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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亲密与控制情绪: 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研究*

———以北京市 3 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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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抚育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了照料和教育儿童的专门职业———幼儿教师。本研究关注幼儿教

师职业群体，基于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包括两方

面: 一方面，作为照料者，他们被期待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与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并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另一

方面，作为教育者，他们需要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的表达，并选择合适的互动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

文还讨论了幼儿教师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面临的不同情境以及应对策略，包括工作环境的压力与限制、教师与家长之间部分

理念与行为相互冲突背后隐含的期待，分析了园所类型可能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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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ldrearing transfers from family sphere to public sphere，a professionalized occupation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namely

preschool teacher，has emerg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occupational group of preschool teachers． Through th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of the everyday work of and interviews with preschool teachers，this study explores their work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labor．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feeling rul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are twofold． On the one hand，as caregivers，they are expected to pro-

vide“mother-like love”，to establish intimate bonds with children，and to give meticulous care． On the other hand，as educators，they are

required to be“gentle and firm”，to manage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and to achieve educational purposes via appropriate interac-

tion．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in its practice，including the pressure and constraint of workplace and the

conflicting expect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in which institutional factors might affect their practice of emotional labor．

一、问题提出

9 月 10 日教师节，蒲公英幼儿园洋溢着欢乐的

气氛。教室里的钢琴上摆放着家长送来的花束，幼

儿园大门前挂着写有“你的微笑最美———致敬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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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红色条幅。这句对幼儿教师的称赞蕴含着

对幼儿教师职业情感性与性别化的期待。首先，这

是一份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同样作为教育工作

者，幼儿教师和其他教师不同，他们面对的是年幼的

孩子，其基本生活依赖成年人，也被社会文化认为是

需要给予呵护的群体，因而幼儿教师的工作也具有

照料属性，常被视为“爱的劳动”，他们不仅要投入

身体劳 动，给 予 照 顾，还 要 付 出 真 诚 的 关 注 与 关

怀［1］［2］。因此，人们心目中的幼儿教师形象通常并非

有权威、有知识的教育者，而是充满爱心与耐心的照

护者，一如横幅祝福语中所呈现的微笑着的形象。
其次，“美”的称赞预设着幼儿教师是女性，因为

“美”的形容往往与女性的外表联系在一起。传统

性别劳动分工往往将幼儿抚育责任分配给女性，女

性是生育和哺乳过程的承担者，被“自然而然”地赋

予照料的责任，幼儿教师承担着照料的职责，因此理

想的职业形象也是女性。这种具有情感性、女性气

质的职业形象是幼儿教师所特有的，可以将幼儿教

师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区分开来。
幼儿教师作为照料和教育学龄前儿童的专门职

业诞生于幼儿抚育社会化、机构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最早的托幼机构创立于清末学制改革时期，清政

府借鉴日本的教育制度，设立蒙养院作为保育和教

导 3－7岁儿童的专门机构，纳入国家教育体系［3］( P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解放妇

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目标下，国家推动幼儿抚育社会

化，将之作为集体福利事业，公共性质的托幼机构得

以发展，城市地区主要由单位组织和街道创办，农村

地区以人民公社为主［4］(PP67－82)［5］(PP36－49)。幼儿抚育不

再只是家庭私事，也获得了公共属性。
这一时期形成了托幼体系中保育和教育的分化。

托幼机构以 3 岁为界区分为托儿所( 接收 0－3 岁儿

童) 和幼儿园( 接收 3－6 岁儿童) ，前者由卫生部门

领导，后者由教育部门领导①，体现了托儿所以保育

为主、幼儿园以教育为主的不同发展定位。随着经济

体制市场化改革，单位制瓦解，20 世纪 90 年代，公共

性质的托幼机构数量减少，托儿所逐渐消失，幼儿园

出现市场化趋势。1995－2005 年，民办园逐渐取代公

立园成为学前教育供给的主体［6］(PP13－15)。近年来，托幼

服务政策又出现新的变化。幼儿园作为教育事业受

到政府重视，提高入园率、推进学前教育的普惠成为

发展目标②。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0－3岁儿童托育

服务也备受关注，相关政策导向强调以家庭为主③。

目前中国学龄前儿童的抚育模式因儿童年龄不同

而呈现出差异，0－3 岁儿童以家庭照料为主，3－6 岁

儿童以机构正式照料为主，这与托儿所、幼儿园的不

同政策导向相关［7］(PP71－83)。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近

年来，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和毛入园率方面总体呈

上升趋势，2018 年全国幼儿园数量达 26． 67 万所，在

园幼儿人数达 4656． 42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达 81． 7%［8］。尽管 3 岁以下儿童在机构中接受照料

的比例不足 10%［7］，但实际上家庭对入园存在较高

的需求。目前的托育服务以市场供给为主，且供给

远小于需求［9］(PP3－14)［10］(PP89－100)。

将年幼的孩子送入专门机构接受照料与教育成

为被家长广泛接受的抚育方式，儿童早期教育愈发

受到重视。在幼儿抚育模式变迁的背后，是一个庞

大的劳动者群体。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8 年幼

儿园教职工数量为 453． 15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258．
14 万人［8］。这一数据极有可能低估了幼儿教师的规

模，因为 0－3 岁托育机构的数据并未纳入其中。随

着生育政策的放开以及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重视程

度的提高，机构化儿童抚育将继续发展，社会对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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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增加。据估算，2021 年幼儿

教师的缺口预计超过 300 万［11］。
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包括育儿在内的无酬劳动

被认为是影子劳动［12］、隐形劳动［13］，虽然对社会和

经济运转至关重要，但价值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在

儿童抚育模式发生转型的过程中，幼儿抚育劳动从

无酬的家庭劳动逐渐转变为有酬工作、专门职业，并

且儿童早期教育被赋予极高的价值和重要性，女性

主义学者讨论了幼儿教师作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劳动

者，发现其劳动价值、专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仍有待得

到认可。尽管幼儿教师在立法上和小学、中学、大学

教师具有同样的专业身份，但相比之下，幼儿教师属

于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的职业［6］(PP17－19)。
进入公众视野的常常是媒体中呈现的幼儿教师极端

“虐童”事件; 大众对幼儿教师抱有一种刻板印象，

认为幼儿教师的工作就是“看孩子”，实际上人们对

这一职业及其日常工作所知甚少。
尽管幼儿教师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对其实际劳

动过程的学术关注较少。当前国内关于幼儿教师群

体的研究主要来自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大致可分为

两类: 一类探讨教学问题，包括幼儿教师的教学过程、
技巧与效果，关注幼儿教师职业化、专业化以及相关

政策制度; 另一类受心理学、管理学的影响，研究幼儿

教师的职业认同、工作投入、职业幸福感以及存在的

压力、职业倦怠、抑郁等心理问题，多采用问卷与量

表，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尽管这些研究涉及的主题多

元，但缺乏对幼儿教师实际劳动过程的关注。因此本

文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关注幼儿教师的工作，回归其

日常劳动情境，探寻劳动者的主体经验，期望通过实

证研究揭示与呈现尚缺乏了解的幼儿教师工作现状。
本文关注的幼儿教师是指在全日制托幼机构工

作( 托儿所 /日托中心、幼儿园) ，直接从事学龄前

( 0－6 岁) 儿童抚育的劳动者④。需要强调的是，本

文所使用的“抚育”概念不仅包括满足孩子基本生

理需求、进行生活照料的生理性抚育，而且包括对孩

子进行教育和社会化、习得社会生活所需知识与行

为的社会性抚育［14］(PP9－10) ，即照料 /保育和教育。
二、理论回顾

面带微笑的理想职业形象意味着情感表达与互

动关系是幼儿教师工作的一个重要面向。情感劳动

理论关注个人情感如何被卷入工作，为理解幼儿教

师的劳动过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情感劳动理

论源自阿利·霍克希尔德( Hochschild，A．) 对空乘和

收账员的研究，描述了服务业工作的独特劳动形态。
服务业劳动者付出的不仅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更重要的是其工作涉及对情感的控制、管理与展现，

即情感劳动。服务业劳动过程主要涉及与顾客互

动，劳动者需要根据雇主制定的规则与要求进行情

感管理，唤起或压制某种情感，展现出恰当的表情和

姿态，以使顾客获得满意的体验［15］。
情感劳动的理论框架包含两方面: 一方面揭示

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自己的情感控制与管理;

另一方面强调组织对私人情感的控制与利用。首

先，劳动者在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情

感操控和管理。例如，酒店服务员即使面对顾客的

刁难，也要压制内心的怒火和委屈，提供微笑服务。
霍克希尔德认为马克思描绘的是 19 世纪在工厂工

作的劳动者，步入后工业时代，情感劳动理论则提供

了重要理论透镜，帮助人们理解从提供产品转向提

供服务的转型社会里工作的本质与后果［16］［17］。其

次，劳动者的情感受到组织施加的情感规则( feeling
rules) 的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表达受到

