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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分层是指个人情感的分层，不同于学术界所指的情感社会分层或心理分层等。情感分层本质上

是叙述的分层，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种情感作为另一情感的对象，二是复合情感的内部分层。前者是道德情
感产生的原因，后者是情感分析的关键步骤。情感分层研究可以加深对叙述分层的理解，可以促进对感知方式
的认识，也可为人工智能和人工情感的实现做出贡献。
关键词：情感分层；复合情感；人工情感；情感符号学；情感叙述学
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18.02.018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8)02-0133-06

一、什么是情感分层

性，与压力源、社会支持密切相关”[5]。何炜在讨论
新媒介与赛博人格问题的时候说：
“新媒体时代的

迄今为止，情感分层问题一般只在社会学领

世界图像，已无关乎第一媒介时代图像对生命流

域进行讨论，情感分层事实上被理解为社会分

转、德行时空、情感分层及社会群落的规约，而是

层。特纳认为：
“处于较低社会阶级的民众比那些

以人的多样性想象、人的生命延伸和对无垠空间

处于较高社会等级中的民众体验到较多的愤怒、

的纯粹想象命名和分割为特征。”[6] 这里所说的情

悲伤、恐惧、羞愧和疏离”，人们可以利用这些负性

感分层显然指的是“社会群落”的分层。情感的社

情感间接地保卫更多的资源，
“比如因为回击产生

会分层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符号学观念有一

这些负性情感的分层系统和体制领域而产生的自

定的联系：
“ 社会决定情感的产生，情感决定社会

豪”，而且这些负性情感“能够在校正因不公平而

的建构。”[7]

产生的委屈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且，还能够间接地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学领域内的情感

