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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女性在企业、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 ,我国女性在就业中已明显处

于劣势 ,出现了女性人力资源退化、边缘化的趋势 ,影响女性工作中职能的发挥。要改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劣势 ,应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 ,探索女性职业生涯管理 ,利用激励理论 ,通过职业女性进行职业生涯的选择、

规划与发展 ,使其明确自身能力、价值与发展方向 ,从而改善女性就业现状。

中图分类号 : C 913168　文献标志码 : A

　　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出现职业女性这一

新的称谓。自此 ,中国女性逐渐走出传统的家庭角色 ,面向

职业舞台 ,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观

念及女性担负的家庭与职业双重角色 ,使女性在职业生涯中

遇到诸多阻力 ,职业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这种现状势必限制

女性各种才能的充分发挥 ,影响妇女就业结构的发展方向 ,

也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 ,进而涉及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等

重要问题。因此 ,有必要对此种状况讲行深入的考察 ,探析

其产生的原因 ,研分解决的相应对策。

20世纪 70年代 ,欧美等国越来越多的雇主意识到员工

需要获得职业足感 ,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机制 ,使得员工可以

在组织内部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 ,这就是职业生涯管理。在

女性进入职业角色时若有效地进行个人生涯管理 ,能够提高

女性对于工作情况的认识和自身能力的了解 ,从而避免就业

中的不利因素 ,实现个人的发展愿望。

激励是持续激发动机的心理过程 ,是推动人持续努力朝

着一定方向和水平从事某种活动的过程。激励的水平越高 ,

管理对象完成目标的努力程度越高 ,取得的工作效能也越

高 ,从工作中获得的满意度也越高 [ 1 ]。激励一直是管理工作

者与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将从激励理论用于

女性职业生涯管理的角度探讨改善女性就业现状行之有效

的方法

　　一　女性就业现状

1　职业女性人力资源退化

人力资源的退化是指人力资源水平的降低或者人力资

源的进化跟不上社会发展要求的速度 ,保持下降的趋势。它

具体表现为理念趋于保守化 ,知识趋于陈旧化 ,能力趋于不

适化。职业女性人力资源在这几方面低于原来的水平 ,或在

原地踏步 ,都是职业女性人力资源的退化的表现 ,它影响到

整个职业女性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影响到职业女性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 [ 2 ]。

2　女性就业边缘化

近年来 ,“就业边缘化 ”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女性就业

趋势。通常是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女

性越来越多 ,其职业层次、稳定性和福利保障越来越具有下

滑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核心职业 ,女

性往往处在边缘职业中 ;二是在边缘部门中 ,女性往往也只

能占据边缘职业 ;三是女性就业趋势总体朝着边缘化移动 ,

其中又包含三种形式 ,第一 ,由核心部门的边缘职业进入边

缘部门的边缘职业 ;第二 ,由边缘部门的核心职业进入边缘

部门的边缘职业 ;第三 ,由核心部门的边缘职业或边缘部门

的职业 ,直接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 [ 3 ]。

3　女性就业弱势

近年来 ,一些高学历女性 (女大学生、女研究生等 )找工

作处于弱势 ,有相当一部分在条件差、收入低的传统职业就

业。本文将在就业方面处于弱势的这类女性归于弱势群

体 [ 4 ]。

总的来说 ,尽管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但女性就业状

况呈下滑趋势。

　　二　原因分析

1　就业制度的缺陷

女性就业边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就业保障与

保护机制不完善。目前 ,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内产业结构调

整 ,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迅猛发展 ,这不仅为女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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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而且促使其就业形式向着灵活多样的

非正规就业转变 ,开创了女性就业的新局面。但必须认识

到 ,不论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中的生产女性 ,还是从

事社区服务或是自主就业的女性 ,她们往往都是作为廉价劳

动力与社会生产大量结合 ,从我国目前已经出台的包括《劳

动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关于

女性就业的法律保障体系来看 ,其规定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缺乏配套的监督惩罚制度等 [ 5 ]。

