表达人们存在两种基本形式，能动性表达人们

中央文明办、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等几大

作为个体的存在，合群性表达人们作为群体的一部

部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全国思想道德公益

分而存在

[10]

广告大赛”；有 76 家广告公司参与公益广告的制作

。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与普通语言相
同，广告话语也具有身份构建的作用

[11]

工作，推出《将爱心传递下去》（洗脚篇）等公益
广告[17] 。

。广告通

过叙事来建构世界，为了使叙事更加简捷高效，广

广告样本选取的标准是：首先是属于关爱老人

告倾向于采取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来传递某一群体

或者父母的公益广告；其次，广告主题围绕“老人”

[12]

。广告在塑造群体形象方面具有较大的话

展开，而非其他人群。1999-2016 年间，关爱老人

语权。例如，公益广告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媒

的央视公益广告共 11 个（具体样本见附录表 1）。

的形象

介，更是协助社会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工具。公益

3.2 编码

广告塑造的老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老年群

对这些广告进行叙事学分析的方法是，由本文

体的自我、尊严和自尊感，即影响老年群体的权力

作者分别对这些广告进行编码，然后讨论，直到达

感；同时，广告所塑造的老人形象也影响其他群体

成共识为止。根据研究目标，编码变量是广告的中

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印象形成，从而维持或者改变

心主题。中心主题指的是广告塑造的主人公最看重

老年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13]

。

的东西，即渴望得到或最不想得到的东西，具体指

话语分析理论认为，对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文

的是公益广告中所表达的老人最看重的东西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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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能力或能动性？还是爱或者是合群性？还是

课。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展翅高飞，妈妈仍然在

兼而有之？还是都缺失？能动性从权力、成就、独

原点默默地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在《别让等待成为

立、控制四个维度来反映；合群性从友谊、爱、亲

遗憾》广告中，妈妈说：等你长大了，妈妈就享福

密和沟通四个维度进行编码。

了；等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

3.3 结论

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然后，儿子生了个女儿，

通过对 11 个广告样本的分析，提炼出每个广告

孙女说：奶奶，等我长大了就让你享福！

中所表达出的老人的人生故事及其主题（表 1），

在这些广告中，老人被建构为被动的“等待者”

结果显示，这 11 个广告中的老人的人生主题全部都

角色，似乎三个广告中的女性除了孩子，再也没有

围绕着家庭来讲述，都表达了老人对子女的关爱、

其他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公益广告是否存在性别刻

奉献、交流、对话等合群性主题。在广告 8 和广告

板印象，女性是否就是要生儿育女，且当儿女不需

11 中，还表达了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标的

要照顾了，就成了无用之人？网友 A 的观感如下：

主动性主题，广告 8 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对女儿说谎，
让女儿放心，而实际情况是自己承担照顾老伴的责

我希望老人有独立的生活绝不表示我想摆脱父母，不孝
顺。孩子有自己的事业，很难常在父母身边，如果父母有自

任；广告 11 中的父亲形象，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儿

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娱乐，那他们整天就是开心的，心情好

子打工的城市，看望儿子；表面上看，这两个广告

身体好。如果老操心孩子又因为各种原因求而不得，会长期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老人的主动性形象，而实际效

心情郁结，影响身体健康，同时孩子由于处于长期被操心的

果仍然是表达了老人希望达到更好的合群性的主

状态，会有一种不自信、不被相信的感觉……儿孙自有儿孙

题。

福，让他自己操心去呗，操心不过来的时候再找父母。明白

4 公益广告建构的老人形象感知

父母对孩子操心的心情，但更应该明白过度的操心对两边都

上述 11 则公益广告中，在塑造老人形象时，全

不会好，凡事有度，过度的操心，既是束缚了自己也是束缚

部选择了合群性的人生主题。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

了孩子。 1

一主题下的老人形象类型，以及观众对这些主题和

4.2 “孤独者”形象及受众感知

形象的感知，采用话语分析和网络志方法进行分析。
具体方法是通过分析关爱老人系列公益广告的

在编号为 2、6、7、8、9、11 的广告中，都采
用了母亲或父亲单独一个人在家或外出的画面，突

语言来鉴别出老人社会身份话语。而形象感知则运

出了老人的孤独和寂寞，塑造了老人作为“孤独者”

