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对于女性创业者取得创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和市场接受度至关重

要。本文通过对 6位女性创业者的深度案例研究，在界定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概念之后，深入

研究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困境与重塑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发现：（1）女性创业者

合法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社会层面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共识以及女性个体对创业

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后者受前者及女性自身创业资质的共同影响。（2）为构建创业者合法

性，女性创业者需要适应社会层面的男性化创业规范，并且在“遵从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

优势”之间保持精妙平衡。（3）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会因女性受到的角色冲突困扰而出现“合法

性困境”问题，因此，女性创业者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和自我的价值认同

来重塑其合法性。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女性创业的学术研究，也对创业合法性研究提出了

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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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女性创业者在社会整体创业者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从收入、利润以及雇员

数等多个方面来看，女性创业已经成为创业经济的生力军。由于男女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分

工以及女性的自我定位不同，女性在是否创业、怎样创业以及如何退出等问题上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Shelton，2006）。因此，有必要将性别这一社会学元素整合到创业研究领域，引入社会

学相关理论，在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领域丰富创业研究，特别是关于女性创业者的研究。

然而，与女性创业者越来越多的快速发展实践相对应的学术理论研究却并未受到学者们

的重视。直到今天有关女性创业的研究仍只占创业学术研究的一小部分（Ahl & Marlow，
2012；Busenitz et al.，2014），而且很多学者直接套用了创业研究和创业实践中的男性化规范

与假设（Ahl，2006；Ahl & Marlow，2012），并未考虑女性创业者的独特性。现实中，女性创业

者除了考虑市场生存和发展问题之外，还要应对社会上对女性创业者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传统偏见的挑战，这会影响女性创业者对职业身份的自我认知，为女性创业者的企业带来额

外的成长阻碍。基于男性化规范形成的创业学术研究成果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女

性创业者，但对于女性创业者遇到的特有问题缺乏解释度（Ahl，2006；Bird & Brush，2002）。

基于女性创业者的案例来研究女性创业的独有特性，检验或补充已有创业研究成果，甚至挑

战已有假设，扩充或构建全新研究领域，是创业学研究应该考虑的重要方向（Calas et al.，
2009）。

为此，本文选取创业合法性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建立的影响因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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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过程。创业合法性是创业过程的关键要素，对创业者取得创业所需的核心资源和市场接受度至关重要

（Milanov et al.，2015），是创业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由于存在男性化创业规范（Ahl，2006；Ahl & Marlow，
2012），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除需要为商业想法和创业组织建立合法性外，还需为女性身份取得合法性

（Delmar & Shane，2004）。因此，创业合法性对女性创业者而言意义更大，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问题是影响其

创业成功与否以及创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逻辑，本文结合女性主义观点和理论，从社会和个体层次分析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影响因素及

建立和演变过程。本文的贡献主要有：（1）引入了社会角色理论，借鉴社会学视角从微观层面推进了创业合法

性研究，即将创业合法性的研究对象从新创组织拓展到创业者，从女性创业者身份的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两

个层面解析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内涵以及影响因素；（2）从“适应并嵌入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特征优势”

两个维度解析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将女性特质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而将女

性主义视角整合入已有的创业合法性研究；（3）从角色冲突的视角探究了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困境”问题，探

讨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不连续性特征，并提出重塑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机制，从而丰富了学术界对合法性

演变动态过程的认识。

二、相关理论背景

以“gender/female/women/sex”+“legitimacy/legitimate”+“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entrepreneur”为关键

词在 Elsevier、EBSCO和Wiley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查到的英文文献不足 10篇（2016年数据），用类似关键词

在知网等中文文献库也未搜索到有关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文献（本文作者的论文除外）。因此，女性创业者的

合法性研究属于相对较新的领域，可直接借鉴的文献比较有限。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女性创业、女性主义、创

业合法性等领域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求尽量完整构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女性创业

女性创业研究从 20世纪 70年代起步，先后经历了 4个发展阶段（谷海洁，2015），相关研究分别从女性创

业者个体特征、社会角色和社会学因素、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女性主义视角等对女性创业进行了分析。早期

女性创业研究延续了一般创业研究中业绩导向的研究范式（Ahl，2006），主要通过“创业观察”的形式，从多个

视角观察女性创业者特征（包括性格特点、创业动机、教育背景和管理模式等）对其创业结果的影响（Green &
Owens，2003）。

研究发现，女性创业者的女性特征和社会角色与男性的不同导致该群体在行业选择、创业融资等多个方

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Hisrich & Brush，1984）。比如，女性的家庭责任会影响其管理企业的效率，因此，女

性创业者在信用评级上处于劣势，进而导致该群体遇到创业融资的困难（Hisrich & Brush，1984）；再比如，与

男性创业者不同，女性创业者更多为了自我挑战和改善生活境遇，以及灵活处理家庭事务而创业，所选择的创

业领域也与男性创业者有显著不同，因此其创业过程及创业企业管理模式具有独特性（Scott，1986）。上述研

究指出了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因素对创业的影响，为开拓女性创业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过，学者

们发现，已有研究仅从个人特质出发研究女性创业现象，忽视了结构、历史和文化因素对女性创业的影响，缺

少变量和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不利于系统性建立理论框架以及后续研究的开展（Gartner，1988）。因此，后续

研究开始关注女性创业背后的机制性要素，探讨哪些因素导致了女性创业的诸多差异。

家庭因素是女性创业最先受到关注的变量。“家庭对创业的影响”是创业研究中的传统议题，早期并不区

分性别（Geoffee & Scase，1983），后来考虑到婚姻和家庭对女性创业者的重要性（Hisrich & Brush，1984；Scott，
1986），家庭因素成为女性创业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家庭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家庭的金融

和情感支持对女性创业过程至关重要（Haynes & Haynes，1999）；另一方面，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会使其在

传统家庭角色与创业者角色之间难以平衡，进而引起自身的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王飞绒、庞晓霞，2012），缩

短其创业的时间之窗（Jennings & McDougald，2007；黄逸群，2007），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所创企业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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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streth et al.，1987）。上述研究从家庭角度探讨性别如何影响创业，为家庭因素与个体特质之间建立了关

联，是女性创业研究的重要进展。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发现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形成受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并开始从社会

文化规范和制度等角度探讨女性创业（Ahl，2006；Harding，1987），比如不同性别主体的不同社会结构预期决

定了女性在创业中所面临的机会和限制（Ely & Padavic，2007）。再比如，当前各国文化传统都将女性的家庭

责任置于社会责任之上，导致女性存在工作和创业的次等选择（Gupta et al.，2009）。

受上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创业研究和创业实践中形成了“男性化”（masculine）分析框架（Ahl，2006；
Bird & Brush，2002），即研究对象和抽样样本以男性为主，相应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也来自对男性创业者的研

究，形成一种“男性化”基础假设和分析框架（Ahl & Marlow，2012；Gupta et al.，2009）。这种男性化规范一方面

假定了创业研究的基础前提（Ahl & Marlow，2012；Rindova et al.，2009），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女性创业者合法

性的建立过程及女性创业者的个人发展（Marlow & McAdam，2012）。这种对性别角色的传统男性规范性期

望，导致女性难以建立成功的创业者形象，并遭遇融资困难等困境，最终限制女性创业者的进入和发展

（Bruce，1999）。

除上述因素外，学者们还关注制度、教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女性创业的影响。社会制度通过影响女性

的创业愿景、创业认知和规范来影响女性创业过程（Yousafzai et al.，2015）。教育和培训能够帮助女性提升人

力资本（Leoni and Falk，2010），提高对自身商业能力的评估（Wilson et al.，2007），进而改变对自身是否适合创

业的认知（Minnite & Nardone，2007），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创业的负面影响（Cowling &
Taylor，2001）。

总之，女性创业者在创业机会选择、社会角色分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早期的女性创业研究主要

