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研究 07/2014
11

Te Bie Qi Hua
特别企划

人类借助语言和符号体现出人类思想，同样也塑

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在信息社会，网络语言成

为当代社会文化以及亚文化的缩影和注解。随着当代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女性身上的标签琳琅满目，更新

换代的速度日新月异。2013年，“女汉子”横空出世，
作为外表貌美、内心强大的女性形象代名词迅速在网

络上以及现实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对于

这一新的女性标签，网上主流的解释是“行为举止不

拘小节、性格开朗直爽、心态乐观、能扛起责任，在

生活中比较有气场；工作中果断、冷静，逻辑非常清

楚，跟男人一样地战斗，甚至气场盖过男人，但在生

活中能将工作中的一面收放自如。女汉子不是行为举

止上的不得体，不注重场合或者中性打扮，而是形容

那些性格‘纯爷们’的姑娘”［1］。

理论研究表明，女性的社会角色来源于女性的社会

生活，反映了社会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个体话语等的

相互冲突和融合。“女汉子”在青年女性中风行并获得

频繁地使用，有值得肯定的精神和特质，但是也潜在地

隐含着一些风险，需要青年女性合理的认知与调试。

一、谁是“女汉子”—
“女汉子”的符号意义

不管人们是否认同“女汉子”这一新群体的价值

摘　要：网络语言“女汉子”快速走红。这一新的女性形象符号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

会基础，反映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个体话语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透视出当

代青年女性的角色认同。然而，“女汉子”群体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青年女性

应合理地认知自身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社会政策也应该为女性和家庭提供支持，

以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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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汉子”的符号意义解析

□ 孙艳艳

—当代青年女性的角色认同与社会基础

文化和行为模式，这一新的网络词汇颠覆了传统文化

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1.“女汉子”的概念辨析

“汉子”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成年男人”。中

国传统文化里，常常用“汉子”来界定男性气质，如

男性的阳刚、坚毅、果敢等，是对男性的一种心理、

文化上的认同标准。“女汉子”这一称谓，对“汉子”

这一词汇的传统意义进行了颠覆，不仅改变了“汉子”

这一词汇所指代的性别群体，而且改变了传统对女性

的一些指称所赋予的社会角色含义。

在 网 络 上， 许 多 人 对 女 性 的 英 文 单 词

“woman”“female”进行了创造性地解构。例如，有
人很形象地把女汉子的英文名字称为“wo-man”，虽
然外表上还是和 woman（女性）没有区别，但是一条
横杠把 wo和 man隔开了，由此说明她也具备 man（男
性）的特点；还有人把“female”拆成“fe”和“male”
（即“铁”的简称和“男人”），指有着钢铁般坚韧的

男人［2］。从词义上来看，“女汉子”首先强调的是女

性，然后是汉子，实际上表达的是“像男人一样的女

人”，但是又强调“不同于男人的女人”。女汉子这个

新的网络用语与“女孩子”、“女强人”以及“铁姑娘”

等词语有很大的不同。

通常，对青年女性的称谓有很多种，比较普遍的

是“女孩子”。传统文化中为“女孩子”赋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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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娇柔妩媚的，往往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弱者形象，

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言：“脆弱啊，你

的名字就是女人！”女孩子往往心思细密、敏感多情，

依赖他人并且以他人为中心。“女汉子”相对“女孩子”，

透露出的形象更独立、更自我，打破了人们对女性的

常规化思维。

“女汉子”的概念也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女强人”

形象。“女强人”特指那些在事业中有所抱负、永不

服输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女性。“女强人”的形象

往往会给男性一种强大的压迫感。相对于“女强人”

的概念，“女汉子”没有忽视或者轻视男性之意，更

加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等。

“女汉子”与“铁姑娘”都十分凝练地反映了女

性中性化、女性豪杰等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这

两个词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铁姑娘”是 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女性实现男

女平等过程中去性别化的产物，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

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规范。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中

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等口号下，女性被

定型与男性相似的着装、从事相似的劳动，甚至无视

性别差异对性别平等追求形式化，结果导致了女性和

男性在结果上的不平等，甚至伤害了女性的健康［3］。

而“女汉子”虽然强调男性化的特征和品质，但是仍

然强调女性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外貌上。

2.“女汉子”蕴含的时代精神

现代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

以及文化的发展。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礼俗社会”

与“法理社会”来描述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

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依赖社会习俗和规范来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分工和