改变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 特纳所论的“情感的

分层，而是个人情感的分层。换句话说，就是个人

分层系统”实际上是体制领域内的分层系统，由于

的不同情感之间到底是平行关系还是存在包含关

体制的分层导致处于不同阶层中的人体验到的情

系。这个问题容易与学术界讨论的另一些情感层

感很不相同。特纳的研究定调式地影响了大批中

次问题混淆，必须首先阐明。一类是从个人的需

国学者对情感分层问题的探讨。郭景萍认为“情

要层次给情感分层，用以说明人在不同的需求层

感社会分层是根据将人们所获得的资源导入情感

次上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比如郭景萍在她的另一

世界所形成的有差异甚至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主

篇文章中把情感文明结构分为四个层次：情感的

观社会结构” ，
“通常按照权力和地位的关系纵向

温饱、情感的安全、情感的尊重、情感的自我实

排列，经济、政治的权力优势将转化为人们之间在

现。[8]她谈的是文明结构，事实上对个人而言依然

微观的、情感层面的权力差异。”[3] 王鹏认为“情感

实用。仇德辉认为：
“情感是人脑对于价值关系的

体验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存在差异的”，因

主观反映，情感的客观目的在于满足人的价值需

而情感不仅会维持与强化现有的社会分层体系，

要，因此情感的层次结构在根本上取决于价值的

而且潜伏了社会变迁的危机。 陈满琪的看法与

层次结构。”[9]72 进而，他大致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

他基本相同，并进一步发现“情感分层具有跨领域

次将价值与情感层次分为“温饱类价值/情感”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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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健康类价值/情感”
“自尊与人尊类价值/情感”
“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情感”四类，并得出
六个各层次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
“高层次情感必
须建立在低层次情感的基础之上”
“高层次情感可
以对低层次情感产生反作用”
“主层次情感比低层
次情感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高层次情感比低层次
情感具有更大的差异性、波动性和干扰性”
“ 高层
次情感具有较强的容他性和共享性”
“高层次情感
相对于低层次情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9]72-75
由于“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它反映客
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10]，所以用需求层
次理论解释情感层次就显得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一类是从情感的心理层面来谈，认为心理
有深层与表层之分，因而情感也有深层与表层之
分。严孚良据此将情感分为三层：
最深层次的情感不融入丝毫理性成分，即没
有任何“思想”意义，可名之为抽象情感，它是贴近
生命本体的情感活动，即生命律动的体现；中间层
次的情感是对世界、人生、生命、宇宙等作形而上
的体悟，直觉悟性成分多，理性成分极少，故且名
之为朦胧情感，我们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 我
国古代的山水诗表现的是这类情感；最浅层次的
情感，融合着明显的理性成分，是对客观事物或人
的精神世界作分析性体验，故可名之为理性情
感。[11]
这个情感分层，是按理性成分的多少来分的，
或者说是按“纯度”来分的。越是没有理性色彩、
越是纯粹的情感，就越是处于深层。此种分法很
是不好辨识。此观点认为情感与理性是不相融的
两个范畴，融和了理性的情感，情感和理性仍然应
该分开，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融合了理性的“表层
情感”。这个分类法还会带来一个无法解决的悖
论：如果将情感和理性分开来看，那么情感部分就
处于深层；如果将它们合起来看，情感反而处于表
层。这个做法的结果是把情感分层问题变成了一
个合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的问题。
在音乐审美与情感研究中，人们首先注意到
音乐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反应的区别，然后 Krathwohl 提出了情感五层次论。五层次划分的目的是
为教育者组织评估与情感相关的课程提供帮助，
划分依据是与情感相关联的五个连续行为阶段：
接受、反应、价值、组织和特征化，
“ 接受是一种自
愿的参与，反应指的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价值的产
生与客体相联系的，组织则是将诸价值整合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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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之中，而特征化则是指基于价值体系的独特生
活风格的发展”[12]。这个分层法的依据是心理接
受的五个阶段，而不是情感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是
一个时间问题，而非一个空间结构层次问题，而且
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区分非常不明朗。
以 此 观 之 ，情 感 分 层 问 题 远 没 有 被 讨 论 清
楚。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解决情感本身的构
成因素，而不是解决情感之外的社会结构或心理
结构问题。由于情感的产生依赖于叙述，所以情
感与叙述一样存在分层的问题，也存在类似的分
层方法。
凯南给叙述分层下的定义是：
“故事里面也可
能含有叙述。一个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对象，可
是这个人物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在他
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一个人物叙述另外
一个故事。在他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一
[13]
个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
如此类推，
以致无限”
；
赵毅衡更简明地叙述为：
“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
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14]。笔者曾综合各家论
述，给叙述分层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解：
“ 所谓叙述
分层，就是有意暴露或制造表达平面的叙述技巧，
其主要目的是增强高层叙述的仿真感，其文本特
征是一个叙述中包含另一个叙述，其方法是叙述
另一叙述的叙述者。”[15] 以此类推可知，所谓情感
分层，就是另一情感者被意识到的情感现象。一
个情感的情感者被另一情感者作为情感的对象产
生新的情感，另一情感者的情感就是可以分层
的。当我将曾经的我的情感作为情感对象时产生
的情感，也就是可以分层的。另一方面，有些情感
本身就是复合情感，复合情感本身就包含了两类
以上的情感，只不过后来不再被意识到，这些情感
也是可以分层的。人类的大多数情感都是包含了
其它情感的情感，绝对单纯的情感反而不多。