关注创业的性别差异；后续研究从对女性创业者个人特征的关注，到对家庭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考虑，再到女

性主义视角的引入，其研究边界在不断扩展，学术界对女性创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不过，由于该领域比较

新，相关学术研究尚存在不足。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男性化的创业规范基础假设和衡

量方法（Bird & Brush，2002），缺少基于女性特质的研究，导致相关研究缺乏自身的理论基础。

（二）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主义视角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其基本假设是：性别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女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几

乎一直处于劣势，需要寻求结束这一状况的办法。女性主义视角致力于解释男女各个层次的差异性以及出现

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可以帮助本文更好地解析女性创业者的实践。现有创业学术研究主要建立在男性化规范

的情况下（Calas et al.，2009；Kalnins & Williams，2014），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来丰富女性创业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女性主义视角在解释男女差异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女本质是类似的，女性的弱势

地位主要源于社会歧视和结构性障碍（Harding，198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性和男性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

种不同导致了男女之间机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等（Orser et al.，2010）。考虑到上述两种观点并没

有突破男性化规范体制，后续研究提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重点探讨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成因以

及这种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影响（Calas et al.，2009；Harding，1987）。该流派认为，男性和女性既有相似，又有不

同，且都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是性别特点、教育和社会结构交互影响的结果

（Ahl，2006），并在重复和重现中不断得到加强（Butler，2006）。为改进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利地位，我们应该挑

战这些与性别相关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理念和规范。

女性主义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女性创业的基本假设，从而更深刻地辨析女性创业过程中一些特殊问题

的成因，并从新的视角研究女性创业的关键问题。女性之所以在创业中拥有“较少”资源和“较差”创业资格，

除了女性自身特性之外，还来源于创业的男性化规范对女性的制约（Ahl & Marlow，2012）。现有社会结构赋

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特征、不同行为和职业偏好。在这种结构下，男性被视为天然的创业者，女性则主要与家庭

责任相关联。创业的男性化规范使得女性创业者由于背离了传统家庭角色而受到现有社会规范的压力，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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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身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因素而难以取得较好创业业绩，甚至被迫按照男性的方式和行为来创业（Ahl &
Marlow，2012）。这样，女性创业者要学习、接受并复制男性规范（Calas et al.，2009），而那些无法适应男性规范

的女性创业者则遇到很大阻力（Ahl & Marlow，2012）。

女性主义视角则强调挑战传统价值观，质疑家长式的性别次序（Bowden & Mummery，2009）以及基于男性

优越感的习惯性假设（Ahl & Marlow，2012），甚至将创业视为改变女性性别劣势地位的实践过程，呼吁消除引

发性别歧视的结构性障碍（Calas et al.，2009）。比如，考虑到女性平衡家庭责任和社会工作两种角色的压力，

创业可以为女性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以更有弹性地协调和组织自己的工作与生活（Scott，1986）。从这个意义

上说，创业为女性的个人发展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是其应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一种有效手段。

同时，女性主义视角还强调发掘“女性特质”在工作和创业中的优势。根据女性领导力的研究，女性在建

立扁平化组织、组织内信息共享、非正式交流、决策权下放等管理方式上具有独特优势（Helgesen，1990），因

此，有必要从多维度解构“女性创业者”的特质，并分析和解释这些特质如何影响女性创业过程。比如，Bird和
Brush（2002）讨论了女性主义对创业者和创业组织的影响，提出了“企业层次的性别平衡”这一构念，认为女性

新创公司应该同时兼具传统的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才能建立起更为均衡的企业。该结论对于从更深层

次推动女性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强调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将创业视为社会变化的

过程，在创业实践和创业研究中建立更有利于发挥女性特质的规范（Ahl，2006；Calas et al.，2009）。

总之，传统创业研究以男性视角来研究女性创业问题，忽视了女性特征在创业中的作用，导致现有研究无

法解释女性创业中的特殊现象。女性主义视角则致力于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女性特质等多个角度解构

“女性创业者”这一构念，以更好研究女性特质对创业的影响，反思女性创业研究中的一些假设，深刻辨析女性

创业过程中一些特殊问题的成因。更为重要的是，从女性主义这一新视角研究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问题，可

以使相关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有效拓宽了女性创业研究的边界，也赋予女性创业者研究新的

内涵。

（三）创业合法性

“创业合法性”作为新创公司进入和成长的关键环节（Zimmerman & Zeitz，2002），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

关注（Delmar & Shane，2004；Milanov et al.，2015）。创业合法性是组织合法性概念在创业研究领域的应用，不

过，大部分创业合法性文献都是直接在创业研究领域引用组织合法性的概念，没有讨论创业合法性的概念与

性质（杜运周、张玉利，2012）。本节将在总结组织合法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创业合法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

后文女性创业合法性的研究提供基础。

合法性（legitimacy）研究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用来指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体系

中，一个组织的行为被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是相关利益群体对组织行为的一种普遍性感知（Scott，1986；Such⁃
man，1995）。合法性意味着一个组织的行为要与相关的社会价值规范及社会共识相一致（Dowling & Pfeffer，
1975），体现了规范性和认知性力量对组织的影响。合法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重要资源并增强竞争优势（Park⁃
er，2008；Zimmerman & Zeitz，2002），因此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分别从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对

企业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前者强调制度力量对企业的影响，认为合法性的获取是对制度环境压力的回应

（杜运周等，2012）；后者则侧重企业自身能动性的发挥，认为合法性的获取是企业适应和改变制度环境的过

程。这两个视角分别从社会和企业两个层面解析了企业合法性的获取方式，对于我们研究创业合法性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从合法性的角度讲，创业实际上就是新创企业争取合法性的过程（Tornikoski & Newbert，2007；蔡莉、单标

安，2013）。新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既取决于市场环境，也取决于包含法规、文化和社会规范在内的制度环境

（Delmar & Shane，2004；Scott，1986）。创业过程不但涉及新创企业及其产品被社会相关方认可的“新进入者劣

势”等外部合法性问题，同时也涉及由创新、风险偏好等因素造成的内部合法性问题（Delmar & Shane，2004）。

企业在社会相关利益群体中合法性的提高，表示企业已经嵌入制度化的规范及行为体系之中（Su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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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从而向社会相关利益群体发出可信和有价值的信号（Busenitz et al.，2014），提高创业企业在社会上的

可接受性、被认可度和被接受度。因此，合法性程度高的创业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等资源支持（Busenitz et
al.，2014；Milanov et al.，2015），这些资源进一步促进企业成长。从这个角度讲，如何提高创业者及新创企业的

合法性，是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实践来看，由于很多创业企业需要打破现有规范，形成新的社会嵌入

式连接，并形成新的规范和认知标准，因此其合法性的建立过程比较复杂（Milanov et al.，2015）；在研究上，学

术界对于如何获取创业合法性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够充分。

女性创业者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商业想法或者新创组织建立合法性（Certo & Hodge，2007），以取得创业所

需的资源并提高市场接受度（Milanov et al.，2015）。不但如此，女性创业者还要为其女性身份建立作为创业者

的合法性。创业活动中存在的“男性传统”和“性别偏见”现象（Ahl，2006；Ahl & Marlow，2012）限制了对合乎

规范的女性创业者形象的本体论假设，进而影响了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获取。女性不像男性那样经常作为成

功的创业者角色而存在，因而更难向外界传递合法性信号（Murphy et al.，2007），导致外界对其所创企业的可

行性、竞争力及潜在价值存有怀疑（Busenitz et al.，2014）。女性的家庭角色与其创业者身份相背离，而且女性

创业者经常被贴上如下标签：较少的创业资源（Aidis et al.，2007）、较差的创业资格和能力、经营更为保守

（Cliff，1998）、企业规模较小、绩效较差等。因此，在建立合法性过程中，女性面临比男性创业者更大的困难与

挑战。

根据 Scott（1995）的研究，女性创业者主要在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方面受到合法性不足的困扰，社会