用网络志方法。网络评论具有覆盖性广、参与者可

形象。但在广告 11 中，父亲虽然是孤身一人，但并

自愿或匿名发言、群体思考性、可保存性等优势。

不孤独，这位父亲他思念在外打工的儿子，不畏路

虽然无法判断互联网信息的真实度，但互联网的公

途遥远，使用多种交通工具，克服种种困难，终于

开性和自主性在无形中形成了网络评论的自我检查

见到了儿子，这个广告中的老人形象即表现出合群

和自我平衡的机制，这可使得网上信息的准确性能

性，也表现出能动性，打动了很多观众。对这些广

够达到一定水准[18]。因此，通过网友对公益广告的

告，网友们感受各不相同，网友 B、C、D 的感知

评论和讨论来分析观众对这些广告中塑造白老人形

如下：

象的感知，是可行的。

网友 B 对广告 7 的观感如下：

4.1 “等待者”形象及受众感知
在编号为 2、7、9 的广告中（表 1），都用一

......可能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看起来感觉不一样

个母亲在等待孩子归来或期盼将来的画面。如在《妈

吧，这个公益广告我一看就懂啊，除了有点做作，总体还好。

妈的等待》的广告中，一位母亲在等待中耗尽了她

我最喜欢的是接到女儿电话撒谎的那个爸爸。 2

的青春时日，她仍然孤单地等着她的儿子回来。在
视觉上，我们会看到儿子儿时可爱的片段，也会看
1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

到妈妈和儿子从前的快乐时光，从小学到中学，妈

s_web

妈每天都默默地在学校的路边等待着她的孩子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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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C 对广告 8 的观感如下：

得去带，不去的话，子女就怨恨父母不公平。总之，在现阶
段，中国老人确实活得很辛苦，这也是现实。 6

前面眼眶热了，老人各种感动... ...最后一句男声旁
白各种违和就破功了

网友 G 的观感如下：

3

网友 D 对广告 11 的观感如下：

广告宣传孝道是没错，但是我不喜欢过份宣传父母的牺
牲。仿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繁衍后代。同时，也营造出父母

良心之作啊！简直泪奔了好么，尤其是爸爸用油桶拎了
一桶鸡蛋这个桥段，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在很多人心里，

就该为子女牺牲一切的社会氛围。这种牺牲尤其是体现在女

过年能吃上家人做的菜，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就

性身上。比如，女人丧偶或离婚后，就该一个人苦苦带着孩

是过年最大的盼望。这个广告看了很多遍还是深受感动。就

子，而不该去追求自已的幸福。现在很多子女，把父母一切

不相信戳不中你的泪点！就不相信戳不中你心中最柔弱的地

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父母才人到中年，就把父母的一切东西

方！ 4

都视为自已的。这种自私的心理，不得不说也有社会因素的
育成。 7

4.3 “牺牲者”形象及受众感知

4.4 “控制者”形象及受众感知

除了广告 1 和广告 11，所有的广告都表达出父
母为了孩子而变得衰老，或对孩子的无私奉献。广

与前一个话语产生共鸣的是另一具有特定文化

告 8 讲述一个作为父亲的老人在某一天的平凡生

含义的中国传统父母形象——“控制者”形象。在

活。他一个人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家人的照片，一个

中国，传统上父母一直理所应当地认为或被认为有

人穿衣，一个人出门，在小店买了一袋橘子，穿过

权“控制”子女，就如同“拥有和占有”私人财产

小巷，去医院探望因小病入院的老伴。画外音配上

一般。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老爸与女儿的日常电话对话，家中的老爸说“我们

力，而且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在不同话语中。
“等

都很好，别担心”。当母亲有病时，父亲宁愿独自

孩子长大、等孩子结婚、等……，我就享福了。”

承担起照顾的责任，最后用“善意的谎言”不让在

可能广告中的母亲并没有期待儿子的回报，但这个

外地的女儿为此担心，刻画了父亲是儿女和家庭的

情景设定，让看有些看广告的人有被控制的联想，

坚强后盾的写照。这种牺牲者的形象可能引发子女

觉得老人在绑架儿子，儿子不得违背她的意愿。
网友 H 的观感如下：

对父母的埋怨，认为父母为子女作出牺牲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如果父母没有帮助自己，就会对父母不

别的不多说，我小时候，我妈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为

满。

了你，我一身的病。所以，我一直不能快乐，心理有沉重的

网友 E 的观感如下：

负罪感。我妈妈在感情上依赖我太多，所以，她不让我参加
任何社交活动，不让我恋爱，怕我离开她。我一谈恋爱，她

......然后,就看着婆婆的侄女包车带一大家子人到处

就说，你不要妈了吗？就为了找个男人你想不管我吗？ 8

玩耍，发出去玩耍的照片到家里的微信群里。我很呵呵的！

网友 I 的观感如下：

说心里不怨恨是不可能的，我累死累活带孩子，你们高高兴
兴游山玩水，家里没钱不出钱也就不说什么，还不出力帮个

我父母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没什么开心的，每天围绕

忙！哼！ 5

着我和家庭转，每天都灰头土脸，我很心痛，一个朋友说他
父母爱出去玩，有时候就不给他煮饭，他已经上班了，我还

网友 F 的观感如下：

很羡慕他有这么一对懂得爱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生活也算过
得不差，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操心我，他们越操心，越让我

