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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悲感的叙述学原理、作用和化解方式

谭光辉

摘 要 悲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人对存在可能的判断。悲感起源于叙述痛

感，即人将自己代入叙述中的人物之后获得的一种存在感被否定的感觉。悲感可以根据时

间长度大致分为悲伤感和忧郁感，根据强度可以分为不快、悲伤、悲痛等。悲剧快感是一种

混合情感，源于虚构的悲感事件，也依赖主观条件。时常体验悲感可以避免因保护机制的缺

失引发的恐慌，所以人要常常体验悲感并找到正确的方式化解它。化解悲感有多种方式，但

是最有效的方式是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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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悲感的积极作用及其分层

悲感是人的一种重要情感，有一个庞大的词系来表达不同的悲感: 悲、哀、悲哀、痛苦、悲伤、哀

伤、伤心、难过、悲痛、伤感、悲剧快感，等等。佛罗斯特( Frost) 等人研究发现，“新生儿最先表达的情

感是痛苦，早期也会出现短暂的笑。”①痛苦是悲感的一种，很容易引发其他悲感，所以悲感是出现得

比较早的情感。高兴、惊奇、害怕、生气、厌恶、悲伤和兴趣都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的情感，但是

16



谁先谁后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结论。可能这也难于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观察或实验条件的变化

有可能导致结果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情感发展顺序是先有简单低级情绪，而后

有一般情感，最后发展到有理智感、道德感等高级情感。① 悲感是低级情感、一般情感还是高级情

感呢?

萨拜因( Sabine) 等人认为: “左右一切行为的规则是，生命体总是会本能地保护或增强其生命

力。一言以蔽之，支配一切行为的生理原则乃是自我保护。”②情感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笔者已

在多篇文章中指出) 。情感的发展顺序是从个体自我保护到群体自我保护，从被动自我保护到主动

自我保护，所以属于被动自我保护的恐惧感出现得就很早，属于群体主动自我保护机制的“爱”就要

出现得晚得多。要弄清悲感在情感体系中的位置，就有必要先弄清楚悲感实现自我保护的机制，进

而分析其构成。

从生理表现上看，人在悲哀的时候身体运动器官的兴奋度受到抑制，行动迟缓，人的整体活跃度

降低，失去对生活的冲动。丹·希尔( Dan Hill) 总结主要有如下几点: 体温下降，与回避性行为相一

致; 退缩、无精打采; 最典型的反应往往是放弃。③ 弗朗索瓦·勒洛尔( Fracois Lelord) 等认为悲伤主

要有以下作用: 教您避开类似的触发情境，使您停止行动并反思自身的过错，吸引他人的注意从而引

发同情心。④ 悲感跟痛感一样，可以让我们避开不利于自己存在的因素，保护自己免受类似事件的

伤害，是一种被动的自我保护机制。从个体性和群体性角度看，悲感是以个体性为主的自我保护机

制。阿德勒( Adler) 则认为悲感的被动性中隐含着主动性:“悲伤和其他情感一样，是对不快乐和软

弱的一种补偿，其目的也是想要改变自身的处境。”“悲伤中隐含着对优越感的追求。”“悲伤这种情

感充分展现了以退为进、反弱为强的奋斗过程，展现了个体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想要规避无力感和

自卑感的意图。”⑤他的这个看法，和支持情感进化论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史蒂

芬·平克( Steven Pinker) 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悲伤的作用:“或许悲伤是一种内在的末日武器，一

旦关闭便无意义，而只有在作为一种威慑力时才有用”，关于悲伤的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

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⑥ 这样，平克又指出了悲感还包含了一种群体性自我保护的内涵。

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将悲感纳入基础情感或高级情感的系列之中，因为悲感内部也有个从简单

到复杂的层级。新生儿会哭，但不一定就懂得或体会到了什么是痛苦。体验过痛苦之后，他可能要

到一个相对较大的年龄才能够看懂和欣赏悲剧，才会懂得伤感，而且可能要经过更多的知识积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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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历练和更复杂的思考才会懂得慈悲、悲悯等大悲情。悲感自身复杂的发展过程使其成为一种最难

