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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风格理论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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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认为, 由于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社会经验和性格特质, 因而女性具有独特的

领导风格。从本质上看,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差异观念是形成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根源。女性领导风格理论虽

有助于促进女性认识自身优势,发挥领导能力, 但也有消极影响,主要是对女性参与领导实践的排斥, 夸大了领

导的性别差异,潜在意义上形成或改变着女性的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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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世纪尤其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妇

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

性自主意识的高涨,女性不仅开始进入职场,走上领

导岗位,而且一些卓越的女性甚至开始担任国家领

导人或大型公司的最高领导者,在社会政治、经济领

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随着女性领导实践的深入, 女性领导这一特殊

的群体逐渐进入理论研究者的视野, 并成为关注的

焦点。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性别视角研究女性领导者

的特征、行为、言语、奋斗历程、成长路径, 倾听来自

女性的声音,关注女性领导特质、风格、工作环境、发

展障碍等。毫无疑问,在领导研究领域,性别作为一

个重要因素已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与此同时, 一种

新的理论 ) ) )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开始出现,即认为

女性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 如合作、关怀、有教养和

魅力, 这些特质符合领导发展的要求,可以成为有效

领导的重要因素,从而给女性领导带来许多男性无

法比拟的优势,因此主张由女性实践新的领导类型。

目前, 这一理论正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媒体、领导

培训项目及日常生活中开始为人们所熟知。

不过,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风格是否存在本质、

显著的差异? 女性领导是否有其独有的领导特质?

性别视角能否增进我们对领导行为的理解和认识?

能否逐渐缩小领导中的性别鸿沟? 性别领导理论的

发展是否还会产生其他结果? 目前, 对于这些问题

的回答在学术界亦是见仁见智,争议不断。

笔者认为, 近年来在领导研究领域兴起的这种

以群体为基础的女性领导理论, 尽管对女性认识自

身能力、发挥领导作用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但从长远

来看,过于强调 /女性的领导方式 0和 /女性如何领

导0,对领导这一复杂的现象进行简单化的性别解

读, 常常会陷入概念泛化的状况, 可能对女性参与领

导实践产生消极影响。

一、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基本观点及背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关于领导理论的研究中,

有许多是以女性领导来探讨组织运行的,女性领导

的课题成为组织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受到研

究者的高度关注。 1990年, 美国女性职业顾问

H elgesen在 5女性优势 6一书中提出了女性领导风

格理论。她认为,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验,女性较

男性具有更好的人际交往技能、教养和敏感性,因而

女性可以成为很好的领导者, 女性的领导方式比男

性更有效和更人性化。 [ 1] ( P31)H elgesen的观点得

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 比较典型的是 JudyB. Rosen2

er。 [ 2]她指出, 突破玻璃天花板的成功女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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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她们作为女性的经历中演变出了一种不同于

男性的领导方式,这一方式显著增强了组织在不确

定环境中生存的机会。她认为,男性常常采用交易

型领导方式,更倾向于使用组织所赋予的职位权利。

相反, 女性领导者采用的是一种变革型领导方式,即

通过设计一个更宽的组织目标,将下属的个人兴趣

融合到组织当中,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

目标。而且女性领导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权利来自

于个人魅力、勤奋工作以及与下属之间的个人关系,

而不是来自于组织中的地位。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讨论女性领导者与女性化领

导的出发点,都集中在强调女性特质是女性领导的

优势之处。支持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学者们认为,

女性和男性在领导上的特征与风格是有差异的,女

性本质上优于男性之处在于女性具有母性,即包容、

谅解、和平、温柔、比较会替别人着想等,这些特征对

于组织的运作有着重要作用。

虽然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 女性领导理论具

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以追求两性在领导领域的平等

机会、提高女性地位、发挥女性领导潜能为目标。但

在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以及现实的领导实践中, 女性

领导风格理论的支持者并非都是女性, 他们对领导

风格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对领导特性以及领导过程

复杂性的理解,对现代社会组织领导转型中领导创

新的新探索。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背

景, 20世纪后期,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全

球化趋势的影响,组织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伴随

着组织环境的变化出现的是劳动力的多样化、激烈

的竞争压力、组织中新的更加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及人们的工作和价值观的变化。显然, 在这种变

