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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是个体为了达成工作目的而对自己内

心真实体验的抑制或表达 [1]。随着第三产业的兴

起，情绪劳动已然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2]，受

到公司企业的高度关注。然而在涉及大量情绪劳动

的教育领域，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3，4]，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教师情绪劳动的认

识，同时也限制了教师情绪劳动能力的有效利用和

开发。实际上，教师情绪劳动有着与一般服务性行

业不同的特征，突出表现在教师情绪劳动的对象

——学生，具有与教师较为固定的师生关系，因而教

师情绪劳动可能对学生产生更为持久深远的影响。

依据Morris和Fledman提出的情绪劳动前因后

果模型[5]，情绪劳动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对情绪劳动

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对情绪劳动结果的研究。而对情

绪劳动结果的研究目前则主要有两种研究取向：关

注情绪劳动对情绪劳动者自身影响和关注情绪劳动

对组织工作绩效的影响。就教师情绪劳动的已有研

究而言，其研究主要定位于前一种研究取向，目前还

很少有实证研究探讨教师情绪，尤其是教师情绪劳

动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6]。检索CNKI数据库，迄今

为止还没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教师情绪劳动对学生影

响的实证研究文献。首次提出情绪劳动概念的学者

Hochschild指出，情绪劳动的研究应关注情绪劳动

对工作绩效产生的影响，而不应仅仅只关注情绪劳

动对员工工作压力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2]。由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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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教师情绪劳动对初中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关系的影响。方法：采用教师情绪劳动问卷调查

班主任老师101人，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和儿童抑郁量表以整群抽样方式调查2271名初中生，并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方

法分析教师与学生的层级嵌套模型数据。结果：教师情绪劳动与学生生活事件得分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学生抑

郁症状得分情况；教师情绪劳动的情绪劳动知觉、表层行为维度与生活事件得分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学生抑郁症

状得分，而深层行为和自然策略维度与生活事件得分的交互作用对学生抑郁症状得分的预测不显著。简单效应分

析表明，学生抑郁症状水平随应激事件程度升高而升高，且教师高情绪劳动的学生抑郁症状预测线斜率显著低于教

师低情绪劳动的预测线斜率。结论：教师情绪劳动可能缓冲生活事件对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

初中生抑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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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Used emotional labor questionnaire for teacher to investigate class teach⁃
ers, and used Life event scale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to investiga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atawas analyzed by HLM. Results: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al labor and life events predicted depressive symp⁃
toms significantly, and also for the emotional labor perception and surface behavior, however, the deep behavior and natu⁃
ral expression couldn’t do it. The simple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e student depressive symptoms raised up with the rising
of the student stress, and thepredicting line slope valueof high emotional labor was significantly lesser than thepredicting
line slope of low emotional labor. Conclusion: The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could alleviate the influence of life events on
students’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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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也不应只关注情绪劳动

对教师自身的影响，而应同时关注教师情绪劳动对

其劳动服务对象——学生的影响。在前期研究的基

础上[7-10]，我们将研究重点首先放在了教师情绪劳动

是否能缓冲生活事件对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上。根

据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个体经历应激事件时，良好

人际关系能为其提供较好的社会支持和情感安慰，

从而降低抑郁产生的可能性。教师情绪劳动是教师

控制对教育教学不利的情绪状态，而表现出有利于

教育教学情绪状态的劳动过程，因此通过情绪劳动，

教师可能为经历应激事件的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支

持和情感帮助，从而缓冲应激事件对学生的冲击、降

低其抑郁症状程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学生被试 取样时间为 2012年 5月—2012
年6月，采取整群抽样方式，以班级为单位调查班级

所有学生，学生分别来自湖南省长沙、湘潭、娄底、岳

阳等地区的15所中学。经对回收问卷筛查，保留有

效问卷，并对班级有效问卷数多于30份的问卷随机

保留30份后，共获得2271名初中生有效问卷。被试

最小年龄 10岁，最大年龄 17岁，平均年龄 13±1岁。

其中初一 1091人，初二 693人，初三 487人，班级人

数最小值9人，最大值30人，班级平均人数22±5人，

其中男1104人，女1153人，另外有14人未填写性别

信息，缺失率0.6%。调查前以班级为单位向学生发

放家长知情同意书，由学生带回家请家长签署同意

与否意见，然后根据回收的家长知情同意书，向家长

同意调查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1.1.2 教师被试 教师与学生的调查在同一时间