二、情感作为另一情感的对象
一个情感可以成为另一个情感的对象和原
因，可能是人类特有的能力。韩明友说：
“ 人类情
感心理的复杂不仅体现在情感心理的多样方面，
更多地体现在智慧让人类的各种情感心理相互作
用，体现在人类的情感心理会受到经验认知的严
重影响方面。”[16] 按照他的说法，有情感能力的动
物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情感的变化而改变情感，但
是人却可以，比如一条狗不会随便背叛与主人的
情感而伤害主人，但是再要好的人也可能因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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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遂心的事就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这就
是因为人会以他人的情感为自己情感的原因，或
者说人的情感之中可以包含他人的情感。
范仲淹说：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与范仲淹的说法相近的有很多，比如狄慈根
说：
“只有整个人类的幸福才是你的幸福。”[17]这一
点与马克思的看法完全相同。马克思说：
“那些为
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
幸福的人。”[18]70 马克思所说的幸福的人之所以幸
福，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幸福。多数人的幸福是我
们幸福的原因，处于下一层。以此观之，人类历史
上的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几乎都
以此为出发点。所谓善，就是以他人的快乐为自
己的快乐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参禅悟道之人，提倡“用己身痛苦换来他人快
乐”[19]，似乎有助人之恶之嫌。事实上这是更高一
层次的大善，此种悟道之人，哪怕在过程之中自己
要忍受痛苦，仍然是以他人的快乐为自己最大的
快乐，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快乐，这是因为，
“那时我
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
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
[18]70
人们将洒下热泪”。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以他人的痛苦为痛苦，也是“恶”。萧楚女曾严
厉地批评天罡主义，认为自从“盗跖”以来，一切强
盗、军阀、土豪、劣绅，都是天罡主义的产物，
“他们
不但不以他人的痛苦为痛苦，而且还要故意的造
出他人的痛苦来，以为一种‘乐趣’。”[20] 这里的恶
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不以他人的痛苦为痛苦”，二
是“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前者轻微，后者严
重。不以他人的快乐为快乐，也不以他人的痛苦
为痛苦，就可能造成另一种恶：平庸的恶。对这一
种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
做过极佳的阐释。艾希曼是希特勒反犹主义政策
的执行者，然而在他那里，他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
管理者。从他的供词中得到的感受是：
“令你目瞪
口呆的并非其中骇人听闻的恐怖，而是明显的、彻
底的茫然未觉的不协调。”[21]艾希曼甚至有为人类
发展而灭犹的“善”的初衷，但对被杀害的犹太人
的痛苦视而不见，无比冷漠，这是造成他“平庸的
恶”的根本原因，阿伦特甚至认为：
“善良的人类最
[22]
恶。” 这就说明，善与恶的区分，在情感层面主要
是指对他人情感的情感。爱莲心有过这样的解
释：
“最终也许是阿伦特对艾希曼缺乏恰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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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才使她认为艾希曼是‘平庸者’。”[23]这个说法
可能并不准确，应该说艾希曼缺乏恰当的情感反
应使阿伦特认为他是
“恶者”
。
总而言之，人类情感与其它生物情感的最大
不同，就是人类以对他人情感的情感为善恶判断
的依据，人类有以他人情感为情感对象的能力。
以此反推，人类的多数道德情感都是可以分层的，
道德情感处于上层，
作为对象的他人情感处于下层。
第二种情况，是自我曾经的情感作为现在情
感的对象。当我们回忆曾经历的情感的时候，曾
经的情感会在头脑中“复现”，然后产生一种新的
情感。新的情感处于上层，
“ 复现”的情感处于下
层。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误认为曾经的情感只是被
唤醒，例如舒咏平认为：人曾经体验的情感“正常
情况下它们不会‘浮出水面’，只有当遇到情感触
发物的刺激时，曾经的情感记忆才又被唤醒，表现
为现实的情绪。”[24] 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是我们
时时刻刻把人看作一个具有整一性的连续体，曾
经的我与现在的我被视为永远处于同一层次的存
在。这个思维惯性只有敏锐的哲学家、思想家或
有灵感的诗人才有能力去突破。冯至在他的《十
四行集》中将人的自我超越与突破描述为“彗星的
出现，狂风乍起”，
“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
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
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在这一瞬间，曾经的情感已
经成为现在情感的对象，而现在面对这些情感产
生的新情感，显然不能与曾经的情感相提并论。
以曾经的情感为对象的新情感，更普遍的理解是
认为新的情感是“思”，曾经的情感才是“情”，冯至
的这个理解，也让很多学者误认为是对情感的哲
学思考。再如对闻一多处理情感方式的论述，就
认为闻一多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情感理性化”，
“把
个性化的情感提升到思想的高度，通过思想的力
量约束可能泛滥的情感，赋予情感以力量。”[25] 事
实上，认为面对曾经的情感时的反应是理性的
“思”的看法并无根据。这种所谓的“思”，其实也
可以是一种情感。