革的时代,传统的管理方式已失去了固有的作用,领

导要想取得效果,就要改变原有的运用组织所赋予

自身的领导风格,实施以人为本的人性化领导,即领

导者要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关注员工的自我发展和成长,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等,这是一种关系导向型、偏好交互式的人性化的领

导风格。20世纪 7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领导学大

师詹姆斯# 伯恩斯在其著作 5领袖论6中首先提到

了这种风格, 并命名为变革型领导风格。 20世纪

末,面对领导实践活动出现的挑战,一些领导学学者

对这种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认为它所倡导的

尊重、信任、关怀,以及与追随者建立良好关系以实

现目标的理论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 于是,变革型领

导作为一种全新而富有生机的领导理论开始进入领

导实践领域,并在领导理论研究中迅速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 女性特质似乎正恰合了

这种要求。亨利# 明茨伯格在 5关于管理的十个冥

想6中也提到, 组织需要培育, 需要照顾和关爱, 需

要持续稳定的关怀。关爱是一种更女性化的管理方

式,虽然我看到很多优秀的男性 CEO正在逐步采用

这种方式。但是,女性还是有优势的。 [ 3]

此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者活跃在各个

行业,她们的成功经验和案例也为正在兴起的女性

领导风格的研究提供了资源和动力。于是, 从女性

主义的立场出发,一些研究者认为,女性之所以取得

成功是因为女性具有和男性不同的特质和性别优

势,这对领导活动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性别是

形成独特认识的重要因素,女性生为女孩,然后成长

为女性,这个过程提供了男孩和男性们不可能得到

的经历和其他许多可能性。而女性领导同样具有不

同于男性的领导特质和风格,它同样甚至更有价值,

更符合当今社会变迁中对领导的要求。于是, 女性

领导风格理论逐渐进入研究者的领域,并成为女性

在实践中倡导的方式。

二、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基础

从本质上看, 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差异观是形

成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根源。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

种基本组织方式, 是人类的一项最持久和深远的身

份特质。人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它的建构

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性别规范无处不在,渗

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内涵也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被各不相同的定义所构造。由性别而产生的对

男女两性应该具有特定行为和特征的典型、稳定、持

久的认识即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刻板印象源自于人类最初的性别角色分

化。由于生理上的差异, 男女两性在生产中出现了

不同的劳动分工, 不同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体验和

人格特征也随之出现差异,于是, 男女性别角色出现

分化。由于社会对不同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

男性角色开始受到正向的、好的评价,而女性角色由

于所从事的是家务、照料等方面的工作而被认为是

不重要的。由此, 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也出现了不

同的价值判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种种

对于男女两性的要求,经过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为一

种社会规范和性别制度, 并反过来影响男女两性在

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 人们对待男女两性的不

同态度和行为方式,从而使得性别刻板印象得到进

一步的维持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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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一般认为女性是温柔、善

良、依赖、主观、感性的,而男性是独立、客观、理性、

果断的。同样,由于在男权社会中男性长期以来被

赋予了领导权,人们亦形成了对领导特质的刻板印

象,这种刻板印象是以男性的行为特征为价值标准

的。于是,女性的模式化概念与领导的模式化概念

就出现了矛盾,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女性参与

领导的认识。在早期一项对 176名男性管理者对于

女性从事职业生活的态度进行的调研中, 研究人员

发现, 通过对他们态度的因素分析,揭示了他们对女

性不适于领导角色的四种认识:其一,女性缺乏职业

适应性;其二,女性缺乏领导潜能;其三,女性缺乏独

立性;其四, 女性情绪易波动,不稳定。 [ 4] (P720)

