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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1 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加入到企業管理的團隊中來，與此同時，

她們也不能不面對世俗社會投來的疑慮和不信任的目光。在中國世俗的眼中女性

和企業家是兩種相距甚遠的角色：一個主內，一個主外；一個以陰柔見長，一個

以陽剛取勝。對於女性的這一刻板看法在中國根深蒂固，這就為中國的女企業家

設置了一道修辭難題：她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將決定於她們如何有效地協調這

兩種角色或身份的衝突。 

本研究認為“柔性管理修辭”是認識當代中國女企業家的公共形象策略的關

鍵。這種修辭構建出的柔性管理者形象既符合了社會對女性“陰柔”的要求，又能

適應中國文化下企業的管理需求。為了深入分析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研

究選擇了 20 段由公眾媒體播出的女企業家訪談錄影，以此作為分析女企業家塑

造公共形象的代表性文本。本研究以肯尼斯伯克的戲劇五元理論為基礎，圍繞企

業發展、員工管理與角色定位三個敘事主題展開細緻的修辭分析，展現了女企業

家通過修辭構建柔性管理者形象的過程。 

研究提出，中國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體系包含三類修辭構建技巧：第一

類是女企業家直接表明自己女性和企業家的雙重身份；第二類是女企業家做出符

合“柔性管理”哲學規範的話語行為；第三類是女企業家用柔性化的方式來表達管

理話語。除此之外，本研究在戲劇五元理論“對子”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雙對子”

和“對立”兩種新結構，探討了敘事主題與特定對子的搭配可能產生的更廣泛的修

辭意義，豐富了應用戲劇五元理論分析中文修辭時的方法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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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re and more women step into companies’ management level, they have to 

face the question and doubt from society. From a mundane viewpoint in Chinese 

society, “females” and “entrepreneurs” are two different and even conflict roles: 

females are supposed to be in charge of domestic chores, and should be gentle; 

while entrepreneurs are working in society, and should be decisive. Such stereotype 

results in a tough problem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 from the rhetorical perspective: 

their public images depend on how they can efficiently coordinate the conflicts in 

the mentioned two rol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rhetoric of soft management” can be a key concept to 

learn the strategy that female entrepreneurs apply in managing their public images, 

which not only meet the 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on women, but also fit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To analyze the “rhetoric of soft management”, this study 

selects 20 talk shows, in which Chinese female entrepreneurs are interviewed on 

famous public media, and they are representatives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female entrepreneurs’ public images. Kenneth Burke's "dramatistic pentad" is 

adopted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analyzing the three narrative theme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mployee management” and “role orientation”.  

This study presents three kinds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technics that Chinese 

female entrepreneurs adopted: firstly, directly show their identities as both female 

and entrepreneurs; secondly, their discourse behavior conforms the rule of “soft 

management"; lastly, use flexible tones to express their management discourse.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mak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ramatistic pantad” 

when using it in analyzing Chinese rhetoric. The study proposes two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ive rhetorical elements in dramatistic pantad: 

“double-ratio” and “reverse-ratio”.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wider rhe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rrative themes and specific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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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問題與概念探討 

一、中國女企業家面臨的雙重困境 

1999 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將非公有制經濟提升到與公有制經濟同

等重要的地位，制度環境開始鼓勵創業行為。自此，中國的女企業家開始大

量湧現，大批女企業家參與到了創業及企業核心管理的經濟活動中來（李雪

靈等，2011）。《2007 中國女企業家發展報告》指出，中國女企業家隊伍正

在快速成長，女性創業處於高峰期。中國女企業家 80%年齡在 31 至 50 歲之

間，占企業家總數的 20%。女企業家管理的企業主要分佈于第二、三產業1，

其中 43.1%的企業註冊資金在 1000 萬元以上。女企業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較高，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 73%，高出男企業家 9 個百分點。女企業家

管理的企業普遍效益良好，虧損企業的比例僅占 2%，這一特點到 2017 年依

舊顯著。2017 年中國女企業家協會（李蘭等）所做的調查顯示，女企業家管

理的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約為 20.95%，遠好于男企業家的 10.18%。女企業

家就職的主要方式也從 1994 年的“主管部門任命”（50%）變為 2017 年的“自

                                                      

1《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1)對我國產業劃分標準：第一產業是指農、林、

牧、漁業(不含農、林、牧、漁服務業)；第二產業是指採礦業(不含開採輔助活動)，製造業(不

含金屬製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第三產

業即服務業，是指除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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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創業”（67%）。《2007 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報告》還指出，在 42 個被調查國

家中，中國女性的創業活躍指數全球排名第六，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中國

的女企業家作為中國新時代女性的一個代表性群體，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

注。隨著女企業家在社會中不斷湧現，這些女性逐漸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贏得

了可以抗衡男企業家的地位。 

儘管如此，女企業家仍面臨男企業家所不曾經歷過的問題。依照性別、

階級、地位、文化等分類，每個人都扮演著多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吳貴明，

2004）。社會角色是一種社會地位，但也包含社會對於任何擁有這種地位的

人的態度、價值和行為期待（Linton，1936）。社會對不同社會角色的角色期

待是不同的。女企業家需要同時扮演兩種社會角色：性別角色（女性）與職

業角色（企業家）。這兩種不同角色的角色期待差別較大，當女企業家面對這

兩種近似矛盾的態度、價值和行為期待時，便會產生角色衝突（彭麗麗，2017）。

男企業家也同樣具有雙重角色，然而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待與對企業家的角

色期待相似，因而幾乎不存在雙重角色間的衝突（吳貴明，2004）。女企業

家所面臨的認同問題正是來源於她們的性別角色與職業角色之間的衝突（楊

熊裔，2011）。 

一方面，社會所期待的女性好像是要依附于男人的（姜秀蘭、王淑玲，

1999），是溫柔的、被動的、行動效率不高的（楊熊裔，2011），是重視家庭

生活與情感付出的（吳貴明，2004）。中國傳統的女性形象在社會調查中被

局限為家庭中的賢妻良母的形象（易銀珍、蔣璟萍等，2006），她們是“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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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我的、客體的、非邏輯性的、陰柔的、無序的、服從的、被掠奪性的”

（零點調查集團，2001，P1）。傳統的《易經》坤卦中也有相關表述，女性

要符合陰性的、安靜的、柔順的行為規範。另一方面，社會對企業家的角色

期待是具有創新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有較強的責任心、使命感的，有優秀的

決策、組織能力的（胡秀錦，2003；熊莉莉，2000）等。所有這些在傳統的

陰陽性別劃分中，都歸屬于男性的陽剛氣質（閔家胤，1995）。杭州大學的

吳諒諒（1994）所從事的角色期望測定顯示，人們所期望的領導者角色都表

現出強烈的男性特徵。 

兩種角色期待的不匹配，經媒體和輿論的進一步放大甚至誤導（史清琪，

2005；李秀娟，2012），使得女企業家在社會評價體系中面臨這樣一個“雙重

困境”：要麼保持女性氣質，但管理和職業能力不受信任；要麼展現成功的企

業家氣質，卻因不符合人們對女性的傳統期待而被抵制。一方面在企業管理

層面，她們因性別而被質疑管理能力是否過關；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文化層面，

因不夠“女性化”而被抵制和汙名。儘管社會性別分工已逐漸模糊化，但我們

的觀念和意識仍未擺脫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單一的評判標準（駱曉龍，

2007）。企業管理層面，當出現女性管理者時，社會自然會將女企業家的管

理行為與男性標準相比較，進而低估和質疑那些不符合預期的行為特徵（劉

利群，2002）。這種評價方式引發了多種對女性管理者的偏見甚至歧視：一

是對潛在領導者進行選擇時，對女性要求更為嚴格（姜秀蘭、王淑玲，1999）；

二是對女性實際領導行為的評價低於男性（康宛竹，2012）；三是影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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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對自身的判斷和價值解讀（楊熊裔，2011）。社會文化層面，當女性

管理者壓抑女性氣質而展露企業家氣質時，由於她們的實際行為與社會對女

性的角色期待差別較大，會形成“反性別刻板印象”（吳貴明，2004）。社會輿

論往往會竭力抵制這些反性別刻板印象者的成功，這種抵制效應依舊會對女

性管理者產生負面影響（康宛竹，2012）。人們給這些女性以“悍婦”、“母老

虎”、“刁婆”等汙名（劉晅，2006），以維護原有的性別分工。實驗性調查也

顯示，對於同樣背景經歷的成功人士，女性所獲得的評價與喜愛遠低於男性

（劉小平等，2015）。出色的女性自己也不喜歡收穫“女強人”這樣語氣中帶有

明褒暗貶暗示的稱號（劉娟，2007）。 

在這種背景之下，不斷湧現的女企業家們如何協調性別與職業角色衝突

所帶來的雙重困境，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針對這樣的困境，過往的研究多

傾向於從外在的社會價值觀、社會規範、組織環境或角色教育等層面，來探

討女企業家職業環境的改善（蔣萊，2011）。很少有研究從女企業家自身角

度入手，探討她們如何能在現有的社會觀念之下，主動地贏取人們的認可，

改變自我的社會形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女企業家已經走進公眾視野，以

女性和企業管理者的雙重形象，改變著人們對女企業家的偏見。女企業家都

希望塑造自身良好的公眾形象，也重視自身形象對外界的影響（郭丕典、單

藝斌，1998）。眾多的女企業家開始出自傳、參加節目、親自為企業做廣告

代言等。女企業家對社會上一些人的誤解或曲解積極回應，甚至加以利用，

以便發出自己的聲音（李蓉蓉，2014）。種種的努力有助於促使公眾改變對



          

5 

 

企業家這一傳統男性職業的認識。女企業家們不再被動承受社會觀念的壓力，

她們反而有意或無意地試圖扭轉這一偏見。面對現有的社會期待和話語環境，

女企業家們如何在公眾面前主動展示自己，如何突破“雙重困境”，是值得學

界關注和深入瞭解的。 

二、柔性管理：一種修辭策略 

（一）女企業家與柔性管理 

目前，國內暫無學者從中國女企業家的視角入手，探討她們如何回應自

身所面對的社會期待與話語環境。現有研究更多地以實證的方式，分析女企

業家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的環境、行為及其特點。下面首先回顧這部分的實證

研究文獻，從中尋找本研究的切入點。 

學界對於女企業家及女性管理者的研究關注，主要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據 Brush（1992）統計，1977—1991 年，共有 57 篇關於女企業家的文章發

表於全球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家雜誌上。最初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男女企業家

在行業選擇上的差異。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學者逐漸認可一種女性領導

風格的學說（Helgesen，1990；Aburdene & Naisbitt，1992；Klenke，1996；

Robbins，1996 等）。早期研究顯示，女性領導比較傾向于運用民主與參與

型的領導風格，比較注重關係與溝通在領導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較男領導更

能接受變革等。 

國內對於女企業家群體的學術研究大多始于本世紀初。研究主要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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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女性領導風格的特點及優劣、男女領導風格的差異，以及造成差異的可

能因素等，研究方法主要是問卷調查、訪問和數據統計（龐慶華、李銘珍，

2017）。現有的實證研究首先肯定了中國女企業家擁有一些不同于男企業家

的獨特管理風格。最早進行實證研究的忻依婭、梁巧轉（2004）在對 65 個

企業的員工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女企業家相比男性同行，更加注重個人關

係、強調良好的信息溝通以及重視魅力管理。過往研究也肯定了女企業家的

管理風格能夠勝任企業管理要求。《中國企業家》雜誌（胡媛，2004）的調

查顯示，被調查者中 88.89%的男性和 83.33%的女性認為，女性在管理中應

保持女性特徵。任頲、王崢（2010）對 567 家上市企業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

女性風格的管理者進入領導層後，能有效增加企業績效。王旭、鄧勝梁（2011）

指出，中國女企業家的觀念和行為除了符合基本的管理規律，其實還符合中

國人的價值觀，包括包容和合作所反映出的融合(integration)，堅韌和節儉所

折射出的儒家能動論(confucian dynamism)，關愛和誠信所展現出的仁愛

(human heartedness)以及中庸和謹慎所遵循的道義準則(moral discipline)。 

現有實證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女企業家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如何在保持

女性特色的同時，扮演好合格的企業管理者的角色。雖然，女企業家們出色

的職場表現已開始改變傳統社會對女企業家的偏見和固有期待，但正如本章

第一節的討論所顯示，“中國女企業家可以一邊保持女性特色，一邊勝任企業

管理者”的看法在大眾觀念中並未得到廣泛認可，中國女企業家依舊要面對社

會期待中的“雙重困境”。女企業家如何應對這種既有的“雙重困境”，仍值得做



          

7 

 

更深層次的研究和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關於中國女企業家管理風格的實證研究，都不約而

同地提到柔性管理的概念。一些研究更是直接把中國女企業家獨特的管理風

格定性為柔性管理（賈品榮，2004；童兆穎，2004；李松林，2005；王麗

麗，2007；郭威、劉麗慧，2008；張麗璃，2011 等）。王琦（2014）甚至

認為，柔性管理就是女企業家隊伍壯大崛起的基礎之一。這些研究發現，中

國女企業家的管理風格具有柔性管理的特點，比如善於靈活規避風險、注重

溝通及人際關係、擁有良好的直覺判斷力、善於學習、採用民主授權式的決

策方式、重視社會責任及企業信譽等（陸燕，2006；王麗麗，2006；李福英，

2006；王麗麗，2007；梁燕冰、楊曉燕，2009；王琦，2014 等）。“柔性管

理”是目前實證研究中被廣泛提出的，能讓中國女企業家在企業管理的實際操

作中，平衡女性與企業家雙重角色的一種管理方式。這個概念也因此成為本

研究的一個出發點。本文認為，女企業家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時，“柔性管理”

可以成為一種幫助她們突破“雙重困境”的回應策略。 

（二）柔性管理修辭 

本研究關注的是，在現有的話語環境中，女企業家如何主動解決因性別

與職業的角色衝突所導致的“雙重困境”。大多數民眾對於女企業家的認識來

自於媒體傳播。社會對女企業家的期待、不理解乃至偏見，也主要來源於大

眾話語的傳播和討論。女企業家解決問題的主動性，體現在她們通過媒體與

大眾進行交流的過程之中。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針對女企業家在公



          

8 

 

共媒體上發表的言論。女企業家的這些話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對於

她們的期待，或扭轉社會對於她們的偏見。修辭是“人使用語言形成態度或導

致他人採取行動”（Burke，1969，P41）。女企業家的這些話語，本質上就是

一種修辭。然而回顧過往研究，並沒有針對中國女企業家的話語特點的分析。

學界有必要探尋女企業家如何使用話語來影響社會對她們的認識。針對這一

缺失，我們有必要使用修辭分析的方法來細緻分析女企業家的公共話語。作

為一種質化研究方法，修辭分析“旨在系統地調查和解釋人們如何使用語言和

符號，以理解修辭過程”（Foss，2009，P2）。 

上文對文獻的回顧顯示，“柔性管理”是國內學者對中國女企業家實際管

理行為進行研究後，所總結的一種保持女性特色的管理方式。本研究借用這

個管理學概念，將“柔性管理”融入中國女企業家的修辭分析中。研究將試圖

挖掘“柔性管理”在其中所具有的獨特意義。一方面“柔性管理”的修辭分析本身

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它有助於理解女企業家如何在公共話語層面突破自身

的“雙重困境”；另一方面，“柔性管理”作為修辭研究課題也具有足夠的懸念和

複雜性。從修辭分析的角度看，“柔性管理”這個概念和女企業家之間存在一

種修辭上的相似性。“柔性”加“管理”的概念整合，恰恰與“女性”加“企業家”一

樣，意味著要在修辭中將兩個原本有衝突的理念合二為一。概念本身的複雜

性與包容性、概念中隱含的矛盾和意義轉化能力，都給予修辭研究更為開放

的解讀空間和可以深入挖掘的內涵。 

“柔性管理”用於概括中國女企業家的修辭特質還有以下幾點修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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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文的實證研究表明，柔性管理與中國女企業家的管理風格有相通之

處。用柔性管理來詮釋和理解女企業家所講述的管理行為不會與實際情況太

過背離。其次，柔性管理也是西方管理學中早已獲得廣泛研究和認可的管理

理念。再次，柔性管理中的“柔性”這個詞本身與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相符

合，容易使女企業家獲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接受和認可。最後，柔性管理文化

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較強的契合性，使得柔性管理概念在中國這個環境中具

備更高的認受度。上述四個層面的修辭契合性，使得“柔性管理修辭”成為研

究女企業家修辭很好的切入角度。 

本研究以柔性管理修辭的角度切入，但不研究女企業家的實際管理行為。

研究針對女企業家的修辭，其核心會關注到女企業家有關管理行為的話語。

有關管理行為的話語並不直接規範女企業家的實際管理行為，但卻直接影響

著她們在公共場所的話語行為。女企業家想要得到社會和公眾的認可，她們

在公共場合的談吐就要表現得像一個合格的企業家。尤其在現今社會環境下，

女企業家要樹立自己的公眾形象和品牌形象，公共話語行為就需要同時滿足

社會對企業家和女性的雙重規範。柔性管理修辭，一方面，包含女企業家話

語中對柔性管理行為的自我陳述。這部分修辭更多是女企業家公共話語中所

講述的，具有女性企業管理特色的柔性管理理念、方式或效果。另一方面，

柔性管理修辭還關注女企業家表達管理話語的方式。女企業家需要遵守話語

行為的規則，她們不僅要表現得像個合格的管理者，還要表現得像個合格的

女性。這種情況下，作為傳播學者，會更加關注女企業家如何用符合社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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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女性的修辭方式，包裝自己的管理話語。對於柔性管理修辭的兩個方面，

前者更加關注女企業家管理話語所表達的內容，而後者則更加關注表達的方

式。兩者互不影響，可以同時或不同時在同一句話中出現。 

後文對文獻的整理將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企業家的公共話語行為受

到“管理者行為規範”的約束。從前文中的文獻可以看到，社會更加期待女企

業家的話語符合“柔性管理者”的行為規範。因此，第一部分的文獻將先整理

有關“柔性管理”概念的過往研究。本文會依次回顧柔性管理的概念由來、主

要研究及發現、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內涵、以及概念在中國文化中的適用性。

遺憾的是，過往研究更多針對的是柔性管理者的實際管理行為，沒有關注她

們作為管理者在自我宣傳時的話語行為。因此，第二部分的文獻會回顧社會

對於女性的話語行為規範。這些與女性話語行為規範有關的研究，儘管不是

聚焦在女企業家這個群體身上，但仍然可以為本研究提供一個大體方向。這

個方向可以幫助本研究理解女企業家的柔性特質是如何體現在管理話語中的。

這部分文獻包括傳統及現代社會文化對女性柔性行為的普遍性要求、中西方

對女性語言表達特點的過往研究等。 

（1）柔性管理的概念 

這部分依次梳理“柔性管理”概念的內涵、外延及其在中國的應用與理解。

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要求女企業家的話語行為符合“柔性管理者”的行

為規範。反映在修辭中就是，女企業家在講述她們對企業管理的目標、行為

及心得時，應表達出對“柔性管理”的實踐或認可。這種表達是構建“女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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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一種方式。女企業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突破性別與職業的矛盾，化

解“雙重困境”。 

“柔性管理”本身是一個管理學概念。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的概念來源於

對西方管理學的 X/Y 理論（McGregor，1960）的翻譯。McGregor 的 X/Y

理論是關於管理者的兩種對立的假設。剛性管理（X-Theory）的信奉者對於

員工的基本假設是：普通人天生不喜歡工作；為了讓人們努力工作，就需要

用強迫、控制、指導、威脅等方式進行逼迫；人天生喜歡處在安全的舒適區，

喜歡接受他人的指導，不願承擔責任（McGregor,1985,P33-34）。與之相對

的，柔性管理（Y-Theory）的信奉者則認為：人們並不天生厭惡工作，工作

可以和遊戲或休息一樣，使人們得到滿足；不用外在的控制與威脅也能達成

企業的目標；人們願意遵守承諾，獲取承諾實現後產生的滿足感；人們願意

尋求責任；逃避責任和追求安逸是人們後天習得的，並非人的天性；解決問

題的創造力是廣泛存在於員工的主動性之中的；現代企業中，人的聰明才智

只是被部分地使用了（McGregor,1985,P47-48）。因此，柔性管理的核心原

則是創造出條件，使員工在實現個人目標的同時推動公司的成功

（McGregor,1985,P49）。儘管 McGregor（1957）提出了剛性、柔性兩種管

理理論的假設，但他並沒有定義兩種管理理論所對應的管理行為。 

其他研究者之後逐漸從管理模式、人力資源、管理操作、溝通風格、決

策制定、組織開發等不同角度出發，細緻地分析了柔性管理在企業管理過程

中的不同表現形式。管理模式層面，Argyris(1971)提出了剛性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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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del）與柔性管理模式（B-model），將剛性/柔性管理模式和 X/Y 的理

論假設結合起來。其中柔性管理模式代表了參與型（賦予 empowering，約

定 engagement,參與 participatory）的管理風格。人力資源層面，Guest(1987)

和 Storey(1992)提出，區別人力資源管理的剛性和柔性模型的關鍵在於企業

更重視資源還是更重視人。柔性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型（soft model）中對於

人的重視，其根本來源於柔性管理理論對人性的基本假設，認為員工對工作

的積極性是可以被激發的。Storey 和 Sisson（1993）提出，柔性的人力資

源管理模型更適合靈活、適應性強的企業目標，同時指出了傳播在柔性管理

操作中的中心地位。管理操作層面，Neuliep（1987)發現，柔性管理者更喜

歡採用親社會（pro-social）的影響員工的方法,包括尊重與示好。溝通風格

層面，柔性管理者很少遇到溝通焦慮(anxious)，多採用支援的（supportive）、

留下印象的（impression leaving）和非語言表達的（nonverbally expressive）

溝通風格（communicator style）（Sager，2008）。決策制定層面，柔性管理

者更喜歡採用對話式（dialogic）的交流方式，鼓勵員工參與決策制定，並相

信這樣有助於提高權力感與組織效率（Russ，2011）。組織開發（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層面，Sorensen 和 Minahan（2011）發現與柔性管理理念

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的組織開發方法包括權力下放和授權（decentralization 

and delegation）、職務擴大化（job enlargement）、參與式與協商式管理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management）、績效考核（performance 

appraisal）、欣賞式探尋（appreciative inquir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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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術語境導致“柔性管理”的概念在翻譯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理解。

在國內管理學研究中，各學者對“柔性管理”的解讀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具

體的內涵闡釋各有不同的側重點。總結國內近些年關於柔性管理的主要文獻，

對其中的概念和結論進行提煉與歸納，可以將柔性管理的內涵概括為六個方

面：（1）柔性管理是以人為中心的，建立在人本主義之上的管理理念（徐紹

明，2011；張麗璃，2011；陳秀麗，2014；安應民，2008；童兆穎，2004；

王麗麗，2007；賈品榮，2004 等）。（2）信奉柔性管理的領導者，較傾向于

民主型或參與型領導風格（李福英，2008；王磊，2014）。具體表現包括建

立開放平等的組織氛圍、鼓勵員工共用信息與權力等（杜華，2014）。（3）

使用柔性管理的企業家，喜歡以溝通、協調為手段創造圓融、和諧的企業氛

圍（徐紹明，2011）。她們通過互動與說服達到管理目的，是關係導向型領

導（李福英，2006）。（4）柔性管理者注重以教育的方式達到管理的目的，

是轉化式領導（陸燕，2006；楊雄裔，2011；王麗麗，2007）。柔性管理者

重視激勵員工，提高下屬的自我價值，並使之與企業精神相融合（張麗璃，

2011；賈品榮，2004）。（5）柔性管理者對下屬包容、理解，具有親和力，

關心員工個人的實際情況，提供給員工內在支持（梁燕冰、楊曉燕，2009）。

（6）柔性管理者不墨守陳規，注重變化和主動性，強調靈敏和彈性。柔性管

理的方法在環境變化快的服務業和高科技領域更為適用（童兆穎，2004；張

麗璃，2011）。在女企業家的公共話語中，符合上述柔性管理理念和內涵的

表述，都可以看做是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女企業家有意識的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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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進行這樣的表述，可以視為這種表述是帶有說服公眾和自我展示的目

的。 

儘管柔性管理的理念來源於西方，卻能很好地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融合。

這也是“柔性管理”概念在中國社會容易被接受和認可的優勢。首先，剛性與

柔性管理的基本區別在於對員工的認識不同。剛性管理認為員工是懶惰和不

可信任的，而柔性管理則認為員工的本質是善良和值得信任的（Levy & 

Merry,1986）。柔性管理對人的認識，與中國的主流哲學中“人性本善”的觀點

有相似之處。亞聖孟子就明確地表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孔子也

認為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對員工本性善良的假設，是柔性管理

在中國文化中能夠實踐的哲學基礎。其次，中國哲學自春秋之時，就有人文

主義傾向（馮友蘭，2009）。而西方柔性管理理論的起源與發展也是建立在

管理的人文主義趨向之上的。但是，西方的人文主義大多是以區別于自然的

“人”為核心的，而中國的人文主義則偏向主張天人合一（陳榮捷，1993）。中

國的“人”的概念是集合性的，因此中國文化也更重視團體的需要（張紹學，

1998）。核心的不同，將會使得中國文化所認知的“柔性管理”，產生與西方柔

性管理學不完全相同的內涵。此外，儒家哲學的核心是“仁”。中國哲學中“仁

者愛人”的理念，是倡導對他人的關懷、溝通和親和力。柔性管理也要求管理

者關懷與理解下屬。成中英（2006）認為，儒家文化有極強的人事協調、溝

通、建立企業文化及團隊精神的能力。而通過溝通促使員工融入企業，為企

業創造價值，也是柔性管理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國的儒家傳統思想其實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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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條，只講究在一定的原則規範之下靈活處事（陳寶凱，2003）。孔子曰“君

子貞而不諒”，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都是靈活

處事的表現。這種靈活，與柔性管理所強調的變通能力也是相似的。自孔子

起，中國傳統哲學就重視教化與德治的重要性，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不訴諸

懲戒性的法律（張鴻翼，2003）。這與柔性管理中的轉化式領導風格有異曲

同工之妙。由此看出，中國文化中的剛柔關係，並不像西方 X 理論與 Y 理論

那樣針鋒相對，而是相輔相成的。中國剛柔的概念，在周易中，來源於太極“乾

剛坤柔”。剛柔相濟才是生生不息的根本（趙中偉，2009）。陳德述（2008）

和黃德昌等（1998）都指出，中國文化下孕育的中國傳統管理理念，其中一

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剛柔並用，寬猛相濟。中國的剛柔相濟的管理理念，更類

似於西方管理理論中的“柔性管理”，講究的是“變”和“中”，是不拘泥、不極端、

順勢而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柔性管理的契合性，是柔性管理能夠被大眾認可

的基本條件。同時，女企業家管理風格與柔性管理上的相似性，也是柔性管

理幫助女企業家獲得大眾認可的重要前提。當然，上述分析僅從理論層面上，

論證了“柔性管理”可以成為女企業家獲得社會認可、突破“雙重困境”的一種修

辭方式。但在現實層面上，女企業家在與大眾溝通時，究竟如何構建自身與“柔

性管理”的契合性，又如何使“柔性管理”獲得社會認可，仍是本研究需要具體

分析與探討的。 

柔性管理本身是一套管理哲學，其外延包含了對管理者的要求、整體的

管理風格和具體的管理技巧。女企業家對自身管理行為的自我陳述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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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柔性管理哲學的，就包含在本研究所關注的“柔性管理修辭”中。 

（2）柔性的話語規範 

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也體現在講述企業管理的過程中，使用符合

社會期待的具有女性特點的語言表達方式。女性語言行為的柔性化，一方面

受社會對女性行為的“柔性”規範所限。話語行為作為行為的一種，受著同樣

的“柔性”規範。另一方面，在具體的語言表達中，社會對於“女性化”的語言也

有一些固有的認知。下文將首先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及現代社會中，對女性的

“柔性”行為規範。然後，對過往研究中所發現的“女性化”語言特點進行總結歸

納。這些特點也影響社會對女性語言的期待。 

從傳統社會賦予女性的行為期待與規範上來看，“柔性”從古至今都是中

國對女性氣質的基本要求。柔的概念可以追溯至《易經》中的“坤”卦。《易經》

“坤”卦中有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在其中，柔順

利貞是坤的德行。而坤卦以牝馬為象，就隱含了對男女分工氣質的基本安排。

《易傳·繫辭》對男女兩性的區分與安排更加明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

陽物也；坤，陰物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儘管現代已不講男尊女卑，但對於男女的分工還是進行了

明確的約束。乾坤分工不同，乾屬天，處於主導萬物規律的地位；而坤屬地，

順著乾的引導生成萬物。在這種原則指導下的男女分工，要求女性處於一種

相對順從的地位。“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這進一步說明女性的“柔性”與男性的“剛性”是兩種相對應的品質。剛或柔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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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一切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女性的柔性氣質其實是

對應剛性氣質而存在的。而後，《女誡》對女性的柔性有著更為明確的要求：“陰

陽殊性，男女性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用，女以弱為美。”

在這樣的傳統文化規範中，女性的“柔性”被規定為一種柔順的、安靜的、具

有承載力的品質。 

這種文化在封建社會中規約著女性的行為。從批判的角度看，它壓榨和

奴役了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婦女；但從另一角度看，卻培養了中國傳統女性“克

己堅忍、勤勞善良、端莊含蓄、溫柔祥和等品格氣質”（易銀珍、蔣璟萍等，

2006，P81）。道德品質上的“柔順”甚至超越容貌上的“柔美”，成為傳統漢文

化對女性最重要的審美需求（謝元春，2014）。在傳統文學作品對正面女性

形象的塑造中，往往也展現出人們對女性“柔性”品質的期待。傳統明清小說

戲曲中的女性品格被吳秀華（2002，P11）總結為：“溫柔、恭順、勤謹、節

儉、孝敬、謙和、循禮、內向、隱忍、堅毅等。”王曉驪、劉靖淵(2001，P23)

在研究傳統男性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時也發現，“那些好擬雌音為女子代言的男

性作家，往往只從自己的設計出發來描摹女性，使得含蓄柔順、端莊靜好成

為她們的普遍特質。”具有上述這些“柔性”品質的女性也因此更易受傳統社會

的接納與喜愛。  

直至現代社會，儘管女性的獨立自主也受到稱讚，但是對於女性“柔性”

的期待依舊是根深蒂固的。零點調查集團（2001）的調查顯示：有修養、有

氣質（45.2%）和溫柔、賢慧、善解人意（33.9%），仍然是對“中國現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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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形象”的最重要的要求。黃會欣等（2010）對當代大學生所做的理想性別

角色調查中，“理想女性”的特質依舊受傳統觀念影響，其中溫柔、善良、大

方得體排名前三。傳統對於女性“柔性化”的性格與品質要求，對現代社會依

舊有著巨大影響。同時，女性在公共領域和媒體上的形象與話語，依舊受到

這種“柔性”傳統的約束與評判。 

女性的“柔性化”修辭表現，除了在話語行動的整體氣質上符合社會所期

待的“柔性”之外，也體現在具體的修辭習慣中。對“柔性化”語言的研究，往往

是從對“典型女性”的話語分析開始的。中西方在這種針對“典型女性”的話語分

析中，都總結過一些“女性化語言”的基本特徵。儘管女性主義學者一直在探

討“女性化語言”到底是女性性別特點的體現，還是社會對女性的生活方式或

行為約束所導致的結果（Hayden，1999），但都不妨礙這種“女性化語言”在

現今社會，已然成為社會對女性語言“柔性化”期待的一部分（謝元春，2014）。

本研究不針對“女性化語言”的來源進行深入的探討，僅引用過往文獻中所總

結的傳統社會所期待的“女性化語言”特點，作為解讀時的參考依據。從作者

的觀點來講，並不認為存在與生俱來的“女性化語言”，由於所有女性都成長

在這樣一個對性別有約束和規範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在外界的影響下，都難

免最終被異化。這種後天影響下，女性群體會呈現出某些語言特點上的趨勢，

這些趨勢也反過來成為社會期待的一部分。由於本研究需要對女企業家“柔性

化”管理修辭的判斷標準進行界定，這些已進入社會期待的“女性化語言”特點

會成為判斷女企業家修辭是否具有柔性化特點的依據。後文中“女性化語言特



          

19 

 

點”、“女性語言風格”、“女性修辭原則”等類似表述，都表達的是女性受社會

規範所影響而產生的、後天性的，被社會期待所認可的女性話語特點。而非

女性主體論或女性本質論所宣稱的女性天生應具有的話語特點。 

對女性化語言特質的研究，最早是從 Sullivan（1975）開始的。Sullivan

在對大量接受過正規教育的男作者與自學成才的女作者的著作進行對比後發

現，女作者具有一種不同于男作者的寫作傾向。男作家傾向于回避問題、構

建對手，以及用邏輯分類法處理論點2。女性作家則傾向于描述細節、提高情

感基調，以及更多依靠簡單時序的敘事結構3。Farrell（1979）將這種女性化

的修辭傾向稱為“女性寫作模式”（the female mode）。以往的傳統寫作模式，

包括議論文寫作、演講等，要求的都是強調結論、定義、對立與普遍性等。

而“女性寫作模式”，則是以個人經驗、細節、感受、故事、開放性結尾等弱

化邏輯線，“不明確”地暗示結論。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女性文章或演講都

會應用“女性寫作模式”，也並不是說“女性寫作模式”只限於女性使用。Farrell

（1979）通過分析 Quinn 和 Gornick 等女性作者的文章後認為，“女性寫作

模式”的優勢在於，它更近似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思維模式，將讀者視為感性

                                                      

2
  譯自原文： Tend to distance the question, construct adversaries (‘some 

say…’), and handle arguments through analytic division. Sullivan, 1975, p75. 