文化与社会规范的约束，情感规则规定着人们在特

定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而在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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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研究将面向 0－6 岁儿童工作的劳动者视为整体。尽管不同年龄的儿童因为发展阶段、年龄特点不同，教师的日常任

务也有所不同，年龄越小的孩子在生活上越依赖于成年人的照顾，但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日托机构还是幼儿园，无论

是面向 0－3 岁的儿童还是 3－6 岁的儿童，一线劳动者都有着相同的“幼儿教师”身份认同。尽管他们认为照料孩子是工

作的一部分，但同时也都强调自己作为教育者的专业身份，认为教育的职责不仅体现在有计划、有目标、系统性的教育

活动中，也贯穿于孩子在园日常生活的点滴。通过调查发现，面向 0－3 岁儿童的机构也将教育启蒙作为服务内容，而不

只是提供照料。因此，本研究将照料与教育 0－6 岁儿童的劳动者群体视为一个整体，并未对面向不同年龄段儿童工作

的教师进行区分。本研究中被送入托幼机构的孩子年龄最小的为 1． 5 岁。



中，雇主对劳动者的情感施加规范和控制，要求劳动

者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控制情感，表现出恰当的情

感是服务产品的重要部分。情感劳动理论揭示了劳

动者的情感被组织控制、利用和商品化的过程，原本

属于私人的情感转化为商品，成为资本盈利的关键。
情感劳动理论影响了一批对服务业工作的研

究，包括空乘［18］［19］［20］、超市店员［21］、酒店服务员［22］、客
户服务中心接线员［23］等，学者们从情感劳动视角对

不同服务工作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劳动者与顾客

的互动与关系成为研究重点。在航空服务业、商场、
酒店、餐厅等场景的服务工作，劳动者－顾客关系相

对松散; 但对于另一类服务行业，例如美容美发［24］、足
疗［25］、茶叶销售［26］等，劳动者与顾客更有可能建立相

对紧密的联系，劳动者投入情感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例如，对美容师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预付卡的消费

制度和低底薪高提成的薪资制度使得美容师与顾客

的情感经营被置于重要位置，劳动者以“制造熟客”为

目的有意识地与顾客进行情感经营与关系建构［24］。
与之类似，茶艺师也需要挖掘客户资源，维护客户关

系，以实现销售业绩［26］。因此，劳动者不仅提供“微

笑服务”，还需要经营客户关系，雇主利用薪资制度

设计将劳动者情感经营的能力与收入挂钩。
上述工作也被称为一线服务工作( frontline serv-

ice job) ［17］(P150)［27］(P350) ，劳动者在与顾客的互动过程中

提供服务，无论是劳－客关系较为松散的情境下进行

的程式化、重复性的互动，还是劳－客关系相对稳定

的情境下所需的经营关系、制造熟客，劳动者都主要

以赚取工资为驱动力，遵循雇主制定的情感规则，寻

求消费者的舒适与满意，最终帮助资方实现利润。
对照料工作 /关怀工作( care work /caring labor)

的研究拓展了情感劳动理论。照料工作 /关怀工作作

为一种职业类别，包括三方面的界定标准: 第一，提供有

益于照料对象的身体、心理、社会、情感福祉的服务; 第

二，主要劳动过程是与被照顾者面对面的互动; 第三，被

照料者是一般社会标准下不能够自我照顾的人［28］［29］。
Care work 在狭义上主要指以提供生活照顾、身体护

理为主要内容的职业，如护工、保姆、保育员等，更

接近照料工作的字面含义; 广义上也包括教师、社

会工作者、护士、治疗师等，可以译为关怀工作，这类

劳动也被称为专业照料服务( professional care serv-
ice) ［30］(P126)。照料工作与一线服务工作呈现出不同特

点，照料者与被照料者通常形成长期互动，建立起亲

密关系，工作任务往往是个人化且具有灵活性的。
对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研究发现，培养“家人

感”是家政公司培训的核心内容，通过双重替换机

制，建构出“专业妈妈”的身份［31］(PP17－24)。福利院保

育员也被期待在照顾过程中扮演“母亲”的角色，对

儿童进行身体照料与情感呵护，以温柔慈爱相待; 同

时，她们的情感劳动过程再生产了各种个人情绪，在

与儿童亲子般的互动与实践中形成了情感联系，进

一步巩固了“保育员妈妈”的自我认同［32］。社会工

作者的情感劳动体现在他们需要在工作过程中投

入、调节、压制自身情感，遵循利他主义原则，与案主

共情，创造情感上的支持关系，理解、接纳、尊重案

主，最终帮助案主解决问题［33］(PP166－171)。女性社会工

作从业者在工作中仍延续着家庭角色，更多地承担

表意性功能［34］(PP97－103)。照料工作 /关怀工作要求劳

动者投入真诚的关注，体现利他主义，良好的照料关

系被认为是提供高质量照料的关键。
照料工作 /关怀工作的研究还发现，情感规则并

非总是由雇主强制施加给劳动者的。斯蒂芬·洛佩

兹( Lopez，S．) 对养老院护工的研究中提出，机构可能

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情感管理: 一种是霍克希尔德所论

述的强制手段，由雇主或管理者提出要求，员工遵循

情感规则，提供服务; 另一种是支持性的手段，机构通

过营造一种友好的环境，使得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

能够生发出关怀性的关系，他将之命名为“组织化的

情感照料”( organized emotional care) ［35］。海伦·库利

( Colley，H．) 等对幼儿教师职业培训的研究发现，培训

的过程是学生习得特定职业文化所要求具备的性情

倾向的过程，处理情感是幼儿教师职业惯习中的重要

内容，幼儿教师被期待与幼儿建立起温暖的、支持性

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要敏感、温柔、热情、努力、喜欢

孩子，这构成了幼儿保教的一种职业文化［36］［37］。
“你的微笑最美”体现着对于幼儿教师情感劳动

的期待。上述对一线服务业和照料工作的研究借助

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呈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过程，而

幼儿教师作为一种照料职业呈现出独特性，其情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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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从工作内容来看，幼儿教

师兼有照料和教育的职责。他们不仅仅承担着与保

姆、保育员、护工相似的职责，为孩子提供身体照顾和

情感关怀，更为重要的是肩负着教育的职责，促进幼

儿能力的发展和提高，并且照料与教育在日常工作中

不可分割，教育与社会化蕴含于照料的过程中。但

与正式教育阶段以知识传递为主的教师( 其教育成

果可以呈现在学业成绩、升学表现中) 不同，照料和

教育“未被规训的身体”［37］(P24) 主要包括培养自理能

力、生活习惯、集体规则等，强调在游戏中学习，劳动

成果往往难以量化。第二，幼儿教师面对的对象是幼

儿这一具有独特特征的群体，需要关爱、呵护与耐心

引导。第三，不同于其他照料劳动者，幼儿教师还具

有专业教育者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幼儿教师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通过考核获得幼儿教师资格证，是具有专业知识、资
质、自主性与权威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s) 。第四，

幼儿教师既需要面对孩子，还需要面对家长，在专业

人士－委托人 /客户( professional-client) 这对关系里，

因为委托人与服务对象分离，作为被照料者的儿童具

有私人与公共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儿童抚育是“照

料的转包”，家庭将抚育儿童的责任委托于幼儿园; 另

一方面，幼儿教育也是公共事业，家庭需求和教师作

为专业人士自主性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往的情感劳动研究多将目光投向商业服务

业，讨论了原先属于劳动者私人的情感如何被商品

化、如何被雇主利用和控制以及如何成为谋求利润

的工具。尽管照料工作的研究丰富了对情感劳动的

理解，但并未探讨作为商品服务的情感规训和作为

公共服务的情感规训有何不同，以及对劳动者而言

是否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幼儿

教师劳动过程的研究对情感劳动理论进行拓展。幼

儿抚育不同于作为商品出售的服务，幼儿教师作为

具有专业身份的教育者也不同于一般的服务工作

者。那么，该如何理解和分析他们的情感劳动? 本

文通过在 3 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从情感劳动的视

角出发对幼儿教师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试图对以

下问题做出回答: 幼儿教师需要遵循怎样的情感规

则? 这份职业对他们的情感表达有怎样的要求与期

待? 从事教育事业的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和商业服

务从业者的情感劳动有何不同? 市场化的趋势又对

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有何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收集资料。田野