进行，共调查了 101位班主任老师，其中教龄最短 1
年，最长 41年（退休后返聘教师），平均教龄 17±8
年。性别为男23人，女68人，另有10人未填写性别

信息，缺失率9.9%；教师所担任班主任的年级中，初

一48人，初二31人，初三22人。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
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11] 量表由 27项
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生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组

成。每项题目按事件在过去3个月内发生与否和影

响程度分别记为 0～5分共 6个等级，分数越高，表

示应激程度越大，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11]，本次调查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0.94。

1.2.2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
tory，CDI）[12] 量表由27个自我报告的题目组成，题

目测量的内容涉及儿童抑郁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方

面的症状，包括快感缺乏(Anhedonia)、负性情绪(Neg⁃
ative mood)、低自尊(Negative Self-esteem)、低效感(In⁃
effectiveness)和人际关系问题(Interpersonal Problem)
等五个维度。量表的每个题目均有三个描述不同抑

郁症状程度的选项，分别计为0、1、2，分值越高表示

抑郁症状的程度越严重。儿童抑郁量表常用于测量

学校儿童群体的抑郁症状，是当前儿童与青少年抑

郁调查中使用最广泛，心理测量学研究最完善的量

表[13]。国内学者对CDI在中国儿童青少年中的应用

研究发现，儿童抑郁量表及其分量表总体上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适合国内中小学生使用[14-16]，本次调查

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0.87。
1.2.3 中小学教师情绪劳动问卷[17] 由吴宇驹等人

编制，包括情绪劳动知觉、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

然策略四个维度共 33个题目，按 1-5计分，问卷总

分和各维度的分数越高，表示教师付出的情绪劳动

越多。已有研究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次

调查中问卷的一致性信度为0.90。
1.3 统计方法

使用SAS9.0的MIXED模块，以嵌套结构的多层

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分析数据，班级学生的生活事件

和抑郁症状水平为第一层变量，班主任老师的情绪

劳动为第二层变量，且对生活事件和班主任情绪劳

动变量均做标准化处理。具体模型如下：

第一层：抑郁症状=β0+β1（生活事件）+δ
第二层：β0=γ00+μ0；β1=γ10+γ11（情绪劳动总分或

情绪劳动各维度分）+μ1

2 结 果

2.1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

表 1显示，初中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虽然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与教师情绪

劳动的相关系数较小，但由于是跨层级变量，因而也

有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间的相关结果（r）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变量

1.生活事件

2.抑郁症状

3.情绪劳动知觉

4.表层行为

5.深层行为

6.自然策略

7.情绪劳动总分

（χ±s）
47.78±26.26
13.14±7.68
4.16±0.42
3.42±0.53
3.93±0.50
3.74±0.64
3.86±0.39

1
-

0.34***
-0.05*
-0.01
-0.06**
-0.04*
-0.05*

2

-
-0.05*
-0.02
-0.06**
-0.00
-0.05*

3

-
0.46***
0.67***
0.30***
0.86***

4

-
0.48***
0.17***
0.74***

5

-
0.52***
0.86***

6

-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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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2.2.1 空模型 第一层：抑郁症状=β0j+εij；第二层：