3
  譯自原文： Tend to use small details, heighten the emotional pitch, and rely 

heavily on the simple temporal sequence in narrative structure. Sullivan, 1975,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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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智慧的個體。因此，女性作者允許讀者有充分和自由的思考過程，讀

者可以自己領悟到作者想要暗示的結論。這也與 MacKinnon（1982）所提倡

的“女性主義方式”（feminist method）中的“意識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

過程有異曲同工之處。 

西方對於女性公眾演講的語言研究大都聚焦於政治演講與辯論。

Campbell（1989）研究了美國早期女性演講與辯論之後，指出存在一種“女

性風格”（feminine style）。“女性風格”指女性多以個人經驗、用典、舉例和

歸納的方式求得與選民的共鳴。也就是說，女性政治家善於用感性化的、微

觀的經驗與例子去誘發聽眾心底的共鳴，而不是以宏觀的邏輯和數位等給聽

眾灌輸某種理念。“女性風格”體現的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論述的風格，更是一

種不同的政治邏輯（Dow & Tonn,1993）。而這種政治邏輯也能發展成不同的

執政理念。Blankenship & Robson（1995，P359）對 1990-1994 年間的女

性政治論述進行分析後發現，“女性風格”的執政理念包括五個特質。其中的

兩條包括，“政策的決定建立在具體的生活經驗基礎上”和“重視包容性以及普

遍聯繫的存在”，與柔性管理理念有可類比之處。Hayden（1999）認為“女性

風格”的存在不僅僅是由性別導致的，早期參政女性的生活多以家庭生活為主，

從家庭生活中積累的經驗，導致用歸納性的邏輯和個人經驗來建立論點的“女

性風格”。Johnson（2005）對 1960-2000 年長達 40 年的美國大選文本進行

分析後發現，用個人經驗來論證的方法仍是最常見且至今依舊被女性政治家

頻繁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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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女性語言及修辭風格的研究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女性作家

的研究表明，她們大多以柔和、平淡的方式對看似瑣碎的生活細節進行描述。

書寫風格更偏重於主觀感受的詩意抒發，以此達到感染人、打動人的效果（謝

元春，2014）。女性作家創作的報告文學是具有“人性化、體驗型、介入式”

特點的“柔性報告文學”（李鈞，2014）。女性在語言表達中也具有柔性特徵，

比如顯得比較溫和無力、迂回間接、自我否定、具有從屬性等（劉彬，2008）。

從語氣上看，女性較為和緩、溫柔，較少使用命令句式，話語方式委婉、含

蓄（陳汝東，1999）。 

謝元春（2014）對漢文化影響下的女性修辭做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分析，

並將中國女性的修辭原則總結為“求諧”原則與“柔化”原則。 

“‘求諧’原則，即是女性在話語修辭時，有意識地利用各種有效的語

言手段，以期與修辭受體建立和諧、融洽的關係，從而獲得修辭受體的

接受與認同，並進而實現交際目標的語言表達準則”（頁 41）。 

表現形式包括強調與對方的相同之處而回避相異之處，突出對方的長處

而掩飾對方短處等。謝元春認為：“求諧”原則一方面來源於女性的天性和生

活積累。女性本身相比男性具有維護和諧的意識與傾向，並且在長期處理家

庭事務中，積累了大量維護人際關係的經驗。另一方面，“求諧”原則也是漢

文化對於女性“忍”、“禮”、“和”的要求的體現。謝元春對女性修辭中“柔化”原

則的定義是：“通過語言要素的巧妙使用，使語句的表達具有語氣親切、表意

委婉、情調柔和等特徵”（P50）。“柔化”原則其實是前文中所述的社會對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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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舉止的柔性化要求在女性語言行為上的反映。 

過往研究分析了女性政治家和女性作家等女性群體的話語特點，以及中

國社會中女性的“柔性”行為及話語規範。這些過往研究為本研究分析中國女

企業家話語中“柔性的管理修辭”的表現形式，提供了一些分析的參考和起點。

本研究對女性的修辭方式總結，並不是從批判的角度入手，去分辨導致女性

的語言特質來源。對於本研究來講，重要的是社會對女性語言特色已有一定

的認知與期待。無論造成這種認知的根源是什麼，社會所期待的“柔性化語言”

都與這種認知相符。因此，在本研究中，過往研究所總結的一些女性語言或

文學特色，都能夠作為一種體現“柔性化修辭”的標準。當然，研究者並不認

可“女性語言就應該如何”的這種論述，本研究也並非想加強這種觀念。然而，

中國女企業家現今已不可避免地處於這樣的一種社會大環境中。社會期待要

求女企業家既有女性的柔性，又有企業家的特徵。本研究主要關注，女企業

家如何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應對這種期待衝突所導致的“雙重困境”。 

（3）本文中柔性管理修辭的解讀框架 

從前面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到本文對柔性管理修辭的解讀包含著兩個

層面。 

一方面，對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解讀，要去關注和分析她們的表達

如何使得自己滿足了“柔性管理者”的行為規範。如上面的文獻回顧中所言，

柔性管理者是認同柔性管理理念的企業管理者。他們管理企業的原則大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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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六個主要方面：以人為本、靈活決策適應變化、重視對員工的培養教育、

關懷包容理解下屬、決策過程相對開放、重視溝通。女企業家所表達的對上

述六個原則的認同或實踐，可以幫助她們建立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則是去理解女企業家如何用符合社會所期待的女性化的語言

方式去包裝自己的管理話語，以此去滿足社會對女性的行為規範。這樣的話

語包裝幫助講者構建符合社會期待的女性化的氣質，比如陰性、柔順、弱化、

被動、低調、謙卑、細膩等。過往一些學者總結過一些典型的“女性化語言”

特點，包括：多講述個人經驗、強調細節、強調感受、委婉含蓄、尋求對話

的和諧、偏好歸納型論證方式等。 

這兩個層面在女企業家的話語中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同樣的一段話，既

可以使用“社會所期待的女性化的表達方式”，又可以表達“自己的行為滿足‘柔

性管理者’的行為規範”。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會同時從這兩個層面，對女企業

家的柔性管理修辭進行解讀和分析。 

三、研究問題與論文佈局 

本論文看到在現有的社會話語環境中，對女企業家的雙重身份——企業

家和女性——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形象期待，由此產生了研究的基本问题：面

對現有的社會期待和話語環境，女企業家們如何在公眾面前主動展示自己，

如何突破“雙重困境”？ 

在對過往的研究進行回顧後，本論文提出，中國女企業家可以通過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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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修辭，在現有的社會期待和話語環境中構建自我形象。在提出柔性管理

修辭這個核心概念後，研究需要去分析：女企業家怎樣用柔性管理修辭去平

衡和融合“女性”與“企業家”的雙重身份？修辭所包裝出的“柔性管理者”是如何

面對這兩種身份下，社會期待所要求的不同氣質和行為規範的？ 

論文使用伯克的戲劇五元法，從修辭的角度分析 20 位中國女企業家在

媒體訪談節目上談論的內容，展示她們如何構建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戲

劇五元法亦稱對子分析法，這一方法及其對本案研究的適用性將在下一章詳

細说明。在此要說的是，研究對於戲劇五元法的使用，將會幫本文解答下列

問題：對子分析如何幫助我們研究和理解女企業家的修辭？女企業家是怎樣

在不同的話題中，選擇使用不同的對子進行表述？這樣的對子選擇，為女企

業家構建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起到了怎樣的效果？ 

 

本章介紹了研究的基本背景，提出研究問題，並從過往文獻中提煉出了

核心的修辭分析視角：柔性管理修辭。論文的第二章介紹本論文所選擇的研

究材料以及所採取的主要研究視角和方法。論文第三到五章會分別以不同的

話題與對子作為線索，細緻地分析和展示女企業家如何在訪談中通過柔性管

理修辭構建自身形象。論文的第六章對中國女企業家所使用的柔性管理修辭

進行系統性的總結。因爲使用了伯克的戲劇五元分析法，本文除了致力於理

解女企業家的公共話語修辭之外，還兼顧了一項學術任務：推廣和發展這一

修辭分析方法。在實踐這一方法的過程中本人有一些重要的發現，論文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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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將用來探討這些發現如何可以豐富我們對這一修辭分析方法的理解和應

用。 

  



          

26 

 

第二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研究以女企業家在經濟類訪談節目中的談話作為研究材料。首先，這

樣的研究材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邀參與訪談節目的都是十分優秀的女企

業家。她們願意通過參加訪談節目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大眾對女企業家的

認知，也部分來源於媒體對這些女企業家的展示。其次，談話的內容具有獨

特性。這類訪談節目時長為半小時到一小時，給予嘉賓充足的發言時間。主

持人對女企業家的提問，有針對性、有深度，是結合女企業家自身經歷進行

的訪談。此外，這些節目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大眾媒體平臺擁有一定收視群

體，收視率帶來的傳播廣度有助於女企業家塑造公眾形象。同時，這些節目

在內容上貼合本研究關注的問題。經濟類訪談節目的採訪內容是圍繞嘉賓的

女企業家身份展開的。儘管節目內容受節目規則限制，但觀眾看到的依舊是

女企業家本人的發言，能夠體現她們的公共話語特質。由於研究分析的是女

企業家如何面對大眾進行自我身份構建，因此分析的材料也應是大眾可接收

到的公開發言。 

由於企業家這個行業依舊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女性在被邀請參加經濟訪

談類節目的企業家中的佔比非常低。在本研究搜集素材時4，能找到的女企業

                                                      

4  截止到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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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參與的經濟類訪談節目數量十分有限。以中央電視臺《奮鬥》節目為例，

2012 年共邀請過 287 位各領域成功人士（包含政治、經濟、藝術、學術等

領域）出席節目，其中以經濟領域的知名企業家身份參與節目的嘉賓占總數

的近 1/3，而其中的女性企業家嘉賓僅有 3 位。選取節目時，考慮到的訪談

節目本身要有一定的影響力、知名度，所選節目均來自於中央和省級電視台，

以及大型門戶網站。參與節目的主持人和女企業家均是較為知名的，有一定

影響力的。最終選取了最為符合上述要求的節目共 20 段。 

這 20 位女企業家的訪談節目視頻資源下載自網路，多為中央電視臺主

辦的《奮鬥》節目錄像，也有部分錄像來自于《楊瀾訪談錄》、《中國商企力

量》、《粵商名流》、《萍鄉商界》等節目。節目全部為一對一的訪談形式，每

集 30 分鐘左右，部分嘉賓的節目因為有上下兩集，共一小時。節目嘉賓有

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創業型女企業家，也有從企業基層靠自己力量晉升為企

業領導者的成長型女企業家。這些女企業家所領導的企業均有一定的規模和

影響力，大部分是全國性企業，少部分是地區性企業。訪談主要圍繞被訪女

企業家的成功經歷展開，內容包括她們的創業過程、個人經歷、企業管理心

得等，這也是本研究關注的話題。節目的具體介紹見下表（排名按受訪者拼

音順序）。 

表一  節目及嘉賓资料 

序號 嘉賓 嘉賓身份 訪談欄目 播出平臺 總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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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梅 兗州卓辰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商企力量 中國網 23:44 

2 陳亦含 星輝盈聯酒店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奮鬥 中央電視臺 29:01 

3 董明珠 格力集團董事長 楊瀾訪談錄 北京衛視 31:46 

4 龔海燕 世紀佳緣網 CEO 奮鬥 中央電視臺 56:18 

5 韓小紅 慈銘體檢集團總裁 奮鬥 中央電視臺 27:24 

6 李豔霞 遼寧建築平臺所有者 中國商企力量 中國網 21:47 

7 梁少貞 廣東市僑商會會長 粵商名流 廣東電視臺 49:54 

8 林萍 廣州潤洋集團所有人 粵商名流 廣東電視臺 50:02 

9 羅麗芬 羅麗芬國際美容集團總裁 楊瀾訪談錄 北京衛視 32:13 

10 喬秋珍 統天介福董事長 奮鬥 中央電視臺 30:00 

11 田靜意 中國飲料平臺所有者 中國商企力量 中國網 27:305 

12 田雲嫻 精銳集團等多家公司創始人 奮鬥 中央電視臺 29:38 

13 汪秀偉 西安偉羽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商企力量 中國網 29:25 

14 王秋梅 長春特麗軟包裝飾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商企力量 中國網 29:50 

15 王樹彤 卓越網及敦煌網創始人 奮鬥 中央電視臺 59:08 

16 許桂萍 廣州迪彩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粵商名流 廣東電視臺 48:51 

17 許豔清 江西禦蘅集團董事長 萍鄉商界 江西電視臺 29:19 

18 楊芳 北京鴻圖天宇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奮鬥 中央電視臺 29:16 

                                                      

5
  因其中 23:40~27:30 的原始視頻有損壞，節目實際有效內容時長為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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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楊暉 上海唯眾傳播影視有限公司總裁 奮鬥 中央電視臺 56:57 

20 俞渝 當當網創始人 楊瀾訪談錄 北京衛視 22:04 

視頻節目被逐字逐句轉錄為文字格式，修辭分析主要針對女企業家發言

的言語內容。非語言的部分儘管也可以提供很多線索幫助我們理解女企業家

柔性的修辭，但因為本研究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暫時沒有被包含在本文的討

論當中。 

在電視訪談類節目的語境中，話題的選擇與話題的引入更多是由主持人

所主導的（代樹蘭，2009）。主持人引入話題，作為嘉賓的女企業家通過與

主持人的互動，展開和推進話題。話題的引入對隨後的話語有重要的制約作

用，訪談雙方會依照話題將隨後的話語組織和理解為一個相對連貫的整體

（Svenevig，1999）。本研究中對女企業家在訪談節目中的話語，也將以話

題作為分段單位進行修辭分析。研究按時間順序，將話題的轉換作為話題拆

分的依據。在訪談過程中，前面出現過的話題若在討論完其他話題後再次出

現，將記為新的話題，不會與前面的話題進行合併。 

電視訪談話語的另一特徵是，主持人與嘉賓除了會聊與訪談主題密切相

關的內容外，也會涉及其他內容（代樹蘭，2009）。本研究中，訪談的主體

部分是與女企業家創業、企業管理等密切相關的內容。訪談開始時,主持會安

排短片介紹女企業家及其童年家庭背景。訪談主體部分結束後，部分訪談還

會留有時間，讓女企業家談及家庭生活或給節目留言等。由於本研究關注的

是女企業家如何處理女企業家身份下的“雙重困境”，因此會主要關注訪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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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部分。嘉賓在主體部分中以女企業家的身份和視角，講述她們在企業創立

和管理中的故事與感悟。 

在對訪談主體部分進行話題拆分後，20 位女企業家的訪談總共包含 217

段話題。每段話題中女企業家的回答最短為 63 字，最長為 1291 字，平均為

347 字。本文在做典型示例分析時所引用的話語片段總數，共覆蓋到 217 段

話題中的 94 段。本研究在對話題進行整理後，將話題中重複出現的敘事主

題分為三大類：企業發展敘事、員工管理敘事和角色定位敘事。企業發展敘

事，講述的是女企業家在創業和領導企業發展時，所經歷的一些具有重大意

義的事件。員工管理敘事，講述的是女企業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尤其是與

員工們的互動。角色定位敘事，講述的是女企業家如何在更大的環境背景下

定義自己的企業角色，給自己企業一個合理的定位。其中企業發展敘事主題

下的話題有 68 段，員工管理敘事有 62 段，角色定位敘事有 78 段。論文的

第三至五章，將以這三種不同敘事作為修辭分析的主題。而在後續對於具體

的每段話題做對子分析時發現（對子分析法會在後文介紹），特定的主題下，

都有某個對子出現的頻率遠高於其他對子。如，在企業發展敘事主題中，有

52/68 段話題以“場景-行動”為主要對子；在員工管理敘事中，有 57/62 以“行

動者-行動”為主要對子；在角色定位敘事中，有 45/78 以“目的-行動”為主要

對子。因此，本論文最終以特定的主題和與之對應的對子為框架，分別展示

女企業家如何在不同的主題中，通過不同的對子來構建柔性管理修辭。 

二、伯克的戲劇語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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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修辭學開創者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戲劇主義語言觀，

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角度與修辭分析的框架。 

伯克的戲劇主義語言觀，不同於科學主義語言觀，後者將語言視為一種

命名或定義手段，而前者則重視語言的表態或勸勉功能（肖小穗，2011）。

科學主義語言觀關注“这是或者不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例如在女企業家說“我

是企業家”時，科學主義語言觀關注所指出的“事實”，即“她是企業的經營管理

者”。而戲劇語言觀，關注的則是語言所暗含的“應該或不應該这樣做”的問題

(Burke，1966，p.44,)。以戲劇主義語言觀的視角去分析女企業家說“我是企

業家”這樣一句話，語言背後不僅僅表達了事實，更加暗示了“我”有責任或義

務做某些事。企業家不僅僅是一個身份，同時還暗示了這個身份應有的行為

舉止。聽眾在接收到這樣一個對身份的定義的同时，也會接收到相應的暗示

（儘管每個人對於“我是企業家”代表了怎樣的行為暗示可能會有出入）。聽者

會將自己所理解的對於“女企業家”身份背後所代表的種種行為規範，加入到

對於講者的行為期待當中。女企業家不需要通過明確地說明“應該這樣不應該

那樣”，就可以去影響聽眾對於她們的認識和態度。在訪談中，女企業家只需

講故事，这些故事看起來是對過去的事情做說明和定義，但已經可以起到“表

態或勸勉”的作用。她們所講述的過去的那些“故事”，也已經足夠暗示出這些

講述背後的行為動機。因此，以戲劇主義語言觀去解讀女企業家的修辭是一

種契合的分析視角，這種分析視角且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挖掘語言背後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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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認為修辭是“人使用語言形成態度或導致他人採取行動”（Burke，

1969b，P41）。這樣的定義指出了人類使用語言的目的，即態度的表達和導

致他人採取行動。人們在修辭的過程中，可以同時達成多個不同的修辭目的。

本研究關注的問題是“面對現有的社會期待和話語環境，女企業家如何在公眾

面前主動展示自己，如何突破雙重困境”。因此研究關注的修辭目的，包括女

企業家如何進行身份表達，以及她們怎樣在觀眾心目中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形

象。伯克認為，修辭分析是對人類關係的研究，修辭具有誘發合作的社會意

義（李鑫華，2001）。修辭誘發合作的過程，受修辭者個人表達能力和受眾

理解能力的影響，也受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修辭意義的產生，充滿

不確定性和多元性。研究者對修辭意義的解讀應是動態和開放的。女企業家

所參與的訪談節目，本身也是一種較為開放和動態的情境。女企業家在這種

情境中的發言，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修辭分析的過程，不應局限于解

讀女企業家的字面意義。分析時要結合上下語境、女企業家所處的社會背景，

以及節目本身的受眾群體等，去挖掘話語背後更深刻和複雜的修辭意義。 

伯克的戲劇主義語言觀，將語言視為一種行動（鞠玉梅，2017）。“行動”

是理解伯克語言觀的又一個重要概念。這樣的定義使得語言擁有“行動”的三

個基本特點：自由選擇、有目的性以及以運動為載體（Foss，2009）。首先，

語言包含人為的選擇。儘管人類沒有絕對的自由，但在行動中卻有選擇的空

間。在訪談節目中，女企業家的確受節目規則限制，她們所給出的答案也要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現實。但選擇的自由體現在回答問題的方法中。修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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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體現在分析女企業家如何在問題面前選擇特定的內容與回答方式。

這種選擇的背後，透露了女企業家的修辭動機。第二，行動要有目的，無論

是明確的目的，還是潛意識的目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其實都表達了我

們的意願。女企業家參與訪談節目，本身也應是帶著明確的傳播目的來的。

修辭分析要透過女企業家的語言表述，去挖掘她們背後的修辭目的。挖掘語

言背後的目的，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女企業家所希望構建的公共形象。第三，

行動不可能脫離運動單獨存在。本研究中的運動載體，是訪談節目中女企業

家的發言。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素材。女企業家的選擇和目的都在這些發言

中體現出來。 

語言的這種“行動”屬性，讓伯克將語言與戲劇表演類比起來。他把戲劇

分析的方式，引入修辭分析中來。伯克眼中的人生就是一場戲劇，我們都是

生活在“詞語世界”中的演員（Burke，1966）。在本研究的研究素材中，這種

語言的“表演性”體現得尤為明顯。女企業家參加的訪談節目，作為電視節目

的一種，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種“表演”形式。訪談要求女企業家講述自己的親

身經歷，女企業家要通過講述過往事件，達到影響觀眾的目的，這本身就比

一般生活中的語言具有更為明顯的戲劇特徵。女企業家雙重困境的來源，是

角色衝突。而“角色”本身，也是人借助語言和適當的行為“表演”出來的。女企

業家需要在訪談節目有限的時間中，在觀眾心裡建立起一個“柔性管理者”的

形象。這與演員需要在有限的戲劇舞臺當中展示角色的一生，是相似的。女

企業家要像戲劇導演一樣，在語言（或戲劇）中，挑選和排列故事中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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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建立起完整的自我（或角色）形象。因此，從戲劇主義的角度理解和

分析女企業家的修辭行為，是一個合理和恰當的切入點。 

三、戲劇五元法 

戲劇五元法（dramatistic pentad）是肯尼斯•伯克（1969a）在《動機語

法》（A Grammar of Motives）一書中提出的分析語言動機的方法。這種方法

至今仍是研究者從戲劇主義角度做修辭分析時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這裡

的語言“動機”，是指人們對情景的簡約式表述，它主要是語言學上的概念，

而不是心理學上的概念（鄧志勇，2011）。伯克選擇了五個基本元素來理解

人類的修辭動機：行動者（agent，誰做的）、行動（act，做了什麼）、場景

（scene，時間地點等背景信息）、方式（agency，怎麼做的）和目的（purpose，

為什麼這麼做）。伯克用五個元素以及它們之間的搭配關係，來分析和展示人

們的修辭動機：即人們如何選擇性地描述情景以及背後的修辭原因。在修辭

中，元素不會單獨存在，每段話都會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元素。“戲劇五元

法”中的五個元素之間是相互獨立而又統一的，它們分享的是同一修辭情景的

不同方面。例如，在女企業家韓小紅的這樣一段話中： 

我就給他留了一張名片，上面寫著醫學博士，我相信這張名片會打

動它。我說你因為沒有在座位上，我等了你五分鐘，我先走了，電話聯

繫。 

五元素分別為：場景（等了對方五分鐘後），行動者（我是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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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留下聯繫方式後離開），方式（留下一張名片），目的（打動對方再聯

繫我）。儘管五個元素都出現了，但它們的排列和相互照應透露了敘述者的修

辭用心。 

五元素之間的關係在敘述中並不是平等和不變的。為了描述五元素間的

關係變化，伯克引入“對子”（ratio）的概念。“對子分析法”為戲劇五元法提供

了一個有效且操作性強的修辭動機分析工具。話語中的五個元素，在修辭者

的不同選擇與排列之下，可以兩兩形成不同的二十種對子，比如“行動者-行

動”、“場景-行動者”、“目的-方式”等等。兩個元素間可能構成原因與結果、保

證與結論、本質與表現等關係。對子體現了修辭者對情景中元素的選擇與決

定，使得對同一情景的描述產生不同的修辭動機。 

用對子分析的方式去考察上文中韓小紅的一段話，這段話可以包含四組

不同的對子：“行動者-目的”、“行動者-方式”、“方式-目的”和“場景-行動”。若

將韓小紅所描述的情景簡化為“我的醫學博士頭銜打動對方再次聯繫我”，就

在字面上構成“行動者-目的”對子。行動者身份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學識、

權威，以及所帶來的價值與權力，讓韓小紅具有能“打動對方”（目的）的資

格。如果簡化成“我留了一張名片，上面寫著醫學博士”則構成“行動者-方式”

對子。行動者的特殊身份讓她能選擇這樣的行動方式。如果簡化成“我留名片

給他留言，讓他聯繫我”則構成“方式-目的”對子。留下名片是韓小紅為了給對

方留下信息，以便讓對方聯繫她。韓小紅的描述如果簡化為“你沒在座位上，

我等了五分鐘，就先走了”，則構成“場景-行動”對子。因為對方遲到，韓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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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等到，所以她先走了。不同的對子會將人們對同一段話的關注點引向不同

的方向。不同的人對同一段話也許有不同的理解，這就體現了語言的多元和

不確定性。修辭研究不是要找出所有的理解角度，而是盡可能去給出一種合

理的解讀方式。在合理的解讀方式下，去回答特定的修辭問題。 

語言的動態和開放性，也體現在對子分析的方法當中。五要素和對子都

是流動、可變的。同一段話，用不同的對子去解讀，會被解讀成不同的修辭

動機。研究者根據適當的邏輯和上下文，盡可能地去分析和篩選出核心對子

與修辭動機，才好對修辭者的深層次修辭意圖做出解讀。依舊以韓小紅的發

言為例，展示對於四種對子的解讀和篩選。“場景-行動”對子是要展示名片上

留言的內容，這不應該是敘事核心信息。而在行動者、方式、目的所兩兩構

成的三組對子中，更多的有效信息承載在行動者身份與行動目的這兩個元素

上。因此“行動者-目的”是這段話的主要對子，能體現這段修辭的核心動機。

對“醫學博士”頭銜和“打動對方”結果的強調，突出了行動者身份的價值。“醫

學博士”頭銜是達成目的的保證。同時，由於實現了“打動對方”的目的，這一

目的又反過來強化了行動者身為女企業家的身份。可見，對子中兩個元素是

可以互相影響的。這段修辭其實是修辭者有意無意地在描述中暗示自身身份

的權威性。女企業家在對觀眾講述過往經歷的時候，宣揚身份的權威性，其

實是使自己“女企業家”身份更具有說服力的方式。這也是修辭的社會性意

義。 

語言中的對子，也體現了語言的選擇性和目的性。當修辭者選用某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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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對子進行表達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回避用其他的方式。這種選擇與回避

恰恰展現了修辭者的動機。如胡曙中（1999）在《美國新修辭學研究》中所

總結： 

“當被用於闡釋時，五位一體理論的作用是一套測量儀器。但作為

一種手段把在修辭語言之下較有意義和不太有意義的動機進行分離時，

五位一體理論的作用最為明顯（P282）。” 

本研究正是通過分析女企業家在描述不同情景時，如何選用和展示元素

及對子，進而挖掘女企業家深藏于語言背後的動機。依據本研究的分析，構

建自我形象、解決身份衝突、化解雙重困境是女企業家接受和參與訪談的主

要修辭動機。比如在後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女企業家在面對企業發展機會

的時候，更傾向於用“場景-行動”對子進行敘述。這樣的對子選擇，將企業發

展的源頭，歸結於社會所提供的機會。這樣的對子選擇，弱化了行動者的主

體性，將企業家“強勢”的一面在修辭中掩蓋起來。女企業家用這樣的方式，

去解決自身身份上的雙重困境。 

戲劇主義語言觀，關注的是語言所能產生的社會性意義。戲劇主義修辭

分析，不再局限於分析用詞是否恰當或華麗，也不只是關注比喻或排比等技

術性的修辭手段，而是在社會學層面上，關注修辭如何影響人類關係。使用

戲劇五元法進行修辭分析的優勢在於，這種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展示

出修辭者在語言行動中做出的選擇，正是這樣的選擇隱含了修辭者的修辭動

機。對子分析，恰恰是一種能夠將這種動機提煉出來的方式。對子幫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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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透過表面含義，聚焦到修辭的結構當中。對子之間的互相影響和變化，也

向我們展示了語言的動態和開放性。 

四、國內戲劇五元理論的研究與應用現狀 

伯克的戲劇主義理論，在西方修辭學界發展得較為成熟。國內對伯克修

辭理論的研究及應用仍很薄弱。上世紀九十年代，顧曰國（1989,1990）在

國內學術期刊上率先發表研究論文，介紹伯克的修辭學理論。隨後幾位學者

在介紹西方修辭學的專著中，也有提及伯克修辭理論的章節（胡曙中，

1993,1999；劉亞猛，2008；溫科學，2006）。近些年，鄧志勇（2011）、鞠

玉梅（2017）出版了專門探討與研究伯克修辭理論的專著。這兩部專著詳細

地探討了伯克修辭理論各個層面的概念與哲學邏輯。因為兩位學者只是介紹

伯克的修辭理論，所以在案例展示章節裡，都只簡略地套用了戲劇五元法，

並沒有應用戲劇五元法對文本進行深入分析。鄧志勇（2011，P168-178）通

過列表的方式，尋找出有關“3 • 14 西藏事件”的媒體報導中的主要對子，對

於“對子”所反映的動機只做了簡單分析。鞠玉梅（2017，P124-126）對一篇

論文的摘要進行了簡單分析，展示了其中的對子和五元素。兩位學者並沒有

對戲劇五元法的應用進行全面和深刻的展示，也沒有從案例中，歸納出戲劇

五元法所能揭示的修辭學意義。然而他們對戲劇五元法的使用方式，很大程

度上影響了此後國內學者對於伯克戲劇五元法的理解和應用方式。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國內有三十余篇論文應用了伯克的戲劇五元法。

但國內學者對於伯克戲劇五元法的應用大多止步於比較淺顯的層面。受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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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2011）的影響，很多論文都使用了列表式的分析方法，其做法是用一張

表格將文本中的對子和戲劇元素一一對應出來。這種方法只展示了文本中存

在的對子，沒有展示對子在修辭中的作用。作者根據表格找出對子，舉出簡

單的例子以論證自己的結論，缺乏對語言動機的挖掘與分析。例如楊雅瑤

（2015）的論文，作者通過四張表格篩選出五個元素和對子，由此找到話語

中的主要對子是“場景-目的”，並得出“奧巴馬演講的核心動機是向中國青年學

生傳遞友好合作的信號”的結論。這樣的結論缺乏足夠的論證和分析，也沒有

發揮出戲劇五元法應有的價值。我認為，梳理和尋找對子，只是應用戲劇五

元法最基礎的一步。與找出對子相比，研究者更應該關注對子中的不同元素

在修辭過程中是如何互動、如何互相影響甚至彼此轉化的。修辭分析應該在

這個動態的修辭過程中，挖掘修辭者的修辭動機。許多現有的修辭研究缺乏

對戲劇五元法中的對子和動機作深入的探討。深度探討的缺失使得戲劇五元

法成為一種易懂易用卻難以挖掘深刻內涵的“淺層次工具”。 

很多國內學者在進行深層次修辭分析時，還結合其他修辭方法。例如，

胡小燕（2013）對小品“賣拐”進行分析的時候，使用戲劇五元法找出“行動者

-場景”是核心對子，然後運用“同一”理論中“誤同”的概念，對這個小品中“觀眾

如何與表演者建立共鳴”給予闡釋。小品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多元、動態、開放

的修辭情境。在這個案例中，研究者如果可以更靈活地應用戲劇五元法的話，

其實還可以去分析小品中“街頭路邊”的場景與行動者“騙子”的身份如何互相

烘托、彼此塑造，還可以分析表演者塑造這樣一對元素想達成怎樣的修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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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戲劇五元法本可以幫助研究者揭示，在小品這種藝術形式中，語言能夠

展示怎樣一種複雜多元的交際能力。 

在另一個例子中，楊躍珍（2014）分析《外媒報導 7·23 甬溫動車事故

中的戲劇主義修辭》時，認為外媒通過強調“行動者-場景”對子來達到抹黑中

國政府的目的。在分析外媒如何抹黑中國政府時，作者採用了“術語屏”的分

析方法。作者關注外媒用了哪些負面詞彙來描繪作為“行動者”的中國政府，

卻沒有解釋為何“行動者-場景”能夠幫助外媒實現抹黑中國政府的修辭動機。

研究者在使用戲劇五元法時，的確應該關注修辭者用於描述元素和對子的語

彙，但更應該分析的是兩個元素所構成的對子關係。修辭者怎樣通過描述一

個元素，來影響人們對另一個元素的認知。例如溫州動車的案例，研究者本

可以利用戲劇五元法，去仔細分析媒體是如何處理“行動者”（政府）與“場景”

（動車出軌）的關係的，以此來深入探討媒體是否有意在政府和動車車禍之

間構建了某種必然聯繫。我們越是深入分析媒體構建對子關係的手段，就越

能體現戲劇五元法在揭示修辭動機中的優越之處。因此，本研究將更多地從

對子關係構建的角度，來理解女企業家如何通過對子達成構建自身形象的目

的。 

為彌補國內學者在使用戲劇五元法時的上述遺憾，本研究會側重對子的

分析上。本研究先提煉了女企業家修辭中的三類主要對子；然後在後三章中，

著重分析這三類對子是如何構建起來的、對子出現在怎樣的語境和上下文中、

對子在構建過程中呈現了哪些變化，等等。本研究力求展現戲劇主義語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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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語言的動態、多元和開放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女企業家修辭進

行深入的戲劇五元法分析，來理解她們如何在現有社會語境中，化解性別與

職業身份衝突所導致的雙重困境。研究力求挖掘語言背後的深層次修辭動機，

揭示女企業家修辭的社會學意義。 

五、漢語語境補充 

本研究在使用戲劇五元法時，會根據漢語修辭的特別要求，對研究方法

進行一定程度的擴展與完善。 

首先，中國的修辭重視“直感印象”，這是與西方的理性分析法大相徑庭

的（陳炯，2001）。由於中國屬於“高語境”文化（Hall，1976），部分漢語修

辭的美感與內涵會體現在“言外之意”上。因此，只分析講話者的語言本身，

有時並不能完全抓住講話者的修辭目的與核心。這就要求在進行修辭分析時，

分析者能夠根據文化的約定俗成，補足講話者的言外之意。比如女企業家韓

小紅這段敘述： 

“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哭了，但是可能是一瞬間，眼淚出來的時候，

我覺著我馬上就鎮靜下來了，所有的員工，大家都在看著你呢，等待著

你來說話。” 

表面看來，場景“大家看著你”和行動“從哭到馬上鎮靜下來”是話語中的主

要元素，但是這樣的場景所暗示的言外之意，在於行動者的身份是領導者，

是“主心骨”。場景從“我”與“大家”的互動中，體現“我”的管理者身份。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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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才是我“鎮靜”下來的原因。因此，這段關於“我”的身份暗示，其實才

是修辭動機的核心所在，需要研究者在作分析時加以補足。 

第二，孔子的修辭觀：“辭，達而已矣（論語 衛靈公）”，在後人對於修

辭的追求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語修辭受儒家文化 “中庸”思想的影響，也

講求“度”的把握（袁暉，宗廷虎，1995）。而與之相對的，有時刻意或無意的

過度修辭，則會產生一些意料之外或截然相反的修辭效果。這一點在戲劇分

析中可以理解為，在漢語的修辭中，尤其是推論對子所承載的動機（比如判

斷對子間的“因果”是顯性還是隱性）時，不僅要關注對子本身，還要對對子

所產生的具體緣由進行詳細分析，因為這種緣由也會影響修辭動機。例如龔

海燕講自己創業： 

“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做一個網站，我是典型的文科生，而且是個女

孩子。我只是會上網。我覺得就是無知者無畏。” 

龔海燕的修辭帶有刻意的謙虛，使用的對子是“行動者（無知者）-行動

（無畏）”。無知者無畏往往帶有貶義，形容人思考簡單，行動魯莽。但龔海

燕這個“過度”謙虛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的是修辭者的自信，以及行動的果敢。

如果不帶入這個“過度謙虛”的考慮因素，會對女企業家修辭的動機和內容產

生截然相反的評判。 

第三，從古至今，中國的修辭學一直是與道德評價體系相結合的（陳汝

東，1999），這與西方對於修辭的工具性理解不同。這也會影響在漢語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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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辭者對修辭方式的選擇以及受眾對修辭的理解。“有德者必有言，而有

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篇）”、“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篇）”等觀

點，充分說明人們會以道德標準評價修辭能力，亦會以修辭能力評估人的道

德水準。修辭與道德兩者既相對獨立，又彼此影響。但是戲劇五元法偏向關

注言語內部的元素與對子，而相對忽視了言語之外道德觀的無形影響。在分

析中國文化語境下的修辭時，研究者還需要重視言語與社會道德間的互動影

響。比如在韓小紅的修辭中，由於社會對於“德國留學、醫學博士”的身份有

一種“嚴謹認真”的道德期待，在這種既有的期待下，韓小紅構建“德國留學、

醫學博士”的身份更易得到大眾認可。道德期待可以幫助女企業家構建更易被

觀眾認同的自我形象。 

漢語修辭中的上述特質，在本研究中並不作為分析體系單獨存在，僅在

使用“戲劇五元法”對中文的修辭材料進行分析時，作一些輔助性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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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業發展敘事——“場景－行動” 

女企業家對自我形象的構建，離不開對於自己創業或企業發展過程的敘

述。畢竟，企業家的核心任務是創建和管理一個企業，帶領企業發展得越來

越好。企業的發展，也是女企業家成功的表現。在經濟類訪談節目中，主持

人會請女企業家細緻地講述她們帶領企業發展時，所經歷的一些有重大意義

的事件，女企業家們關於這些過程的講述簡稱為企業發展敘事。女企業家對

重要事件中自身、企業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描述，除了反映過往事件，更反映

她們對自我形象的認知和期待。這種認知與期待貼合了女企業家通過修辭希

望構建的“柔性管理者”的形象。這種形象有助於女企業家突破社會期待帶來

的“雙重困境”。因此，企業發展敘事是一個我們剖析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

的切入角度。 

企業發展敘事幾乎貫穿了訪談的全過程。女企業家不可避免地會講述到

自己創建企業的過程。這些過程中創業的動機、中間遇到的艱辛坎坷、具有

轉折意義的事件等，都屬於企業發展敘事。女企業家作為企業的創建及管理

者，親歷了這些過程，並且做出了直接影響企業走向的決定。觀眾通過她們

的講述，瞭解她們眼中的過往故事。相應地，這些故事影響著觀眾對這些女

企業家的認知與評價。 

從戲劇主義理論的角度看，這些故事本身就擁有較強的戲劇屬性。觀眾

通過女企業家的講述，形成對於女企業家所經歷的那段過往的認知。女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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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為故事的講述者，通過主動地選擇和安排敘述中的戲劇元素，達到影響

觀眾、構建自身形象的目的。在對女企業家企業發展敘事的分析中發現，“場

景-行動”是企業發展敘事中的主要對子。女企業家在敘事中，講述她們視角

下瞭解到的場景和經歷。她們通過對場景的描述與分析，給後續的行動設置

範圍和參考標準。行為的恰當性往往建立于女企業家對場景的描述之上。儘

管女企業家在敘事中以第一人稱出現，但她們在企業發展敘事中的修辭較少

強調主觀個人意願，而較多強調客觀場景需求。企業獲得發展，是這類敘事

的通常目的。但女企業家的敘事往往不以目的為核心動機。企業的發展更多

被看作是行動的結果。而行動方式則往往夾雜在行動的過程當中，沒有被單

獨強調。因此，本章會圍繞“場景-行動”對子進行分析，展示在企業發展敘事

中，女企業家怎樣借助這一對子來構建自己的柔性敘事和“柔性管理者”形

象。 

女企業家的企業發展敘事中，“場景-行動”對子主要有這樣幾種表現形式。

第一種是場景賦予行動機會。女企業家通常先描述一些外在的情況，比如投

資、報導、幫助等帶給予企業發展擴張的機會。這些機會幫助企業做出相應

的改變，使企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第二種是行動應對困難場景。企業的發

展難免會遇到困難。在這類敘事中，女企業家會對企業遇到的困難場景進行

展示和分析。通過分析認清情勢，再選擇能夠使企業渡過難關，甚至獲得提

升的行動。第三種是行動順應場景大勢。在這類故事中，女企業家詳細地分

析企業所處的時代和行業大趨勢。然後使企業行為順應大勢，從而借力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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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三種故事對比看來，第一種被敘述成被動地接受，第二種被敘述成對衝

擊的回應，第三種被敘述成主動順應。依次說來，表述中的主體變得越來越

主動。但無論是哪一種敘事，女企業家在對“場景-行動”進行敘述時，都有隱

藏的言外之意和修辭動機。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特點，通過不同的方式

呈現出來。後文將分為三個小節，對這些敘事和修辭手法，一一進行詳細分

析。 

一、場景賦予行動機會 

前文的概述中已經提到，這類敘事相對其他兩類，是女企業家的表述中

最為被動的一種敘事。在本研究分析的幾位女企業家中，龔海燕、楊芳、許

豔清、梁少貞、許桂萍等，較多地使用這一種敘事方式。“被動”的修辭特點

表現得較為明顯。這些女企業家大多是農村出身，兒時家庭條件不好，這樣

的成長背景可能會影響她們對於社會期待的認知。在農村環境中，對女性角

色的約束與要求更加刻板與傳統（孫桂榮，2011）。在這種約束中，“理想”

的女性柔性形象被更極端地理解為被動、順從和被拯救。在這種環境中長大

的女企業家們，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更有可能去“迎合”這種女性形象。在

敘事時，她們傾向於將自己的主導性隱藏起來，將自己的行動被動化，從而

以這種“被動”的修辭方式，去刻意表現自身“柔性”的一面。 

以龔海燕為例，她是這樣敘述創業前的際遇的：小時候開禮品店時，是“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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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選在學生流量大的地方，因而賺錢；因為“偶然”的被同學“刺激”又回到學

校；在“從沒有想到過”的情況下考上北大，覺得很“幸運”。她將這些決定了她

最初人生走向的重要行動，用“剛好”“偶然”“幸運”等詞來形容，輕描淡寫地將

其中的個人付出和能力一語帶過。放低自己的作用，感恩周圍的一切，是她

節目中講述自身和企業發展的常見表達方式。其他女企業家也有類似的說法。

陳梅說她最初的創業就是“試試看”；楊芳也是“剛好”在住的地方有店鋪轉讓；

陳亦含因為“歪打誤撞”去了一個快捷酒店；田靜意是以“那就試試”為初衷開創

了平臺，等等。 

然而，這些女企業家對企業發展敘事的被動表述，背後其實潛藏著主觀

的抉擇。成功從來不只是靠機會。女企業家並非靠“幸運”獲得機會，企業的

發展也不單單依靠機會，也並非所有的“機會”都是有利於企業發展的。女企

業家與“機會”的互動，其實展示了她們“企業家”的一面。女企業家用這種“被

動”的柔性，包裝起自身的管理才能。下文將會分析，在這樣的“柔性”管理敘

事中，女企業家如何將她們獲得、把握及取捨機會的能力掩藏在機會背後，

進而通過修辭構建立體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一）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龔海燕的敘述中，她的世紀佳緣網最開始的發展得益於媒體的報導與

關注。 

我覺得還算是比較快的，因為這個網站做了兩個月，然後就復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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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報就給我報導了……後來就《中國研究生》雜誌也報導了。然後……

就《中國青年報》也報導了……所以在我畢業之前，這兩年的時間其實

有很多的媒體，關注報導這個事情。那麼對這個網站的發展也是有很大

的一些幫助。 

從兩個月到兩年的時間，基本是龔海燕的網站發展奠定基礎的時期。她

記得這些幫助，並在節目裡點名提到。表面上看,是由於外在的幫助，網站才

受到關注並獲得進一步發展。但從她講述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是龔海燕的網

站本身有值得報導和關注的閃光點，然後才能吸引媒體報導。最開始在復旦

大學讀研究生的龔海燕把網站創立在復旦大學校園裡，於是有了京滬大學生

圈的關注。龔海燕總結自己的經驗，將網站定位為首個“以婚戀為目的”的嚴

肅交友網站，引來了媒體的爭相報導。這樣看來，吸引媒體報導的可能是網

站本身的獨特定位。報導與網站自身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而龔海燕在訪談

中講述網站的發展時，使用的敘述縮減形式是“媒體報導幫助網站發展”，而

不是“網站定位引來媒體報導”。前者是“場景-行動”，後者是“目的-行動”；前

者顯得行動較為被動，後者表現得更為主動。這種偏向被動的表述方式，一

方面，謙遜地將成就歸結於外在因素，隱藏了自己的功勞；另一方面，通過

對網站定位特點的分析，也暗示出公司發展的必然性。一方面構建女企業家

“柔性”中低調順從的特點，另一方面則展現“企業家”的能力。 

相似的例子還有一個，龔海燕這樣解釋世紀佳緣最終在美國上市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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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納斯達克中國區有一個代表，就是我們的成功會員。所以他特

別熱情地多次邀請我們去他那邊。 

這個例子更加顯著。龔海燕將上市（行動）的直接原因描述為“有會員邀

請”（場景）。表面上看，這又是他人的幫助帶來企業的發展。但是這番敘述

背後卻隱含了幾層因素。首先，在敘述邀請的代表身份時，他是網站的成功

會員。一個會員成功的案例，代表了背後有更多成功的會員，也就暗示了網

站的成功。這也許是公司能夠上市的因素之一。其次，會員會熱情邀請公司

上市，給予公司幫助，也暗示公司有良好的客戶關係。第三，龔海燕在訪談

的前面提到過世紀佳緣的會員“大部分人的層次都非常高”，納斯達克中國區

代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三方面結合來看，眾多成功的客戶、良好的客戶

關係、優秀的客戶組成，意味著世紀佳緣無形中具有一張更大的人力資源網。

這種潛在的柔性人力資本，也許才是她的公司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的根本。 

龔海燕將自己對公司的經營隱藏在各種外在的機會幫助之後，通過描述

各種發展契機，暗示公司發展的內在必然性。這種“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的暗示性修辭，在其他女企業家的敘事中也有體現。 

