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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热点 

 
 

性格分析：矛盾希拉里 

 

她具有所有伟大的政治家身上共有的优秀品质——始终坚持她的信仰，以其

超凡的人格魅力和自省能力领导他人，精力充沛、意志顽强、不懈奋斗，又

不失风趣幽默、热情奔放。同时又因为在第一夫人任期内失败的医疗保障计

划被人们认为固执己见，伪善傲慢，是克林顿总统背后的邪恶势力，是拒绝

跟随夫姓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是令男人闻风丧胆的悍妇。她具有这个时代伟

大的女领袖风范: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对女权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拥护，

杀伐决断，强硬果敢。然而作为女人，她强硬的背后也隐藏着脆弱，她也曾

纠结于去华盛顿追求自身政治前途还是陪伴比尔·克林顿到她从未生活过的阿

肯色州，最后却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人们对她褒贬不一。喜欢她的人可以顶着炎炎烈日去听她的竞选演讲，讨厌

她的人则通过各种途径恶言相加，肆意抨击。“鉴于她已经成为高瞻远瞩、锐

意进取甚至是说一不二的女人的象征，人们当然会对她的言行说三道四”，历

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希拉里邀请她去白宫给第一夫人的第二个任

期提些建议时如是说。关于希拉里作为政治家的性格方面，Theodore Millon，

Margaret Hermann 等学者早已进行了理论的系统的研究。根据以上学者，希拉

里的第一人格类型为具有野心、自我服务的、支配和控制性人格，第二人格

主要特点为勤奋、忠实、好争辩的、果断的和不信任型性格。这些品质使希

拉里成为高效的领导者，然而也具有潜在的危险一面，例如对权力的渴望和

不容他人质疑等。本文则主要针对希拉里的以上性格主要特征结合关于她的

传记、采访和新闻报道等，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希拉里在不同阶段所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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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特点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家庭教育和学生时代塑造了希拉里成

年的基本性格  

尽管希拉里生活在一个父母之间常常

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中，她仍被成功的教育成

了具有浓厚家庭观念的人，并继承了母亲有

条不紊的头脑和父亲疾风暴雨式的脾性。希

拉里的父亲休·罗德姆是个脾气暴躁、郁郁

不得志的男人。母亲多萝西自身遭遇童年不

幸，婚后强迫自己忍受丈夫的凌辱和对孩子

的苛刻。父亲的严苛鞭策了希拉里不断努力

以取悦父亲，母亲的宽容鼓励了希拉里勇敢

追求自己的目标。希拉里的学生时代一直成

绩优秀，广泛的参加社会实践，并在那个“谈

论政治一点儿都不酷”的时代“绝对关心政

治”，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她在读高中时

遇到了她少女时代最重要的老师—琼斯，他

用神学为她指引方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

一直是希拉里的顾问。  

17 岁时希拉里来到卫尔斯利女子学院

读大学，这时几乎可以看到成年之后的希拉

里身上充满矛盾的性格的主要部分——对

知识的无限渴求以及应用拓展能力，雄心壮

志而脾气暴躁，完美主义却又能接受羞辱，

对充满领袖气质的男人的迷恋和对传统女

性行为规范的漠视，认真对待自己所追求的

目标，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清教徒的敏感

和令人诧异的脆弱情感，对个人财政独立的

坚持，对公共服务的热情和信仰以及对绝对

控制权的顽强追求。 

从阿肯色州到华盛顿——战斗是她的

兴奋剂 

具有野心的人是勇敢无畏的，具有强烈

的竞争意识和自信。他们通常认定自身的领

导角色，期待他人去承认他们的特殊才能。

控制型人格则非常享受领导他人和让别人

顺从的权力。他们强硬而不动感情，通常会

是一个高效的领导者。希拉里作为领导者最

有优势的人格特征则是她一向威风凛凛和

极具自信的魄力。“她具有杀手本能。她争

取什么都会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较量、

战斗，把战火烧到对方阵营”，追随克林顿

夫妇二十多年的政治顾问迪克·莫里斯这样

评价希拉里。希拉里的一位助手也曾经说过：

“她更愿意做一名战士——无论是对情敌、

媒体、其他政党、其他候选人还是右翼势力，

她战斗的时候最开心，当她认准了敌方就进

入了攻击模式……战斗比任何东西都让她

兴奋”。 

毋庸置疑，希拉里在防止其他女人制造

麻烦这个问题上是克林顿最勇猛的捍卫者。

无论在阿肯色州还是华盛顿，希拉里数次站

出来捍卫她的丈夫，她坚定的站在丈夫的身

边给克林顿以及他的团队带来信心。1992

年 1 月 23 日，当克林顿夫妇全力筹备竞选

总统时，詹妮弗·费劳尔斯称自己和比尔·克

林顿有着长达 12 年的婚外情。希拉里意识

到这样一个小报故事已经成为全国媒体关

注的焦点，她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激战，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无法反败为胜，那我们