β0j=γ00+μ0j。SAS结果输出的协方差参数估计为：水

平 1随机截距方差（ σ̂2
uo = 3.33，P<0.001）；水平 1残

差方差估计（σ̂2 = 55.81，P<0.001）。根据王济川等人

[18]介绍的方法，计算出：ICC= σ̂2
uo

σ̂2
uo + σ̂2 = 3.333.33 + 55.81 =

0.056。因为代表组间异质性的水平1随机截距方差

统计显著，说明 ICC统计显著，因此数据需使用多层

模型分析。

表2 情绪劳动与生活事件对初中生抑郁症状的预测

图2 情绪劳动与生活事件交互作用图

2.2.2 跨层交互作用分析 以标准化后的生活事

件，教师情绪劳动为预测变量，考察其对学生抑郁症

状的影响，结果见表2。由于情绪劳动知觉、表层行

为以及情绪劳动总分与生活事件的跨层交互作用对

学生抑郁症状预测显著（见表 2），且预测结果大致

相同，因此此处仅进一步对情绪劳动总分与生活事

件的跨层交互作用进行分析。采用 SAS 的 ESTI⁃
MATE过程估计在教师较高和较低情绪劳动总分

(正负一个标准差) 情况下，学生经历较高和较低水

平生活事件(正负一个标准差)时，其抑郁症状的得

分情况，如附图所示。图中在教师高和低情绪劳动

情况下，抑郁症状预测线的斜率检验差异显著(t=-
2.32，P=0.021<0.05)；教师高情绪劳动情况下，学生

抑郁症状预测线斜率与斜率为零的预测线差异检验

显著(slope=0.31，t=10.52，P<0.001)；教师低情绪劳动

情况下，学生抑郁症状预测线斜率与斜率为零的预

测线差异检验显著(slope=0.40，t=14.04，P<0.001)。
3 讨 论

教师工作具有典型的情绪劳动特征[19]，本研究

结果显示，班主任情绪劳动与学生生活事件的跨层

交互作用能显著预测学生抑郁症状水平，且表现为

班主任情绪劳动付出越多，学生在经历生活事件后

的抑郁症状程度越低。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学生经

历生活事件后，教师情绪劳动能显著调节生活事件

对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Becker
等人[20]研究发现，学生评价的教师情绪与学生自身

情绪显著相关，且相关强于教师教育教学行为与学

生情绪之间的相关。Lippke[21]研究则发现，教师情

绪管理实践能给教师和学生带来积极的同一性认

同，并能预防学生的辍学行为。本项研究进一步证

实教师情绪劳动能缓冲学生由于生活事件而产生的

情绪问题，从而为教师情绪劳动在教育教学中的价

值性提供了证据。

在情绪劳动的四个维度中，情绪劳动知觉是指

个体对所从事工作情绪要求的感知，表层行为是个

体保持内心感受不变，仅根据工作要求改变其外在

情绪。深层行为是个体根据工作要求努力改变内心

感受，使内在感受和外在情绪表现一致。自然策略

则是个体的真实感受和工作要求一致时，情绪的自

然流露。本研究发现情绪劳动四个维度中情绪劳动

知觉和表层行为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学生抑郁

症状预测显著，而情绪劳动的深层行为和自然策略

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学生抑郁症状预测不显

著。其原因可能与教师针对学生不同情绪状态而采

取不同的情绪劳动策略有关。台湾学者江文慈[3]的

研究发现，教师在正向情绪表达和负性情绪调整方

面方式不同。当学生处于正向积极的情绪状态时，

教师可能更容易采用深层行为策略和自然策略与学

生同乐，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快乐；而当学生处于负向

消极情绪状态时，教师可能感同身受学生的情绪体

验，但教师不能也不应该同学生一样陷入负性的情

绪状态之中，教师需要营造积极正向的情绪氛围，此

时教师可能更多使用情绪劳动表层的行为策略，通

测量变量

生活事件

情绪劳动知觉

生活事件×情绪劳动知觉

生活事件

表层行为

生活事件×表层行为

生活事件

深层行为

生活事件×深层行为

生活事件

自然策略

生活事件×自然策略

生活事件

情绪劳动总分

生活事件×情绪劳动总分

β
2.707

-0.155
-0.359
2.701

-0.086
-0.353
2.721

-0.354
-0.157
2.732
0.122

-0.125
2.717

-0.185
-0.362

SE
0.156
0.251
0.152
0.157
0.253
0.155
0.155
0.248
0.159
0.155
0.246
0.157
0.157
0.254
0.156

F
302.04***

0.38
5.57**

295.07***
0.12
5.21*

308.40***
2.04
0.97

310.83
0.24
0.63

299.68***
0.53
5.36*

df
2051

98
2051
2029

97
2029
2080

99
2080
2080

99
2080
2029

97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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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积极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引导学生冲破消极情绪

的阴影。

本研究仅对学生经历生活事件后，教师情绪劳

动对学生负性情绪（抑郁症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今后的研究可以从积极心理的视角出发，探讨教师

情绪劳动对学生积极心理形成的影响。

本研究在探寻教师情绪劳动对学生生活事件与

抑郁症状关系的作用时，没有考虑学生认知因素的

中介或调节作用，从相关的文献来看[22, 23]，学生认知

因素在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调

节或中介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考虑教师情绪劳

动是否可能通过学生的认知因素影响其负性情绪。

（致谢：研究在数据收集阶段得到了湖南省湘潭市

11中彭四清校长，湘乡市教育局邓建斌老师，娄底

地区曾国藩实验中学初中部杨子华校长，长沙县杨

梓冲中学黄忠勇老师、松雅湖中学刘林老师、岳阳市

鹰山中学周璇等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向他

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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