普遍认为女性创业者需要具备男性化特征。受这种社会文化规范和男性创业者原型的影响，女性创业者的自

我效能不足（Anna et al.，2000），缺乏应对风险活动的信心或能力，从而低估自己的创业合法性。为提高利益

相关群体对其创业者身份的认知，女性创业者需要努力建立合法性，并了解合法性的演进过程。

（四）已有研究述评

创业合法性是女性创业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现有创业合法性

研究大多遵循基于男性创业规范的基础前提和衡量方法，分析框架缺乏对女性主义视角的思考（Ahl，2006；
Bird & Brush，2002）。

另外，女性创业研究没有与创业合法性等创业领域的热门话题进行对接，导致女性创业研究与主流创业

领域缺少对话（Busenitz et al.，2014），不利于相关研究的体系化和纵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创业合法性

（包括少量的女性创业合法性）研究大多借用已有的社会合法性概念，关注企业层面的合法性，对女性创业者

如何为自己的创业者身份建立合法性研究不足。事实上，由于男性化创业规范的存在，现有的理论对女性创

业者的身份合法性并不关注。

基于上述思路，特别是考虑到方兴未艾的女性创业实践，本文研究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与动态

发展的规律。

为此，本文借鉴 Suchman（1995）对合法性的论述，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做如下初步定义：女性创业者合法

性是对“女性是否适合创业”的一种普遍性的感知或假设，考察在现有社会架构的规范和价值观中，“女性作为

创业者”是否被承认、认可和接受。这一定义将女性创业合法性研究从组织层面推进到对女性创业者角色认

同这一层面，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更深入理解女性创业者的特质及其创业过程。

本文以下部分将围绕该概念，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获取过程及发展动态进行深入剖析。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没有成型的理论框架可以借鉴，属于探索性研究；而且本文的研

究问题属于怎么样（how）的问题，案例研究是比较合适的研究方法（Eisenhardt，1989）。论文采取多案例的研

究方法，因为多案例研究较之单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结论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更有助于增加论文对经验世

界多样性的理解（Y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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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的选择

根据论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本文制定了以下的案例选择标准。

（1）该女性是独立创业或者是创业团队中的核心成员。

（2）为方便观察性别导向、原生家庭和现有家庭等社会因素对女性创业者决策的影响，论文案例选择的女

性创业者目标都在 30岁（1985年及以前出生）以上。

（3）案例样本尽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且其创业的原因不同（生存型、机会型）、创业的状态不同（专职、

兼职；还在创业、已经退出；连续创业、单次创业等）。

围绕研究问题，根据以上标准，本文在作者长期跟踪的女性创业人群中选取了 6位女性创业者作为观察和

研究的对象，对这 6位女性的观察期都超过了半年，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

案例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为了保密起见，这里省略人名，子代表子女，年龄按 2015年计算。

（二）数据分析策略和过程

1.数据的收集及信度效度保障

为尽可能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论文在案例研究方法的设计、案例企业的选取、资料的收集和录入、数

据整理和标准化以及整理后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等环节，均按照严格的案例研究方法要求进行分析（Eisen⁃
hardt，1989；Yin，2009）。

为确保本研究的信度，本文在实施案例调研前制定了详尽的案例调研计划、设计并制定了案例研究方案

和案例研究资料库（Yin，2009）。为确保研究的效度，本研究采用多种数据来源，以便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研

究问题，通过访谈资料、公开的档案数据和知情人情报之间的“三角印证”以形成完善的证据链条，对所研究问

题提供更丰富、可靠的解释（Yin，2009；周江华等，2012）。

研究以访谈为主，并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1）作者对 6位创业者跟踪观察时间最短半年（女创业者 F），最长 7年时间（女创业者D）。观察的结果与

访谈的结果相互对照，可以有效增强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2）作者基于文献研究，设计了结构化问卷，以每位创业者的创业经历为主线进行了多轮访谈，每次访谈

时间在 2小时~3小时之间，内容涉及创业前自我评估、创业过程感悟等问题，并在访谈中插入性别相关话题。

作者与访谈对象“开放式”讨论现象背后的成因。

（3）在数据编码过程中作者对访谈对象进行再次沟通和交流，补充完善数据。

二手资料来源于：

（1）在线收集的创业者公司的资料（3家）、对创业者的访谈报道（1位）、公司产品试用情况（3家）、产品介

绍（1家）。

（2）知情者所反映的创业者信息（2位）。

研究团队采用扎根理论的三步编码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并就编码结果在 3位作者之间进行多轮讨论，直

到找到大家都认可的构念体系为止。在编码过程中，3位作者在一手资料、所形成构念和已有理论之间反复对

比，确保案例研究中所形成的构念体系和概念模型既得到实践经验的支持，又能用符合逻辑的理论体系来解

释，最终形成了若干理论命题。

表 1 案例基础资料总结

被访者

A
B
C
D
E
F

年龄

42
36
40
44
37
30

行业

互联网

器械保健

微商

APP
服装教育

小吃摊家装

类型

机会型

机会型

机会型

机会型

生存型机会型

生存型机会型

创业状态

售出

仍在

退出

仍在

仍在

仍在

独立专职

独立专职

独立兼职

团队核心

团队核心

夫妻创业

一次

二次

一次

一次

二次

二次

婚姻状况

离婚一子

曾离婚，现已婚双子

已婚一子

独身

已婚一子，面临离婚

已婚两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案例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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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

第一级编码也称为开放式编码，是对初始资料的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对采集

到的资料进行分解与提炼，以“贴标签”的方式分解成若干独立的事件，从资料中抽象出 147个概念。再对这

些概念作进一步的比照、分析，在资料和概念、范畴之间不断地循环，我们按照案例中体现的相互间逻辑关系

将所有 147个概念归纳整理为 39个初始范畴。概念和范畴的命名有多重来源，有的来自访谈记录，是对现象

进行抽象思考的结果；有的来自于文献资料，参考原有的概念及其意义。

表 2是第一级编码示例。

3.第二级编码——轴心式编码

轴心式编码主要是发现和寻找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借鉴Corbin和 Strauss（1990）的观点，本研究基于分

析案例资料中产生某个事件（主范畴）的条件、探索这个事件所依赖的脉络、发现在该事件中行动者所采取的

策略和最后得到的结果，有助于研究更准确地把握该事件的本质。比如，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女性主义管理方

式”和“情感认同”等初始范畴，可在范式模型下整合为一条“轴线”：女性创业者采取参与式管理、情感沟通等

更为女性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更好获得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情感认同。因此，这几个范畴被重新整合

纳入到一个主范畴——“发掘女性特质的优势”，成为说明该主范畴的副范畴。

经过对已有范畴的分析和探索，并辅以更多的原始资料挖掘和对比研究，作者对初始范畴进行了二次编

码并根据前述研究思路对范畴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直至初始范畴全部饱和。最终本研究得到 14个副范畴并

归纳到 7个主范畴当中，名称及示例参见表 3。
4.第三级编码——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主要目标是选择核心范畴，将

其系统地与其他范畴予以联系，并将之概念化和

理论化（Corbin & Strauss，1990）。本研究首先对

第二级编码所得到 7个主范畴的内涵和性质进行

分析，接着结合原始资料记录进行反复关系挖掘，

最后形成理论研究框架。

主范畴“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认知”是

表 2 女性创业者案例开放式编码过程

表 3 轴心式编码结果

我的创业榜样是雷军、李学林（a14），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交流，在各个方面对我
的帮助都很大（a15）。

当时我周围朋友都创业了（a16），我也想试试看。我创业时，创业没现在这么热
（a17）。放着高管不做，从 5A写字楼到小公寓，几千万美金的生意不做，朋友们还
是不很理解。但我想看看离开我的位子，离开大公司平台，我会怎么样？当时我认
为会失去一些关系，实际上没有失去任何关系（a18）。

