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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麦当劳化的分析与思考

穆盼盼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非诚勿扰》在全国掀起的电视相亲新风引人关注，其火爆的背后符合麦当劳化的四条合理性标准：相亲速配的高

效性、婚恋交友的可计算性、相亲过程的可预测性和相亲过程的控制化。但是，这个合理的系统不可避免的孕育出一系列的不
合理性。

Abstract:The new trend in television dating catches people's eyes aroused by the television program If You Are the One. And
this crazy accords with the four rational standards of McDonaldization: high efficiency in blind dating, calculability in marriage and
friends -making, predictability and control in the dating process. However, the reasonable system inevitably nurtures a series of
unreasonable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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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非诚勿扰》在江苏卫视的开播及不断创新的收视率，电

视婚恋交友节目在全国再次掀起一阵新风。这档节目不同于传统

模式，无论是在节目制作、过程设置、安排包装等方面，都有着独特

的视角。但是伴随着它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各种争议也纷至沓

来。它在赢得了很多观众喜爱的同时，其火爆的背后也蕴含着深刻

的社会因素。
二、《非诚勿扰》麦当劳化的分析

如今，麦当劳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随着乔治·里茨尔在其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提出“麦当劳化”
概念，并借助此概念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麦当劳化”已
经成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名词，《非诚勿扰》节目中同样体现了麦

当劳化的元素。在《非诚勿扰》倍受观众喜爱又饱受争议的同时，细

心分析，不难发现它其中也存在着麦当劳化的四条合理性标准，而

这四条标准正是《非诚勿扰》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相亲速配的高效性

在每期《非诚勿扰》节目中，台上的 24 位女嘉宾和依次上场的

5 位男嘉宾都会按照节目事先定好的规则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每

位男嘉宾出场后在台上停留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同样，并非所有

女嘉宾都有询问的机会，机会与时间都有限制，但是，仅此十几分

钟的亮相，24 位女嘉宾就要凭借男嘉宾的一举一动及场外拍摄片

提供的资料来决定取舍。当然，很多男嘉宾被灭灯，也有的男女嘉

宾牵手成功。一对新人的了解与牵线成功也无非就在十几分钟之

间，这不禁令人惊叹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这种相亲速配的高效性无疑是麦当劳化在相亲领域的生动体

现，麦当劳餐厅为消费者提供了从饥饿到吃饱的最好途径，而《非

诚勿扰》舞台则为单身男女提供了从单身到找到另一半的高效途

径。双方无需刻意寒暄，讨论话题更是直奔主题，问工资、问家产、
问情感史、问理想抱负等，这打破了以往男女相处时对工资等敏感

话题的避讳，在短时间内通过几个问题及男嘉宾的表现即作出判

断，尽管有失偏颇，但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同时也透露着现代

人的焦躁心理。
（二）婚恋交友的可计算性

正如在麦当劳快餐店中，店家无论是销售产品还是提供服务，

都会有量的计算，消费者也同样会根据自己花钱的多少衡量得到

服务的多少，以及消费时消耗时间的多少。这种对量的计算在《非

诚勿扰》中同样有着形象的体现。
从节目组的角度来说，正如上文所述，每期节目的投入与产出

都会有量的计算，24 位单身女嘉宾和五位单身男嘉宾，时间七十

分钟，经过四个环节，最优效果则是本期节目结束时会有五对新人

牵手成功，效果稍差时则会在此基础上有所减少。从相亲男女对方

而言，这个平台为依然受单身困扰的男女嘉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在快节奏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于厌倦了传统慢节拍恋爱的

