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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提出“消费风景”的概念，以三款市⾯上常见并具有知名度的商品，两

款⾹烟、⼀款饮⽤天然⽔为例，论述何为“消费风景”及其背后隐藏的含义。⾸

先，就商品⽂化⼴泛渗透的时代现状，从概念上阐明风景与消费的关系；其次，

讨论风景成为商品符号的过程以及其背后的理念、⽂化背景和象征；然后，根

据“风景图像的商品标志作为⼀种写⽣对象”的观点，延伸对“写⽣”概念的思

考；最后以分析的⽅法，探讨“消费风景”背后的内涵以及带来的启发。 

关键词： 

消费 风景 “消费风景” 骆驼牌⾹烟 农夫⼭泉 中华牌⾹烟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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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 “consumption scenery”. “Consumption 

scenery” and its hidden connotation will be discussed and disclosed through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ree common but famous brands of cigarette and 

water. Initia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scenery and consumption will be narrat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 era where commodity infiltrated into culture. Secondly, 

reasons to consider scenery as the symbols of commodity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concept, story and background. Thirdly,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from life” will be expanded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commodity sign 

of scenery picture is an object of painting from life”. Finally, the hidden connotation 

and knowledge of “consumption scenery”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brought by it will 

be explored based on analysis method.  

Keywords:  

Landscape, consumption, landscape of consumption, CAMEL, NongFu 

Spring, CHUNGHWA cigarette, paint from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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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笔者2012年开始收集⽇常⽣活中使⽤过的各种包装纸，⾄今数以百计。在

收集的同时，按照个⼈经验以纸上绘画的⽅式记录⽇常⽣活中的痕迹，⽬前此

类绘画作品有30多张。随着思考的深⼊，从“描绘完整原始尺⼨的包装纸”转变

为“将带有风景元素的商品标志进⾏放⼤”。在过程中发现这些风景元素背后内

涵丰富，逐步明晰研究重点即消费品包装上出现的风景图像，所以确定“消费风

景”为论⽂选题。

第⼆二节  研究的问题

以具有典型性的三款商品——骆驼牌⾹烟、中华牌⾹烟、农夫⼭泉饮⽤天

然⽔为例，提出“消费风景”的概念，论述何为“消费风景”及其背后的含义。在

探讨产品理念、品牌形象诉求的过程中，发现消费品中以⾃然风景作为标志符

号的意义随时间的推移开始有所不同。以“消费风景”为线索，了解与消费品相

关的历史、社会、政治、民⽣和环境等命题，并以商品标志为载体，探察其原

始意义的“风景”与当今社会事件的呼应。由于这种关系，使得“风景作为标志出

现”与“作者视其为写⽣风景”形成了对⽐与反思，写⽣对象变得更耐⼈寻味。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局限

迄今为⽌，国内关于“把商品包装上的风景标志作为写⽣对象并了解背后内

涵”的研究⽆专门的⽂章与著述。所幸，设计及其他领域的⼀些资料提供了必要

的数据与事实。此⽂抛砖引⽟，不⾜之处请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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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景与消费

⼀一. ⻛风景成为消费品

“风景”起初因被观光⽽产⽣，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 有旅游杂记 出现开始，1 2

“风景”的诞⽣与⼈类存在有着直接关系，从最开始就是⼀种⼈⼯制品。例如，

⼭是地壳上升地区经受河流切割⽽成的⾼耸部分，⽽由于⼈类的介⼊，“⼭”在

有了旅游之后不仅仅作为“⼤地”的概念存在，“⼭”因为被⼈类观光⽽与“风景”

联系在⼀起。

风，⼋风也。景，光也。 在“风”字出现⼤约1600年之后，作为单⼀词组的3

“风景”终于出现了，在陶渊明诗歌《和郭王薄⼆⾸（其⼆）》之中。从词源的

⾓度解释，英语中“Landscape”这个词源于德语“Landschaft”，意指与城镇毗邻并

⾪属于城镇的⼟地，⾮常类似于意⼤利语中的“contado”。它明确的限定出风景

与城市相对⽴的⾝份，同时在此之中也存在着⼀种彼此倚赖的关系。“风景”在

词义上从最开始就被不可避免地卷⼊了城市、政治以及经济关系中。

从美术史的概念看，风景在西⽅早期的宗教画⾥作为背景出现，后来发展

成为地质画，再后来发展成为艺术家笔下独⽴的风景画。在西⽅风景画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隐藏着西⽅地貌特征在⼈类不断介⼊之后产⽣变化的相关线索，

根据画⾯能够对其相应的地理等内容进⾏分析，也是风景画的意义之⼀。有关

艺术中的风景概念，齐美尔 （George Simmel)于1913年在《风景哲学》⼀书中4

写道：“逐步延展和净化对⾃然最初始印象的过程，开启了风景的艺术层⾯含

义，这种过程也将含义彰显出来。艺术家所做的就是把它从混沌和⽆⽌境的世

 启蒙时代或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的⼀场知识及⽂化运动，该1

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类实存的基本问题。⼈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
蒙”，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

2 世界上第⼀本旅游杂记是《利物浦之⾏⼿册》。

 《说⽂解字》：风，⼋风也。东⽅⽇明庶风，东南⽇清明风，南⽅⽇景风，西南⽇凉风，西⽅⽇阊阖3

风，西北⽇不周风，北⽅⽇⼴莫风，东北⽇融风。景，光也。从⽇京声。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e Simmel ，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4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30369/168633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6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6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37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09357/85956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04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0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947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23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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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取出，只要它⼀被取出、接收，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就会被紧紧掌握，