三、复合情感中的情感分层
上文所论的情感分层，是就情感的产生叙述
来源而论的。我们必须面对的还有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复合情感。复合情感是由两种以上的更基
础的情感综合而成的情感类型。人们很早就发现
许多种情感类型是复合情感。休谟发现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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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骄傲与谦卑都是复合情感。 [26] 笛卡尔认为人
有惊奇、爱悦、憎恶、欲望、欢乐、悲哀六种原始情
感，其它各种情感都由这六种原始情感组合或分
离而成。卢卡奇说得更明白，情感的相互关联与
组合可能会发生在语言——概念将它们综合成统
一的称谓之后：
“那些重大的感情如恐惧、希望、爱
或恨等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在人们把这些
专门的感情在思想上概括为统一的概念名称之
前，它们肯定在很长的时间间隔里以具体的极其
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起了作用。当然，这种在语
言——概念上综合成统一的称谓要先于它们在情
绪上综合成相互关联的情感组合。”[27] 意思是说，
很多重大的情感类型，是因为有了某个语言概念，
才产生将不同情感组合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勒庞
将乐观、悲观、恐惧、勇气等都视为来自各种情感
组合的心理状态。 [28] 总而言之，人对情感的体验
正如人对色彩的感知，三原色组合成万千色彩，基
本情感组合成万千不同类型的情感。我们这个认
识与普拉奇的看法基本一致：
“ 我们必须承认，多
数情感确实是由更多基本情感组成的混合状态，
就好像所有色彩都可以被视为一些基本色彩混合
的结果”。[29]9
一种情感不能在语言中找到对应词，则该类
型情感就没有被纳入操该语言者的情感分节系
统。一般说来，单纯颜色与单纯情感，在各种语言
中基本可以找到对应词，而复合色和复合情感，在
各种语言中差异很大。中国日报网登载了一篇
David Robson 的文章，列举了 18 种在英语中找不
到对应词的各种语言中的词语，很能说明问题。
[30]

既 然 情 感 可 以 组 合 ，那 么 情 感 就 是 有 层 次
的。复合情感可以分解为单纯情感，单纯情感处
于下层。以上是从个体情感的角度来看的，从社
会情感方面来看，道德情感也是复合的。周安伯
等人认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31]，而意
识形态也并不是一种整体合一的东西，赵毅衡认
为“意识形态以合一为假相，实质上是碎片状的”
[32]
。因此，不论从个人情感还是社会情感方面看，
情感都不是整体合一的，而是可供分析的碎片意
识的拼合，只不过在常识中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
组合规律而已。
我们意识不到情感的组合，是因为我们在感
受到某种情感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对该情感做一
个整体性的反应。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面对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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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叙述者的时候，会自动把第三人称叙述者理
解为一个合一的人格，导致“有一些理论家认为第
三人称根本没有叙述者”的现象发生，然而事实上
第三人称叙述者是一个复杂的叙述框架，较少地
表现为人格。[33]复合情感带来的情感体验与身体
反应，也包含了内含于其中的各种基础情感的体
验与反应，然而由于自然的整合，这些感受与反应
表现为合一的。例如，羞感是一种“对被叙述为耻
的恐惧感”，所以羞感带来的情感反应就会分别包
含耻感和恐惧感带来的反应。[34]从实用分析层面
看，纳尔逊∙琼斯（Nelson-Jones）认为“与‘害羞’一
词相联系的身体反应包括口干、脸红、恶心、晕眩、
流汗、胃痉挛、心跳剧烈、颤抖、思维空白和快速呼
吸”[35]。与恐惧症紧密联系的生理表现是：
“ 面部
肌肉僵直、不自然，身体的某些部位不由自主地发
抖、心跳加快、手心冒汗等”[36]。与耻感相联系的
身体反应则是：
“ 眼神焕散，脸上无光，无地自容，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37]。这些身体反应概括得并
不完全，仔细观察会发现，轻度恐惧与轻度耻感的
身体反应都会在害羞时有表现，所以害羞就是一
种复合情感。恐惧与耻感的更为基础的情感处于
下层，羞感处于上层。进一步分析，耻感本身也是
一种复合情感，其中还包含了其它更为基础的情
感。杨峻岭甚至认为：
“耻感、羞感、愧感和辱感等
情感，是一系列表面类似的情感体验”
“ 因此可以
[38]
将其统称为羞耻感家族。”
由此可见，情感的分层是很复杂的，很多情感
都是由各类不同的基础情感不断叠加组合而成
的。情感叠加态会随着情感经验的不断重复而合
成为一个自然的情感体验，以致后来心灵不再对
其组合加以注意。现代心理学一般把基本情感分
成四种：快乐、愤怒、悲哀和恐惧，这四种基本情感
是人和动物共有的，
“在这四种基本情绪基础上可
以派生出许多种不同组合的复合情绪”[39]。先不
论这个分类是否科学合理，就心理学界现在达成
的共识而言，多数学者都承认大多数情感是由更
基础的情感混合而成的。而这一认识，也与中国
古人对情感的认识相同。
《礼记》将基础情感分为
七个：喜、怒、哀、惧、爱、恶、欲；
《左传》分为六个：
好、恶、喜、怒、哀、乐；荀子与《左传》的分法相同。
这个分类法已经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其它各
类情感由这些基本情感组成。再结合上文所述各
家看法，对基本情感到底是哪些存在不同的认识，
人们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对很多情感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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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可以分层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威廉·格拉瑟（William Glasser）认为：
“ 由于在
所有生物中人类具有最复杂多样的需求，因此人
有最好广泛的情感。”[40]人之所以具有比别的生物
更多的需求，关键在于人比其它生物多了叙述的
能力和对叙述的需求，这种复杂的需求大多数都
是由叙述创造出来的需要。因而在情感与叙述之
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就显得非常合理。