2　知识更新与培训上的落后

女性由于角色的二重性 (职业角色与家庭主妇角色 ) ,

使其在学习新知方面也表现出二重性。女性在学习时如果

不有意强化职业化学习 ,就很可能使自己学习的注意力转移

到家庭角色扮演上 ,对职业化能力学习比重减少 ,关注力降

低。另外 ,由于女性就业模式隐含非连续性的特点 ,在职业

培训方面 ,雇主往往不愿对女性人力资源进行技能培训和专

业培训投资 ,女性接受培训的机会少。

3　女性主体意识低下 ,就业动机不足

外界压力导致部分职业女性职业化理念退化。职业女

性在企业、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地位得到

明显的提升。但是随着职业女性的发展 ,来自外界的压力逐

渐增大 ,由于家庭、社会等因素对职业女性的影响 ,有不少职

业女性在工作竞争中不愿继续进步 ,职业化理念趋于保守 ,

主动放弃晋升的机会。这和社会角色期待 ,或角色偏见下的

女性自我认知和期待有关。社会角色的期待 ,通常会认为丈

夫是家庭的支柱 ,妻子参加工作不过是对家庭经济进行补贴

等 ,使雇主把女性当成廉价劳动力、辅助劳动力 ,且为雇主在

经济困难时首先解雇女性找到借口并使之合理化 ,另一方面

也影响了女性自我形象和对职业的选择及期望 ,认为外出工

作只是母亲和妻子职责在新形势下的延伸。为了照顾好家

庭 ,女性或者主动选择简单灵活、重复操作的工作 ,同时更容

易接受低工资的报酬 ,从而促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能与

男子平等竞争和处于一种边缘和隔离状态。

4　高才低用与学非所用

人力资源只有在适合它自身特点的位置上 ,才能发挥应

有的作用 ,并使人力资源水平得到提高。不恰当的人员配置

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更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退化。目前女

性在职业生涯过程中 ,存在严重的高才低用和学非所用现

象。中国人才市场存在较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女毕业生

为了实现就业的愿望 ,降格以求 ,高能低就 ,甚至是为了有一

份工作而进入和自己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领域 ,这必然不利

于人才自身的成长进步 ,导致女性人力资源的退化。另外 ,

在企业、组织中 ,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 ,在晋升人选时 ,常常

男性优先 ,职业女性提升受到一定的阻碍 ,产生“玻璃天花

板 ”效应 ,使她们不能在更高更适合自己的平台上展示才能 ,

造成人力资源水平退化。女性晋升提薪的道路受阻 ,挫伤了

职业女性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源投入积极性 ,结果不进则退。

退化现象必然发生。

　　三　女性职业生涯管理

我们将职业生涯管理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1　如业生涯选择

职业生涯选择指的是劳动者依照自己的职业期望和兴

趣、凭借自身的能力挑选与自身素质和职业需求特征相符合

的职业的过程。在职业生涯选择过程中 ,女性自身是职业选

择的主体 ,具有择业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女性应加强主体意

识 ,避免社会角色期待以及性别刻板印象、职业刻板印象的

影响 ,从自身经验与能力出发 ,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同时 ,

女性在择业时会受到自身能力与兴趣的限制 ,各项职业对于

劳动者都有相应的要求 ,应避免选择个人难以胜任或对从业

人员有专门要求的职业。职业选择是一个职业女性与职业

岗位相互选择、相互适应的过程。

2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企业与员工共同制定 ,基于个人和企

业组织方面需要的个人发展目标与发展道路的活动。职业

生涯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 :职业选择、职业生涯目标的确立、

职业生涯路径的设计 ,还包括与人生目标及长期目标相配套

的职业生涯发展战略 ,与短期目标相配套的职业生涯发展策

略。职业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生涯目标 ,既是个人的需

要 ,也是企业的需要 ,应在此过程中把个人利益与企业组织

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3　职业生涯发展

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即是员工职业生涯发展 ,职业生涯

发展的本质是员工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职业生涯规划制

定好之后 ,员工要着手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实施职业生涯

设计。在此过程中 ,员工将沿着原来设计的发展通道 ,不断

地从一个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岗位 ,从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比