研究能够让研究者进入不熟悉的经验世界，与被研

究者面对面互动，并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研

究方法适用于涉及体会、理解、描述某个互动中的群

体的研究问题［38］(P460)。我于 2018 年 4 月至 12 月在

北京市 3 所幼儿保教机构进行调查。3 所机构分属

于公立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和私立日托中心⑤，基本

信息见表 1( 以及后文表 2) ，田野地点名称及人物均

进行了匿名化处理⑥。

我作为参与者进入幼儿园班级，观察幼儿教师

日常的保育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教师之间、教
师与管理者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关注幼儿教师的

经历与体验。进入田野时我带着情感劳动的理论视

角，但是观察并不限于情感劳动。在班里，孩子们把

我看作“实习老师”，但实际上我的角色更多是观察

者，并没有被安排任何正式任务。幼儿园的日常工

作通常十分忙碌，进入田野初期，我在不打扰正常活

动的情况下在一旁观察，慢慢熟悉班级日常流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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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目前中国学龄前儿童的保教机构根据招收孩子的年龄段可分为两类: 一是接收 3－6 岁儿童的幼儿园，二是接收 0－3 岁

幼儿的托儿所 /日托机构。幼儿园根据性质不同又可分为公立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两类园所均接受教育部门的资质

审核与监督管理。公立幼儿园根据主办部门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类别，包括教育部门办园、其他部门办园( 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部队) 、集体办园，其共同点是通过不同渠道得到公共财政支持。民办幼儿园目前又分为普惠性幼儿

园和非普惠性幼儿园，前者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后者自负盈亏，经费主要来源于家长。托儿所 /日托机构在我进行田野

调查时仍属于无政策、无主管部门的灰色地带，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颁布，相关政策制度开始建立。
小木马日托中心以“沉浸式的英文教育”为理念，班级中的英文主班为外籍教师，孩子和其他教师的母语是中文，但在班

里每个人都使用英文名，在进行匿名处理时我保留了这一习惯。



后，也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总而言之，我以公开

的研究者身份进入，在田野中的角色更接近于参与

观察者( participating observer) ［39］(P442) ，也由此获得对

幼儿教师劳动过程的亲身体验。

表 1 田野地点概况

幼儿园名称 办园性质 招收儿童 收费

蒲公英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 事业单位办园) 3－6 岁，单位职工子女 1250 元 /月

小木马日托中心 私立日托中心( 连锁品牌) 0－6 岁 15 万元 /年( 12500 元 /月)

向日葵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 教育集团) 2－6 岁 4000－5000 元 /月

本研究还采用了访谈法。从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11 月，共访谈 15 位幼儿教师，访谈对象或来自田

野调查时结识的幼儿园教师( 10 位) 和管理者( 3 位) ，

或由朋友介绍相识( 2 位) ; 对幼儿教师的访谈主要是

在其下班后或周末于咖啡厅或餐馆进行，对幼儿园

管理者的访谈则是工作时间在其办公室进行。15
位受访教师均为女性，均有从事一线幼儿教育的经历

( 包括访谈时在管理岗工作的受访者) ，其中从事幼儿

教育时间在 5 年以下的教师有 9 位，5－10 年的有 3
位，10 年以上的有 3 位，分别来自公立幼儿园 ( 4
位) 、民办幼儿园( 4 位) 、私立日托机构( 7 位) 。

非正式访谈是本研究采用的另一种资料收集方

式，因为在田野过程中可以记录“自然发生的描述”
( naturally occurring descriptions) ［40］(P340) ，比如闲聊就

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教师们一起工作时、午餐休息

时、下班回家途中，都是聊天的契机。在同教师们更

加熟悉之后，我也有了更多机会在工作之外和她们

接触，如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览等，并在这些非工作

场合通过非正式聊天了解她们对工作的看法，同时

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相关内容⑦，丰富了研究来

源。15 位访谈对象中，至少 1 次与 5 位教师有正式

访谈之外的私下交流。
四、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

( 一) 建构亲密:“像妈妈一样”与“专业的爱”
简单来说，幼儿教师的工作就是组织孩子们在

园的一日生活，并在一日生活中完成对孩子们的照

顾和教育。幼儿教师早上入园照顾孩子们吃早饭，

随后是自由活动、集体活动、户外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引导和提醒他们喝水、入厕、洗手、穿衣; 到了

中午，要照顾他们吃午饭、协助脱衣、值午睡、准备午

点水果; 下午孩子们起床后协助他们穿衣、梳头，接

下来是集体活动和户外活动，随后照顾他们吃晚餐，

引导和督促他们洗漱，帮助他们穿戴整齐，等待家长

的到来，一天的工作进入尾声。简而言之，幼儿教师

们的一日工作围绕着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展开。因为

幼儿教师的工作面对的是年幼、尚不能自我照顾的

孩子，所以他们的日常劳动涉及大量生理照料任务。
孩子年龄越小，涉及的照料工作越多，例如帮助穿

衣、哄睡、喂饭等。同时，生活照料本身也蕴含着教

育意义，能够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自

我照顾等。身体照料与朝夕相处形成了亲密的互

动，幼儿教师被期待扮演“妈妈般”的照料者角色。
对孩子“爱的付出”常常作为对幼儿教师的职

业要求与职业期待被提及。“富有爱心”“喜爱儿

童”往往是幼儿教师的重要招聘条件。在田野和访

谈中，当教师们被问及“一个好的幼儿教师应该是怎

样的”时，“爱孩子”是出现频率较高的答案。
和负责招生的 Ella 老师闲聊，讨论起对老师的

要求。她说一个好的老师要有“超级的爱心”，一定

要非常非常有爱心，因为幼儿园的工作很辛苦，并且

当一个好老师要非常“有孩子缘”，这一点像是一种

天生的特质，不是能够靠学习锻炼出来的。我继续

问她什么是“孩子缘”，她回答道:“就是小孩子一看

见你就愿意和你亲亲抱抱。”( 180725FN，小木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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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在下文的材料引用中，标记为 FN 的是来自参与观察或非正式访谈的田野笔记，标记为 IN 的为正式访谈资料。



托中心)

Ella 老师的回答呈现着公众对幼儿教师的一种

普遍期待———幼儿教师要在工作中投入情感，付出

爱，具有亲和力，和孩子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同

时，“爱孩子”也被诠释为应对辛苦工作的动力，并

且这种情感投入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老师

的情感付出又常常被和“妈妈的爱”进行类比。
我觉得老师最起码就是爱心嘛。比如说孩子的

袖子总是湿，有的老师就视而不见，那有爱心的老师

就赶紧去换一个。再比如说这个孩子吃饭老吃不进

去，不会用筷子，家庭教养这块儿没有过多的辅导，

他吃不进去就这样饿着吗? 那我们给他空间，拿着

饭喂两下，这就是爱心，就是要一直关注孩子的身体

健康成长，我怕他吃不饱啊，就像妈妈一样。我自己

也有孩子，有切身体会。我的孩子要是喝水少了，生

病了，我肯定也会很心疼啊。( 191101IN)

蒲公英幼儿园的梁老师也认为富有爱心是对幼

儿教师的基本要求，并把“老师的爱”与“妈妈的爱”
相类比。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意味着老师要对

孩子投入密切的关注和爱护，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 如果没有“像妈妈一样的

爱”，就会忽视孩子的基本身体需求。
爱的话语也常常作为一种面向家长的宣传而出

现，例如呈现在幼儿园的招生广告宣传中: “视若己

出，挚爱感人。严格选聘教职员工，定期培训并开展

团队建设，不断提升福利待遇和园所文化，充分激励

教师每天都能以诚挚的爱心和饱满的热情陪伴孩

子。”( 摘自向日葵幼儿园宣传册)

向日葵幼儿园是一所营利性市场机构，其广告

借助爱的话语，特别是通过传递“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的理念，来打造值得信赖的服务提供者形象。
家的比喻成为一种商品符号，为照料机构销售的服