……

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女性非常少。女人是不适合抢风口（a36），还涉及组织结构的驾
驭能力。抢风口就是重大机会（a37），首先是资源配置，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人跟你
一起干（a20）。一个打分A的男人，他能找到 3个A-的人共同创业，但一个打分A
的女人，她只能找到一个B男，两个C女，男的一般不愿意给女性做下属（a38）。我
在联想打工的时候，一直以男性的方式和男性相处，也从来没想过发挥自己的女性
身份优势（a39）。

女人抢资源的能力就是比男性弱，比如小时候就没打过架（a40）。刺激到女孩动手
打架的机会不多，女孩要面子（a41），女孩胆小（a42）。有些事发生，男孩打，女孩
哭，有人来保护（a43）。以前男的不和女的抢（a44）。作为创业者，就是和男性一起
抢生意抢人才（a45），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你都没经历过，也没受到这方面的训练。

创业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a48），还是建立了非常真实的自信（a49）。
……

……

贴标签
创业榜样是成功男
性朋友

朋友创业激发创业
想法；想离开高大
上的环境落地试试
看

……

女性不适合在竞争
性强的领域创业；
女性创业者难以组
织到优秀的团队

女性很少得到正面
冲突的训练

满足和自信
……

……

概念
a14男性创业原型
a15男性创业导师

a16朋友创业 a17时代
背景 a18自我挑战

……

a36不善竞争
a37机会创业
a38女性领导劣势
a39男性工作模式

a40回避冲突
a41面子
a42胆怯
a43寻找保护
a44保护者
a45竞争者

a48创业满意度
a49自信心
……

……

初始范畴
a8创业的男性行为
规范（a14, a15）
a9创业导向(a16,
a17,a18……)

……

a16女性创业劣势
（a36, a37, a38,a39)

a17女性的创业限
制（a39-a45）

a19创业回报（a48,
a49, a53,a54）

……
资料来源：根据案例数据整理。

副范畴

文化与社会规范、经济发展水平

教育与技能培训、职场经验

性别重新定位、模仿男性行为

建立良好声誉、建立嵌入式联结

女性主义管理方式、情感认同

女性意识觉醒、“创业—家庭”矛盾

角色动态匹配、价值认同

主范畴

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

个人创业资质与技能储备

认可并适应男性规范

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

发掘女性特质的优势

合法性危机

“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

资料来源：根据案例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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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社会上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水平，其副范畴反映了影响这一认知的社会层面变量。“个人创业资

质和技能储备”则反映了影响女性对自身创业者身份的角色认同的个体层次变量，其副范畴是影响这一主范

畴的关键要素。

主范畴“认可并适应男性化规范”指的是女性创业者接受并且在实际创业过程中践行已有的男性化创业

规范，其副范畴是女性创业者接受并且践行男性化规范的过程。“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指的是女

性创业者努力成为已有创业网络的一部分，以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其副范畴是女性创业者如何嵌入已

有的创业网络之中。“发掘女性特质的优势”指的是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还要发挥女性自身的优势，以获

得周围人的更大认可，其副范畴表明女性化管理方式能帮助女性创业者获得更大情感认同。

主范畴“合法性危机”反映了由于角色冲突导致女性创业者及其利益相关群体对其创业者身份产生怀疑，

其副范畴体现了合法性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范畴“‘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反映了女性创业者对多重角

色进行平衡式管理以重建合法性，其副范畴是上述平衡式管理的主要手段。

进一步将 7个主范畴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接和互动比较，可以发现“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认知”与

“个人创业资质和技能储备”反映了影响女性对自身创业者身份的角色认同的不同层面因素，具有理论一致

性，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这一范畴中。该范畴的内涵是：社会层面的共有认知和个

体层面的资质要素共同影响了女性对其创业者身份的角色认同。同理，“认可并适应男性化规范”、“嵌入已有

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以及“发掘女性特质的优势”可赋予“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主范畴；“合法性危机”以

及“‘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可赋予“创业者合法性的困境与重塑”主范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几个范畴

间的关系和基本逻辑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得到如下“故事线”：社会层面对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认同以及女性

创业者自身的资质共同决定了女性对创业者身份的角色认同，因此女性创业者通过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发掘

女性特质优势来使自己的创业者角色更易获得社会认同，从而为自身建立合法性，并通过对多重角色的平衡

式管理来克服合法性困境问题。据此，选择式编码得到的核心范畴可以表述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困

境和重塑”。图 1对本文的数据编码过程与最终的编码结果进行了总结，中间部分即为核心范畴所表达的逻

辑关系。

作为停止继续采样（也就是增加新案例）的标准，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当收集新的数据不再产生新的范

畴和关系，也不再能揭示范畴新的属性时，理论就饱和了。本研究在得到上述概念、范畴和故事线之后，作者

依旧通过实地访谈、观察以及收集二手资料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新的资料没有得出

新的范畴和范畴之间新的关系，每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产生新的属性。

根据对案例的分析，本文总结如图 1所示的理论模型。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并对照访谈文本的典型引用和故事线片段形成命题。

四、研究发现

（一）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

本文研究的第一个发现是女性创业者对于自身创业者身份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对女性

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以及女性自身的创业资质与技能。

1.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

关于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是社会对女性是否可以成为创业者的总体看法。案例分析显示，这种

社会共识形成了社会层次对女性创业的规范，这种规范进一步影响了女性对自己是否能成为创业者的自我

认知。

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是形成上述社会共识的重要原因。除受访者 F外，其他受访者都赞同男女差异背

后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一位职场很成功的女性创业者甚至认为：“现在还是个男权的时代”。我们发现，历史

和区域因素形成的性别等级结构在强化男性创业规范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对男女性别期望差异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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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编码过程与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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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范畴 主范畴主范畴 副范畴副范畴

的区域，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越大，随之所形成的男性化创业规范就会愈加阻碍公众对女性创业

者的合法性认知。也就是说，社会上关于男女差异以及男女社会分工的已有认知和文化规范，严重影响了女

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这些结论印证了文化和规范在形成社会认知中的作用。

由于个体行为经常受到其周围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影响（Treviño et al.，1998），因此，受文化和社会规范影

响所形成的社会认知会显著影响个体对某一类行为是否合理的价值判断（Yam et al.，2014）。具体到创业层

面，社会对性别等级结构和男女社会结构的不同定义仍然会深刻影响到女性对自身作为创业者的合法性的认

知判断。社会对男性规范和女性创业的传统认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女性在创业中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将自身性格、行为方式等往男性规范靠拢，并进而界定自己作为创业者的合法性。比如，受访者B提到：“现在

还是一个男性化社会，期待男人独断、坚强、追求物质成功，期待女人谦逊、温柔，关注生活的质量，这显然降低

了社会对女性创业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女性，在判断自己是否应该创业时格外犹豫……”。

另一方面，案例分析发现，女性创业者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改变对于女

性创业者的认知，因此女性创业者在经济和教育水平高的地区更易于获得社会认可。比如，处于经济发达地

区的受访者D认为：“当地发展很快，是个创业的时代，一定是‘大时代、小人物’……当地创业的很多，人应该

顺势而为。”经济发展水平既影响个人获得创业资源的难易程度，也影响社会总体的创业机会：在经济较发达

地区，女性创业者相对较多，增加了“女性也可能成为创业者”的一般性感知。这种感知在人们的创业意图和

创业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进而激发更多女性个体将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资源和机会转变成现实的创

业行为。

从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女性创业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女性创业是一个嵌入在

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过程，其合法性的建立受到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社会共识的深刻影响。社会结构方面的性