許豔清講述了有一次她是如何在員工們的支撐下渡過難關的。許豔清沒

有講導致企業出現困境的原因，她只是詳細地描述了員工們的幫助。 

當時面臨著我的店會倒閉，沒辦法交錢，我沒錢……但是我全店的

人全部跟我說，許姐……不要怕，有什麼事我在……兩個小時的時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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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裡的人全部是排隊的進來……我全店的員工就這樣捐款過來了……

我就這樣頂過來了，也是他們支持我過來了。 

儘管通篇講述的都是員工們如何慷慨解囊地無私幫助她的故事，但是這

種幫助意味著，她管理下的企業員工對企業有著較高的忠誠度和歸屬感。“許

姐”這樣的稱呼，本身也體現了老闆與員工間信任融洽的關係（女企業家在員

工管理上的敘述特點，將會在下一章中詳細展示）。成功的管理者，才有機會

獲得“全店員工”“排隊”來拯救。許豔清作為女企業家“被拯救”的一面被敘述在

“明”，而管理者“得人心”的一面則被體現在“暗”。“柔性管理者”的形象在一明

一暗兩條線索中被融合統一起來。 

女企業家偏好將成功的“功勞”歸功於外在的幫助，將自己（或企業）描

述成被動接受贈與的一方。通過對敘事的具體分析可以看出，女企業家獲得

的機會來源於管理公司時潛移默化的準備。她們講述的那些對市場、客戶及

員工的培育，才是帶來機會青睞的原因。這樣的柔性管理修辭，一方面弱化

自己的重要性，突出外部“幫助”的作用，以此展示自己“柔順”的一面；另一方

面，卻也講述了自己在企業管理過程中所積蓄的準備，從而暗示和塑造自己

作為合格管理者的形象。 

（二）將能力歸功於機會 

女企業家的發展機會，除了來自於他者的幫助，也包括其他的外在因素。

比如龔海燕，將創業動機講述為受騙之後的一時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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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是一個白領的社交的網站，後來我就發現上面的人他的動機

不是那麼純粹……我要他們把我的錢退給我。結果他們也不承認……然

後到後來就罵我嘛……然後就讓我覺得很受刺激，就是特別生氣，後來

我就去問了一些人。我說這個做一個網站難不難。……我一聽說這麼容

易，那就搞一個吧。因為在這之前，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做一個網站，我

是典型的文科生，而且是個女孩子。我只是會上網。……我覺得就是無

知者無畏。 

一氣之下的選擇，讓龔海燕在“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情況下，創建了一個

婚戀網站。表面上看，龔海燕是因為“受場景刺激”就順著“感性”去做了網站，

其實女企業家的講述背後暗示著她們的個人能力。一方面，對於一個文科生，

做網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她想做網站就真的做出了一個網站，這是她

行動力和學習能力的體現。另一方面，在講述自身受騙經歷的時候，龔海燕

其實也在分析市面上其他交友網站的缺陷，包括非實名制、騙子多、缺乏背

景審核、客服回饋差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成為龔海燕的世紀佳緣網的

優勢所在。能從生活中的小事發現機遇，且把握住機遇並實現它，故事所展

現的是女企業家優秀的管理能力。 

龔海燕口中的自己，是一個感性的“文科女孩子”，是一個符合傳統社會

期待的柔性形象。但這個文科女孩子所做的行動，是果斷而大膽地創建了一

個婚戀網站。在敘述中，行動是受到了“我”“被騙被罵”的場景驅動，行動者與

行動則形成反差。行動者與行動的關係，不是對子關係，因為兩者構不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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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保證關係。但敘述之中，其中一個元素仍為另一個元素提供了前提，這

種前提是一種反向的襯托關係。這種與對子間元素“同向”關係相反，兩個元

素呈現出一種“反向”特質的關係，後文將簡稱為“對立”。這樣有對立性的反差，

反而讓龔海燕的形象更立體化了。行動者做出了一個與她自我定義（文科女

孩子）所不一致的行動，但由於場景的修飾和鋪墊，卻使得行動不顯得突兀

或難以接受，反而凸顯了行動的不易。企業家的創業行動與文科女孩子的自

我定義，和諧地出現在同一位女企業家身上。 

龔海燕的公司做的每一步改善，在她的講述中幾乎都來源於她對場景的

及時分析與靈活應對。後面的對話中，龔海燕同樣以一個外部場景作為更換

伺服器的原因。 

然後做了兩個月，然後就是有會員抱怨說是速度太慢了。買了一台

服務器花了一萬七千六……然後這個時候我就發現，做這個事情還是挺

要錢的。 

會員抱怨網站速度慢，幾乎是每一個網站都遇到過的反饋。龔海燕能夠

立刻花費一萬七千六，這個對於當時的公司來說十分昂貴的價錢加以完善，

同樣是反應快速靈活的體現。同時，也表現出對客戶意見反饋的極大重視。

這恰好與前面講述過的龔海燕的受騙經驗中，其他網站客服的敷衍態度形成

鮮明對比。驅使企業行動的動機講述成外在的場景，但內在的能力才是企業

做出選擇的根本原因，這個選擇彰顯了女企業家管理企業的能力。女企業家

的形象，在這種隱含的選擇中構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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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個楊芳的例子。楊芳將自己的創業初始原因歸功於“貴人出現”。 

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學打電話，他就跟我說你知道網購嗎？我說知道

啊，我也經常的在網上給孩子買一些小東西什麼之類的。他說現在網購

的群體挺多的，互聯網這一塊發展趨勢挺好的，因為他本身學的就是電

子商務這個專業嘛，然後就想著說，要不然我們自己策劃一個項目出來

然後開一個公司。（這就是現在的新創國際的雛形。）貴人出現。 

楊芳表面講述的場景，是學電子商務的同學有好的創業機會邀請了她，

才有了她後來的成功創業行動。然而同學的電話其實只是個引子。網路時代

人人都想開店賺錢，但如何開、怎樣才能賺到錢，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楊芳在前面的訪談對話中做過鋪墊，她講了很多自己創業前經營小店鋪的經

歷，尤其是積攢了如何開拓供貨渠道的經驗，為開網路商城打下重要的基礎。

積少成多，不斷在經歷中學習和積累，是女企業家在講述中體現出的個人素

質。在女企業家的敘述中，將這種重要的“企業家素質”隱藏在機會背後，是

一種女企業家的“謙遜”的體現。 

與其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女企業家的，不如說機會其實是女企業家靠

自己的能力所吸引或者識別出來的。女企業家將這些準備與能力，謙虛委婉

地隱藏在“機會”場景的修辭之後，是弱化自己決策重要性的修辭方法，但這

並不意味著她們對決策沒有主導力。表達上的謙遜加上隱藏於背後的能力與

主導力，使得柔性與管理者的特點融合在一起，構成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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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機會說不 

龔海燕的敘述中，公司一路的成長離不開各方面的幫助。而投資人的投

資其實是很重要的“幫助來源”。但龔海燕在講述兩段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投

資”場景時，卻有著截然相反的行動與態度。 

提到第一個投資人錢永強時，龔海燕這樣說： 

但是我確實很感謝他，我這個人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這麼一

種思想。我覺得就是你在最開始的時候幫了我，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幫

助，可能就沒有今天。……他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就沒有今天”、“貴人”……龔海燕用感激的話語

描述當年的投資。投資本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但這番描述中，女企業家反復

表達感激，強調該投資的重要性，將接受投資描述到了接受“資助”一樣的程

度。然而對比另一段描述，卻發現她不會盲目沖動地去接受每一筆投資。 

有一個美國的一對夫妻，海歸。他們給我寫郵件，就是想收購我這

個平臺……把它做得更大更好。那個時候我們的判斷主要有幾點……後

來我就婉拒了，然後就把那個發信的郵寄地址，就加到那個垃圾名單裡

面去。就是我說，你再給我發，我也不想收到了。 

面對美國投資人的收購，龔海燕十分堅決地拒絕了，而且是不留後路地

將對方郵箱扔進垃圾名單。講述這個行動是龔海燕訪談中少見的、主動而堅

決的口吻。這個故事裡，場景（機會）沒有成功引發行動，反而是行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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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主導了行動（拒絕）。這段敘事的結構在龔海燕的訪談中是獨特的。“行

動者-行動”成為主要對子，而場景反而與之形成“對立”。被收購和接受投資不

同，於龔海燕而言，被收購是控制權的喪失。因此與上面的例子相比，龔海

燕採用了截然不同的行動與表述方式。這個片段中的龔海燕，不再將自己描

述成被動接受別人幫助的形象，反而表現得強硬且果決。強有力地說“不”的

權力，是龔海燕訪談中少有的明確展露出行動者“鋒芒”的地方。向機會說“不”，

其實比贏得機會更需要企業家的能力與魄力。這裡的龔海燕不再“柔弱”，反

而突顯了一個“堅定果斷”的管理者形象。結合龔海燕在上面例子甚至是整段

訪談中不斷弱化自己主體性的敘述方式，龔海燕作為一個“柔性管理者”的形

象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柔性管理不是隨波逐流的，柔性管理者也許更需要審

時度勢，在需要決斷的時刻決斷，其他時刻則保持低調及開放的態度。 

再看一個故事作為對比。許桂萍講述了一次沒有對機會說“不”而引發的

危機。 

結果一下子就來了 22 家……我們就沒有抵制這個誘惑，當時我所

有的資源都是按 16 個市場去做準備的，那另外 6 個市場我們可以說應

該用倉促應戰……我們這個市場就做得不好…… 

完了以後我們就退款、退貨，完了以後就把貨拉回來了……這幾百

萬對企業來講還是個蠻大的數字……但其實我們從經營決策來看，企業

要走長遠，我們並不是有多麼的高風亮節，更多的我說是對自己負責也

是對別人負責，對市場負責才使你可能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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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給予企業的回饋好於預期，意味著企業先期準備的成功，熱烈的市

場反應也許對企業是個發展的機會。可惜許桂萍沒有預先判斷到的這個“機

會”，並非是自己企業有能力抓住的一個“好機會”。結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

被迫收縮市場，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及時撤出的止損行動，從長遠來

看，卻將企業挽救回來。儘管許桂萍講述了一個挫折，但挫折背後講述了發

現問題後及時做出撤出的決定。相較於短期的經濟損失，許桂萍明確地表示

她更重視長遠的發展。企業家不可能永遠只做對的決定，犯了錯誤後能夠迅

速地意識到問題，並且及時糾正錯誤，這也體現了女企業家的能力。 

隨著企業的發展，機會總是會降臨的。女企業家的能力不僅僅體現在把

握住機會上，也體現在如何選擇合適的機會中。女企業家的管理修辭中傾向

於將自己的能力（行動者）隱藏在外在賦予的機會（場景）的背後，弱化自

己的重要性。讓“場景-行動”主導事件的敘述，突出外在客觀因素的作用。儘

管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到女企業家在話語中被隱去的能力與素質，但這

種表面上“被動”和“順從”的修辭姿態，依舊幫助女企業家在管理行為的敘述中，

構建出身為女性“柔性”的一面。而當機會與個人判斷相衝突時，女企業家的

主體性和鋒芒就會展露出來，依靠管理者的個人能力和智慧指揮企業行動。

“柔性管理者”這種矛盾而統一的形象，在時常隱去而又偶爾展露的鋒芒中構

建出來。 

二、行動應付困難場景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面臨挑戰或者困境。企業渡過難關一般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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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要麼避其鋒芒迂回前行，要麼正面相抗逆流而上。當女企業家在兩種

方式中做出選擇時，卻又容易陷入另一種“兩難”的“責難”：迂回的行動會被解

讀為逃避軟弱，不夠具有企業家的氣度；而正面相抗的行動又顯得太過鋒銳

和陽剛，與女性氣質相矛盾。而女企業家普遍採用“場景-行動”的修辭方法，

將行動描述成在特定困難場景中唯一的選擇。女企業家用場景來合理化自身

的行動選擇，以柔性管理修辭的方法來避免上述責難。 

女企業家善於對場景中的細節進行描述和分析。當修辭勾勒出困難的核

心所在後，可以自然地引發相應的行動。她們通過修辭構建使行動成為困難

場景中最佳的應對方式，弱化了行動對於自身形象的衝擊。很多時候，女企

業家的講述中也會流露出屬於女性內心的柔軟情感。這樣的講述方法，不但

能幫助聽眾從理性上認同女企業家的選擇，更能從感情上產生對女企業家個

人的認同。 

韓小紅講的創業路，仿佛就是由一系列的磨難串起來的：為了幫丈夫的

診所“扭虧為盈”而從 301 醫院辭職，開店初期營業額只夠員工“盒飯錢”；剛開

第二家店，SARS 來了；剛開第三家店，第二天就著大火；父親和自己接連

被查出癌症……其他女企業家沒有這麼密集地遭遇“打擊”，但也有不少經歷

過種種困難的。王樹彤經歷過讓周圍的所有人都絕望的互聯網“泡沫”，俞瑜

經歷過京東與當當的價格戰，董明珠曾召回兩百多萬台產品，林萍的企業管

理曾被家族插手削弱，等等。 

女企業家在這部分修辭中，用“情”和“理”的兩方面因素說服聽眾，讓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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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認同她們的選擇。當女企業家的行動選擇顯得比較“激進”時，她們會通

過理性的分析展現這些行動，讓觀眾理解她們“不得不進”的原因。同時，她

們通過展示內心細膩的情緒變化，讓觀眾看到她們柔軟的內心世界，進一步

弱化行動的“剛性”氣質。當女企業家的行動選擇偏於“迂回”時，她們會借助理

性的分析讓觀眾看到“退讓”的依據。她們也會通過情感表露，喚起觀眾對她

們的理解甚至同情。在困難面前的“理”與“情”，幫助女企業家構建了一個更加

完整、立體的“柔性管理者”形象。下面會展示女企業家如何用理性和感性兩

方面的修辭，構建柔性管理的形象。 

（一）理性的分析與思考 

韓小紅原本在大醫院有穩定的工作，辭去醫院工作轉而經營診所是一項

重大的決定。韓小紅以一個“困難場景”作為原因，解釋這個行動。 

但我突然感覺到，我先生他經營的這個門診，確實是很吃力，而且

虧損的也很厲害。因為我們那種經營的方式，確實是太正規了，那麼這

種經營方式導致每個月都會以五萬、十萬的這個速度在往裡賠……所以

我已經坐不住了。 

韓小紅所描述的場景中，困難在於丈夫經營很吃力，診所虧損很嚴重。

她分析導致丈夫經營吃力的地方在於“太正規”。由後續韓小紅解決虧損的方

法可以看出，這裡的“正規”是“死板”的委婉說法。在此韓小紅既描述了困難的

場景，同時也暗示了解決的辦法。在後面的訪談中，韓小紅解決經營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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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用不“死板”的方式掙錢。敘述問題的同時，點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意味著韓小紅有把握和信心解決問題。而對於虧損數額的描述，則渲染出她

要解決這一問題的緊迫性。韓曉紅在描述問題的時候，已經暗示她要“趕快來

靈活地經營診所”這一行動的合理性。同時，這樣一邊描述問題，一邊暗示解

決辦法的敘述方式，是以直面問題為潛在前提的。這就直接自然地否定了“關

掉診所”這種回避問題的選項。 

後面新的困難的到來，恰恰給了韓小紅機會展示她“靈活”經營以解決問

題的有效性： 

剛剛開店，四月份 SARS 來了……慘到一個客戶都不來嘛，三個

月我們就是關門。……我賣口罩，我賣溫度計，我賣中藥。我那個時候

沒有一天休息，三個月的時間，我每天早上七點到十一點，我在我們的

門診裡，天天帶著十幾個員工……我到機場去接口罩，從南方訂的口罩，

幾塊錢的口罩，到了北京十塊錢就銷走了。 

這是韓小紅在接手診所後，又一次面臨“關門”危機。暫時的歇業也不是

不可以考慮的選項，但是韓小紅依舊選擇了直面問題。與之前所反思的丈夫

經營模式“太正規”相比，韓小紅親自帶領員工“靈活”地做各種“副業”。這些“副

業”的選擇剛好適應了 SARS 時期社會的需求，因此才能有效地彌補診所因客

戶減少而造成的損失。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韓小紅敘述企業出現的問題時，所關注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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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困難而不是逃避問題。在描述和分析困難場景時，她就已透露解決

問題的有效行動方式。解決問題的行動與場景中造成困難的原因能夠對應上，

使得行動變得順理成章。詳實細緻的問題陳述，弱化了女企業家行動中不夠

“柔性”的一面。而靈活地適應市場環境，則體現了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能力。 

梁少貞在面對問題出現時，行動則是果斷而迅速的。 

有一天有一個承包……他連幾個工人都帶了下去，三條人命……我

說我決定賠償，按照政府的三倍價錢跟他們談……19 個股東有 10 個股

東支持我，但是有一些就通不了，沒有接電話……我說來不及了，一定

要答覆……後來總算幾天以內就解決了…… 

在快速解決了人命官司的外部公關難題後，梁少貞又在公司內部受到部

分股東的責難。 

但是過了一個段落以後，有一些沒有通知他的股東……說我獨斷專

橫……錢是我們的。……所以我說既然這樣，我也沒辦法了，同意那些

就算了，不同意那些就我賠……過了幾天我就寫辭職信，我就把我的全

部積蓄帶回來廣州，我就不幹了，我說我整個人整條心都放在那裡。 

這一連串的場景中包含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困境。首先是來自外部的困境，

公司遭遇人命官司。在梁少貞的描述中，這起人命事故是嚴重的，於是她提

出三倍賠償價格的解決方案。但由於梁少貞只是公司的管理者而非擁有者，

因此這樣的行動需要股東授權。此時困難的另一重屬性，即急迫性被凸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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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此，梁少貞才會在未聯繫到部分股東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行動。行

動雖然迅速果斷，但由於之前有對問題嚴重性和急迫性的描述，這一行動也

就順理成章。這樣的修辭方法利用了場景中問題的屬性來掩飾女企業家做出

決策時“獨斷”的行動氣質。 

來自股東內部的責難是第二個困難場景。在賠償已做的情況下，梁少貞

選擇了辭職。但這樣的行動不能說是逃避問題。一方面，梁少貞承諾如果股

東不理解，她願意補全賠償，這是承擔責任的體現。另一方面，後文中梁少

貞講到，由於她的離開，企業面對管理混亂的問題，又將她找了回來。對於

她辭職後企業狀況的描述，其實是梁少貞在向觀眾暗示，她對於公司管理的

不可或缺。此時選擇暫時離開，一方面是要自證清白（回應獨斷專橫的指責），

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在內部質疑面前，策略性地選擇後退，

卻用後退彰顯了自己對於公司的重要性。場景中的兩種因素（被責難與不可

或缺），使得其行動（辭職）變得更具策略性。梁少貞面對與股東間的矛盾，

一味剛性地對抗，不如柔性地用暫時辭職來以退為進，來得更智慧和更有說

服力。 

用這種娓娓道來的方式，詳細講述生活中的場景（自己遇到的困難），是

一種具有女性化語言特徵的表達方式（謝元春，2014）。這樣的講述方式，

有助於引導觀眾跟上她們的思路，理解她們的選擇。面對困難處境時，女企

業家所講述的這些靈活手段，也符合柔性管理的理念，柔性管理者應不墨守

陳規、靈敏和彈性處理問題的要求（童兆穎，2004；張麗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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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心感情的變化 

除了對外在客觀存在的困難的描述之外，女企業家對自己內心變化的描

述，也構成引導觀眾認識困難的重要方式。韓小紅還描述了體檢中心所遭遇

的一次火災。 

燒了幾百萬，那個場景，只有在電影裡能看到。……已經屋裡是黑

的，看不到痕跡的。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哭了，但是可能是一瞬間，眼淚

出來的時候，我覺著我馬上就鎮靜下來了，所有的員工，大家都在看著

你呢，等待著你來說話。你不可能在那個時候你去哭，你必須鎮靜下來。 

這段困難場景中同樣包含兩個部分。首先是環境，一切都“黑的”，很慘。

面對這樣慘的場景，韓小紅內心是想“哭”的。在外部慘烈的場景下，一個女

性講出自己內心的脆弱，是讓人能夠同情和理解的。但緊接著，韓小紅描述

了場景的另一個重要組成——“員工們”。這樣的場景中相對應的行動者——

韓小紅的身份，就是領導。此時韓小紅表現為立刻鎮靜下來，組織自救。前

者想哭，後者鎮靜，對應的正是女性與企業家的兩面。兩個原本矛盾的行動，

在場景中不同細節的對應下串聯起來。女企業家的兩面，在女企業家的話語

中，合情合理的方式融合在一起。韓小紅在這樣的敘述中，將自己的內心過

程展示出來，以內心柔軟而意志堅定的女企業家形象，來贏取觀眾的理解與

信任。 

還有另一個更鮮明的對比。在訪談開始時，主持人問韓小紅創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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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末尾時，主持人又問她是否願意再來一次。面對兩次詢問，韓小紅給出

了幾乎截然相反的回答。 

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支持我，連我的父母都堅決反對。當時我是

計算的……但是我相信我能幫他扭虧為盈。 

其實你要是現在問我這個話的話，我覺得我可能會真的選擇繼續留

在原單位了。就是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你讓我重頭再走一遍，我不走了。

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和勇氣走下來。 

兩段回答當中的行動者都是韓小紅，但是給出的選擇幾乎相反。但是在

瞭解整個創業故事後，不會覺得這是她的自相矛盾。由於場景的鋪墊，使得

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與行動，順理成章地表現出來。最初的時候，選擇去創

業是基於對當時確定場景的“計算”。一大段計算下，創業是“必然”的選擇。而

在最後的回答中，新場景其實已經包含許許多多不可預知的困難。此時對於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場景（包括剛開業時遭遇 SARS 而沒有生意，新店面

剛開業就被付之一炬，自己及父親被查出癌症），對於需要“重頭再走一遍”的

行動，產生不同的判斷便可以被理解了。對於場景的重新認識，決定行動的

重新選擇。但沒有人是能夠預知未來的，韓小紅從一開始對創業的堅定，到

後來對再來一遍問題的否定，都體現了她對自我及事件的瞭解及把握能力。

按照她自己的話講：“我是計算的”。“前後不一”恰恰反映了女企業家在經歷了

重重磨難後的心理變化。一個柔性的管理者，不僅僅帶領企業獲得發展，作

為企業的一員，自身在創業過程中也獲得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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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企業家林萍所面對的困境來自于合作夥伴的背叛。 

合作夥伴心態出了問題……（到 2007 年的時候）完全失控，我們

覺得我們的利益完全沒有保障了。……後來我們想這樣子不行，所以後

來大家談，還是分開來好。我跟我先生都是這種觀點，無論我們做什麼

事情都是想長久……儘管可能在短時間裡面可以佔領這個市場，但是實

際上靠這種手段，我們覺得不太好。 

在對困難做出思考與選擇時，林萍提到了她的先生。與韓小紅“委婉地批

評”丈夫的經營手法不同，林萍是認同自己先生的，她全程是以“我們”為講述

口吻的。“先生”的存在，使得與合夥人“分開”這一個戰略性放棄的行動選擇不

會顯得太消極柔弱，因為這也是身為男性的“先生”所認同的行動。女企業家

巧妙借用一個男性角色的存在，為自己決策的正當性進行辯護。講到選擇與

合夥人分開，為了更長久地站穩腳跟而放棄短期佔領市場，則是女企業家在

向觀眾展示自己對於企業經營的基本理念。這種在故事中帶出自己管理理念

的話語風格，與女性政治演講有著相似之處（Campbell，1989）。 

在理性地描述和分析困難的同時，女企業家同樣擅于描述困難中自己內

心的思考與變化。感性的描述方式，與理性的分析相結合，會顯得整個行動

選擇不僅合理，也同樣合情。以理服人的同時以情動人，也是女企業家在描

述自己應對困難的行動選擇時，將柔性與管理相結合的修辭體現。 

三、行動順應場景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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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種顯得相對較為“被動”的行動回應場景的修辭方式相比，下面一

種修辭方式顯得比較“主動”。女企業家會主動分析市場或行業的發展趨勢，

讓企業及自身與時俱進。這類女企業家普遍受過較好的教育。她們善於觀察、

歸納、總結外部環境中的信息，並且對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充滿自信。場景作

為外部的因素，在女企業家的分析之後，成為企業行動的主要依據。她們的

敘述延續了女性分析事物細膩溫婉的柔性特質；同時，也展現出她們作為企

業家的大局觀與遠見。 

女企業家有著企業家的眼界和魄力，驅使她們敢為人先，做別人所不能

之事。與此同時，她們身上也兼顧了女性特有的細膩、踏實與敏銳。按照王

樹彤所定義的那樣，她們塑造的是一種“既溫婉又豪放”的形象。這類女企業

家的柔性管理修辭中貫穿了這種“溫婉豪放”的特徵。 

王樹彤自己做到了這一點，從最開始做老師時“扎扎實實地學習”，到由

一個“觸動”開始艱苦創業，講述她如何把握住互聯網的發展大勢，然後一步

一個腳印地創造了兩個優秀企業的過程。這種溫婉與豪放並存的特質，同樣

表現在其他女企業家身上。楊暉將《波士堂》看做一種互聯網產品實驗，羅

麗芬設立學院培育大陸人才和市場，田雲嫻做公益演講來幫助更多的人，等

等。 

女企業家善於分析和把握市場環境的宏觀發展規律，通過對大勢的敏銳

把握，及時調整行動策略。在順應趨勢的同時，把自己的企業帶向一個新的

高度。表面上看，這是女企業家在談論對市場環境趨勢的理解，話語背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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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隱藏了她們對行業深刻的瞭解、精准敏銳的觀察能力，以及出眾果敢的決

策判斷力。一方面是對大趨勢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對細節的瞭解，對兩者彼

此呼應的描述，構成這部分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 

（一）行動背後的大市場 

王樹彤毅然決定從微軟跳槽到思科，背後有著對時代的見解。 

那在 1999 年的時候，其實互聯網的浪潮已經開始席捲了。所以當

時思科公司，是作為互聯網的先鋒，這樣的一個企業。所以當時就覺得

在微軟，其實在互聯網這個浪潮來臨的時候，這個公司其實已經遲了一

步。所以去想看看到底先鋒長成什麼樣。所以我也在思科公司工作了一

段時間。 

在微軟這樣一個電腦霸主地位的公司工作，王樹彤學習瞭解到了互聯網，

也在 1999 年就觀察到互聯網時代即將來臨的先兆。但她未曾沉迷於微軟這

個互聯網龐然大物帶給她的“光環”中（如她自己形容），即使當時微軟已經幾

乎是互聯網行業的老大。王樹彤依然覺得微軟還是“遲”，想要去看看真正的“先

鋒”是什麼樣的。對於“互聯網浪潮”這一場景的瞭解，加之對互聯網堅定不移

的信念，促使她做出“跳槽”這樣一個行動選擇。這裡王樹彤所描述的對互聯

網時代的信念與衝動，為之後她在互聯網行業的創業埋下伏筆。王樹彤將這

種在當時看來不可理解的“闖”勁，敘述成順應場景大勢的選擇，將毅然決然

的“跳槽”描述成為順應時代的行動。這種把自己行動描述成“順勢而為”的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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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王樹彤構建了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王樹彤的修辭中，另一特點在於用詞的選擇。她將互聯網趨勢描述成“浪

潮席捲”，將自己的行動描述成“看看”。簡單而不華麗的兩個比喻性的用詞，

勾勒出一個好奇而又擁有夢想的年輕人。勇敢而又有衝勁，如同一個想去踏

浪的孩子，想要去做新的嘗試。這樣的語言提升了王樹彤“溫婉”的一面，但

講述的內容卻是她“豪放”的體現。 

這個關於互聯網的信念，貫徹了王樹彤的職業生涯。 

我記得當時在我腦子裡面有兩個“I”，英文字母。一個是 Internet，

一個是 International。其實當時在我腦子裡就這兩個，我是希望下一步

能不能夠做一些事情，是這兩個“I”的一種結合。因為這兩個“I”它讓我眼

睛發亮，所以我就願意鑽進去。我覺得這個呢，就是敦煌網最原始的雛

形。 

王樹彤選擇用兩個“I”：“互聯網（Internet）”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

來描述她腦中的場景。用這兩個高度概括的詞去總結她對行業的遠見，與她

在微軟和思科的工作經歷是密不可分的。在工作中，她敏銳地發現時代趨勢，

果斷地跟上機遇所在，然後毅然選擇“鑽”進去。這種機遇與本章第一小節的

機會不同，它不是提供給特定企業或個人的，而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但能

夠當機立斷抓住的人並不多。王樹彤描述當年的時代大勢，能夠簡約而準確

地用兩個“I”來概括，既是她語言功底的展現，又是她思想及眼光清晰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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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柔性管理者能夠“順勢而為”的前提，就是具備這樣的眼光和能力。 

在本章前一小節“行動應付困難場景”的林萍一例中，就提到女企業家容

易“做什麼事情都是想長久”。這種長久是對行業乃至時代背景的考量，也是

對企業發展規律的把握。為了企業長期健康持續性地發展，短期的一些目標

會被放在次級的位置上，即使造成短期的困難和犧牲也在所不惜。她們不拘

泥於一時一刻的得失，而要把握全局。與之相同，羅麗芬對企業的發展規劃

也具有長遠的市場眼光，寧願犧牲短期利益去培育市場。 

我想在我的標準裡面，是大幸福跟小幸福的選擇。……前五年基本

上羅麗芬集團在大陸的整個事業部，是賠錢的……基本上我們前兩年不

做市場，純粹培養人才……因為這個市場的成熟點，這個市場的開拓點，

在那個點還沒有到的時候，它的爆發的力量還不夠大。 

羅麗芬看到了市場的發展規律，才敢於“賠錢”去培養人才。羅麗芬與林

萍一樣，把長期發展看得高於眼前利益。在敘述中可以看出，羅麗芬對於兩

年、五年的計畫，以及何時才能到爆發的“成熟點”是心中有數的。此外，對

企業來講，培育人才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培育市場等待成熟點，更在於為前期

的企業積蓄人才力量。重視人才，積累人才儲備，會成為企業發展壯大的源

動力。“人”是柔性文化的企業中最為核心的部分。這就是羅麗芬口中“小幸福”

與“大幸福”的區別。小幸福是眼前的金錢利益，而大幸福是行業的長遠爆發

和人才培養。羅麗芬通過對場景規律的描述，將寧願短期賠錢的行動選擇合

理化，同時含蓄地表達了她的柔性管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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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放眼大市場，是這批女企業家普遍具有的特點。如

果說立足於市場大勢，“敢為人先”是女企業家“豪放”的集中體現，那麼，能夠

謹慎地觀察和分析市場，“計算”自己和行業的特點，找准企業定位，則更多

體現出女企業家身上柔性“溫婉”的一面。 

（二）觀察與計算大勢 

女企業家對於市場大勢的解讀不是憑空想像而來的，背後有著細緻的調

查與認真的觀察。陳亦含在創業之前，就對行業有了思考與瞭解。 

後來我就撲下身子就開始做調查，就開始做。……都市 118 跟常

規的快捷酒店比較起來，有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說，我們更注重商務客人

的感受。因為我們對商務客人的研究吧，在所有的客源結構裡面，商務

客人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間的。傳統的這個快捷酒店吧，他在商

務客人的需求這一方面，是做得很薄弱的。 

陳亦含在對快捷酒店行業的調查中發現，商業客人是主要客戶群，於是

在後文中她將企業定位為商務快捷酒店。當對這個客戶群的需求進行更深入

的分析時，她發現傳統快捷酒店在服務商務客人時是很薄弱的，於是她自己

的酒店就格外重視服務商務客人，將傳統快捷酒店的薄弱之處轉變成她的企

業競爭優勢。這段對於行業場景的簡單描述中，細緻的調查數據是女性柔性

“溫婉”的體現。敢於對傳統快捷酒店進行革新，提出特殊的見解則是企業家

大膽“豪放”的展現。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在此將“溫婉”與“豪放”結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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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陳亦含對情況的觀察分析能力，不僅體現在企業發展的定位上，還體現

在整個經營管理的過程中。 

開業以後生意不太好……我就站在馬路對面觀察。我就發現，很多

人經過我們酒店門口的時候，不敢進去。他們在門口徘徊，看著我這個

酒店，然後又走了。……原來我分析原因是什麼，當時我取名取得比較

大……客人從外面看，這麼大一個樓，那肯定很貴啦。就不敢進去

了。……我把我的價格在門口就立上了房價牌，很清晰讓大家知道我的

價格……一個月之內，呼呼的全滿了。 

陳亦含這段故事講得生動具體。她從企業經營面對的困難入手，通過對

自己觀察到的路人行為的分析，發現問題核心所在，最後有效解決了客流量

小的問題。陳亦含的講述，表面是一個解決問題場景的故事，但其實是給了

企業一個更加清晰明確的市場宣傳定位。故事中對場景的描述，使這個宣傳

定位的選擇與確立更加合理自然。娓娓道來的故事與豐富的細節，包裝了女

企業家在行動中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使得觀眾在聽講時覺得平常

而生活化，細想之下還能理解女企業家的行動的機智。 

同樣，韓小紅下面這段“計算”，也是女企業家對場景觀察和判斷力的體

現。 

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支持我，連我的父母都堅決反對……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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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計算的……我覺著還是賠得起的……因為那個時候社會已經很開放

了，我們很多同學也都到大的什麼設備、醫療器械公司、藥廠去做事

情……但是我相信我能幫他扭虧為盈。 

韓小紅作為德國醫學博士，思維能力十分優秀。“計算”一詞，體現了她

縝密的思維方式。她花了大段語言描述當時場景中的社會條件與自身條件，

最後才得出一個“我能幫他扭虧為盈”的結論。為自己做出“沒有一個人支持”

的行動選擇提供支撐。在後面整個訪談中，她所講述的成功過程，也基本符

合她的“計算”，印證了她當時觀察與分析的正確性。韓小紅將這些計算過程

詳細地描述出來，使得觀眾更能理解她的選擇。這種細緻的計算過程體現了

韓小紅作為企業家的能力，同時，也是女性心思細膩的體現。 

這些女企業家的創業，靠的並不是一時衝動。除了要擁有堅定的信念，

還要有優於常人的“計算”能力和獨具慧眼的觀察視角，以幫她們靈活地選擇

發展的道路。她們的講述方法體現了女性細緻與縝密的特點。細緻縝密的觀

察之後採取的行動又體現了企業家果斷而大膽的特點。女企業家在敘述中將

這兩種特質融合在一起，構建了自身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三）個人經驗與大勢 

這批女企業家的修辭特點，是善於從自己的經驗中出發，以小見大，發

現市場的大勢所趨。她們講述自己的個人故事，以同理心去判斷市場，以同

情心去打動觀眾。楊暉從自己電視臺工作的經驗，看到了財經節目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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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有了自己節目的定位。 

我大概對中國的這個財經電視節目也有了一個初步的一個瞭

解……我們看到很少直擊人心的對於財經界、商業界的這些領袖翹楚們

的這種深入的一些訪問。那反過來說……那麼怎麼樣讓這個商業人物和

這個老百姓發生關係，能夠接地氣，能夠不端著、說人話。……我覺得

這是我當時做這個節目的一個初衷。 

楊暉從她在電視臺工作的經驗中，觀察到電視節目對於商業領袖的訪談

不夠“接地氣”。這個發現，成為她做新節目的立足點和創新點。以自身經驗

作為行動依據，是“女性模式”的表達特點之一（Farrell，1979）。從觀眾的視

角去看“現有”的訪談節目時，楊暉與普通觀眾是一樣的。因此她用“能夠接地

氣，能夠不端著、說人話”這樣個人化、口語化的表述方式，表達對自己節目

的定位，使自己顯得更加親切，對於觀眾來講，也更易產生共鳴。這樣的表

達讓企業家本身的決策也更加“接地氣”起來。 

田靜意所敘述的社會發展，是人人都可以觀察到的。 

說了一次我一開始就在想，也是，現在的經濟社會都已經發展

了……如果現在電腦是在家裡的一個東西，可手機不一樣，人人都具備，

無論大人小孩都有，如果真像咱們一開始預計的那種情況下，每個人都

有的情況下，人人都能接觸到，這個我感覺好像是，傳播性和接受能力

應該比電腦又快點，所以說我認定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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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靜意所看到的社會發展趨勢，是我們每個人都在經歷的時代背景。但

是，在她的口中，每個人手中的手機，不僅僅是一種隨身攜帶的娛樂或社交

工具，還是一種“傳播性和接受能力應該比電腦又快點”的商機所在。對場景

的重新定義，使得田靜意面對場景做出了女企業家的創業行動。這種從平常

的生活中發現商機的能力，是企業家特有的素質。而用生活化的自身經歷作

為依據的“女性模式”的表達習慣，將企業家的創業行動與生活中的場景相關

聯，又顯得格外親切和自然。 

王秋梅也是將自己的童年經歷與創業理念結合在了一起。 

在我們北方的家居行業裡，軟裝飾這塊只占市場的 5%，在南方已

經佔有了 20%的一個裝修軟裝。所以在我們東北這一塊，天氣很寒冷，

但是還有 15%的市場還是需要我們來開發的，來做這塊工作的。……

因為我是東北人，我們東北天氣非常寒冷，在小時候生活水準也沒達到

現在這樣，就是說一碰到牆都是冰涼的。我想在我做這個軟包裝飾的時

候，我一定第一想到的是先把保溫性要好一些，讓每一個家庭，軟裝飾

能帶給每一個家庭溫暖。 

這段關於創業行動選擇的描述，一開始講了行業宏觀場景的基本數據。

數據所反映的是北方裝修市場中軟包行業的缺失，還有 15%的市場有待開發。

而王秋梅又用了自己的童年經歷，去具體描述這種缺失。對於童年冰涼牆壁

這樣具有觸感的描述，尤其能夠將觀眾帶入那種想像中去，更易引起觀眾的

共同回憶和共鳴。冰冷的數據與親切的個人經歷相結合，勾勒出北方軟裝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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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市場的需求及缺失。 

女企業家充分地利用各種方式，描述行動時所面臨的場景。通過對背景

情況的調查，以及對自身經歷的講述，描述出所在市場的大趨勢。一方面，

這樣對於大勢的描述，使得觀眾更能理解女企業家在大勢中的許多行動選擇；

另一方面，對於大勢的把握與闡釋，其實也體現了女企業家出眾的判斷與表

達能力。以細膩和生活化的表述，將企業家大膽果敢的行動包裝成“順勢而為”，

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體現。 

四、小結 

綜合來看，女企業家在企業發展敘事中，講述了她們對於環境變化的重

視，以及如何靈活調整企業策略以應對這種變化。這是在話語中展現她們的

柔性管理能力。女企業家通過描述細節和個體經驗，增進了觀眾對她們的認

同感。這展現了柔性管理者良好的溝通能力。更具有修辭意義的是，女企業

家通過弱化主觀存在感的修辭方式，柔性化自己的“管理”行為。上述幾點是

本章中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的主要特點。 

首先，企業家能在節目中，對於過去發生的場景細節娓娓道來，說明這

些細節本身就一直印刻在她們的腦海中。這體現了女企業家對於企業所處市

場環境的重視和瞭解。這種重視驅使她們時時對自身和企業所處的環境保持

高度的關注。這種對於變化的敏銳察覺能力和應對變化時迅速靈活的決策能

力，是柔性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之一（童兆穎，2004；張麗璃，2011）。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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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女企業家對環境快速和準確的分析中表現出來。在很多例子中，可以