较高的层次 ,直至达到职业生涯目标。在这个过程中 ,伴随

着岗位和层次的变化 ,职业女性必须不断接受新岗位和层次

的挑战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此期间 ,职业女性要不断接

受企业培训和自我培训 ,避免知识更新与培训上的落后造成

的人力资源退化 ,进行生理、心理保健 ,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与绩效 [ 1 ]。

　　四　运用激励理论促进生涯测与发展

1　激励理论

充分调动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现代组织

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激励是持续激发动机的心理过程 ,是

推动人持续努力朝着一定方向和水平从事某种活动的过程。

激励的水平越高 ,管理对象完成目标的努力程度越高 ,取得

的工作效能也越高 ,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满意度也越高。激

励一直是管理工作者与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往关于激励的研究很多 ,在此我们主要运用我国学者

俞文钊在双因素理论基础上发展与修正的激励理论。他将

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区分为激励、保健和去激励因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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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励因素引起强或较强激励 ,在员工心理上引起满意

感 ;保健因素起较弱或弱激励作用 ,在员工心理上引起的是

没有不满意感 ;去激励因素引起员工的不满意感。在职业女

性生涯管理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如何通过激励因素使女性

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满意感 ,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2　激励因素对女性生涯管理的促进

俞文钊有关企业中的“激励 ”与“去激励 ”因素的研究对

调动中国企业员工积极性的众多方面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提

炼 ,提出六个激励因素 ,我们将从这六个方面分析如何在女

性生涯管理中促进激励因素的作用。

(1)公平与发展

在女性职业生涯管理的三个环节中 ,公平与发展是首要

的激励因素。“公平 ”的含义包括了员工对自己在工作中所

做的付出和所得到的报酬之间进行比较时感觉到的公平、对

自己的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时感觉到的公平 ,以及对自己与

他人进行比较时感觉到的公平。对于职业女性而言 ,首先应

加强女性就业保障与保护机制 ,避免女性就业中的高才低用

与学非所用现象 ;其次 ,应使女性与男性工作人员处于平等

竞争的大环境中 ,获得充分施展能力的空间 ,打破“玻璃天花

板 ”效应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女性自身的公平意识 ,学会分析

自身能力与价值 ,在职业生涯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发展 ”的涵义包括个人能力的发展、地位的提高 ,以及

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前途和发展。发展的前提是公

平 ,在公平的环境中应鼓励女性追求个人能力的最大化发

展 ,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只有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才能在工

作中谋求发展 ,特别是当今社会发展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更

应当充分掌握科学知识 ,多方面学习各种技能。用人单位应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女性职员进行职业培训 ,尤其是对

于那些处于知识更新速度快的高新技术行业 ,应该保证一定

比例的女性职员得到继续学习和进修的机会。

(2)认可

认可因素包括领导对员工意见的重视 ,对员工工作成绩

的肯定和赞扬 ,同事和家人对员工的尊重 ,员工在企业和社

会中地位的提高 ,在工作中能力的充分发挥 ,以及员工从所

得工作报酬中体会到的一种对自己工作成绩和价值的承认

等。

认可因素对女性有着相较男性更为重要的作用。女性

更为感性 ,更注重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认可与肯定。来自外在

的认可与肯定可以激发女性的主体意识 ,增强自信 ,对工作

有更强的胜任感。实施认可因素的激励作用 ,应建立完善的

奖励机制 ,赏罚分明 ,确保女性在工作中的价值得到肯定 ,从

而为其树立自信 ,使职业女性产生正确的、积极的自我评价 ,

有效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3)工作条件与酬报

良好的工作条件无疑对激发女性的动作潜能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工作条件 ”包括了工作任务的强度和难度与个