并使之形成⼀个统⼀体，拥有属于⾃⼰的特殊含义，并切断与宇宙的联系，以

便能够跟⾃⼰更紧密结合。”所以“风景”作为⾃然界中被取出的其中⼀部分内

容，完整、独⽴、统⼀地存在着，⾃始⾄终都带有⼈类的痕迹。 

20世纪之后，旅游作为⼀种商业⾏为飞速发展，⼭作为典型的风景成为有

钱有闲的⼈可以亲临的消费场所。⼈们可以乘车来到⼭脚下，除了看美景之外

还有很多消费项⽬。例如，不爬⼭却想欣赏⼭顶风景只需⼏百元乘坐缆车，没

相机却想留影纪念只需百元拍照当场冲

印，没太多钱可以在纪念品店购买⼏元

钱的明信⽚……于是，“⼭”的内容变得

多元，不再只是地壳上升形成的⾼耸部

分，也不再只是风景。⼭又作为⼀个消

费场域存在，⽽风景成为了消费品。启

蒙时代⾄今，风景从“被观光”变化为“被

消费”。 

关于“风景”变为“被消费”的对象，在意⼤利艺术家尼德迈尔 （Walter 5

Niedermayr）的摄影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从1980年起，尼德迈尔以拍摄⼀系

列阿尔卑斯⼭区多罗密特地区的摄影作品⽽著名，希望“以个⼈观点的⽅式来表

现⼭的世界”。与其重拾那些歌颂⼭ 

      尼德迈尔摄影作品                 的不朽性的古典语汇，不如从⽇常⽣活⽅⾯来着

⼿。在他的作品⾥可以看到很多⾮⾃然的痕迹，⽐如缆车、餐厅、管道、观景

台和五颜六⾊的旅⾏团。在他的视⾓⾥，⼈们处于⼀个观光地点，同时也在被

观光，并在这个场所⾥消费此处的风景。

风景由被观光⽽产⽣，由被取出⽽更趋于完整，作为⼀个独⽴统⼀体继续

存在并在商业⽂化的⼴泛渗透下成为⼀种消费品。

 尼德迈尔（Walter Niedermayr），意⼤利摄影师。5

http://baike.baidu.com/view/65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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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费品上出现⻛风

景 

商品时代到来，西⽅发达国家在

长达近⼀个世纪的时间⾥被传媒、

⼴告、包装充斥。在20世纪波普

艺术家们的作品中，不难得知当

时的世界已远离了与城市相对应

的⾃然。 

在汉密尔顿 （Richard 6

Hamilton）的作品《是什么让我

们今天的⽣活变得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中，能够看出报纸、杂志、电

视、电影这些快速复制性传播的事物对艺术的影响以及如何构成了新的都市⽇

常⽣活。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主要作品的内容也不再是草垛、⽇出，

⽽是包装纸箱、罐头瓶和电影明星等。商业⽂化开始进⼊艺术作品之中，代表

着⼈类⽂明   的发展⽅向发⽣了改变。罗伊·利希滕《是什么让我们今天的⽣活变得如此不同，如

此富有魅⼒？》 汉密尔顿    斯坦 （Roy Lichtenstein）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漫画和⼴告结7

合的风格，借⽤⼤众⽂化与传媒等意向，表现当时美国都市的⽣活⽅式。 

波普艺术作品反映出⼈类对于⼯业⾰命之后世界的改变有了新的态度。在

⼯业时代到来前期，⼈类对于⼯业化⽣产、新型科技以及相应带来的环境污染

等有很长时间的抵触情绪，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适应，其便利最终被⼤众享

受。21世纪初科技飞速发展，都市⽣活的便利程度已远超上世纪末，商品⽂化

渗透到⽇常的每⼀个缝隙。如果没有这些便利，⼈们将很难再次适应，⼈类⽂

明在商业时代发⽣转变并在商品⽂化的作⽤下得到深层次的发展。 

21世纪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发展，科技不断地推陈出新。商品使⽤周期及

 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被称作“波普艺术之⽗”。6

 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1923~1997），美国画家，波普艺术⼤师。7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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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速度都在缩⼩，这是商品⽂化⾼度发展的现象之⼀。据2012年《中国数码

品牌与消费者⾏为特征研究报告》显⽰，⼿机⽤户平均每15个⽉就会更换⼀个

新⼿机，⼈们使⽤⼿机的周期越来越短，⼿机⼚商推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众快消服装类商品的平均寿命普遍低于⼀年；⾷品类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更令