角色分化越来越复杂，人的行为更多是受到规章和制

度的制约。尤其是进入到文化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

价值多元化也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和自决能

力，使得青年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加多元化。总的来说，

“女汉子”这一网络词汇透露出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

神和品质。

（1）独立自强

传统社会中，女性主要承担家庭角色，社会中通

行“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确立了男性在公

共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将女性排除在社会公共事

务之外，女性主要在私领域内扮演角色，在经济上、

心理上对男性有很强的依附性。

现代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

生活中，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增加。“女汉子”跳

出了传统的角色框架，她们大都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敢于在生活与事业中不断创新和迎接挑战，甚至一些

人在事业上独占鳌头，比起男性也毫不逊色，在经济

上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除了在经济上的独立之外，

女汉子们在生活中养成了万事不求人的生活模式，例

如：瓶盖拧不开，会较劲但不求助；外出旅游行李自

己扛；能自己换饮水机水桶等等［4］。这些女性形象

与传统女性角色有很大的差异，女性从依附性地位中

得以解脱，对小鸟依人的女性形象嗤之以鼻。

（2）自由自主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分解

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方面，“本我”

属于个人的潜意识，是感情和驱动力的来源；“自我”

是意识本身，其目的在于满足个体的需要，同时也满

足社会交往的需要；“超我”包含着秩序和社会规定。

“自我”努力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和

对立，但若调节不当，则会导致各种人格问题。

中国传统女性在“超我”与“本我”的平衡中，

面临更大的挑战。传统社会为女性的行为设置了种种条

件和规划，将对女性的价值评判交给占社会主导的男

性文化，严重压抑了女性自身的需求。例如，中国传

统文化中认为“女为悦己者容”，容貌作为女性生存的

一部分，成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也

是女性达成婚姻幸福和美满的重要条件。女性在这种

社会文化的束缚下，不得不压抑自己、曲意承欢、委

曲求全，刻意地讨好男性，甚至使自己的人格发生扭曲。

“女汉子”实现了对女性主体传统社会角色的消

解，传统强加于女性角色的束缚开始弱化，女性所具

备的意义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体现了现代青

年女性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她们能诚实地倾听和

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欲望，大胆选择自己想要的生

活方式，开心快乐地享受生命的乐趣。“她们在家时

可以经常不洗脸、不梳头，有异性在场点餐也可以点

大份，看不惯发嗲的女生、觉得矫情等等”［5］。在这

些标准下，一个自由率性、回归本真的女性形象呼之

欲出，反映了现代女性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表达。

（3）自信乐观

“女汉子”勇于挑战社会世俗，源自于内心的自信。

她们不一定都拥有闭月羞花的容貌，但是却常常让人

觉得很有魅力。她们大都能乐观地接纳自己、欣赏自

己，很少进理发店、美甲店、美容院，却也能在任何

场合中衣着得体、落落大方；工作时能独当一面，休

闲时亦能打大型的网络游戏；面对工作生活中的种种

不容易，女汉子们大都不甘示弱，勇于面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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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事业和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她们能够自然地拥

抱和欣赏生活所赋予的任何东西，不陷入世俗的漩涡

中，即使身处逆境也顽强、乐观地化解困难。

二、“女汉子”是怎样炼成的—
“女汉子”形成的社会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性别这一概

念不仅仅是反映了男女两性性别的差异，更是一种社

会建构的产物。“女汉子”这一群体的形成，亦是现

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反映。

1. 社会结构的变迁

全球化正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不

管我们是否知道或是否愿意，都早已是世界关联中的

行动者和反映者，或许不光是经济，而是人生变得全

球化了”［7］。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等时代特征与

全球化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意

识形态，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变革了传统的生存方式和互动方式。

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

等建立起来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社会

学创始人迪尔凯姆看来，女性是自然的产物，她们只

是生儿育女，更多地属于自然因素的生理有机体，在

社会化和文化生活中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不需要

进行社会的整合［8］。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到

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知
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以知识的获取、转化、应用

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女性的智慧、思维结构以及在规

范操作和运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女性在各个领域

得以大显身手。同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断发生

变化，社会的公共空间不断增加，个人自由的高度发

展，个人的价值和需求被逐渐予以强化，传统文化对

女性“大一统”的角色定位在今天不断受到挑战。女

性为了摆脱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也试图利用符号化、

象征化的表征来定义新的互动模式。

2. 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提高

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女

性和男性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所属的社

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其中，教育和职业成为社会流

动的主要形式。

建国之后，经过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

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女

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的速度非常突出。例如，

中国高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在 1980年为 23.6%，

1995年为 35.4%，2004年为 45.7%［9］。2007年，新入
学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生，达到 52.9%。2012年，接
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女性的比例为 51.21%［10］。教育
不仅使女性的视野和思维更加开阔，而且提升了女性

