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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的关系，检验心理资本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情

绪劳动策略量表、职业倦怠量表中情绪耗竭分量表和本土心理资本量表对 253 名幼儿教师进行集体施测。 结果：①
情绪耗竭与自然行为、深层行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与表层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②高

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能显著预测情绪耗竭。 ③低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幼儿教师的表层行为

能显著预测情绪耗竭。 结论：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关系密切；人际型心理资本在深层行为与情绪耗竭、

表层行为与情绪耗竭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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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e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is link. Methods: The Emotional La-
bor Strategy、Emotional Exhaustion Subscale from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and Indigenous Sca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253 Preschool teachers. Results: ①Emotional exhaustion scores were sig-
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pression of natural emotion, deep acting,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TOPC)
and guanxi-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GOPC), while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rface acting. ②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high GOPC reported sharp decreases in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deep acting increased, while low
GOPC individuals reported slightly decreased emotional exhaustion with increased deep acting. ③Preschool teachers with
low GOPC reported sharp increases in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surface acting increased, while high GOPC individuals re-
ported only slightly increased emotional exhaustion with increased surface acting. Conclusion: The emotional labor strate-
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GOPC is served to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ep acting (or surface
acting)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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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child 最早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 认为空

乘服务员需要调整自身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以产

生符合组织要求的情绪表达行为 [1]，这 种情绪管理

行为即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它包含三种策

略：自然行为、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 自然行为是自

然流露出的与组织要求相符的情绪 表现 [2]；深层行

为是既调整内在情绪体验又改变外在情绪表达的情

绪劳动策略；而表层行为却只改变外在情绪表达，并

不改变内心的情绪感受[1，3]。 情绪劳动是否导致个体

情绪耗竭取决于所选择的策略[4]。 实证研究发现，自

然行为[5，6]和深层行为 [7]与情绪耗竭呈负相关，而表层

行为会导致更多的情绪耗竭[8，9]。
已有研究表明， 情绪劳动与情绪耗竭的关系受

多种个体心理品质的影响[7，10-12]。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

积极的个性特征， 会提供给个体更多的情感支持和

心理能量，能缓解消极情绪所引发的不良影响，对个

体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13-15]，这提示我们，在探讨情绪

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关系中， 个体心理资本水平不

同， 其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的关系可能有所差

异。 目前，心理资本已经本土化，特指中国组织情景

下个体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可测量、可

开发和对工作绩效有促进作用的积极心态或心理能

力，包括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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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研究多集中于服务行业。研究发现，教

师与服务行业相关人员同属于高情绪劳动人群 [5，6]。
与其它教师群体相比， 幼儿教师面临的是一种高情

感投入的工作，需要付出高强度的情绪劳动。 但是，
以往研究对幼儿教师关注不足， 未全面了解情绪劳

动策略对情绪耗竭的影响过程。鉴于以上分析，本研

究以幼儿教师为被试， 探讨心理资本在情绪劳动策

略与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 整群选取吉林省 7 所幼儿园的

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31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53 份。 所有幼儿教师均为女性，教龄最少 3 个月，
最长 30 年，平均教龄 7.06 年（s=6.71）；学历层次：中

专或高中 17 人，大专 72 人，本科 157 人，硕士 7 人。
任教班级：托班 6 人，小班 57 人，中班 70 人，大班

120 人。
1.2 工具

1.2.1 情绪劳动策略 采用 Diefendorff 编制的情绪

劳动策略量表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ELS）[2]，包

括 14 个项目，分属 3 个分量表：自然行为（Expres-
sion of naturally emotion，3 项）、深层行为（Deep act-
ing，DA，4 项）、表 层 行 为（Surface acting，SA，7 项）。
为保证项目含义的一致性， 请三位具有良好英语背

景的专家进行翻译和回译验证， 在翻译中将表述修

改成适合幼儿教师的量表，如将“顾客”修改成“孩

子”。该量表采用 5 点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 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越采用该情绪劳动策

略 。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CFI=0.908，NFI=
0.926，TLI=0.917，RMSEA=0.068，表明问卷结构效度

较好。 本研究中，整体量表 α 系数为 0.84，分量表中

自然行为、 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的 α 系数分别为

0.95、0.88、0.85。
1.2.2 情绪耗竭 采用李超平和时勘修订的职业倦

怠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中情绪耗竭分量表（Emotional Exhaustion）
[16]，包括 5 道题。量表采用 7 点评分，0 代表“从不”，6
代表 “每天”。 本研究中， 情绪耗竭量表 α 系数为