务增添吸引力［41］(P346)。这种“爱”的宣传不仅在市场

化机构出现，公立的蒲公英幼儿园也积极建构“老师

妈妈”的教师形象。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推广托儿

所、幼儿园，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曾有“阿姨赛妈

妈”的宣传话语，将托幼机构中来自保育阿姨的照料

与家庭中妈妈的照料相类比。总而言之，无论是公共

服务还是商业服务的幼儿保教机构，都借助家庭理念

( family ideology) 和虚拟亲属关系( fictive kin) 来塑造

其高质量服务提供者的形象［42］，以获取家庭对机构

的信任。而在这种组织情感建构的特征下，幼儿教

师们遵守着“像妈妈一样”的情感规则开展工作。
作为照料者，幼儿教师被期待对孩子投入真诚的

关怀与爱，和孩子建立“母子般”的情感联结，这与其

他照料职业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当原先由家庭承担

的照料转向依靠有酬劳动者，家人关系仍然被视为照

料关系的理想模式，建立近似家人的情感联结，被认

为是高质量照料的基础［41］［42］。将幼儿教师视为“替

代母亲”的理念也受到儿童教育观念的影响，有学者

受约翰·鲍尔比( Bolwby，J． ) 依恋理论的启发，将之

称为“依恋教育观”( attachment pedagogy) ，认为母亲

的关爱对儿童建立安全依恋关系非常重要，因此非

母亲的照料也需要建立起类似母子的关系［43］。

在幼儿园进行田野调查时，常能听到老师们用

“儿子”“闺女”“宝贝”来称呼班里的孩子们，孩子们

也会喊老师“妈妈”，还常常可以听到老师对孩子说

“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你”，或是向我表达“我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孩子”。这种被幼儿教师表达为“爱”的亲

密情感联结成为其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来源。
在蒲公英幼儿园进行第一阶段田野调查时正值

桃子班毕业季，教师们与孩子们面对着亲密关系的

终结而产生的伤感非常令人触动。毕业典礼是一种

过渡仪式，标志着孩子们成长的转折点，从接受照料

步入正式教育阶段，也标志着教师与孩子情感联系

的终结。这种平日里隐匿于互动之中、难以被看见

的情感联结，随着孩子们幼儿教育阶段的结束而被

切断，从而显露出来。桃子班的赵老师在毕业典礼

后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毕业是个伤感的话题，从学习《毕业诗》开始读

一次哭一次，我想做你们最坚强的老师，可面对分离

我发现我做不到，三年里我们变成最亲密的朋友伙

伴，还记得么，你因为挑食不好好吃饭，怎么跟你说

都不理我，于是我也赌气假装不理你，你悄悄地在纸

上用稚嫩的笔迹写了个对不起送给我，并且把不爱

吃的也吃了，当时我的心都化了，你们爱我就像我爱

你们一样，还有你们每天清晨的拥抱，以及坐在我身

后给我捶背附带着你们的十万个为什么，总觉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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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该再等等，让你们慢慢长大，我们的故事还没讲

完呢! ! ! 孩子们，谢谢你们让我有幸参与你们的童

年时光，我们约定好毕业后要用最老的联系方式写

信，告诉我你的学习生活，我也会告诉你们幼儿园有

了什么新变化。今后的日子愿你们每天都是儿童

节。( 180601FN)

赵老师描述了和孩子们相处的细节与事件，将

这种在日常互动中建立起的亲密关系视为珍惜的回

忆。“爱”在这里作为一种主体性的表达，幼儿教师

借助与幼儿的亲密关系建构起自己对职业的认同。
教师们既接纳了“像妈妈一样”的照料者身份，

珍视与孩子建立的亲密情感联结，将之视为工作幸

福感的来源; 与此同时，他们也“抵抗”着将自己视

为“替代母亲”的话语，强调自己与妈妈的不同，突

出作为教育者的专业身份以及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

发挥的独特作用。例如，向日葵幼儿园王园长在访

谈时表示:

老师对孩子的爱，永远都不可能像妈妈，为什么

呢? 因为妈妈和孩子的爱是血缘关系的爱，老师对孩

子的爱是职业的爱……我觉得做不到说真的像妈妈，

义无反顾地为孩子付出，做不到，为什么? 因为它是

血缘的。而我们对孩子的爱呢，就是说，首先要拿出

我们职业的爱来，这个职业的爱呢，不是说你不打孩

子，不骂孩子，对孩子好，就是爱孩子了，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爱孩子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带这些孩子们健

康地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对孩子的爱。就是说，你一

天到晚留意孩子不出事，要安全，结果孩子能力上没

提高，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称职的老师。( 190109IN)

王老师在叙述中通过区分“老师的爱”和“妈妈

的爱”、“职业的爱”和“血缘的爱”，来划分教师与母

亲之间的边界，从而确立自己作为幼儿教师的职业

身份与付出劳动的价值与意义。“妈妈的爱”被叙

述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是无私的; “老师的

爱”则与此不同，具有来自有酬劳动的职业要求，因

而不可能是“无私的”。但是，王老师认为自己付出

的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替代母亲完成监护与抚育，

更在于引导孩子成长和发展，这是“老师的爱”所具

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老师通过援引教育者的身份，

为劳动赋予意义。

前文中的梁老师尽管认为老师应该“像妈妈一

样”给予孩子细致的关注和照顾，但也将“老师的

爱”和“妈妈的爱”区分开来。“对待班级的孩子，你

就不能老扮演慈母，你扮演了慈母，有一些东西那就

是在毁了孩子、害了孩子。一定要有要求……严爱

有加，不能一味地爱。就是老师的爱和妈妈的爱不

一样……有的妈妈的爱和老师的爱是一样的，但有

的妈妈 的 爱 就 是 妈 妈 的 爱 ( 对 孩 子 一 味 纵 容、溺

爱) 。所以说老师的爱，更多的是理性的爱，就我希

望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191101IN) 梁老

师认为“妈妈的爱”存在纵容和溺爱的危险，有无限满

足孩子需求的可能，而老师作为教育者要付出“理性

的爱”，对孩子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发展与成长。无论

是“理性的爱”还是“职业的爱”，两位老师都在强调

着自己的教育者身份，以及自己在促进孩子成长发展

中发挥的作用，而不只是完成日常照料的照顾者。
幼儿教师对年幼孩子的照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

分，也是与其他教育工作者的不同之处。幼儿教师

作为照料者，与其他照料劳动者相似，被期待付出真

诚的关怀，给予孩子“像妈妈一样的爱”和无微不至

的照顾。“老师像妈妈”的话语在日常劳动中分别

以作为职业要求、作为机构宣传以及作为幼儿教师

自我表达三种方式呈现。“老师像妈妈”的比喻首

先是一种外在的、显性的职业要求，“妈妈”被视为

最好的照料者，因此老师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被认

为是确保孩子得到良好照料的条件。其次，“母子

般”的情感联结也是幼儿教师在日复一日的互动过

程中生成的主体体验。最后，老师们一方面接纳了

“像妈妈一样”的照料者身份，另一方面也抗拒着被

视为“替代母亲”，强调自己作为专业教育者的身份

和劳动的价值。
( 二) 控制情绪:“温柔而坚定”的师幼互动

幼儿教师不仅承担着满足身体需求的身体性照

料工作，也承担着儿童初级社会化的社会性抚育工

作，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引导他们适应集体生

活、学会互动交往、遵守集体规则。幼儿教师们也常

常处于多重任务的压力下，在管教“未被规训的身

体”时产生负面情绪。下文摘录的田野笔记呈现了

老师日常工作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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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到放学时间了，今天因为幼儿园有跆拳道

课外班，班主任张老师需要照顾孩子们穿衣服、拿书

包，同时也要帮要上课的孩子换跆拳道服，十分忙

碌。孩子们在班里自由活动，看书、玩玩具或聊天，

教室里吵吵闹闹。张老师一面帮孩子整理衣服，一

面不停地督促没有准备好的孩子穿外套、拿自己的

东西，同时还要注意防止孩子们发生危险。张老师

一面帮墨墨穿跆拳道服，一面催促在一旁拿着衣服

晃悠的小溪穿衣服。过了一会儿，小溪仍然没有穿

戴好，而是拿着自己的裤子在教室里东游西逛。张

老师用很严厉、很着急的语气问她:“你怎么还没有

穿衣服? 这么半天了?”小溪开始哼哼: “嗯……张

老师，要帮忙! 你帮我穿。”张老师拒绝了她，略显不

耐烦:“你自己可以穿，为什么不自己穿? 和你说了

半天了要穿衣服，现在裤子还没有穿上。”被拒绝的

小溪开始哭喊，并躺在了地上，扭动着身体。张老师

见此更生气了，把衣服扔给她:“你自己穿! 没有你

这样的孩子!”( 181212FN，向日葵幼儿园)

这一幕发生在非常忙碌的临近放学时刻，班里

另外两位老师，一位去送晚餐的厨余和餐具，一位在

盥洗室监督孩子们刷牙、洗手，教室里只有张老师一

人，她需要同时照顾全班约 20 个孩子，帮他们换跆

拳道服、督促穿衣、确保安全。张老师所在的班级孩

子们的年龄段是 4－5 岁，都能自己穿衣服，偶尔需要

一些协助，故事里的小溪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情境

下，面对拒绝自己穿衣服的小溪，张老师发了脾气。
同时照顾多个孩子，兼顾多种任务，处理突发状

况———这是幼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面对的，他

们也常常会因此而感到有压力，不免产生焦急情绪。

但同时，在田野与访谈中常能听到老师们说起“温柔

而坚定”这一组形容词，描述的是幼儿教师在面对管

教孩子的复杂情境时应呈现的理想情绪状态。也就

是说，按照职业要求，张老师不应该对小溪发脾气，

而应该“温柔而坚定”地和她沟通，引导她自己穿好

衣服。
“温柔而坚定”是老师的沟通状态，尤其是孩子

在尝试触摸底线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老师需要有

温柔的态度和语言与他们沟通，但同时语言和状态

是坚定地坚持底线的。园里的老师都在这么说，园

长、教研部的老师以及整个行业都会听到这样的说

法。( 191120IN)

