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方略

● 赵阳阳

中泰两国保险广告的比较分析
年来泰国的广告事业发展迅猛，优秀的泰国广告不断涌

近

故事情节

现，其中尤以泰国的保险广告表现突出。①中国虽然保

险市场体量庞大，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增加，但是能够

中国的保险广告多重金邀请明星站台，对广告剧本的投入

为人称道的保险广告佳作不多。本文以《亚洲保险竞争力排名

难免力有不逮。同时，明星为其固有形象所累，在时长较短的

研究报告》②为依据，分别搜集了中国大陆寿险公司前三名中

广告片中难以延展出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因此很多广告只是

国人寿、平安人寿、太平洋人寿与泰国寿险公司前三名芒泰人

依靠明星形象与语言的简单堆砌来构成。如下表所示 ：

寿、泰国人寿、曼谷人寿的部分广告样本，从人物形象、故事
情节、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人物形象
众多实力雄厚的中国险企不惜重金邀请明星担任广告代言
人，这种广告策略的重点在于使明星代言人的一贯形象与自身

企业名称

广告名称

代言人

广告语

中国人寿

《投篮篇》

姚明

往哪投啊？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中国平安

《刘翔篇》

刘翔

专业创造好成绩，专业打造好产品，我信
赖平安。买保险，就是买平安。

太平洋保险

《孙杨篇》

孙杨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保险作为一种感性消费品，往往需要广告做连接企业产品

企业文化相契合，形成高匹配度。中国人寿邀请姚明担任广告

与消费者的桥梁。在如今保险产品差异化并不显著的情况下，

代言人，利用其身材高大且在赛场上、家庭中乃至社会上都非

只是简单地说明产品与品牌名称，或仅以具体的物质利益与功

常负责任的形象，
为受众营造一种安心之感，
与企业“相知多年，

能为诉求点进行说服的叫卖式广告，难以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值得托付”的品牌理念高度吻合；
而中国平安则邀请刘翔、
王石、

不同于中国保险广告单刀直入地宣传产品，泰国保险广告

唐国强等名人加盟，利用他们在各自领域内佼佼者的地位，树

尽管长短不一，却几乎个个都有故事，都在追求用有深度的故

立中国平安在行业内出类拔萃的形象。这些明星代言增强了广

事来彰显品牌理念。泰国广告的制胜法宝可以归纳为
“幽默”
“夸

告的说服力和受众的信任感，为产品打开市场带来了良好效果。

张”
“催泪”这三点，而保险作为一种感性消费品，其广告讲

与中国保险广告千篇一律地使用明星代言不同，泰国保险

究以情动人，走的也多是“催泪”路线。这些保险广告往往塑

广告的代言人往往并非大名鼎鼎的明星偶像，塑造的也不是高

造带有悲情色彩的小人物形象，注入夸张的戏剧冲突，一波三

高在上的人物形象，反而更多是由素人演绎的平民甚至遭受不

折着力表现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直至最后才点出与产品的联

幸的底层人物担当广告的主角。如下表 ：

系，让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广告诉求。如下表 ：

企业名称

广告名称

主体人物形象

芒泰人寿

《很有道理的样子》

患癌男主人

《父爱》

病重即将去世的爸爸

《无声的爱》

聋哑父亲

《合唱篇》

残障儿童

泰国人寿

《机会》

社会阶层

底层人物

离婚、丧子、沦落街头的女人

《无名英雄》

平凡男子

《打不死的蟑螂》

保险推销员

平民
曼谷人寿

泰国贫富差距悬殊，近 20% 的中上层富人掌握着全国

广告名称

人物

故事情节
遭受的不幸

《打不死
的蟑螂》

保险员被人们视
保险推
为蟑螂，遭到驱
销员
逐打骂

11默默捡起散落一地的
因救了客户的孩
文件
子受到谅解
2.将仅有的钱财为病人
垫付医疗费用

《父爱》

病重的 身患脑瘤，即将
新爸爸
去世

11婴儿小手放入爸爸手
中微微动
孩子顺利出生，
幸福地抱在怀中 22昏迷状态的爸爸流出
泪水

聋哑
父亲

自己聋哑，致女
儿被嘲笑，受她
怨恨，女儿割腕

《合唱
篇》

残障
儿童

每个孩子都是残
疾儿

感动观众，获得 11面带微笑的残障儿
掌声
22眼含热泪的孕妇

《无名英
雄》

平凡
男子

每日行善却不被
他人理解

11摊贩阿姨为男子戴帽
收获他人感情，
子
帮小女孩成功入
22邻家老妇给男子的深
学
深拥抱

保险女 被丈夫抛弃、丧
经理
子、沦落街头

11抱着病重的孩子在街
得到客户给的签
头茫然无措
约机会
2.将手中紧攥的包子赠
予他人

得真切。在保险广告中大量使用平民与底层人物形象更接地气，
通过对平民生活场景的加工再现，有效地拉近了与广大受众的
距离。此外，广告讲述的多是曲折而感人的小故事，由被赋予
悲情色彩的小人物来演绎，能够增强广告情绪的渲染，也更能
够打动观众的内心。