看出，女企業家的這種柔性管理能力，恰恰是企業渡過難關或獲得更大發展

的關鍵所在。 

其次，訪談節目作為一個溝通的平臺，用“場景-行動”的敘事方法講述企

業發展中的故事，有助於引導觀眾理解女企業家的行動選擇。這種溝通技巧，

是一個“柔性管理者”所應具備的能力之一。在條分縷析地描述場景中的重點

因素之後，無論是面對機遇、困難，或是面對大形勢，觀眾都更容易理解女

企業家所面臨的“當時處境”。伯克（1966）提出，修辭除了具有對情景命名

與定義的功能之外，也代表處理那種情景及問題所需的策略。女企業家描述

場景時，也間接地命名和定義了場境。而觀眾接受這種命名與定義之後，對

其中所暗示的解決策略（即女企業家的行動）就更容易產生“認同”。尤其是

女企業家運用與觀眾更易產生共鳴的“個人經驗”作為依據時，認同感更加容

易建立。這種修辭方法的運用，照顧了聽眾的溝通需求。由此在行動上獲得“認

同”的女企業家，也更容易獲得社會對她們雙重身份的認可。 

最後，柔性管理修辭把場景作為行動的“外因”進行詳細描述，掩藏了女

企業家能力這一“內因”的作用。這是利用修辭技巧“柔性化”管理修辭的體現。

很多行動中“獨斷果決”的氣質，與企業家所應具有的“衝勁”相吻合。但作為女

企業家，她們的修辭還要同時顧及自己女性氣質的一面。女企業家用表面“委

婉被動”的描述方法，弱化自己作為決策者可能展現的“獨斷”氣質。委婉被動

的修辭方式展現了女企業家“溫婉”的一面。她們表現得謙虛而自省，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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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被動到有些“柔弱”。但是，對外部場景的分析與描述也使觀眾能夠瞭解到，

女企業家能合理有效地“借助”外部因素，幫助自己的企業獲得成長。這種“有

效”的管理本身，也“無意中”透露了女企業家能力出眾的一面。高效而成功地

處理從外界收取到的各種條件，是柔性管理者自身能力的體現，同時也展現

了女企業家“豪放”的另一面。這樣的修辭方法，通過一明一暗兩條線索，將

女企業家身上的兩種不同氣質，有效地包裹在一起。這種修辭方法的運用是

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十分重要的特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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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員工管理敘事：行動者－行動 

女企業家對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員工的管理。訪談中，女

企業家會講述她們對員工管理的方法、理念，以及她們與員工互動中的故事

（女企業家關於這些內容的講述簡稱為員工管理敘事）。一方面，女企業家在

員工管理敘事中，表達了很多員工管理過程中的理念和哲學。柔性管理與剛

性管理的核心爭議之一是，企業領導應該如何看待和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在

有關柔性管理的論述中，對人的重視、教育的投入、員工的理解包容等是柔

性管理者常用的管理方法。女企業家在訪談中表達了對這類柔性管理方法的

使用和認同，這有助於加強她們柔性管理者的形象。因此，敘述中適當地回

應這類柔性管理的理念，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

面，女企業家的員工管理敘事，也講述了自身與員工間的互動。這種互動當

中，不僅包括女企業家自身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還包括她們對員工回饋的

描述。女企業家從自己的角度和自己所理解的“他人”的角度等多方面去敘述

事情。這種多角度敘述方法，體現了女企業家對自我形象的認知，是她們對

自我形象的理想化敘述。因此，分析女企業家如何描述自己與員工間的這種

互動，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女企業家所構建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員工管理敘事包含女企業家所講述的關於員工管理的所有內容。包括女

企業家所直接講述的員工管理方式及理念、女企業家與員工間各種情況下的

互動、女企業家對員工的描述和看法，等等。這部分敘事中，有些是女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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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講述自己的經歷，員工在敘述中不一定直接出現；另一些則是女企業家直

接講述員工的故事，女企業家作為參與者或者旁觀者出現。但是關於員工管

理的敘事，員工與女企業家都是該類敘事中重要的參與者。即便在敘述中不

一定講出全部參與者，講述中的各種元素，也能幫助女企業家勾勒和完善她

們所塑造的自我形象。 

女企業家描述的員工管理敘事可以視作一個故事。用伯克的戲劇主義理

論解讀這個故事，其核心在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互動。女企業家的員工管

理其實是對員工行動的掌控，確保員工的行動有利於企業的利益。這個目的

要通過女企業家的管理行動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至少包含兩組“行動者-行

動”對子，第一組對子是女企業家作為行動者和她的行動，另一組是員工作為

行動者和他們的行動。一方面，兩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是有對應性的。當女

企業家這個行動者是領航者的時候，員工這個行動者的定位就是迷途者；當

女企業家這個行動者是先行者的時候，員工這個行動者的定位就是跟隨者。

女企業家對兩者關係的定義，同時定義了兩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女企業家

和員工的行動也是具有相關性的，這種關係可能是兩組行動彼此映襯或趨向

一致。兩組行動的關聯也會受女企業家對兩組行動者的定義所影響。當員工

作為迷途者被領航者帶領時，員工的慌亂行動會襯托出女企業家行動的果斷

和自信；當員工作為追隨者時，員工會向女企業家學習，從而兩組行動趨向

一致。本章分析中可以看到女企業家如何在員工管理敘事中，分配自己和他

人的角色，進而安排行動者與行動，完成整個故事。對這些故事的分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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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女企業家怎樣為自己的角色塑造“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研究發現，女企業家有這樣四種身份定位：舵手、長輩、楷模和夥伴。

當女企業家作為舵手掌控方向時，她們更加強調自己作為企業掌控者的地位，

在行動上統領著員工和整個企業。作為長輩照顧晚輩時，女企業家幫助和輔

助員工行動，會融入大量的情感因素。作為楷模樹立風氣時，女企業家以身

作則，發揮榜樣作用，讓員工自發地學習。作為夥伴共同前進時，女企業家

與員工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會作為一體出現，行動也逐漸趨於一致。 

對比來看，女企業家作為舵手或長輩時，強調自己作為企業的領導與員

工間的區別。在與員工的對比中，構建具有女企業家特色的“柔性”氣質。當

女企業家作為楷模或夥伴時，更偏重於強調她們對員工的影響。通過女企業

家自律或帶動作用，員工能自發地規範自己的行動。女企業家通過突出員工

的成長，柔化自身的管理行動。研究還發現，在這四類行動者身份的塑造中，

女企業家與員工的“差異性”在敘事中逐漸被弱化，柔性管理的特質在敘述中

表達得越來越直白。後文將分為四個小節，對這四類行動者在修辭中所塑造

的女企業家“柔性管理者”形象進行分析。 

一、舵手掌控方向 

女企業家對一個企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為員工指明方向。在員工迷茫

甚至迷失的時候，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如同航船上的舵手一樣，帶領大家走

向正確的方向。在這種身份定位下，女企業家的角色會與員工的角色相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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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述中，員工的存在和行動，更多用於襯托女企業家的角色。這種襯托幫

助她們突顯自己身份的獨特性與行動的正確性。女企業家在構建舵手身份時，

較少講述員工的行動，會更多地闡釋自己的行動。在這類敘事中，女企業家

通過構建自身身份的獨特性，重新詮釋“柔性”的內涵。在修辭中點明，女企

業家的“柔性”不同於普通人（員工）的“柔性”。 

比如董明珠看來，因為自己已經不是一個“普通員工”，所以什麼是“可愛”、

“可憐”、“孤獨”都要因“位置”變化而“自己去理解”；羅麗芬也同樣以女企業家

的視角闡釋了“大幸福跟小幸福的選擇”；如許桂萍所述，“作為一個企業掌舵

的人”，女企業家是那個關乎企業“命脈”時“把關的人”；所以，當“別人都已經

絕望了”時，王樹彤要能像“鮑威爾將軍”一樣，發出“堅定的聲音”；韓小紅即

便“眼淚”都要出來，也能“馬上就鎮靜下來”…… 

女企業家對自身舵手身份的構建，體現在三個層面上。首先，引入一種

辯證的觀點，以此引導觀眾認識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讓觀眾意識到她們的行

動對於企業乃至社會的特殊意義。第二，通過敘述對員工的管理過程，展現

女企業家自身的業務素質，以及遠超一般員工的眼界與能力。最後，通過講

述帶領大家頂住壓力走出絕境的心路歷程，展現女企業家獨特的精神力量。

儘管“舵手”這種形象顯得“剛性”，但女企業家仍用修辭的手段，在字裡行間勾

勒出其身上柔性的一面。 

（一）“大小”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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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幾次問到董明珠有關女性特質與工作之間應如何取捨的問題。主

持引用有人說的話，說她作為一個女人不可愛，太堅持原則了，以至於沒有

朋友，會孤獨甚至可憐。董明珠面對這些質疑，分別給出如下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和不愛看你怎麼去理解。如果你創造了一個大愛，

我覺得那你就是最大的愛了。你不一定體現在某一個人對你的愛。或者

是大家講，你是很可愛，你就是很可愛。其實可愛不可愛是自己去理解

的。因為我如果做一個普通員工，可能我是一個很好的家庭主婦……但

是因為你今天的你的位置發生變化，這時候社會對你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你就可能真的是一定要放棄自己的，內心的一些東西。你不可能再去追

求，說人家還會去呵護你。這時候更多是你去呵護別人。 

因為孤獨不孤獨是你自己去理解的。並不是因為你擁有很多人，你

就不孤獨……朋友不在於卿卿我我，而在於對你的支持。我覺得那是朋

友。 

可憐和不可憐看你去理解。別人有人說你天天忙工作多可憐，你看

我們多瀟灑，天天打麻將。但是我反過來覺得說他好可憐，天天在打麻

將。 

主持人的問題挑戰了董明珠身為女性，身上不“柔性”的一面。而董明珠

三次回答的句式很像，修辭的內在邏輯也是統一的。從伯克的戲劇主義角度

分析，董明珠均通過構建“我”不同于“普通員工”的行動者身份，使“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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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我”如果是普通的家庭主婦，就可以很瀟灑、被呵護，達成“小愛”。

這是小女人之柔。但當“我”的身份發生變化，“社會對你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我”就要學會放棄內心一些東西，努力工作，這才是“大愛”。這是她所解讀的

女企業家之柔。董明珠對“孤獨”與“可憐”的兩段解讀也是類似的。董明珠通過

剖析“我”的位置變化，得到“我”的行動變化。她通過這種辯證的修辭構建，達

成對自己女企業家之柔的重新定義。 

從回答中可以看出，董明珠知道社會對普通女性的柔性期待。與此同時，

董明珠對自己的企業家身份，以及在這個身份下應有的行動，也有很清晰的

認知。董明珠在回答中通過辯證的修辭方法來重構“可愛”、“孤獨”、“可憐”等

詞彙，並用詞彙重構後的新內涵，去回應公眾話語中對於她的挑戰乃至指責。

在對詞彙的內涵進行辯證性的修辭重構之後，女企業家的責任、擔當與女性

的可愛、柔性並不矛盾。相反，這種“為了大我，犧牲小我”的行動，恰恰成

為了女企業家最具有“大愛”的體現。對自身行動重新定義後，董明珠不僅回

應了對於她是否“可愛”、“孤獨”、“可憐”的質疑，更進一步將自己的行動昇華

成對社會的“大愛”。董明珠通過對行動者身份和行動意義的重構，塑造了她

作為女企業家，在不失柔情的同時，又肩負使命和責任的獨特形象。 

當主持人問羅麗芬“一個女人要去駕馭一個企業，她不能夠只有柔軟的一

面，她需要面對一些很艱難的選擇，並需要一些非常強硬的判斷。什麼時候

你需要做這種艱難的選擇？”時，羅麗芬的回答也出現這種關於“小大”之別的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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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我的標準裡面，是大幸福跟小幸福的選擇。比如每一件事，

我知道某些個我的決定下了以後，可能某一小撮的人，他可能會覺得他

心裡面不舒服。但是為了有大幸福的未來，或者大部分人的一個公平的

立場，那我就會做取捨了。 

這裡的“小大”之分和董明珠所指的不同。這裡的“小”指的是女企業家身邊

的“一小撮”人的心情，而“大”則是女企業家所照顧的大部分人的公平。羅麗芬

談的是一個關於部分和整體的選擇問題。選擇之所以“艱難”，是因為身邊的

人能夠喚起“一個女人”“柔軟”的一面。為了更大的公平，羅麗芬作為女企業家

在選擇時，偶爾要對身邊人展現出“心硬”的一面。羅麗芬的回答中，女性的

細膩讓她能夠注意到部分人的“不舒服”。而羅麗芬講到的“取捨”，則是她身為

女企業家，身份和職責的體現。女企業家通過對“小幸福”與“大幸福”的辯證分

析，一方面用女性的細膩柔軟去體諒被犧牲的“小幸福”，另一方面又用企業

家的胸懷去負擔起社會的“大幸福”。女企業家在“最大化幸福”的講述中，對自

我的“柔性”形象進行了重構與昇華。 

女企業家作為企業掌舵者，她們的身份決定了她們的行動不能像“普通女

性”一樣，表現出備受“呵護”、去順從自己的“柔軟”一面。她們在修辭中強調

自己與普通女性的不同之處，使自己的行動體現出一個更高層次上的“柔性”。

在這個層次上，她們是企業家，展現柔性的對象是企業，是社會。在這種“柔

性”定義下，女性和企業家的身份得以統一。而這個層次是她們通過對“行動

者-行動”的辯證性修辭所構建出來的一個“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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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界與能力 

劃分了“小”與“大”，羅麗芬通過進一步講述自己與團隊交流的例子，展示

自己判斷“何者為小，何者為大”的眼界與經驗。 

前五年基本上羅麗芬集團在大陸的整個事業部，是賠錢的……那這

樣過程，會讓我的團隊覺得，總裁一定要這樣做嗎？那我告訴他們，其

實因為這個市場的成熟點，這個市場的開拓點，在那個點還沒有到的時

候，它的爆發的力量還不夠大。……以我的經驗來看，整個中國的這種

發展，大陸的這種經濟成長起飛，其實毋庸置疑的。 

這段講述呼應的是上個例子中，羅麗芬對“小幸福與大幸福”的敘述。從“團

隊”的疑惑看，前五年的賠錢無疑是“不幸福”的，但這裡說的“幸福”是羅麗芬

口中的“小幸福”。短時間賠錢換來的是市場的成熟，則是她口中的“大幸福”。

“總裁羅麗芬”和“我的團隊”身份的不同，造成眼界與行動選擇上的分歧。團隊

的疑問和羅麗芬的解釋，構成一組行動上的對比。這個對比反過來突顯了羅

麗芬作為女企業家的眼界與心胸。羅麗芬是在向故事中的員工解釋原因，同

時其實她也是在向訪談節目的觀眾解釋。在利用“行動者-行動”進行修辭構建

時，女企業家不僅突顯了管理者身份的特殊性，也利用身份合理化了自身的

行動選擇。羅麗芬個人堅持的“賠錢發展”讓“團隊”覺得疑惑，具有“獨裁氣質”，

這種氣質與柔性氣質有衝突。然而羅麗芬的表述，弱化了這種衝突，反而突

出了作為女企業家，在“培育市場”中的眼光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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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市場的過程中，對員工的培養也成為了羅麗芬敘述中最重視的部

分。 

那咱們在國內也設立了羅麗芬形象與健康管理學院……它是一個

服務行業是靠人，所以你的人的素質提升是很重要……如果這個行業越

來越規範，把臺灣目前在美容它已經定位生技醫學，生物科技的一個產

業。而非就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美容行業。 

羅麗芬的講述，突出了“人”在服務行業中的重要作用。她自己則是建立

學院、推動行業規範的人。她將自己定義為行業規範的發起人和推動者，這

個地位高於行業中的普通管理者。羅麗芬對整個行業培育和孕育的描述，體

現的就是她前文中敘述的對“大幸福”的追求。這種對“培養和教育”的重視始終

貫穿在羅麗芬的敘述中。她認為這是作為企業乃至行業管理者，最重要的管

理理念和任務之一。“培養和教育”的行動，同社會對女人“母親”的職責期待具

有暗合之處，因此帶著某種“母性”的氣質。這種管理理念的講述，加強了羅

麗芬作為女企業家獨特的柔性氣質。此外，羅麗芬明確提出了服務行業以“人”

為核心的管理理念，也貼合柔性管理中“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 

這一段的修辭構建，是順著前面兩段的鋪墊來完成的。先是在“小大”幸

福中，構建出女企業家高於常人的思想層次。然後在與團隊的對話中，羅麗

芬展示出擁有培養市場的眼界。最後通過培養人才來推動整個行業的規範化，

是“大幸福”的具體落實。對大幸福的追求與落實，是女企業家柔性氣質和管

理能力的體現。在這一過程中，女企業家不僅僅是自己企業的舵手，還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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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行業的舵手。 

女企業家作為舵手也體現在她們對業務能力的講述上。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產品是企業的命脈，如果你作為一個企業掌舵的

人，你知道產品它的發展得好，尤其是你說從原來產品來講，當你更瞭

解這樣一些原材料發展的趨勢，產品的應用、這個原料的應用，他的配

方的機理，那我想在這些方面對本身的這個產品的品質的保障，最起碼

多了一個把關的人。 

許桂萍對自身的定位是“企業掌舵的人”。員工可能只需要對產品的某一

方面有所瞭解或負責。但她認為“企業掌舵人”要瞭解產品的方方面面，能夠

給產品品質把關。這與羅麗芬所講述的“大”又有所不同，許桂萍訪談中強調

的是自己對於產品各方面細節的瞭解和掌握能力。這種對各個環節的掌握，

是生產知識技能儲備量上的“大”。所有的環節整合在一起，集成的是“大量”

的信息、知識和技能。這種對於全方位細節的把控能力，要融合女性的細心、

耐心和企業家的智慧、責任感。許桂萍的講述，突顯了她作為一個柔性的企

業掌舵者，不僅要給企業指明方向，還能為企業產品的方方面面負責。 

（三）不倒的旗幟 

企業發展就像船在大海上航行一樣，不可能永遠是風平浪靜的。舵手在

風浪來臨時，會體現出更加重要的作用。本節的分析與上一章企業發展敘事

中“行動應付困難”一節側重的角度不同。本節側重分析的是在面對困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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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如何描述她們的身份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我其實覺得最辛苦，最難過的是什麼呢，就是別人都不相信這條路

了。別人都已經絕望了，這個絕望包括了你的投資人，包括了你這種身

邊的戰友，包括了你的員工。……所以當時，我覺得無論是你有再好的

管理經驗，你有什麼樣好的戰略和戰術，其實都沒有用。我覺得當時只

有一個東西，就是信念。……就需要一個非常堅定的聲音，我知道出路

在哪兒，大家跟我走。所以其實你心裡面也都不知道。 

……鮑威爾將軍……他說很多在戰場上……他其實心裡也在發抖，

但是面對他的士兵……他必須要以一種非常自信的眼光，傳遞給他的同

事們他的戰友們。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經歷了那樣的一個時期。 

王樹彤所描述的困難其實主要是心理上的困難。在訪談中，心理上的困

難是通過戰友和員工這些“別人”的絕望來營造烘托出來的。與“別人”形成鮮明

對比的，則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有讓“大家跟我走”的堅定信念。“別人”和“我”

兩者行動的差別，反過來說明行動者的差異。“行動者-行動”對子中，兩者互

相影響，行動者的身份使行動合理化，行動也反過來構建和加強了行動者的

形象。通過“行動者-行動”的構建，王樹彤解釋了自己為何當時能夠表現出堅

定的信念。同時，更給觀眾展示了自己作為優秀的女企業家，所擁有的精神

力量。 

王樹彤用鮑威爾將軍和自己做類比。自己相對于下屬，就好比將軍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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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士兵。領袖的身份要求她必須在下屬面前表現得自信且堅定。值得注意的

是，王樹彤在類比時用到一個知名男性將軍的形象，這是一個極為陽剛且具

有權威性的人物形象。通過類比，王樹彤將觀眾對鮑威爾將軍特質的部分認

知，轉移到對自己的認知上來。這些特質包括堅定、果斷、權威、自信、成

功等。 

但這樣的類比卻不會使王樹彤的形象過於“剛性”。一方面，不可否認，

王樹彤本人極為美麗優雅的外表，是她獨有的特質。王樹彤在一出場時，就

被主持人冠以“最美 CEO”的稱號。這樣的外在特質時時刻刻在“強化”她身上

的“柔性”氣質，弱化她身上的“剛性”氣質。另一方面，王樹彤最後講到“其實

你心裡面也都不知道”，這句補充是王樹彤對自己內心的剖析。前面因為要以

領導者的身份，為合夥人及下屬提供堅定的信念，所以她的講述不得不展現

得很堅定。而最後一句，卻是王樹彤在企業已經成功地度過困難後，坦誠地

告訴觀眾，“我”當年內心其實並不像外在表現得那樣確定。這句話是女企業

家想告訴觀眾一個“真正”的自己。她的內心與普通人是一樣的，對困難與未

知也會有迷茫，只是身份的關係，讓她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堅定。這個剖析有

效地柔化了她在整個描述中所展示的堅強果斷的氣質。女企業家受身份所限，

面對困境時對外必須表現出自信與堅定的一面。而內心中的自己，她也可以

在事後的訪談中坦誠地告訴大家。這樣在敘事中的“讓步”，是一種很巧妙的“柔

性化”修辭技巧。在美麗外表和內心剖析的雙重映襯下，用“將軍”進行自我形

象塑造的王樹彤，構建了更加立體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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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小紅這段敘述了她在體檢中心失火後的表現。這段在前一章中作為“行

動應付困難場景”的典型案例，被引用並分析過。 

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哭了，但是可能是一瞬間，眼淚出來的時候，我

覺著我馬上就鎮靜下來了，所有的員工，大家都在看著你呢，等待著你

來說話。 

在這段表述中，當韓小紅意識到自己身份是領導的一刹那，她就迅速地

調整了自己的情緒和行動。“所有的員工，大家都在看著你”這個場景在敘述

中被突顯出來。這個場景是韓小紅當年在提示自己的身份是員工們的領導者，

也是借此暗示觀眾：韓小紅此時的身份是員工們的領導者。這裡隱含一個“場

景-行動者”的對子。前面的“想哭”和後面的“鎮定”，恰恰反映了“作為火災受害

者的韓小紅”和“作為領導的韓小紅”所表現出的不同行動。前者是女性柔性的

體現，她可以脆弱，後者是管理者素質的展現，她必須堅強。通過對行動者

的身份敘述上的轉換，自然地引出了行動上的變化。 

從原文來看，這段話如前一章中的分析所示，主要的對子在於“場景-行

動”。將伯克的理論擴展來看，“場景-行動”的對子關係其實是靠著一個隱含的

“行動者”來構建的。場景暗示行動者的身份，而行動者的身份決定行動的特

質。因此，我用一個“場景-（行動者）-行動”這樣的“雙對子”作為抽象的概括

方式，串聯這段話語中實際存在的兩個對子：“場景-行動者”和“行動者-行動”。

形如“元素一-（隱含元素）-元素二”的雙對子，是本研究用伯克理論解讀中文

話語時，提出的一種在分析方法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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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修辭的角度，去分析理解韓小紅此時選用雙對子結構進行敘述的動機。

在這個故事中，她的女性和企業家身份始終是同時存在的，韓小紅沒有明確

地將“行動者”身份表達出來。前半場景中“想哭”更多體現了“女性”氣質，但哭

的原因也是企業家的心血“付之一炬”；而後半場景中“鎮靜”更多是依靠“企業

家”精神，但女性這一性別也始終是被員工和觀眾“看”在眼裡的。修辭中明確

點出“割裂”的身份不符合敘述者在故事中的身份特徵，也不符合女企業家需

要同時構建女性和企業家雙重身份的修辭訴求。因此，行動者身份的元素變

化，在敘述的過程中被隱去。但由於身份側重點的轉換是行動轉換的重要依

據，女企業家通過對所見場景的敘述，暗示出此時主導行動的行動者身份。

女企業家將身份的複雜性用暗示的方式表達給觀眾，構建著自己的“柔性管理

者”形象。 

下一個例子女企業家依舊用“雙對子”構建了雙重身份。 

大部分的人事實上是不符合創業的個性的，創業是要有非常非常寬

厚的胸懷。從我有病到現在這麼多年，我市場的如何競爭，員工如何跳

槽，身邊發生了這麼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政策上的，包括公司內部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睡不著覺。我只有是當我解聘身邊我用了幾年的人的時

候，我這個時候是睡不著覺的。 

這段是韓小紅對觀眾講的，是給想創業的年輕人的忠告。創業者其實也

是一個新企業的掌舵人。韓小紅認為一個合格創業者應有“非常寬厚的胸懷”，

表現為“從來沒有睡不著覺”。韓小紅使用的這個例子既具體又生活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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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體現了企業家的性格特點：個性沉著，不多糾結，胸懷寬闊等。 

值得注意的是，當說到解雇身邊人這個特殊場景時，她卻是“睡不著覺”

了。這句可以解讀為特殊場景下所對應的特殊行動。但用上面剛剛提到過的

“場景-（行動者）-行動”雙對子來分析，卻能幫助我們更深一步理解女企業家

的修辭動機。韓小紅講到的場景是“解聘身邊我用了幾年的人”。場景暗示被

解雇人的身份，是追隨“我”多年的老員工。這樣的身份描述，暗示韓小紅與

他們的關係已經帶有某種較為“親密”情感成分。這份情感把韓小紅變成一個

“朋友”甚至“親人”，這種關係下的柔情導致她的“輾轉反側”。但沒有“徇私”地

留下“舊人”，其實還是企業家為企業利益考慮的決定。一個具有“柔情”的“企

業管理者”才是此時行動者的完整身份。 

女企業家對於自身的身份有著自己獨特的解讀。掌舵者的身份意味著更

大的責任和更多的付出，意味著她們要有更高的眼界與更好的能力，也意味

著在其他人絕望時，她們需要有挺身而出的勇氣與處變不驚的淡定。企業舵

手這樣的身份，讓女企業家要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她們對企業、對社會的柔情。 

二、長輩照顧晚輩 

女企業家將自己視作員工的長輩時，對自身身份有各種描述方式，比如

過來人、長輩、老師、師傅、家長……在此類身份標籤當中，女企業家與員

工在身份上仍然具有明確的對立性。普通領導與員工的身份本就有對立性。

但與此不同的是，在長輩與晚輩的關係下，女企業家與員工的關係顯得更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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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也包含更多的情感色彩。而且長輩對晚輩的付出，更多會強調無私與不

求回報。女企業家作為企業的領導，對員工們的管理終極目標是給企業創造

價值。但當她們作為長輩對員工施以照顧或培養時，往往更多地強調“母性”

無私的一面。在這類敘事中，員工行為上對女企業家或企業的回報，不是女

企業家的“要求”，也不是敘述的中心。 

喬秋珍因為“經歷的很多”，所以樂於“給大家提供機會”；田雲嫻認為“人

生價值”在於“幫人實現夢想”；梁少貞是“為會員服務”才接手出了事的商會；

陳梅用兒子的名字給品牌命名；許豔清更是將員工都看作“孩子”，教他們做

人做事，還期望他們“成長”與“飛翔”…… 

女企業家講到以長輩的身份來對待員工的例子並不多，但都比較有代表

性。下文首先分析女企業家如何講述和看待自己作為過來人對後輩的幫助與

提點。然後重點分析，許豔清如何以家長與孩子的關係來塑造自己與員工的

關係。同時，分析在這種塑造中，女企業家如何勾勒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一）過來人的經驗 

喬秋珍本人就是一位歲數偏大的女企業家，她的訪談始終都把自己放在

一個親和慈善的過來人的角度。 

因為我經歷的很多，也遭到過不少拒絕。……那麼這個時候呢，就

想，我一定我要做出一番事業來……而且我還要讓大家通過我這個平臺，

能夠說達到他們自己的一個目標……因為我知道我身邊也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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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拒絕的人，我就想給大家提供這麼一個機會。 

喬秋珍對自身的描述是“經歷的很多，遭到過不少拒絕”，是一位長者、

過來人，與她相對應的則是“身邊很多的被拒絕的人”，這些人現在經歷著她

曾經遇到過的情況。女企業家和身邊人在經歷上有呼應之處，由於時間先後

差異，導致身份上是前輩和後輩。基於身份上的相對應和經歷上的相似性，

使得喬秋珍能夠理解和同情後輩，也更加願意幫助後輩走出困境。身份的塑

造為合理化行動提供前提。 

這樣的行動中，前輩對後輩的幫助往往是無私的。喬秋珍的敘述中，行

動是基於經歷的相似性和時間的前後順序所自發產生的。喬秋珍的長輩形象

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慈悲的、具有同理心的。前輩提供的是一種“可傳遞

式”的善意。這種善意如果感染了被幫助的員工，那麼員工的行動會繼續向他

們的後人傳遞。女企業家想借此給企業塑造一種非強制的、柔性的、可傳遞

的、互相幫助的文化。女企業家則在這個敘述中構建出自己慈悲、博愛和柔

性的長者形象。 

田雲嫻其實年齡並不大，但她也在講述中強調著自己有幫助後來人的義

務。這種前後輩的關係，不在於年齡，而在於“達者為先”。 

我在做這個 500 場的公益演講，是想去幫助一些，想要去創業缺

少方法的，或者是需要資金的，需要平臺的，需要專案的，需要機遇

的……一個真正的領袖，或者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不是你實現了多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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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想，而是你幫多少人實現了他們的夢想。這才是人生的最大的價

值。 

這本書裡面記載的是我那麼多年以來的一個總結……有一些大家

可以用到的方法，或者是大家可以吸取的一些可以成功的內容或者少走

彎路……是教所有的老闆和企業，都能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王者軍

團”……因為你真正的拿愛出來對待你的團隊，用一套正確的方法把他

們帶向成功。 

田雲嫻“那麼多年”的創業經歷使得她成為一個創業路上的前輩。她講述

自己做公益演講和寫書，是希望大家可以“吸取經驗少走彎路”。她給自己塑

造的是類似“老師”的身份。田雲嫻所幫助的“學生”範圍更廣，她出書辦講座，

不僅僅是幫助自己的員工，還想幫助其他所有“有夢想”的人。後文會分析田

雲嫻的另一段敘述，在那段敘述中，她十分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聯繫

在一起看，她把幫助他人實現夢想，描述成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田雲嫻將自己的團隊稱為“王者軍團”，這個稱呼是十分霸氣的。展現了

她作為一個領導者的雄心和對自己團隊的絕對自信。但當她講述如何帶領團

隊時，卻說是“真正的拿愛出來對待你的團隊”。用“愛”來描述管理方式，是一

種比較感性的表達方式，感性的表達比較符合傳統社會對於女性的柔性期待。

女企業家用比較柔性的表達方式來包裝自己帶領團隊走向成功的管理方法。

同時，田雲嫻強調對教育的重視和實踐，與柔性管理理念中的重視教育相吻

合。這也是女企業家的話語行為，符合了“柔性管理者”的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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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人的關係 

在本研究涉及的眾多女企業家中，許豔清是唯一一位明確地將員工敘述

成是家人、孩子的女企業家。 

我把她們當成小孩……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家庭式的管理理念，就

好像我父母教我怎樣做人一樣，我平時也會教我的員工該怎麼樣去做人，

怎樣去做事。……我想還是要恢復我們原先的這種師徒關係的方

式。……因為我那個時候跟我師父學的時候，我為什麼總是念念不忘，

念我師父，因為她教育了我，我就尊重她……她對徒弟這種責任也會不

一樣……不僅僅是學習，主要是一種情感，師徒是一種感情的結合。 

許豔清對員工管理的敘事中，對自己和員工的行動者角色分配具有很強

的“戲劇主義”色彩。許豔清將員工“當成小孩”，她自己就是“母親”的角色，對

員工是用“家庭式的管理理念”。許豔清是想用一個最為典型的柔性形象——

“母親”去構建自己的管理者形象。在這樣的身份構建下，許豔清對員工的管

理範圍，就不僅是業務上，還包括“如何做人”。同時，類比“家庭”關係，女企

業家與員工間的關係，更多會靠情感上的羈絆維繫。許豔清所懷念的“師徒關

係”，也因師徒關係與家庭關係極為相似，是一種親密的情感關係。許豔清在

比喻中，構建自己“柔性管理者”形象的同時，也將“家庭式的”管理理念講述出

來。 

最自豪的就是有一批這麼優秀的團隊，大家一家人一樣的生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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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的壓力，因為大家是在一起家庭裡面生活，就是說不要顧忌什

麼，沒有什麼上下級的關係，她們都會一直緊緊的跟隨著你。……我的

團隊讓我很感動……當時面臨著我的店會倒閉……我全店的員工就這

樣捐款過來了……他們這種支援這種信仰，弄得我沒有辦法推……我就

這樣頂過來了，也是他們支持我過來了。 

在先前一章企業發展敘事中，分析過許豔清遇到困難時，員工們無私地

幫助她度過難關的敘述。在本章中，結合她對自身定位和員工管理理念的敘

述，讓觀眾更加理解為何“員工”會這樣“支持”許豔清。家庭式的柔性管理理念

與身份構建，使得“母親”有難時，“家裡”的人都無私地慷慨解囊。許豔清在敘

述中也清楚地講到，因為是家人，所以她們會“一直緊緊地跟隨著你”。員工“不

離不棄”的行動是因為她們也認同了“家人”的身份，所做的行動反饋。 

儘管十分感動於員工的行動，但在許豔清的敘述中，對於“家庭”的管理

模式構建，並不是以要求回饋為目的的。 

我在全體員工會上我就已經給她們承諾，要讓我所有的技師，我所

有的中層管理人員全部到外面去做店長，做經理，做技術老師。……禦

蘅會是給她們一個成長的地方，但是也要讓你們飛翔，讓你們飛得更高，

夢想更大。 

許豔清對員工的期望是“成長”和“飛翔”。這依舊與她“母親”的行動者身份

相呼應。她還是一個“望子成龍”的“母親”，希望員工能夠獨當一面。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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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夢想的敘述，主語是企業“禦蘅會”，“禦蘅會”其實是許豔清一手打理的“家”。

作為“家長”，許豔清在由衷地期待員工的成長。這種“望子成龍”心態的描述，

塑造了女企業家慈愛而無私的柔性管理者形象，與前文中的喬秋珍、田雲嫻

有著相似之處。 

儘管將員工看成孩子，許豔清讓大家“成長”的“承諾”，卻不是在一個非正

式的、具有“家”一樣特徵的私密場合下做出的。許豔清明確說明，她的承諾

是在正經嚴肅的“全體員工會”上做出的。對場景的特別說明，暗示行動者身

份是正式和嚴肅的。在做出承諾的時候，行動者是企業的領導人，承諾對象

是全體員工。這種場合和身份下的發言是有效力的，是深思熟慮過的。許豔

清用這樣的身份向員工做出保證是帶著自信的。因此，此時她所承諾的未來，

並不是在用感情煽動人心，而是要付諸於實際行動。這樣的承諾在“柔性”之

外，加強了她企業家的身份特徵。 

女企業家將自己看作一位長輩、先行者甚至是母親的時候，這種行動者

身份使她們對後來者的幫助帶有一種慈悲、理解和母愛在其中。無論這種幫

助與愛是針對員工還是所有可能獲得幫助的人，她們都是不求回報的，是單

方面的付出。當女企業家講起她們的行動時，自身的形象會泛起一層柔性的

“母愛之光”。 

三、楷模樹立風氣 

在女企業家的講述中，一個企業風氣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企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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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層行為習慣的影響。她們在公司中的地位，使她們的一舉一動會被員工看

在眼裡，進而會影響員工的行動，她們也由此成為員工學習的楷模。若領導

是一個廉潔自律的人，下面的員工則會比較約束自己的行為。若領導是一個

勤奮拼命的人，下面的員工積極性則會被帶動起來。這就是在女企業家的口

中，自身作為楷模的作用。本節中，女企業家在敘述的時候，除了會講述自

己作為楷模的行動，還會講述員工如何受到她們的感召而做出相似的行動。

她們描述員工對她們行動的效仿其實是一種修辭。修辭的目的是向觀眾證明，

自己的榜樣力量在企業中是真實存在的。這種通過榜樣帶動作用，去激勵員

工上進的管理方式，也是柔性管理的方式之一。 

對於這種榜樣的力量，“職務越高”，看得越透徹，如董明珠所說，“如果

我做了，我的手下，所有人都會跟我一樣去做”；梁少貞也說，“商會會長”就

是“帶頭先捐”。而女企業家這樣的楷模作用，也感染著她們的員工。許桂萍

對產品“花心思”，員工學習起來就“忘我”；田雲嫻包下國家的“責任”，手下就

沒人“喊苦喊累”…… 

女企業家在敘述中，有意或無意地在講述她們自身行動對員工的帶動作

用。有些女企業家明確表達，她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員工有引領作用。她

們會講述自己如何通過自律，達到樹立企業風氣、建設企業文化的目的。有

些女企業家並沒有明確表示，她們在有意地引導和要求員工行動；但在她們

的敘述中，員工的行動，其實與她們所述的自身行動是相對應的。員工對女

企業家的“學習”是在敘述中透露出來的。女企業家借助自身行動與員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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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應性，講述通過塑造自身楷模的方式去管理員工。女企業家弱化了自身

的存在感，突出其他人的作用，讓自己“管理者”的形象以盡可能柔性化的方

式出現。 

（一）嚴於律己，嚴於律人 

俞渝用自己的行動，督促當當重視客戶服務。 

我給客戶回投訴信，我聽客服投訴電話……我不高興的時候我會投

訴當當，我會看我的投訴怎麼樣被處理。……（你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嗎？）

當然不能了，那哪能幹這麼差勁的事。 

其實呢像這樣的個案都是很感性的例子，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但是當當這樣的公司需要一種機制，就是說我們上至董事長，下至每一

個員工對於這種事情敏感，不能夠說速度、堵車了這事就該什麼樣，沒

有，就是要想去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你總會去變盡法子去解決。 

俞渝清楚自己作為“董事長”，親自去做客服的工作，“回投訴信、聽客服

電話”，這種以身作則會給“每一個員工”帶來一定的影響。董事長的親力親為，

可以促進公司形成一個“機制”，這個“機制”會督促“下至每一個員工”對問題都

會“敏感”。這樣的機制是一種“柔性”的管理機制，雖然不一定會被寫進章程中，

但足以受到每一層級的重視。 

節目中講起這個故事，俞渝有兩重身份，第一重是俞渝將自己看作公司

的“代表”。而這個代表的行動，其實也是展示給觀眾的。俞渝把自己作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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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告訴觀眾當當非常重視客戶服務。另一重身份是當俞渝在講述自己投訴

當當的時候，“我”有時是作為一個普通客戶的身份出現的。比如在投訴當當

時，“我會投訴當當”和“我的投訴”中的“我”，只是一個顧客。在這樣的身份下

所描述的行動，拉近了俞渝與觀眾的距離。讓俞渝在充當企業代表的同時，

也成為觀眾的代表。這樣的身份轉換幫助俞渝獲得觀眾的認同，是俞渝溝通

技巧的體現。而良好的溝通能力，也是一個柔性管理者所必備的。 

在完整的訪談中，俞渝對公司客戶投訴部門“微服私訪”的故事其實講了

很長。一方面，親力親為地去做客服，向整個企業表現出董事長重視顧客的

態度，影響員工對客服的態度。另一方面，隱藏身份去瞭解員工真實的工作

狀況，切實考察顧客所獲得的服務，不受企業內部聲道所限。這個故事展現

了俞渝的員工管理方式非常靈活，不受企業硬性規定或結構所限。從故事內

容到講述方式，俞渝的表述都展現了她所具備的柔性管理能力。 

董明珠對自己的楷模作用，認知得更為明確清晰。 

當你職務發生變化，你的職務越高的時候，你越要放棄很多自己的

東西。不放棄你就不會帶出一個很好的這種一個企業文化建設……如果

我做了，我的手下，所有人都會跟我一樣去做……所以你不能做。 

比如說我們搬運工在旺季的時候，那你得給他送一箱礦泉水他才給

你先上貨……其實腐敗並不是在一個高官，而是在每一個人，在他的權

力交易的過程當中，都可能產生腐敗。就是我們習慣是養成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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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中，女企業家明確和清晰地講述了自己以身作則對員工的影響。

