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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认为性别角色类型可分为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随着双性化概念

的提出, Bem 提出了双性化理论模型,把性别角色类型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等四种,这

种新理论改变了人们以两分法看待性别对人心理和行为影响的方式。然而, Bem 并没有澄清 双性化!

和 中性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也没有注意到性别角色特质中既适合男性又适合女性的特征 中

性特质的存在。因为中性特质的存在, 性别角色特质就包含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和中性特质。根据不

同性别特质所占地位和作用, 性别角色类型可以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中性化和未分化等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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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角色( Gender Role)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

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

为规范。
[ 1] ( P205- 225)

Carroll和Wolpe则认为,性别角色

不仅是由一定文化所认定的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

行为系统,同时还包括那些被看做是构成男性和女

性的基本态度和情感。
[ 2] ( P430- 457)

性别角色观( Gen

der Role Concept ) ,是指人们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总的

看法, 是一种有关性别角色的价值观。
[ 3] ( P131- 155)

自

1894年Ellis在出版的∀男性与女性#一书最早涉及

性别角色的研究开始,性别角色就一直成为心理学

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

最早有关性别角色的模型是传统的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直到 20世纪 70年代, 有关性别角色

的研究都建立在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对立的假设

之上, 即认为: 第一,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对立

的,它们位于性别角色行为连续体的两个极端上,

个体身上的这两种特征必然存在着相反的关系;第

二,性别角色行为越符合性别模型, 心理越健康,具

有男性化特征的男性和具有女性化特征的女性适

应能力更好,心理上更为健康。
[4] ( P432- 433)

性别角色观决定着父母对不同性别儿童的教

养态度,影响着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方向,塑造

着个体的自我概念、生活态度, 规范着个体的行

为。
∃
Ahrens, Julia A & O% Brien, Karen M 通过对

409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男女生在性别角色

观的能力、能动性以及父母性三个方面存在差

异。
[ 5]
Wendy Wood 等对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观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 理想男性和理想女性应该具有

不同的特征。
[ 6]
Broverman研究表明, 男性特质比女

性特质更符合社会需要,许多男性特质比女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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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多的肯定性评价。
[ 7]
国内学者卢勤和苏彦捷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性别角色分布以双性化和未分

化为主,典型性别类型的比例有所下降。
[8]

二、双性化模型

20世纪 70年代, 性别角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

场革命。1964 年, Rossi提出了 双性化! ( Androgy
ny)的概念,即 个体同时具有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应

该有的人格特质!, 并认为双性化是最合适的性别

角色模式。
[ 9] ( P487- 521)

Constantinople 的研究结果表

明,M - F 量表(即单维的男性化、女性化量表)人

为地约束了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之间的关

系。
[ 10]
随后, Martin和 Halverson 提出了性别角色图

式理论( Gender Schema Theory)来解释性别角色观

的形成。
[11]

Bem提出双性化理论模型假设,认为男

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相互独立的特质, 并制定了贝

姆性别角色量表, 即 BSRI( Bem% s Sex Role Invento

ry) ,结果表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两个不同的

维度,并把人的性别角色类型分为男性化( Feminin

ity)、女性化 (Masculinity )、双性化 ( Androgyny)和未

分化( Undifferent iation)等四种。
[12]

BSRI( Bem% s Sex
Role Inventory)是性别角色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工

具,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信度,也是其他测量工具进

行比较的效标。曾被∀心理测量年鉴#评定为五个

最常用心理测验之一。BSRI根据被试自我陈述是

否具有社会赞许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性格特征来评

价其男性化和女性化程度。
[ 13]
有众多研究支持了

双性化理论模型。
[ 14] ( P297)

Gibert研究表明,男女被试

更多地认为双性化的人是更典型、更理想的男人和

女人的模式。Perry & Bussey 还认为, 双性化个体

的优势到青少年和成年初期才能显现出来。
∃
国内

研究者张莉研究表明,性别对双性化者的人格影响

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心理健康方面。
&
邹萍研究发

现,女大学生的不同性别角色类型与气质类型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 而双性化人格与多血质气质类型有

着更多的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外倾性。
[ 15]
王学研究

也表明,具有双性化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在自信

心、适应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其他性别角色类型的大

学生。
[16]
个体的性别角色特质和性别角色观的一

致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

态。
[ 17]
根据双性化理论模型, 认为双性化的人心理

最为健康,其次是男性化的男人和女性化的女人。

Spence JT 研究认为双性化的人既能胜任男性的工

作,也能胜任女性的工作,他们有更好的可塑性和

适应能力, 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模式。
[ 18]
国内杨玲和

王雄雄研究表明,双性化人格特征是当代大学生理

想性别角色的发展趋势。
[ 19]
袁立新研究表明,男性

正性量表分、女性正性量表分与一般健康问卷分都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前者与一般健康问卷分的相

关更高。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正性的男性化或女

性化都有助于心理健康,尤其是男性化更有利于心

理健康。
[ 20]
于小芳采用 CSRI 和 Beck 抑郁问卷

( BDI)对高校350名学生进行测试, 研究结果显示,

男性正性量表分、女性正性量表分与焦虑自评量表

分及 Beck抑郁问卷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这表明

男性正性量表分、女性正性量表分与焦虑及抑郁存

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 21]