于分析的情感。其他类型的情感内部也有这种层级性，但是某些复合型情感的层级性大约没有悲感

那样丰富。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文学、美学、哲学都把悲剧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尼采( Nie-

tzsche) 直接宣称悲剧是“生命的最高艺术”①。尼采受到了叔本华( Schopenhauer) 悲观主义哲学思想

的影响，叔本华哲学也波及中国的王国维及后来诸多学者的看法，多数人都认为悲剧是更为深刻的、

普遍的艺术形式。叔本华认为:“无论从效果巨大的方面看，或是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

算作文艺的最高峰。”②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认为人生是悲剧的这一看法切中了人存在的本质，

因为生活之欲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并进一步推导说:“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

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③将人存在的本质定位为悲剧，是叔本华之后人生哲学的一种普遍趋

势，直到存在主义哲学将其解释得更为具体。这种悲剧的人生观，已经远离了本文将要讨论的主题，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其中看到悲感的本源性、层级性和复杂性。可能正是由于悲感的这些特征，各种

理论对悲感的认识不尽一致。研究者们认为，有一小部分情绪可作为基本情绪，在确定哪些是基本

情绪的理论中，最少的认为有 3 个，最多的认为有 11 个，大部分人认为有 5—9 个，每种理论都有害

怕和愤怒，但悲伤只在两种理论中出现。④ 究其原因，可能是那两种理论注意到了简单的悲感，而其

他理论注意到了复杂的悲感。复杂的悲感需要更复杂的解释才能还原性地说清楚自我保护功能的

实现机制，所以得从简单的悲感说起。

二、悲感的类型及其叙述学解释

最简单的悲感是“叙述痛感”。叙述痛感还不是一种情感，因为那只是一个瞬间感觉，悲感是一

个有时间延续性的内心感觉。悲感是一种由叙述引发的存在感被否定而获得的情感，与喜感的方向

相反。笔者曾论述过喜感的叙述学成因，认为这是一种“人从叙述中获得的存在感”⑤。在所有的情

感中，存在感是最基本的。没有存在感，人连自我意识也不会有，就不可能产生其他任何情感。任何

情感都是由叙述引发的，如果引发的存在感被肯定，得到喜感; 存在感被否定，得到悲感。悲感的基

本构成单位，就是一种单纯的“叙述痛感”。叙述痛感，是接受者将自己代入叙述中的人物，从人物的

角度判断世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任何悲感开始都是叙述痛感，是时间的延长使悲感形成。叙

述引发的痛感的持续，可以命名为“悲伤”。在汉语中，悲、哀、悲哀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泛指。悲伤

这个词就可以用来指那种有一定的时间持续性的叙述痛感。悲伤感，在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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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痛苦、难过、伤心也是指的这个意思。悲伤感在程度上加重，就叫做“悲痛”，如果程度轻微，就叫

“不快”。程度的差别并不影响生成的机制，因此本文略去不论。

悲伤是有一定持续性的叙述痛感，如果这种感觉延续时间足够长，就发展为忧郁感，或称忧伤

感、抑郁感。时间的长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痛感的强度，但是长时间的痛感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更

大。由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同时由于记忆力的强弱差异，小孩子最先体验到的只是叙述痛感，然后是

悲伤感，再后是忧郁感。忧郁感过长，超过了正常限度，可以发展成忧郁症。与悲伤感相比，忧郁感

是更复杂的情感。这还不仅是延续时间长度的差异，而且可能是一种有无预见性的差别。记忆力越

好、预见性越强的人，越容易忧郁，容易忧郁的特征，被命名为“伤感”。悲伤导致人行动减慢、抑制生

命冲动，实现以退为进的目的。忧郁感也有这个目的，但是时间可能改变性质，令人不时产生毁灭自

我的冲动。斯图亚特·沃尔顿( Stuart Walton) 发现，“忧郁的人，会发现自己无法遏制内心中经常冒

出的自我毁灭冲动。”①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悲伤的情感难于被忘却，二是因为对未来悲观的预见