你跟孩子说话，要“温柔而坚定”。不能一会儿大

声嚷嚷，一会儿又把情绪带进来了。还是希望能不把

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 181020IN)

“温柔而坚定”是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共同认可

的情感规则。作为老师要控制自身负面情绪表达，

用温和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大声嚷嚷”意味着没有

处理好属于私人的负面情绪，将之带入工作情境中，

不符合作为老师的身份要求。“温柔而坚定”是一

种矛盾修辞，代表着幼儿教师面对孩子时女性气质

的表达，也代表了教育工作者专业性地控制自己情

绪的一面。
因为老师面对的群体是年幼的孩子，所以“温

柔”的态度很重要。“老师要先稳定下来，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因为情绪会打扰老师的思路，幼儿又有吸

收性心智这样一个特点，老师的情绪变化对孩子的

影响很大。所以在开始处理一些情况之前，老师需

要第一时间保持情绪平稳。”( 191120IN) 这位老师

提到幼儿对情绪敏感的特殊性，因此老师保持情绪

平稳很重要。之前也有研究指出，相比其他服务工

作，照料儿童的情感劳动的要求更高，因为孩子对他

人的情绪更为敏感［44］。

情感劳动意味着劳动者通过对自身的情绪控

制引起对方特定的情绪状态。一线服务业劳动者

也需要展现温和、有耐心的情绪状态，目的是为客

户创造舒适的消费体验。与此不同，幼儿教师的情

感管理被认为具有教育意义。小木马日托中心的

Lisa 老师在我进入班级第一天面对孩子表现得慌

张时，要求我冷静一点: “你的情绪就是孩子的情

绪，你着急孩子也着急，你紧张孩子也紧张，你要调

整好自己。”( 180713FN) 另一位老师也谈道: “老师

要认识自己的情绪、情感，不知道自己的情感，怎么

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处理自己的情绪，你怎么教

孩子?”( 191103FN)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幼儿教师既

要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管理儿童的情绪，教会他们识

别情绪、管理情绪，也要管理自身情绪，保持冷静和

理性，为孩子提供榜样［45］。

此外，“温柔”暗含着对幼儿教师女性气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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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实际上，“温柔而坚定”来源于广泛流行的

“正面管教”育儿理念。在《正面管教》一书中，作者

提出父母管教孩子的原则，英文原文是“kind and
firm”，中文版译为“和善与坚定并行”［46］(P12)。而在

幼儿教育行业中，“和善”经过传播变为“温柔”这一

常用来形容女性性别气质的词汇，这一概念也从家

庭教育理念，转变成为对幼儿教师的隐性职业要求，

暗含着性别化的理解。儿童抚育传统上被认为是女

性的责任，即使照料劳动从家庭领域的无酬劳动走

入公共领域，成为有酬劳动，仍然被视作适合女性的

职业。“温柔而坚定”某种程度上延续着中国传统

的“慈母”形象，这种期待迎合并强化了照料劳动的

性别化理解。
“坚定”还代表着这一职业的专业化。作为幼

儿教育工作者要对孩子保持平和的态度，要坚守原

则，以实现教育目的。例如，向日葵幼儿园的方园长

认为，老师既要尊重孩子又要严格要求: “就是老师

很有原则。比如老师告诉你，你不许在班里跑，我千

方百计也得让你做到，但是没有犯教态⑧，也没有不

尊重孩子，没有体罚孩子，就是每天和他说啊，慢慢

引导啊，慢慢地孩子都懂了，就看老师你下不下功

夫。”( 181227IN) 在孩子违反班级中的规则时，作为

老师应该要有原则，要对孩子进行耐心引导。“坚

定”的情感控制意味着面对孩子哭泣撒娇时不能心

软，避免纵容或溺爱，把握原则才能实现教育。例

如，一位曾经做一线教师后来转岗做管理工作的老

师表示:“我不适合当老师，我太容易心软了，孩子

一哭，我就不行了。”( 181104IN)

处理情感是幼儿教师培训中的重要内容，他们

除了要学习实践技能( 如何准备游戏材料、环境创

设) 、认知技能( 儿童发展理论、卫生健康知识) 等规

定课程外，还要在实习中学会如何处理工作对情感

的要求。在孩子们受伤、哭闹、发脾气、不听话、挑衅

成年人时，需要处理自己的情感，应对孩子们的情

感，压制极端的情绪，唤起稳定的情绪，学会耐心和

自我控制，这是幼儿教师培训的隐性课程 ( hidden

curriculum) ［37］。幼儿教师在与孩子沟通时，特别是在

充满压力的情境下，需要对自身的情绪进行调整管

理，以恰当的方式与孩子互动，遵循“温柔而坚定”的

情感规则，既要呈现平和的态度，又要把握教育的

原则。
“温柔而坚定”的理想型师幼互动脚本体现了

对情绪表达的规范管理成为幼儿教师职业要求与职

业伦理的一部分。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源于他们广

泛认同的教育理念: 将幼儿视为需要尊重的平等主

体，理解他们的年龄特点和特殊需求，设置合理的发

展目标，从而实现教育目的。在情绪管理的背后是

对幼儿行为和心理的了解以及对教育情境的判断，

体现着作为教育者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自主性。
( 三) 顾客导向与专业导向的情感规则

在互动与关系之中展开工作的职业包含商业服

务工作和专业服务工作两种理想类型。两者的共同

特点是，互动与人际关系是劳动者开展工作的核心，

面向服务对象对自身情感的管理与展现成为职业要

求，劳动者需要付出情感劳动。可以将商业服务业

中的情感劳动和专业服务中的情感劳动视为两种理

想类型。商业服务业劳动者( 如餐厅服务员、售货

员、空乘、客服等) 的情感表达与展示受到来自雇主、
工作组织的规范，自主性较低，设置情感规则的最终

目的是让顾客获得满意的体验，最终帮助资方实现

利润。而专业服务工作者( 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心
理治疗师) 在与服务对象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情感

规则源于职业道德规范( code of ethics) ，他们的情感

管理与表达享有更多的自主性，依靠专业训练和专

业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情境判断来进行情感

劳动，最终目的是促进服务对象的福祉。因此，面向

服务对象的情感规则与情感劳动可以分为“顾客导

向型”( customer-oriented) 和“专业导向型”( profes-
sional-oriented) 两种理想类型。

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性( autonomy) 和主体能动

性( agency) 是不同的概念。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

中，服务业劳动者似乎是被动地接受由雇主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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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属于将私人的情感纳入工作，面临自我的异

化，后续许多研究对此提出质疑。劳动者在实践中

不一定被动地遵从情感规则，而是运用各种策略灵

活处理与反抗［19］［20］［23］，他们也可能将情感劳动视为

应对顾客和自我保护的技巧［47］［48］。也就是说，尽管

情感表达受到来自雇主与工作组织的规定与监控，但

劳动者具有主体能动性，在情感规则之下仍然有自我

表达与反抗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自主

性，也就是说情感劳动主要受到来自具有专业背景的

职业团体内部的管理和控制，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五、园所环境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的影响