0.92。
1.2.3 心理资本 采用柯江林、 孙健敏和李永瑞编

制的短版中国本土心理资本量表 （Indigenous Sca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ISPC）[13]，共 40 个项目。 分事

务型心理资本 （Task-orient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PC）和人际型 心理资本（Guanxi-oriented psycho-
logical capital，GOPC）两个维度，各 20 个项目。 采用

6 点评价，1 表示“非常不满意”，6 表示“非常满意”。

分数越高，表明心理资本的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CFI=0.911，NFI=0.907，TLI=0.934，RM-
SEA=0.057。 本研究中，整体量表 α 系数为 0.81，事

务型心 理资本分量 表和人际 型心理资 本 分 量 表 α
系数分别为 0.84、0.87。
1.3 统计方法

采 用 SPSS18.0 软 件 处 理 数 据，Pearson 相 关 检

验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层线性回归分析调节效应。

2 结 果

2.1 基本描述统计

在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关系中，自然行为、

深层行为与情绪耗竭呈显著负相关， 而表层行为与

情绪耗竭呈显著正相关。 在心理资本与情绪耗竭关

系中， 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均与情绪

耗竭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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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资本在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关系中

的调节效应

运用分层回归分别考察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

型心理资本对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 耗竭的调节 作

用。 首先，将研究中各变量中心化，以避免共线性问

题。 然后，在 SPSS 中分 4 步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

方程：第一步，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教龄、学历层次和

任教班级）纳入方程。 第二步，将自变量（自然行为、

表 1 情绪劳动策略、心理资本和情绪耗竭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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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纳入方程，对因变量情绪耗竭

进行回归，考察自变量的主效应；第三步，将调节变

量（事务型心理资本或人际型心理资本）纳入回归方

程，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第四步，将自

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 如果该效

应显著，表明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在控制教龄、学历层次和任教班级

的条件下，情绪劳动策略、事务型心理资本以及情绪

劳动策略和事务型心理资本的交互作用对情绪耗竭

的回归方程显著，F（10，242）=20.14，P＜0.001。 其中，
情绪劳动策略与事务型心理资本的交互作用均不显

著，而深层行为、表层行为和事务型心理资本主效应

均显著（β=－0.12，P＜0.01；β=0.35，P＜0.001；β=－0.45，
P＜0.001）。

又由表 2 可知，在控制了教龄、学历层次和任教

班级的条件下，情绪劳动策略、人际型心理资本以及

情绪劳动策略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交互作用对情绪

耗竭的回归方程显著，F （10，242）=14.05，P＜0.001。
其中，深层行为、表层行为与人际型心理资本交互作

用 显 著 （β=－0.11，P＜0.05；β=－0.18，P＜0.001）；深 层

行为、 表层行为和人际型心理资本主 效应均显著

（β=－0.18，0.27，－0.32，均 P＜0.001）。 进一步了解调

节作用模式， 以高/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选

择高/低人际型心理资本个体，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同时， 绘制高/低人际型心理资本在情绪劳动策略

（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 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回归线，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在低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 深层行为不能显著

预 测 情 绪 耗 竭 （simple slope =-0.19，t =-1.23，P ＞
0.05）；在高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深层行为对情绪

耗 竭 预 测 显 著 （simple slope =-0.50，t =-3.58，P ＜
0.001）。 即：当被试处于低人际型心理资本时，情绪

耗竭不随深层行为的变化而变化； 当被试具有高人

际型心理资本时， 情绪耗竭随深层行为的增多而显

著衰减，见图 1。
在低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 表层行为可以显著

预测情绪耗竭 （simple slope=0.46，t=3.37，P＜0.01）；
在高人际型心理资本组中， 表层行为对情绪耗竭预

测不显著（simple slope=0.19，t=1.20，P＞0.05）。 即：当

被试处于低人际型心理资本时， 情绪耗竭随表层行

为增多而大幅增强； 当被试具有高人际型心理资本

时，情绪耗竭不随表层行为的变化而变化，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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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层行为与人际型心理资本交互作用图 图 2 表层行为与人际型心理资本交互作用图

表 2 心理资本对情绪劳动策略与情绪耗竭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β 为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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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发现，对情绪耗竭的预测中，自然行为主效