别差异和女性的不同地位，影响了社会对于女性创业的总体认知，并造成了女性创业者在某些方面的劣势。

也就是说，即使个人能力和认知类似，女性创业者与男性创业者相比，仍然面临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问题。

因此，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会影响到女性对于其创业者身份合法性的感知。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

到如下命题。

命题 1：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社会共识显著影响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社会共识对女性创业者

合法性的接受度越高，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度也越高。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与重塑过程研究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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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与创业技能

案例分析的另一个发现是创业者个人的创业资质与技能储备对其创业者合法性自我认知有影响。如前，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教育和技能培训对自己成为创业者的重要作用，其中受访者A和E的回答最具代表意义。

受访者A：“教育经历让我对自己有更多自信。我成绩一直挺好的……和男生比，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点也

不差，……，所以从来没想过我是女孩，就不能干什么，不能成为什么人。”

受访者E：“高等教育给了我更多机会吧…… 如果没有本科文凭，可能根本进不了外企，也就不会有后边

的创业。我英语不错，外企比较看重这个，所以就进去了。工作还蛮有意思的，学到很多……为后来创业奠定

了基础。”

案例数据呈现出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女性创业者的两点影响：（1）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一种显性化的信号，代

表了女性拥有的技能和能力，是女性追求社会角色的基础，因此，更高的教育水平让女性作为创业者有更强的

认同感。（2）与男性平等受教育的经历以及在校期间不弱于男性的表现帮助女性建立了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的定位和束缚，改善了女性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减弱了男性化规范对女性创业的不

利影响。

同时，案例研究发现，除受访者F外，其他几位受访者都曾在职场上有优异表现，其中4个人是在工作相关的

领域创业。深入分析相关工作经验与创业者合法性的关系，可以发现：行业经验使女性创业者学习技能，积累人

脉和创业资源，从而提升其作为创业者的资质，并提升其对创业者身份的认可。比如，几位创业者提到以下。

女创业者B：“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医疗器械代理公司，主要就跑客户……积累了经验和资源……半年多就

做到办事处经理……刚好有个新的产品进来，这个机会找到我……我觉得自己挺熟悉这个领域，也有自己的

人脉……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也能做好，就创业了。”

女创业者D：“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病人的感受了……我最了解病人的痛苦，他们想要什么……核心团队有

当了 20年医生的人……我能做好这件事（指医疗APP创业）。”

女创业者 F：“我是设计师啊……客户对我的设计也很认可的……我也特别肯干负责……积累了一些资源

……当然想出来做自己的工作室……在设计这个行业蛮普遍的。”

综合案例分析内容可以看出，个人技能储备和创业资质是女性拥有人力资本和创业者合法性的关键所

在，是女性选择“是否成为创业者”的关键因素。根据以上逻辑，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女性所拥有的创业资质和技能储备显著影响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女性拥有的创业技能越

多，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可度越高。

（二）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

案例分析的第二个构念涉及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即女性创业者如何提高自己被市场及利益相关方

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案例研究发现，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认可并嵌入已有的男性

化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二是发挥女性特质的优势，通过女性化的经营与管理方式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

而且，本文对案例资料进一步挖掘发现，认可并嵌入已有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认可并适应

男性化规范、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本节以下部分将分别阐述这几方面的内容。

1.认可并适应男性化规范

性别的结构化偏差形成的男性化规范使得女性性别特征成为创业规范的对立面（Ahl，2006），无法适应男

性化规范的女性创业者较难获得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因此，案例研究中的几位女性都将自己的性别特征与

创业者这一新角色的要求进行匹配和评估，并且，除微商创业者C之外，受访的创业女性们都在潜意识中重新

做了性别定位，即强调自己个性坚韧、强硬，性格具有男性特征或内心表现出男性特征，以适应社会结构对创

业者特征的期望。上述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们内心深处认同男性化创业规范，认为男性特征才能够创

业。也即，对于女性创业者来说，通过表征男性特征可以获得合法性。表 4描述了几位受访者对自身的性别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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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访谈者对自身性别定位的描述

被访者

A

B

D
E
F

对自己的描述

我内心深处不认同女性身份，我内心深处很强大；
从小的潜意识里，我不是女人，我是一个强者。

我爸爸给我的支持特别大的，我性格和他很像，从
来不害怕困难。

我从小性格就很有耐力、比较刻苦、克制、努力。
非常坚强，独立，比男人还要男人。

内心我是个女汉子，我愿意挑战困难，面对风险。
小时候就爱和哥哥们玩，个性比较像男孩。

除了在性别特征上根据男性化规范进行重新定位，受访者还强调在创业中模仿男性的行为模式，复制男

性的商业原则，将行为方式等向男性规范靠拢，进而界定自己作为创业者的合法性。这一结论印证了合法性

研究中制度学派的观点，即模仿行业内的标杆行为可以达到与主流规范和制度环境的趋同，从而获取合法

性。在男性创业规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复制男性商业原则与行为方式可以向外界释放自己“可以

成为成功创业者”以及“有潜力建立有序经营过程”等信号，从而获得外界的认可与支持。比如，受访者A在访

谈中提到：“女人抢资源的能力就是比男性弱……因为很多时候男的不和女的抢。但作为创业者，就是和男性

一起抢生意抢人才，如果没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就不行……在投资的时候，都是把创业团队完整的买进来，涉

及创业者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我）一直以男性的方式和男性相处，也从没想过自己的女性身份……”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创业者都展示了自己的“男性特质”作为自己“适合创业”的理由，同时向男

性行为方式和商业准则趋同，以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如果女性进入创业这个男性规范占主导价值观的领

域，要想获得社会认可就需要接受男性规范，采取男性行为模式和标准。社会对男性规范和女性创业的传统

认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女性在创业中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使自身性格和行为方式等向男性规范趋同，

并进而界定自己作为创业者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性别认知是男性（或偏男性），并且行为方式

与男性准则趋同的女性创业者才更有可能为自身的创业行为建立更强的合法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认可并适应男性规范的女性创业者更有可能为其创业者身份建立合法性。

2.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是一个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过程，受到社会共识影响。因此，

将创业活动嵌入到已有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对于提高女性创业者的社会接受度有显著促进作用。案例分析显

示，女性创业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在已有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中的嵌入：建立符合男性规范的声誉以及与

男性创业者建立嵌入式联结。

按照男性规范建立良好声誉，可以让利益相关方在跟女性打交道时更聚焦于其作为创业者的资质和能

力，弱化对其女性身份的关注。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能力，男性比女性强……还有女

人比较情绪化，决策时不理性，容易受投资者质疑……希望自己有结构化识别和思考能力，对产品非常懂，还

要有驾驭组织结构的能力，让投资者认可。”因此，建立符合男性规范的声誉能够提高女性创业者在利益相关

者眼中的认知合法性，提高社会接受度。

与已有创业网络建立嵌入式联结则是将女性创业者的角色嵌入到工作和社会关系背景之中，使男性、女

性经济行为的界限和阶层关系进一步模糊（Jennings & McDougald，2007），从而带动女性创业者摆脱原有的性

别角色束缚，降低建立创业者合法性的障碍。案例中的受访者们认为，最有效建立嵌入式联结的方式是建立

包括男性导师在内的社会网络体系，该类网络体系既能帮助女性创业者获得专业化建议与创业资源，而且可

以增加女性创业者在已有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中的结构嵌入性，提升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增加相关利益群

体对其创业者身份的接受度。另一方面，与已有创业网络建立联结可以借助网络声誉向市场发出“新创企业

能正常运营”的信号（Tornikoski & Newbert，2007），增加社会对女性创业者及其所创企业的认可度。比如，受

访者A告诉我们：“有了想法就找雷军……认识很久了……他马上就同意投资……由于有雷军的支持，我两周

之内就把其他事办完了……”