双性化向男性化 女性化的传统观念发出挑

战,提出了新的更为适应的行为方式, 改变了传统

上人们以两分法看待性别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

响的方式。

三、双性化模型的挑战

1、 双性化!概念的批评
双性化的概念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其一,认为双性化的主张与女性化 男性化类似,

都是基于区分女性刻板印象和男性刻板印象的特

征。其二, 双性化的概念不涉及在不平等的文化背

景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既不承认也不试图消除赋

予男性活动的更大的文化价值。
[ 22] ( P61)

女权主义者

认为双性化实际上是把自己出卖给男人,因为要成

为双性化,必须在她的性格里添加男性化特征, 使

自己变得更像男人, 她们认为应当更加重视女性

的行为和品质, 珍视女性的特性。

2、 双性化!和 中性化!概念的混淆

 双性化!, 英文为 Androgynous!, 它是一个合

成词, 由 Andro+ Gyny!, 前者是男性, 后者是女性

的意思,因此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男+ 女!。按照

∃ 参见庆海涛:∀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与焦虑水平和性别角色观的关系研究# ,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 参见张莉:∀大学生双性化人格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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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m的研究来看, BSRI为 7点量表, 包括 60个描

述性格特征的形容词,男性化量表 20个,女性化量

表20个, 中性 20个。目前最常用的一种计分方法

是用中位数分类法将被试归于不同的性别角色组,

男性化和女性化得分都很高的人被划分为双性化

型,得分都低的人划分为未分化型, 在一个量表上

得分高,但在另一个量表上得分低的人分别属于男

性化和女性化两种类型。
[23]

关于 中性化!的概念, 很多研究将其与 双性

化!的概念混淆。而事实上 中性化!和 双性化!这
两个概念存在着原则上的不同,从社会化的角度来

看,  中性化!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体具有性别不典型

的特点,相对而言,  双性化!带有更强的主动自为

性和积极能动性。通俗地说:  中性化!是 不男不
女!, 而 双性化!是 半男半女!。

3、 中性特质!的缺失

传统的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认为: 男性化、女

性化是用以表明个体具有某种性格类型特征的人

格特质。男性化强调控制性、自制特征; 女性化主

要涉及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的特征。贝姆的双性

化模型认为:双性化指既有男性化又具有女性化的

性格特质的人。她反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同

处于一个连续体上的对立面。她认为男性特质和

女性特质是相对独立的特质。两种特质的得分可

能都很高,也可能仅在一种特质上得分高, 还可能

两种特质得分都不高。由于这两种特质是独立的,

因此在男性特质上得分高不能说明此人的女性特

质如何。但是, 他们都忽略了一些既适合男性又适

合女性的性别特质。有研究表明, 真诚、宽容、自

信、善良是男女大学生共有的性别特质, 它们既不

是男性特质,也不是女性特质。
[ 24]

四、双性化 中性化模型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还是双性

化模型,它们都认为性别特质是由男性特质和女性

特质组成的。不过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认为男性

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对立的,但都位于性别角色行为

连续体的两个极端上,见图 1。而双性化模型认为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两个独立的维度, 见图 2。

如果一个人具有大量的男性特质和少量的女性特

质,就称为男性性别类型的个体,反之, 具有大量女

性特质和少量男性特质的,称为女性性别类型的个

体,同时既有大量男性特质又有大量女性特质的,

称为双性化个体。

图 1 男性化 女性化模型

图 2 双性化模型

双性化模型造成 双性化!和 中性化!概念的

混淆,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引入中性特质概念。而中

性特质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如果我

们假设性别特质( S) = 男性特质( M) + 女性特质

( F) , 那么,传统的性别角色类型可表达为:男性化

= M; 女性化= F; 双性化= M+ F; 未分化= 0。而

事实上那种既适合男性又适合女性的中性性别特

质是存在的, 它们既不是男性特质, 也不是女性特

质。如果性别特质( S) = 男性特质( M) + 女性特质

( F) + 中性特质(N) ,那么,性别角色的类型就可以

分为: 男性化= M或M+ N;女性化= F 或 F+ N;双

性化= M+ F 或M+ F+ N; 中性化= N ; 未分化=

0,见图 3。

图 3 双性化 中性化模型

因此,性别角色的类型应该可分为男性化、女

性化、双性化、中性化和未分化等五种,而不是四种

类型。男性化是性别角色特质中男性特质占主导

地位的个体,女性化是性别角色特质中女性特质占

主导地位的个体,双性化是性别角色特质中男性特

质和女性特质共同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中性化是性

别角色特质中中性特征占主导地位的个体,未分化

是性别角色特质还不明显的个体。然而,对双性化

理论模型的修正还需要根据双性化 中性化模型

制定全新的性别角色量表,开展调查检验各种性别

角色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等进一步的验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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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n Bem% s Androgyny Theoretical Model
WANG Daoyang, YAO Benxian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femininity model, the type of gender role can be divided into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cept of androgyny, Bem raised theAndrogyny Theoret ical

Model, dividing the gender role into four types: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rogyny and undifferent iation. This new

theory changed people% s viewpoints on the effect that the gender had brought about in people% s mentality and behav
ior in the light of half- divided means. However, neither Bem clarifi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an

drogyny and the one of neutrality, nor he noticed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trait called neutral trait which is suitable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Therefore, the traits of gender role include male trait, female trait and neutral trait. Ac

cording to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different gender traits, the gender rol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that are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rogyny, neutralization and un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gender role; androgyny; neutral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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