不断生成。在病理学上，一般把悲哀分为两类，第一类叫习俗性悲哀，发生在个体遭遇某种丧失之

后; 第二类叫预感性悲哀，发生在预感到某种即将发生的丧失之时。② 预感性悲哀引发忧郁的可能

性更大，容易导致郁闷、焦虑、悲观厌世。③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也可能是杏仁核活跃过度，并且杏仁

核和其他脑区的联系也发生了改变而不再受抑制。④ 所以，抑郁症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生理或心理原

因导致的叙述偏执。

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讨论得最多的是“悲剧快感”。由于悲剧快感并非简单地是生活中的悲

伤和忧郁，而是经历了从悲感到快感的过程，所以引起了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广泛兴趣。朱光潜的《悲

剧心理学》的副标题，便明确标注为“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梳理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

中关于悲剧快感的不同理论阐述，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悲剧快感已经不是单纯的悲感。就

与其他情感的关系而言，悲感可以与其他情感混合。比如悲壮感，在美学意义上是悲剧快感和崇高

感的混合，而崇高感又是恐惧感和惊喜感的混合。又如慈悲感，至少是爱、怜悯感、悲感的混合。在

这类混合型情感中，悲感与其他情感是共时性关系。悲剧快感，不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先有

悲感，再有快感。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详细地讨论了引发这种悲剧快感的作品( 悲剧) 的特征和创作技巧，认

为悲剧的目的是引发怜悯或恐惧。⑤ 怜悯是他指性的，恐惧是自指性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中，悲剧快感内部已经充满了矛盾。上文说过，接受者从人物的角度判断世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

害形成一种痛感，这就对应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恐惧。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悲感可能包含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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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但其核心是一种叙述痛感。在接受悲剧的时候，接受者还会将自己代入该叙述的叙述者，从叙述

者的角度给予人物以怜悯。悲剧确实可能引发这两种情感，如果将“恐惧感”理解为“悲感”，对悲剧

快感就很好解释。悲感本身是自指性的，但是由于悲剧的虚构性质的引导使接受者在心中不断地将

自指变成他指，将悲哀转化为怜悯，将被动防御转化为主动保护，将自己从弱者转化为强者，从而获

得轻松感、成就感和满足感，最终把痛感转化为快感。因此，悲剧快感其实是一种带有复杂过程性的

复合情感，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我们还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恐惧感，在悲剧快感中也是

存在的，但是恐惧感也会在虚构被理解之时转化为安全感，从而使人获得轻松感或惊喜感。轻松感

和惊喜感都是喜感，所以理解悲剧快感的重点，是对悲剧虚构性的省悟而获得的悲感转化为喜感。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论的持“恶意说”的理论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正是没有能

够很好地解释“虚构”这个概念。这些理论认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便成为悲痛

的根源; 但降临到别人头上却给我们最大的快感”，“因此，悲剧的情感效果取决于观众对自己和悲剧

主角的区别意识。”①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对“别人”的理解。如果灾难不是降临在一个虚构人物身上，

而是降临在一个生活中的“别人”的身上，即使你是个“幸灾乐祸”的人，获得的可能也不是“悲剧快

感”，而是复仇的快感或者庆幸的喜悦。朱光潜认为，“如果说悲剧快感和喜欢看实际的痛苦场面之

间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话，那就可能在于两种都能激起一种生活力的感觉，而不在于某种低下本能的

满足。”实际上，喜欢看实际的痛苦场面的人，早已在心理上把现实处理成了虚构，他们把观看的对象

放进了第二层区隔。在鲁迅的《祝福》中，有一批去听祥林嫂悲伤故事的闲人，他们从祥林嫂的故事

中获得了悲剧快感。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鲁迅对这批闲人的痛恨，原因在于，鲁迅认为中国国

