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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表现规则是情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表现规则的概念最早由 Ekman 和

Friesen 在其跨文化研究中提出，从那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情绪表现规则制约着
情绪表达行为的合适性，人们根据情绪表现规则调节或控制自己的情绪。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随
年龄增长而发展，这种变化是认知、社会、言语和身体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复杂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
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受性别、人际背景、情绪类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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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情绪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交流和人际调节的作用。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需要通过情绪表达来传递自己的情绪体验，然而，情绪表达很容易受主观意志控制，人们
的情绪表达与真实体验往往是不一致的。人们主要通过言语和面部表情等几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
情绪表达；而人们控制情绪表达的原因，既有亲社会的，也有自我保护的。
情绪知识的建构是儿童期的重要发展任务。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情绪表现规则（ display
rules）的知识非常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情绪表现规则对人们情绪表达行为的调节提出了
外显的社会化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习俗抑制真实的情绪表达，社会期望人们隐藏真实的
情绪体验。例如，即使得到一个不喜欢的礼物，也要微笑并表示喜欢这个礼物。情绪表现规则对
人们如何调节情绪表达，使之适合社会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二，情绪表现规则知识是对表
情知识（面部表情的标志）
、情景理解（对特定情景下常规情绪反应的理解）和情绪观点采择（特
殊的情绪反应和常规情绪反应的区别）的整合。第三，情绪表现规则基于一种人际观点，这种观
点认为，个体的情绪体验从属于觉察到的他人的情绪反应，情绪表现规则要求儿童根据人际目标
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
情绪表现规则是情绪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情绪表现规则提出以后，
涌现了许多对情绪的研究，尤其是情绪表现规则在情绪表达和情绪社会化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将从情绪表现规则的含义、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发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
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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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表现规则的含义
情绪表现规则最早由 Ekman 和 Friesen 在其跨文化研究中提出，所谓表现规则是指引导人们如
何及时地调整情绪表达的规则。 Jones 认为，表现规则知识（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包括两种成
分：表情调节知识（ expression regulation knowledge）和目标（ goals）。表情调节知识是指根据情境要求
调节面部表情的知识，目标是决定表现规则使用的一个重要成分，因为人们表达与内部心理状态不
（ p. 1209）
一致的情绪时，都是有一定的动机的；目标与儿童对情绪表现规则的社会作用的理解有关［1］
。

情绪表现规则具有内部调节功能，因此，与维护自尊和避免尴尬有关；情绪表现规则也起到社会调
节功能，因为人们能够考虑到某种特殊的情绪表现可能会影响他人。同时，人们对情绪表现规则知
识的使用存在不同的动机或原因，如情绪表现规则既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也可以用来保护他人。
Saarni 提出的两种最普遍的情绪表现规则是文化表现规则（ cultural display rules）和满足当前需
［2］
（ p. 424）
。文化表现规则是指情绪表达要符合特定的社会
要的表现规则（ Satisfy a need of the moment）
团体、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成员所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社会习俗，从本质上讲，它是亲社会的，代表
一种文化认可的情绪交流方式。例如，男孩不能哭；收到不喜欢的礼物时，要表现出快乐的表情，并
要表示感谢。满足当前需要的表现规则是指情绪表达主要考虑个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讲，它是自我
保护的，例如，为了避免被他人嘲笑而隐藏自己的情绪体验。
另有研究者在 Saarni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使用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动机角度或情绪表达
与否的原因角度将情绪表现规则分为三类：亲社会的、自我保护的和常规维持的（ norm-maintenance
rules）。他们认为，亲社会的情绪表现规则主要是考虑他人的感觉，自我保护的情绪表现规则主要
是考虑使 自 己 脱 离 困 境，而 常 规 维 持 的 情 绪 表 现 规 则 主 要 是 维 护 社 会 习 俗 或 考 虑 社 交 的 合
（ p. 1210）
［3］
（ p. 1040）
［4］
（ p. 960）
适性［1］
。