⼈堪忧，尤其在⼀些发展中国家。从这些现象可以了解到⽬前商品⽂化发展的

程度已经趋向于成熟，并且处于⾼速运作的阶段。 

快节奏与都市经济模式让商品容易掺杂更多的⽔份，⼀些商家偷⼯减料、

弄虚作假以谋取经济利益，这是⾼速运作阶段中出现的弊端。在这种普遍的情

况之下，科技已经不再是唯⼀被强调的东西，“⾃然”重新成为⼤众关注的话

题。许多⼚商竭⼒把商品与“⾃然”扯上关系，把⾃然元素和理念放⼊⼴告、包

装设计、商标设计中，为了在⾼速发展阶段的弊端中体现品牌⾃⾝不同的态度，

以得到更多⼤众的信任和认可。 

在上世纪的⼴告画中，象征都

市先进技术的图像频繁出现，但在

这个世纪，⼴告与包装中出现频率

越来越⾼的是原始⾃然的图像。在

超市的货架上能看到许多以⾃然图

像作为包装设计元素的商品，⽐如

瑞⼠巧克⼒包装上有瑞⼠雪⼭牧场的景⾊，                瑞⼠巧克⼒包装上的风景 

“依云”天然饮⽤⽔包装上有阿尔卑斯雪⼭，“农夫⼭泉”饮⽤天然⽔包装上有⼭

峰与湖泊，⼤部分红酒包装上有酒庄园林的景⾊，在“李锦记蚝油”的包装上能

看到南⽅产蚝时节⼈们在船上补蚝的景象等。这些商品通过包装上的风景元素

传达出追求纯天然的产品理念，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会受到这些风景的暗⽰⽽

认可商品的安全可信。商品包装中的风景图像应接不暇的出现在消费⽣活中，

⼈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以致于并不把这些触⼿可及的“风景”看作风景。在这个

商品⽂化⾼速发展的时代⾥，“风景”已成为消费品本⾝，安置于都市⽇常⽣活

的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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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风景是⾃然界中被取出的⼀部分，因“被观光”⽽产⽣，从开始便是⼀种⼈

⼯制品。消费是商业时代的典型现象，体现了⼈类在商业时代的基本⽣活⽅式。

风景与消费有两层关系：第⼀，风景成为消费品；第⼆，消费品上出现风景图

像。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产品理念愈发引起重视，这些标志中的风景图像逐渐

成为⾸要信号⽽吸引消费者，体现出⼈们对原始⾃然风景的需求。⾃然风景可

作为消费品拉动着当地的经济，成为旅游业的⽀柱，⽽城市中的另⼀种“风景”

也深⼊⼈⼼，即消费品包装上的风景图像。它们源⾃原始的⾃然风景，传递着

天然、健康的价值认同，此外，还隐藏着丰富的信息，如产地、原料甚⾄政治

与经济等。这样，风景与消费从起初的各⾃独⽴，到现在的并置于商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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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品上的⻛风景

第⼀一节  ⻛风景作为商品标志的理理由 

商标是起源于原始部落或个⼈信仰的象征符号。古埃及、古巴⽐伦、古印

度、古罗马都在陶器、⾦属器具和⼿⼯制品上使⽤标记以便于官⽅征税，或⽤

于作坊主与⼯匠之间记账，这便是商标的萌芽。13世纪时欧洲⼤陆盛⾏各种⾏

会，要求在商品上打上⾏会认可的标记，从⽽起到区分⽣产者的作⽤，这已具

备了现代商标的部分内涵。当符号的运⽤逐渐从精神象征⾛向功利性标记时，

尤其是与商品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商标就出现了。  8

在中国，⾄迟在北宋（公元960年—1126年）已产⽣包

括⽂字和图形在内的商品标识。⼭东济南的刘家功夫针铺 专9

门为印刷商标设计制作了⼀块以⽩兔为主要画⾯的铜版，这

也是中国⽬前最早的第⼀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现保存在中

国历史博物馆。                                       北宋时期刘家功夫针铺商标         10

商标是商品的代表形象，不仅要体现经济价值，还要有艺术含量。正因如

此，商标设计越来越具有艺术化的趋势。商品种类⽇益增多，消费者的⽂化和

消费⽔平不断提⾼，所以商标不论在设计和寓意⽅⾯都要向更⾼的标准靠近。

为了在产品销售和宣传企业形象上更有优势，商标的设计更加被重视，⼀度等

同于产品本⾝。 

创造⼀个商标形象，⾸先要体现商品的⽤途，

易于识别；其次是宣传作⽤，树⽴品牌形象和

企业理念。市场上的商标设计纷繁多样，有卡

通⼈物图像、⾃然风景图像、抽象图像以及⽂

 出⾃《商标的起源》8

 北宋⼭东济南刘家针铺的“⽩兔”细针商标印制模版，是我国迄今发现使⽤最早、图形较为完整的商标，9

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艺术探索》2006-12-30《对中国商标的民族化探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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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图像等等。其中，风景图像为商标的占 

  红酒包装上出现的酒庄风景              了很⼤⽐例。⽣活中，这类商标图案的商品主要分

布在饮⽤⽔、奶制品、红酒和⾹烟⼏⼤类别。知名度较⾼的有农夫⼭泉、依云

（evian）、特仑苏、骆驼（CAMEL）、中华、红塔⼭。另外红酒类商品⼏乎

都有酒庄的风景图像出现。类似的还有雀巢、阿尔卑斯、安佳（Anchor）、哈

尔滨啤酒等，⽆论商场、超市、便利店，都能轻松的找到以风景图像作为品牌

形象的商品。 

商品标志⼤量取⾃⾃然风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是通过风景体现产品天

然、健康的感觉，⼆是通过风景彰显品牌的⽓质与品位。⾸先，风景图像作为

商品标志从视觉⾓度直接传达“天然”的理念，这些风景图像⼤多来⾃产品的原

材料产地，设计师参考当地风景特征，把产地的视觉信息融⼊设计中；其次，

不同的风景有着不⼀样的“品级”，知名度更⾼的风景往往代表着更不凡的定

位，这是其它类别的图像所不具备的作⽤。 

⼆二. ⻛风景在商品中的运⽤用

现今的商家熟谙消费者注重产品质量的⼼理，尤其是⾷品类，⼀些曾经很

时髦的品牌，如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可乐现在都成了“垃圾⾷品”的代表。这

种观念的变化是科学理论在⼤众中得到普及的结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更

加关⼼其安全性。为了更多地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商家在⼴告中着意突出“源于

⾃然”、“纯天然”、“优质⽔源”、“纯天然优质牧场”等与安全、健康有关的信

息。这样⼀来，⾃然风景图像作为商品标志在凸显产品品质与理念⽅⾯起着重

要作⽤。 

在法国依云天然矿泉⽔（evian）的商标画⾯中出现的雪⼭风景图像，其设

计灵感实际来⾃于产品的⽔源地——阿尔卑斯雪⼭。把天然矿泉⽔的来源处直

接设计为商标，很好地传达了产品的质量，表明⽔源的优质、天然、安全、可

放⼼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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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国内⾹烟品牌中，使⽤风景作为商标也相当多，如黄鹤楼、红塔⼭、