( 一) 自我消解与互助合作

师幼互动发生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老师们常

常同时承担多项任务，班级内老师们分工与配合状

况不同，时间表安排或严格或宽松。老师们是否能

够实现“温柔而坚定”的互动方式，可能受特定工作

情境的影响。
小木马日托中心的主班 Lisa 老师在访谈中讲起

近期工作中遇到的一件事，与前文中向日葵幼儿园

的张老师面对不肯自己穿衣服的小溪类似，两件事

提供了工作情境的对比。
班里一位叫小涵的女孩比较容易着急，一着急

就哭，老师们努力引导她学会用语言沟通并锻炼自

理能力。一次午休起床后，小涵不肯穿衣服，一直在

房间里玩儿，老师们提醒她很多次，她仍然不愿意

穿。其他小朋友都陆续起床准备好去户外活动了，

这时她开始着急，大哭起来。Lisa 老师安抚她: “我

和你说过了，你是可以说话的，如果需要帮忙你可以

告诉我。”“我很平静、很平静，如果和她一吼起来，

状态就更差了。说完以后她还是哭，开始淌鼻涕了，

我其实也着急，心里面其实很急，但是，这就是需要

承担的东西。完了以后她开始穿，一着急，已经穿好

的袜子又掉下来了，她就又开始哭，我不停地告诉

她，让她平静下来。”这时其他老师已经带孩子出去

了，Lisa 老师告诉她因为今天贪玩没有穿衣服，所以

只能陪着她在班里活动了。
Lisa 老师之前也有在公立幼儿园工作的经验，

她对比了两类园所的环境:“公立园它就是一个纪律

型，它不像家庭园，强调一个家庭氛围，更多的是一

对一的……我们班就比较活泛，自我形成的一个生

理的时间机制嘛。很简单的例子，小涵发生的那件

事情，她不肯穿衣服，你到公立园看看，一个孩子不

肯穿衣服，你让老师看着她，可能吗? 但我就可以灵

活调度啊……我不用固定死你要怎么去做……因为

我们照顾得过来。”( 181124IN)

这件事发生时，Lisa 老师所在班里有 3 名老师、
5 名孩子，孩子的年龄为 2－3 岁，能够在老师的协助

下穿衣服，但塞衣服、系扣子等精细动作需要依靠成

年人帮助完成。面对不愿意穿衣服又着急大哭的小

涵，Lisa 老师选择反复提醒，通过语言引导平复孩子

的情绪，她和小涵的沟通更为贴近“温柔而坚定”的

情感规则。但她认为同样的状况如果发生在不同的

工作环境下，老师能够选择的应对方式可能会有所

不同，例如她曾经工作过的公立园班额更大，需要同

时照料的孩子更多，执行时间表的压力更大，因此老

师更难实现“温柔而坚定”的一对一的互动。

面对相似的“孩子不肯自己穿衣服”的情境，Li-
sa 老师和张老师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能简单归因于老

师理念和能力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面临的工

作环境的不同。这里的分析并非比较不同园所教育

质量的高下，而是希望讨论不同机构里教师在实践理

想师幼互动时所面临的不同情境。在小溪不肯自己

穿衣服的情境中，张老师面临着多重任务，赶时间送

孩子放学，并且没有同事帮忙，于是发了脾气。工作

任务、需要照顾的孩子数量、老师的分工与配合都影

响着理想互动脚本的实践，而老师对于自己所处的工

作环境( 如班额的大小、时间表的安排) 并没有决

定权。

表 2 总结了 3 所幼儿园参与观察班级老师和孩

子的数量及配比，可以看出 3 所幼儿园的差异。蒲

公英幼儿园和向日葵幼儿园的班级，孩子数量更多，

师生比更低，老师需要面对更多孩子，并且因为幼儿

园有一定的规模，在一日流程的不同环节需要与其

他部门配合，有相对更大的严格执行时间表的压力。
相比之下，小木马日托中心的工作环境则明显不同。
小木马日托中心创办之初的理念就是提供家庭式的

环境与精细化照料，师生比相对较高，时间表也相对

灵活。小木马日托中心的一位管理层工作人员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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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招生时他们明确将小班额、精细化照料作为吸

引家长的特色: “我们为孩子提供精细的照顾，不会

像公立园……他们( 招生老师) 在招生时会直接说我

们和公立园不一样。”( 181104IN) 尽管在老师们的表

达中常将“公立”与“私立”对立起来，但工作环境的

差异并不能简单地以公立或市场划分，同样作为市场

机构，小木马日托中和向日葵幼儿园的工作环境也是

不同的。

表 2 3 所托幼机构的班级数量、班额及师生比

幼儿园 班级数量 田野班级 班额 老师数量 师生比

蒲公英幼儿园( 公立) 22

苗苗班( 3－4 岁) 30 4 1 ∶ 7． 5 0

桃子班( 5－6 岁) 35 4 1 ∶ 8． 75

苹果班( 5－6 岁) 35 4 1 ∶ 8． 75

向日葵幼儿园( 民办) 6 中班( 4－5 岁) 22 3 1 ∶ 7． 3 0

小木马日托中心( 私立) 2
小班( 0－3 岁) 7 4 1 ∶ 1． 75

大班( 3－6 岁) 12 3 1 ∶ 4

幼儿教师所处的工作环境影响着师幼互动，蒲

公英幼儿园和向日葵幼儿园的老师面临更多挑战，

而小木马日托中心则更容易实践“温柔而坚定”的

互动方式。向日葵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向我表达:“我

也希望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来和孩子沟通，但有时情

况真的不允许，你赶着要做别的事，没办法就和孩子

急了。”( 191123IN) 这句话体现了两重含义: 其一，

老师们认同并希望能够按照情感规则来进行互动;

其二，他们认为受限于具体情境，很难做到“温柔而

坚定”，发脾气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往往会因此而觉

得内疚和自责。

在面对有压力的情境时，幼儿教师采取怎样的

策略确保不逾越负面情感表达的界限? 生气的表达

方式可能是愤怒的表情、激烈的语言、提高的音量，

这些虽然被视为需要避免的情况，但是仍然常常发

生，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被默许。但如果情绪表达更

加激烈，例如摔东西，甚至是对孩子肢体上的控制，

则是不被允许的，轻则受到管理层的介入和批评，重

则被辞退。

一线服务工作的劳动者可能通过个体化的策

略，即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调整自己的情感或认

知，以实现情绪管理。他们也可能通过集体化的策

略，相互进行情感支持，即“集体情感劳动”( collec-
tive emotional labor) ［15］(PP114－116)［20］［23］。深层表演和浅层

表演的策略对理解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实践解释力

有限，因为他们并非不能产生或表达负面情绪，而是

如何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负面情绪。在日常生活中，

老师们生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甚至可能在面

对自己的孩子时常常失去耐心，但在工作中作为专

业教育者，则需要遵从情感规则。在实践中，他们采

取个体化或集体化的策略，来确保情感表达符合情

感规则。

一种策略是自我消解，在负面情绪无法控制时

选择脱离环境，舒缓情绪再投入工作，避免让负面情

绪影响孩子。

可能有的时候有工作压力，或工作很忙的时候，

偏偏孩子又很闹。可能你自身情绪状态不是很好的

时候，就会影响到孩子。我觉得还是要自我调节，自

己的生活不要带到工作上面。( 181216IN)

我会和班里所有人说，当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时

候，你可以出来透 5 分钟的气，等你调整好了再进

去。没有关系，大家都有生气的时候，孩子调皮嘛，

有的时候真的是生气。所以你要觉得控制不了了，

那你就说一下，“我需要冷静一下”，其他老师再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把负面情绪发展了。( 181020IN)

上面两位老师认为当负面情绪出现时应该进行

自我调节，以控制负面情绪的表达，从而避免逾越幼

儿教师情感规则的界限，这是一种个体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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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式是在老师出现负面情绪时，其他老师予

以疏导和支持，相互配合完成对孩子的管教。前文

中张老师对不肯自己穿衣服的小溪发了脾气之后，

班里的另一位老师立刻“补位”，化解了问题。
( 张老师把衣服丢给小溪，气冲冲地走开了) 这

时其他孩子基本上都已经换好了衣服，在门口排着

队。保育老师杨老师在一旁看到张老师生气了，想

了个办法把她支走。她( 杨老师) 对小溪说: “这样

吧，小溪你自己穿衣服，我们下去和妈妈说一下，你

还没有穿好衣服，等会儿再下来。”然后和张老师说:

“张老师，你带着其他小朋友下去吧。”小溪这个时

候一听别的小朋友都要走了，开始着急。杨老师假

装对着门外喊:“你们现在都下去了，见到小溪的妈

妈说一声。小溪你自己在这儿换衣服啊。”杨老师一

面假装慢慢往外走，一面引导着小溪把裤子穿好，带

她一起下楼了。( 181212FN)

在这里，杨老师察觉到张老师的情绪状态之后

立刻介入，一方面疏导张老师予以情感上的支持，另

一方面安抚小溪，在尊重张老师让小溪自己动手的

原则下，引导小溪赶紧穿好衣服，从而解决了这个放

学时刻的“危机”。可以看出，幼儿教师通过合作使

“温柔而坚定”的互动得以实现。
( 二) 专业性的协商

在航空、餐饮、酒店等一线互动服务业中，为了

确保劳动者遵从情感规则，资方与管理者采取多种

形式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例如为服务互动

设置脚本、客户反馈投诉系统、“神秘顾客”调查法

等［18］［20］［22］［48］。那么幼儿教师作为具有一定专业自主性

( professional autonomy) 的职业，他们的情感劳动是否

受到管理与监督? 又由谁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监管?