就完蛋了”，她说。最后她兵行险招，公开

露面参加电视节目，挽着丈夫的胳膊，坚定

的称“我们的婚姻十分坚固。我们彼此相爱、

相互扶持”，她谈到她和克林顿多么相爱，

多么关心他们的女儿，尽管经历了已婚人士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却依然不离不弃。希拉里

明白这一举动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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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儿有潜在的影响，但她相信，如果没有

这样大的举动，克林顿的竞选前途很可能就

完蛋了。她从来不怀疑，那些女人以及利用

了他们的敌人一旦成功，他们付之努力的整

座大楼将会崩塌，也包括他们的婚姻。 

Lloyd Etheredge（1978）研究了政治家

的人格分析对于政策抉择取向的四分法。把

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们主要分为控制——服

从，内向型——外向型。希拉里则是强烈控

制——内向型。根据 Etheredge 的理论，希

拉里就如同伍德罗·威尔逊和赫伯特·胡佛

总统一样，十分倾向于按他们的道德观去划

分世界。他们给予自己认同的观点最强烈的

支持，趋向于用自己的观点去重新塑造世界。 

希拉里有着自己的黑名单，明确分开了

“敌人”和亲近的人。她总是喜欢打击敌人，

准备战斗。入主白宫的第一个星期，希拉里

就给华盛顿的高层官员展示了她进行战斗

时的英姿勃发，不到两个星期，她就树立了

“首位斗士”的第一夫人形象。在他们入主

白宫后第一次与内阁成员前往戴维营的度

假中，新政府的最高官员们倾听了希拉里发

表的关于指引克林顿政府执政方向的演讲，

希望内阁能够理解本届政府要带领大家达

到的目标。会议上还尖锐地反驳时任国务卿

的沃伦·克里斯托弗的质疑，对大家的计划

做出明确的指示，并宣布新的总统职位将是

一个“合资企业”，以展示自己地位以及向

敌人宣战的准备。没有第一夫人如此毫不掩

饰地向总统的内阁和下属发表政治演讲，大

家有些仰慕、敬畏，甚至有些不安。 

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第

一夫人 

希拉里的领导者品质得以让她一步步

走向自己的目标，然而在自信、有野心、强

硬的背后，她具有潜在的危险的一面。Sarah 

Moore 和 Aubrey Immelman 在他们的研究

中认为，希拉里有着极强的不信任性，缺乏

通融和与人友好，不懂变通等等。  

极强的控制性导致了她不容别人对她

的权威产生质疑。“在政府中没有比非敌即

友这种态度更愚蠢的了”，希拉里在政治上

的过于固执和偏执，让她把所有批评她的计

划的人都看做是敌人，哪怕他们提出的是建

设性意见。希拉里在第一夫人任期内最重视

的医疗改革项目的失败，可以说部分归结于

她（以及克林顿）初来乍到缺少华盛顿经验

却又固执己见和天真的乐观主义。时任国会

议员布拉德利这样回忆希拉里，他与另一位

德高望重的国会议员莫伊尼汉跟克林顿夫

妇的关系非常冷谈。布拉德利问希拉里，如

果没能按照计划向国会提交医疗改革计划

是否会增加该议案通过的难度，因为还有其

他的立法目标需要完成，并建议她应该根据

现实情况对这个计划做出调整。希拉里却冷

冰冰的回答“不，计划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因为不管是否推迟提交，白宫都会’妖魔化’

（demonize）那些利用这段时间试图改变或

反对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和医疗机构”。布拉

德利说：“这就是希拉里，她不该用’妖魔

化’这种措辞。这揭示了希拉里傲慢、轻蔑、

伪善的性格特征”。 

一个具有野心并且自信的领导人，通常

会让人们把他的自信看做是傲慢。克林顿政

府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认为希拉里在聆听

他们的批评建议时要么不耐烦，要么带着一

种纡尊降贵的态度,并且意识不到自己在伤

害别人。康尼·布鲁克作为希拉里的助理在

1994 年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总结到，“她

极度相信只有她自己的判断是明智的”。此

外，希拉里经常以轻蔑的态度打断总统顾问

们的发言，这也导致了希拉里与她的一些老

朋友的关系逐渐恶化，甚至一些人的反目。

在第一夫人任期时，希拉里把医疗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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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文森·福斯特——这位与希拉里拥