一种父母确实是想在孩子成人后，自己的义务已完成，

觉得我很连累他们。 9

想自己安排晚年生活，却被子女要求帮带孩子，特别是那种
多子女的，帮了这个带几年能脱手了，那个又生孩子了，又
3
4
5

6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3966001-1.shtml

7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http://bbs.tianya.cn/post-free-5385787-1.shtml

8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9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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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启示

父母对子女的占有和拥有思想会导致父母对子
女的控制支配，引发子女的压抑及不幸。反过来也

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目的是呼吁年轻人关爱父

引发父母的不幸。网友 D 的母亲控制女儿，不让女

母，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

儿有任何社交活动，而且强调一切都是因为女儿自

满足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言而喻，表达父母的无

己才身体不好，导致女儿的负罪感。网友 J 的观感

私奉献、默默等待等来呼吁年轻人的自省和感恩不

如下：

以为过。但是，对老人一味地被动描述式的刻板印
象，是对老人的“行为和视觉形象隐蔽地复制操纵

两夫妻才 40 多岁就不工作了，开始要享福，儿子才刚
进社会就要负担一家子了，年年赚钱年年空，我这做朋友的

和被操纵”[14] 。从建立美丽中国、和谐社会的角

看着都累，如今他工作 8 年了，从 18 岁到现在 26 岁了存款

度，应该对这些破坏性话语进行有意识地干预。建

还没到一万，全被他爸妈挖去了，自己整天节省节省，存钱，

立积极的老人形象，利于老人自身、利于子女、利

奈何父母不省心。他连女朋友都不敢找就怕苦到别人。 10

于国家。要真正关爱老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是要充分表达老人的能动性。个体的存在具

5 启示与结论

备能动性和合群性这两种基本属性，而且要协调两

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

者之间的关系。央视系列公益广告所建构的老人社

条件下，公益广告在传播这一文化传统方面扮演重

会形象，注重老人人生故事中的合群性主题，较少

要作用。中央电视台作为最具公信力的大众媒体，

关注老人的能动性主题。即使从合群性的角度来看，

自上个世纪以来就不断推出以关爱老人为主题的公

老人也更多被塑造为被动地等待孩子来看望关怀自

益广告。然而，这类公益广告的效果如何，并没有

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老人在合群性上的能动

引发足够的讨论和研究。其中，这类广告中塑造的

性。是否可以在公益广告的叙事中进行能动性主题

老人形象是否被观众接受，更是缺少足够的研究证

的开发，提升老人个人的价值感知及社会对老人的

据。

价值感知？已有研究表明通过改变故事的叙述形

本文通过对 11 则央视关爱老人为主题的公益

式，使叙述者从故事中牺牲者的角色转换为英雄的

广告内容和观众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对老人的形

角色[19]，可以有效改变个体的现状。而且，中国的

象刻画主要选择的“合群性”的角色。并且通过“等

老人也有不少受过教育、拥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有

待者”、“孤独者”、“牺牲者”和“控制者”四

独立的意识及经济基础，会有更多的人生主动性。

种具体形象来表达老人需要关爱的主题。这样的主

二是鼓励子女帮助老人实现能动性。老人确实

题似乎也能引发部分老人及其子女和家人的共鸣，

在身体和精力上比不上年轻人，行动也不敏捷。确

但是，也有观众对这样的形象刻画感到不适。分析

实需要年轻人的关照，所以公益广告可以表达子女

其原因可以与当下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随着社会

帮助老人实现愿望、想法，如联系旅游公司、接送

经济迅速发展，年青一代自身要适应社会的剧烈变

老人。当然，也可以鼓励老人自己去采用社会服务，

化已非易事，自身也需要面临大量的压力和挑战，

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老人们的“被动”形象，会让年青人产生更多的

三是鼓励老人体现家庭以外的社会价值。老人

压力或者是焦虑感。对于老人而言，越来越多的老

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如老

人除了身体原因而行动有所不便，他们的精神和灵
性需求会越来越丰富，内心并不想成为社会和家庭，
特别是后代的生活负担，这样一来，一味地将关爱

社会思考对待老人的态度、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
从老人社会身份的提升从而促进个人身份的提升感