首先，幼儿教师的日常工作受到园内管理层的

监督与指导。在蒲公英幼儿园和向日葵幼儿园，园

长、保教主任等管理层老师通过巡班、查看监控视频

等方式对老师的劳动过程进行监督。小木马日托中

心规模很小，由底层民居公寓改造而成，面积约 200
平方米，只有两个班，园长同时也是大班的主班老

师，能够随时听闻另一个班的状况，有问题时可以介

入或调度。管理层对幼儿教师的日常工作提供建议

和指导，在幼儿教师面对棘手情境时的负面情绪以及

严厉的管教方式更可能表示理解，给予幼儿教师较大

的自主权，并在极端情况下介入。例如，在向日葵幼

儿园，我参与观察的班级换过多个主班老师，因为“淘

气”孩子比较多，王园长有时也会介入班级日常工作。
有时候老师脾气一上来，声音会大，嗓门会大，

这个时候如果我听见的话，我会进班里，让老师先把

情绪平静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给老师一些建议，这个

孩子，为什么老师着急，为什么嗓门大，孩子可能出现

什么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就示范给你看，我是怎么

做的，怎么来弄的。你像这个小溪，他们在楼下小班

的时候，中午午睡我们都要去帮忙的……为什么我去

帮忙呢，因为我真的觉得老师们年轻，没有办法，然后

还比较累，这个时候我只能说是去做一些我能做的事

儿，也减轻一下老师的心理压力。( 190109IN)

其次，幼儿教师还接受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监

督。公立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接受区政府教育部门

指派的责任督学每月至少一次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三

年一轮的办园质量督导评估; 民办幼儿园每年还需接

受年度考核，考核合格才可进行下一年度招生。0－3
岁儿童日托机构的政策目前正在推进中，在我进行

调查的阶段还暂时未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监督，教

师的日常工作主要还是受机构内管理者的监督。
上述两种对幼儿教师工作的监督方式可以归

纳为来自专业团体内部的监督，通过园所内部的

督导管 理 制 度 以 及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的 督 导 审 查 制

度，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实践进行监督与指导，以确

保他们遵循职业规范，尊重孩子，给予孩子恰当的

关怀与照料。
第三种监督方式则来自家长，但公立幼儿园和

市场机构呈现出差异。无论是公立机构( 公办园)

还是市场机构( 民办园、私立日托中心) ，与家长的

沟通都是老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常规的方式包

括日常接送沟通、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家委会等。
公立幼儿园有着相对较高的声望和公众信任，而家

长对民办园则有更多疑虑［49］［50］。本研究发现，为了

寻求家长对幼儿园的支持和信任，市场机构相较于

公立机构往往付出更多努力，通过不同方式将幼儿

园日常生活展示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日常

生活和孩子的在园情况。但作为非预期后果，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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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介入幼儿教师的劳动过程之中，逐渐形成了对

其情感劳动的监督。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 3 所幼儿园里，相较于公

立的蒲公英幼儿园，作为市场机构的小木马日托中

心和向日葵幼儿园，在赢取家长信任方面付出了更

多努力。向日葵幼儿园要求老师每月给家长发送教

育计划，不定期组织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要求老

师在班级群内发送孩子在园活动的照片。小木马日

托中心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老师们每日在

班级群里发送不同时间段活动的情况，包括每一位

孩子活动的照片和小视频、一日三餐两点的图片等，

有时家长会因有疑虑而要求查看园方监控。在我离

开田野之后，小木马日托中心新开的分园在园内设

置了家长可以随时查看的监控屏幕。蒲公英幼儿园

也有亲子活动、家长进课堂等，但相较而言，家长对

老师日常劳动过程介入的频率和程度都低于小木马

日托中心和向日葵幼儿园。从访谈中了解到的不同

机构的情况来看，市场机构更倾向于开放幼儿园日

常生活给家长，特别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机构，更是期

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家长的信任。
幼儿教师的日常劳动以照片、视频、监控的形式

呈现给家长，由此也带来了一些矛盾。例如，安老师

在一家民办幼儿园工作，她所在幼儿园为了让家长

安心设置了监控室，家长可以在不影响课堂的情况

下察看班级录像，安老师在访谈中讲述了一次因为

监控而引发的冲突。
班里一位叫和和的孩子情绪比较急躁，是老师

们觉得需要付出很多关注的孩子。和和的姥爷几乎

每天来看监控，担心孩子受到不公平对待，也不止一

次在上课中途到教室找老师交涉，认为老师做得不

对。最近一次集体活动时老师带领大家做游戏，规

则是一个回合结束后由玩游戏的小朋友来挑选下一

轮谁来玩儿，老师要求“谁坐得好就选谁”，但是和

和一直玩闹所以没有被选中，于是难过地哭了，说:

“大家都不喜欢我，大家都不选我。”老师让他挨个

问大家，是因为不喜欢你，还是因为你没有坐好，没

有遵守规则。在这时，和和姥爷冲进教室里，抱着另

一个小朋友问: “你为什么不选他?”接着到园长那

里投诉了老师，园长安抚老人后，和和妈妈也到园里

来了，说看到和和姥爷录的视频，认为孩子哭得很伤

心，老师应该赶紧安抚，应该更加温柔，安老师和和

和妈妈沟通，“我就给她解释每个环节这么做是为什

么，并不是对他有害处的，而且是促进他能够改变现

在这个问题的”。( 180708FN)

安老师认为开放监控室可以把教学过程展示出

来，有助于消除家长对老师的怀疑。但这次冲突也

说明，这种方式带来了获取信任之外的非预期后果，

即形成了家长对幼儿教师日常劳动过程的监督，由

此因教育理念不同而产生了矛盾。面对特定状况，

老师基于教育情境和知识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解决

方式。例如面对没能参与游戏而伤心哭泣的孩子，

安老师认为在集体之中应该坚持原则，引导他遵守

游戏规则，才有助于孩子成长进步。而在监控录像

背后，面对同样情境的家长也有自己的观点: 姥爷认

为外孙没有参与游戏，规则不公平; 妈妈认为孩子出

现了负面情绪，老师应该温柔地安抚。原本用于获

取家庭信任的监控室设计，形成了家长对老师劳动

过程的监督，冲突的教育理念可能给幼儿教师的情

感劳动带来挑战，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沟通努力，向

家长解释自己的做法与原因，以寻求认可。
家长工作是访谈中老师们提到最多的工作压力

来源。无论公立机构还是市场机构，老师们都在努

力地争取家长对自己工作的认同与配合，回应家长

的需求与质疑，也因此感受到压力。来自市场机构

的老师往往将自己承受的压力和家长的消费者身份

联系起来。例如在一家私立日托中心工作的老师，

谈到自己面对来自家长的诸多意见和要求:“花钱越

多的幼儿园，家长越敏感，事儿越多，他们觉得他们

花钱了，他们可以提出这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要

求。”( 180721IN) 一位民办园的主班老师也提到和

家长打交道很难: “你对每个孩子都很用心，但是家

长就觉得你还是不够，家长就是永远不满足。所以

现在就是，我有事情就给你说，没事情就不给你说，

就是也不会很惯着你，什么事情都为你考虑，根本没

有用，因为家长就觉得应该的，你就是应该的，我花

了那么多钱，你就应该服务好我，或者说照顾好我的

孩子，不应该让我怎么样。”( 191123IN)

在不同机构工作的幼儿教师都感受到与家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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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带来的压力，但“家长是消费者”的话语常出现在

市场机构工作老师们的表达中，他们将这种压力和

家长的消费者身份联系起来，感受到家长认为支付

了费用就应该享受服务的态度，导致自己的付出和

专业身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里并不为了表明

家长确实出于消费者心态而对老师提出要求，而在

于这种表达反映了在市场机构工作的老师在面对来

自家长的困扰和压力时会做出如此诠释。
市场化给幼儿抚育带来了双重属性，作为公共

教育事业，同时也作为商品，当老师与家长的理念

存在冲突时，老师需要在发挥专业自主性和迎合家

长需求之间做出抉择。蓝老师从国外结束学前教

育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回到北京，在一家新成立的私

立日托中心当主班老师。她觉得，相比于公立幼儿

园，私立机构的家长对老师的要求更高，尤其是对

照顾、服务的要求极高: “说句难听的，公立可以甩

脸子，我们不敢。特别是因为机构现在是运营初

期，还没有话语权，在处理和家长的关系时更加谨

小慎微。”( 191027FN) 在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儿童托

育服务的会议时，她向演讲嘉宾咨询了一个近期困

扰自己的问题:“我想问一个很一线的问题，如何做

家长工作?”她觉得处理和家长的关系很难: “家长

主导，我的专业发挥不到作用。”( 191103FN) 在正式

访谈中，我又继续询问了她这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是，家长把一个宝贝交到你的手

上，他是很担心的，你是一个陌生人，他无论再怎么

看好你，他也需要一段时间跟你建立关系，你需要用

一些工作和真心告诉家长说，“请相信我”。这是挺

难的一件事。
( 你之前说希望在和家长合作的时候，你的专业

能够发挥作用，你觉得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

家园合作……你必须要先达到的一点，就是让

这个人不讨厌你，你的专业、你的想法才能往下放，

他如果对你有情绪的话，你无论多专业，无论你有多

牛，他才不会理你呢……
( 那你觉得现在和家长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

状态，如果还没有达到你理想的家园合作? )

