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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性别偏见
天鹅绒下的铁手
作者：张珊珊

来源：中国妇女报

编者按：性别偏见不仅包含对反传统女性的打击，也包含

分为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在同一个体身上，这两种偏见是同

规范信念。此外，女性在维持亲密关系稳定和事业成功中往往处于一种

时存在和相辅相成的，分别指向违反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坏女人”和

“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中职业发展决定了个人经济社会地

遵从规范的“好女人”。

位，但善意性别偏见会促使女性为维持亲密关系稳定牺牲这一权利主张。

根据性别偏见主要体现在社会权力、性别身份认同和性兴趣等领域，

至于女性在职业情境中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在求职竞争力上，当

研究者将善意性别偏见的内涵界定为父权保护、性别差异互补和异性亲

女性应聘者遭遇善意性别偏见的招聘情境时，其认知任务的表现水平会

密三个维度。持有者倾向于将女性置于需要保护的、具备优良品德和寄

显著降低。在职业选择上，当遭到恋人反对，从事涉及辅导危险男性或

托浪漫情感的妻子、母亲和恋爱对象的传统性别角色地位，宣扬一种满

面试罪犯的实习工作时，无论对方说明理由与否，自身善意性别偏见水

足男性需求的“美好而柔弱”的女性形象，并对符合这些规范的女性给

平高的女性更愿意服从这种限制。在职业期望上，比起遭遇敌意性别偏

予高度评价和关怀保护。比如柔弱善良，需要王子来拯救的公主们；无

见情境，善意性别偏见情境下的女性对自己成为管理和政治领域的领导

私奉献、作为丈夫“贤内助”的家庭主妇；作为美的化身、寄托爱与欲

者前景预期更不乐观。

的灵感缪斯，男性对她们作出“我来保护你”“我来养你”“我被你的
爱拯救”之类的赞美与承诺。
这些角色形象虽然被寄托了许多美好的特质，却都是情感属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善意性别偏见是对符合传统角色的女性持有正
向态度，在特定情境中可能会产生表面上“受欢迎”的结果，这具有一
定的迷惑性。例如有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与反骚扰态度、支持受害者

对符合传统规范的女性的赞扬。这种矛盾态度的一体两面可区

不具有代表自主性和胜任权力的理性特质；女性的角色是限制化和客体

寻求法律援助间呈显著正相关。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善意性别偏见的

分为敌意性别偏见和善意性别偏见。持有善意性别偏见者宣扬

化的，是男性“需要的”，其最终意义是使男性的形象更伟大更完美；

“好处”仅限于那些不威胁男性权力的女性及言行。因此，对善意性别

满足男性需求的“美好而柔弱”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情

男性的肯定与保护，是对这些服从父权社会结构的女性的奖励，从而让

偏见的评判，其参照对象应该是无性别偏见的情境，而不该是和敌意性

感属性的，不具有代表自主性和胜任权力的理性特质，在看似

她们心甘情愿地弱化自我。善意性别偏见看似“甜蜜”的外表下，本质

别偏见的“两弊相衡取其轻”。

甜蜜的外表下，其本质是合理化性别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善意

和敌意性别偏见一样，其核心是合理化性别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从这个

期待后续研究深化

性别偏见因表面上的主观好意难以被感知为偏见，更容易为女

意义上讲，它可被比喻为“天鹅绒下的铁手”。

善意性别偏见引起后续研究者们的注意，因为它与敌意性别偏见的

性接受。
随着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已受到社会公众的
广泛批判。生活中明确地、公开地贬低女性的现象有缓和之势，但对女
性的另一种隐性的偏见在日常生活、公众舆论和人际交往中仍大行其道，
对女性的发展造成隐蔽而致命的杀伤力——这就是善意性别偏见。
什么是“善意性别偏见”
长久以来，社会心理学界秉持奥尔波特（Allport）“偏见是一种基
于错误刻板印象的反感态度”的观点，性别偏见的消极态度论调深入人
心。但是心理学者格利克（Glick）和菲斯克（Fiske）发现，对女性社
会地位的客观贬低和对女性的主观好感往往是相随相伴的：有些男人一
边否定着女性的权利，一边却向她们寻求亲密情感，也更愿意向她们伸
出援手。
据此，他们提出矛盾性别偏见理论，指出为满足维持父权和生殖繁
衍两方面需求，性别偏见不仅包含对反传统的女性的厌恶打击，也包含
对符合传统角色规范的女性的肯定赞扬。这种矛盾态度的一体两面可区