民性中缺乏“爱”这根纽带，所以他们互相视他人为虚构人物，不能与他人进行现实的关联，这样的国

民终将是一帮乌合之众，中国也因此被鲁迅称为“沙聚之邦”。喜欢看现实中的苦难，根源是“爱”的

匮乏。朱光潜已经很清晰地指出了博克的同情说的缺陷，认为悲剧必须有距离，布洛先生说得很

对，②而虚构正是制造距离最为有效的手段，“虽然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瞬间，我们不大会清楚意识

到悲剧情节的虚构性，但却有各种‘距离化’因素使我们不可能把悲剧当真。”③朱光潜研究悲剧快感

的结论与本文的观点极其一致:“悲剧特有的快感是一种混合情感，它是怜悯和恐惧中以及艺术中的

积极快感，加上怜悯和恐惧中痛感部分转化成的快感，最后得到的总和。”④郑元者则从两个方面来

说这个问题:“就生理基础说，是由于中枢神经活动由抵制过程走向兴奋过程。从心理学角度说，是

由于主体意识的作用，促成痛感向快感跃迁的发生; 其三，两者相互斗争而发展。”⑤可惜的是，上述

学者的论述，指出了悲剧快感的效果，却没有明确指出引发这种效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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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哪种悲剧理论，其理论前提是把引发悲剧快感的刺激源头归纳为一种叙述。中文的“悲

剧”二字非常巧妙地概括了这种叙述的特征，一是“悲”，即该叙述首先引发悲感，二是“剧”，即该叙

述是一种虚构叙述。不论人以何种方式把一个能够引发“悲”的叙述虚构化，他就能够获得悲剧快

感。只要人不能把一个叙述理解为虚构，就只能引发悲感而非悲剧快感。但是仅仅理解了虚构也是

不够的，悲剧快感还要依赖很多的主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观看悲剧的目的，目的决定了对悲

剧叙述的解释方向。只有把悲剧解释为虚构，并且是为了得到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对人生意义的

普遍性理解，我们才能体会到悲剧快感及其妙处。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悲剧快感应该是强烈的情

感与清醒的理智相统一的一种审美心理活动”，①或者表述为“认知快感与理性快感的结合体”②。

三、悲感的消极作用及其化解方式

常识告诉我们，悲伤是不好的，悲伤对身体伤害很大，林黛玉忧郁伤身导致香消玉殒便是佳例。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又不全对，因为任何情感过度，对身体伤害都很大，“大悲伤肺，大恐伤肾，大喜伤

心”③，范进中举后喜感过强而致发疯便是例子。这其实正是《黄帝内经》关于情绪的基本思想: “有

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④就是说各种情感体验要有交错，长期只有一种情感并

不利于身体健康。这与人的身体痛感的道理一样，任何过度的感官刺激最终都是痛感，所以医学上

对痛觉的通行定义是“机体受到伤害性刺激时，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⑤，至于受到何种刺激反倒不

重要，比如过度的温度刺激、化学刺激、物理刺激、病理因素、心理因素，都会造成身体痛感。⑥ 同样

的道理，任何过度的情感刺激，最后可能都会转化成叙述痛感，哪怕是美感、喜感等以快感为主的情

感。多情的文学家常用“美得让人心痛”来形容美的极致。蒙哥马利也曾用“高兴得心痛”来形容高

兴的极致。⑦ 中国话中的“心疼”其实表示的是特别爱、特别喜欢。痛感，似乎只是一个程度副词。

反之，任何类型的轻微情感刺激，都可能带来叙述快感，比如淡淡的忧伤、小小的惊恐、娇嗔的怒气、

轻微的羞涩，都可能是令人愉快的。除了情感的强度可能引发痛感，情感的长度也可能引发另一种

痛感———疲惫感。就是说长期保持某一种情感状态极有可能引发疲劳，非激情状态的情感比如“审

美疲劳”就是如此。激情状态的情感更不容易长久保持，比如一个人不可能数天时间一直是很高兴

的状态，也不可能持续悲痛。再强的悲痛，都是阵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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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经验却一再说明，要避免悲伤，追求快乐，因为快乐“和我们人类的天赋最相投合”①。

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快乐是最受人们喜欢的，因为快乐就是善本身，是最高的善。而作为快乐

对立面的悲伤，自然就是人极力想要回避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大，也符合人

生追求的常识，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世界观。此种论述很多，不必一一列举。亚里士多德的论

述与中医理论的论述非常不同，他强调要追求快乐回避悲伤痛苦，中医理论强调要交错体验各种情

感。哪一种说法对呢?