现在 还 是 服 务 更 多 一 点。说 话 的 方 式 啊 会

更……怎么讲，就着家长说，家长喜欢什么，就就着他

说。这个也没有说不好啦……像有一个小朋友劝家

长控制饮食，但是家长会说:“哎呀，虽然孩子劝我，但

其实是他自己想要这么做。”说多了以后他会嫌我烦，

是真的。( 191215IN)

对家长而言，将年幼的孩子送入一家新成立的

日托机构，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内心难免会

有顾虑乃至怀疑，因而老师需要投入努力来和家长

建立信任关系。蓝老师认为，相比之下，公立幼儿园

面对家长更具权威，市场机构则需要提供“服务”，

顺应家长的意愿。蓝老师期待能够与家长成为平等

的合作伙伴，专业性受到家长的认可与尊重，但现阶

段感受更多的是迎合家长需求的压力。

对于市场机构来说，由于面临招生和生存的压

力，因此获取家长的信任和满意非常重要。向日葵

幼儿园的王园长认为民办园和公办园不同，要服务

好家长。
我们民办幼儿园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家长工作，

就是服务家长这一块儿。公办幼儿园就是用教研、
科研引领老师的发展，然后用教学、保教质量来引领

家长。像我们幼儿园的话，这方面比较弱，教科研这

方面比较弱，那我们靠什么来吸引家长? 那就靠我

们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因为像我们现在老师比

较年轻嘛，她在课程上的引领就弱一些，那她只能说

在生活照顾啊，在关注孩子的心理上，格外要关注一

些。( 190109IN)

王园长认为公立幼儿园的教研实力更强，幼儿园

可以对家庭教育发挥指导的作用，而民办园在教研和

师资力量相对缺乏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更加精细化的

照料来获取家长的认可。在王园长的表述中，“教研”

意味着园所具有主导地位，可以“引领”家长，而“照

料”和“服务”相联系，园所处于满足家长需求的位

置，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来“吸引”家长。
市场化使得幼儿教师的抚育劳动成为一种商

品，园所通过提供精细的照料，将之打造成具有吸引

力的服务产品来吸引家长，家长成为对所购买商品

拥有知情权的消费者，因此市场性质的园所更有压

力，也更倾向于将幼儿教师的日常劳动呈现给家长，

以获取家长的信任和满意。但是，这也使家长更加

卷入幼儿教师的日常劳动过程中，对幼儿教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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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带来非预期后果。冲突的教育理念可能给幼儿教

师的情感劳动带来挑战，使之面临着从专业导向型

情感劳动向顾客导向型情感劳动的转化，老师们需

要投入更多努力，在与家长的互动与协商中获取对

自己专业性的认可。
理想状态下，专业人士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需要

处理专业人士－委托人( professional-client) 这对关系。
专业人士有着自主性与权威，出于服务理念( service
ideal) 的承诺将服务对象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而客

户遵从专业人士的判断［51］。然而，在幼儿教育中这对

关系更加复杂。首先，服务对象与委托人分离，使幼

儿教师直接服务于儿童，同时需要面对家长。在理想

层面，家庭与园所是“共同担负教育幼儿任务”的合作

关系⑨，实际上这对关系潜藏着冲突的可能。幼儿教

师作为专业教育者，对于如何照料、教育儿童有着基

于自身专业知识和具体情境的判断，而家长作为孩子

的监护人，也有自己的理念和需求，双方对于如何养

育孩子并不总是观念一致，并且家长可能对“照料的

转包”存在担忧与疑虑。其次，在教育市场化的浪潮

下，家长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呈现出来，并愈发介入劳

动过程之中，使得幼儿教师的专业自主性受到挑战。
六、结论与讨论

幼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着情感劳动，其情

感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他们被期待扮演“像妈

妈一样”的照料者角色，投入真诚的关注与爱护，与

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对幼儿进行无微不至的

照顾，同时作为专业性的教育者又需要体现出“专业

的爱”; 其次，在面对有压力的教育情境时，他们需要

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表

达，用合适的沟通方式实现教育目的。
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呈现出其独特性。不同于

一线服务业以寻求顾客满意和实现利润为目的，劳

动者进行“微笑服务”的情绪展演，或是“制造熟客”
以维护客户群体，幼儿教师被期待对孩子付出真诚的

关怀。其他照料工作也要求照料者与被照料者建立

“近似家人”的亲密关系，以此作为高质量照料的基础

与保障，但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的特殊之处还体现在

他们需要扮演情绪平和且有原则的教育者角色。
在以互动与人际关系为劳动过程核心的工作

中，面向服务对象对自身情感的管理与展现成为职

业要求，劳动者需要付出情感劳动。通过对幼儿教

师劳动过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情感劳动可以划分

为“顾客导向型”和“专业导向型”两种理想类型。
商业服务工作劳动者( 如空乘、售货员、服务员

等) 遵循顾客导向的情感规则( customer-oriented feel-
ing rules) ，由雇主制定，为了让顾客在消费过程中获

得满意的体验，而对劳动者的情感表达进行要求与规

范，进而实现对利润的追求。有研究者认为在这类服

务工作中，劳动者几乎没有正式权力，互动过程被雇

主加以监督和控制，按照要求对顾客展现出友好与顺

从，是“情感的无产者”( emotional proletariat) ［52］(P3)。
专业服务工作者( 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心理治

疗师) 在与服务对象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情感规则

源于职业道德规范，是专业导向的情感规则( profes-
sional-oriented feeling rules) 。他们的情感管理与表

达享有更多的自主性，并非被动接受情感规则，而是

将之作为职业伦理的一部分予以认同并接纳，并且

依靠专业训练和专业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情

境判断来完成互动。最终目的也并非单纯追求服务

对象的满意或创造利润，而是促进服务对象的福祉。
例如，对于幼儿教师而言，付出“专业的爱”和实现

“温柔而坚定”师幼互动，源于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共同

认同的职业道德规范，符合理想的、适当的教育方式，

蕴含着教师的专业能力、专业判断与自主性。幼儿教

师需要理解幼儿的心理，对教育情境进行判断，采取

行动，通过规范自身情绪表达来实现“好的教育”。
幼儿教师所从事的抚育劳动和卡梅隆·麦克唐

纳( Macdonald，C．) 所讨论的母职劳动一样处在一对

“既被赞扬又被贬低”的矛盾价值判断中［12］(P32)。一

方面，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育儿愈发

成为一项需要专门知识与技术的工作; 另一方面，幼

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并未得到认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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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照料者获得了专业教育者的身份，他们的劳动

价值仍然难以得到认可?

从情感劳动的视角来看，幼儿教师的情感付出、
表达与管理往往被视为个体或性别特质，从而掩盖

了幼儿抚育的劳动付出和专业性。幼儿教师的情感

规则暗含着对这份职业性别化的理解，无论是期待

幼儿教师扮演“妈妈般”的照料者角色，还是呈现

“温柔而坚定”的教育者形象，实际上都将他们的劳

动付出视为女性性别气质的“自然”展现。温柔、有
耐心、善于和孩子相处，倾向于被视为性格特质( 特

别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 或是“母性”的表达，

而难以被认可为一种技巧和专业能力的体现。但实

际上，正如本文所展示与分析的，幼儿教师面对教育

儿童的复杂情境需要付出大量情感劳动，并非仅靠

“爱心”与“耐心”即可达成，背后需要有关儿童心理

与发展的知识、分析教育情境的技巧以及长期实践所

积累的判断与经验，还需要通过智慧和互助合作，采

取积极的行动策略，这些并非“天生擅长”的特质。
将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视为性别特质的“自

然”展现，一方面忽视了情感劳动实际上所需的知

识、技能与辛劳，造成幼儿教师劳动价值被贬低，专

业性难以得到认可; 另一方面强化了幼儿教师职业

的性别化刻板印象，将男性从业者排斥在外。挑战

关于抚育劳动的性别刻板印象，认可情感劳动的技

术与价值，是寻求幼儿教师专业性以及劳动价值获

得承认的一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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