自身的能力，有助于形成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和

行为。更重要的是，教育过程中的“隐性课程”使竞争、

成就动机、独立等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重要品质。同时，

中国女性的就业规模也在增加，逐渐地成为经济生产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活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已经

达到 44.8%［11］。中国女性参政、从政的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各级政府中的女干部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女性

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传统上认为是属于男性的领域。

女性社会参与的提高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国家

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重视增加了女童接受基础教育的

机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等等。从

性别的角度来看，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是其中重要的

一个影响因素。

3. 男性特质被凸显

1964年，心理学者罗西（Rossi）提出了“双性化”
的概念，即个体同时具有传统的男性和女性所具有的

人格特质。随后，桑德拉 ·贝姆（Sandra Bem）提出
了双性化理论模型假设，并制定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把人的性别角色类型划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

未分化四种类型［12］。双性化理论认为，双性化的人

格特质并不是两性角色的混乱或者错位，而是一种综

合的人格特质。双性化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较少

的心理疾病以及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经济的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凸显了一些与男性

相关的价值的重要性，人们对于女性所赋予的角色期

望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传统的女性角色在现代社会

的价值体系中不断受到了挑战。中国传统性别角色模

式强调女性温柔、贤惠、顺从、柔弱、依赖、富有爱

心等品质，相应地，男性则被赋予独立、坚强、自信、

理智、果断、成就动机等品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

些男性的特质（例如理智、坚强、独立等）与市场经

济中的成功和成就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双性化的人

格理论在学校教育和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受到普遍认同。

原来属于男性的一些人格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

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媒介中关于理想女性角色的讨论，

这为“女汉子”的产生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现实土壤。

4. 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变

在“女主内、男主外”等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下，

传统社会中儿童被明确地划分为“男童”和“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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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的群体。男孩在刚出生时，便被寄予厚望以

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成为一个家庭能否得以延续和

兴旺的重要特征，而女孩往往被视为家庭的负担。这

种性别观念也造成了对男孩和女孩不同的养育方式。

在古代，男童到 10岁左右便要上学，而女孩则要开
始学习女红。即使在现代社会，各种育儿资料所渲染

的“穷养儿、富养女”，强调对男孩子的磨炼和独立意

识的培养，反映出男孩和女孩在社会地位、未来期望、

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培养能够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的具有创造性的、独立的、能够自我管理

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传

统的儿童养育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在巨大的社

会压力面前，女性和男性处于同一竞争的环境中，很

多家庭在女孩的培养中，也强调竞争、独立等，越来

越倾向于传统文化中所认为的男孩教养方式。与此同

时，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男孩危机”，指

出男孩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

适应等方面比起女孩更容易处于不利地位［13］。还有一些

成年男性由于从小被父母保护过度，男性特质表现得不

够充分，在两性互动的过程中也容易塑造出“女汉子”。

5. 大众传媒的形象塑造

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的反映者和传播者。在消费

主义这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一些娱乐节目为了吸

引观众，纷纷制造各种亮点；一些新闻报道也开始出

现了娱乐化倾向，过分强调新闻中的趣味性与娱乐性。

伴随“女汉子”的风靡，许多女明星标榜自己是“女汉子”，

例如范冰冰将自己定义为“豪门”、“范爷”。明星的追捧，

为“女汉子”这一符号增加了魅力。经过媒体的大肆

宣传和渲染之后，成为众多青年女性争相模仿的对象。

此外，一大批以“女汉子”形象为主题的影视剧收视

率飙升，《抹布女也有春天》、《辣妈正传》等电视剧的

播出，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直爽、率真、坚强、自我

的女汉子形象，受到青年女性的追捧。明星、偶像对

于青年女性的角色认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女汉子”的春天？—
“女汉子”的困境和出路

尽管“女汉子”这个词具有现代社会女性的正向

形象，但是否这就意味着“女汉子”的春天来临了？

事实上，仔细考量这一网络语言和意义，“女汉子”

这一符号的风行也有一些风险，甚至一些以“女汉子”