⾦桥等等，这些⾹烟使⽤的多是建筑类风景，⽽⾮⾃然风光。⾹烟⼚商选择不

同的建筑景观作为商标，原因是建筑作为⼈类⽂明的代表不同于⾃然景观，它

代表了⼈类存在的痕迹，甚⾄某种等级和某种权⼒的象征。在国内⾹烟包装上

出现的⼈民⼤会堂、长江⼤桥等或多或少都与权⼒象征相联系。在中国当下的

社会环境中，⾹烟不仅作为商品，还因中国长久以来的送礼⽂化⽽成为送礼佳

品。当⾹烟成为礼品时，其隐含的⾼低等级尤为明显，⾹烟包装上的建筑图像

更直接彰显了地位与权⼒。 

⼩小结

商标起源于象征符号。商品出现后，为⽅便征税以及区分⽣产者，出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商标，并作为商品的代表性形象越来越⼴泛地进⼊到⼈们的⽣活

中。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标志不仅要有使⽤价值上的考量，还要有艺术性⽅

⾯的需要。在现在的商品中，以风景图像为主要画⾯的标志⼤量涌现。这些风

景图像有的源⾃⾃然风光，有的源⾃⼈⽂景观，与包装上其余的⽂字和图案信

息形成完整的视觉形态，作为象征性符号透露出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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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费⻛风景

第⼀一节  消费品上的⻛风景作为写⽣生的对象 

艺术史上对于⾃然的描绘始终存在，这是⼴义上的写⽣，写即描绘，⽣即

⾃然。狭义的写⽣简单来说就是“照着画”，如静物写⽣、⼈物写⽣、风景写⽣

等等。写⽣的对象随⼈类社会的发展⼀直变化着，⼯业⾰命之前的艺术作品中

多描绘原始⾃然，例如⽇出、⽥园、河流和⼭峰。⼯业⾰命之后随着⼈类改造

⾃然的程度加深，到上世纪中期波普艺术时能够明显看到所绘对象发⽣了改变，

⼤众传媒、电视电影明星和商品成为新的意义上的“⾃然”。在被商品⽂化渗透

的当今世界，物质⽣活讲求便利和效率，但与此同时，⼈们离原始的⾃然也越

来越远。重归⾃然⾸先要有假期，然后要借助交通⼯具到达，甚⾄还要在景区

门⼜购买门票。⼀⾔以蔽之，消费的触⾓⼏乎覆盖了我们可见的⾃然。然⽽，

有⼀种风景却又近在眼前，在超市、商场、电视⼴告中，在琳琅满⽬的产品包

装上，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峰、湖泊、草原、海洋…… 

将消费品包装上的“风景”作为写⽣对象亦是⼀种对于“⾃然”的描绘，等同

于另⼀种“风景”写⽣。这些“风景”可以作为⼀幅具有象征性的图像材料⽐拟⼀

种完整成形的⽂字性语⾔。风景画的表现⼿法和如何看、如何思考这个世界（⽽

不单单只有⾃然）的⽅式有关，它具有很⼤的研究价值。因为它见证了历史进

程的各个阶段，蕴含着⼀些关于“深度”的历史，那些作为有机体世界⽪肤以下

的信息。 

第⼆二节  取出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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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骆驼牌⾹烟、中华牌⾹烟、农夫⼭泉这三款具有典型性的商品为例，由

于它们的商标设计具有较⾼知名度，且接近风景画的概念即横向构图（在英语

中，风景画landscape有横构图的意思），⼀探图像背后的丰富信息，开启对“消

费风景”的图像研究。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动作：取出和放⼤。 

“取出”是将风景图像从商品包装中剥离，剔除⽂字及其它图像信息，只保

留风景图像部分。这个动作的意义，在于使标志脱离包装，丧失其本来功能，

⽽重新还原为风景，即由风景图像标识构成的“消费风景”。如第⼀章所述，风

景是从⾃然界中取出的独⽴的⼀部分，⾃始⾄终带有⼈类的痕迹。从某种程度

上说，“消费风景”是从商品包装中“取出”的⼀部分，具有同样的独⽴性。在被

取出之前，这些包装上的风景图像并不能被称为“消费风景”，⽽只是作为包装

的⼀部分存在的商标。 

    “放⼤”使图像有别于原本尺⼨，虽然看似元素没有改变，但视觉体验已然改

变。以四⾊印刷为例，正常尺⼨下能够看到⼀张正常的照⽚，但放⼤到⼀定程

度时就能够看到图像是由四种颜⾊的圆点不同程度的重叠构成的，放⼤提供触

及真实的⼀条途径，同时会导致视觉体验的变化。“放⼤”并⾮只是关乎尺⼨，

还关乎于事物本质的探索，变化的视觉经验会产⽣新的问题思考⽅式。 

所以将农夫⼭泉、中华⾹烟和骆驼⾹烟的商品标志取出，使其开始脱离商

品标志的概念向风景画的⽅向靠近，

然后放⼤从⽽改变原先视觉体验，成

为消费风景进⽽探究背后隐含的问题。

第三节《消费⻛风景Ⅰ 骆驼》

骆驼（CAMEL）是美国⾹烟中⾄今依旧活跃在市场上的品牌，早在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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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就已风靡全球，⾹烟包装中的骆驼在消费者⼼中留下深刻印象。包装上的