董明珠清楚地意識到“上行下效”作用的存在，瞭解自己的身份能夠在企業中

產生的影響。如董明珠所說：“你的職務越高的時候，你越要放棄很多自己的

東西。”自我約束的嚴格程度和行動者的身份高低成正比。當她帶的手下越來

越多，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她的影響力最終都轉化成她自律的動力。 

訪談時，中國社會企業和政府中的貪腐問題都十分嚴重。董明珠作為大

型國企的領導，對貪腐問題表達了十足的認識與重視。董明珠認為，貪腐或

廉潔都是一種企業文化，這是一種柔性的“無形規範”。上到董事長，下到搬

運工，每個人依照不同的身份，都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廉潔或貪腐行為。這個

認識使得董明珠講述的企業管理過程，既包括上層領導的以身作則，也包括

企業每個員工廉潔習慣的養成。董明珠在格力構建的廉潔的企業文化，是她

在訪談中講述的篇幅最多的企業管理成果。 

以下是董明珠另一個關於企業風氣養成的例子。 

他這個人因為他是上級帶來的人，所以很多人都，就是不管對和錯

都不敢去得罪他……我直接就處罰他了……我覺得要樹立一種正氣，必

需要這樣做。 

最近我們有個員工很有意思……他在我們格力幹了有好多年，最後

他離開了……考上了公務員……他在大概一個月之前……他說我覺得

很想回到格力來，格力是一個擁有正能量的地方……不要搞關係，就是



          

102 

 

反正踏踏實實幹活。 

董明珠在故事中的身份，體現在擁有的權力上。擁有權利的她才能對大

家“不敢去得罪”的人採取行動。這個故事當中，董明珠的目的是樹立正能量

的風氣。實現這個目的，需要行動者身份上的權力。正因為對方的身份是“上

級帶來的人”，董明珠對他一視同仁的懲罰，幫助女企業家建立了“不畏權貴，

維護正氣”的企業風氣，並且襯托了自己的形象。第二個例子當中，前格力員

工考上“公務員”後，還在懷念格力的“正能量”。“公務員”作為一個故事的“旁觀

者”，董明珠引述他的行動與說法，印證了董明珠已達到目的，樹立了正能量

的企業文化。 

董明珠素以“行事鐵腕”著稱。但她所講述的對員工的鐵腕管理，是建立

在她對自我要求的標準之下，她對自我的要求更加嚴格。董明珠從塑造企業

文化、樹立企業風氣的角度，重新解讀自身“鐵腕”的管理行為，是另外一種“柔

化”自身形象的修辭手法。董明珠對自身身份及影響力的分析，解釋了她為何

“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對企業文化的認識，讓她“必須”要以“殺一儆百”的方式

處罰員工。身份地位影響行動方式。董明珠在強調嚴格管理時，不是通過講

述完善既定的“公司規章制度”，而是通過一件件具體的事件，講述她如何對

企業文化進行塑造。“廉潔”文化無所謂剛性或柔性，但通過企業文化這種“軟

性的制度”管理企業，恰恰是柔性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董明珠通過對自己員

工管理行為的解讀，構建了一個嚴格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二）潛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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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桂萍對自己有極高的業務要求，這點在前文已經給出分析。而對自己

的嚴格要求，也在無形中感染了她的員工。女企業家作為楷模，對於員工的

影響可能是潛在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產品是企業的命脈，如果你作為一個企業掌舵的

人……應該來講我是比較熱衷於在這些方面去花點心思的。 

並不是說真的我們要求員工去這樣去做，他們自己定的目標，我們

就是要員工不能這樣做，強行要他們睡覺……那個時候我們真的每個人

都要做專家那樣……那個階段進入了一個亢奮的狀態，不達目的不甘

休……因為他們完全已經進入那種忘我的狀態……當時真的我們覺得

太不可思議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為這樣一個員工這樣一個迪彩

人感到驕傲和自豪。 

上文中第一段是許桂萍講自己的行動，第二段主要是講員工的行動。許

桂萍與員工行動存在對應關係。許桂萍作為掌舵者，願意多花心思研究產品。

於是，員工也願意自發地進入“忘我”的鑽研狀態。儘管兩者身份不同，但兩

者的行動是在不同層面下相似的，可以看出許桂萍作為楷模對員工的影響。 

許桂萍花了大量篇幅誇讚員工的拼命精神。她作為團隊的一員，已經身

先士卒地踐行了拼命的鑽研精神。女企業家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去影響員工，

她並沒有將這個行動描述成一種有目的性的行動。她也沒有明確說明想建立

某種機制或形成某種企業文化。她只是就這樣“做”了，然後員工們也主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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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做”。許桂萍弱化自己的行為和目的，是一種低調柔性的修辭體現。許

桂萍反而用“驕傲和自豪”去誇讚“迪彩人”。這樣的稱號也反映了企業重視付出、

鑽研的文化。 

許桂萍的楷模作用體現在鑽研，田雲嫻的楷模作用就體現在責任意識與

奉獻精神。 

我們曾經接了一個沒有人敢接的點……我覺得我可以接，而且我覺

得我有責任去保護國家財產……不太好的社會勢力對我們已經是恨之

入骨……後來出 50 萬要買我的命……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那一條線

路上，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扒煤的……因為我承包這一條鐵路線，國家

交給我這個擔子，我包的是責任。 

雖然我的隊員一個月的工資可能才四五百塊，但他們沒有一個喊苦

喊累的。沒有一個抱怨的，最後把這條火車線弄平安了。 

田雲嫻對於整個團隊的影響是柔性的、潛移默化的。田雲嫻主要講述的

其實是自己對責任的認識與態度。但敘述中，偶爾出現的“我們”暗示她所做

的決定是代表整個團隊的。田雲嫻自身有很強的責任意識，她要擔起“國家的

擔子”，要“包責任”。團隊中的隊員在她的帶領下就“沒有一個喊苦喊累的”。

兩組“行動者-行動”是互相呼應的：“我-包責任”，“我的隊員-無私奉獻”，後者

的行動受到作為隊長的“我”的無形感召。感召是一種“柔性”的影響力。 

這裡與後文中要分析的“女企業家作為夥伴，與員工共同成長”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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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但田雲嫻不只是夥伴，更是楷模。因為無論是責任、危險還是選擇，都

是對“我”行動的敘述，而不是“我們”商討的結果。田雲嫻先做出這樣的行動選

擇，之後才有隊員在她的帶領下任勞任怨的付出。田雲嫻的責任意識與付出

精神是隊員們的楷模。女企業家的楷模作用，不僅僅表現在行動中，還表現

在她講述的行動意義中。女企業家意識到自己身份應盡的責任，明白自身行

動對員工的潛在影響力。她們通過一種軟性的文化或感召方式將行動方向傳

達給員工。這是女企業家通過“楷模”塑造，所實現的“柔性管理”。 

女企業家在整個企業中位於核心地位，她們的一言一行落在員工眼中，

有著不一樣的作用。她們的言行甚至會影響整個企業的文化作風。因而在訪

談中，女企業家作為楷模，不僅僅是在講述一種員工管理方式，同時也是將

自身作為企業的一個縮影、一扇窗，向觀眾展示企業中的優秀品質和風氣。 

四、夥伴共同前進 

在女企業家的敘述中，她們和員工的關係並不總是對立的或者層級分明

的。尤其是在講述創業的過程時，女企業家與“夥伴們”要共同面對挑戰，彼

此支持著前進。這種關係之下，女企業家所描述的員工行動和自身行動不是

相互獨立的，很多時候是互相呼應或是合二為一的。當她們與員工是夥伴時，

兩者的身份與行動特質是趨於相似的。“我”與“我們”在敘述中經常混用。女企

業家對員工的敘述，同時也是對自己形象的刻畫。將自身行動包裝在集體行

動當中，是一種弱化主體性的修辭方式，體現了低調順從的“柔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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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小紅形容帶領員工度過難關的過程是“過癮的”；王樹彤回憶中的艱苦

創業充滿“喜悅”；龔海燕則與員工“共用”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董明珠、陳

亦含和王秋梅都為自己的員工而“自豪”；楊暉則直接認為大家都是“同類”，都

是企業的“頭腦”；許桂萍更是直接以“迪彩人”為自己和員工冠名…… 

在女企業家和她的團隊共同前進、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她們共同經歷的

艱苦與磨難，在她們看來都是幸福的。而一支優秀的團隊，是女企業家自豪

的最大資本。這個團隊中的成員，很多和女企業家本身就是同一類人。女企

業家通過對“夥伴們”優良品質的塑造，構建起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一）幸福的同行 

韓小紅講述她帶著員工一起共度困難。 

三個月的時間，我每天早上七點到十一點，我在我們的門診裡，天

天帶著十幾個員工……跟著我在一起。我們那個時候很過癮的，道上一

個人都沒有……幾塊錢的口罩，到了北京十塊錢就銷走了。 

韓小紅是行動的發起者，但這段文字中並沒有單獨講述她個人作為行動

者的特點。行動者是“我們”。韓小紅用“過癮”來形容“員工跟著我一起”掙錢。 

“過癮”這個詞，不僅體現了韓小紅對自己與員工共同行動的滿意和欣喜之情，

還體現了她在困難中的樂觀心態。韓小紅儘管是“帶著”員工，但她和員工所

做的行動是一致的。女企業家和員工共進退，用共同的行動來拯救公司。韓

小紅作為群體中的一員，雖然沒有突顯自身，但通過集體的行動向觀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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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靈活多變的經營策略。 

王樹彤講述艱苦創業的過程，表述的同樣是喜悅之情。 

卓越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艱苦的創業歷程，但是我覺得每一個在卓

越的人，我覺得都能夠感受到，成功創業的一種喜悅……其實我們在前

不久，還有一個卓越十年的一個聚會。 

王樹彤對創業的艱苦回憶，最後落點是“每一個在卓越的人”都能感受到

“喜悅”。故事中的行動者是整個團隊，創業行動也是大家集體完成的。感受

到喜悅的其實是王樹彤自己，但她將自己當成創業團隊中的一員，因此喜悅

也就被講述成團隊成員共通的情緒。王樹彤在十年後的卓越聚會時，已離開

卓越，但大家還能愉快地聚在一起。這也從側面說明王樹彤對創業過程的懷

念，是某種程度與其他同伴所共通的。這種感性化的情緒表達與共情能力，

都加強了王樹彤“柔性”的氣質。 

龔海燕所帶領的也是一個年輕和幸福的團隊。 

下面帶你們參觀一下我們公司……那我們在辦公室呢，也會貼出一

些就是成功會員的幸福的照片。當我們的同事看到他們甜蜜的合影，也

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特別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我們有好幾十個同事，

他們也在世紀佳緣的網站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大家都是非常年輕，

非常有活力也很有創意的這麼一個團隊。 

因為我這個人也是比較低調，比較平易近人的一個人，所以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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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相對可能比較的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就是沒有比較複雜的層級的

結構，比較扁平，我們公司可能很多的信息，我都願意去跟員工共享。 

龔海燕在鏡頭前介紹自己公司和團隊時，用的是“幸福”、“甜蜜”、“有意

義和有價值”、“年輕”、“活力”……都是明快和反映積極情緒的詞彙。生動而

感性的用詞，也是女企業家柔性化語言特徵的一部分。龔海燕口中的“我們”

和“大家”也包括她本人。在另一段講述中她提到過，她和同事們一樣，也是

在世紀佳緣網上“找到自己的幸福”。敘述中的幸福與快樂是大家共通的，這

樣的描述方式將個人隱藏在集體當中。也是另一種弱化主體性的修辭方式。

採訪中龔海燕分析自己的性格是“平易近人”的，因此會用“自由”和“民主”的方

式管理員工。她對自己性格下的定義與她所描述的員工管理手段也是相匹配

的。“扁平”和“共享”也是符合柔性管理精神的（杜華，2014）。 

當女企業家講起她們與團隊的共同行動時，無論所面對的是困難、艱苦，

還是日常的工作，都是用樂觀愉快的情緒來描述的。這種正面情緒，與其說

是團隊每個人的心情，不如說是當回憶起與員工們共同奮鬥的經歷時，女企

業家自己的情感流露。這樣的情感流露非但沒有弱化她們作為成功企業家的

形象，反而展現了她們更為親切和柔性化的一面，使得女企業家形象更加完

整和立體。 

（二）我為團隊自豪 

女企業家提到自己的員工和團隊時，另一個共通的情感就是自豪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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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甚至為“員工被挖”而感到自豪。 

現在我們格力，美國的開利約克在挖我的人。……我們員工很緊

張……美國開利都來挖我人。我說你應該很高興。如果格力電器真正能

成為為我們世界家電行業培養人才的地方，我覺得那也是值得自豪的。 

這段話某種程度是在“炫耀”格力員工的成功，因為他們已經有某些值得

美國開利“來挖”的優勢了。董明珠用員工的成功，暗示自己的成功。員工是“我

的人”，員工被挖就意味著“我的人”是成功的。董明珠通過對員工身份的描述，

構建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用“我的人”這樣的說法，將員工的行動與自己的管

理在修辭上建立了相關性。團隊的優秀來源於女企業家的優秀領導，兩者是

彼此成就的。傳統的男權社會中，“炫耀”“成功”這類的說辭容易使成功的主體

產生剛性的氣質。但董明珠“炫耀”自己的成就不通過直接描述自己，而是通

過側面講述員工的故事。這樣的修辭方式讓女企業家在講述自身成就的同時，

儘量少增加自身的剛性氣質。 

陳亦含和王秋梅的講法很像。都認為團隊是自己最自豪的，是企業最大

的優勢。 

（陳亦含）我最自豪的，給我最有信心的，我覺得是我的團隊……

這是我最自豪，也是我感到最幸運的地方。我非常慶倖我有一幫共同快

樂的想做事的一幫人。我們這一群年輕人，大家共同來做我們都市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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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梅）我的優勢是我的設計團隊，我的設計團隊一共有8個人，

平均年齡都在 28 歲左右。在他們設計當中，就是說有很多的都是能趕

得上時代潮流的，按照不同客戶的需求，能很好地把這個整個的設計風

格都設計下來，讓我的客戶能滿意。 

陳亦含和王秋梅都非常直接地誇讚團隊。“團隊”是“想做事”的，是能讓客

戶滿意的。表面上，女企業家謙虛地將功勞歸功於團隊，這樣的“自謙”符合

傳統文化中對“柔性”氣質的需求。但因為團隊是“我的”，所以員工的優秀，其

實也是女企業家自身成功的體現。再深一層地分析，她們能夠“幸運”地擁有

這樣一個團隊，要麼說明她們自己有這樣的魅力，能夠吸引到本就優秀的一

群人；要麼就是她們有能力將一群年輕人管理成有創意、能做事的團隊。這

些也都印證了她們作為企業家的實力。同時，因為“我”也是團隊的一員，所

以那些團隊所擁有的好品質，在女企業家身上也同樣具備。明面上在“推讓”

功勞，側面卻暗示女企業家管理的成功，這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表現

方式之一。 

（三）同類相“吸” 

在楊暉的講述中，這種女企業家和團隊分享同樣品質的特點，被點明出

來。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上總是會有一些人是同類。首先我覺得你應該

找到這群同類，然後你設法去找到他，找到他之後你要吸引住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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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最重要的是原創的內驅力還是來自於他內心的那種欲望，讓他不斷

地看到希望。就是讓他覺得跟著你在一起更容易把自己內心的想法和願

望乃至夢想實現的時候，他會覺得自己的那種潛能，還有自己的那種熱

情會被無限地激發出來。 

楊暉直接講到自己和員工就是“同類”。“我”與“同類”分享著同樣的行動者

特質。楊暉基於對“同類”的瞭解來管理員工。“我”靠內驅力來努力奮鬥，所以

對員工的管理也是靠激發他們的潛能來促使他們為企業工作。楊暉這段話不

直接描述員工或者“我”是什麼樣的人，只強調兩者有共通之處。通過描述自

己激發員工動力的行動與方式，勾勒出她和員工共同的形象特點。 

楊暉所講的這種激發員工自身動力的管理方式，是柔性管理典型的手段

之一（張麗璃，2011，賈品榮，2004）。員工的內在動力和熱情被激發出來，

將自己的夢想與公司的發展相統一，是柔性管理中所追求的理想管理結果。 

後面的敘述中，楊暉進一步把“我們”是怎樣的人概括地講了出來。 

我有一個觀念就是，我只養頭腦，不養手腳……所以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看起來是一百多人，其實我想三百人的這個量都打不住我們所有的

目前的工作量。 

楊暉指出，她的員工都是“頭腦”，不是“手腳”。行動者的特質蘊含在比喻

當中。“頭腦”是有獨立的工作和思考能力的人。而且，每一個“頭腦”都能指揮

“手腳們”一起完成較為複雜的工作。楊暉手下的員工們都是有創意、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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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隊的人。因此楊暉的員工可以一百人完成三百人的工作量。管理一群能

自由思考、獨立帶隊的員工，其實需要女企業家擁有更強的柔性管理能力。

楊暉在敘述中沒有明確講自己的作用，反而選擇突出集體的優秀。這同樣是

女企業家將自身掩藏在集體背後的修辭策略。 

下面這段是楊暉對兩位到了訪談現場的員工的介紹，介紹中充滿對員工

的誇讚。 

我們的祝老師，節目總監……就是他的那個職業精神真的是很讓我

感動……從我們的製片人來講，你像（圍著）紅圍巾的那個劉嫻，她二

十三歲來到……然後半年之後她是製片人……所以她這一路走來可能

也還只有二十七歲，但是她已經做得非常好……它給到大家的這種機會

以及就是對你自己潛能極大的激發。 

楊暉對兩位員工的誇讚是職業精神和快速成長，是“祝老師”和“劉嫻”的行

動所體現出的特質。由於員工和“我”是同類，楊暉在誇讚員工的時候，也就

側面說明了自身的品質。如果直接講自身的優秀，容易顯得“太強”而變得“剛

性”。通過暗示的方式讓觀眾理解到自身的優秀，則是一種柔性的溝通方式。

同時，楊暉娓娓道來的兩個例子，也在用細節說明楊暉如何通過激發員工潛

能來留住人才，將人才培養成“頭腦”。這種激發員工潛能的能力也是柔性管

理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上三段講述中，楊暉先是通過構建“同類”的概念，將自己與員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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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一致化，然後分別用“頭腦”的比喻和講述兩位員工的例子這樣兩種論述方

式，來說明員工的特質與自己管理的成果。“同類”的身份將員工的成就與女

企業家的成就關聯在一起，從而用一種柔性的方式將女企業家的優秀展示出

來。而在講述對“同類”的管理方式中，也能看到女企業家對柔性管理方式的

踐行。 

楊暉的員工，是她主動挑選出的“同類”，而許桂萍將員工們都變成一個

被稱為“迪彩人”的“同類”。 

在迪彩我們希望所謂的打工仔帶著那樣的一種打工心態的得過且

過的人，迪彩人是不歡迎的。迪彩人首先來到這裡都是要實現自我價值，

認同了這樣一個平臺，迪彩就是提供這樣一個平臺，是讓他實現自我價

值，所以我想他不是說給誰去做，而是他首先要圓自己的夢，從而來圓

我們偉大的共同的夢。 

在前面分析楷模作用時，引述過迪彩員工在許桂萍的帶領下鑽研技術、

刻苦努力。那段的最後，許桂萍第一次提出“迪彩人”的概念。而這段話中，

許桂萍將“迪彩人”的概念又一次提出，並且對這個概念進行了闡釋。“迪彩人”

這樣的身份意味著她們有一個“共同的夢”，要實現自我價值的“夢”。實現個人

的“夢”則是實現公司共同夢想的前提。“迪彩人”、“圓夢”這種說法具有很強的

浪漫主義色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許桂萍的修辭特色。“迪彩人”這個概念在

節目中被反復強調，意味著這個概念不是許桂萍臨時的創造。“迪彩人”是一

個她用於凝聚全體員工的概念，也是一個她賦予所有員工的身份，是企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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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一部分。這種將個人價值和公司發展相統一的管理方式，也符合柔性管

理的核心理念（McGregor,1985）。許桂萍用這樣的方式暗示了她的管理理

念。 

當女企業家將自己和員工的行為放在一起描述時，她們和員工的關係中

除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還增加了夥伴的情感。這種情感在公司，尤其是創

業公司中，會成為一種類似于戰友的情誼。因此，她們講起這些經歷時，都

是積極而幸福的。她們講起員工時都是自豪的，因為員工的成就也代表她們

自己的成就。這種夥伴的關係如果得到大家的認可，整個企業就會產生一種

一致前行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則是幫助企業前行的重要動力。這種幸福、

自豪的情感流露，是女企業家修辭中柔性的體現，而由此帶來的凝聚力以及

企業的成就，則是其身為企業家所獲得的成功。 

五、小結 

綜合來看，女企業家在員工管理敘事中，表達了對員工教育和企業氛圍

培養的重視，也講述了她們通過柔性的管理手段，對員工和企業文化進行管

理的方式。這是她們在話語中表達對“柔性管理”理念的認同。在節目中，通

過故事與細節，以低調謙虛的口吻講述員工與自身的互動，也展現了柔性管

理者的溝通能力與謙遜品質。從構建柔性管理修辭的技巧上看，女企業家通

過辯證的方式，分析特殊身份下“柔性”的概念，轉化行動中“剛”與“柔”的屬性。

同時，把自身行動隱藏在集體行動背後，通過弱化主體的存在感以達到柔化

修辭的目的。上述幾點，是本章中女企業家構建柔性管理修辭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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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女企業家在描述對員工的管理時，有很強的柔性管理傾向。女企

業家在敘述中，強調她們對員工自身能力的培養，重視激發員工個人的工作

積極性和良好態度。女企業家更多將員工的努力講述成是他們自發地在學習

與進步。女企業家還注重塑造企業風氣、文化氛圍等。即便是對於原則性問

題的堅守，女企業家也強調是通過自律等方式，為企業創造一個人人能夠“自

覺自律”的文化環境。 

第二，女企業家在敘述員工管理議題時，會通過與員工的互動來構建自

我形象。女企業家對自身管理行動的描述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將自身的行動

與員工的行動交織在一起，建立關聯。通過對員工的行動與自己的行動進行

對比或襯托，由觀眾自行在內心裡總結出她們的管理哲學。這與女性作家“柔

性報告文學”的修辭特點有相似之處，都具有“人性化、體驗型、介入式”的特

徵（李鈞，2014）。這樣的講述方式，使觀眾通過一種更為柔和自然的方式，

對女企業家的管理者身份與行動產生認知和認同。這也是一個柔性管理者所

應具備的優秀溝通能力的體現。同時，女企業家對團隊和員工行為的誇讚以

及不居功，也體現了一個柔性管理者應有的謙遜與胸懷。 

第三，女企業家巧妙地利用企業家身份的特殊性，化解了自己作為決策

者可能產生的剛性氣質。一方面，女企業家利用身份的特殊性，解構“柔性”

在這種特殊身份下應有的表現形式。用“大愛”、“大幸福”等道德意義上的昇華，

將自己對“小情小愛”的“捨棄”解讀成一種企業家的柔性選擇。這種重新解讀，

不會改變女企業家的行動選擇，但從概念層面統一了女性（柔性）與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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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應有的所想所為。這是一種從修辭層面上對社會偏見或刻板印象

的挑戰與重構。另一方面，女企業家也會迎合傳統思想對女性應“順從”、“低

調”的要求，通過在修辭中將自身行動包裹在集體行動之中的方式，柔化自身

的管理行為與形象。通過講述“集體的優秀”來暗示“個人的優秀”，與前一章（企

業管理敘事）利用場景弱化主體性有異曲同工之處。 

最後，本章的研究提出了對伯克理論的一點補充，引入了“雙對子”的修

辭分析方式。當某個戲劇元素沒有被明確提出，卻已經暗示性地勾連了另外

兩個核心元素時，可以用“雙對子”來展示這種修辭結構。比如在本章中提到

的“場景-（行動者）-行動”中，行動者身份的特殊性並沒有被明確敘述，但對

場景的敘述卻暗示了行動者當時的身份。而行動者在當時的特殊身份，鋪墊

了她行動的合理性。用“雙對子”的方法引入一個隱藏的元素後，原文的修辭

動機能被理解得更加明確，邏輯線也更加清晰。同時，雙對子中所隱藏的元

素，也展現了修辭者特殊的修辭動機。對行動者身份的隱藏，一方面弱化了

主體在敘事中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通過開放的敘述方式，使得修辭中的行

動者身份有了更多更複雜的解讀可能。“雙對子”能為修辭分析者解讀“高語境”

下的中文修辭提供更多面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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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角色定位敘事：目的－行動 

企業發展敘事是女企業家講述的關於企業發展轉捩點的故事。員工管理

敘事是女企業家講述的對於企業內部尤其是員工的管理。而本章角色定位敘

事則是女企業家講述她們如何在更大的環境背景下定義企業角色，給自己企

業一個合理的定位。女企業家在訪談節目中講述自己理解或期待中的企業角

色定位，本身也可以理解成女企業家在對企業進行公關。使不夠瞭解她們和

她們企業的觀眾通過這些敘述，對她們的企業有一個初步及整體的認識。女

企業家通過自己對企業角色定位和行動的解讀，也能夠使已經瞭解她們的觀

眾調整對她們本人的認知。女企業家對企業角色定位的敘事，反映的是她們

“理想中”的企業定位。女企業家選擇在訪談節目中定位自己企業的角色，某

種程度反映了女企業家的修辭價值取向。本章關注的是女企業家怎樣理解自

己和企業的角色定位，怎樣在柔性管理修辭中描述這一角色定位。 

一個企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時時刻刻都在與顧客、其他企業乃至社會

進行互動。企業的角色定位是通過企業與這些外在的“他者”的全方位互動來

達到的。角色定位敘事中包含女企業家講述企業通過與他者的互動，來實現

自己的定位、塑造自己企業角色的過程。這個敘事過程包含女企業家如何看

待企業給他者提供的價值；如何看待企業給他者帶來的影響；如何認知企業

在與他者互動時所處的地位；以及期待他者對企業做出怎樣的評價，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不僅僅是提供服務和產品的機構，更能承載精神上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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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對社會機能的運作及文化的傳播產生一定的影響。女企業家如何解讀企

業的行動為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就是女企業家為企業尋找到的角色定位所

在。女企業家在節目中作為企業的“代言人”，她們為企業尋找的定位，某種

程度也塑造了女企業家自身的形象。 

一個企業為自己進行角色定位是一個主動的、有選擇的、有目的性的行

動。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下，一個企業對於自己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企業是

有明確目標的。不管這個目標最終是否能夠真正達到，目標定位的選擇都是

有自主權的。女企業家作為企業的主導者和節目中的“代言人”，她們在節目

中講述的企業定位，反映的是她們個人理解和主觀期待中的企業角色。從戲

劇主義的角度看，這個自我定位的行動本身就是由目的所驅動的。女企業家

敘述中的行動目的，體現在她們經營這個企業的原因、給企業訂立的發展目

標、期待企業所獲得的結果等多種表述形式中。中文對於目的的敘述有時比

較含蓄，需要從女企業家行動本身的驅動力來源或對行動結果的表述中尋找。

無論女企業家是否將企業最終得到的結果講述為“主動”的目的，她們既然在

節目中挑選了這些行動和結果，這些結果從修辭意義上就構成行動的目的。

本章會圍繞女企業家對“目的-行動”對子的挑選及講述方法進行分析，展示在

角色定位敘事中，女企業家如何構建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本章根據企業對自身角色定位層次的不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

企業的目的體現在最具體，也是最基礎的顧客當中。女企業家講述的是，企

業希望在顧客中建立起怎樣的角色。第二部分中，女企業家將眼界放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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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遠，為企業在行業中的定位確立了目的。企業的目的與行動不局限在企業

本身，更包括企業在行業中的角色定位。這個定位通過敘述企業對行業的影

響，或與行業中其他企業的對比構建出來。第三部分中，企業的自身定位上

升至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女企業家通過反思自己和企業對於社會的價

值，在社會中為企業尋找意義。這也使觀眾能夠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女企

業家和企業的所作所為。 

從修辭方式上看，在講述企業在顧客中的定位時，由於訪談的聽眾本身

也是企業的潛在顧客，女企業家的語言更加“親和”和“生活化”。她們以此來拉

近與觀眾距離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親和力”與“柔性魅力”。在講述企業在

行業中的定位時，難免涉及企業與其他競爭者的潛在對比，女企業家就有機

會通過修辭中的對比或襯托，來顯示自身或企業“柔性”的一面。在講述企業

在社會中的定位時，企業的角色定位比較遠大。女企業家通過修辭中的鋪墊

或細節，以及對具體故事的敘述，將目標“落實”，進而使語言整體風格趨於

柔性化。 

一、企業在顧客中的定位 

企業為它的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是企業最基礎的職能之一。女企業家

如何講述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係，會影響企業在顧客中的角色定位。反過來，

社會對於一個企業的認知，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每個消費者與企業的互動。社

會也通過企業的行為，認識女企業家。因此，女企業家如何講述顧客與企業

的關係，如何宣傳企業對於顧客的意義，關係到是否能夠幫助她們構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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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性管理者角色。女企業家對顧客關係的管理，也是反映其柔性管理特質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研究分析的訪談節目中，女企業家對於企業定位和目

的的講述，大多是針對顧客這一群體的。 

陳梅強調的是宣傳應該“讓老百姓去感受”；許桂萍將這種宣傳方式總結

成“體驗營銷體系”；王秋梅將自己做為客戶，講述各方面的客戶體驗；俞渝

強調“顧客價值”；董明珠“不追究消費者責任”而選擇企業承擔召回產品的損失；

羅麗芬教顧客要“決定美麗”；許豔清“從我做起”嘗試改變人們的亞健康現

狀…… 

儘管這些女企業家都在講述她們如何更好地為顧客服務和提供產品，但

她們對企業也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在女企業家的講述中，企業對客戶和客戶

關係的不同認知，帶來不同的角色定位。理解顧客感受的企業角色定位，是

女企業家將企業視作滿足顧客需求的存在。女企業家強調企業的“服務職能”，

企業的角色定位塑造來源於顧客的滿意。照顧顧客利益的企業角色定位中，

女企業家對顧客的照顧體現在對顧客利益的考量。女企業家講述她們如何對

顧客利益進行“互換”的思考，以達到企業與顧客雙贏的結果。倡導科學消費

的企業角色定位，則讓企業處於一個更專業、更權威並能夠引導顧客的角色

定位上。女企業家認為企業對顧客的主動權來源於企業的一些優秀特質。 

（一）理解顧客的感受 

陳梅看來，對企業產品的評價應該尊重消費者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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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主要的是品質，消費者如果你的品質不好，你在宣傳那等於是

曇花，我覺得是。宣傳得越大，你最後越沒有市場……先把品質做好，

然後我們叫老百姓去感受，叫消費者去感受這個東西……讓老百姓知道

我是一個好東西，是一個好的產品。 

陳梅反復強調，好品質的產品是消費者可以感受到的。所以企業做市場，

不應該靠大量的宣傳堆積，而應該靠產品品質去征服消費者。大量依靠宣傳

是強行推銷給消費者，而好品質帶來的口碑則是實實在在的。陳梅用對比的

方式強調企業的定位，有意地突出公司針對顧客所選擇的更加柔性的口碑營

銷策略。為了達到一個好“口碑”的目的，陳梅選擇的行動是踏踏實實做好產

品品質。在訪談中，陳梅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對企業產品品質的信心。這種

不斷重複的敘述方式，一方面反映她的確非常重視產品品質，另一方面也是

通過重複性修辭手法，對觀眾“灌輸”自己的企業“產品品質好”的印象。儘管陳

梅是在“讓老百姓去感受”，但在節目中，觀眾直接接收到的是她塑造的“品質

好”的企業印象。女企業家給企業“重感受”、“重品質”的角色定位，也幫助自

己塑造了“務實”、“踏實”的形象。 

許桂萍和陳梅一樣，認為企業角色的建立靠的是消費者自己的感受，並

且將這種過程建立成一套體驗營銷體系。 

就有一些東西只要是值得的，我們覺得該付出的也應該付出……所

以消費者用了之後他自己會有一個比較，他會有一種口碑的相傳。……

那麼我們相信好的東西，你一定要和消費者直接去溝通，直接去跟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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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讓他去感受。你的東西他買不買不重要。關鍵是你有這樣的一個場景，

給他去切身去感受一下你的產品，你的品質你的服務。……迪彩的核心

競爭力就是要不斷地創新的體驗營銷體系，那我們是要不斷地去創新，

而且它是一個體系。 

許桂萍表示她要的是消費者的“口碑相傳”。要拿到好口碑，需要消費者

在使用過程中有好的體驗。許桂萍主動為新使用者提供體驗產品和服務的機

會，是要構建體驗營銷體系。女企業家講述的營銷體系，強調在過程中“去溝

通”、“去感受”，而結果“他買不買不重要”則在表示結果是開放的。這樣的表

述方式對觀眾而言，減少了商業營銷行為帶來的強迫感。這使企業行為更容

易被觀眾接受和認可，同時女企業家自身的氣質也顯得更加親近、柔和。 

同時，體驗式營銷將口碑的決定權交回顧客，企業需要具備即時瞭解顧

客回饋並加以應對的能力。這樣的互動式營銷，為企業後臺產品的改進也提

供了更加靈活和多變的方向。這樣的營銷與產品管理，要求女企業家有更加

敏銳的“嗅覺”和更為靈活的應對方式。 

王秋梅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在各個層面展示對客戶需求的理解。 

我家裡我生產出來的產品，第一個客戶是我自己。……在產品上，

研發和設計上都能把我們客戶所要求的都能完美地體現出來那個產品，

價格這塊，我們也是最合理的。對待客戶這塊也是很好地去完成。……

在他們設計當中，就是說有很多的都是能趕得上時代潮流的，按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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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需求，能很好地把這個整個的設計風格都設計下來，讓我的客戶

能滿意。 

王秋梅講述了她的團隊，在行動的各個細節層面上（研發和設計、價格、

風格等）體現對客戶的需求的關注。通過滿足客戶的多方位需求，結果“讓我

的客戶能滿意”。這個結果是王秋梅團隊所追求的目的。“很好地去完成”、“趕

上時代潮流”等行動，都是為了目的（達到好的結果）而服務的。方方面面細

節的展示，也體現了王秋梅細膩、嚴謹的語言風格。 

王秋梅特意講述第一位客戶是她自己，用自己的經驗展示企業的服務與

結果。女企業家善於用自身經驗拉近與聽者距離，是過往文獻中所說的女性

語言方式（feminine style）的優勢之一（Campbell，1989）。自己也是客戶，

使王秋梅處於一個更能夠理解客戶、更容易與客戶達成認同的身份地位。這

樣的敘事構建中，王秋梅的團隊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和滿足客戶需求。此外，

因為客戶的需求是因人而異的，所以滿足客戶需求的難度就更大。這要求女

企業家能夠更加靈活、柔性地去提供產品和服務。 

女企業家從客戶的感受和體驗出發，對產品及口碑營銷進行個人經驗化

和細節化描述，有助於其與觀眾等潛在的“顧客”構建認同感。“重過程”、“務

實”和具有“親和”、“理解力”的表述方式，則是女企業家的修辭特色。 

（二）照顧顧客的利益 

俞渝對企業的定位是考慮顧客價值優先于產品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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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個公司的價值最重要的是顧客價值，就是顧客是不是買當

當的賬。……當當網的這些百貨的這些產品利潤比書還低……我們進入

這個百貨的不同幾個產品線領域是作為一種顧客需求的一種出發點，我

就覺得既然我們把賣書這件事做好了，那我們就該賣更多的東西，顧客

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俞渝明確說明顧客價值是最重要的。當顧客有更多對產品的需求時，當

當網就提供更多的產品線。與此同時，俞渝還特意點明在擴展新產品線的過

程中，“利潤”這個商業目的是為“顧客價值”做出讓步的。俞渝將顧客價值與商

業利潤放在同一事件中去做比較，以行動上根據目的所做的取捨來展示企業

的終極目標。在節目中通過這樣的對比告訴聽眾，“我最重視你們”。這樣的

講述方式展示了女企業家的溝通技巧，也向觀眾展示了企業顧客至上的理念

與定位。 

顧客的需求隨著企業在顧客心中的地位產生變化。當女企業家發現這種

變化時，努力迎合顧客的需求，擴展產品線，使企業在更多領域贏得顧客的

信任。根據顧客需求改變產品線的調整機制，也是女企業家對於產品線的柔

性管理手段。 

顧客有新的需求，用戲劇五元法看，也可以理解為場景的變化。行動（開

拓更多的產品線）為了適應變化的場景，可以看成“場景-行動”對子。這樣的

理解下，以場景變化來解釋行動的變化看似是順理成章的。要去區分俞渝的

講述到底是以“目的-行動”還是以“場景-行動”對子為核心，需要關注俞渝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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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強調的重心在哪裡。俞渝的敘述中更多強調的是適應場景變化（顧客新需

求）這一目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當當網的目的：“顧客需求什麼，我們就提

供什麼”是沒有變化的。尤其是當場景中還伴隨著“百貨利潤更低”這一因素時。

滿足客戶需求這一沒有變化的目的，是決定企業行動的主要動機。所以，俞

渝這段敘述中，核心的對子，依舊是“目的-行動”。而場景本身的變化（顧客

也有這方面的需求），是俞渝提到的附帶背景因素。俞渝的目的是滿足客戶需

求，因為需求是動態的，行動才因要滿足的顧客需求的變化而變化。核心的“目

的-行動”，是俞渝敘述中強調的重點。 

王秋梅對經銷商的管理措施是盡可能地保障客戶的利益。 

我們設計和研發這個軟包門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很多的大眾的客戶

都能接受這個產品，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做到一個美觀大方，即保溫又保

暖的一個作用。所以他這個經銷商，自行自己抬高了價格，這個是公司

不允許的……我們第一次會有一些警告……第二次會取消跟他的合

作。 

王秋梅的目的是希望軟包門能夠普及。當經銷商做出傷害消費者利益、

有損產品推廣的事情時，企業的行動是警告乃至取消合作。這對經銷商的管

理行動並不是十分特殊的措施，其實很多企業都會這樣做。但王秋梅在訪談

當中提出，其實是給觀看的消費者一個訊息，告訴大家企業對於產品經銷商

的價格控制是十分重視的。女企業家公開地表達在經銷商侵犯顧客權益的時

候，企業會和顧客站在一起。公開透明地將制度告訴廣大觀眾，使觀眾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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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督經銷商的一部分。這是女企業家訪談中公開提到這一制度所帶來的額