（1）夸
Matsumoto 等人提出，依据情绪表现规则，人们对情绪表达行为的调节有以下几种方式：
大
（amplification）
，
表达的情绪比实际感觉到的情绪强烈；
（2）缩小（ deamplification）
，表达的情绪没有实
际感觉到的情绪强烈；
（3）
中立
（neutralization）
，
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4）掩饰（masking）
，表达的情绪并不
是个体真实感受到的情绪；
（5）
限制（qualification）
，当情绪是混合的或者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情绪时，
只表达其中一种情绪；
（6）
没有调整的情绪表达
（unmodified expression）
，表达的情绪就是自己真实体验
（pp.150 - 151）
到的情绪［5］
。

二、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发展
情绪表现规则制约着情绪表达行为的合适性，人们根据表现规则来调节或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
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获得了情绪表达的脚本，
知道何时以及如何表达或掩饰他们的情绪。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使用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知道面部表情和内心状态可以不一致。一
些学前儿童知道表达消极情绪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并且认识到在不同的人际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后
（ p. 917）
果［6］
。Harris 等人认为，儿童大约六岁就已经掌握了符合有关情绪表现规则的面部表露和内
（ p. 895）
心体验的区分技能［7］
，但此时儿童对情绪表现规则的使用不是有意的、有策略的，儿童最初出

现的掩饰情绪的行为是模仿或父母教导的结果。
到了小学阶段，随着儿童复杂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发展，情绪表现规则的知识获得了迅速
［8］
（ p. 366）

发展

。虽然六岁的儿童就获得了与情绪表现规则有关的基本的区分技能，但这个阶段儿童

对情绪表现规则的理解还是片面的；直到儿童中期，他们才能够全面理解情绪表现规则。对情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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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规则的理解是社会交往的更复杂的形式，例如，理解了外部情绪状态与内部的情绪体验不一定一
致，儿童就可以为了各种目的特意改变自己的情绪表达。
Saarni 认为，在调节情绪表达方面的年龄差异反映了儿童社会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具体表
现在三个方面：
（1）对情绪表达的前提和后果的推理；
（2）对自己和他人情绪体验的推断；
（3）在合适
（ pp. 104 - 107）
的情境中使用情绪表现规则的能力［2］
。而且，儿童必须懂得如何转换他们的情绪表达，

并需要有一定的生理能力控制情绪表达，以及在合适的情境中使用情绪表现规则的动机。
因此，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发展是认知、社会、言语和身体发展等各方面复杂而相互作用
的结果。

三、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影响因素研究
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获得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获得和
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和
下列因素有关：
（1）性别；
（2）人际背景；
（3）情绪体验的类型（生气、伤心、失望、尴尬、疼痛）；
（4）文
［9］
（ pp. 123 - 126）
［10］
（ p. 1314）
［11］
（ p. 842）
化；
（5）家庭环境；
（6）社交能力
。
（一）性别
性别可以影响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使用。大部分研究发现，女孩比男孩能更好地使用情
绪表现规则知识。 Saarni 等人在失望情境中研究儿童的情绪表达后发现，女孩比男孩不仅有较少
（ p. 275）
［13］
（ p. 660）
［14］
（ p. 415）
。 Jones 也发现，女孩比男
的消极情绪，而且会更多地掩饰自己的这些情绪［12］
（ p. 1215）
孩能说出更多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并更早地使用这种知识［1］
。

儿童的情绪表达方式也存在性别差异，
女孩更多地通过面部表情交流情绪；
而男孩大多通过行为表
达情绪，
如攻击。这些差异的出现也许和性别角色有关，
反映了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情绪表达和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但对情绪表达的原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还没有
定论。研究发现，受情绪困扰的男孩更多地表现出自我保护的情绪表现规则，女孩则多使用亲社会
（ pp. 370 - 372）
的情绪表现规则［8］
。 Jones 的研究发现，在亲社会的情绪表现规则的使用和自我保护的情

绪表现规则的使用方面，男孩与女孩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女孩使用常规维持的情绪表现规则
（ p. 1215）
的频率要高于男孩［1］
。性别对情绪表达原因究竟有何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

（二）人际背景
社会交往是学习文化表现规则和情绪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情绪发展是儿童人际交往的
结果，因此，对情绪行为的解释不能不考虑人际背景的作用。他人的出现会影响儿童情绪表现规则
的使用。
（ p. 1310）
儿童在他人面前比单独时更多地掩饰自己的情绪表达［15］
，特别是当他人是权威人物或

