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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化人格理论与女大学生职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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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心理学研究表明 ,双性化人格是一种较佳的心理健康模式 ,它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

为明显。造成女大学生就业困难与职业发展阻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自身心理弱势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

视。通过双性化人格的培养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不利因素 ,促进女大学生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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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两性历来被认为是有区别的。除了生理上

的差别以外 ,社会对不同性别的人有一套模式化的

价值观和行为标准 ,符合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社

会就会予以赞扬、承认 ,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

这样男女两性就塑造出为社会所接受的人格特质。

东西方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是男人要有男人气 ,女

人要有女子气。“男性化 ”和“女性化 ”是两种互不

相容的人格特点 ,一个人要么具有“男性化 ”特点 ,

要么具有“女性化 ”特点 ,绝不会两者同时具有。男

人气质和女人气质是互不相容的。双性化人格理论

的提出彻底打破了这种建立在社会性别建构基础之

上的性别刻板定型观念。双性化人格又称两性化人

格、心理双性化 ,是男女双性化或双性同体在心理学

层面上的表现。双性化 ,其英文单词 androgyny来源

于希腊语的 andros(男人 )和 gyne (女人 )。“在心理

学上 ,它是指一个个体既具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 ,

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 ,即兼有强悍和温柔 ,果

断和细致等性格 ,按情况需要而作不同表现。”[ 1 ]

( P300)。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个体“在体态、作风、兴

趣、能力、态度、观念等方面均无法区分其性别的偏

颇”[ 2 ] ( P40)。因此双性化人格既不是两性的混乱、

错位 ,也不是异性癖 ,而是一种综合的人格类型 ,一

种兼有传统意义上男女两性人格优点和长处的人格

类型。对于双性化人格问题 ,目前理论界研究问题

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双性化人格与研究个体心理健康

关系问题上 ,笔者通过借鉴目前的研究成果 ,结合女

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探讨双性化人格的培养对女大

学生就业、职业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双性化人格研究的历史脉络

西方关于双性化人格的研究历史较悠久 ,弗洛

伊德 ( Sigmud. Freud)首先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 ”

的概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 Carl. Gustar. Jung)提

出了著名的“阿尼玛 ( anima)和阿尼姆斯 ( animus) ”

理论 ,用“男性的女性意向 ”和“女性的男性意向 ”两

个术语 ,说明人类先天具有的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

特点 ,为了使个体人格得到健康和谐的成长 ,应允许

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

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展现 ,否则这些被

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的逐渐积累 ,最终会危

及生命主体的存在。20世纪后半叶 ,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人们本着男女平等的精

神 ,力求缩小男女性别的差异。由于身体和生理上

的差异是先天决定的 ,所以 ,人们试图通过改变社会

观念和男女社会角色的方法来提高妇女的地位。而

事实上 ,单单靠女权主义的热情、空洞的说教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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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直以来人们固有的性别刻板观念 ,通过实证

的方式反而更有说服力 ,于是学者们在男女心理性

度评估与测量的基础上提出了双性化人格的假说。

最早正式提出双性化人格概念的是罗西 (A. Srossi,

1964) ,他认为个体可以同时拥有传统男性和传统

女性应该具有的人格特质。研究双性化人格最具代

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贝姆 ( Sandra. bem )。

1974年 ,贝姆设计了第一个测量双性化特质的心理

量表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简称 BSR I)。贝姆

用此量表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75名大学生进

行性度调查 ,证明了双性化人格的存在 ,并将人的性

度分成四种 :双性化人格 (HH )、男性化人格 (HL )、

女性化人格 (LH )、中性化人格 (LL )。司本斯等人

( Spence, Helm reich, Stapp , 1974～1975)编制出个人

属性问卷 (简称 PAQ) ,通过问卷调查也证明了双性

化人格的存在。此外 , 康布兰和比姆 ( Kap lan,

Beam, 1976 )、霍尔与浩宾斯坦 ( Hall, Halberstadt,

1980)、斯比尔斯 ( Sperce, 1982)、佩里和布塞 ( Perry,

Bussey, 1984)等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在调查测量的基

础上对双性化人格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借

鉴西方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实证的方式在我国

部分高校进行了调查研究 ,取得了部分成果 ,但总体

来说 ,研究起步晚 ,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二、双性化人格研究的基本观点

(一 )证实了双性化人格的客观存在 ,打破了性

别特质的刻板定型。双性化人格理论以男性特征与

女性特征是两个独立的维度作为理论基本假设 ,认

为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人格特征和女性特征是可以在

一个个体身上很好地融合的 ,很多被旧有文化约定

为男性或女性单独拥有的人格特质 ,实质上是属于

两性共有的性别特征。中外心理学家通过调查表明

在现实生活中双性化人格的个体在男性和女性中都

存在。贝姆对美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约有三分

之一 (27% - 32% )的人具有双性化人格 ,其中女大

学生双性化人格约占 27%。司本斯等人 1981年采

用人格归因量表 ( PAR )调查 ,结果同样表明女性中

27%的人属于双性化人格 [ 3 ] ( P67)。我们国内也有

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调查测验 ,但得出的数据相互

间差异较大。张李玺 (1990)对 69名女大学生的性

别气质调查结果显示 , 双性化气质占 20% [ 4 ]