中医理论讲的情感和亚里士多德讲的情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中医理论讲的是情感本身，而亚

里士多德讲的其实是“引发情感的事”。人应当回避的，不是悲感这种情感，而是“引发悲感的事”。

引发悲感的事是不利于人的存在的事，悲感的作用正是教人去回避它。然而回避引发悲感的事，并

非回避悲感本身，因为回避悲感本身，相当于削减了一种安全防护机制，会导致人部分失去安全感，

从而引发心理的恐慌。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人类喜欢观看悲剧的原因: 在虚构的世界中体验悲感，正

是为了抵抗因日常生活中悲感匮乏引起的恐慌。

所有的情感都不是单纯地由事件引起的，人的情感必然来自人对事件的叙述。“喜、怒、哀、乐、

爱、憎、惭、惧，无不是符号动作的结果。”②即使有能够引发悲感的事件，如果人不按悲感事件的方式

去叙述，仍然不可能引发悲感。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

式叙述了这件事情。对同一个被叙述出来的故事，不同的读者在进行二次叙述的时候也可能做相应

的叙述处理，所以他们得到的情感也可能很不相同，因此才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的说法。

悲感必须通过叙述引发，因此化解悲感的方式，也必然只能通过叙述的手段。如果我们仔细观

察研究一些化解悲痛的方法，会发现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叙述。第一种方式是倾诉，就是把内心叙述

变成外倾式叙述，例如日本女作家松田阳子详细地描述了她患宫颈癌被摘除子宫后，通过倾诉走出

痛苦的阴影，“倾诉可以化解悲痛”。③ 更有趣的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他人供倾诉，做个梦也有同样的

效果，“悲痛是可以‘梦掉的’”。④ 方小莉认为梦不但是合法的叙述文本，而且有自我治愈功能。⑤

自我治愈，其实就是悲伤情感的化解。第二种方式，是改变叙述的立场或叙述方式。面对不幸和痛

苦，佛家的看法是要有超然的态度，隐忍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实际上就是要求跳出个人立场重新叙

述。对更多人来说，“并不需要心理干预，他们能够借助信仰、哲学、禅修等方法来化解悲痛”。⑥ 这

些方法的核心，是借助不同的叙述逻辑改变叙述主体对事件的心理成见，进而改变主体与叙述事件

之间的固定结构搭配，从而将同一事件变成不同的叙述文本。第三种方式，是注意力的转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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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向的转移可以使人忘记之前关于悲伤的叙述转而进行另外的令人快乐叙述。比如，心理学家发

现，很多人喜欢用购物来化解悲痛，而且一个悲伤的消费者愿意花比平时更高的价钱买东西，一个悲

伤的卖家愿意以比平时更低的价格卖出商品而浑然不觉，悲伤的人更容易被说服。① 其中的原因，

大概就是人在两种叙述同时存在的时候，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不太令人悲伤的叙述，实现情感的替

换。正如《千字文》所云:“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欣奏累遣，戚谢欢招。”其间的方法核心，正是注意

的转移。用爱和宽恕也可以化解悲伤，这种方式可以视为转移注意力方法的一种，是用一种更大的、

更具包容性的情感，把悲感放入其中，从而使其显得不那么重要。

鲁迅非常重视悲感化解之法，在《阿 Q 正传》中详述了阿 Q 化解悲感的多种可能方式，阿 Q 精神

也就是悲感化解法大全。第一是选择性叙述，只叙述让自己高兴的事，比如他因为一个老头子夸奖

他“真能做”而高兴，忘记自己的悲惨处境。第二是实力取胜，力气小的便打，口呐的便骂，这是改变

被叙述事件的性质。第三是怒目而视，之后说“你还不配”，这是将情感转移，用愤怒感和优越感取代

悲感。第四是腹诽，是内心的注意力转移。第五是自轻自贱，然后以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