有多年好友关系的律师身上。然而曾经是好

友的福斯特从开始就承受巨大的压力，他认

为他与希拉里不再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而

是在为希拉里工作，他们之间不再商量，而

是命令。1993 年由于在旅行办公室事件上，

福斯特自认为没有保护好希拉里和总统，他

无法达到希拉里的期望，认为希拉里不再把

他当做好朋友，只是个随从、顾问和替她解

决问题的人。 

希拉里的不信任性格也导致她极其敏

感，倾向于区分“我们”和“他们”，自以

为是并自我辩白，具有报复心理，把对“敌

人”的攻击看作成必要防御或者“报复”。

Gail Sheehy在她的《Hillary’s Choice》（1999）

一书中写到，希拉里认为人性天生就是自私

的，没有秩序不守规矩的，因此他们需要被

引导，而政治则是引导的方式，社会精英和

有权力的人不应该相信大众。 

掌权的女人——经验随岁月的年轮增

长 

2001年，希拉里成为了第一个拥有公职

的第一夫人——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无论是

因为要实现她一直以来的个人政治理想，还

是因为那个让全世界哗然的“莱温斯基事

件”。在经历了强硬、失败、妥协、淡出之

后，希拉里已经名声远扬。这不是因为克林

顿的错误使她蒙羞，是因为她已经走出困境，

在参议院的仕途一帆风顺，出任奥巴马政府

的国务卿，以及她令人赞叹不已的掌握政治

游戏规则的能力。她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掌权的女人”。  

希拉里在第一次竞选总统的一次演讲

中对民众说：“当时我们初来乍到，对如何

处理一些事情并不太懂。如果我们当时便像

现在一样了解情况，事情可能会完全不同”。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希拉里的敌人都

认为这是希拉里的托词。当美国民众把票投

给历史上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非裔美国人而

非第一位女性候选人时，希拉里宽容的，也

许是另有目的的同意了出任奥巴马内阁的

国务卿。我们可以看到又一次身居要职的她

所作出的努力和改变。世界各地的外长对于

希拉里能如此忠于前竞争对手，都印象深刻。

她比奥巴马年纪更大，也更有经验，但她从

来都没有表现出屈居忍下的情绪，更没有将

自己置于总统之上的野心。 

在金融危机已经玷污美国无所不能的

形象之时，对于一个深切信奉美国领导权的

女人来说，要改变这种“破产美国”的形象，

希拉里决定将首次出访目的地定于亚洲，来

彰显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信心和修

复全球经济的努力，修补和老盟友之间的关

系，并建设同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希拉里开

始了大部分时间在飞往世界各地的飞机上

度过的国务卿生涯。在不停的接触全世界的

过程中，希拉里在做她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

——拉关系，更多的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与

其他人进行互动。希拉里希望把美国当成一

个联络人，把各国联系到一起，然后自己坐

在这张外交大网的中心。 

希拉里外交风格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

象。在这个父权观念根深蒂固、对高级官员

言行形成各种潜规则的社会，像希拉里这样

手握权柄、说话坦率的女性，无异于天外来

客。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访问时，面对台

下观众尤其是那些裹着面纱的女性用一个

个棘手问题轰炸希拉里时，她曾坦率的说：

“我们可没有什么随手一挥就能变出奇迹

的魔法棒”。美国的确没有魔法棒，但希拉

里这句话饱含令人无法抗拒的真诚，她改变

了人们对美国的印象——美国领导人完全

不会谈及美国权力的局限。希拉里试图弥补

世界上那些战火纷飞地方的人们对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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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实际的期待和美国权力的实际局限之

间的鸿沟。 

相比作为第一夫人时的她，人们似乎给

予了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个人层面上的

更多赞赏和褒奖。在她国务卿卸任时，民意

对她的正面评价率高达 70%。金·伽塔丝作

为随国务卿频繁出访的记者，曾 17 次乘坐

国务卿女士的专机随她前往世界各地。在她

《见证》一书中，无数次提及了希拉里的人

格魅力。“希拉里信任身边的随从，依靠他

们安排繁忙行程中的细节。她个性随和，因

此哪怕团队除了差错，中间要花几分钟时间

重新布置，她也能冷静对待。自己犯错时会

发笑。在会见政治活跃分子或自尊心受损的

各国领导人羞于启齿时，她也能主动开启话

题”，“任何问题一旦出现，她都希望自己能

有答案。但希拉里最终还是消化所有信息，

以便把干瘪的外交政策条文转化为符合自

己个性也愿意亲口说出来的活泼生动的句

子，让官方人士以外的听众也能听懂”。 

到卸任国务卿时，希拉里已经在全球飞

行了 100万英里，以她自己的方式用持续不

断的公共外交修补着美国对外关系，以及她

个人的形象。希拉里国务卿任期内最主要的

贡献便是公共外交，她成功的重新定义了美

国领导权，帮助各国处理气候变化、经济动

荡乃至人口爆炸的危机。作为奥巴马政府重

塑美国领导权的一部分，希拉里成为第一位

全力运用“巧权力”的国务卿。最近的邮件

门事件又一次把希拉里推到舆论的风口浪

尖，她迟迟不肯道歉的态度又一次把她的民

众支持率拖入谷底。人们又一次怀疑她是否

从过去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学到了什么

并有所改进。现在，希拉里第二次竞选总统，

不管她与克林顿之前遭受多少非议和诽谤，

希拉里为他们二人又赢得了一次走向光辉

顶点的机会，弥补从前鲁莽而失败的事业。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希拉里则会改头换

面，不再过于招摇，不再妄自尊大，让自己

的觉悟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希拉

里可否在其年届古稀之时当选总统，使她的

梦想和理想成为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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