外的監督措施。 

董明珠將顧客的利益作為企業召回行動的依據。 

家電產品可能用兩三年人家都扔掉了，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反過來

要提出來要召回？是因為我們並沒有去追究消費者的責任……但他是

無限期的，用了七八年都在這持續使用。但我們是認為既然消費者是認

為出現故障了，那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我們能不能再回頭檢討一下。我

們沒有告訴消費者，你用了三年以後或者五年以後，你必須要換新

機……但你不能說因為你的告知沒做到，說你們不對。不要說那麼多東

西，還是應該拿回來。 

這段對於企業的目的敘述更加隱晦。表面上，董明珠的行動是進行自我

檢討，選擇不計原因召回產品；深層次上，“不追究顧客錯誤”則隱含企業行

動所追求的目的和原則。即企業處理產品問題的準則是贏得消費者的認可，

不太去計較事實，而要去理解消費者的認知。明面上的“自省”態度，使女企

業家將自身和企業放在較為卑微的位置上，贏取聽眾的理解乃至同情。隱含

在董明珠敘述“召回行動”背後的真正目的，則是讓消費者認可格力“顧客至上”、

“負責”的形象。董明珠將“召回”事件，解讀成了一次企業角色公關。 

格力行動的目的不是剛性地追求“正確”的結果，而是追求顧客的滿意和

諒解。顧客的認知是變化的，據此做出管理行動上的調整，是柔性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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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現。董明珠在採訪中檢討自己，不追究消費者，本身也是一種宣傳手段。

一邊暗示事實層面上，顧客有使用不當的問題；一邊則明確表示公司在主動

負起全責，要讓消費者滿意。在這個修辭過程中，女企業家暗示觀眾，“無過

錯”的企業可能會蒙受“不必要”的經濟損失。而這部分損失，其實是格力“替”

消費者承擔的。這個隱含的表述，塑造了企業有擔當、負責任的角色定位。 

企業的運營離不開“賺錢”，但當企業將顧客利益納入考量範疇後，企業

的行動決策，就更能保證企業與顧客兩者的利益平衡，獲得“雙贏”的結果。

當然，女企業家在面對觀眾的敘述中，並沒有講述企業在“雙贏”中所獲得的

利益，而是著重講述對顧客的保障。迎合觀眾作為潛在客戶的心理需求，其

實也是女企業家溝通能力的體現。 

（三）培養顧客的科學消費 

許桂萍發現了市場中的問題，於是決定倡導消費者的科學消費。 

一瓶洗髮水，二合一的洗髮水說句實在話，是不能解決消費者的頭

髮問題的，所以我們就說要倡導科學消費，洗和護是應該分開來……在

護理領域我們率先做了很多的這樣一些工作……我們就研發相關的，讓

他們怎麼樣真正可以護理好自己的一頭秀髮這樣的產品，所以我們作為

護理產品像發膜、彈力素包括我們的防乾枯系列就應運而生了。 

許桂萍講她要通過研發相關產品並介紹給消費者，來倡導科學消費。這

是主動尋找新的市場、培養市場的方法。在尋找市場問題的過程中，巧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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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目的，進而創造出新的商機。這是許桂萍靈活開拓市場的能力的體現。

而對於現有問題的敘述，其實也是給觀眾設置一個問題，並同時為他們提供

解決方案。許桂萍是在敘述中，引導觀眾接受自己的行動。“倡導科學消費”

這一目標的提出，給了許桂萍的企業一個比顧客更加“專業”的地位。在這個

定位下提出的行動方案，也使顧客更容易接受。 

許豔清的例子與許桂萍類似。她發現了現代生活的問題，進而行動起來，

嘗試改變大家。 

我就真正感覺到現在全中國的人民問題那就是環境、工作，生活的

壓力太大……根本沒有顧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心裡不能改變別人，

但是我要從我做起，我要一定開個養生館，開個養生館我要告訴別人如

何注意自己的身體，如何在工作跟生活方面相結合，能夠保護自己，不

要處於亞健康的狀態。 

同許桂萍類似，許豔清也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人們的環境、工作、

生活壓力太大，她的目的也是解決這個問題。“養生”是許豔清給觀眾提出的“消

費目標”。許豔清不要求消費者先做出行動，而是從自己做起，開一個養生館

來教大家解壓。女企業家通過自己的行動帶動消費者，以此促成目的的實現。

雖然是一個消費者“被培養”的過程，但女企業家將主動權交給消費者。這樣

的行動敘述方式更加柔和，對觀眾來講也相對容易被接受。 

這段敘述中，場景暗示了目的，目的促成了行動。其中，目的承接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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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行動。這類“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敘述構成了“場景-（目

的）-行動”的雙對子。“目的”其實是展示女企業家修辭動機的核心元素。“以

個人經驗和細節暗示結論”是女性主義學者 Farrell（1979）在對女性作者進

行研究後所總結的“女性寫作模式”的特點，這與女企業家從生活中常見的現

象引出目的的表達方式具有相似之處。女企業家的這種修辭方式，能夠使觀

眾更加自然地接受這個目的，進而理解女企業家的行動。 

羅麗芬用行動引導顧客同自己一起“決定美麗”。 

所以決定了，決心了，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做得到。這是我從小到大

對自己的對話。……可是呢，她的決心是她不一定會下完全的決定。她

可能會因為過程裡面去改變，那我覺得，我要美麗，我只是要，我一定

要，這個境界不一樣。……我說 40%是你的標準，我的標準是 100%。 

其實女人要瞭解自己……那你要美的部分，其實最真實的部分是，

我們對於皮膚的瞭解，對於內在健康的瞭解，另外就是說，我們要對

症。……其實是你自己可以去塑造。 

羅麗芬有句口號，叫“決定美麗”。對美麗下定決心，以及在了解自己的

前提下塑造美麗，是羅麗芬給她的顧客定下的（消費）理念和目標。當然，

羅麗芬在敘述中不講消費只講“美麗”，一方面符合其企業所在行業（美容業）

的服務定位，另一方面“決定美麗”這個口號也適合女企業家自身的形象。“美

麗”是一種被社會認可的女性魅力，而“決定”是企業家給出的行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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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美麗”的目標，也是羅麗芬在試圖說服女性觀眾做出行動。這個目

標與行動中，企業掌握著與顧客互動中的主動性。羅麗芬解釋為何要“決定美

麗”，其意在引發觀眾的認同，進而認可企業的行動，成為企業的顧客。企業

不僅僅把自己定位為服務的提供方，更定位為一個“美麗導師”的角色。這樣

的一個角色定位，幫助企業在與顧客關係中建佔據到靈活而又相對有主導性

的地位。 

在“企業在顧客中的定位”中，女企業家為企業做的最基礎的定位是“提供

最好的產品和服務”。為了構建這個定位，女企業家表示將評價的主動權交給

顧客，這是對產品自信的體現，也是女企業家在企業宣傳上的柔性策略。與

此同時，女企業家也通過描述具體的舉措，展示企業保障消費者利益的方法。

而最後對於消費者消費理念的培養，則是女企業家將企業放在一個主動“指導”

顧客的定位上，讓企業站在一個獨特的領域，對顧客產生影響。 

二、企業在行業中的定位 

每一個企業都是在某個行業中發展的。行業的起起落落會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企業的發展，而行業中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反過來也會影響這個行業整體

的發展方向。女企業家對企業在行業中的角色定位，也影響企業的行動。女

企業家通過講述企業對行業的理解，以及企業能夠為行業的發展做出哪些貢

獻，會讓觀眾從更加宏觀的角度認識女企業家和她們的企業。 

董明珠就要求格力在“浮躁”的環境中，恪守“工業精神”；羅麗芬為美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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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教育人才；李豔霞建立手機平臺，打破行業的惡性價格戰；王秋梅將軟包

裝飾引入北方市場；楊芳帶領大家共同開辦網路商城；王樹彤的敦煌網引導

無數中小企業走向國際；林萍立志做廣東攪拌站行業的“領軍人物”；梁少貞

為大家服務，出任商會會長…… 

不同的企業處在不同的行業狀態中。有些女企業家講述她們以身作則，

從自己的企業開始，整頓行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通過完善自己的企業制度，

為整個行業樹立榜樣。有些女企業家描述她們創立企業的過程：發現行業縫

隙市場，然後去補全市場。還有些女企業家，立志將自己的企業打造成傳統

行業中的領軍代表，從而為行業的發展創造更大的價值。 

（一）理清行業亂象 

董明珠認為自己的企業應該與“大家”不同，她要求格力恪守自己的工業

精神。 

當時我們大家都很浮躁，急功近利……我怎麼樣拿到最低的價格，

怎麼賣到最高的價，我把它劃歸為商業精神。我們作為製造業……所以

我想製造業一定要恪守自己的工業精神。就一種奉獻精神。……一個國

家的發展，實體經濟永遠是頂樑柱。搞金融我覺得它是一個工具，它是

一個服務。當然我不懂金融，我也不會去搞金融。因為我還是覺得我這

一輩子我只能是賣空調，把空調做好。 

董明珠所闡述的目的在於“恪守”“工業精神”、“奉獻精神”。儘管這種恪守



          

132 

 

需要堅定的精神力量，堅定是一種偏剛性的氣質。但董明珠為“工業精神”塑

造了一個對立的目的：“急功近利”的“商業精神”。在“大家都很浮躁”、“急功近

利”這樣的對立性場景下，董明珠恪守的“工業精神”反而展示了她的隱忍、耐

心和韌性。工業精神在商業精神的對比襯托下，成為更加“柔性”的一方。“剛”

與“柔”本身就是通過對比互相定義的，而董明珠恰好設立了一個剛性的對立

目的，在修辭中將自身恪守的“工業精神”（目的）放在一個柔性的相對位置

上。這是女企業家柔性化的修辭技巧。董明珠提到“大家”的浮躁，一方面是

給自己想闡述的觀點提供一個對比，另一方面也是呼籲“大家”不要那麼浮躁。

董明珠的目標不僅僅是給自己和格力的，也是對中國製造行業的期許。以格

力為榜樣，喚起整個行業的“工業精神”是董明珠對格力在行業中的定位。 

羅麗芬用教育人才的行動，幫助大陸美容業建立行業規範。 

其實消費者的疑慮是在於這個行業的不夠健全。羅麗芬其實最強的

就是教育的部分。……它是一個服務行業是靠人，所以你的人的素質提

升是很重要。美容行業它會有很多的事故的產生，是因為投機業者太

多。……如果這個行業越來越規範，讓消費者他能夠享受真正的品質的

服務，然後這整個產業就不會有像大家在外面看的有偏見。 

羅麗芬認識到行業中存在的不健全。面對行業的不健全，羅麗芬決定用

教育的方式來提升員工的素質，從而幫助這個行業走向規範化發展。羅麗芬

給出詳細的解釋，為何教育可以提升美容行業的規範。這個解釋使羅麗芬的

行動（教育）與目的（規範行業）的聯繫更加清晰和緊密。而羅麗芬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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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中的定位也通過這個目的勾勒出來。她希望通過企業的行動，使行業

更加規範，進而扭轉社會對於整個美容行業的偏見。羅麗芬將行業形象的維

護作為自己企業的任務之一。 

羅麗芬的敘述，反映出她特別重視“人”在服務業中的意義。她認為美容

從業者的素質提升是行業規範很重要的一環。關注人在整個企業運作中的重

要價值，是柔性管理精神的一種體現。羅麗芬提出美容業不是“簡簡單單的”，

對於人的管理是複雜而靈活多變的。教育員工也是一個柔性管理者經常會用

到的提升員工價值的方法（陸燕，2006，楊雄裔，2011，王麗麗，2007）。 

李豔霞為了使“設計行業”競爭方式向良性化發展，創立了遼寧建築手機

平臺。 

我感覺在設計行業的競爭，應該是一種良性的競爭。但是就我的經

驗……就是一味地打這種價格戰，我覺得對雙方都是有壞處的……這樣

出來的產品，就是一種很不優秀的作品。應該是競爭的，在競爭中我們

才能提高我們的素質……怎麼樣是競爭呢，就是整合資源……多交流，

多學習……在競爭中有更好的競爭力，這樣才是更好的。……我做了這

個遼寧建築手機平臺這個用戶端。 

李豔霞的分析指出一個場景：惡性的價格戰給整個行業帶來的都是負面

的影響。李豔霞行動的目的是促使大家進行良性的競爭，提高大家的競爭力。

為了這個目的，李豔霞推出手機平臺供行業客戶交流學習。李豔霞身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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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中，敏銳地指出行業中的問題，然後提供解決方法並付諸實踐。這背後

展現的是她的洞察力和行動力。李豔霞的手機平臺，成為惡性競爭中一股撥

亂反正的“新風”。在行業“價格戰”的對比之下，李豔霞通過講述手機平臺的意

義，給自己塑造了“和平使者”一樣的形象。交流相比於競爭，是一種偏柔性

的行業發展方式。同時，選擇用資源整合和交流學習的方法，而不是硬碰硬、

拼資源的方法，來解決行業中已經存在的惡性價格戰的問題，也是一種靈活

及柔和的解決辦法。構建一個更加“剛性”的對立行動，是女企業家在修辭中，

將自己的管理“柔性化”的一種方式。 

女企業家敏感地發現行業中已經存在的問題，通過自己的分析，為企業

設定目標。她們嘗試用一些柔性的手段去改變行業，用自己的企業為行業樹

立標杆。女企業家在講述中將企業建構成行業榜樣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自

己企業的發展，也是為了行業的進步。 

（二）彌補行業空白 

王秋梅將軟包裝飾帶入北方市場。 

在我們北方，沒有這塊的專業市場……在我們北方的家居行業裡，

軟裝飾這塊只占市場的 5%，在南方已經佔有了 20%的一個裝修軟

裝。……我們東北天氣非常寒冷……就是說一碰到牆都是冰涼的。我想

在我做這個軟包裝飾的時候，我一定第一想到的是先把保溫性要好一些，

讓每一個家庭，軟裝飾能帶給每一個家庭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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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梅闡述市場問題的方法，是從自身經歷加行業經驗出發的。她發現

了北方市場上軟包裝飾的缺失，並將這個行業引到北方市場。王秋梅對於市

場數據的敘述體現的是她的專業性，而對於東北天寒地凍的具體化描述，則

使她與觀眾拉近了距離，提升了親切感。王秋梅的企業對市場的彌補，其實

也是對市場的開拓。她看到了其中的機遇，同時也把握住了機遇，奠定了企

業在北方軟包裝飾市場中的地位。女企業家用概括性的數據和生動的描述，

為觀眾解釋了一個細分市場的價值，柔化了原本冷僻的專業知識，這也是傳

統認知中女性化語言的特色之一（謝元春，2014）。 

楊芳發現了個體網店的困境，聯合網店店主們，成立了網路商城。 

裝修店鋪，需要自己去淘貨。但是我們發現，如果說你以個人的名

義去聯繫廠家，根本廠家都不會理你的……後來我們就決定說，註冊一

家公司吧，以公司的名義，以我們旗下有多少家商城，多少家店鋪的名

義去跟廠家去談，這樣會更好一些……咱們這個專案就應運而生了。 

楊芳講述，她發現在既有的網店經營模式中，個體網店店主以個人名義

很難聯繫廠家。於是她成立網路商城，以集體的名義克服個人在談判中的困

境，幫助大家一起去與廠家談判。楊芳的企業，其實是為“個體網店行業”服

務的企業。楊芳的敘述方式，是先提出一個已有行業中的問題，然後“發明”

一個新的行業去解決問題。楊芳的講述引導觀眾接受和理解“網路商城”這種

企業的定位以及來源。楊芳從自己作為淘寶個體商戶所遇到的困難入手，聯

想到商家們普遍面臨的問題，這是社會所期待的女性敏感細膩的“同理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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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楊芳將問題發散和整合，創造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從個人的層

面，上升到行業的層面，進而找到自己獨特的創業商機。這種積極尋找問題、

靈活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柔性管理能力的重要體現（童兆穎，2004，張麗

璃，2011）。 

王樹彤獨到的眼界，讓她幫助許多中小企業走向國際。 

我記得當時在我腦子裡面有兩個“I”，英文字母。一個是 Internet，

一個是 International。其實當時在我腦子裡就這兩個，我是希望下一步

能不能夠做一些事情，是這兩個“I”的一種結合。因為這兩個“I”它讓我眼

睛發亮，所以我就願意鑽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企業，我們做到一百個億，做到一千個億，讓更多

的中小企業，沿著這個平臺走出去，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重要。 

王樹彤先是講述自己對於兩個“I”的遠見。她的目的是要將互聯網與國際

化進行概念上的結合。從這個概念出發，王樹彤建立了敦煌網。這個網站平

臺，幫助無數的中小企業走向國際。與王秋梅和楊芳不同，敦煌網的受益者

是其他的中小企業。王樹彤的網站是一個平臺，引導和幫助不同行業的企業

走向更大的商機。她的網站已經獨立於她所服務的行業，成為一個更高層次

的資源提供者。 

王樹彤對兩個“I”的遠見，是她企業定位的來源。她在講述這個遠見時，

用了生動的描述方式。兩個“I”簡潔又精准地概括了互聯網和國際化。“腦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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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I”，則表現出她對這兩個概念相結合的深思熟慮。後面“眼睛發亮”和“鑽

進去”體現了當時的熱忱和堅決的態度，讓王樹彤在創業時的形象生動地展現

在觀眾眼前。王樹彤本就十分美麗，精緻生動的語言更加強了女企業家身上

的魅力。 

女企業家以其獨特的視角，引導觀眾和她們一起發現企業所在行業的缺

失。然後建立企業去彌補這一缺失，使自己的企業成為在行業運轉中，重要

甚至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她們的企業有些並不服務個人，但通過她們的講

述，觀眾也能夠認識到企業對行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三）成為行業領袖 

林萍立志要成為攪拌站市場的“領軍人物”。 

攪拌站這一塊，下一步的發展一定要有一個領軍人物……就是一定

也是幾大攪拌站，在這裡整個平衡市場……所以你現在看到市場上有一

百多家攪拌站，實際上真正有資質的可能也不是很多的……首先一個就

是規模……另外一個就是源頭問題解決了，保證了原材料了，保質保量，

保價格……我們站的地理優勢，因為基本上我們占的都是水路的，船

運……我們首先就是引進了綜合管理部總監，財務總監，銷售總監，然

後還有一個就是物流總監。……成立了一個大客戶服務中心。 

林萍描述了攪拌站市場的混亂場景，提出了平衡市場需要“領軍人物”的

出現。於是她講述她的企業如何從規模、品質、價格、地理、管理、客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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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作出改進。對於企業各方面優勢的敘述，是林萍在向觀眾說明，自

己的企業已經走在成為行業領導者的路上。林萍並沒有明說自己要成為行業

“領軍人物”，這樣的目標容易帶有強硬的剛性氣質。她只說行業需要“領軍人

物”。林萍只是將企業的優秀傳達給觀眾，讓觀眾自己去領悟，她的企業可以

承擔起領導行業的任務。她從企業不同層面的細節來描述企業行動，將企業

的目的暗示給觀眾。這是女企業家在必須表達一個剛性的企業目標時採用的

柔性修辭方式。對於行業現狀的分析，也是為這個目標進行一個必要的鋪墊，

使目標儘量柔和地被暗示出來。最終，為觀眾塑造出自身企業在行業中具有

“領軍”水準的角色定位。 

喬秋珍能夠很自豪地講，她的茶葉年年參賽都是金獎。 

我們可以說在那鬥茶，每一年我們的大紅袍都是金獎。可以這麼說，

說每一年都是金獎，結果呢，他當地組委會的，就跟我們半開玩笑半說，

就說以後你們多給別人點機會，明年你們就不要再來參加了……現在炒

茶啊，其實在很多工藝上比較講究，從時間還有焙茶的時間的火候，很

多很多方面吧，比較細節的東西。……那麼鬥茶裡頭，我們有很多種說

法。 

喬秋珍很自豪地告訴觀眾，她的茶葉每一年鬥茶都能贏得金獎。這是企

業在行業中地位的證明，也是向觀眾展示自己企業角色定位的一種方式。之

後引用組委會一個“玩笑”，在加強對自身企業實力證明。同時，這樣一個“玩

笑話”的說法也沖淡了話語中宣揚行業“龍頭”地位帶來的剛性。這樣的表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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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喬秋珍的形象顯得更加平易近人。從對鬥茶過程和細節的敘述中可以看

到，喬秋珍為了保持茶葉年年金獎的品質，要從茶葉製作的方方面面進行細

節的準備。對細節尤其是“工藝上比較講究”的強調，也是介紹企業的技術優

勢。喬秋珍在節目中講述這些細節，是在告訴觀眾，企業的成功不是靠運氣

或者其他因素，而是靠著企業日常管理中對細節的重視和積累。柔性管理在

這些對於細節的重視中得以體現。 

梁少貞講述了她成為廣州市僑商會會長的過程。 

本來我也不願意做，但是看到我們商會的會長出事了……我們一定

要為商會的會員服務，為政府搭建平臺，要跟僑商們排憂解難……我已

經接覺察，假如我不站出來……他們有錢的也不一定有這個精力，有一

些有愛心的，他也不一定有這個能力……所以我看到，眼巴巴的看到快

要滅了這個火。所以我就出來了。 

在梁少貞的敘述中，她成為廣州僑商會會長是“被迫”的。前任會長出事，

她不接任僑商會，僑商會就面臨解散的危險。梁少貞接過這個職務的原因，

是要“滅火”，這樣才能保留僑商商會這個為會員“排憂解難”的平臺。被動型的

講述方式，是女企業家柔性化修辭的重要表現之一。儘管敘述中梁少貞講的

是她不得不接過這個重任，這畢竟是市級的商業協會會長職務，這也可以體

現出梁少貞在僑商們心目中的地位。這是梁少貞在用委婉的方式，展示企業

在行業中乃至整個商業圈中的定位。“精力”、“愛心”和“能力”其實是梁少貞對

自己女企業家素質的綜合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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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的企業無論是作為混亂行業中的模範、行業空白地帶的開拓者，

或是行業的領導者，這些角色難免帶有一定的“剛性”氣質。而女企業家通過

在敘述中採用大量細節鋪墊、與現狀的對比，或是特殊的詞句等修辭方式，

儘量去柔和化這些角色定位。這也讓觀眾在接受的同時，能夠理解和認可女

企業家“不得不強”的原因。企業完成自身在行業中的行動目標時，女企業家

重視人的能動性、溝通與平臺的重要價值、對機會的靈活解讀以及對細節的

把握等等，均體現出女企業家柔性管理的特點。 

三、企業在社會中的定位 

企業終歸是紮根在整個社會中的，它的生命力來源於社會，所創造的一

切最終也回歸社會。女企業家認識到企業的這種社會屬性，因此也注重塑造

企業的社會角色定位。當女企業家講述企業的社會角色定位時，表達的其實

是她們對於自我社會使命感的認知。對社會使命感的描述，使企業行動獲得

超脫狹義的商業行為的價值，更有助於塑造女企業家的形象。女企業家在將

社會使命定義為企業目的時候，企業的行動就相對宏觀和概括。或者說，企

業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企業的社會使命這一終極目的而完成的。 

董明珠看來，人努力一世，所有企業“最後都是社會的”；田雲嫻的夢想

從“匡扶正義”開始，最後升級到“幫多少人實現了他們的夢想”，卻始終不忘回

饋社會的初心；梁少貞無償資助老人院；喬秋珍和許豔清，為大家提供平臺，

對員工負責；許桂萍則是在“使命感、責任感”的驅動下，決心“打造自己的民

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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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女企業家的社會角色定位來源於她們對所在社會的回饋。這種

回饋包括對社會財富上的積累與再分配，女企業家用實際行動，將財富資本

回歸社會。同時，這種回饋更來源於企業家精神的傳遞，她們用行動影響著

他人，對社會負責，去幫助他人。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民族企業也是

一個國家面向國際的視窗。女企業家的企業在與外資企業競爭時，也是在經濟

領域的戰場上為國而戰。對內和對外兩方面的使命感，是女企業家對自己社會

角色及社會責任的認知來源。 

（一）讓財富回饋社會 

董明珠將整個企業都定位為社會的資產。 

無論這個企業是民營的是國有的，你要看清她最後都是社會的，我

是這樣看。但是你不能說這個資產是你的，我覺得我要去努力，其實資

產最後都是社會的。因為一個人的壽命，哪怕你活到一百歲，最後你走

的時候…… 

董明珠提出做企業“最後都是社會的”。在這樣的定位之下，董明珠為了

企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昇華到為社會資產所做的努力。她的所有行動，都

在社會層面上有了一個更高的價值。當女企業家將自身所有的行動上升到一

個更高的社會層面時，社會在通常意義上對“普通女人”的行動標準就顯得“狹

隘”了。結合之前分析過的董明珠在員工管理敘事中關於“大愛”的辯證分析，

可以看出她總的修辭基調與修辭方式。董明珠將行動、目的、話語場景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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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身份等，全都上升到更高的層面，以此來“超越”社會傳統話語體系中

對女性的“期待”，達成女企業家的性別與職業角色的融合。 

田雲嫻的創業，源於她想擁有更大的能力去幫助他人、回饋社會。 

最早的時候習武，那個時候的夢想，我想除暴安良，維護正義……

她說如果我能去從事文化產業，拍一些正能量的片子……也許可以改變

很多人的命運……所以我就去做了歌手，然後做了演唱會，做了經濟人，

然後從事了這些活動。 

但是我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止是有那麼一個需要幫助的，還有很

多。……我想做一個企業家，我有更多的能力然後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在做這個 500 場的公益演講，是想去幫助一些，想要去創業缺少方

法的，或者是需要資金的，需要平臺的，需要專案的，需要機遇的…… 

田雲嫻用“夢想”這樣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詞語，來講述她的行動目的。

她最初的目的是除暴安良，於是她去考了特警。後來田雲嫻的目的逐漸升級，

要改變更多人、幫助更多人、做真正的領袖改變社會，於是她從參與文化產

業，到自己做企業家，然後開公益演講、培訓他人。儘管目的和行動在升級，

但她的目的始終圍繞要更好地回報社會、幫助他人作為核心思想。企業家這

個身份，在田雲嫻口中，重要的是不僅僅能做更多的事情，還包括能幫助更

多的人。這樣的目的，充滿包容、分享和回饋的“柔性”精神。 

從特警，到歌手，到企業家，儘管剛剛二十六歲，田雲嫻已經嘗試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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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行業。在輾轉不同的行業、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功的背後，支持田雲

嫻的是她的夢想，是那個她一直沒有忘記的目標。她在行動上嘗試各種可能

性，並且逐漸地更加有能力去實現自己的目的。田雲嫻的敘述中，可以看到

她有著不忘初心的堅持，但同時也在靈活地尋找更適合自己的舞臺。 

梁少貞講述對社會的回饋最為具體。 

我在背後支撐他們，資助他們。每當他們沒有錢或者要倒閉的時候，

我就給一些錢給他們扶起來……經營是很順暢，但是有好多是沒錢收

的……好心的人把他抬到我的老人院，他也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政

府也不能接收，所以我就在那裡接收他了，那些他們有病又沒有錢，也

要投錢出來給他們看病。……但是這個愛心也要傳播給下一代。我們都

老了，是不是，六十多七十了，我們還有多長時間，培養小孩了。 

梁少貞回饋社會的方式，是辦自己的敬老院，免費收養沒有地方接收的

老人。她將這樣的行動解讀為是在教育下一代。梁少貞所講述的自己的社會

使命，不僅僅是自己的企業要回饋社會、做慈善，更重要的是將慈善的習慣

與傳統傳承下去。“傳承”是一種具有傳統“母性”氣質的行為理念。後面的訪談

中，梁少貞還花了大量的時間，去講述孤寡老人們的善良。女企業家在節目

中也是想通過這種“情感喚起”的方式，呼籲大家都能關注無家可歸的貧困老

人。女企業家將“不掙錢”的老人院，視為自己成就的重要部分，這也展現她

對自己企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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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女企業家講述對社會的回饋，是她們對社會的“柔情”展現。她們將

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都視為對社會的回報。她們的成就是她們回報社會的資

本。在不忘對夢想的追逐過後，她們希望將初心也傳遞給後人。企業在她們

看來是傳遞這種責任的媒介與方式。 

田雲嫻給企業家辦講座，重點在於不忘初心。 

一個真正的領袖，或者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不是你實現了多少你的

夢想，而是你幫多少人實現了他們的夢想。這才是人生的最大的價

值。……讓他們回歸他們的本色，而不是走了很久以後，忘了你最初為

什麼要做老闆。 

田雲嫻除了自己行動起來，用企業家的力量幫助社會之外，還講述了她

通過辦講座的方式，教育其他企業家一起“不忘初心”。田雲嫻用教育這種柔

性管理者常用的方式，喚起企業家們的“初心”，從而集合更多的力量，一起

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田雲嫻說想喚起的企業家“本色”其實也表達了她自己的

“本色”。一方面，田雲嫻在這樣的講座中，表達了自身企業家的定位；另一

方面，辦講座也是她擴散、傳遞自己夢想的行動。在自己行動的同時，也帶

領大家去行動，體現了女企業家對於社會的擔當。。 

許豔清傳遞的則是對員工的責任感。 

我自己的理想狀態也是這樣的，不要一味的是為了工作去賺錢，但

也承擔著這個責任，你要對他負責，就是我現在開兩個店的話，我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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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責任，要把它好好地運作下去。運作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我個人，

是為了一個大家庭，這兩個大家庭在這裡，你不好好的運作的話他們就

沒有辦法生活。 

許豔清的講述中，她其實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不必再為了錢而工作。

在她口中，她繼續努力運作企業的原因，是為了責任。在上一章的分析中，

案例展示了許艷清喜歡以家庭的方式管理員工。她重視這份責任，是因為她

已經將員工看成“家庭”的一員，而她自己則是家庭中的“母親”。許豔清的責任

在這樣的闡述下，不僅僅是對企業管理的責任了，還是要讓每個員工都能幸

福的“家庭”責任。企業家對員工負責不僅僅是企業內部的管理問題，更是社

會有序運轉的重要保障。每一個企業家，都對自己的員工負責，每一個員工

都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更加安定和諧。許豔清儘管講述的只是自己對於企

業的責任，這其實也是企業對於社會的基本角色和義務。企業家在過程訪談

中著重講出這一點，道理雖然十分樸素，但隱含的其實是女企業家對這個社

會的擔當。 

喬秋珍給大家提供機會，也是企業家精神的傳遞。 

所以說曾經也發過誓，就說，我不在別人面前再去打工，而且我還

要讓大家通過我這個平臺，能夠說達到他們自己的一個目標。就是這意

思。因為我知道我身邊也有很多很多的被拒絕的人，我就想給大家提供

這麼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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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分析過喬秋珍，因為也在年輕時“受過拒絕”，所以能以過來人的

方式去理解、管理員工。而這段“誓言”的表達，同樣也是喬秋珍給自己的社

會角色定位。喬秋珍的企業，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給大家提供一個機會。

這種行動的來源，是她由於自己也受過拒絕的經歷，想幫助和自己一樣遭到

拒絕的人。符合傳統社會期待的女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讓她能將心比心

地理解別人的困境與需求。喬秋珍將自己的企業形容成平臺，這個平臺傳遞

的是機會。喬秋珍的企業是“前人栽樹”，喬秋珍希望這棵樹能一直傳遞下去，

供更多的“後人乘涼”，甚至能夠栽種出自己的“樹”。這樣的修辭敘述中，也暗

含把責任與愛心往後人傳遞的精神。 

訪談中，女企業家“兼濟天下”的精神，通過她們的講述，傳遞出去。這

個對社會的精神回饋，體現在女企業家向他人傳遞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中。女

企業家通過訪談和其他的媒介，將精神傳遞給各方面觀察和注視她們的員工、

其他企業家、觀眾等群體。她們對社會的貢獻，就不僅僅止於企業本身所能

提供的物質財富了。她們的社會角色，也就不僅僅止於是為自身企業積累財

富的企業家。她們借助于訪談節目，也在向社會傳遞精神的財富。 

（二）做中國品牌先鋒 

許桂萍的社會責任感來源於日化產品的市場競爭。 

因為來說我們日化行業確實競爭是非常充分的……那麼我們日化

行業應該來講在 80 年代那時候外資就進駐……但是作為我們的民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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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我覺得確實更需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打造自己

的民族品牌，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的一席之地。……其實也不在乎別人

怎麼說了，我一直有一個座右銘，就是汪國真的那一句詩，既然選擇了

地平線留給世界的就只有背影。所以我想我也好，我們的迪彩人也好，

大家都是認同了這樣的一個目標這樣的一個方向，那就只有默默地耕耘，

不斷地努力。 

許桂萍所在的日化行業處在一個與外資產品競爭十分激烈的場景中。這

樣的場景激發了許桂萍的使命感。她定下的目標是打造一個能與外資品牌競

爭的民族品牌。許桂萍引用汪國真的一句詩來形容企業的行動：“既然選擇了

地平線，留給世界的就只有背影。”這句引用描述了迪彩在她的帶領下，一路

向前，不斷努力，默默耕耘的行動。許桂萍也是用這句詩向觀眾表明企業的

社會角色定位。而用這樣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方式去形容企業行動，在語言

風格上也柔化了遠大目標本身的剛性。 

田雲嫻的民族品牌志向更為遠大。 

但是這些知名品牌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不是中國創造。所以我在

想一個問題，中國也可以出來一個世界級的奢侈品牌，但是我不能把我

的夢想強加到別人身上，那是我的夢想，所以由我來實現。我想打造一

個世界級的中國創造的奢侈品牌出來，所以我決定我要做這個。 

在訪談中，珠寶品牌是田雲嫻一系列企業中最新的品牌。田雲嫻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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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品牌，其企業定位依舊紮根於自己的“夢想”。這個夢想源於她看到在世

界知名品牌中，缺乏中國自己創造的品牌。因此她給自己選定填補這一空白

的目標，即打造一個中國創造的“世界級”奢侈品牌。田雲嫻的目標很遠大，

但從前文引用過的講述中可以看到，被稱為“夢想”的目標已經一步一步都被

她實現。並且，在田雲嫻的敘述中，前一步“夢想”的實現，為她提出更遠大

的“新夢想”，提供了產生“新夢想”的前提條件以及追尋“新夢想”的資本保障。

女企業家對自身經歷的講述通過“夢想”環環相扣起來。一步步的鋪墊使得最

終遠大的夢想不會成為“空想”。這樣的鋪墊也柔化了她的語言風格，讓新目

標不顯得“突兀”，觀眾也能夠一步步地理解與認可她。 

董明珠為格力世界級的技術感到自豪。 

現在我們格力，美國的開利約克在挖我的人。現在聽說在開利廠，

有一個科室裡面，坐的全是我們格力人在那裡在做技術。……如果格力

電器真正能成為為我們世界家電行業培養人才的地方，我覺得那也是值

得自豪的。 

董明珠的格力空調，已經是中國頂級的空調品牌之一。更讓董明珠自豪

的是，美國開利的研發科室裡坐的全是格力的人才。格力是世界家電行業培

養人才的地方，這是女企業家所講述的企業角色定位。董明珠用美國開利作

為一個正面的襯托，展現格力員工的優秀，這種敘述也把自己對企業的作用

隱藏在敘述背後。董明珠在訪談中講起這個故事，是在自豪地向觀眾宣傳格

力的優秀。“我們格力人”這樣的說法，展現女企業家對企業濃濃的歸屬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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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 

女企業家在競爭當中，遇到了強大的國際品牌。她們的民族責任感和使

命感使她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將企業打造成能與國際品牌相抗衡的中國品

牌。這些遠大的目標，不是女企業家突然提出來“秀”給觀眾看的。在對目的

和實現目的的行動講述中，女企業家一步步鋪墊著情感與努力。宏偉的目標

可能有“野心勃勃”的剛性氣質，但日積月累的行動卻是水滴石穿的柔性力量。

宏偉的目標和踏實的行動，使她們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四、小結 

女企業家在角色定位敘事中，通過講述自身企業靈活地進行商業行動、

彈性地適應市場變化的管理過程，展現自己的柔性管理能力。講述企業在顧

客中的定位時，女企業家將聽眾作為潛在顧客，調整敘事策略，展示了柔性

管理者的溝通能力。從構建柔性管理修辭的角度上看，當女企業家在對一些

顯得“剛性”的企業目標進行敘述時，她們會通過大量的細節鋪墊6或對比襯托

的方式，將語言風格“柔性化”，以平衡女性與企業家的身份特質。  

首先，女企業家在確立目的後，會講述她們如何靈活地採取行動，實現

目標。女企業家在認准一個方向的時候，會講述她們如何柔性地選擇路徑並

達到目標。這也是女企業家在修辭中展現自己柔性管理的方法。企業的目標

                                                      

6
   女性作家更傾向于使用大量細節進行敘事（Sulliva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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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企業所面對的對象是顧客、行業和社會而有所不同。女企業家會根據

企業目標的不同，靈活地講述企業行動。當企業目標是滿足顧客、實現雙贏，

或教導顧客時，女企業家會講述在具體場景下的特殊行動。對於行業的變化，

女企業家的行動使企業靈活地適應行業發展。而對於社會性的目標，女企業

家會講述如何通過一步步調整自己的創業行動，進而完成自己最初的夢想。

此外，女企業家在對企業定位的選擇與敘述方法上，既體現出較強的彈性，

也體現出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女企業家在講述企業在顧客中的定位或在行

業中的定位時，大多都交代企業所處的背景環境。這樣的交代有利於企業建

立合理的目的。同時，一個根據大環境建立的目的，也能夠更好地適應所處

的環境。女企業家能夠靈活地採取不同行動適應市場，也是因為企業目的本

身是隨著市場而變的，給出行動足夠的空間。企業角色定位是企業中重要的

戰略制定環節。女企業家柔性地選取企業角色定位，也是女企業家的柔性管

理在企業戰略制定環節的體現。 

其次，從三種不同層次的企業角色定位來看，女企業家對企業在顧客中

的定位描述得最為詳實具體。而對於企業在社會中的定位，相對籠統概括。

這一點可以理解，隨著目的變得更為宏大，為了達到目的所做的行動已經不

再是簡單的一兩個例子可以描述出來的。女企業家對於行業或者社會的貢獻，

很多都貫穿她們的整個職業生涯。女企業家對於自己或企業社會角色的講述，

可以理解為是她們全部訪談的一個總結昇華。但同時，從篇幅上講，女企業

家更多集中在詳細地描述企業為了顧客所採取的具體行動。這一方面體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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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在修辭中對細節和具體事件的敘述偏好。從前兩章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女企業家較少發表宏觀的、口號性的演講。這個特點在“目的-行動”敘述

中也有體現。另一方面，女企業家的訪談節目針對的觀眾其實較多是“潛在顧

客”。女企業家較多地講述她們的企業在顧客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為顧客所採

取的行動，更容易打動觀眾，為企業贏得更好的印象。這樣的溝通方式，本

身也體現了女企業家柔性的溝通技巧。 

最後，企業的目標往往是比較宏觀且具有一定“野心”的，而女企業家通

過對目標來源與行動的“柔性化”修辭，來中和宏觀目標中的“剛性”氣質。有些

女企業家通過對細節的闡述或對“夢想”逐層的鋪墊，最後講述出較為遠大的

目標。這種講述方式讓觀眾在聽講的過程中，逐步地接受遠大的目標，一路

跟隨女企業家的心路歷程，理解並認同她們的選擇與能力。這樣在新的目標

提出時，就顯得不那麼突然，而且也有了實現目標的依據。有些女企業家則

通過對比的方式，展現行業中其他企業更加剛性的一面，比如盲目追求經濟

利益或惡性價格戰等等，從而襯托自己企業定位中“柔性”的一面。在角色定

位敘事中，當女企業家為企業選取的目的，無可避免地展現出剛性氣質時，

女企業家則通過對整體敘事方式的柔性化處理，達到一種“相對柔性”的修辭

效果。這種“柔性化”的管理修辭，也是女企業家話語中平衡職業與性別角色

的一種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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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國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 