自居的青年女性在现实社会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青

年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角色认同中，也应该对此有清醒

的认知和调试。

1. 男性特质的优势地位被强化

不可否认的是，“女汉子”这一网络语言通过强

调女性的男性特质和男性形象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获

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实际上还是带有很强的男性主

导和父权文化的色彩。“女汉子”们通过强调自己的

汉子特质和汉子形象，在社会上获得认同和尊重，无

形中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只有男性的“汉子”特质才

能带来社会生活的成功和价值。

实际上，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女性解放并非像西

方社会一样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中国女性的解放

源自建国之后的社会革命，国家解放女性的一个直接

结果，就是把女性在行为和观念上对男性的依赖和认

同直接转向对社会 /国家的依赖和认同［14］。在这样一种
社会背景下，女性作为主体的自觉、自主意识并没有真

正地被体现出来，“女汉子”这一符号看似是对女性平

等的一种诉求，实际上仍然未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

2. 青年女性的角色紧张

并不是所有的“女汉子”都最终面临择偶难的

困境，然而择偶难的大龄单身女性中，“女汉子”的

比例相对较大。2013年 11月 2日，婚恋交友运营平
台世纪佳缘的调查发现，“女汉子”脱光难，最易沦

为大龄单身女［1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一方面，女性的独立、自强减少

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使得女性在择偶过程中能够对

心灵的沟通、精神的交流有更多的坚持，而不必委曲

求全；另一面，还有一些男性受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

不能容忍女性的成就高过自己。

由于传统文化对男性的成功更多定位于公共领域，

因此很少有男性为女性的成功分担更多的家庭角色。对

于已经成家的“女汉子”们，大都面临着家庭角色和

工作角色的双重要求所产生的角色紧张。一方面要在

工作中披荆斩棘，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满足社会对于女

性家庭角色的传统期待。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越来

越多，但是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减少，

“贤妻良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性形象为现

代女性增加了更多要求。这种现代性和自主性以及传

统角色模式为很多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即使性别

平等意识已经被普遍认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

女性，要在独立地追求事业发展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

角色之间获得平衡，也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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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表明，女性角色变迁带来的自主性提高和角

色紧张，使离婚率提高；部分女性失业的成功是以对

家庭角色的放弃为代价；甚至导致家庭暴力的增加［16］。

3. 一部分青年女性的角色失范

近几年来，青年女性（尤其是青春期女性）的暴

力事件频繁在媒体曝光，类似事件都有一个共性，即

青少年女性用极端的暴力手段侮辱、殴打甚至虐待其

他同学。这种暴力施暴者的形象与对女性慈爱、温柔的

角色预期相差甚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对于青春期的女性而言，如果不能合理地认知“女

汉子”的角色认同，可能会带来一些角色认同上的失

范。例如，一些女生通过表现男性特质来获得心理认

同和满足，甚至通过暴力行为来获得社会认同，实际

上是对“女汉子”的误读盲从。青春期的女性如果对

性别角色缺乏正确的定位，在成人之后很可能面临着

性别角色认同危机甚至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性别是组

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保持性别差异有利于整合社会，

至少在传统社会中如此。性别形成了一套相互补充的

角色，将男性与女性连接到家庭单元中，给每个角色

赋予重要的责任。男性所具备的品质，如理性、竞争性、

自信等，更多具有工具性品质特征；而女性更注重感情、

更为敏感等特征则具有更多的表意性。这些特质都是

家庭与社会运行所不可缺少的。总之，性别从结构与

道德上整合社会［17］。当然，结构功能主义对性别分工

的讨论颇受争议，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别分工只

是强化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使女性更加依赖男

性。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将女性角色与社会结构与社会

整合联系起来，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女性也应

该意识到，女性品质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优势同样不可替

代。例如，女性的耐心、平和、细腻等品质，往往使女

性在工作中更为务实、稳妥；女性的敏感、感情丰富等

特性，更容易使女性胜任团队沟通和管理等工作。

因此，一种健康的性别文化不应该仅仅赞同男性

所具有的“汉子”特征—似乎只有具备了这些男性

品质，女性才能获得成功和认可，更重要的是建立一

种真正尊重女性、接纳女性的性别角色文化。这样的

一种文化尊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重视个体的价

值和女性的选择自由。在这样的文化中，女性可以自

由选择成为职业女性或者家庭妇女，并且每一种选择

的价值都能被他人认可，彻底摆脱在自我意识形成以

及自我生存过程中的男权意识。社会制度和政策也应

该为女性和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女性能够在工作

与家庭之间达成平衡。从女性自身而言，接纳和认同

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性别角色也是十分重要的。

“女汉子”的出现，并不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而

是中国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是社会结构发

展与转型的缩影。作为青年女性，在认识和使用这一

符号时，可以借鉴这一符号中所折射的独立、自主等

时代价值，但是也应避免因为对这一符号的错误解读

而陷入角色紧张、角色失范等困境。■

孙艳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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