上述分析表明，在男性规范占主导的创业领域，女性创业者

除了遵循传统的男性化管理模式之外，还需要与已有创业网络和

价值观体系建立嵌入式联结，以提高被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度和

接受度。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4：与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建立的嵌入式联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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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女性创业者为其创业者身份建立合法性。

3.发掘女性特质的优势并保持精妙平衡

合法性构建的第三个维度涉及女性优势的发挥。受访者们提到，模仿男性行为方式、复制男性商业原则

可以传递“我可以和男性做得一样好”的信号，有助于为自己女性创业者的身份建立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性格

和行为方式具有男性特征之后，周围人又认为女创业者是“另类”女性，缺乏传统女性的美德。也就是说，完全

复制男性行为方式，会挑战社会上关于男女性别分工的结构化期望（Loscocco & Bird，2012），从而带来周围人

对创业者“女性身份”的质疑。因此，受访者们强调，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应该能够平衡“女性特质”与“男性规

范”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对案例资料进行挖掘，本研究发现女性特质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女性提高创业者身

份的合法性：女性主义管理方式和情感认同。

正如女性主义视角所提到，女性创业者在与员工沟通、建立扁平化组织、民主决策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

采纳女性主义管理方式有助于提高企业员工对女性创业者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其创业者身份在创业企业内部

的合法性。正如创业者D在访谈中所提到：“我觉得女性性别对创业是一种优势……女性给人的感觉更平和

一些，有些事和话，女性说更容易接受。”因此，女性创业者在不挑战男性规范的前提下，以女性主义方式建立

更平等的结构和更柔和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其在企业内建立合法性。

女性特质的第二个优势是容易得到外部（也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情感认同。正如创业者 C所说：“女

性有先天的母性，关心每一个人和公平，我比较善于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我也会用撒娇的办法要求员

工更努力一些，求投资者帮忙，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同……但是女性优势必须建立在内心的绝对理性基础上，自

己内心要很强大，清楚知道公司和自己的目标……”这种情感认同有助于女性创业者在利益相关者那里建立

更高的认知合法性。但是，女性本身也很清楚，商场就是战场，单纯依靠情感认同并不够。

对上述案例内容进行综合可以发现，女性主义管理方式有助于创业者在企业内部建立合法性，但复制男

性规范并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仍然是前提。同样，情感认同是女性的优势，但也只是有助于女性

创业者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合法性。因此，能在遵从男性规范与发挥女性优势之间找到有机结合点，并

最终嵌入和影响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的女性创业者，在建立创业者合法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5：能够在“采取男性规范方式”和“女性特质”之间保持精妙平衡的女性创业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创业

者身份建立合法性。

（三）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困境与重塑

男性化规范要求女性创业者模仿男性行为模式以获取合法性，这种要求不可避免使得女性创业者在创业

过程中出现性别错位的问题，使其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产生矛盾。本文研究的 6位受访者中除 1位能保

持正常女性性格之外，其他几位创业者都遇到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角色冲突问题，从而对自身作为创业者的合

法性产生了怀疑。本文将该现象命名为“合法性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就需要女性创业者对“家庭—创

业”关系进行再平衡，即进入创业者合法性的重塑过程。

1.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困境

案例分析发现，创业所带来的财务自由、事业成就感为女性创业者带来极大满意感，使其对创业更加认

可；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家庭—社会”角色冲突的加深，女性对自己的创业者身份产生怀疑，导致其创

业者合法性遭遇危机，从而带来“合法性困境”问题。

案例资料显示，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合法性困境产生的首要原因。社会按照男性价值观来衡量女性创业者

的合法性，使得女性在获取合法性的过程中压抑了其女性特点。但受社会对女性的结构化期望以及家庭的影

响，这种受压抑的女性意识会逐渐觉醒，从而让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定位。

女性意识中与男性化创业规范相矛盾的因素会导致女性自我感知的创业者合法性的降低。比如，创业者A提

到：“两年以后，发现自己不是个合适的创业者……作为一个女性，我没有男性那么高的欲望。外界对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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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较少，而对男性的激发很大……社会上也比较容易给一个女的肯定：我挣了 100万，我爸妈就觉得我很能

干；但男的挣 100万就可能不够，男的斗志在每天的社会生活中被充满……我父母也觉得我犯不着了，钱也够

了……女人不适合抢风口，还涉及成熟管理组织的驾驭能力……我一直以男性的方式和男性相处，也从来没

想过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后来就要考虑到女性身份问题……我遇到的创业最大瓶颈，就是没有无穷的欲望

……”。

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上和周围人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望与其作为创业者的“社会角色”之间产

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女性创业者在处理这两类角色之间的关系时，也会对自身的创业者角色产生怀疑，导致

创业者身份的自我认可度下降。比如，受访者 F提到：“（我）实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预想要多，已经开始影

响正常生活，估计把最后一批订单做完吧……我这种情况还是不适合创业……”；受访者 E也面临类似问题：

“我丈夫在 4年前提出离婚……一直在沟通，目前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很支持的，分

担家庭的事，还帮我……因为我创业，他就要求稳，放弃了一些机会……他觉得一个男人整天以家庭为主，没

有成就感人生就没什么价值……他希望妻子有份工作就行，不要投入太多……我承认这些年对他的关心确实

不够……不想离婚……现在也很纠结要不要再继续创业下去了……”。因为角色定位不同而导致的家庭—工

作冲突致使女性创业者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是否适合继续创业，是否要创业退出。

总之，虽然创业为女性带来更大自由度和职业成就感，但创业和传统社会价值观对女性角色定位的不同

要求，会阻碍女性创业者为自身创业行为进一步建立合法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法性水平在降低。因此，

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6：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矛盾的加深会让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水平下降，导致“合

法性困境”问题。

2.“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水平的降低主要源自于创业者的家庭与工作冲突，而这种冲

突又主要来源于角色期望过高与客观角色的要求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因此，能否动态协调不同角色之间的

关系并取得家庭成员对女性创业者身份的认同，是女性创业者解决家庭与工作冲突并重塑合法性的重要因

素。对受访者再平衡“家庭—创业”关系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后发现，女性创业者主要通过两个维度实

现“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即“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和价值认同。

第一个维度主要指女性创业者应该能够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进行动态调整并平衡。由于社会期

望女性创业者同时承担家庭与社会两种角色，因此，女性创业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两种角色的不同需求之间

寻求平衡。比如，本文研究的一位受访者将所创企业的大部分管理工作交给了妹妹，自己仅仅担任投资人和

股东，从而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另一位受访者则请自己的母亲来照顾家里，替自己承担一部分家务，

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打理创业企业这一社会角色之中。能够适时、适宜地调整这种角色的创业者在后续发

展中都陆续为自己的创业者身份重新建立了合法性。与之相反，一位无法调和这两类角色矛盾的创业者选择

了退出创业，专心于家庭；另一位无法协调这两类角色矛盾的创业者则选择了社会角色，家庭生活频现危机。

价值认同指的是家庭成员在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角色预期方面达成一致。从案例内容来看，女性创业者

都提到了家庭理解和支持的意义，同时也指出创业发展与家庭目标相一致的重要性，以实现家庭成员在家庭

—事业价值观上的一致。比如，一位受访者提到将自己创业公司的发展与丈夫的事业匹配起来，实现家庭与

工作角色的互补。如果能够争取家人在对待女性创业的价值观念上与自己达成一致，女性创业者就可以消除

家人和其自身对工作和家庭角色期望的不同理解，从而获得家庭在情感、资源等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实现家

庭—创业关系的平衡。

家庭—工作关系的平衡处理，能够让女性创业者在没有性别错位的情境下实现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互

相促进，克服性别角色期望和社会结构化预期给其创业者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7：有效实现“家庭—创业”关系的再平衡，能促进女性创业者重塑其合法性，以解决合法性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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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讨论

通过分析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建立及动态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女性创业研究并拓展了创业合

