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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放沟通对企业的绩效和整体成功都有决定性作用，组织中的沟通开放性一直被认为 

与其所在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调查了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工作 中面对 

面沟通与即时信息沟通开放性，运用 AMOS和 ANOVA分析显示，中国和美国企业面对面沟通的 

开放性无显著差异。美国企业平级间的面对面沟通高手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即时消息沟通的 

开放性明显高于美国企业。本文并对研究结果及原因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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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沟通开放性研究的理论发展 

沟通开放性 (openness in communication)， 

也称沟通开放度 (communication openness)，原 

指沟通中的上级允许下级自由表达观点和抱怨的 

程度 J，后来泛指组织中成员相互之间交谈时 

的容易程度，以及当人们对别人讲话时被理解的 

程度 J。早期研究者认为，沟通开放性包括信 

息发送与信息接收行为 J。Rogersl3 认为，沟通 

开放性是指以任务、人际和创新为主题，领导 

者、下级和同事间的信息发送和信息接收行为， 

沟通开放性模型由3部分组成 ，即谁对谁沟通 

(沟通方向)、用何种方式 (信息发送和接收) 

和关于什么主题 (抱怨、个人意见和建议等)。 

沟通方向分为三种关系，即上级 向下级沟通 

(下行沟通)、下级向上级沟通 (上行沟通)和 

平级同事间沟通 (平行沟通) 。 

开放的沟通与其他的传统经营管理指标已经 

被证实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3]。研究显 

示，沟通开放性与激励之间存在正向强相关的关 

系H J，对员工授权有正向影响 J，并且对员工 

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强相关的关系。沟通 

开放性也会促进组织成员间的信息和知识分 

享 j，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的有效性 J， 

帮助提高团队成员在制定战略计划时的参与度， 

加强上行沟通时信息流从下级向上级决策制定者 

的传递 。相反，低水平的沟通开放性被发现 

与群体中的破坏性冲突有关联 。 

人们在工作中经常使用不同沟通渠道或媒介 

进行沟通，如面对面开会、接听电话、使用传真 

机、接收一发送电子邮件和网络即时消息沟通 

(如 MSN、QQ)等。这些沟通媒介在处理信息 

的能力上有一定 的差异，根据媒介丰富度理 

论 J，一种媒介处理丰富信息的能力取决于四 

个要素：(1)立即反馈的能力。 (2)使用的线 

索和渠道数量。(3)个人化程度。 (4)语言多 

样性。面对面沟通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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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传送丰富的信息，适用于为相互理解而调整 

的快速信息交换。网络即时消息沟通被认为是一 

种贫乏的媒介，传送信息量有限，更适合于传递 

比较容易理解的日常信息。 

Hofstede把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群体 (如 

国家和社区)中人们所共享的象征、准则和价 

值观，他认为文化主要有4个维度，即个体主义 
一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特征一女性特征， 

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其中，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 