人而获得优胜，是进一步的情感注意的转移。第六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似乎让一个自己打了另一个

自己获得优胜，从行动层面实现情感转移。第七是忘却，回避对悲感事件的叙述。第八是转嫁，通过

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获得优胜。上述八法，核心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实现对悲感的重新

叙述、忘却、转移、转嫁，成功地把悲感化解从而获得喜感。鲁迅大概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悲感是

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和防御机制，刻意回避悲感，会使人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并不利于人的存在

和发展，所以阿 Q 一步步丧失了现实生活和精神的领地，最终被社会毁灭。在《祝福》中，鲁迅描述

了一个试图通过“倾诉”来化解悲感的祥林嫂，她仍然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我的拯救。在《孔乙

己》中，可以发现一个试图通过改变叙述立场的方式化解悲感的失败者。孔乙己身份低微，但是他总

是试图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人一等的“读书人”的立场来叙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结果还是没能改变他

悲惨的命运结局。这些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鲁迅对待悲感的立场: 我们只有正视悲感，通过奋斗、努力

改变现实世界的结构和秩序，才可能真正避开悲感。那么，在现实秩序没有改变的时候如何化解悲

感呢? 鲁迅本人的选择是幽默。这是第四种，而且是最有效的一种化解悲感的方式: 幽默。鲁迅翻

译的日本学者鹤见祐辅的《说幽默》中如此说: “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泪和笑只隔一张

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②

幽默不仅是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感，也可视为一种风格，还可被视为一种修辞。③ 具体被视为

哪一种，取决于我们的观察角度和目的。不论将幽默看作什么，它的叙述学原理是一样的，幽默是一

种制造判断差的反常规叙述，它用违反逻辑惯性的方法，让接受者感觉到对同一事件的多个互相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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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判断和理解同时为真的效果。① 幽默并不改变事件本身，不会让人回避悲感，但是它在呈现悲

感的同时，让人感到其中蕴含的喜感或其他情感，并且引导人从悲感走向喜感或相反。杨金德和史

冬冬认为:“幽默以悲感为基础，以乐感为先导，从悲感出发，达到乐感的实现。”②卡耐基认为:“幽默

感的内在构成，是悲感和乐感。”“悲感让幽默者可以鼓足勇气面对现实，正视人性的弱点。乐感让幽

默者在别人或者我们自己的弱点面前产生‘突然的荣耀感’，给幽默者以信心和勇气，在困境中树起

胜利的风帆。”③总而言之，化解以悲感为代表的负面情感的最佳方式，非幽默莫属。鲁迅在小说中

否定了三种化解方式，而他本人，则用第四种方式实践了对悲感的有效化解。

四、结论

悲感是人的重要情感，人不但不能回避它，而且应该常常去体验它。体验悲情的时候，要正视

它，通过有效的手段化解它。只有当我们常常体验到悲感，又能以一种更为超然的心态看到引起悲

感的事件的多个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以更为平和、包容、充满爱意的胸怀容纳更大的世界。只有充

分认识引发悲感的叙述学原理，对人类情感的深层研究才会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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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arrative Principle，Function and Defusing Way of Sadness

Tan Guanghui
Abstract: Sadness is a self － protective mechanism and existence possibility judgment of human． Sad-

ness comes of narrative pain，which is the feeling gained from existence denied by replacing the role of the

story．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ime，sad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adness and melancholy．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sad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unhappiness，sadness and misery． Tragic delight is a kind of

mixed emotion，which comes of fictional sad story，and which relies on subjective condition． Frequent ex-

perience of sadness can avoid panic caused by the lack of self － protection． So people need to experience

sadness usually and seek correct way to defuse it． There are sorts of ways to defuse sadness，but the most

effective one is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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