法性理论：第一，从社会共识与自我认知两个层面界定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内涵；第二，解析了在男性规范

情境下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建立的关键要素；第三，提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困境问题以及问题成因，并总结合法

性重塑的路径；第四，发现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修补了前人研究中关于合法性的累积性

和连续性假设。

（一）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社会层面与创业者层面因素的影响

根据前文分析，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涉及女性对其创业者个体身份的角色认同以及社

会对女性创业者群体的社会认同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前者主要指女性判断自身是否适合创业，是女性个

体对其创业者合法性的自我认知；后者主要指社会上对于女性是否应该创业的总体看法，是对女性创业者合

法性的社会共识（刘容志等，2016）。进一步地，正如案例分析所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主要取决于社会

对女性创业者的认可程度，女性据此对自身创业者角色进行解读。受社会上关于性别角色分工的结构化期望

的影响，女性创业者兼具“创业者”这一社会角色以及“女性”这一性别角色两种身份，而传统的男性化创业规

范导致上述两种角色身份出现不一致的问题。女性创业者身份的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合法性构建的复

杂性。

案例分析发现，社会层面关于男女角色分工的共识以及基于男性规范的创业规则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针

对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认同，并通过女性群体的自身反思转化为符号性要素，进而影响女性群体对自身创业者

身份的角色认同。因此，从对女性创业者身份的社会认同和角色认同两个角度解析其创业者合法性的内涵以

及影响因素，可以让我们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构建的动态过程有更深入地理解。本文的这一分析思路印证了

男性化规范与女性创业存在紧密的关系（Ahl & Marlow，2012），相关研究是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在创业

者群体层面的进一步延伸（Scott，1986）。同时，由于本文从两个层面解析女性性别对创业者合法性的影响，并

引入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为创业合法性概念注入了更多社会属性。

同时，本文发现女性对自身创业者身份合法性的自我认知还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创业资质与技能。创业

资质与技能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帮助女性创业者更好地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提高其自我效能（Anna et al.，
2000），使其对创业者角色有更强的认同感，从而根据社会对创业者的角色期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创业技能

的提高可以帮助女性重新审视已有的男性化创业规范以及针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望，克服社会文化规范中针

对女性创业的偏见因素。因此，女性层面特质因素与社会层面群体共识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女性对其创业者合

法性的自我认知。女性对创业者角色越是认同，通过行为来表达其创业者身份并为其身份构建合法性的可能

性就越大。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研究若只关注社会规范的影响，或只关注创业者个体

层面的要素，是无法全面把握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构建过程的。本文界定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两个层面的驱动

因素，对于理解其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构建：遵从男性规范与发掘女性优势的精妙平衡

本文发现，在对创业者角色产生认同的情况下，女性创业者不断感知并归属到创业者行为规范及社会期

望，比如实施与社会期望一致的创业行为，以在相关利益群体中建立一致身份，从而获得社会认同，为自己的

创业者身份建立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案例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满足社会期望的基础上，女性特质优势能够

帮助女性创业者更好地提升合法性。具体而言，本文发现，女性在“遵从男性规范”与“发挥女性优势”之间保

持精妙平衡，是为其创业者身份构建合法性的有效方式。这一结论跳出了“复制男性行为模式”这一简单（且

需要改变）的模式，将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分析框架，是对女性创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女性创业是一个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过程，其合法性的建立受到社会层面对

女性创业者合法性认知的深刻影响。因社会存在的性别结构化偏见而形成的男性创业规范，使女性处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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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范的对立面（Ahl，2006），因此，女性创业者需要认可并践行男性创业规范，包括对自身性别特征进行重

新定位、遵从男性商业规则、复制男性行为模式等，以获取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创业者身份的认同，实现对已

有创业规范的认可和嵌入。这一发现印证了基于制度视角的合法性研究，即组织可以通过遵从社会规则、

标准与期望来获取合法性（Scott，1995；马蔷等，2015），为强调女性在创业中复制男性规范的相关研究提供

了制度视角的解释（Marlow & McAdam，2012）。同时，本文发现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构建过程中需要基于角色

定位来改变自身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引起相关利益方验证反应的行为来进行角色确认，以满足社会对创

业者的角色期望。这一发现从角色理论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创业合法性构建过程的认识（Gruber et
al.，2013）。

进一步地，案例研究发现，与已有创业网络建立结构性联结（比如，加入男性创业导师所在的创业网

络），实现对已有创业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的结构嵌入，能模糊男性和女性创业者的界限，促进利益相关群体

对女性创业者当前角色身份与社会身份做出一致的积极评价，从而提高利益相关群体对女性创业者的接受

度和认可度，推动女性创业者构建合法性。这些结论印证了已有研究中强调女性在创业过程中复制男性行

为模式以及建立性别混合团队的观点（Marlow & McAdam，2012），并且指出了创业者行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如何促进合法性构建，这与基于行为视角的合法性研究在思路上是一致的（Ahlstrom & Bruton，2001）。更为

重要的是，这一结论强调了女性从被动接受已有的男性规范到主动嵌入已有的制度和规范体系，突出了女

性创业者对合法性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从认知和结构双重嵌入的视角解析了女性创业者

嵌入已有男性化创业规范来为自己的创业者身份争取合法性的过程，深化了我们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建立

过程的理解。

最后，女性创业者的性别特征导致其按照男性化规范来与男性创业者竞争处于劣势。本文发现，如果能

够在不挑战男女性别分工的结构化期望的基础上发掘自身的女性特征优势，女性创业者更容易得到周围人的

情感认同，从而提高利益相关群体，特别是内部团队成员对其创业者合法性的认可与接受。这一结论超越了

已有研究中简单强调女性创业者复制男性行为模式的观点（Marlow & McAdam，2012），是对女性主义视角中

呼吁“挑战传统规范”和“发掘女性优势”等内容的回应（Bowden & Mummery，2009；Calas et al.，2009）。而且，

本文强调将女性特质因素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是对自由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Ahl & Marlow，2012；Calas et al.，2009）。

（三）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困境与合法性重塑

本文案例研究还发现，男性化创业规范对女性创业者的要求与社会上传统的性别预期相矛盾，导致女性

创业者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出现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水平会随着“家庭—创业”矛盾的激

化而下降，呈现不可持续性，这是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与传统合法性概念的不同之处。

社会上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预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即要求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Gupta et
al.，2009），这与其创业者角色相背离。因此，女性创业者往往要同时承担家庭和创业的双重责任，并且在工作

和家庭的不同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由于创业者的角色身份随着创业过程发生变化，因此，女性创业者角

色身份与已有社会规范的匹配关系也会随创业进程而变化。传统家庭角色与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角色之间因

不可调和而产生的角色冲突会对女性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的案例分析发现，对于已经创业的女性而

言，随着其对传统性别角色产生认同（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性别角色冲突的加深，周围的利益相关群体及女

性自身会对其创业者身份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带来创业者“合法性困境”这一新的问题。这一困境的存

在，体现了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共有认知与女性对创业和生活关系的个体认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这种合法性困境主要源于女性创业者角色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化规范之间的不匹配。家庭和文化规范以

及对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期望影响着女性自身对性别的认知。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会导致女性创业者的

多重角色之间在时间、精力和承诺上相互矛盾，需要其处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行为期望（Horton et al.，2014；
Ibarra & Barbulescu，2010），比如创业者角色要求女性践行男性化规范，这为女性的性别角色认同带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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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创业者的客观角色行为无法满足社会角色期望时，就会引发合法性困境问题。随着创业进程变化，由

角色冲突引起的合法性困境会导致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不可持续性。

针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困境问题，本文提出重塑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两个维度：“家庭—社会”角色的动

态匹配和价值认同。“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属于创业者层面的结构性要素，要求女性创业者面对创业