中國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是一套中國女企業家所使用的、能夠將

女性氣質與企業家氣質融合在一起的語言方法。在訪談節目中，這種柔性管

理修辭幫助女企業家們構建了符合大眾期待的柔性管理者形象。前三個章節

從企業發展、員工管理和角色定位等敘述內容層面上細緻分析和展現了女企

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本章將梳理女企業家修辭構建的技巧，系統地總結中

國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 

本研究認為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依照修辭構建的技巧分類，可以

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較為直接的表明身份。女企業家直接了當提醒觀眾

女企業家身具女性和企業家的雙重身份。這一類所包含的修辭技巧較少，包

括女企業家對自己身份的直接定義、所使用的詞彙、以及女性的衣著等。這

部分將在本章中“直接表明身份”一節中進行總結。第二類是女企業家符合“柔

性管理”哲學規範的話語行為。這一類包括女企業家敘述或描給自己所從事的

柔性管理，或間接展現自己擁有柔性管理者的能力和品格。本章中將這類話

語行為分作兩部分，分別是“話語行動中認同柔性管理理念”和“話語行動中展

現柔性管理能力”。第三類是女企業家用柔性化的方式來表達管理話語。一方

面是女企業家使用變剛為柔的修辭技巧，在剛柔的相對關係中展現自己柔性

的特點。另一方面是女企業家展現柔而不弱的氣質，她們在展現自身柔性的

同時，依然遵循社會對於管理者的基本話語規範。這部分將在“變剛為柔”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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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弱”兩節中分別進行分析和總結。這一類用柔性化的方式來表達管理話語

的技巧是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和核心價值所在。 

一、直接表明身份 

女企業家會在訪談中以較為直接的方式提醒觀眾她們的女性和企業家雙

重身份。由於女企業家參加的是經濟類訪談節目，訪談的內容大多圍繞著“企

業家”這一核心身份展開。因此，女企業家時不時要刻意提醒觀眾自己是女性，

來揉合女性及企業家的雙重身份。 

這種提醒依舊屬於柔性管理修辭，只是這類修辭較為直接和淺顯，並不

包含更多的修辭技巧，例如前文分析過王樹彤外表對修辭效果的影響，羅麗

芬用“美麗”定義自己的事業等。直接表明身份的話語，是柔性管理修辭中最

表層的體現，與修辭中較深層次的技巧所構建出的話語動機互相補充、互為

印證。本節會進行一些整理，目的是想對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進行更加完

善和全面的展示。 

首先，女企業家會用具有柔性特點的詞彙來描述自己。陳梅形容自己的

“梅”是“清新淡雅、清正無邪”；陳亦含定位自己和酒店的特點是“時尚、藝術”；

羅麗芬形容自己“感性和浪漫”；王樹彤覺得女性領導人應該“溫婉又豪放”；龔

海燕稱自己是“文科女孩子”等等。從上述女企業家的用詞可以看出女企業家

對自己的定義有較強的性別意識。女企業家通常在談及給企業做定位或其他

重要決策時，給出上述柔性的描述。此時強調自己的女性特徵，目的是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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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特質融入到企業的特質中。 

其次，節目中，女企業家的穿著和妝容都是美麗、大方、得體的，這樣

的裝扮也符合她們女企業家的身份氣質。主持人有時開場會對女企業家的外

表進行“半玩笑地恭維”：比如稱王樹彤為“美女 CEO”，描述楊暉是“非常小女

人的總裁”，調侃陳亦含的酒店是“老闆漂亮我就去”等等。觀眾在節目中會欣

賞女企業家的外表，對話中主持人也時不時誇讚女企業家的外表。主持人對

女企業家外表的讚美可以被視為一種鋪墊，這種鋪墊有助於加強女企業家身

上的女性氣質。這使得女企業家即便自身言語中表現出了更多的剛性氣質，

她們的整體氣質也能由於美麗的外表獲得平衡。比如在本文第四章中，王樹

彤把自己比作鮑威爾，美麗的外表則有助於平衡王樹彤身上的剛性氣質。本

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女企業家話語中的柔性管理修辭，沒有太過關注女企業家

外表、儀態和肢體語言對於女企業家公共身份構建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

符合女企業家氣質的外表對女企業家的身份構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最後，女企業家訪談中另一直接表現柔性管理氣質的地方在於一些詞彙

的選用。性別特徵會在語言用詞中體現，女性用詞更為文雅的同時，詞彙主

題也體現性別特點（趙蓉暉，2003）。女企業家會將企業描述成“家庭”，把員

工描述成是“朋友”，自己描述成“家長”。結合員工管理敘事的分析，可以看出

女企業家對於自己與員工關係的描述具有“母性化”的特點。此外，女企業家

也非常喜歡談論時尚、感受、合作等詞彙。女企業家喜歡講“時尚”，體現她

們對美的追求；強調“感受”，展示她們對細膩情感的重視；常說“合作”，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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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處理商業關係的方式。在前三章的修辭分析中，也有很多的分析涉及到

女企業家用詞的特點。二、話語行動中認同“柔性管理”理念 

在本研究第一章對“女企業家與柔性管理”的文獻回顧中，總結了過往的

實證研究中柔性管理理念和女企業家之間的契合性。本研究提出，女企業家

的柔性管理修辭要符合“柔性管理者”的行為規範。這種行為規範的一個重要

體現是女企業家在訪談中普遍認可柔性管理的理念。女企業家講述自己實踐

柔性管理行為的經歷、表達對柔性管理理念的認同。下面從柔性管理理念的

六大方面來回顧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 

首先，以人為本是柔性管理的一個核心理念（徐紹明，2011，安應民，

2008，賈品榮，2004 等）。女企業家反復強調類似的觀點，比如：“我們最重

要的資產一定是人”（楊暉）；“一個服務行業是靠人，所以你的人的素質提升

是很重要”（羅麗芬）；等等。這種以人為本的柔性管理理念在經營以服務業

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女企業家敘述中尤為凸顯。 

第二，靈活決策、適應變化是柔性管理能力的體現（童兆穎，2004，張

麗璃，2011）。女企業家在面對困難或需求變化時，往往能夠靈活地應對、

度過難關。典型的例子，如：“我是靠這個口罩和溫度計，還有中藥，救了這

個門診”（韓小紅）；“按照不同客戶的需求，能很好的把這個整個的設計風格

都設計下來，讓我的客戶能滿意”（王秋梅）等等。女企業家靈活的柔性管理

行動，與她們能夠細膩地察覺到場景發生的變化相關。女企業家這一特質在

前文有關企業發展敘事的分析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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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柔性管理重視對員工的培養和教育，以此挖掘員工潛能（陸燕，

2006，楊雄裔，2011，王麗麗，2007）。多位女企業家強調了她們對於員工

教育的投入：“羅麗芬其實最強的就是教育的部分”（羅麗芬）；“我成立了我們

的教育訓練機構”（田雲嫻）等等。教育是一種被許多女企業家提及的員工管

理手段。 

第四，柔性管理對於下屬的關懷、包容和理解，是維護與員工和諧關係

的一種手段（梁燕冰，楊曉燕，2009）。女企業家更加樂意去培養與關懷員

工，她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員工，培養與員工間的親密聯繫：“我知道我身邊也

有很多很多的被拒絕的人，我就想給大家提供這麼一個機會”（喬秋珍）；“主

要是一種情感，師徒是一種感情的結合”（許豔清）等等。在前文對員工管理

敘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這種柔性管理的手段會展現女企業家特有的“母性”

氣質。 

第五，柔性管理中自由開放的決策過程，體現在女企業家鼓勵並重視下

屬參與決策以及增強決策過程的透明化（李福英，2008，杜華，2014）。例

如：“你儘量鼓勵你的部下，要敢於講話”（董明珠）；“我們公司可能很多的信

息，我都願意去跟員工共用”（龔海燕）等等。 

第六，柔性管理的過程還要依靠充分、暢通的溝通，通過互動說服達到

管理目的（徐紹明，2011，李福英，2006）。女企業家重視溝通和交流：“我

們自己提高自己的素質，多學習，多交流，拿出更好的作品”（李豔霞）；“就

是我覺得創意型的公司頭腦風暴是很正常的”（楊暉）等等。這種溝通包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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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級和平級間的溝通，也包括公司內部與外部之間的溝通。女企業家參與訪

談節目，本身也是一種重視與社會大眾溝通的體現。 

本論文的第三到第五章已經比較細緻地分析了女企業家如何在各種敘述

話題中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對柔性管理理念的認同。本章只是挑選出其中較

有代表性的部分，作為總結示例。女企業家讓自己的語言行動符合柔性管理

理念規範。這是從修辭上構建“柔性管理者”形象的方式。 

三、話語行動中展現“柔性管理”能力 

除了對柔性管理理念的直接認同之外，女企業家還在話語行動中展現了

自身作為“柔性管理者”的能力。女企業家沒有直接說出“我善於柔性管理”，而

是在與主持人、觀眾等人互動的過程中流露出“柔性管理者”特有的個人特質

與個性魅力。這包括適應和引導聽眾的溝通能力、機智應對尖銳問題的應變

能力、不忌諱談論個人失敗與他人成功的開放胸懷以及面對成功感恩與謙遜

的態度。這些特質在話語行動中展現出來，加強了女企業家對自身“柔性管理

者”形象的構建。 

（一）溝通能力 

儘管訪談節目現場只有主持人和少量嘉賓觀眾，但女企業家知道節目的

實際聽眾是廣大的電視或網路觀眾。對於很多女企業家的企業來講，這些觀

眾是她們的潛在顧客。面對這些觀眾，女企業家話語行動的目的是要讓觀眾

認可她們的行動、進而認可她們的企業以及認可她們本人是合格的女企業家。



          

158 

 

這個去尋求觀眾認可的過程，要求女企業家有良好的溝通能力。 

女企業家優秀的溝通能力，首先體現在能夠引導觀眾。女企業家要能夠

讓觀眾理解她們所面對的情景、認同她們做出的行動，並且要善於用生動和

細膩的生活化語言引導觀眾進入故事。幾乎每一位女企業家都十分善於講故

事。典型的例子比如陳亦含的這段講述： 

開業以後生意不太好……我就站在馬路對面觀察。我就發現，很多

人經過我們酒店門口的時候，不敢進去。他們在門口徘徊，看著我這個

酒店，然後又走了。……原來我分析原因是什麼，當時我取名取得比較

大……客人從外面看，這麼大一個樓，那肯定很貴啦。就不敢進去

了。……我把我的價格在門口就立上了房價牌，很清晰讓大家知道我的

價格……一個月之內，呼呼的全滿了。 

陳亦含用“先抑後揚”的方式一步步地講述了企業通過推廣價格吸引客人

的故事。故事首先提出問題，對於客人經過又離去的問題進行了動態的描述，

為後面解決方法的產生埋下伏筆。然後通過換位思考發現問題所在，進而解

決問題迎來圓滿的結局。陳亦含細緻生動的講述，不僅描述了自己的一次成

功經過，還向觀眾宣傳了公司的價格定位，為後面引出“都市 118”的命名和

企業定位，做好了必要的鋪墊。而這種故事性的鋪墊比枯燥的敘述企業定位

或是市場分析更加容易被觀眾理解和記住。 

溝通能力另一方面的表現在於女企業家還會主動迎合觀眾，使得觀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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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和她的企業產生好感。很多女企業家，都表述過自己企業對“顧客”

這一群體的重視。女企業家合理地利用訪談節目，對企業進行了公關和宣傳。

俞渝表現得最為典型： 

我覺得一個公司的價值最重要的是顧客價值，就是顧客是不是買當

當的賬。……當當網的這些百貨的這些產品利潤比書還低……我們進入

這個百貨的不同幾個產品線領域是作為一種顧客需求的一種出發點，我

就覺得既然我們把賣書這件事做好了，那我們就該賣更多的東西，顧客

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不論實際的公司價值是什麼，女企業家在面對觀眾時，強調的是以顧客

價值為先。她們認識到觀眾中的大多數，屬於“顧客”這一群體。因此女企業

家在通過訪談節目與觀眾溝通的過程中，在以這樣的方式儘量去贏得“顧客”

的好感。她們將訪談節目，也視為一個為企業公關的機會。 

溝通能力與柔性管理能力是具有正相關性的（Russ, 2013）。女企業家在

訪談節目中展現出的溝通能力，也從側面構建著合格的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二）應變能力 

在訪談節目中，難免會遇到主持人提出一些比較尖銳或不好回答的問題。

女企業家回應時，所表現出的冷靜與智慧，體現著柔性管理者靈活應變的能

力。 

有些問題其實是主持人代替觀眾們提出的，包括對女企業家某些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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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問，或者行事風格上的不理解。這種問題雖然尖銳，其實也給了女企業

家很好地機會，去面對公眾的質疑，扭轉大眾的誤解。女企業家能夠很好地

抓住機會，通過禮貌大方的方式，應對這些質疑，引導大眾的思考。董明珠

面對問題：“你覺得自己是個可愛的女人嗎？”，所給出的回答無疑是其中的

佼佼者：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和不愛看你怎麼去理解。如果你創造了一個大愛，

我覺得那你就是最大的愛了。你不一定體現在某一個人對你的愛。或者

是大家講，你是很可愛，你就是很可愛。其實可愛不可愛是自己去理解

的。 

董明珠素有“鐵娘子”的稱號，網上對於其“狠辣果決”的作風和女性身份爭

議頗多。主持人的提問無疑是替觀眾們對董明珠提出的挑戰。這個問題本身

也是個陷阱：女企業家不能在節目中承認“我不是個可愛的女人”；但是董明

珠如果直接說“是”，又和她過往給大家的印象不相符，有失真誠。董明珠將

具有挑戰和陷阱的問題巧妙地轉化為自己要講的問題，通過辯證地將“可愛”

這個概念進行解構和重塑，使得問題昇華到了另一個層面。董明珠基於自己

的企業家身份，將可愛從情人之愛提升到社會層面。靈活地解讀問題使得她

能夠大方自然地回答我是“最大的愛”。化解問題陷阱的同時，還讓觀眾瞭解

了董明珠的取捨，理解了她的處境和立場。作者從網上下載這個視頻時，該

視頻相關的網友評論中也有觀眾表達了對於董明珠這個回答的讚賞。 

（三）開放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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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管理者開放的胸懷，在於她們能夠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失敗和他人的

成功，並且直面這些失敗和成功，總結經驗和教訓。很多女企業家在訪談節

目中，都坦然講述過自己失敗的經歷或是主動誇讚過他人的成功。 

失敗的經歷對於柔性管理者來講，是寶貴的財富。她們會在講述失敗經

歷的過程中，總結和分享自己所收穫的成長，然後在後續的經歷中避免犯同

樣的錯誤。許桂萍、陳亦含、董明珠、林萍等都進行過這樣的分享。在失敗

中，能夠看到女企業家的堅持和原則。這種對於過往失敗經歷的講述，非但

不會在形象上“弱化”女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反而更加體現了她們開放的胸襟，

以及從失敗中成長和學習的能力。比如許桂萍這一次決策失利： 

結果一下子就來了 22 家……我們就沒有抵制這個誘惑，當時我所

有的資源都是按 16 個市場去做準備的，那另外 6 個市場我們可以說應

該用倉促應戰……我們這個市場就做的不好……完了以後我們就退款、

退貨、完了以後就把貨拉回來了……這幾百萬對企業來講還是個蠻大的

數字……但其實我們從經營決策來看，企業要走長遠，我們並不是有多

麼的高風亮節，更多的我說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別人負責，對市場負責

才使你可能走得更遠。 

許桂萍毫不忌諱地在訪談中詳細講述了自己的一次失利的經歷。女企業

家通過總結這次失敗的經歷，表達了自己企業的市場責任感，進而對企業未

來的發展指明方向。坦然承認失利後，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反而將故事基調轉

向了積極正面的方向。對失敗經歷的分享，既展現了女企業家的胸襟，也不



          

162 

 

至於讓觀眾對女企業家的企業管理能力產生太大質疑。 

開放的胸懷也體現在女企業家對於競爭對手毫不吝惜表達欣賞，並且樂

於學習。開放的柔性管理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獲取經驗，包括下屬和競爭對

手。從他人的經驗獲取優秀的品質，進而優化自己的行動。汪秀偉就表達了

對很多企業的欣賞：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品牌，在服裝上最喜歡的是那個卓雅吧。……這

個喜歡的程度，這個在很小的時候就是了。…………那目前國內高定市

場呢……比如七匹狼……依文……因為他們做的很成功。應該是我學習

的榜樣吧，所以我比較關注他們。 

汪秀偉身在服裝定制行業，在節目中就毫不忌諱地誇讚“競爭對手”。這

裡的引用省略掉了汪秀偉對其他品牌誇讚的細節。這樣的描述表現了女企業

家能看到他人的優點、並且樂於學習的特點。這種開放的胸懷是女企業家進

步的動力，也體現了柔性管理者的品格。女企業家這種展示胸襟的敘述，是

在塑造自身柔性管理者的品格。 

（四）謙遜的品質 

女企業家面對成功時的謙遜和低調，也是柔性管理者重要的品質之一。

女企業家普遍對成功路上的“幫手”抱有感恩之心。同時，她們也願意將“成功”

歸功於企業的員工，並且為員工們感到驕傲。面對取得的成就，女企業家不

會驕傲自滿，這也為她們未來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潛力。這使得柔性管理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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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以平和、冷靜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機遇與挑戰。龔海燕就是特別謙遜的

一個例子： 

但是我確實很感謝他，我這個人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這麼一

種思想。我覺得就是你在最開始的時候幫了我，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幫

助，可能就沒有今天。……他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類似的感激的話，龔海燕也說了很多。在企業發展敘事一章中可以看到，

龔海燕總是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他人的幫助。在自己已經成功之後，細數當

年所得到的滴水之恩仍歷歷在目。女企業家表現得低調、謙遜、知恩，構建

的是一種非常傳統的柔性形象。但一次次能遇到“貴人”，意味著女企業家背

後有其過人之處，只是她在話語中沒有明確地表達出來。 

須知以上所述的柔性管理能力是在修辭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女企業家

話語行動中展現的柔性管理能力、女企業家的用語和刻意打造的外部形象、

話語中對柔性管理觀點的直接表達，以及後文中柔性管理者的修辭處理技巧，

共同構建著中國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者形象。 

四、變剛為柔 

這種變“剛”為“柔”的修辭手法是最能展現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特點的。

一方面，女企業家所敘述的個人及企業行動，符合商業市場中所必備的某些

“剛性”氣質。另一方面，女企業家在敘述這些行動時，會加以自己的理解和

包裝，使其變得柔性化。有些“剛性”的內容與較為柔性的表達方式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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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企業家特質與女性特質在女企業家身上融合起來。 

女企業家所敘述的行動大都具有優秀企業家所需的剛性氣質，譬如果斷

的決策、大膽的嘗試、堅定的信念等等。成功的結果，證明了女企業家當時

行動的正確性。如果僅僅看行動，也許女企業家和男企業家不會有太大不同。

這些行動印證的是她們具有企業家應有的職業素養。 

但是從表達方式上看，女企業家為這些行動的來源尋找到一個柔性化的

動機：突出的成就得益於他人的幫助、果斷的決定有著迫不得已的原因、大

膽的嘗試基於細膩的分析、堅定的信念本身就是柔性的理念等等。通過這樣

的修辭，女企業家給行動烙上了獨特的具有女性化氣質的印記。 

這樣變“剛”為“柔”的修辭方法，使得女企業家的敘述既表達出了企業家的

素養，又表現出了柔性化特點。在為行動包裝柔性化的動機時，女企業家們

更加展現出她們謙遜、靈活、敏銳、堅韌的特質。將行動柔性化，非但不會

遮蓋她們的閃光之處，反而使得女企業家的形象更加親切和立體。 

總結和整理前三章的分析，女企業家化“剛”為“柔”的修辭手法可以主要概

括為三種：“藏”、“襯”、“引”。“藏”是女企業家將自己選擇行動的主體性隱藏

在外部條件或是集體行動的背後，通過弱化管理者主體性的方式，達到柔性

的修辭效果。“襯”是通過對比襯托的方式，利用剛柔概念之間的辯證相對性，

再建立一個更剛性的概念，將自身的行動襯托為相對柔性的一方。“引”則是

通過大量的鋪墊或是後續的細節解釋，將行動變得順理成章。女企業家在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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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自然流暢地引出行動，讓這個過程顯得柔性化。後文將利用前面分析過

的不同女企業家的例子，著重分析和展示女企業家變“剛”為“柔”的柔性管理修

辭方法。 

（一）藏 

（1）隱藏在外部條件背後 

隱藏行動的外部條件，在敘述上屬於場景元素。在企業發展敘事中，女

企業家常通過這種修辭方式，柔性化自己的管理行為。無論是好的場景給企

業提供了機會或大勢，還是壞的場景給企業製造了困難，女企業家在敘述中

都表達了一種看似“被動”甚至“被迫”的意味。這種被動的氣質是陰性的，符合

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期待。用這種修辭方式，一方面女企業家敘述了自己突出

且優秀的管理行動，展現了企業家把握機會和處理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

又加強了修辭中的柔性化氣質。 

回顧一下龔海燕和韓小紅的兩段敘述： 

所以在我畢業之前，這兩年的時間其實有很多的媒體，關注報導這

個事情。那麼對這個網站的發展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幫助。（龔海燕） 

但我突然感覺到，我先生他經營的這個門診，確實是很吃力，而且

虧損的也很厲害。因為我們那種經營的方式，確實是太正規了，那麼這

種經營方式導致每個月都會以五萬、十萬的這個速度在往裡賠……所以

我已經坐不住了。（韓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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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海燕的網站迅速引起關注和擴張。這種高調和擴張是她的世紀佳緣網

站逐漸走向成功的表現，本身帶有較強的“剛性”氣質。但是龔海燕把外界的

關注和報導稱為是企業發展的外部“幫助”。這樣的敘述將企業變成了被報導

和被關注的客體，甚至企業的發展也成為了被幫助後的結果。這種“被動”的

修辭方式，將原本的“剛性”包裝起來，“發展”成為了一種柔性的行動。 

在韓小紅的例子中，辭去優越穩定的工作來創業，原本是一種“大膽和冒

險”的行動。在經過對先生的門診情況進行大量的描述之後，顯得女企業家是

在壓力下“坐不住”才採取的行動。這種“被迫”創業的敘述形式，柔化了創業行

動本身的剛性氣質。 

這種柔化和“被動”化體現在修辭風格上，並不會弱化女企業家的能力，

而是構建了女性和管理者雙重氣質相融合的女企業家形象。 

（2）隱藏在眾人行動背後 

女企業家將自己隱藏在眾人行動的背後，做法是模糊員工和自己之間的

差異。主要體現在員工管理的敘事當中，女企業家喜歡把員工推到幕前，讓

員工成為行動者。“個人英雄”是比較剛性的形象，而與之相對的“群體英雄”

就顯得柔性化許多。讚賞“他人”的突出表現，不會增加女企業家自己的剛性

氣質。通過讚揚員工，來暗示領導者的優秀，是女企業家修辭智慧的體現。

這樣的敘述方式，還能體現女企業家謙遜、感恩和理解他人的品質。 

以下分別是許桂萍和楊暉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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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說真的我們要求員工去這樣去做，他們自己定的目標，我們

就是要員工不能這樣做，強行要他們睡覺……那個階段進入了一個亢奮

的狀態，不達目的不甘休……因為他們完全已經進入那種忘我的狀

態……當時真的我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為這

樣一個員工這樣一個迪彩人感到驕傲和自豪。（許桂萍）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上總是會有一些人是同類。首先我覺得你應該

找到這群同類，然後你設法去找到他，找到他之後你要吸引住他……我

們的祝老師，節目總監……就是他的那個職業精神真的是很讓我感

動……從我們的製片人來講，你像（圍著）紅圍巾的那個劉嫻，她二十

三歲來到……然後半年之後她是製片人……所以她這一路走來可能也

還只有二十七歲，但是她已經做得非常好……它給到大家的這種機會以

及就是對你自己潛能極大的激發。（楊暉） 

員工們“亢奮”“忘我”地工作，本身不是一個具有柔性特徵的行動。但這是

許桂萍對“員工”的敘述，不是對自己的，所以這樣的描述沒有增加自己的“剛

性氣質”。同時，企業也並沒有要求員工這樣做，她只是為員工們自發地忘我

工作感到自豪和驕傲。許桂萍沒有直接講述自己的付出，但觀眾卻可以從員

工的發奮背後，“猜到”她對員工的激勵作用。“迪彩人”的標籤，也是女企業家

暗示觀眾：“我”與員工是一體的。女企業家用這樣的暗示方式，將自己藏在

了員工背後。 

楊暉也是一樣，先告訴觀眾，員工和我是同類的。然後講述下屬員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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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和優秀，間接地暗示自己的優秀。這樣的講述不會增加自身的剛性氣質。

女企業家通過將自己隱藏在集體背後的方式，向觀眾展示了自己的拼搏和優

秀。這種不自誇，只誇讚他人優秀和付出的敘述方式，反而讓女企業家展現

了謙遜低調的氣質。 

“藏”的修辭手法，是女企業家將自己的主體性掩藏起來，在敘述中降低

主體與“剛性”行動間的直接關聯。這種方式降低了行動屬性對自身氣質的影

響。在敘述中“被動化主體”或“邊緣化自己”的存在，這是一種柔性化的敘述方

式。 

（二）襯 

（1）辯證地看待“剛柔”之分 

“剛”和“柔”本身在中國文化中就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概念。女企業家通過辯

證的分析，重新解構對於女性與企業家的理解。在面對一些較為尖銳的問題

時，她們將問題解讀到更高的層面，使得原本的矛盾獲得統一。在這樣的重

新解讀下，“剛性”的行動，不再是“剛性”的，而是一種特殊的“柔性”的體現。

她們不捨棄自己的行動原則和立場，也不強行挑戰社會對女性的“柔性”期待。

反而通過修辭解讀，在話語體系中重新定義自己的行動，這是女企業家智慧

的體現。 

董明珠和羅麗芬的例子是最典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和不愛看你怎麼去理解。如果你創造了一個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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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那你就是最大的愛了。你不一定體現在某一個人對你的愛。或者

是大家講，你是很可愛，你就是很可愛。其實可愛不可愛是自己去理解

的。（董明珠） 

我想在我的標準裡面，是大幸福跟小幸福的選擇。比如每一件事，

我知道某些個我的決定下了以後，可能某一小搓的人，他可能會覺得他

心裡面不舒服。但是為了有大幸福的未來，或者大部分人的一個公平的

立場，那我就會做取捨了。（羅麗芬） 

董明珠在訪談中不止一次被“挑戰”和“質疑”她的“女性氣質”。用小鳥伊人

的“可愛”標準去定義董明珠，既不符合，也不公平。董明珠沒有選擇妥協，

在節目中證明自己擁有“小女人”的一面；同時也不會承認自己“不可愛”。因此，

在她特定的身份立場下，董明珠提出了“大愛”的“可愛”概念，對可愛中的小情

小愛進行了重新解構和昇華。她在修辭中用低層次的男女情愛，襯托了她的

天下大愛，使得她成為了更高層次下最“可愛”的人。對“可愛”概念進行層次的

昇華，不符合常用的語言習慣。但由於董明珠獨特的女企業家的身份，這種

解讀變得合情合理，讓原本缺乏“可愛”這種女性氣質的女企業家，也可以聲

稱擁有這種氣質了。 

羅麗芬的概念構建也是這樣，首先區別兩種行動的選擇標準，一個是追

求“大幸福”，另一個是追求“小幸福”。“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原則被羅麗芬解讀

成了具有柔性氣質的行動原則，為後面追求“最大化幸福”的行動進行了鋪

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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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對概念的重新解構，是對社會固有話語結構進行的一次挑戰。

而對柔性化行為進行辯證的解讀，則是女企業家給出的解決自身角色矛盾的

一種方式。儘管不是所有女企業家在訪談中都有這樣相似的修辭表現，但女

企業家多少都流露過對於雙重身份的自我理解。作者認為這樣辯證地理解自

身立場的方式，是蘊含在女企業家們變“剛”為“柔”的修辭方法背後的。 

（2）設立一個更加“剛性”的靶子 

矛盾本來就是對立統一的，“剛”與“柔”的概念也是相對的。建立恰當的對

比標準，就是一種轉化矛盾的方式。女企業家通過建立一個更加“剛性”的靶

子，將自己的目的與其進行批判性對比，凸顯出自己目的的柔性化，以修飾

為達成目的而採取的剛性化行動。這種“剛性”的靶子，在第五章角色定位敘

事中比較顯著。當女企業家沖著某一個特定的目的去完成行動時，過程中難

免會出現“堅定”、“不變通”的剛性化行動。但女企業家通過對目的本身進行柔

性化的修辭包裝，使行動被賦予柔性化的色彩。 

比如陳梅和李豔霞這樣解讀自己的企業原則： 

那最主要的是品質，消費者如果你的品質不好，你在宣傳那等於是

曇花，我覺得是。宣傳得越大，你最後越沒有市場……先把品質做好，

然後我們叫老百姓去感受，叫消費者去感受這個東西……讓老百姓知道

我是一個好東西，是一個好的產品。 

我感覺在設計行業的競爭，應該是一種良性的競爭。但是就我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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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就是一味的打這種價格戰，我覺得對雙方都是有壞處的……應該

是競爭的，在競爭中我們才能提高我們的素質……怎麼樣是競爭呢，就

是整合資源……多交流，多學習……在競爭中有更好的競爭力，這樣才

是更好的。 

重視產品品質是應該的，但一味強調這點，便顯得“強硬”。陳梅沒有這

樣做，她強調品質的重要性時，還提到企業為提高銷量常用的另外一種做法：

“宣傳”。在她的分析中，宣傳相比品質，只是個“曇花一現”的權宜之計。宣傳

得越大，結果可能越差。在這種對比下，陳梅對品質的選擇就顯得柔性化許

多。陳梅強調搞好品質也是為了做口碑傳播。口碑傳播是更為柔性化的宣傳

策略。 

在李豔霞的敘述中，剛性“靶子”無疑就是“價格戰”。在這個靶子的襯托下，

“良性競爭”具有了柔性的特徵。女企業家直接提供一組相對概念，然後選擇

支援相對柔性的一方。一正一反的對比和襯托，使女企業家捍衛自己立場的

同時，顯得更加圓潤。 

“襯”的修辭手法，利用的是概念本身的相對性。通過對概念的內涵或外

延進行重新解讀，將概念置身於一個特定的情境下進行討論。這使得原本概

念的“剛柔”屬性產生了變化，進而實現修辭中的變“剛”為“柔”。女企業家試圖

在這種襯托轉化中將自己女性和企業家氣質融合起來。 

（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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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鋪墊“柔順”地引出行動 

“引-利用鋪墊‘柔順’地引出行動”和“藏-隱藏在外部條件背後”有相似之處，

大多是在第三章企業發展敘事中表現出來的。與“藏-隱藏在外部條件背後”不

同，“引-利用鋪墊‘柔順’地引出行動”並不需要弱化女企業家自身的主體性。對

場景的大量描述，是為了自然地引出後續行動，也為行動提供了合理性。場

景的大量鋪墊，加上感性和理性的雙重分析，本身就在展現女性感性和細膩

的一面。娓娓道來的修辭風格也展現了一種“陰柔”之美（謝元春，2014）。在

足夠的鋪墊過後，一些比較具有轉折性的重大行動，也顯得合情合理、不會

突兀了。 

王樹彤和韓小紅對自己的行動進行了這樣的鋪墊。 

那在 1999 年的時候，其實互聯網的浪潮已經開始席捲了。所以當

時思科公司，是作為互聯網的先鋒，這樣的一個企業。所以當時就覺得

在微軟，其實在互聯網這個浪潮來臨的時候，這個公司其實已經遲了一

步。所以去想看看到底先鋒長成什麼樣。所以我也在思科公司工作了一

段時間。（王樹彤） 

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支持我，連我的父母都堅決反對。……當時

我是計算的……我覺著還是賠的起的……因為那個時候社會已經很開

放了，我們很多同學也都到大的什麼設備，醫療器械公司，藥廠去做事

情。……但是我相信我能幫他扭虧為盈。（韓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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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彤從微軟跳槽到思科，在當時是一個令人訝異的行動。她一邊理性

地分析場景闡釋行動前提（互聯網浪潮來臨、微軟遲了一步），一邊感性地描

述自己內心的想法（好奇：想看看到底先鋒長成什麼樣），用兩方面的鋪墊來

解釋自己當時的選擇。觀眾通過她的描述，可以回到她當時所面對的具體情

境。觀眾理解了她的所在情境，才可以更好的認同女企業家的選擇。王樹彤

這樣的鋪墊是為了順暢地引出後面的決定，讓她的選擇顯得順理成章，不是

“自作主張”。 

韓小紅的決定同樣是頂著巨大“反對的聲音”。然而經過如此闡述她當年

的“計算”之後，行動中“孤注一擲”的“剛性”氣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女企

業家在創業前是考慮周全的，她們是有一定把握之後，才做出的行動。 

女企業家講述自己“不易被理解”的行動時，一方面通過鋪墊和敘述，提

升話語風格中的女性氣質，另一方面通過對行動的合理化，消解其中的“剛性”

氣質。 

（2）細節的敘述沖淡“剛性” 

提供細節和數據，不僅可以作為引出行動的鋪墊，還有沖淡行動氣質的

作用。細節可以是關於場景的細節，也可以是關於目的的細節。對於細節的

細膩把握，展現了女企業家性格中細緻的一面，也符合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性

格期待。女企業家將講述的重點放在對細節的敘述和分析上，而行動只是簡

單地被提及。觀眾會被這些場景和目的中的細節吸引注意力，而相對忽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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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到了觀眾接收這些信息的時候，行動無論是“剛”是“柔”，都會被大大的沖

淡。合理地使用細節，還可以幫助展現女企業家細膩的性格和充分的準備。 

在陳亦含和王秋梅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對這種方法的使用。 

都市 118 跟常規的快捷酒店比較起來，有個最大的區別就是說，

我們更注重商務客人的感受。因為我們對商務客人的研究吧，在所有的

客源結構裡面，商務客人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間的。傳統的這個

快捷酒店吧，他在商務客人的需求這一方面，是做得很薄弱的。（陳亦

含） 

在我們北方的家居行業裡，軟裝飾這塊只占市場的 5%，在南方已

經佔有了 20%的一個裝修軟裝。所以在我們東北這一塊，天氣很寒冷，

但是還有 15%的市場還是需要我們來開發的，來做這塊工作的。（王秋

梅） 

陳亦含展示的是對企業進行定位時的依據。她描述了自身酒店與其他酒

店在定位上最核心的差異，再結合具體的調查統計數據的分析，展現了快捷

酒店行業服務在“商務客人”上的缺口。感受性的描述加研究調查數據，使得

其對企業的定位變得自然。王秋梅也是通過對市場佔有率的數據展示，闡釋

開發市場的意義。 

這樣對於細節尤其是數據的展示，不僅作為鋪墊，柔順地引出行動，還

體現了女企業家嚴謹和細緻的性格特質。數據和市場情況不是憑空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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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示了女企業家在行動前進行過一定的調查和準備。在訪談中對這些信息可

以隨口道來，意味著女企業家一直很關注市場的狀況。 

女企業家善於通過引導性的鋪墊和細節的展示去解釋行動。在這樣的引

導下，行動的出現就顯得更加“柔順”。這樣的敘述習慣也與女性作家在書寫

中的“柔化”修辭原則（善於用生動詳實的生活細節來感染、打動人）相吻合

（謝元春，2014）。 

 

女企業家變“剛”為“柔”的修辭背後，也體現了女企業家解決自我身份矛盾

的思維智慧。其實無論採用何種修辭方式，女企業家都沒有放棄企業家行事

原則，去刻意迎合社會傳統對“小女子”的要求。但是對於自身的女性氣質，

又都有各自的理解與展示方式。女企業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們普

遍具備柔性化的表達技巧，這種技巧使得她們在現今男性主導的商業領域中

能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也沒有喪失自身的女性氣質。 

五、柔而不弱 

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並不單純是女性的柔性修辭。她們還必須融

合女企業家的另一重身份——企業家，女企業家的話語行動也必須符合社會

對企業家的行動規範。 

本研究的分析素材，是圍繞女企業家職業生涯中的經歷展開的。節目又

是在非常正式的錄製環境中進行的。因此，訪談中直接觸及到女企業家性別



          

176 

 

“弱勢”一面的機會相對較少。然而，女企業家仍然難免有較為女性化的性情

流露。她們身為女性，在企業家這一職業中，要站穩自己的腳跟，很不容易。

這就更加顯示她們不是一般的企業家。這種“柔而不弱”的修辭方式，和前一

節“化剛為柔”的修辭方式，分別展示了女企業家在描述較為柔性和較為剛性

的內容時所採取的不同修辭方式。女企業家對這兩種修辭方式的合理運用，

將女性和管理者的特質互相轉化、融為一體。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選擇的是女企業家講述到的“哭”的經歷。

女企業家在這種弱勢的情緒表達中，依然保持了企業家應有的氣質。第二部

分則是女企業家講述和男性的互動。她們在面對強勢性別群體或個人時，如

何處理兩性間的性別關係。 

（一）哭的妙用 

自古以來，“哭”都是一種偏女性氣質的情緒表達。很多時候，哭也是女

性“柔弱”的體現。然而，女企業家講述的眼淚，並不是軟弱和退卻時的情緒

流露。女企業家的“哭”往往發生在一個會讓人傷心流淚的情境中，而女企業

家的行為反而烘托了她們作為企業家堅韌的一面。訪談中共有四位女企業家

講述了她們的“眼淚”。 

韓小紅的這個“哭”是十分經典的，在前面的分析中不只一次引用過。 

開了店的第二天就著火了。……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哭了，但是可能

是一瞬間，眼淚出來的時候，我覺著我馬上就鎮靜下來了，所有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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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看著你呢，等待著你來說話。你不可能在那個時候你去哭，你

必須鎮靜下來。 

可怕的火災之後，面對一片廢墟，韓小紅一瞬間的眼淚是值得理解和同

情的。這“一瞬間的眼淚”使得她更加真實和富有人情味。韓小紅在這段修辭

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她並沒有停留在災後的悲痛中，而是“馬上就鎮靜下來了”。

同時在對場景的敘述中，暗示出自己的領導者身份，進而強調自己“必須鎮靜

下來”。韓小紅在稍微地流露傳統女性的一點點脆弱之後，立刻將敘述引回到

了企業家身份，以及她在企業家身份下所做的行動。這份快速的鎮定，烘托

了她身為企業家冷靜和堅強的性格。“哭”在這裡，並不柔弱，只是女企業家

身為普通人的一點點流露，而“鎮靜”則是她們作為企業家不同尋常的一面。 

喬秋珍的眼淚，其實是她在創業前還是普通小姑娘時的故事。 

為什麼走向茶的道路……我就說了一個同志，抬頭一看我，他說對

不起，我們已經招滿了。當時就一下就什麼都明白了。完了之後呢，我

就扭頭就走。其實當時真是含著熱淚。就走出來了。走出來這一路上，

可以說這淚就沒有停，到家就痛哭了一場。……那麼這個時候呢，就想，

我一定我要做出一番事業來，就是爭口氣。 

喬秋珍的眼淚，是在她創業前找工作時，由於外貌不佳備受歧視時流下

的。以她當時的年齡和身份，用哭泣的方式表達情緒可以理解。這段哭泣的

描述不是為了訴苦或者表達對當年經歷的怨憤。相反，這段經歷成為了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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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走向自己事業的起點和動力。喬秋珍的眼淚展現的是她化悲憤為力量的堅