图像有沙漠、⾦字塔、棕榈树和骆驼。淡淡的黄⾊调⾥描绘了⼀个正午时刻，

⽇头⾼照，风刮过地⾯，带起细细的黄沙，骆驼抬头前⾏，不            《消费风景Ⅰ 

骆驼》

受烈⽇和风沙的⼲扰，远处的棕榈树暗⽰了绿洲。试问⼀款美国⾹烟为什么会

使⽤中东沙漠风光？ 

骆驼（CAMEL）的创始⼈雷诺兹先⽣早先就拥有⾃⼰其他的⾹烟品牌，在

开创这个品牌之前他正处于事业的瓶颈期，品牌⾯临着转型或是倒闭的严峻考

验。为了减压，他去往⼟⽿其度假，缓解事业上巨⼤的压⼒，同时也为寻找⼀

种⼟⽿其特有的烟草。在⼟⽿其度假期间，雷诺兹被⼀⽀骆驼商队所吸引，那

番景象使他茅塞顿开。于是他决定开创⼀款混合型⾹烟，使⽤美国本⼟烟草混

合⼟⽿其烟草制成，并将“沙漠中的骆驼”作为该品牌的视觉形象。在他回到美

国后不久，骆驼牌⾹烟就此问世。 

《消费风景Ⅰ骆驼》画⾯中的⼟⽿其风光如果从纯视觉的⾓度观察，是中东

的风景。“美国”与“中东”这两个⾓⾊存在于其中，让笔者联想到当今美国与中

东的特殊关系，有⼀种错位感。在本世纪中美国与中东之间发⽣过的冲突就不

计其数，战争也⼤⼤⼩⼩近⼗场。这款美国⾹烟与战争之间也有所关联，骆驼

⾹烟问世以后，两次世界⼤战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很⼤程度的认知。 

因世界⼤战⽽著名的品牌 中，骆驼⾹烟位居前列，是⼀款因战争⽽⾛红11

的商品。在第⼀次世界⼤战中，骆驼⾹烟就成为了美国⼠兵随⾝携带的物品。

它特殊的浓烈⼜味迎合了战场沉重的氛围。到了第⼆次世界⼤战，骆驼⾹烟跟

随美国⼠兵⼏乎⾛遍了全世界，战争涉及到的地⽅掀起了骆驼的热潮，这种⾼

知名度⼀直持续到今⽇。 

在了解骆驼品牌的发展背景后，《消费风景Ⅰ骆驼》画⾯中隐含的“美国”与

“中东”⾓⾊对应当今美国与中东的冲突关系，使这幅消费风景触及到有关美国

的战争话题。第⼆次世界⼤战之后，美国对别国发起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战时期捧红的⼗⼤商品分别是瑞⼠军⼑、吉普车、骆驼⾹烟、派克笔、ZIPPO打⽕机、尼龙、雷朋太11

阳镜、可⼜可乐、摩托罗拉、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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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当今民众印象较难以抹去的是2001

年的911事件 ，之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恐怖组织对于双⼦⼤厦12

的袭击震惊了许多⼈，之后美国以维护正义的名义给予回应和报复，战争爆发。

《消费风景Ⅰ骆驼》中骆驼烟、美国、中东风景（⼟⽿其）和战争这四个元

素多种组合⽅式存在。美国烟、中东风景与当今美国和中东的冲突话题并⾏，

直接触及战争相关知识问题。从作为商品

标志的风景画⾯介⼊来思考其中错综复杂

的关系是这幅消费风景的独特视⾓,画⾯

不仅具备该商品个体历史还提供重新审视

思考美国与中东关系的可能，这幅消费风

景与当今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现实之间充斥

着荒诞之感。 

第四节  《消费⻛风景Ⅱ 中华》

“中华”牌卷烟诞⽣于1951年，由国营中华烟草公司于1950年开始研制。作

为⼀款⾼档烟在早期作为政府官员特供⾹烟，其后成为社会精英展⽰⾝份、体

现价值的重要附属品，赢得了⾼端消费⼈群的普遍推崇。中国特⾊的⾹烟⽂

化，造 《消费风景 Ⅱ 中华》                         就了中外⾹烟截然不同的意义。国外⾹烟的

设计⼤都简洁朴素，商标品牌⼏乎不附加任何额外信息，形象多为抽象符号，

⽽中国⾹烟从它的包装就可以判断它代表的等级。在中国，⾹烟除了⾃⼰购买

以外，还是⼀款送礼佳品。⾹烟档次象征⾝份，这在中国是独有的。 

 “9·11事件”（又称“911‘、“9·11恐怖袭击事件”），是2001年9⽉11⽇发⽣在美国本⼟的⼀起系列恐怖袭12

击事件。该事件是发⽣在美国本⼟的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动，遇难者总数⾼达2996⼈。对于此次事件
的财产损失各⽅统计不⼀，联合国发表报告称此次恐怖袭击对美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
产总值的2% 。此次事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损害甚⾄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98/14623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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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牌⾹烟的商标设计共经历了⼋次⼚名的变更，在这期间，中华的商品