应不显著，但深层行为和表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这

与既往研究相一致 [6-9]。 根据资源保护理论（Conser-
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17]， 个体一旦消耗自身资

源，就会努力获得更多的资源以补充自身的需要。但

是，如果无法获得资源，就会导致功能紊乱。 Zapf 指

出，使用表层行为的个体，一方面需要付出一定努力

以维持外在的情绪表现；另一方面，个体内在感受与

外在表现的不一致，将降低自我真实感，引起情绪失

调。这两个因素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如果能量不

能得到有效的补充， 使用表层行为的个体就会出现

情绪耗竭[18]。 相反，深层行为使得个体内心感受与外

在情绪表现统一起来。 Brotheridge 和 Lee 指出这种

内外的统一，会产生更多的自我真实感[19]，而自我真

实感的提升反而使得个体贮存了资源[20]。 因此，深层

行为会降低情绪耗竭。 情绪劳动策略中的自然行为

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行为， 是无需调节的情绪劳

动策略，是自动化的。 因此，自然行为不消耗相应的

心理能量，它的增强会减少教师的情绪劳动强度，降

低情绪耗竭的风险，但不能预测情绪耗竭。
研究还显示，在深层行为、表层行为与情绪耗竭

的关系中，不可忽略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其中事务

型心理资本未发现调节作用， 人际型心理资本存在

显著的调节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所导致的， 事务型心理资本强调处理事务过程中涉

及的积极类状态， 人际型心理资本则偏重人际交往

中展现的积极心理力量。 而情绪劳动正是人际互动

中，个体为达到组织要求，调整情绪表达的过程。 它

与人际型心理资本均指向人际关系处理， 作用点一

致。因此，人际型心理资本比事务型心理资本调节效

果明显，在深层行为与情绪耗竭、表层行为与情绪耗

竭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与低人际型心理资本

相比，高人际型心理资本个体随着深层行为的增多，

情绪耗竭明显减弱；随着表层行为的增加，情绪耗竭

增强不明显。该结果符合资源保护理论[17]。具有高人

际心理资本的个体由于善于维持人际和谐而得到了

更多的情感支持， 有效缓解了由使用更多的表层行

为而带来的资源损耗。同样，深层行为不会消耗更多

的心理资源，它与高人际心理资本产生合力，给予个

体更多的心理能量。正因为如此，在高人际心理资本

的情况下，个体随着深层行为的增多，情绪耗竭程度

明显降低；随着表层行为的增加，情绪耗竭增幅不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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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心理健康与生活压力、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 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与生活

压力呈显著正相关，即生活压力越大，心理健康状况

越差。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毕业

生就业困难加剧， 同时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在培养方

案上的缺陷，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深重烙印，使得这

些出生于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们享受 不到城市的 资

源， 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潜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摆布着

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的机会，这些无形中

更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源。
研究显示， 当前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压力

源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工作本身的压力性生活事

件，也有来自新环境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经济窘迫的

种种困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对

自我未来的展望和目标（如工作前景、找男/女朋友、
买房成家等）也逐渐成为其重要的压力性生活事件。
因此， 有着良好的心理特征便成为大学毕业生保持

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之一。 心理资本作为调节生活

压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无疑发挥

着重要作用。 调查结果表明， 心理资本不论是自我

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四个维度，还是心理资本总

分与心理健康均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自我效能、
韧性、乐观和希望这四个子成分均是具有积极倾向

的个体心理特征， 在单因素水平不但可以对心理健

康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例如，高自我效能的个体对未来的预期也相对乐

观，在逆境中也更有韧性)，基于这四个子成分间的

相互影响和协同效应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构念———心

理资本，在生活压力前提下，对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和

非常显著影响作用。
3.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是指调节变量独立于自变量之外，即

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而是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一个条件变量，调

节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9]。 也就是说，调节变量

只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起作用———加强或

消弱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统计层面上可将调节变量

的作用描述为：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

量的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生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是正向的且作用非常显著， 心理资本与生活压力

二者的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呈非常显著水平，
即在生活压力前提下， 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重大。在本研究中，心理资本在生活压力和心理健康

之间起着纯粹的调节效应。因此，指导和开发大学毕

业生提高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心理结构单成

份或多成份，即提升个体心理资本的积极倾向，不一

定能减少农村籍大学毕业 生的生活压 力性生活事

件，但可以调节心理健康水平，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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