现代人而言，这种十几分钟收获爱情的方式使他们痴迷，恋爱交友

的可计算性也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另外，在十几分钟内决定

对对方的取舍，这也促使他们把更多关注的问题倾向于量化。这便

有了许多女嘉宾喜欢问对方的工资、问月薪、甚至家产，在这短时

间内似乎量越大的意味着越合理，意味着更合适，意味着更值得托

付终身。
（三）相亲过程的可预测性

正如麦当劳确保其产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一样的，也

如麦当劳系统内的职工按照可预见的方式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非

诚勿扰》这个舞台上，也充满了可预测性。当观众如期打开电视机

观看该档节目时，同样的场景设置闪亮在观众的面前，其次是 24
位精心打扮的女嘉宾上场，主持人和点评嘉宾的简单介绍，五位男

嘉宾的依次登场，当每一位男嘉宾在场时，都通过女嘉宾以亮灯和

灭灯方式来决定男嘉宾的去留，经过三至四个规则与环节来决定

男女嘉宾的速配成功。这一系列的环节设置对于每一个看过《非诚

勿扰》节目的观众来说都是可预测的，当他们开始观看该节目时就

会在合适的时间预测到下一环节的情景，甚至能设想到在某一环

节中应出现哪几种场景。这种熟悉场景的可预测性对于观众而言

使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对于观众而言是耐看的。
对于男嘉宾而言，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出现在这个舞台的目

的（除了少数人的作秀外），他们能够预测到通过十几分钟场内外

的展示将决定他能否带走一位倾心的女士。也预测到在舞台上的

表现至关重要，因此他们以帅气、个性等他们认为的能打动女士的

方式展示自己，他们也同样能够预测到场外拍摄的 VCR 的同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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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于是许多男嘉宾尽量选取体现个人身价的背景拍摄，并尽量

展示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预测到这些条件是他们能否带走心动

女士的重要条件，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同样是可预测的，因

此对大部分男嘉宾而言，他们是对自己的行为再三衡量后，按照能

达到自己预测到的好的结果的方式行动的。
对于女嘉宾而言，她们也十分清楚自己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

不仅会给登场男嘉宾留下印象，同样会给现场及场外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因此，她们力求展示自己理想中的自我，无论是以反叛还