人能力相适应 ,工作环境安全舒适 ,工作内容富有吸引力 ,工

作中良好的分工、协作及严格的规范等 ;“酬报 ”则既包括了

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物质报酬 ,也包括了工作中才能的发

挥、领导和同事的赏识、员工个人地位的提高等精神酬报。

政府在出台有关薪酬制度的决策时 ,应逐渐形成从性别差异

角度考虑和分析对妇女发展造成何种影响的自觉意识。同

时政府的政策制订 ,需要修正、调整中性倾向 ,把性别意识纳

入政府决策主流 ,适当向女性倾斜 ,强调差别照顾与保护。

有意识地为女性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与薪酬保障。各级政

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分性别就业统计和工资收入统计制度 ,

在招收、录用、职位晋升中率先垂范 ,充分保护女性劳动权

益。

(4)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作为激励因素 ,既是指工作中亲密的同事关

系 ,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也是指工作之外良好的家庭及邻里

关系。对于职业女性来说 ,人际关系因素突出表现在处理家

庭与工作的关系上。职业女性的社会角色具有二重性 ,既要

扮演好职业角色又要扮演好家庭主妇角色 ,而困扰女性一生

的问题是家庭主妇角色与职业女性角色的冲突 ,这种冲突加

剧了女性职业开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女性只有认识到这种

冲突 ,并进行相应的自我调适 ,才能正确面对家庭和工作之

间的矛盾。企业或组织可采取弹性策略和支持策略帮助职

业女性解决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弹性策略主要是指组织为

了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 ,及其他非工作活动而采取的一种扩

大女性工作自主性、灵活性 ,增强女性控制力的一种激励政

策。支持策略是指组织为了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而采取旨

在帮助职业女性克服困难、顺利完成生活和家庭职责的措

施 ,职业女性自身也可以通过努力来减少工作与家庭的冲

突 ,使二者尽量平衡。

(5)责任

要打破传统观念中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偏见 ,让职业女

性在工作中承担相应的责任。激励理论中责任因素指员工

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为职业女性调动自己的

能力和精力去更好地完成工作提供了动力。责任因素和认

可因素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 ,让职业女性在工作中承

担一定的责任 ,也是对其能力和价值的一种认可。女性自觉

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要增强其主体意识。职业女性主体意识

能够使职业女性自觉意识并履行自己的社会使命、社会责

任、人生义务 ,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 ,并以独特的方式参

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 ,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的意

识。随着职业女性主体意识的升华和社会的进步 ,职业女性

逐步摆脱角色冲突的压力 ,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 ,勇于承担

责任并从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6)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在六个激励因素中是作用最弱的两个 ,它是指

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同时也

是女性职业生涯过程中的基本需要。

职业女性在企业、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女性人力资源水平的退化、边缘化以及就业弱势现象必

然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无论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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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还是职业女性自身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现象 ,并采取积极

的应对措施 ,促进职业女性自身以及企业、社会的共同发展

与进步。企业可以利用激励理论指导下的生涯管理 ,帮助职

业女性进行职业生涯的选择、规划与发展 ,使职业女性了解

个人发展规划 ,明确自身发展方向 ,使职业女性学习有目的 ,

能力培养有重点。具体在为女性做职业生涯管理时 ,企业应

了解女性个人自我发展规划 ,寻找其与企业理念目标的最佳

切入点 ,同时以职业女性的业绩和所具有的潜力为基础系统

地帮助职业女性有步骤、有计划、分阶段地辅助以培训进修、

轮岗锻炼、工作加压等手段进行自我提高。职业女性有了自

己明确的发展目标以后 ,就能以此激发自身的发展动力 ,朝

着目标不断前进 ,使女性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与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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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ncourag ing Theory accelera te Fema le’s O ccupa tion Career Superv ise

YANG Shuang, ZHA I Ya2qi, YU Hai2bin

( Education and Science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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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er woman p 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orporation and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woman in our country have already been obviously in inferior position. Female’s human resource have in degra2
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position. It would influence Career woman exerting their ability. To chage woman’s dis2
advantages in the labor market, we should thinking from woman herself to exp lore the female’s occupation career

supervise. U sing the encouraging theory in Career woman’s career select, career p lan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o

make them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ability, valu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n imp rove the female’s emp loy2
ment ac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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