( P241)。关树文 (1995)对蒙汉大学生跨文化研究发

现 :被测 232人中 ,双性化人格占 25% ,女大学生双

性化人格占 22% ,且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马锦华

(2001)对 186名大学生测验表明女大学生中双性

化人格占 5% ,男大学生中双性化占 8. 8% [ 5 ] ( P35—

37)。杨锦 (2006)对 1500名女大学生测验表明 ,女

大学生中双性化占 14%。

(二 )双性化人格是一种较佳的心理健康模式 ,

是女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模式。贝姆在 1978年宣称

她研究性别角色的目的是“使人类个性从个体的性

别角色刻板形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形成健康的心

理概念 ,从文化强加给的男性化、女性化限制中解脱

出来 ”[ 6 ] ( P269—272)。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双性化人

格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康布

兰和比姆早在 1976年采用人格归因量表测量近千

名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发现 :无论男女 ,双性化人

格是一种最佳的心理健康模式。Gibert ( 1978)研究

表明 ,男女被试更多地认为双性化的人是更典型的、

有吸引力的、理想的女人和男人模式 [ 3 ] ( P67—71)。

贝姆的实验研究证明 ,双性化个体没有严格性别角

色概念的限制 ,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对各种情景作

出反应 ,且独立性强、自信心高。司本斯等人采用人

格归因量表 ( PAR)对女性调查结果表明 ,双性化人

格既能胜任男性的工作 ,也能胜任女性的工作 ,她们

有更好的可塑力和适应力。我国的有关学者也通过

调研等方式达成共识 :具有双性化人格的女大学生

自信心强 ,情绪稳定 ,对环境持开放的态度 ,有和谐

的人际关系 ,是女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模式。

早期西方学者认为 ,无论男女 ,双性化人格都是

最佳的心理健康模式 ,其次是男性化人格模式 ,再次

是女性化人格模式 ,最后是中性化人格。但国外后

期研究对双性化与男性化的健康水平产生了争议 ,

有不少的研究证明男性化人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类

型 ,认为男性化实际上比双性化具有更高的健康水

平。无论如何 ,对于女大学生来说 ,双性化人格是一

种最为理想的人格模式。

三、双性化人格培养与

女大学生职业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 (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 ) ,国家教育模式的转变 (从精英教育到大

众教育 ) ,女大学生就业难就成了人们广泛关注的

社会问题。影响女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因素很多 ,本

文主要从女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特点与劳动力市场的

性别歧视为研究视角 ,探讨双性化人格的培养对女

大学生职业顺利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 )当代女大学生的心理弱势。由于受传统

观念和女生自身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 ,许多女大学

生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主体意识薄弱、职业成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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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角色期望值低、自我封闭性强等心理劣势 ,这直

接影响了她们的健康成长 ,也导致了就业困难与职

业发展的阻隔。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 ,女性

处于被支配的顺从地位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

境的强大压力下 ,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 ,趋于丧

失。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男女平等 ”的社会制

度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从实

际情况看 ,我国妇女地位的提高更多地是得益于党

和国家所制定的相关政策而不是众多女性自主意识

的真正觉醒 ,这种自上而下解放妇女的制度变革在

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观念变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主