对女性发展的消极影响

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女性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自主消极行为表现

对女性持有善意性别偏见的不仅是男性，还有女性自己。相比敌意

出的，比如女性主动降低对自己的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预期。对于善意

性别偏见，善意性别偏见因表面上的主观好意难以被感知为偏见，更容

性别偏见作用于女性的心理机制，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如刻

易为女性接受。越是在性别平等水平低的地区，女性越是渴望得到男性

板印象威胁论、成就恐惧论和制度正当化理论……

给予的“奖励”，比如经济上靠男性养家，得到男性的保护等。

有些立场偏颇的观点责备女性对这种偏见的迎合甚至是“共犯”，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的角色限制和权利削弱展

但更具有开放性观点则认为，性别偏见的研究不该局限于个体的心理感

现在家庭教育、婚恋关系以及职场表现的诸多权力结构中，贯穿于女性

受水平和个人层面的归因，而应该看到她们的实际处境，看到她们的身

的发展中。相比来自他人的善意性别偏见，女性自身对这一偏见的认同

份地位是如何被社会化建构以及由此遭到的对待。也许善意性别偏见理

与内化，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

论的首要作用，就是让我们看到女性自我代理的力量，这不禁令人想起

例如，家庭是个体最早遭遇和习得性别刻板印象的场所，父母的性
别偏见会影响对孩子们的性别角色规范教育。国外一项母女配对调查研

桑德伯格的著作《向前一步》。而在探索为何女性无法撕开施加于己身
的束缚时，也许最好的做法是首先看清这些束缚的来源。

究显示，母亲的善意性别偏见水平能够正向预测青春期女儿的善意性别

未来随着善意性别偏见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社

偏见水平，负向预测女儿的学业目标期望（获得学位）和学业成绩，展

会公众对这一现象予以更多的关注，相信对于改善女性发展的境遇，将

示了善意性别偏见对女儿们的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并通过影响女儿们

女性权益维护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将具有借鉴价值。（作者为四川大学马

的教育水平实现家庭的代际传承。在婚姻角色分工的研究中，男女的善

克思主义学院心理实验师）

意性别偏见水平显著正向关联倡导“妻子支持男性事业是天职”的婚姻

送您一份年休假指南
作者：蔡笑

来源：中国妇女报

应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5 条之规定，按照小林入职
后的本年度剩余日历天数进行折算确定。
年休假天数，应该怎么计算？

□ 法官释法：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12 条之规
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年休假的应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因此，即使钱女士在拿到上年度年终奖后提出离职，仍有权在科

作为职场人，整日里忙碌于家庭、工作，如果有假期可以陪伴家人、

小王在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因为孩子春季感冒，小王计划请休年假

放松身心、休整状态，想必是再好不过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以方便在家照顾孩子。然而，在核算具体的年休假天数时，小王和公司

科技公司商定劳动关系存续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则按照日历天数计算，

法》第 45 条之规定，我国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而现行劳动法律法规

人事存在不同认识。小王说，自己是 2007 年本科毕业开始工作，到 2018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共计 120 个自然日，经过折算并

中，关于年休假的具体办法则主要见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

年已经满 10 年，依法可以按照 10 天标准享受带薪年休假。公司则主张，

取整“120（当年度在本单位工作日历天数）÷365×10（职工本人全年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小王虽然 2007 年毕业开始工作，但 2010 年至 2012 年，小王为了备孕、

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钱女士可在科技公司享受 2018 年带薪年

生育、哺乳，一直做家庭主妇，并未就业。因此，截至 2018 年，小王

休假 3 天。

在此，法官以案说法，为您送上一份年休假指南。
初入职场，当年有年休假吗？

的工龄并不满 10 年，依法仅能请休 5 天年休假。

技公司请休 2018 年度相应天数的年休假。以钱女士为例，如钱女士与

已经请休长时间病假，还能享受年休假吗？

小白 2017 年 7 月应届毕业入职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半年有余，小

□ 法官释法：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3 条之规定，职工

吴小姐累计工龄 8 年零 6 个月，目前在某文化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白的钱包鼓了起来，于是计划着今年清明节的时候请休年假来一场梦想