老人的主题偏向“合群性”的角色，可能并不是对

知，增强老人对自己的价值认定。

中国老人生活和形象的全方位展示，这样的公益广

四是建构老人积极的社会形象。关爱老人公益

告效果就可能会打折扣。
10

人可以有自己的社团、朋友圈、工作权。这需要全

广告所塑造的老人形象不仅影响社会对老人的态
度，也影响老人的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通过激发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6269887-1.shtml?event=rss|rss_web

老人的能动性，建构老人的自我认同身份，同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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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众对老人的社会身份的正确认识。当然这是一

父母养育之恩不能忘，但父母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个社会的系统工程，首先老人的医保、社保要确保

更不应该对成年儿女的生活工作加以控制，仍然摆

老人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其次，可以以更积极地

脱不了儿女是私有财产的传统观念。公益广告塑造

方式去建构老人形象。就像广告 11 中的农民父亲，

的这样的老人形象,反而让女子产生压力感和愧疚

虽然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并不熟悉，但为了看

感，对子女的事业生活无益。

看儿子，独立来到儿子打工的城市并在别人的帮助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环境下，每个

下找到了儿子；也可以展示父母有对孩子的关爱、

人的人生主题都应该是能动性和合群性的有机融

也有老朋友、有爱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是与孩

合。所以父母需要通过言传身教，让自己和子女明

子共同成长、享受养育生命的过程，而不是在煎熬

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教育孩子成为

中等待。

具有能动性的独立个人，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

综上所述，中国亟需在价值层面研究关爱老人

同时具有合群性，因为幸福人生离不开群体合作。

的价值理念及行为模式，对不同主体的行为进行引

这样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需要为对方牺牲自己。

导和约束。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自我修炼是根本

这些公益广告中的老人是广告中的主角，是子

——“本立则道生”，倡导人能弘道，自尊自强，

女要关照的对象。对于这些公益广告，不同受众会

积极进取。《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有不同的解读和诠释。比如，传统型受众可能比较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提出“君子

接受老人作为奉献者、等待者、孤独者等社会角色，

之道，本诸身”，“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

因为这些广告再次符合了他/她们对老人预期，并强

不怨天，下不尤人。” 《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

化了他/她们在此方面的意识形态。

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些都要求每个人

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国

从自身做起，求诸己，施于人，以至内圣外王，无

老人的形象，而非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解放老

一不体现出个体生命历程中提升自我与融入社会的

人，可能的结果之一是阻碍中国老人的真正享福，

整合。从心理学的视角解读，儒家文化体现了中国

因为这是中国传统话语之下的意识形态对老人身份

人自强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其终极目标则是养成健

的认定，应该以合群性为导向，而且仅仅以子女为

全人格。儒家的自强人格既具有个人取向，也具有

导向，而此话语对老人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它从

社会取向。它以个人取向为基础和出发点，以社会

身体上限制老人、阻挠老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

取向为最终目标，从个人取向逐渐扩展至社会取向

也可能会限制老人进入其他的广阔领域。此外，可

[20]

能造成一些人对老人的反感。合群性人生主题诉求

人不能丢失自己的个人取向，完全家庭取向。

的对象是家庭中的年轻人，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公益广告应当鼓励老人有自己的个人取向，老
5.2 结论

“华人社会中人们的个人取向特征与内涵逐渐增

本文运用广告叙事理论和网络志方法，对 1999

加，而社会取向互动特征和内涵则逐渐减少”[21]。

－2016 年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11 则以关爱老

这就需要研究注重能动性的个体如何看待注重合群

人为主题的公益广告进行分析。从叙事主题上看，

性的“老人”，以促进双方的理解和有效互动。

几乎全部广告选择的是“合群性”，而只有两则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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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广告样本
表 1 关爱老人公益广告个案叙事分析
编 播出
号 时间

广告名称及截图
妈妈洗脚

1

广告画
面人物
母亲、
孩子、

1999

广告口号

关爱老人，

母 亲 的 由心开始
母亲

常回家看看
2

2004

一个头
发斑白
的母亲

感恩父母，
3

2010

感恩教育

“别让你的
父母感到孤
独,常回家看
看。

广告具体情节、画面、语言

广告主
题

老人受到女儿或儿媳关心照顾——洗脚；
老人疼爱地望着女儿/儿媳；关切地问对方累不累

合群性

（爱、对话、关心、交流）
母亲为晚餐忙碌——“儿子打电话有重要客户”、“孙子打电话
和同学去游乐场”、“女儿打电话去健美班”
孤独的母亲在等待——“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已经没有 合群性
节目”、“全家福”
（老人想关爱子女、想和子孙对话、交流、关心他们）
父母无私的付出——“父母耐心教孩子吃饭穿衣走路、唱第一首