标志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最早的1951年版烟标以双华表和五⾓星的图案为主，

在于表达当时对于新中国成⽴的赞美之意，这款烟标仅使⽤了⼀年。1952年2⽉

1⽇，中华牌⾹烟重新设计了商品标志，取消了与国旗图案相似的五颗五⾓星，

改由⿊体勾描出⾦⾊的天安门，⼀对华表分别于左右，右侧上空出现三朵祥云。

在冠名“上海烟草⼯业公司”和“上海卷烟⼆⼚”期间，取消了三朵祥云。1966年8

⽉，上海卷烟⼚派专员实地拍摄照⽚，以此为蓝本在此设计了烟标，“中华”⼆

字也替换为⽑泽东的亲笔字迹。从此，中华牌⾹烟的商品标志⼀直沿⽤⾄今。 

《消费风景Ⅱ 中华》画⾯中的天安门城楼是⼀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建筑，

紫禁城的⼤门。它位于北京的中⼼位置，是新中国政治的象征。通过这幅消费

风景能够探讨画⾯原始建筑的发展进程以及曾经发⽣过的历史事件。天安门始

建于明永乐⼗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清顺治⼋年（1651年）改为“天

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明清时天安门城楼⾯前是⼤庆典举⾏颁诏

仪式之地，对⽼百姓来是拒⼈千⾥之外的禁区。该建筑从紫禁城到故宫再到故

宫博物馆的历史，体现的是从君主到民主翻天覆地的改变。1911年⾟亥⾰命以

后，五四运动、⼀⼆九运动、开国⼤典等等载⼊中国⾰命史册的重⼤历史事件

都在这⾥发⽣。该建筑在历次修缮与重建中才成了现在的样⼦。1987年11⽉开

始，天安门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在此之前，极少有普通百姓可以接近。

在《消费风景Ⅱ 中华》的画⾯中，⾦⾊的天安门嵌在浓重的红⾊背景中，

彰显尊贵地位。天安门在新中国成⽴后，左右城墙上分别悬挂“中华⼈民共和国

万岁”和“世界⼈民⼤团结万岁”的标语，城洞正中上⽅悬挂⽑泽东像，城楼上常

年悬挂红灯笼，这些标语、画像、灯笼没有出现在商品标志的设计中，在造型

上设计师保留了原建筑的显著特征，在颜⾊上通体为⾦⾊，并没按照建筑本⾝

的颜⾊呈现。这座天安门城楼“⼲⼲净净”，去除了政治和中央集权的痕迹，抑

制了符号化的联想，朴素地还原为建筑本⾝。从画⾯的⾓度并结合建筑的历史

介⼊这幅消费风景背后的内涵，发现画⾯中的天安门建筑带有紫禁城时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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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故宫时期以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时期之前。紫禁城始建于15世纪初，

⼀直到18世纪末才结束修建，共有24位皇帝曾居住其中，紫禁城作为君主专制

的标志存在了⼏百年之久。清朝末代皇帝溥仪3岁登基，6岁时⾟亥⾰命爆发，

19岁之前仍住在后宫中，这⼀阶段

紫禁城改名为故宫。为了彻底毁灭

复清势⼒，于1925年10⽉10⽇赶紧

成⽴了故宫博物院，君主专制彻底

结束。《消费风景Ⅱ 中华》画⾯中

的天安门建筑没有任何建国后添加

的政治符号，这样⼀款最早作为政

府官员特供的⾹烟，从始⾄今沿⽤了⼀座寡⾯的天安门，与曾经的紫禁城更为

相似。⾹烟在使⽤过程中会燃烧摧毁，不知这层缘由与这座⽆政治符号的天安

门有⽆关系。在这样的去留之间隐藏了丰富的内涵和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幅消

费风景的画⾯就该建筑在今天⼏乎只作为政治象征的事实带有⼀种抽离感。

第五节 《消费⻛风景Ⅲ 农夫⼭山泉》 

    农夫⼭泉股份有限公司成⽴于1996年9⽉26⽇，原名为“浙江千岛湖养⽣堂饮

⽤⽔有限公司”，所在地为杭州。农夫⼭泉在中国瓶装⽔中市场占有量最⼤，约

30%，并在国内拥有很⾼知名度。它标志性的红绿⽩配⾊也相当引⼈注⽬，《消

费风景 Ⅲ 农夫⼭泉》                             在超市饮⽤⽔饮料区域很容易就能看到。农夫⼭泉

标志性的形象就是它的商品标志，也正是农夫⼭泉最早的⽔源地，位于中国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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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的千岛湖⽔库。 