陌生人时，如在老师面前比在同学面前更多地掩饰生气情绪。 Saarni 的研究发现，年长儿童（10—13
岁），尤其是女孩，更愿意对同伴而不是父母表达他们的情绪；而年幼儿童则相反［12］。 Zeman 和
Garber 在研究不同的观众人物影响一、三、五年级儿童表达消极情绪的意愿后发现，低年级儿童对
（ p. 957）
。
父母比对同伴要表达出更多的消极情绪，因为从同伴那里会得到更多的消极后果［4］
儿童和观众人物的联系程度是决定儿童情绪表达意愿的主要因素。好朋友和父母在很多领域
中对儿童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而他人（如同学、老师和教练）只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提供有限的
支持。儿童情绪表达的调节受关系亲密度、权威和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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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背景会影响儿童的情绪表达已被很多研究所证明，但观众态度和反应是否会影响儿童的
情绪表达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情绪类型
情绪类型也会影响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的使用，儿童掩饰情绪的使用因情绪的类型而不同，多数
儿童会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有研究表明，儿童表达伤心是为了得到支持，表达疼痛是因为这是不
可控制的，调节生气情绪是因为生气会造成消极的人际后果。而且，疼痛的表达比生气和伤心的表
（ pp. 920 - 921）
达更容易被接受，因为表达疼痛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同情［6］
。

但目前的研究似乎都集中在消极情绪的研究上，儿童对一些积极情绪，尤其是复杂积极情绪的
情绪表现规则的知识有何差异，这样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在许多情境下，儿童为了一定的目的，
也会掩饰或调节其积极情绪表达行为。例如，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取得了成绩，表现出过度自
豪是不合适的。因此，对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情绪，还有必要扩展到
对积极情绪的研究上，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及其发展。
（四）文化
人们的情绪表达受到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不同文化对情绪表达有不同的社会准则。以往
的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人们表达生气情绪，而提倡表达羞愧情绪，因为生气威胁到人际
（ pp. 989 - 991）
协调，如婆罗门的儿童比美国儿童更不愿意交流消极情绪［16］
。

Matsumoto 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八种社交情景中的（自己、公众场合、好朋友、家庭成员、熟人、地
位高的人、地位低的人、儿童）六种情绪表现规则进行评定后发现，美国人多在团体内表达一些消极
（ p. 195）
情绪，并认为在团体外表达快乐更合适；而日本人认为在团体外表达一些消极情绪更合适［17］
。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化对儿童控制情绪的作用。例如，研究发现，英国儿童比意大利
儿童更早掌握情绪表现规则，因此，英国文化更强调隐藏消极情绪。 Joshi 和 Maclean 发现，有成人
（ p. 1376）
在场的情况下，印度儿童比英国儿童更早地学会隐藏情绪表达［18］
。
情绪表现规则的概念来自于跨文化研究，但近二十年来，对情绪表现规则的跨文化研究却很
少。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文化对情绪表现规则使用和理解的影响，并对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在情
绪表达、情绪调节、情绪理解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
（五）家庭环境
家庭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帮助儿童获得情绪认知和有效的情绪调节上起着重要
作用。Zeman 的研究表明，家庭情绪表露尤其是父亲的情绪表露对幼儿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产生
（ p. 41）
了重要影响［19］
；Jones 则探讨了母亲的情绪表露，她发现母亲的消极情绪表露与小学生自我保
（ p. 1209）
护的情绪表现规则存在正相关，与亲社会的情绪表现规则存在负相关［1］
。笔者的研究也发

现，幼儿情绪表现规则与家庭情绪表露存在一定联系，家庭情绪表露与幼儿人际支持的情绪表达结
果预期存在正相关，与工具支持的情绪表达结果预期存在负相关［20］。
（六）社交能力
对社交能力是否影响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的知识和理解，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研究表明，在产生
生气的真实 情 境 中，被 拒 绝 的 儿 童、攻 击 儿 童 与 正 常 儿 童 相 比 会 有 更 多 的 生 气 情 绪 体 验 和 表
（ p. 1145）
达［21］
。 Casey 发现，外向型儿童（ externalizing children）比非外向型（ none-externalizing）儿童更少
地准确显示自己的面部表情；然而，Underwood 认为，攻击儿童和非攻击儿童对生气情绪的表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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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366）
差异［8］
；Parker 研究了儿童在真实的同伴交往情境和假设的同伴交往情境中生气情绪的表现