強與倔強。同時，講述這段因被歧視而哭泣的故事，也是喬秋珍給後面的敘

述所做的鋪墊。如喬秋珍所說：“因為我知道我身邊也有很多很多的被拒絕的

人，我就想給大家提供這麼一個機會。”講述當初所受的委屈，是為了解釋為

何她特別能夠理解後來人。這樣的敘述也有助於她給自身塑造的“長輩”形

象。 

許桂萍的哭是奮鬥成功後的喜極而泣。 

這裡面是迪彩人付出了很多的艱辛的，特別的苦聽說，到後來大家

都生病了好像。嗓子都啞了，也講不出話了，有很多，但是在整個過程

裡面，我聽他們回來分享這樣的歷程的時候，我們都抱成一團在哭，其

實他們當時是亢奮，進入一種很亢奮的狀態。 

眼淚，並不只是對傷心、悲痛、絕望等負面情緒的表達。許桂萍的眼淚，

表達的是感動、激動的喜極而泣。這裡的眼淚，其實不算“脆弱”，而是大家

經過拼搏奮鬥得到巨大收穫之後，喜悅情感的流露。這種情感流露，顯得真

實而具有感染力。在員工管理敘事一章中分析過，許桂萍一直強調“迪彩人”

這一概念，她將自己和員工作為一個具有拼搏精神的整體。所以這裡的哭，

是大家抱成一團的，是一起在哭。 

梁少貞的眼淚是給受捐助的老人們的。 

我跟我兒子一起捐的。……我就當作老人院那些都是自己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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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每年年初一我去慰問他們，或者是快過年的時候去看他們，他們

說這些話，我從心裡面流出眼淚，不要說是眼裡面。 

梁少貞的眼淚在展示自己的赤子之心。她的眼淚不是流給自己，而是因

為感動流給老人院的老人們的。女企業家說是“從心裡面流出眼淚”，是想要

進一步證明自己回報社會的慈善義舉是真心的。女企業家通過這樣感性的描

述，構建自己成功之後不忘回饋社會的形象。對眼淚的描述，讓女企業家的

構建顯得更加真誠。 

在結論章節中細緻地回顧女企業家們僅有的四次“哭”，是因為女企業家

的每一次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柔性管理修辭的展現。“哭”是一種柔性的情

感流露，然而眼淚對於女企業家來講，並不是脆弱或無助的表現。眼淚只是

讓女企業家多了一股人情味。韓小紅的眼淚凸顯了她的自我調整能力，喬秋

珍的眼淚是她奮鬥的動力，許桂萍的眼淚是成功後的喜悅，梁少貞的眼淚是

一個女企業家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女企業家流淚的時刻和原因儘管各不相同，

但她們的淚水卻都烘托了她們企業家的身份。在敘述這種比較極端的柔性行

為時，女企業家的管理者素質反而被體現得更加鮮明。女企業家用這種“柔而

不弱”的眼淚，注解著她們柔性管理者的形象。 

（二）男性角色 

男性的角色在傳統的兩性觀念中，是較為強勢的存在。在提到男性角色

時，女企業家也要處理兩性間的角色關係。女企業家要讓自己雖然身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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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在對比中處於弱勢。這也是女企業家“柔而不弱”的修辭體現。訪談中出

現的男性角色可以分為三大類：丈夫、投資人/領導、偶像。 

（1）丈夫 

本研究關注的是女企業家講述創業和企業管理過程時的柔性管理修辭。

因此，儘管在對女企業家的訪談中，會有提問針對女企業家的家庭生活，但

這類問題的回答不在本研究關注的部分中。本節所分析的是女企業家在有關

創業和企業管理經歷的相關回答中，那些提及丈夫的話語。 

分析中可以看出，女企業家提及丈夫，是有針對性和有目的性的。這種

主動提及家人的敘述方式，對構建女企業家柔性管理者的形象，有著積極作

用。 

陳亦含的老公在她創業前充當“顧問”和“支持者”。 

但我自己想吧，如果是我的酒店，那我應該怎麼做呢？我就想，是

不是這個地方應該好一點，那個地方應該好一點。我就想了很多要改變

的地方。我就跟我先生商量，如果我們重新，我自己再重新做一個事業

的話，是不是可以做酒店呢？然後我先生就說，那你要做一下充分的市

場調查，看看這個行業人的前景怎麼樣啦，怎麼做呢，你的優勢是什麼

呢？後來我就撲下身子就開始做調查，就開始做。 

開酒店的想法，以及獨特的改善與創意，都來源於女企業家。女企業家

口中的“先生”只是給出了一些建議，而後續的調查和行動依舊是女企業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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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生的角色是女企業家背後的支持者。先生支持並給出建議，是女企業

家用男性形象來佐證自己行動的正確性。這其實突破了慣有的“成功男性背後

有女性支持”的社會傳統。與之相反，女性站在了台前，男性是背後的支持者。

在對其他女企業家的訪談中，主持人很多時候會問到家人對其事業的作用或

看法。陳亦含則是在講述創業經歷時，就主動引出了丈夫的形象。這是化被

動為主動，自己掌控了關於這類問題的發展方向。陳亦含的敘述，一方面尊

重了社會傳統對於女性的要求，她的行動獲得了來源於“家庭”的支持。另一

方面，也反傳統地將女性的形象，放在了主動拼搏事業的位置上。 

林萍的老公發揮了佐證的作用。男性的認可，讓她選擇的“退讓”行動更

加具有合理性。 

我跟我先生都是這種觀點，無論我們做什麼事情都是想長久，就像

跟朋友一樣，處朋友一樣。……但是實際上靠這種手段，我們覺得不太

好。……但是有一樣東西，就是在分家的過程當中，你不要去計較是不

是吃虧了，其實給人分點便宜，我覺得並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林萍是在講述一次被合夥人“坑”了的經歷時，引出了自己的“先生”。她用

先生的認同，去弱化“失敗”可能給自身形象帶來的負面效果。“先生”作為一個

男性，他的決策同自己一樣，都選擇退讓。這樣，退讓就不顯得是“女性的軟

弱”帶來的問題。這段敘述中，男性的出現沒有弱化女性的形象，反而成為了

女企業家構建了自身行為合理性的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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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小紅老公的失敗，反而襯托了她的成功。 

但我突然感覺到，我先生他經營的這個門診，確實是很吃力，而且

虧損的也很厲害。因為我們那種經營的方式，確實是太正規了，那麼這

種經營方式導致每個月都會以五萬、十萬的這個速度在往裡賠。……所

以我已經坐不住了，我在 301 我覺得這個班上不下去了。我也覺得我

自己，願意接受這份挑戰，想出來幫他一下。 

韓小紅在這個講述中，用先生“襯托”了自己的能力。因為先生經營不善，

韓小紅才被迫創業。這樣的創業背景，使得女企業家創業不是出於自己對成

功或金錢的欲望，而是出於對丈夫和家庭責任的承擔。這樣的創業原因，使

女企業家也沒有違背社會對於女性性別角色以“家”為軸心的行為期待（易銀

珍、蔣璟萍，2006）。韓小紅用“幫”這樣的說法，暗示了自己的比丈夫優秀，

又迎合了社會對女性的期待。 

（2）投資人或領導。 

投資人或領導都是上級，都對女企業家的行動具有約束力或指揮權。這

個角色本身在權力上是“高於”女企業家的。女企業家在講述與他們的互動時，

展現的不是被動的服從，而是有著一定的主動權。“弱勢”的地位並不是真的“弱

勢”，而是女企業家“柔而不弱”的另一種體現。 

董明珠的領導襯托了她的個性。 

當然他開始那也是批評我啊，把我拎上去啊。說你就罰款，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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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你憑什麼降他一級工資？我的話很簡單。我說我的權力只能可

以降他一級工資。如果說我的權利大了，我可以把他開除，我就一定要

把他開除。我開除的目的是為了要樹立正氣。……所以我們那個董事長

我覺得是因為有他才有了我。他說老實話，他給了我很大的這個空間。 

儘管站在弱勢的位置上，董明珠卻能堅持自己的見解。在領導的壓力之

下，堅持自己的原則，她的行動顯得更加的不易。女性在與男性的抗爭中，

堅持主見，甚至最終得到了認可。董事長與董明珠間性別、地位上的差異，

將董明珠的形象襯托得更加鮮明。女企業家在這種襯托中，展示出了企業家

的原則與膽識。最後董明珠坦言“他給了我很大的這個空間”，展示了董明珠

對領導的瞭解和感激。由於瞭解領導，她才會知道自己的抗爭是能夠獲得理

解的。由於給出了這樣的解釋，董明珠的抗爭行為才不是無腦的勇猛，而是

策略性的堅持。 

龔海燕稱投資人為“貴人”。 

但是我確實很感謝他，我這個人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這麼一

種思想。我覺得就是你在最開始的時候幫了我，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幫

助，可能就沒有今天。我會這樣去想。所以就是即使後面這些年，可能

他們也沒有太大的貢獻，但是我會覺得，他就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創業者接受投資，是正常的商業行為。龔海燕在訪談中也說：“即使後面

這些年，可能他們也沒有太大的貢獻”。這其實是在暗示，投資她的公司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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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投資人獲得了回報。龔海燕卻將投資人稱為“貴人”，表現出的是女企業

傢俱有感恩之心。具有感恩之心的女企業家，也更容易獲得觀眾的好感。 

（3）名人偶像。 

男性偶像都是受到高度認可的形象。女企業家將自己與他們聯繫起來，

突破了女性本身的“局限性”，將自己的行動立意到一個更高的層面。 

王樹彤曾提到鮑威爾：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的艱苦，莫過於大家已經失去了一種信心，覺

得這條路已經走不下去了。……我覺得當時只有一個東西，就是信

念。……當時是鮑威爾將軍……他說很多在戰場上，很關鍵的一些決策

的時候，他其實心裡也在發抖，但是面對他的士兵，面對這些期望的眼

神，他必須要克制自己內心的那種恐懼，他必須要以一種非常自信的眼

光，傳遞給他的同事們他的戰友們。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經歷了那樣的

一個時期。 

王樹彤用鮑威爾自比，是用美國著名將軍來拔高自我的形象。員工管理

敘事一章分析過這樣的對比所帶來的好處。女企業家用這樣的自比，來加強

自身的領袖氣質。王樹彤用鮑威爾的例子，將堅定、果斷、權威、自信、成

功等特質，轉移到了自己身上。而觀眾對於鮑威爾的認同，也有助於女企業

家構建觀眾對於自身的認同。 

許桂萍是借霍元甲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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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說起來有好多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的偶像就是我們影片中

的霍元甲。……其實我覺得他那樣的一種民族情懷，這樣的一種不畏強

暴……但我們現在確實現在環境變了，時代變了，但我想我們作為這樣

的民族的一員，我想我們的心沒有變，我們的情懷依舊。 

許桂萍是借他人詠志。霍元甲是民族的一個代號，女企業家借此抒發了

自己的民族使命感。在這種民族使命感中，性別差異是次要的，民族情懷是

共通的。女企業家用霍元甲，抒發了自己的胸懷與志向。 

女企業家敘述中的男性角色，並不會弱化女企業家的形象。在對比襯托

之下，女企業家的形象更為飽滿和立體，女企業家身為企業家的能力更為凸

顯。在男性的對比下，女性是“柔性”的性別，但不是“弱勢”的性別。這類“柔

而不弱”的修辭，更多地幫助女企業家展現自己作為企業家的能力與特質。 

引用張抗抗（1996，頁 2）的話：“今天的女人柔而不弱。柔者必韌，剛

者，卻脆而易折；女人的秘訣和奧妙恰恰在於柔韌。”女企業家的柔，就是這

種柔而不弱的柔韌。生為女兒身，柔性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氣質。而女企業家

在訪談節目中詮釋了“柔性”如何在她們身上展現其獨特的魅力。 

 

柔性管理修辭，是中國女企業家面對中國傳統性別文化與商業環境時，

在敘述中所表現出的一種融合柔性與管理者特性的修辭體系。這種修辭在詞

彙使用上涵蓋了女性和商業的雙重領域；從話語行為規範上滿足了社會對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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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管理者的行為期待；在以人為本、靈活、教育、關懷、開放、溝通六個方

面，表現出了對柔性管理理念的認同。同時，柔性管理修辭還展現出了柔性

管理者應有的溝通能力、應變能力、開放的胸懷與謙遜的品質。除此之外，

柔性管理修辭在敘述管理相關內容時，從技巧上利用“藏”、“襯”、“引”等方式

柔化了管理修辭中的剛性氣質，並在對情緒的表達和兩性關係的處理上隱藏

了社會傳統認知中女性的弱勢之處，巧妙地平衡了女性與企業家的氣質。本

研究從企業發展、員工管理、角色定位等多方面敘事上，詳細地挖掘了女企

業家在柔性管理修辭時的多種表達方式和技巧。柔性管理修辭，構建了中國

女企業家“柔性管理者”的獨特形象，幫助她們同時滿足社會傳統對女性及企

業家的雙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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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柔性管理修辭與戲劇五元法的探

討與拓展 

前文對於中國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進行了分析與總結。除此之外，本

研究的另一貢獻是在中文修辭分析中系統應用了肯尼斯·伯克的戲劇五元法，

並嘗試拓展這種修辭分析方法。儘管伯克提出戲劇主義修辭理論已經半個多

世紀，但中文修辭領域對伯克理論的系統分析著作或論文仍然很少。中文的

修辭分析對戲劇五元法的應用都較為粗略，大多局限於對新聞或演講等單個

文本套用若干對子,以此判斷核心修辭動機。與現有文獻不同，本文在對中國

女企業家的柔性管理修辭進行分析時，通過系統、詳細地應用戲劇五元法，

表明戲劇五元法在用於分析複雜文本及語境時，能有效展現修辭者更深層次

的有意或無意的修辭動機及修辭技巧。本文從方法上展示了這種源自西方的

修辭分析在中文語境下仍然有很強的實用性。除此之外，本研究對戲劇五元

法進行了探討與拓展：在應用戲劇五元法的對子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雙對

子”和“對立”兩種新結構；探討了敘事主題與特定對子的搭配可能產生的更廣

泛的修辭意義。 

一、雙對子：“選擇”與“選擇不”的動機 

本研究在應用戲劇五元理論中的元素和對子方法進行修辭動機分析的時

候，發現構成對子的元素之間的作用與關係有時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另一

隱含元素間接相連的。這種通過另一隱含元素相關聯起來的對子關係，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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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稱之為“雙對子”。雙對子的結構為：“元素一-（隱含元素）-元素二”。例如，

在“場景-（行動者）-行動”這組雙對子中，主結構為“場景-行動”構成的對子，

隱含元素“行動者”起到在語義和邏輯上承接場景、行動的作用。 

下面先對前文分析中出現過的三組雙對子進行回顧和分析。 

（一）“場景－（行動者）－行動” 

重新分析韓小紅講述的“體檢中心火災之後”的這段敘事（在企業發展敘

事一章中分析過）。 

可能我那個時候是哭了，但是可能是一瞬間，眼淚出來的時候，我

覺著我馬上就鎮靜下來了，所有的員工，大家都在看著你呢，等待著你

來說話。 

這句話中明確提到的是兩個元素：行動和場景。行動是先哭後鎮靜，存

在一個明確的轉變。場景是員工們看著和等待。這樣的行動和場景之間缺乏

一個直接的聯繫，使場景與韓小紅的行動變化構建出一個合理必然的關係。

然而，從觀眾的角度理解，場景的敘述意在暗示出行動者的特殊身份：員工

們的主心骨。當敘事中的行動者通過場景“意識”到自己身份的時候，行動上

的“鎮靜”就是對“主心骨”身份的一個自然回應。場景與行動，是兩個在敘事中

明確講出的元素，通過隱含的行動者串聯起來，這就構成 “場景-（行動者）

-行動”的雙對子。 

在企業發展敘事章節中，本文已經分析出，女企業家在講述自身經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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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場景-行動”對子，相比“行動者-行動”對子來說，敘事者的主體性存在感

會被降低。這種降低的存在感容易為敘述者營造一種“被動的”、“順從的”、“被

拯救的”形象，這更符合傳統性別角色中對女性的期待，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

修辭中一種典型的方式。韓小紅這段敘述需要一個“主心骨”這樣核心的身份

作為行動轉變的基礎，也需要這樣一個身份才能夠支撐她作為一個“本應柔弱”

的女性在災後淒慘場景下鎮靜下來。然而，如果直接對行動者身份進行敘述

會強化女企業家“上位者”的形象，會與觀眾期待中的女性柔性氣質相背離。

因此，在女企業家修辭所構建的敘事中，員工們的默視和等待（場景）是一

個“外因”，行動者是被員工們的目光“逼”得不得不鎮靜下來。身份與行動的轉

變順應的是場景的需要，與觀眾期待中的女性柔性氣質相符。 

行動者的身份不明確講述出來，還有另外一個修辭上的優勢：不割裂行

動者的雙重身份。在研究初期對女企業家雙重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女企

業家面臨的問題，其本質是女性與企業家身份的不融合，導致在人們眼中，

她們要麼是“不稱職”的女性，要麼是“沒女人味”的企業家。女企業家的敘述想

要調和這種矛盾，就更加不能加深兩個身份的不相容性。修辭分析中我們可

以將兩個身份拆開，韓小紅前面的哭是一種傳統女性的行為反應，而鎮靜是

企業家面臨困境的基本素養。但講述過程中，無論是哭的還是鎮靜的韓小紅，

她自始至終都是女企業家，這個身份始終是雙重的。刻意強調身份的變化反

而會將兩個身份對立起來，不利於“女企業家”作為一個統一的身份的構建。

因此，在敘事邏輯上需要用行動者身份來支撐行動的變化時，用場景暗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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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側重點的變化，是一種能夠幫助女企業家雙重身份融合的修辭選擇。這種

敘述中，韓小紅是在突發的災難前既會掉淚又能馬上鎮靜的女企業家，兩種

身份完美融合。 

（二）“場景－（目的）－行動” 

這裡回顧許豔清講述“開創新企業的原因”的例子（在角色定位敘事一章

中分析過）。 

我就真正感覺到現在全中國的人民問題那就是環境、工作，生活的

壓力太大，根本沒有顧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心裡不能改變別人，但是

我要從我做起，我要一定開個養生館。 

“場景-（目的）-行動”雙對子基本的敘事邏輯是這樣的：場景提出一個問

題（人民生活壓力大，不顧及生活方式），隱含的目的（要幫人民生活減壓）

是解決場景中提出的問題，行動（開養生館）是為了實現目的。女企業家的

很多敘述都不會明確地講行動目標，而是通過對場景的鋪墊、渲染，暗示出

目的，使得行動順理成章。這也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中“引”的一種表現

形式。 

從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構建的角度上，比較容易理解這段敘述應用“場

景-（目的）-行動”雙對子的好處。場景所描述出的問題其實是比較“大”的，

是一種社會普遍性的現象。女企業家直接提出想改變這種現象會顯得口氣非

常“大”，是一種有野心的剛性化表現，不利於女企業家自身柔性管理者形象



          

191 

 

的構建。因此，許豔清甚至還要再強調“我不改變別人，我只從我做起”，以

便表現出女性“低調”、“謙和”的態度。但其實，“開養生館”這樣的行動，本身

就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行動，目標客戶群就是前面所說的場景中“壓力大”

的人們，目的就是改善人們生活壓力大的社會現象。通過在“場景-（目的）-

行動”的雙對子中隱藏目的，女企業家進一步構建了自己低調、謙遜的柔性管

理者形象。 

（三）“行動者－（目的）－行動” 

田雲嫻講述的“員工保衛鐵路線安全”這個例子中的雙對子，要承接上下

文來理解（在員工管理敘事一章中分析過）。 

因為我承包這一條鐵路線，國家交給我這個擔子，我包的是責任。 

雖然我的隊員一個月的工資可能才四五百塊，但他們沒有一個喊苦

喊累的。沒有一個抱怨的，最後把這條火車線弄平安了。 

後一句話中，行動者是“我的隊員”，行動是“沒有抱怨，維護平安”。單獨

看這句話，行動者和行動之間，缺乏一個合理的理由：為何隊員們如此願意

付出？在前一句話中，可以看到她明確提出過“我”的目的：承擔國家責任，

這其實就是後一句話中隱含的目的。儘管後一句話中，田雲嫻沒有明確說明

“我的隊員”的目的也是承擔國家責任，但這兩段話連起來看不難理解，因為“我

的隊員”追隨“我”，所以和“我”有共同的目的，在責任的驅動下，任勞任怨。

這一段中隱含的目的元素，是通過行動者——“我”和“我的隊員”之間可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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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關係表現出來的。行動者做出行動的目的，通過其他方式暗示出來，

這就構成“行動者-（目的）-行動”的雙對子。 

這組雙對子的構成方式與前兩組不同。“場景-（行動者）-行動”和“場景-

（目的）-行動”中，都是兩組對子由於共享中間隱含的元素而串聯起來的，

且首尾元素是敘述中明確說明的主要對子。本段中的“行動者-（目的）-行動”

儘管也是由目的所串聯，但這個目的並不是行動者的某種身份所暗示的，它

來自前一句話中另一行動者的目的，通過兩句中行動者間的關係傳遞給後一

句，由後一句中的行動來執行。兩句變換了行動者，但在觀眾眼中前後兩個

行動者其實分享同一個目的和行動。這才使得後一句中的“行動者-行動”得以

通過隱含的目的串聯起來。 

分析這組雙對子用意的核心問題是女企業家為何要變換其中的行動者。

前一句中田雲嫻表達的是一種決心，也是呼應她貫穿整個節目的“除暴安良”

的“夢想”，這是她自己獨有的。而且從責任劃分上，她才是責任承包人。這

一句從邏輯上講，行動者應該是女企業家自己。後一句則是展現田雲嫻的企

業為了實現目標所做的付出。從邏輯上講，女企業家可以講個人的付出與努

力；但從修辭上看，女企業家講述自己個人對鐵路線安全的貢獻未免顯得“太

不謙虛”，有“吹噓”之嫌。所以她講的反而是隊員們的任勞任怨，這是一種不

居功，記住他人付出的表現，是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中“藏”的體現。與此

同時，女企業家能夠讓隊員們“沒有抱怨”地分擔自己的責任，也是女企業家

管理效果的體現。女企業家在員工管理敘事中常常切換行動者（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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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員工），還會經常共用其中的目的、行動，這種修辭方式往往展現了女企

業家的謙遜與管理能力，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柔性管理者的氣質。 

（四）探討 

對子分析的本質其實是分析修辭者“選擇的原則（ principles of 

selectivity）”，而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s）”（Burke，

1966，P18）。伯克的戲劇主義五元法將修辭者修辭中的選擇歸類為五種元素、

二十種對子。用對子分析具體的修辭片段，使我們聚焦到其中一對主要對子

的“選擇”上，進而關注修辭者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樣選擇的效果與意義

如何等修辭學問題。然而，語言的辯證性意味著修辭者所作出的“選擇不”講

其實也是一種“選擇”。而雙對子剛好可以讓我們在關注修辭者的對子選擇時，

注意到其中“選擇不”講的部分。雙對子中隱含的元素在邏輯中有其不可或缺

的意義。修辭者選擇用兩個明確講出的元素構建的關係去暗示這個隱含的元

素，有值得研究的特殊修辭動機。雙對子這一分析工具的提出，為應用對子

分析法，提供了更多思考的角度：修辭者為何特意將某個元素隱藏起來？但

又如何通過暗示表現這一元素的存在和價值？這樣做與明說出來有什麼區別？

對這一元素是否可以有多重的理解？尤其是由於中文的“高語境”文化特質

（Hall,1976），在應用對子分析法分析中文修辭的時候，需要加入“直感印象”

上的理解（陳炯，2001）。分析話語含義和邏輯的時候，需要將暗示的、未

言明的元素尋找出來，才能更好地理解話語中隱含的修辭動機。在應用于分

析中文修辭時，雙對子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考慮和理解戲劇五元關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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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的價值，以及中文“含蓄”、“內斂”的表達背後的修辭動機。 

二、對子與對立：反差關係凸顯的意義 

在肯尼斯·伯克戲劇五元法當中，對子中前後元素之間有多重關係，一方

有保證、解釋、影響另一方的作用。因此一方的某些特質，會影響人們對另

一元素的理解。本研究圍繞對子關係，分析了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的構建

方法。 

然而在一段敘事中，不止存在構建對子的兩個元素，還有其他元素。本

文將敘事中構建了對子的兩個元素稱為“主要元素；同一段敘事中這兩個元素

之外的、同時被提到的其他元素，稱為“次要元素”。例如在構成對子“行動者-

行動”的一段敘事中，“行動者”和“行動”是主要元素，“場景”、“目的”或“方式”

則是次要元素。次要元素的“在場”往往也是構成敘事動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些次要元素同樣起著加強主題、凸顯修辭效果的作用。其中有些次要元素

的特質與主要元素的特質並不是“同向”的，而是“反向”的，由此製造了“反向”

對比和襯托的效果。這種“反向”的次要元素與主要元素構成了“對立”關係，在

此記作“次要元素 v 主要元素”，次要元素在前，主要元素在後。例如，在一

段對子為“行動者-行動”的敘事中，假如這段敘事中“場景”元素的特質與“行動”

元素是“反向”的，那麼“場景”和“行動”就構成了對立關係，記作“場景 v 行動”，

其中“場景”是次要元素，“行動”是主要元素。本文在修辭分析中發現，當一段

敘事中對子與對立同時存在時，修辭者所希望強調的主要元素的某些特徵會

被更加凸顯出來。下面用前文中分析過的一些例子來說明這種對子與對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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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存在所帶來的修辭效果。 

（一）“行動者 v 行動” 

以龔海燕“講述創業原因”作為例子（在企業發展敘事一章中分析過）。 

有一個是一個白領的社交的網站，後來我就發現上面的人他的動機

不是那麼純粹……我要他們把我的錢退給我。結果他們也不承認……然

後到後來就罵我嘛……然後就讓我覺得很受刺激，就是特別生氣，後來

我就去問了一些人。我說這個做一個網站難不難。……我一聽說這麼容

易，那就搞一個吧。因為在這之前，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做一個網站，我

是典型的文科生，而且是個女孩子。我只是會上網。……我覺得就是無

知者無畏。 

這裡龔海燕將創業的動機描述成“受刺激”下衝動的結果。這樣的表述是

將行動歸因於外部場景的“場景-行動”對子，起到了將個人能力和眼界隱藏在

外因場景背後，從而弱化主體性的修辭效果。這是順應傳統社會所期待的女

性“順從”、“被動”的體現，起到了使創業行動“柔性化”的效果。 

女企業家在敘事的最後，還額外強調行動者的身份“是典型的文科生，而

且是個女孩子”。“文科生”沒有學過建立和運營網站的基礎技能，“女孩子”則

在傳統社會觀念中是“弱小”的。然而建立和運營一個網站，是需要懂得計算

機編程技術而且要有很大決心和執行力的。這種“文科生”、“女孩子”身份的特

質與“創立婚戀網站”這一行動的屬性就有了很大矛盾，它不能解釋或加強“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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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動的合理性，反而讓行動者完成行動的難度增加了。因此行動者與行動

形成對立。當行動者是修辭者自己時，如果行動者與行動形成對立，會削弱

整段敘事中的主體作用。恰好在這段敘述中，對子“場景-行動”也起著弱化主

體性的修辭效果。“行動者 v 行動”的對立進一步加強了前面通過“場景-行動”

所營造的“創業是偶然的衝動”這一效果，使修辭者所構建的主體的“柔性化”

更加顯著。兩者在修辭上起到的是相似的效果，共同幫助女企業家柔性化了

這段管理修辭。 

（二）“場景 v 目的” 

以下董明珠對“工業精神”的敘述很有代表性（在角色定位敘事一章中分

析過）。 

當時我們大家都很浮躁，急功近利……我怎麼樣拿到最低的價格，

怎麼賣到最高的價，我把它劃歸為商業精神。我們作為製造業……所以

我想製造業一定要恪守自己的工業精神。就一種奉獻精神。……一個國

家的發展，實體經濟永遠是頂樑柱。搞金融我覺得他是一個工具，它是

一個服務。當然我不懂金融，我也不會去搞金融。因為我還是覺得我這

一輩子我只能是賣空調，把空調做好。 

董明珠這段是直接表達自己對做好製造業的目標和決心，作為製造業要

“恪守工業精神”，要一輩子“把空調做好”。這是目的引導行動的“目的-行動”

對子表述。這樣的表述直抒胸臆地表達了女企業家的精神核心。然而，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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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達一個堅定的信念其實是很“剛性”的。於是董明珠在表達自己對行業的

理念前，先對行業場景進行了鋪墊。場景在女企業家的修辭構建中與自己的

目標和行動形成對立。在場景中大家“拿最低的價”、“賣最高的價”，其實是符

合剛性管理所追求的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經營方式。而董明珠用的是一種批判

的方式來描述這個場景。她用大家都很“急功近利”和“浮躁”來形容場景中的

“商業精神”。這種場景上的“急功近利”與“浮躁”，從屬性上將董明珠所倡導的

“奉獻”與“恪守”襯托成一種耐得住寂寞、無私和隱忍的柔性品質。女企業家用

一個具有剛性管理精神的場景來襯托出“目的-行動”對子中自己所堅持的目的

柔性的一面。這其實也是前一章中的“襯”在元素和對子使用上的表現。 

（三）“場景 v 行動” 

員工管理敘事一章中，因為往往涉及女企業家和員工兩種不同的行動者，

所以對子與對立的構成會更加複雜。以王樹彤的“帶領大家渡過困境”的敘述

為例。 

我其實覺得最辛苦，最難過的是什麼呢，就是別人都不相信這條路

了。別人都已經絕望了，這個絕望包括了你的投資人，包括了你這種身

邊的戰友，包括了你的員工。……所以當時，我覺得無論是你有再好的

管理經驗，你有什麼樣好的戰略和戰術，其實都沒有用。我覺得當時只

有一個東西，就是信念。……就需要一個非常堅定的聲音，我知道出路

在哪兒，大家跟我走。所以其實你心裡面也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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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將軍……他說很多在戰場上……他其實心裡也在發抖，

但是面對他的士兵……他必須要以一種非常自信的眼光，傳遞給他的同

事們他的戰友們。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經歷了那樣的一個時期。 

這一段中的對子構成比較複雜。敘述中的“行動者-行動”共有三組：“別人

-都絕望了”，“我-用信念帶領大家”，“鮑威爾將軍-將自信傳遞給士兵”。訪談

講述的是女企業家的創業經歷，其中第二組對子“我-用信念帶領大家”是敘事

中的核心對子。第一組對子“別人-都絕望了”，在整段的敘事中構成了“我”的

行動中的場景。這個場景與“我-用信念帶領大家”的行動是相對立的。“場景 v

行動”的敘述方式，凸顯了“我-用信念帶領大家”的難能可貴，進而增強了女企

業家（行動者）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最後一組對子“鮑威爾將軍-將自信傳

遞給士兵”其實是另一段敘事了，但對前一段的敘事起到了烘托的作用。故事

中的“鮑威爾”烘托了女企業家經歷中的“我”，引用他人的故事是為了進一步加

強女企業家對自身形象的塑造。同時，鮑威爾故事中的“戰場”與“別人-都絕望

了”的場景相類比，為女企業家提供了一個“不能認輸”、“不得不堅定”的理由，

這個稍帶被動的抉擇多少柔化了行動本身的剛性氣質。結合敘事中的一句退

讓：“其實你心裡面也都不知道”，這就進一步弱化了已有的剛性氣質。 

（四）探討 

修辭中的對子關係，往往是通過對其中一個元素的渲染或烘托，來達到

將這個元素的某些特徵轉移給另一元素的修辭效果。比如“受刺激”場景的偶

然導致行動的偶然，目標的堅守（譬如堅守工業精神）導致行動的堅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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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堅定也體現了行動者的堅定信念，等等。女企業家利用這種特徵的傳遞，

在敘事中通過使用不同的對子，來構建自身“女性”與“企業家”雙重氣質並存的

效果。 

有時對子本身已構建出女企業家的雙重氣質，對立可以起到加強這種敘

述的作用，比如龔海燕的例子中，對立加強了對子弱化主體性的效果。有時

對子只幫助女企業家構建某一身份的氣質，對立可以幫助襯托女企業家另一

身份的特質，平衡女性與企業家的雙重氣質，比如董明珠用“目的-行動”構建

了一個偉大無私的企業家形象，但因此自身的女性氣質就相對偏弱。此時通

過一個外部場景的對立，來襯托出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女性氣質。有時甚

至需要多個對子與對立的共同作用，才能達到平衡女企業家雙重氣質的效果。

比如王樹彤的例子中，通過三組對子和一組對立來達到塑造自身柔性管理者

形象的效果。 

用戲劇五元法做修辭分析的時候，儘管對子是分析的核心，但當次要元

素與主要元素產生對立時，次要元素的作用也無法被忽視。對立的產生可以

為修辭分析提供更多的視角：修辭者是否有意製造了元素的對立？對立的哪

一方才是敘述者想要關注的重心？這樣的對立是加強了主題還是削弱了主題？

元素的對立有沒有使敘述產生新的動機？結論中將對立這一關係明確出來單

獨分析，是希望能在對子、雙對子之外，為戏剧五元分析法再添加一个有意

义的视点，分析者提供一個額外的視點，使戲劇五元分析法更加完整。 

三、對子與敘事主題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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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分析方法是圍繞三大敘事主題——企業發展敘事、員工管理敘

事、角色定位敘事——展開的，用對子分析的方法展現女企業家表述的深層

次動機。在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在特定的敘事主題下，女企業家傾向

于用特定的對子來實現相應主題的表達以及柔性管理修辭的構建。一些結構

性特點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顯現出來：在企業發展敘事中，女企業家多用“場

景-行動”弱化主體性，以體現柔性的修辭特徵；在員工管理敘事中，女企業

家通過“行動者-行動”的構建，修飾自己不同的身份特點；在角色定位敘事中，

女企業家通過“目的-行動”對子，讓目的和行動彼此修飾，共同構建柔性的企

業目標。在這些敘事中，其他的元素或對子並不是沒有出現過，而是特定的

對子在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中，發揮了更加重要和核心的作用。在論文書

寫時，敘事主題與主要對子共同承擔了章節的標題，它們是每章分析時的核

心線索。 

前文並沒有對敘事主題與特定對子之間的這種對應性，作整體性的解釋

和跨主題的分析。在本論文的最後，研究者想對這種規律進行推測與探討：

為何主題與對子會呈現這樣的對應性？這樣的對應性是否與女企業家的柔性

管理修辭表達方式相關？答案是肯定的，從前面第三至五章的分析中已經可

以看出，這樣的對子與主題的對應有助於女企業家塑造柔性管理者形象。 

在企業發展敘事中，女企業家需要把她們的行動和行動的原因傳達給觀

眾。其中最重要的是向觀眾解釋促使她們做出行動的原因。行動的原因其實

不外乎內因或外因。當內因為主導時，“行動者-行動”對子會成為核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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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在解釋自身行動時，需要闡釋的是自己的個人特質如何激發了創業

行動，促使企業的成立和發展。在這樣的回答方式中，女企業家的膽識、堅

強、決斷力等個人特質，會在修辭中處於被凸顯和放大的地位。而這些特質

在傳統的性別觀念中，大部分都具有“男性化”的氣質。這樣直接往自己身上

貼上各種男性化的氣質標籤，不符合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容易引發傳統

輿論環境的抵制，不利於女企業家取得觀眾的好感和塑造自身正面形象。因

此，女企業家對於自身的一些“男性企業家”特質，會儘量採用委婉的方式進

行表達。對於一些無法回避的“剛性”事件，回應的時候也儘量包裝自己的語

言或做大量鋪墊。相反，當外因為主導時，行動是由場景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女企業家大量採用“場景-行動”對子來表述這種“因果”關係。應用這種敘事方

式，女企業家很容易通過對場景的描述將行動“合理化”，還能避免被貼上“男

性化”的標籤。更何況，將行動歸於外因，還從語言風格上體現了一種“順從”

的特質。這種柔性化特質更加順應了社會傳統對女性美德的需求。因此，看

來在企業發展敘事中，女企業家採用“場景-行動”作為主要對子是這一敘事主

題下一種“柔性化”的選擇。 

在員工管理敘事中，女企業家需要介紹她們對員工的管理方式。女企業

家偏好选择以“行動者-行動”對子，去构建自身的柔性管理者形象。從第四章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樣的對子結構，便於女企業家強調“行動者”（女企業

家）的個人特質。這樣的敘事中，女企業家對自我的身份給出更加細緻和具

體的說明，以此來解釋自己的行動（管理行為）。女企业家通过細緻和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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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強調出個體的差異性，以及個體差異性對於行動的影響。女企業家在節

目中，尤其強調自己與普通女性（非企業家）、自己與男性企業家、自己與員

工等不同類型群體間的差異，用特殊性構建出自己的身份特質（柔性管理者）。

此外，“行動者-行動”的敘事結構，也更多被女企業家用於以“第一人稱”講述

親身經歷的“故事”。用“個例”而不是“規律”來敘事，展示了女企業家在員工管

理中的靈活、溝通、包容和理解。注重對個人經驗進行細節描述，也是一種

在過往文獻中被認為是具有女性化特點的敘事風格（Sullivan，1975）。因此，

“行動者-行動”與女企業家柔性管理修辭中的員工管理敘事相對應。 

角色定位敘事，本身就是講述企業自身目標的敘事，是圍繞目的元素進

行的敘述。企業為了適應商場中的殘酷競爭、滿足公眾心中對優秀企業的期

待，企業的角色定位有時難免是剛性的、宏大的、具有一定野心的。女企業

家在節目中講述企業角色定位時，不僅要代表企業進行發言，還不能讓企業

目標的“剛性”氣質完全掩蓋自己的女性氣質。這時就需要通過對其他元素的

描述，來弱化企業目標的剛性氣質，或轉移受眾對於目標的注意力，以減少

剛性目標與自身形象的關聯。女企业家选择从行动入手，原因在於對行動的

描述更便於女企業家的敘述达成上述修辭目標。“目的-行動”對子中，目的是

導致行動的前提，而女企業家改變了這一對子的常規用法，巧妙利用了行動

的反向作用，在敘述中突出強調了行動的特質。在角色定位敘事中，女企業

家往往花大篇幅的語言對行動細節進行敘述。通過對比、鋪墊等“細節化”的

敘述方式，將目的的剛性特質弱化，讓觀眾注意力集中在女企業家們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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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面。同時，女企業家對行動的詳細敘述，使企業目標這種容易顯得“大

而空”的話題，落實在了行動的細節與實處上，顯得女企業家踏實、務實。女

企業家巧妙地利用了對子間元素互相影響的能力，最終達成了柔性化的修辭

效果。 

綜上所述，儘管女企業家在三種話題中採用了三種不同的對子作為主要

的敘事結構，但其核心都在於化解管理敘事內容中難以避免的剛性氣質，以

加強敘述風格上的傳統的女性化氣質，平衡修辭中女性與企業家雙重身份的

氣質需求。在以自我為核心的經歷講述中，用“場景-行動”對子弱化“自我”的

存在感，會產生柔性的順從感；講述與員工的互動時，用“行動者-行動”更能

體現個性的差異，體現柔性管理的風格與女性的細膩；對企業的目標敘述，

用“目的-行動”展示踏實的細節，沖淡企業目標的剛性。由此可見，修辭者在

不同敘事主題中的對子選擇能服務於特定的修辭目的。女企業家要平衡女性

和企業家雙重氣質的敘事動機，使她們在訪談中對企業管理的敘述依照不同

主題選擇不同對子。主題與對子之間呈現出具有一定結構性的關聯。這種對

子和敘事主題的搭配以及與其所呈現的修辭者氣質的關聯性，值得在今後的

研究中通過更多更豐富的案例做更進一步的對比、分析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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