体意识的薄弱导致女性依赖思想严重 ,自我选择、自

我塑造、自我负责的精神不足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较差。

成就动机是个人对于自己认为重要或者有价值

的工作 ,认真地完成 ,并欲达到某种理想地步的一种

内在推动力量 ,也就是要求获得高成就的欲望。它

是推动人克服困难为某一目标奋斗的主要动力之

一。研究人员发现 :中国男性的成就动机明显高于

女性。中国男性较女性有更高或更强的成就期望、

成就竞争意识 ,更高的成就自我评价 ,更大的成就自

主性 [ 7 ] ( P103—107)。群体或个人对在这个群体中

占有特定位置的人的行为所持的一定期望 ,称为角

色期望 [ 8 ] ( P43)。它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之

间的桥梁。每一种身份的人都必须按照其身份地位

所应有的行为模式行事 ,即按照社会对他的角色期

望行事 ,否则他就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 ,他的生活就

会受到干扰 ,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 ,人们终生都在

不断地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期望而学习与角色

相应的行为方式。传统观念中 ,人们普遍认为男性

刚强、自立、进取 ,而女性柔弱、依赖、温顺 ,因此 ,许

多男人都努力扮演着刚强的角色 ,费尽心思去维护

一个社会所接受的男人形象 ,而许多女人则忍受着

性别的条条框框的限制 ,扮演着贤内助的形象。这

种性别角色已经深入到许多女性包括许多女大学生

的思想深处 ,她们遇到困难常归因于性别、体能差

异。这种潜藏在思想深处的性别角色期待 ,导致了

女性没有自信心和竞争力 [ 9 ] ( P108—110) ,甘心相夫

教子 ,以丈夫和子女的成功作为自己的人生支点。

这种低位的性别角色期待影响了许多女大学生潜能

的发挥 ,也可以说是影响女大学生成才的一个重要

因素。除了上述心理特点之外 ,女大学生还存在自

我封闭强、苦闷忧郁多与恐惧成功等心理特点。这

些心理特征都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雇佣标准

相违背 ,直接阻隔了女大学生的职业发展。

(二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歧视在劳动力

市场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它是思想观念对劳

动力市场有影响作用的一个例证 ,属于劳动力市场

上客观存在的制度因素之一。所谓歧视 ,可以定义

为仅仅由于与劳动生产率不相干的个人特征 ,如种

族、性别、宗教、相貌等所导致的个体之间的收入差

距。借鉴关于歧视的定义 ,我们可以这样对性别歧

视定义 ,就是仅仅由于性别而非劳动生产率的原因 ,

从而导致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就业机会、工资报酬

或职业发展机会差异。在我国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

别歧视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

知识型人才中也司空见惯。组织对女大学生的性别

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就业歧视 ,在

人员招聘时 ,很多组织宁要成绩差一些的男生也不

要成绩好的女生 ,这种由于性别因素所造成的社会

排挤直接导致了女大学生的失业、就业层次低 ,进一

步为今后女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设置了无法逾越的瓶

颈。对大学生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 , 77%的用人单

位偏好录用男性 [ 10 ] ( P38)。其次 ,不仅在录用和再

就业的过程中女性受到显著的歧视 ,在进入工作单

位以后 ,女性在工资、晋升机会等方面也与男性有显

著的差异。从总体上看 ,女性在知识型和高技术行

业所占比例较小 ,所拥有的职位仅占总体职位的

33% ,尤其是在领导岗位 ,女性仅占总数的 11. 8% ,

男女比例为 9∶1 [ 11 ] ( P23)。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

计局联合举办的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近

10年间 ,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

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却明显拉大。甚至在退休年龄

上 ,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都规定了明显的差异。从

1951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 》,到 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都规定 ,

干部或公务员男年满 60岁 ,女年满 55岁 ;工人男年

满 60岁 ,女年满 50岁可以退休。 [ 12 ] ( P28)在国家

行政事业组织中都存在性别歧视行为 ,更不用说企

业内部的性别歧视了 ,这样的社会氛围对女大学生

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导致女大学生职业

发展的困境。

(三 )双性化人格对女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积极

意义。目前很多学者专家从不同方面研究组织对女

大学生职业性别歧视的原因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

几种 :受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男

主外、女主内 ”,“男性重行动性、女性重亲和性 ”的

刻板性别定型 ;用人单位把握劳动力市场 ,认为女大

学生较男大学生缺乏成就动机和事业进取心 ;组织

由于厌恶女性劳动力的自然附着成本而产生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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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大众媒体对女性母性、亲和性的过度刻画 ,产

生女性只属于家庭的刻板印象 ,把女性排除于公共

领域之外 ;女大学生自身的生理、心理特征 ;国家劳

动力市场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不具体、缺乏

可操作性等等。这些归因最终可以归结为由于男女

生理上的差别而建立的社会性别体制 ,正如佟新所

说 :“社会性别并非是人们通过某些文化象征来识

别男女的事情 ,而是一套确定两性社会地位和社会

角色的社会制度 ,它通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作用 ,

使女性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这一整套制度称为

社会性别体制。”[ 13 ] ( P4)这种社会制度曾经在人类

历史上非常有效地存在过 ,现在依然存在。不可否

认 ,这种社会性别体制对女性职业发展带来了阻隔。

为促进女大学生职业发展 ,就要从根本上消除

使男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体制 ,对社会来说 ,要

消除由于性别歧视所带来的女性职业发展阻隔 ,为

女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女大学生

自身来说 ,要转变自己的人格模式 ,由女性化人格转

变为双性化人格模式 ,促进自身身心的健康发展 ,转

变自身心理问题所带来的社会性别歧视行为。

当然 ,双性化人格模式的培养只是促进女大学

生职业发展的一个方面 ,我国关于双性化人格对女

大学生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得还比较少 ,在这

里只作一个小小的引子 ,希望能引起有关学者的关

注 ,为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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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eory of B i2sexuel Persona lity and

Voca tiona l D evelopm en t of Fema le Un iversity Studen ts

ZHAO Yong2le, L IU Bao2p ing

(School of Comm erce Hehai U niversity, N an jing, J iangsu 210098, Ch ina)

　　Abstract: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bi2sexual personality is the bestmodel of mental health and it has

an obvious facilitative func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female students.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of

female emp loyment and p 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emale’s own vulnerability and the sexist discrim ination in the la2
bor market. The cultivation of bi2sexual personality can greatly elim inate these negative factors and p romote the vo2
cational development of female students.

　　Key words: bi2sexual personality; female students; voc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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