是符合当前潮流的方式，她们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打动心仪的男嘉

宾，并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她们可以预测到这对于她们

自己而言，无论是相亲还是作秀，都有一定意义。
（四）相亲过程的控制化

在麦当劳世界里，是指用非人技术来替代人的技术，将这种控

制施加在每一个进入麦当劳世界的人身上。在快餐店吃饭时，无论

是排队、有限的菜谱、很少的选择，还是座位的不舒适性等等，这种

控制都会显得很微妙。①《非诚勿扰》舞台相亲过程中的控制则更

为微妙。由于作为一档电视相亲栏目，参与的不止男女双方及其家

庭，还有广大的受众群体，因此在很多方面受到控制。同时电视台

更大的目标是创新收视率。因此，舞台设置方面就有很大学问。面

对弧形的一排女嘉宾，男嘉宾在上场时对哪个角度观察的更仔细，

这个角度的女嘉宾就有更多的优势，而安排女嘉宾的位置则由编

导安排的，因此，在短短十几分钟的相亲过程中，男嘉宾在面对 24
位女士时瞬间作出的决定往往受到一定控制，尽管这种控制看起

来如此微妙，因而这些女嘉宾是否有同等的机会在这点上是令人

质疑的。另外，由于他们是在媒体面前的相亲，所以他们的话语就

有一定的传播性，因而他们在说话、行事方面是会得到一定控制

的，并且现场被观看到的《非诚勿扰》与电视机前看到的还是有一

定区别，考虑到各种因素，节目组会对其进行删减，等等。
当然，所有看过《非诚勿扰》节目的观众都知道，男女嘉宾的人

数限制、时间限制极为严格。男嘉宾出场时有 24 位女士可选，当然

能否互选成功要看各自努力；男嘉宾只有 20 秒左右的时间选出自

己的心动女生，最长平均只有十几分钟在场上的时间；只能经过三

个环节，有男生权利才可以有四个环节。另外，每一位男嘉宾在场

时，男女互问问题的数量有限，有没有问问题的资格要靠自己现场

争取话语权和得到主持人的允许；得到问问题的机会以后，提问的

时间有限、问题数量有限，而回答的时间也同样有限。当然，对于主

持人来说，也要严格按照节目规则进行，虽然，貌似主持人对整场

相亲过程的节奏掌控话语权，但他也同样是为节目服务，受后台的

节目组控制。因而，虽然场上男女嘉宾看似玩的很愉悦，实则他们

在为电视台创收，玩的同时也被玩了。
以上几点使我们明白，尽管《非诚勿扰》饱受争议，但它凭借以

上几条合理性标准赢得了高收视率，以上的讨论让我们明确了为

什么《非诚勿扰》取得高收视率，以及为什么它饱受争议却依然取

得如此大的成绩。它的戏剧性的进展，与麦当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同样有着深刻的理由。这种电视相亲的麦当劳化表现无疑是有

积极的效果的。从具体方面而言：为人们节省相亲时间、成本，短期

了解双方基本情况；即使此次相亲不成功也会得到宣传，为再寻良

缘铺垫基础。因此，《非诚勿扰》本身存在一些令人称赞的因素，这

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但是，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正如麦当劳化

过程中所体现的，合理的系统不可避免的孕育出一系列的不合理

性。②《非诚勿扰》的相亲舞台如同一次快餐消费，它正是麦当劳化

在相亲领域的一个延伸，这种现象应值得我们思考，《非诚勿扰》能

否在克服其不合理性的条件下继续走下去，未来的出路如何，也值

得我们细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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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拟空间，影像的生产超越了传统对现实的模拟而转向对模型

的复制。在这个视觉化传播时代，人们对形象的喜爱甚于事物，对

复制品的喜爱甚于原作，对再现的喜爱甚于现实。事实上，随着现

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不断增大，人们已

处身于一个视像构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界

限消失了，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虚拟世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

往是基于所观看到的影像，而不是自身的体验与经历。人们已习惯

了从视像世界中去认知真实世界，对视像信息有过度的依赖和盲

从，视像信息具有了“操纵”、“控制”现实的霸权功能。

视觉化传播在表面的多样性背后有着本质的无差异性，即单

纯追求视觉冲击力与感性愉悦，导致了一元文化霸权的出现。人们

过分依赖于视像世界，对于其它传播形式不再特别关注，甚至对于

真实世界都不感兴趣，视像符号构成的世界便成为了唯一的权威。

另一方面，视像传播是在统治阶级和市场资本操纵下运行的，必然

要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视像传播的不客观、虚假性会导致新的

霸权产生。视像符号的传播受控于那些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利

益集团，虽然大众生活在一个视像信息泛滥的世界，但是不可能从

视像符号的世界中“看”到所有关于真实世界的信息，传播什么，不

传播什么，更多时候是视像传播控制者的选择，而不是大众。

人类的信息传播从最初的面对面交流到以文字符号为媒介的

纸质传播，到以听觉符号为媒介的广播，到以视像符号为媒介的影

视，到以多媒体符号为媒介的网络传播，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

发展历程。视觉化渗透在当代大众传播的各种领域里，并对信息的

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沉醉在视觉化传播带来的五彩缤纷的

视像世界中，并为其制造的民主、自由、愉悦氛围而欢呼时，不能不

关注其背后的深度丧失、意义匮乏、过度娱乐化以及新的文化霸权

的消极后果。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迅疾发展和变化的时代。随着现代视

觉技术的发展和视觉化传播的兴起，全新的大众传播理念和方式

得以诉诸和实现。视觉化传播以电子影像媒介为载体，以具像的、

直接的、多维的、动态的视觉影像为表现方式来构筑着大众传播的

时代特征，使大众群体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的习惯得到本质意义上

的转变，同时也使视觉文化的传播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视觉化

传播的深入也导致传播信息的深度丧失、意义匮乏、过度娱乐化以

及新的文化霸权的显现。因此，辨识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契机

和挑战，抵抗肤浅的仅注重形式的视觉化传播意识，重视大众传播

中文化精神的执守，使视觉形象的传播与传统的文字符号传播和

谐互补是当代大众传播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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