维度指的是在与群体的或集体的相比时，文化激 

励个体的需求、希望、愿望和价值观的程度-1引。 

基于这样的定义，西方国家如美国可以被划分为 

个体主义社会，东方国家如日本被证明属于集体 

主义社会，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验证。Hofstede 

的国家文化模型成为被最广泛采纳的文化理论， 

以及在跨文化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模型。尽管中国 

大陆不在 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研究范围之 

中，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被认为是集体主义 

地区。在跨文化研究中，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类型已成为一种共识。 

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使 

用媒介进行沟通的方式也有所差别。例如，在中 

国文化中， “面子”是声望、地位和尊严的象 

征，在沟通中起到支配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 

非正式沟通、非直接沟通常常是最有效的沟通方 

式  ̈。集体主义的沟通者更多关注对方的 “面 

子”，当面对面谈话时，人们倾向于隐瞒一些信 

息。这类直接接触阻碍了特定的信息流动，由此 

妨碍了沟通开放性。在面对面接触中，中国人经 

常不愿意表示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挑 

战另一沟通者的 “面子”，并因此质疑f也／她的 

声誉和尊严。相对而言，个体主义沟通者更倾向 

于传达清晰的信息，而较少被 “面子”因素影 

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1。 

假设 1：在面对面沟通时，美国人比中国人 

更加开放。 

在网络即时消息沟通中，沟通者不用直接面 

对面接触，而是通过计算机进行联系。对集体主 

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员工而言，这种沟通方式 

“屏蔽”了双方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让他们 

很少担心传送的信息可能让别人丢 “面子”，从 

而使信息沟通更加自由。如果条件许可，中国员 

工将更愿意在组织中使用这样的媒介渠道与他人 

进行交流信息。与此相反，个体主义文化的人们 

会觉得使用面对面沟通交流想法并表达观点更加 

舒畅和富有建设性，他们可能不会倾向于主要使 

用网络即时消息媒介进行沟通。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2。 

假设2：使用网络即时消息进行沟通时，中 

国人比美国人更加开放。 

二、研究方法 

笔者进行了中美组织沟通开放度的问卷调 

查，为了确保调查对象中的中国参与者能够代表 

集体主义文化，美国参与者能够代表个体主义文 

化，我们使用了 Wagner的工具表来衡量个体主 

义一集体主义倾向。计算的因子值越高，参与者 

的个体主义倾向越强。调查对象中的美国参与者 

均值为 0．180，而中国参与者均值是 一0．188。 

这两个平均数有显著差异，因此，美国参与者代 

表了个体主义文化，中国参与者代表了集体主义 

文化。 

Rogers的沟通开放性测量表是目前最广泛应 

用的测量沟通开放性的有效工具，完全适用于此 

次组织沟通开放性比较研究。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测量了3个方向的沟通开放性，即上行沟通、下 

行沟通和平行沟通。 

为了控制计算机使用经验对沟通开放性可能 

产生的差异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4个协 

变量，包括使用计算机的年限、使用计算机的频 

率、即时消息使用经验和即时消息使用频率。 

三、数据收集与统计 

我们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分别在美国和中国 

进行了数据收集，在调查中询问了参与者使用面 

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的情况，共收到 263份 

答卷，其中 151份为有效答卷。在性别方面，75 

名 是 男 性， 占 49．7％，76 名 是 女 性， 占 

50．3％；在年龄方 面，82．1％ 参 与者 年龄在 

18_35岁之间，其中 l8_24岁约占 1／4，25— 

29岁 占 1／3，30_34岁 占 1／4；在学历方面， 

38．4％的参与者正在攻读硕士学位，37．7％的被 

调查者已经拥有硕士学位；在工作背景方面， 

6．6％的参与者是高级管理者，18．5％为中层管 

理者，15．9％为基层管理者，30．5％为普通员 

工；在国籍方面，40名参与者是美国人 (1名 

非裔美 国人，39名美 国白人 )，其余 参与者 

(111人)为中国人；在使用计算机及网络即时 

消息沟通方面，参与者使用计算机的年限平均为 

5年，使用即时消息沟通的年限平均为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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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来验证假 

设。SEM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能够同时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用来研究两 

种媒介 (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以及 3 

种方向 (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的 

沟通开放性。由此，模型中有 6个潜在变量，每 

个变量都通过3个指标进行测量。为验证上述的 

假设，我们使用了AMOS(路径分析软件)，在 

SEM模型中使用了6个开放性模型中的每个模 

型的求和量表。例如，面对面下行沟通 (F2F— 

D)的价值观计算的是下行沟通 1、下行沟通 2 

和下行沟通 3测量项目的平均数。选择该方法有 

两个原因：(1)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 

通开放性的测量项目间是正相关的，符合好的求 

和量表项目要求。(2)运用了内嵌的多元方差 

分析 MANOVA，其结果显示，在同样条件下 

(沟通的方向)，组间变化不明显，这支持了在 

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求和量表。因此，调研中建 

模的价值观包括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中下 

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开放性，分别取自 

测量项目回答的平均数。每个测量项目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列在表 1中。研究中的平均数、标准差 