这幅消费风景的画⾯是绿⽔青⼭，与天然环境相关，⾸先能够从中探讨所

在地的历史进程问题。千岛湖⽔库是我国优质⽔源地，又叫新安江⽔库，是

1959年在新安江兴建⽔电站⽽形成的⼈⼯湖，⾯积达567.40平⽅公⾥。⽔库蓄

⽔后未被淹没的⼭峰形成岛屿，得名千岛湖。在⽔库建设进程中，淹没2座县

城，8个镇，39个乡，1377个⾃然村，255家企业，270268间房屋，307838亩耕

地。289951⼈离别故⼟，移往浙、赣、皖各地。其中淳安，遂安两座县城及周

边的⾯积的古村落、古民居淹没在⽔下，其中⼤量古牌坊等遗迹保存完好。从

消费风景讨论环境改变使话题更加紧凑，这其中包含⼈类改变环境所导致的变

化，古城的淹没、⽔库的形成、商业的介⼊等问题，由农夫⼭泉商品标志的内

容将以上问题聚拢在这幅消费风景之中。

《消费风景Ⅲ 农夫⼭泉》画⾯平静⾃然，与该品牌事件的浑浊不清处于对

⽴状态，反讽了事件的本质。2013年农夫⼭泉先后被曝出喝出⿊⾊不明物体、

棕⾊漂浮物以及“⽔源地垃圾围城”等消息，农夫⼭泉多次陷⼊“质量门”。这些

新闻的曝出使得当时的消费者纷纷对农夫⼭泉产⽣疑虑，质量令⼈堪忧不敢购

买。京华时报与农夫⼭泉在质量门事件中争得沸沸扬扬，两股势⼒来回争执，

其背后实则是商场之争、权⼒之争，却迷茫了⼴⼤的消费者。⼈们在“能喝”与

“不能喝”之间被指来指去，这也是在中国常出现的⼀种问题。《消费风景Ⅲ 农

夫⼭泉》以画⾯中的平静清澈，影射现实事件背后浑浊的商场之争，并且涵盖

原始风景的形成进程中⼈类以及商业的介⼊，这幅消费风景的画⾯与当今国内

商业竞争混乱现实之间具有戏剧般的反差。

⼩小结

随着城市的⼤肆扩张，原始的⾃然渐⾏渐远。然⽽，在城市⽣活的不经意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96%25B0%25E5%25AE%2589%25E6%25B1%25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4%25BA%25BA%25E5%25B7%25A5%25E6%25B9%2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B5%2599%25E6%25B1%259F%25E7%259C%25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B1%259F%25E8%25A5%25BF%25E7%259C%25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5%25AE%2589%25E5%25BE%25BD%25E7%259C%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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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却保留了另⼀种“⾃然”，即在琳琅满⽬的消费品包装上的风景。这些“消费

风景”被赋予了商业、消费、社会、政治、经济、⽂化、历史等含义，其引发的

思考，不亚于⾯对真实的风景所以勾连起的感悟。在商业时代，“消费风景”亦

可以成为写⽣的对象。 

风景，是⾃然界中被截取的⼀部分，其本⾝具有独⽴性和完整性。同理，

将风景图像从商品包装中取出，亦不损其独⽴和完整。⽽且，通过放⼤改变了

视觉体验，使其脱离商品标志的概念⽽更接近风景画的本质。从包装上被取出

和放⼤的风景图像就是“消费风景”，它是包装的⼀部分，被截取的⼀部分。风

景的表现⼿法和如何看、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式有关，同样消费风景也牵涉

到观光、消费等社会问题。 

当今商业时代中“带有风景图像的商品标志”作为⼀种新的“⾃然”存在，把

消费品包装上的风景图像作为新的写⽣对象既是在描绘离我们更近的“⾃然”。

这些商品标志以及包装上的风景图像⾃⾝带有更多层次的内涵，可以被赋予商

业与消费⽂化含义，也可以作为⼀幅具有象征性的图像材料，其强⼤的表达能

⼒完全可以⽐拟⼀种完整成形的⽂字性语⾔。这样去描绘新的“⾃然”就像是原

本来⾃消费品包装中⼼位置的图案，现在以独⽴的⾯貌被作为写⽣的对象。 

结论

“风景”起初因被观光⽽产⽣，是⾃然界中被取出的其中⼀部分内容，完

整、独⽴、统⼀地存在着，⾃始⾄终都带有⼈类的痕迹。在商业时代风景逐步

成为⼀种消费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化层层渗透进⼊城市⽣活的细缝中，

琳琅满⽬的消费品成为⼈们司空见惯的客观存在。在这些消费品中有⼀部分的

包装或商品标志具有风景图像的元素，⽐如⼭峰、湖泊、草原牧场、庄园等等。

这些风景图像出现的原因与商业时代的商家之间激烈竞争以及商品⾃⾝发展进

程有关，为了更好地体现出商品纯天然的优质品质以及与风景相对应的品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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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风景”与“消费”在此时彻底被捆绑在⼀起，风景以新的⽅式介⼊了城市⽣

活，这些触⼿可及的“风景”与城市彼此依赖，同时时刻提醒着真实⾃然的远

去。 

包装或标志带有风景图像元素的商品在市⾯上较为常见，在⽔类、⽜奶类、

红酒和⾹烟这⼏个类别中出现的频率较⾼。风景内容主要分为两类，⼀类是⾃

然风景，多为⼭峰、湖泊和草原牧场；另⼀类是⼈⽂景观，多为国内外著名建

筑。这些图像既是商标也是风景，作为象征性符号传递商业价值的同时体现着

商品品牌的精神。在商品⽂化浸透的世界中由于物质⽣活讲求便利和速度，社

会发展程度逐步加深，原始的⾃然变得越来越远，商品包装上的风景图像作为

⼀种新的“⾃然”存在于城市的⽣活之中。描绘这些消费品上的“风景”同样作为

⼀种新的形式写⽣去探讨商业时代的客观对象。 

消费风景的画⾯内容来⾃于消费品上的风景图像，通过笔者的取出、放⼤

并以近乎于印刷效果的⼿⼯绘制完成于纸上。其中“取出”的意义等同于“风景是

⾃然界中取出的⼀部分内容”，消费风景是从消费品包装上取出的⼀部分图像内

容，独⽴、统⼀、完整的存在，图像开始脱离商品标志的概念。另外“放⼤”使

图像有别于原本尺⼨，虽然看似元素没有改变，但视觉体验已然改变，使画⾯

更接近风景画概念的同时提供了解背后隐含相关知识问题的可能。以近乎于印

刷效果的⼿⼯绘制来完成，其中“近乎印刷效果”意在忠于商品包装印刷的画⾯

特征以保留消费风景背后的商品⽂化性质；“⼿⼯绘制”则意在以“⼿⼯”对“⼯

业”，在商业时代⼯业⼤批量⽣产的背景之下反其道⽽⾏之，完全通过⼿绘达到

近乎于相同的视觉效果。 

《消费风景Ⅰ  骆驼》中除了品牌历史还包含着“美国”与“中东”两个⾓⾊，当

今美国与中东的冲突问题⾃然⽽然被带⼊到《消费风景Ⅰ 骆驼》背后隐含的话题

之中。从消费风景的⾓度触及棘⼿的政治话题，这两个层⾯的“美国”与“中东”