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

2017 年春，吴小姐以腰肌劳损为由向公司请休病假两个半月。2017 年

已久的海岛之旅。然而，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告知：小白，按照法律规定，

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故年休假天数是与职工累

国庆节前夕，吴小姐请休年休假 5 天，希望与国庆假期连休去西藏旅游。

你没有年休假。小白认为自己是 2017 年入职，2018 年就可以休年假了，

计工作年限直接挂钩的，法定年休假制度中的“1 年”“10 年”“20

然而，文化公司没有批准吴小姐的年休假申请，表示吴小姐病假时间过

小白的理解对吗？

年”是指职工累计工作的实际年限，而不是指从职工开始工作年份起计

长，不再享有当年的年休假。

□ 法官释法：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

算的自然年限。所以在计算小王的法定年休假时，公司没有将 2010 年

□ 法官释法：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4 条之规定，职工

休息休假权。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3 条之规定，职

至 2012 年小王在家休息、未工作期间纳入工龄计算是有法律依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①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

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因此，职工连

故小王目前只能按照每年 5 天的标准享受年休假。

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②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且单位按照

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属于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的前提条件。故 2017

年休假必须一次性休完吗？

规定不扣工资的；③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2

年 7 月应届毕业入职的小白，在 2018 年清明节时并不满足连续工作 12

老李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多年，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按照每年 15

个月以上的；④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3 个月

个月的前提条件，无法请休法定的带薪年休假。至于小白能否享受公司

天的标准请休年休假。2018 年春节期间，老李为了子女的婚事忙得焦

以上的；⑤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

自行规定的福利性质的年假，则需要视公司具体规定而定。

头烂额。考虑到公司年初财务工作相对轻松，老李提出请休年假一周，

吴小姐累计工龄不满 10 年，但是已经请休病假 2.5 个月，因此，依据

休整身心。公司人事告知老李，每年只能申请一次年休假，未休假天数，

该条款规定，当年度吴小姐确实不再享有年休假。那么，如果吴小姐是

视为老李放弃相应休假权利，公司的说法对吗？

在已经享受 2017 年年休假的情况下，再行在 2017 年休病假 2.5 个月，

跳槽新单位，当年有年休假吗？
小林 2017 年年底离开了工作 3 年的老东家，入职新公司。考虑到
春节合家团圆不便出行，而清明、“五一”等小长假各个景点又人满为

□ 法官释法：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5 条之规定，单位

是否就可以“假期最大化”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依据《企业职工带薪

患，小林计划着 3 月份逆峰出行烟花三月下扬州。然而，公司却告知新

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8 条的规定，如果存在前述②③④⑤种情形，劳动

入职员工，入职当年并无年休假。

假。年休假在 1 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因此，劳动

者是无法享受下一年度年休假的。法律赋予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但需

者有权申请分段请休年休假，公司所述每年一次性休假、未休假天数视

要特别指出的是，劳动者在依法请休带薪年休假时仍需要遵守用人单位

为老李放弃相应休假权利，是有违相关法律规定的。

的规章制度，根据用人单位的具体要

□ 法官释法：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4 条之规
定，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
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
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因此，依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劳动者在参加

拿完年终奖离职，还能申请年休假吗？

求提前提出休假申请并且妥善安排工

钱女士在科技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公司每年 3 月份支付上年度

作，避免因“突袭”式的请休年休假

工作后只要曾经在一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连续不中断工作满 12 个月，

年终奖。钱女士工龄已经满 10 年，她计划在收到 2017 年年终奖后向公

给双方造成不便和损失。（作者系北

劳动者就可依法请休年休假。在老东家工作了 3 年的小林，在跳槽入职

司提出离职申请，那么钱女士还能在科技公司享受 2018 年的年休假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庭法官）

新公司的当年度就可以依法请休年休假，但小林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年休假天数又怎么计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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