和求和建模相关性列在表2中。 

表 1 沟通开放性测量项目 

测量项目 均 值 标准差 复相关平力 

在我的组织中，我使用⋯⋯ 

面对面沟通——下行——1 5．380 1．203 面对面沟通——向下属询问建议 0．101 

面对面沟通——下行— _2 4．610 1．691 面对面沟通——听取下属的抱怨 0．60o 

面对面沟通——下行— 3 4．O90 l_517 面对面沟通——遵从下属的意见 0．147 

面对面沟通——平行——1 5．610 1．078 面对面沟通——向平级询问建议 0．208 

面对面沟通——平行——_2 4．920 1．452 面对面沟通——听取平级的抱怨 0．483 

面对面沟通——平行——3 4．630 1．345 面对面沟通——遵从平级的意见 0．212 

面对面沟通——上行——1 5．410 1．272 面对面沟通——向上级询问建议 0．239 

面对面沟通——上行— _2 4．190 1．7O5 面对面沟通——听取上级的抱怨 0．517 

面对面沟通——上行— _3 5．270 1．705 面对面沟通——遵从上级的意见 0．257 

即时消息沟通——下行——1 4．540 1．680 即时消息沟通——向下属询问建议 0．803 

即时消息沟通——下行— _2 3．850 1．730 即时消息沟通——听取下属的抱怨 0．355 

即时消息沟通——下行— 一3 3．720 1．616 即时消息沟通——遵从下属的意见 0．780 

即时消息沟通——平行——l 5．O90 1．354 即时消息沟通——向平级询问建议 0．687 

即时消息沟通——平行——_2 4．770 1．498 即时消息沟通——听取平级的抱怨 O．451 

即时消息沟通——平行— _3 4．360 1．432 即时消息沟通——遵从平级的意见 0．474 

即时消息沟通——上行——1 4．910 1．612 即时消息沟通——向上级询问建议 0．789 

即时消息沟通——上行— _2 3．880 3．880 即时消息沟通——听取上级的抱怨 3．880 

即时消息沟通——上行— _3 4．67O 1．561 即时消息沟通——遵从上级的意见 O．500 

注：所有项目都使用了李克特 7级量表 (Likert scale)，其中 1、2、3、4、5、6和 7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有些不同意、中立、有些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复相关平方是结构方程中因子分析测量的信度指示器。 

表 2 平均数、标准差和构建相关性 

均 值 标准差 F2F D F2F P F2F U F2F—U IM P IM．—U 

面对面沟通——下行 4．69O 1．079 

面对面沟通——平行 5．060 0．934 0．415“ 

面对面沟通——上行 4．960 1．O27 O．253  ̈ 0．474“ 

即时消息沟通——下行 4．040 1．424 0．4Il” 0．O68 O．O69 

即时消息沟通——平行 4．740 1．166 0．210‘ 0．259” 0．179 0．544” 

即时消息沟通——上行 4．49O 1．356 0．318” 0．054 0．132 0．692‘’ 0．667．． 

注：料 和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和0．05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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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假设 1和假设 2中不同文化下的沟通 