四、情感分层的意义
对情感分层的认识可以反过来促进对叙述层
次的理解。情感分层研究可以反推需求层次，再
从需求层次反推叙述层次，便可得到一种对叙述
层次的新理解。叙述层次不仅可以从显在的叙述
与被叙述方面分开，而且可以在一个叙述中进行
内部分解，因为同一个叙述可能同时包含对两种
情感的叙述，然而在显在的层面又是一个合一的
整体情感与叙述。
情感分层问题的明晰，还是人工情感实现的
先决条件。人工情感之所以尚不能实现，主要原
因就是“由于情绪的复杂性和人类对本身情感变
化规律的研究尚不完善”，所以“使机器自发产生
类似人或动物的情绪还很遥远”。[41]54 而要认清人
类情感的复杂规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认
清情感的层次。情感分层研究的重要意义，就是
将复杂情感分解为简单情感，从而使为情感反应
建立模型提供可能。Ortony、Clore 和 Collins 在《情
感的认知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著名的 OCC 认知情
绪模型，正是用的这个思路。该模型的理论基础，
是假设情绪是作为一个被称为评价的认知过程的
结果而产生，评价取决于事件、主体和对象，评价
结果被分解为对事件的“满意的或不满意的”、对
主体的“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对对象的“喜欢的或
不喜欢的”，进而，
“该模型定义了共计 22 种基本情
绪，并定义了情绪的阶层关系”。[41]54 可以设想，机
器模拟情感的唯一途径，恐怕是最终将情感分解
为便于计算机识别的二进制单位。而探索该二进
制单位的构成元素和各类情感的层次关系，就是
留给人文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任务。
情感分层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更为复杂的感知
方式。比如利科认为，隐喻至少会增加我们的感
知方式，
“ 这便是隐喻的诗意功能。后者（诗意功
能，笔者注）取决于相似性，但这是情感层次的相
似性：通过用一种情境来象征另一种情境，隐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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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融入了被象征的情境，而这些情感与起象征
作用的情境联系”[42]260。他的意思是说，隐喻的诗
意功能通过相似性把情境与情感相联系，因为“情
感间的相似性是由情境的相似性引发的”[42]260，从
而，隐喻不但扩大了我们的认识，而且扩大了我们
的情感。由此可知，隐喻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
式变得越来越复杂，也使我们的情感变得越来越
复杂。而通过情感分层的研究，就可以反过来观
察我们的感知方式是如何变得复杂的。
总而言之，通过对情感的分层研究，可以使对
情感混沌的认识逐渐变得明晰，使情感的内容逐
步变得可分解，也可以使我们对感知的认识从对
外界的感知扩大到对精神的内部感知。情感分层
研究不但可以使混沌的美学概念得到解释，也可
以为人工情感和人工智能的真正实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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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motion Stratification
TAN Guang-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 610068)
Abstract: Emotion stratification refers to personal emotion stratific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or psychological stratification in academia. Essentially, emotion stratification is the narrative stratification. It is divided into two
cases: one emotion as the object of another emotion,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moral emotion; and as the intern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mpound emotion,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emot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of the emotion stratification may acqui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rrative stratification, promote the cognition of the perception
style, and may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the artificial emotion.
Keywords: Emotion Stratification, Compound Emotion, Artificial Emotion, Emotion Semiotics, Emotion Narrat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