研究者发现,女性往往会被模式化为两个极端

形象, 一个极端是:作为母亲或男性的性对象, 女性

被认为是过于软弱和情绪化的,不能成为有效的领

导者;另一个极端是:女性反抗那些社会所期望的女

性品质,因而被认为是铁女人、咄咄逼人的工作狂、

强硬、好胜、不屈服、专断、控制欲和操纵欲强烈的

人。 [ 4] (P714)因此, 在现实的领导实践中, 女性领

导者难以得到角色认同。女性常常面临这样一个困

境:即作为女人, 她应该怎样做,作为一个领导者,她

应该怎样做? 当女性领导者面临着社会对她们作为

一名领导者的角色期待和作为一名女性的角色期待

存在分裂的时候, 她们自身也深陷这种困境之中。

如果一位女性领导采用了更具亲和力的、参与式的

领导行为,她会面临着一种指责, 认为她太被动了。

然而, 当她使用专断的、任务导向型的领导行为,人

们又会认为她太好斗,太男性化了。

与此相反,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则赋予女性刻板

印象以正向的价值, 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 组织环

境也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和成长, 这使得权威型、

命令型的男性主流的领导模式正被人性化、情感型

的领导模式所取代。而女性由于具有感情细腻的心

理特点,并善于把这一优势融于领导之中,以其独特

的性别优势与这种潮流自然地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

女性独特的柔性领导风格, 因此, 时代的转变, 正好

符合女性的特质。于是, 女性刻板印象与领导特质

在新的领导情景和实践要求下得到了契合。

三、女性领导风格理论的消极影响

虽然对领导风格、领导行为进行性别化的区分,

从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是有利的。女性也可以充分利

用这种优势,采用有效的领导策略, 发挥领导潜能。

然而, 如果一味坚持性别界限, 认为女性具有特定的

领导特质,女性只适合某种领导方式却是会产生消

极作用的。

(一 )对女性参与领导实践的排斥。女性领导

风格理论在实践中有可能导致对女性领导的排斥。

首先, 在某种工作领域, 女性由于他们特殊的 /适

合0女性的领导风格而受到肯定, 那么,在另外一些

工作场所,这种领导风格就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女性

也相应会被排斥在领导层之外。比如, 当重视合作、

情感丰富、亲切、温柔、富有同情心、重视人际关系、

柔性领导等这些被视为是女性所独有的领导特质和

风格时,那么一般就会认为她们不适合其他的,比如

要求果断、强硬、坚定、主动、指令性、要求任务导向

等的领导工作和任务。角色一致性理论认为, 当女

性刻板印象和领导角色不一致时, 她们成为领导的

可能性就不如男性同伴大。

另外,在一些领导情景中,如果一些女性没有表

现出相应的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领导风格, 她们就

会受到忽视,其能力和行为就会遭到质疑。比如,一

个具有果断、刚毅、主动、威严、独立等性格特质的女

性领导,往往会被人们冠以 /女强人0这一具有负面

价值倾向的词语, 被人们视为是具有男子气的女性

领导,显示了人们对其的排斥和反感,她们也常常会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总之, 女性领导风格由于过于

主张女性要以特定的女性方式进行领导,从而会使

领导行为发生倾向性的改变, 进而导致女性工作成

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 甚至会因为能力强而

产生负面的影响。美国沃特豪斯价格公司诉霍普金

斯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Ann Hopkins是美国国

际性的会计公司 PriceW aterhouse的高级主管,她是

/非常出色的专业人员 0、/能力强、有智慧 0、/优秀

和坦率的、成绩突出、精力旺盛和富有创造力 0, 然

而, 一些同事却把她形容成 /具有男子气概的 0或

/是女人有点浪费了 0, 还有人建议她 /去礼仪学校

上上课0。 1982年她被提名为公司合伙人, 股东会

却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拒绝了这一请求。此后,公司

再次拒绝提升她为合伙人, 并且告诉她 /走路、说话

和穿衣要女性化一些,要化妆,要跟上潮流而且要戴

珠宝 0[ 5] ( P102)。这一案例明显体现了女性领导风

格理论通过预先设立女性领导的种种特质从而使那

些无法满足期望的女性受到歧视和伤害。而且, 当

女性在并不女性化的领导职务中表现得特别优秀

时, 也易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二 )夸大了领导的性别差异。女性领导特质

理论夸大了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领导差异。田野研

究和试验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 男性和女性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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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男女领导风格间的差异是