规则的使用和知识，结果发现，被拒绝儿童和攻击儿童与正常儿童在两种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并没有
（ pp. 549 - 551）
显著差异［22］
。
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的知识也会影响儿童的社交能力。以往的研究发现，情绪表现规则的知识
与儿童的社交能力有一定的关系。那些使用亲社会的情绪表现规则的儿童，教师评定他们有更多
（ p. 19）
，且更受同伴欢迎［1］。笔者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多自我保护表现规则的小
的亲社会的倾向［23］
学生更易被同伴拒绝［24］。McDowell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该研究发现，有亲社会情绪表现
（ p. 415）
。在另一项研究中笔者发现，拥有表
规则的儿童，教师和同伴评价他们有更高的社交能力［14］
情调节知识的幼儿多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具有自我保护情绪表现规则的幼儿则表现出更多的害
羞、退缩行为［24］。

四、存在问题与研究方向
回顾以往对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心理学家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并认为以后的研究
要以这些方面作为研究重点。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对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假设情境的自我报告法，即向儿童呈
现一个假设的故事情境，让儿童报告他们会如何表达或隐藏他们的情绪。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方法
存在一些缺陷，因为自我报告法受儿童语言能力和主观体验的影响太大。另外，虽然假设故事是研
究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最主要的方法，但是这些故事是否能真正代表情绪表现规则，仍然没有充分
的实证效度［1］。也有人使用失望情境的实验范式，并用此方法发现四岁幼儿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情
绪表现规则知识，能够对情绪表达进行调节，但此方法只能得到情绪表达的调节，具体调节什么？
为什么调节？则不得而知［25］。因此，笔者认为，对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有必要综合多种方法，将
自我报告法与实验法、观察法和问卷法结合起来运用。
在情绪类型上，目前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使用和研究主要是一些初级情绪，例如伤心、害怕、疼
痛等，对自豪、内疚、惭愧等高级情绪的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很少。内疚、惭愧等自我意识情绪没有
明显的面部表情，对于这些情绪，儿童会采取何种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和初级情绪的表达方式
有何差别？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关于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一些消
极情绪上，很少有积极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
有关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国内还很少有对情绪表现规则知识
的研究。西方文化下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适合？中国文化下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
发展有哪些特点？也都需要我们对此开展研究。
另外，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它与其他知识有何差异？
与儿童的情绪观点采择等社会认知能力又有何联系？儿童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如何发展？情绪表现
规则知识如何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系统和深入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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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of Children’s Emotion Display Rules：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Rules
XU Qin-mei1 ，JU Xiao-hui2
（1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Qingd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Qingdao 266555，China）
Abstract：Display rules ar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emotion domain in psychology，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 In recent years，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oles of
display rules in child development . Display rules gover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hildren ’s expressive
behaviors. Based on motivation or causes of emotion expression，display rule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pecific categories such as pro-social，self-protective，and norm-maintenance rules . Children’s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 develops with age . Children are able to use the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Although children are not likely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display rules until middle childhood，
they do underst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ppearance of a facial expression and the real internal state
even when they are preschoolers . Moreover， some preschoolers understand that there might b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expressing negative emotions . There are also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 . Generally speaking，girls are more adept at the use of display rules and managing their emotions . Girls
may communicate their emotions through more facial expression than boys；while boys express emotions through
more behaviors（ such as aggression）than girls . The factors such as gender，culture，types of emotions，family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ability influence children’s use of the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 . Social context also
plays a great part in the use of display rules . Younger children prefer to express emotions to adults rather than
to peers . Children use display rules in the presence of an audience figure more than when alone . They express
or regulate different emotions such as sadness，pain and anger for different causes .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culture are likely to use different rules to express emotions . In conclusion，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knowledge of display rules，which is affected by age，gender，culture，etc .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ir
socialization process .
Key words：children；emotion expression；display rule；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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