开放性，应用路径分析软件 AMOS进行多组分 

析来测试潜在平均数差异。以个体主义文化 

(美国)为参照组，集体主义文化 (中国)与参 

照组进行对比。表 3说明了中国和美国沟通开放 

性潜在平均数差异 的测试结果。与参考模型 

(美国)沟通潜在平均数相比，中国文化下面对 

面沟通的开放性之间无显著差异 (P=0．797)。 

这一数据不能支持我们的假设 1，我们原本期待 

看到美国文化下的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比中国文化 

下的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更高。调查结果表明，个 

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下，工作中面对面沟 

通的开放性无显著差异。 

表3 沟通开放性平均数差异 

均值标准 一致性 估计值 P值 

误差 比率 

面对面 
一 0．042 0．165 —0．258 0．797 

沟通开放度 

即时消息 1
． 155 0．292 3．953 木木 

沟通开放度 

表示 P值 <0．001 

注：在对照样本 (个体主义文化)中，面对面沟通 

与即时消息沟通开放度的平均值为0．000。与对照样本 

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面对面沟通开放度有不显著的 

平均值为一0．042，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即时消息 

沟通开放度有显著的平均值为 1．115(P<0．001)。 

在使用即时消息沟通方面，中国文化下的沟 

通开放性明显要高出美 国文化下沟通开放性 

(均值差 =1．115，P<0．001)。因此，我们的假 

设 2得到了支持。 

四、分析与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面 

对面沟通开放性的差异不显著。如何合理解释这 

种不显著呢?在我们的研究中，从3个方向对沟 

通开放性进行研究，下行沟通、上行沟通和平行 

沟通。那么，在一个或多个不同方向的沟通开放 

性之间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呢?为继续探讨这些 

问题，我们在 SPSS和 GLM 中使用重复测量方 

差，来分析组间和组内因子的影响，以及他们的 

相互作用。因为全部参与者都在面对面沟通和即 

时沟通的相同条件下进行测量，所以我们对全部 

参与者的回答进行了重复测量。为检查不同定义 

组的均差，我们对二种媒介 (面对面沟通和即 

时消息沟通)，以及以沟通方向 (下行沟通、平 

行沟通和上行沟通)为组内因子在因子问的相 

互影响进行重复测量方差，也在重复测量方差模 

型中进行了检验。 

重复测量方差检验揭示了文化对沟通开放性 

有显著影响。与个体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在 

即时消息沟通所有沟通方向上，以及面对面沟通 

的下行沟通和上行沟通方向上，沟通开放性更 

高。平级 (同事)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是惟一的 

个体主义文化下沟通开放性比集体主义文化的沟 

通开放性更高的项 目。 

组间重复测量方差检验支持 AMOS测定， 

并揭示一些组间因子混合结果。第一，沟通媒介 

(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沟通)对沟通开放性无 

主要影响 (F=0．787，P=0．377)。换句话说， 

除了文化和沟通方向外，面对面沟通和即时消息 

沟通的沟通开放性无显著差异。第二，沟通方向 

(下行沟通、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对沟通开放 

性无重要影响 (F=1．800，P=0．167)。这表明 

除了受文化和媒介类型影nl~l-，下行沟通、平行 

沟通和上行沟通的沟通开放性无明显差异。 

在相互作用项方面，文化和沟通媒介间存在 

显著相互影响 (F=18．240，P=0．000)，文化 

和沟通方向分别对沟通开放性有重要影响 (17= 

7．744，P=0．00)，但是，媒介与沟通方向对沟 

通开放性相互影 响不显著 (F=0．118，P= 

0．829)。测量结果表明： (1)中国人与美国人 

在面对面沟通上无显著差异，但是中国人的即时 

消息沟通开放性更高。 (2)中国在下行沟通、 

平行沟通和上行沟通开放性上比美国高，但是在 

平级同事间沟通方面，美国人在面对面沟通时比 

中国人面对面沟通开放性明显更高，换句话说， 

中国员工在工作中与平级同事间进行沟通时，沟 

通的渠道比较闭塞，变得更加不开放。 

五、研究结论 

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中，面对 

面沟通开放性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我们在开始 

时所做的假设不同。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美 

国文化下的沟通开放性没有我们假设的高。换句 

话说，有些因素影响了分享信息。有可能就是在 

美国文化中也存在 “面子”因素，可能是面子 

因素影响了特定类型信息的流动。例如，美国人 

会同中国人一样避免在直接的面对面沟通中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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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相互冲突的观点。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 

国人在工作中比我们假设的要更开放，中国人在 

工作中的面对面沟通可能同美国人面对面沟通一 

样开放。尽管存在为保存彼此 “面子”的倾向， 

但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比个体主义文化下的 

人们更加强调目标、需求和群体的社会标准，更 

加看重群体成员内的合作，而不是个体成果最大 

化。他们可能会超越个体需要而遵从群体标准和 

价值观，为了达到目标而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例 

如，中国人可能会为完成任务进行面对面沟通， 

而不考虑会伤害他人的 “面子”。 

在即时消息沟通方面，正如我们假设的一 

样，中国人比美国人呈现更高的开放性。这证实 

了我们前面的推理，面对面接触不适用于交流特 

定信息，中国人期望有一种如即时消息这样的媒 

介来传递或接收这类信息，他们在即时消息对话 

中会更加开放。 

本文研究结果对沟通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第一，把Hofstede文化模型运用于网络 

即时消息沟通研究，为理解不同媒介环境中沟通 

开放性的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第二，通过 

比较美国 (个体主义)和中国 (集体主义)文 

化的沟通开放性，填补跨文化情景中沟通开放性 

研究的空白。 

本文研究结果对组织沟通管理实践也有重要 

的意义。第一，如果要提高沟通开放性，管理者 

应尽量使用面对面沟通，这能够提供一种自由而 

开放的沟通渠道。第二，中国文化背景下，平级 

同事间面对面进行沟通时应该谨慎，因为平级同 

事间沟通时他们通常会隐藏一些真相。第三，中 

国人比美国人通过即时消息进行沟通更加开放和 

自由，当面对面沟通不可行时，即时消息沟通会 

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 

六、前景展望 

未来的沟通研究方向应该包括两个领域：第 
一

， 沟通开放性与沟通有效性和沟通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应该放在跨文化条件下进行研究。以往 

的研究发现，沟通开放性与组织的满意度存在正 

向相关关系，这种影响在即时消息沟通时是否仍 

然存在?文化和沟通媒介对沟通开放性相互影响 

是什么?第二，沟通开放性的研究还将更多关注 

团队沟通问题，尤其是大量依赖于信息沟通技术 

(ICT)的虚拟团队。不同文化的团队和虚拟团 

队间的沟通开放性机制有什么区别?开放沟通会 

对团队建设产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我们希 

望进行一些实证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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