很小的,但这些差异通常会被研究人员和数据解释

人员过分强调和夸大。两性领导者之间的差异更多

的是刻板印象的期待,而非事实。而且,众多的研究

也发现,尽管女性领导可能与男性同行以同样的方

式行事,然而, 人们却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价她

们。因此,巴斯在综合了众多研究后认为,两性领导

者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刻板印象的期待, 而非事实。

男女两性之间的领导差异是被认为的, 而并非实际

行为上的差异。 [ 4] ( P735)

可以看到, 女性领导特质和风格理论忽略了男

女领导之间的相似之处, 夸大了男女之间存在的差

异,认为女性领导者与男性存在截然不同的方式,把

女性描述成了完全不同于男性的领导阶层。

(三 )潜在意义上形成和改变女性的领导行为。

由于女性领导风格理论鼓励和提倡一种女性化的领

导方式,人们因而对女性领导特质和风格有一种强

烈的期望。在一些情况下, 男性和女性可能都以同

样的方式进行领导, 但由于人们受到对女性期望的

影响而认为他们的领导方式是不同的。长期下去,

男女两性可能真的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领导。对

女性领导者而言,由于这种基于性别的领导期望,她

们可能会以社会期望的行为方式描述自己的领导行

为,并真的开始以这种方式进行领导, 行使权力,直

到符合刻板印象。而社会舆论、男性领导、上级、追

随者对表现出所期望的领导特质和风格的女性领

导,常常会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作为对这些行为的正

面回馈。于是,信念和期望可能成为女性领导自我

实现的预言,她们也因此被塑造成用特定的所谓女

性的方式进行领导的领导者。性别角色和特定的性

别规范可能通过 /内化和外化0的方式对领导产生

影响。总之,人们希望女性怎么做,女性认为自己理

应怎么做和女性怎么开始做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了,

共同塑造女性并形成了女性领导特质和风格。

(四 )简单的二元化模式。女性领导风格理论

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将领导特质和风格划分为所谓

的刚性和柔性两种,两种风格的划分按照性别界限,

将男性描写成 /有上进心的、坚强的、独立的和果断

的 0,把女性描写成 /亲切的、乐于助人的、富有同情

心的和关心他人的0, 于是分化成了男性特质和女

性特质,即是说, 其中一类人没有另一类人的相应特

质。这种划分模式将女性推向了一个极端, 而将男

性推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一种黑白分明、绝对的二

元化模式。它简化了个体领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没有考虑到领导行为中的个体偏差而随意进行规

定, 没有为变动、个性和多样化的领导行为留下足够

的空间。

女性领导风格理论强调了女性化的领导方式,

它使原本包含各种可能性的领导特征、领导风格、领

导潜能让位于狭隘的、模式化的和传统的领导方式,

女性领导囿于这种限制和约束而失去了多样化的发

展空间。因此,它无法使女性融入领导角色之中,最

终的结果是不利于女性领导力的发展。与此同时,

这种极端化的方式对男性领导者也会产生消极影

响。对女性领导行为的刻板印象会让我们降低对男

性领导的期望,对于他们是否也能采用合作、互助、

人际交往、鼓励和参与等领导风格持排斥态度, 而

且, 当男性尝试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时,在现实的领导

情景中他们也因此会受到限制、阻碍和误解。

总之,用性别来定型领导特质和风格,会把性别

和普遍意义的领导都推进极端化的境地,难以使女

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领导机会,参与领导过程、承担

领导角色,获得领导能力的发展;难以改善目前领导

实践领域里男女性别割裂的问题, 甚至会进一步强

化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强调去性别化的领导,即

在领导特征和风格方面取消性别界限,为男女领导

创造更平等的工作环境。当然, 这样做并非否认男

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也并非无视女性在既有的社会

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 以及基于这种

感受和认识,在某些方面形成的领导方式,但是从长

远的关怀的角度, 从促进男女两性充分发展的意义

上, 这不仅可以解除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促进男女

两性个性的充分发展,而且对于社会人力资源最大

限度的开发亦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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