11父亲反复排练想对女
儿说的话
22输血管中流入女儿体
内的父亲的血

《无声的
爱》

80% 的财富，底层 20% 的穷人掌握的财富仅占 4%，明星的身
份与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小人物的形象反而显

催泪细节

结局反转

《机会》

女儿幡然醒悟
谅解父亲

它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却表达出相似的主题 ：小人物尽
管在生活中遭遇了种种不幸，但只要坚守本心不断付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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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教育

● 郑

越

媒介经营管理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

球化和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媒介使用习惯，也给媒介领

在逐步发展成为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世界各地的大学都纷

域带来了重大变化。新闻业界和学界纷纷呼吁高等教育

纷提供相关课程或将经济话题整合到现有的媒体课程中。其

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也面临着跨学科、国际

中，媒体创业教育（Media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或 entrepreneurial

化和动态性方面的挑战。本文回顾了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内涵

journalism education）是目前国外媒介经营管理教育领域的发展趋

和发展历程，并分析当前面临的处境，在教学主题和方法上提

势之一。这些课程既包括研究生和本科层次，也包括专业或非

出应对策略建议，从而为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者提供借鉴。

专业的媒体创业证书课程。课程主题是多种媒体学科的融合，

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重塑

从传统的大众传播到视频游戏和网络媒体应用都有涉及。传统
媒体模式的衰落，激起了大众对创业活动的兴趣和重新关注。

媒介经营管理是新闻传播学中的新兴学科，以新闻学、传

媒体环境从印刷到数字媒体的巨大转变，促使学校开设此类课

播学、管理学为基础，要求学生能够了解现代传媒产业的运作

程，目的是为学生将来在新媒体组织工作或开创自己的媒体公

模式和经营方式。与大众传播的其他领域相比，媒介经营管理

司打下基础。

和媒介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还是教育领域都算是后起之秀。20

新闻教育工作者该如何应对媒体产业在各个层面上的变

世纪 50 年代早期，经济学家曾对报纸竞争及其市场特征、广

化，如技术、编辑室配置、投入产出、管理效率和所有权模式？

播公司结构和法规进行过探讨。然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在数字融合和媒体产业再造的时代，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者如何

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有所进展。有线电视的发展和报纸行业出现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让他们善于团队工作并找到基于问

的问题，促使经济学家和商界学者对媒体内部管理进行了大量

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的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也逐渐成为媒体集团和教育工作者

媒介经营管理教育面临的挑战

开始关注的领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媒介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正
就可以实现命运的反转。同时，这些广告还善于在淋漓尽致地
演绎悲剧之后，进一步升华到对友谊、亲情、爱心等一系列人
类美好情感的肯定，充分彰显品牌理念，留给观众深刻印象。

文化内涵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消费者研究中心主

广告名称

部分广告词

内涵

    妈妈对我说，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世事不
《合唱篇》
万事不强求、顺其自然
可强求，顺其自然吧
《父爱》

    有时候我们不禁自问，我们为何生于此
世，生而为人又是为何？

追问生命、探讨生死

《无名英雄》

    他获得最多的就是感情，见证幸福，得到
理解，感受到爱，获得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行善积德、因果报应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选择逐渐从单纯的

这些广告虽然在视觉上没有加入佛龛、念珠、香烛等佛教

功能性满足转向兼有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富于文化内涵

文化符号，却将佛教的文化精髓渗透到了故事情节与广告话语

的广告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③优秀的广告应当善于通过

之中，表现出对大爱与善行的执着、对生命的尊重与冷静处理

巧妙的构思，将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创造性地展示出来。国

生死命题的态度。除了具有广告宣传功能之外，还对大众有情

内有些保险广告曾对历史文化进行过一定开发与利用，然而落

感治愈作用，尤其是对近年处于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不景气

入了生搬硬套的路数之中，例如中国人寿《书法篇》
、平安人

环境之中的泰国民众来说，这样的广告能够抚慰他们的内心，

寿《天坛篇》
、
太平洋人寿《刻章篇》等广告中分别出现过毛笔字、

帮助他们更加淡然地看待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太极、印章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但这些文化符号仅被
当作一种点缀物出现在现代化风格的画面之上，而真正应该被
着力彰显的儒家仁爱、道家自然、佛教慈悲等文化内核，反而
被忽视了。
泰国一向有
“千佛之国”
的称谓，
超过 90% 的国民信仰佛教。

注释 ：
①《反思 ：为什么泰国广告总能看哭你》
，搜狐网，http://www.
sohu.com/a/122758418_505816，2016 年 12 月 27 日
②《亚洲保险竞争力排名研究报告》
，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6
年 12 月 13 日
③鲁忠欣 ：
《
“泰国人寿”广告片〈无名英雄〉中的人文关怀》[J]，
《西部广播电视》
，2015 年第 8 期

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下，泰国保险广告被烙下了深深的佛教文
化痕迹。如右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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