过程的复杂性和家庭在不同阶段的角色需求，实现角色间的适时和适当转换，强调女性创业者对自身不同角

色的动态调整与平衡。当女性创业者按照不同的角色来对自我进行整体性界定时，其角色身份就会呈现出多

样性和多层次性。当不同角色间出现冲突时，女性创业者需要进行身份重新界定，促使利益相关者肯定其新

角色身份；同时，对不同角色身份的自我认知促使女性创业者采取与先前被抑制的角色身份一致的行为，以实

现不同角色间的动态平衡。由于创业者的角色身份随着创业过程发生变化，因此，不同角色的动态匹配是女

性创业者重塑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价值认同属于利益相关群体层面的认知性要素，要求女性创业者及其包括

家庭在内的利益相关群体对创业者的角色预期在观念和价值上达成一致，从而将创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转化

为相互促进关系。这一层面要素涉及改变已有社会规范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女性角色的传统预期，是

解决女性创业者结构特征与已有社会规范不匹配的重要保障。本文的这些结论进一步印证并拓展了 Schiller
和Crewson（1997）以及 Shelton（2007）等有关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并且结合社会角色理论（马蔷等，2015），

将其延伸到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动态演变过程之中，从而以整合性视角拓展了已有研究。

（四）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动态特征的探讨

由于合法性困境的存在，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作为一个变量，呈现出非连续性变化，这是其不同于传统合法

性概念的特征。已有合法性研究大多认为合法性属于连续变量，呈现从低到高累积增加的特征。而本文则发

现，女性创业者合法性水平并不会随着女性创业进程发展而一直累积性增加；相反，该变量会因女性创业者遇

到的角色冲突问题而呈明显下降态势，并出现“合法性困境”这一现象，需要女性创业者进行合法性重塑。这

一发现指出了合法性演化过程的动态性，进一步丰富了学术界对合法性演化特征的认识。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探讨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内涵、建立及动态发展，得出如下结论：（1）女性创业者合

法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社会层面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女性对创业者角色的认同，后者受前

者及女性自身创业技能的共同影响。（2）为构建创业者合法性，女性创业者需要适应男性化创业规范，并且能

从认知和结构两个维度嵌入已有创业网络和价值观体系。（3）女性创业者在“遵从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优

势”之间保持精妙平衡，能使其更有效地构建和提升女性创业者的合法性。（4）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会因女性受

到的角色冲突困扰而出现“合法性困境”问题，因此，需要从两个维度重塑其合法性，即“家庭—社会”角色的动

态平衡和价值认同。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已有创业合法性研究大多聚焦于创业组织层面的合法性（Corbin &
Strauss，1990），并且直接套用社会学中的合法性概念与特性界定，没有对创业合法性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更深

入讨论。本文在对现有的概念和研究成果分析和演绎的基础上，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从原有的创业合法性中

分离出来，将合法性研究从组织层面推进到对女性创业者角色的认同这一层面。进一步地，本文引入了社会

角色理论，探讨了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女性创业者角色定位的影响，并且从对女性创业者身份的社

会认同和角色认同两个层面解析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内涵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社会性和多层次

性两个重要特质，体现了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创业合法性的内涵，为女性创业合

法性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从更微观层面推进了创业合法性研究。

第二，本文从认知和结构双重嵌入的视角解析了女性创业者如何嵌入已有男性化创业规范，以满足社会

对创业者的角色期望并为自己的创业者身份争取合法性。同时，本文分析了女性特质的优势对建立女性创业

者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从“适应并嵌入男性规范”和“发掘女性特征优势”两个维度构建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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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过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女性特质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而整合了女性主义视角与已

有的创业合法性研究，通过几个领域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女性创业研究的进展。

第三，本文解析了由于女性创业者角色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化规范不匹配而导致的角色冲突以及“合法性

困境”和“合法性重塑”问题，分析了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不连续性特征。本文从创业者本身以及利益相关群

体两个层面分析了重塑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机制，从“家庭—社会”角色的动态匹配和价值认同两个维度提出

重塑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困境以及合法性重塑机制的讨论，深化了女性创业

合法性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丰富了学术界对合法性演化特征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首先，社会文化规范影响了人们对“女性是否适合成为创业者”的感知和判断。现有社会规范对女性的刻

板印象让女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角色压力，不利于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建立。为了支持更多女性创业，应该

在现有的文化和规范体系中减少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过度渲染，创造宽松和平等的性别角色环境，为女性

创业提供条件。同时，应该大力宣传女性创业成功的案例，让女性看到更为多元的性别角色认同的可能性，引

导更多女性创业。

第二，在现有文化规范体系下，女性创业者一方面要嵌入已有创业网络，以获取利益相关群体对自己创业

者角色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女性特质的优势，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比如，由于女性更强调人际关

系，所以女性创业者可以采用角色知觉方法对创业企业进行管理，注重合作与情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在男性化创业规范下，能将嵌入男性化规范与女性特质优势有效结合的女性创业者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为

自己的创业者身份建立合法性。

第三，女性创业者背负传统角色的压力太多，导致出现“合法性困境”问题。培养自己在不同角色之间转

换的能力并平衡处理不同角色的关系，对于女性为其创业者身份维持、增强或重塑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比

如，女性创业者可以通过“工作—家庭”的不同策略选择来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需要营

造更多元化的社会氛围。比如，可以塑造一种既承认追求社会角色的女性，又承认承担家庭角色的女性的社

会文化。

作为案例研究，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

本文所选的女性创业案例均来自于大城市，基于大城市女性创业实践形成的命题，可能无法完全解释中

国中小城市及其他国家的女性创业实践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后续研究应该扩大研究范围，从不同类型和不同

规模的城市中选取研究样本，以得出更具外部效度的结论。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女性创业者从创业中得到的成就感与满意度远远超过男性，这也是激励女性创业，并

研究女性创业者案例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本文也提到创业满意度对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影响，但没有将其

作为重要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该变量对女性创业的深刻影响。

作为以个体为样本的研究，本文没有考虑个案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对所有数据进行混合分析，没有通过不

同合法性水平的个案之间的对比完善命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针对合法性水平不同的女性创业者进行理论

抽样，通过对比来进一步完善文中的理论框架。

作为探索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第一步，本文通过对质性数据的分析提炼命题，并形成研究假设，为后续的

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外部有

效性。

（作者单位：李纪珍，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江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谷海洁，中国民族证券公司研究所。责任编辑：尚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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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recent key industries are machinery and automobile, and the industry to be developed is aircraft manufacturing.

Assessment for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Low-carbon City”Construction in China

Song Hong, Sun Yajie and Chen Dengke

Pollution control is classified as one of the three tough battles in The 19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Congress. Focusing on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s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fore and after "low-
carbon city" polic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on air quality and its influential
mechanisms,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urban air pollution, mainly by enterprise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
ing. Furthermore, the capital expenditure of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possible bene⁃
fits, which means that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itself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win-win goal of pollution con⁃
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ion.

The Building and Reshape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Li Jizhen, Zhou Jianghua and Gu Haijie

Femal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is very important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 to access crucial entrepreneurial re⁃
sources and market acceptance. With the multi-cases study of six female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
cept, building process and the dynamic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The paper finds：（1）The concept of fe⁃
mal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social level and individual perceived level. The latter
is influenced by the former.（2）In order to build the femal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a female entrepreneur needs to
adapt to the masculinity entrepreneurial norms, and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conforming masculinity norms”and

“exploiting female advantages”.（3）Female entrepreneurs are fac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role of housewife, which leads to the legitimacy dilemma. Therefore, female entrepreneurs need to reshape the
entrepreneur's legitimacy so as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ir busines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enrich the research o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 legitimacy.

Does the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Decrease Firm Labor Cost？

Shen Yongjian, Yu Shuangli and Jiang Dequan

Ai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non-monetary benefit for employees and may be a substitute for monetary compensa⁃
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uses the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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