铅笔画

歌……”

孩子和 无

父母变成了孩子——“如果有一天，当爸爸妈妈站也站不稳，走 合群性

父母

也走不动的时候，”
（父母爱孩子、关心、帮助孩子；现在父母变成了孩子）
父母为家操劳——“小时候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高大魁梧的爸

Family
4

2011

爱的表达式

爸遮风挡雨，温柔贤惠的妈妈相夫教子……”
父母、
孩子

无

发现父母衰老——“发现爸爸的背早已驼得不成样子，妈妈的身
体也已臃肿……”

合群性

（父母爱孩子、关心、帮助孩子；现在父母老了，需要被照顾、
关爱）
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病——“美国总统里根、华裔物理学家高锟、
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都得了这个病，叫“ 阿尔茨海默病””
我可以帮助妈妈——“她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可以一遍一遍
为爱正名
5

2012

的讲给她听我；的妈妈没有“痴呆”她只是忘了如何吃饭，我可
我、

——理解老 以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我的妈妈没有“痴呆”她

妈妈

年痴呆症

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教给她说……”

合群性

要求观众行动——“用你的行动
要求所有人改变这一歧视性的称谓
消除歧视，从“正名”开始！……”
（不要歧视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他记不得刚刚做过的事情，走
到楼下找不到家门在哪儿，甚至忘记了儿子的模样。这一切让儿

关爱失智老人
-打包篇
6

2013

他忘记了很 子感到烦恼和不堪。”
父亲

多事情，但 父亲没忘记儿子喜欢吃饺子——“一家人到餐厅吃饭，老父亲用

儿子

却从未忘记 颤巍巍的手把盘子里剩下的饺子揣到了兜里，家人都觉得很难堪
爱你

也很不解，老父亲痴痴地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喜
欢吃这个。””
（父亲爱儿子，即使得了病也没有忘记爱儿子、关心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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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关爱老人系列公益广告“老人”形象建构与观众感知
母亲在等待儿子——“从年幼到少年，从年少到青年。曾经, 多

妈妈的等待
7

母亲

2013

儿子

别 爱 得 太
迟，多回家
看看

少个年月, 妈妈每天都默默地在学校的路边等待着她的孩子下
课。孩子是她生命的一切，孩子是她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母亲孤单的等待——“当她用光了她的青春和时日，她仍然孤单

合群性

地等着她的儿子回来。”
（母亲爱儿子、关心、陪伴与儿子互动）
孤单的父亲——“他一个人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家人的照片，一个
人穿衣，一个人出门，在小店买了一袋橘子，穿过小巷，去医院

爸爸的谎言
8

2013

父亲

无

探望因小病入院的老伴。”

合群性

父亲说谎——“但画外音配上父亲与女儿的日常电话对话，“我 能动性
们都很好，别担心” ……”
（父亲疼爱女儿，宁愿说谎、独自承担责任、克己）
母亲说孩子考上大学自己就享福了——“母亲蹲在自己要去上学
的儿子身边，一边帮他整理衣服，嘴里一边说着：“等你考上大
学，妈就享福了。”儿子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母亲

别让等待成为遗
憾
9

2014

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慈爱的目光里充满着美好的期待。
母亲、

母亲说孩子结婚了自己就享福了———“母亲站在比自己高一头

儿子、

别让等待， 的儿子身边，对儿子说：
“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就享福了。”

儿媳、

成为遗憾！ 儿子终于与心爱的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母亲满眼充满着幸福

合群性

的期待。

孙女

孙女说等自己长大了就让奶奶享福——“奶奶坐着，孙女贴靠在
奶奶温暖的怀抱里，对奶奶说：“奶奶，等我长大了，就让您享
福。”透过那微笑的眼神，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已满目苍桑。
（老人的一生都用在儿子身上）
如果自然界有逆转——“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种子从远
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
时光倒流

如果人生可以逆转——“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饭
抒情叙

10 2015

事诗

无

菜的香，飘返厨房；笔迹淡去，在你签好名字的卷子上；你关掉
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

合群性

留在父母身边久一些——“莫非要一场时光倒流，才能让你留在
父母身边更久”
（关爱、陪伴父母）
父亲进城看儿子——“深山乡村的父亲春节进城看望打工儿子，

父亲的旅程
11 2016

父亲、
儿子

一路跋涉最终却因为误抄电话号码而无法找到儿子……。”
无

父亲见到儿子——“父亲抚摸儿子面颊，怎么廋了呢，”
父亲返程
（父亲想儿子、父亲去看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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