的关系构成了这幅消费风景背后隐含问题的指向，提供了触及相关政治话题的

可能性。《消费风景Ⅱ  中华》牵扯到中国特殊的烟⽂化以及天安门建筑的个⼈

历史，这幅消费风景画⾯中的天安门“⼲⼲净净”，去除了政治和中央集权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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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抑制了符号化的联想，朴素地还原为建筑本⾝，同时提醒着那些不在场的

东西。通过这座特殊的“天安门”建筑讨论了政治集权符号去留之间隐藏的内涵

与态度。《消费风景Ⅲ  农夫⼭泉》主要涉及到农夫⼭泉品牌以及千岛湖的历史

进程问题，其中涵盖了⼈类⼯程对环境和居民去向的改变。这幅消费风景画⾯

中平静与惬意从反⾯讽刺出农夫⼭泉质量门事件的混沌与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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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关于消费风景的讨论涉及到许多艺术史以外的其他领域内容：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和⽂化历

史以及环境科学。这个话题的丰富度和复杂度还在进⼀步的延伸，这个参考书⽬主要集中在那些可以获得

的书籍中。

中⽂图书：

《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法] 卡特琳·古特 著 黄⾦菊 译 华东师范⼤学出版社

《风景与西⽅艺术》[英]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 张翔 译 上海⼈民出版社

外⽂图书：

《风景进⼊艺术》（Landscape into Art）

《论美国风景》（Essay on American Scenery）

《英国风景画》（English Landscape）

《场所的意义：艺术家与美国⼟地》 （A Sense of Place:Artists and the American Land）

其他领域相关中⽂图书： 

《美国军队及其战争》 詹姆斯·M·莫⾥斯 著 符⾦宇 译 世界图书出版社

《美国战争史（1775-2010）：战争如何塑造美国》保罗·爱特伍德 著 张敏 黄玲 冷雪峰 译 新华出版社 

《⾹烟的世纪：⾹烟的沉浮史告诉你⼀个真美国》 阿兰·布兰特 著 苏琦 译 东⽅出版社 

《⽣活饮⽤⽔标准检验⽅法总则》中华⼈民共和国卫⽣部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GB5749-2006⽣活饮⽤⽔卫⽣标准应⽤指南》卫⽣部卫⽣标准委员会 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饮⽤天然矿泉⽔⼚卫⽣规范》中华⼈民共和国卫⽣部 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烟民与烟⽂化》 朝晖、⼤丰 著 岳麓书社 

《中国烟草的世界》 川床邦夫 著 张静 译 商务印书馆

《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曹宏 李⽉兰 著 中央⽂献出版社

《备忘录系列：天安门⼴场备忘录》 树军 著 西苑出版社

《当代天安门史话》 郭欣 著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皇宫到故宫到博物院——纪念⾟亥⾰命100年》 李⽂儒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第6期 总第158期

《故宫博物院与⾟亥⾰命》 郑欣淼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第5期 总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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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其他包装画⾯面带有⻛风景图像的国内外⻝⾷食品、烟、酒、⽔水类商品

�  �  �  �   

    阿尔卑斯奶糖        特仑苏甄选⽜奶      特仑苏纯⽜奶        安佳（Anchor）黄油

�  �  �  �   

   Chessmen 饼⼲       渔夫之宝润喉糖        瑞⼠莲巧克⼒         VILLARS巧克⼒

�  �  �  �   

   中南海牌⾹烟        红塔⼭牌⾹烟         ⾦桥牌⾹烟             长⽩⼭牌⾹烟

�  �  �  �   

   黄鹤楼牌⾹烟             ⽩沙牌⾹烟           杏花村汾酒          崂⼭矿泉⽔

�   �   �   �   

  YALDARA 红葡萄酒    CHATEAU DE BIROT 红葡萄酒 CHATEAU LES MARECHAUX 红酒  RAWSON’S RETREAT 红葡萄酒

�  �  �  �   

 LATA PRAHA 俄罗斯啤酒   SUTTER HOME 玫瑰葡萄酒    WOODBRIDGE 红葡萄酒      HOEGAARDEN 啤酒

�  �  �  �   

Tripel Karmeliet啤酒     Bourgogne 红葡萄酒       Bourgogne de noir红葡萄酒    CUILLAURY 红葡萄酒

致谢



!22

从本科到研究⽣，从⼀个⾃⼤的孩⼦到⼀名有所⾃知的艺术⼯作者，离不

开李帆⽼师近⼗年来对我的提点和指导，在此我要由衷的感谢他，⽼师谢谢您。

感谢啸⾮⽼师和⼀凡同学在论⽂校正⽅⾯付出的时间和精⼒，及时指出了

论⽂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给予学术⽅⾯的救援。谢谢你们。

感谢三年研究⽣校园⽣活，感谢所有的⽼师和同学们。尤其要感谢同在三

楼研究⽣教室的各位，彼此之间⽇夜的陪伴⽀撑着我，哪怕在最累的时候也有

再画再探索的毅⼒。

感谢本科时候的好朋友，你们在我的⽣活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友

情给予我蕴藏⼼底的巨⼤⼒量，伴随着努⼒学习和⼯作的每⼀刻。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这座校园。

感谢⼩宁，谢谢28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持，谢谢你把我所有的选择权都放

在我⼿中，逐渐形成属于我⾃⼰独⽴的⼈格，⼀直爱我并守望我的成长。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