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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level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ir ability of 

academ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etc. This article aims to make college 

students to perform the practic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by guiding them to make their own 

"emotional masks", to 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face their emotional problems in a right way and 

to develop their emotional management creatively so as to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practical cases in this article ar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across education, art an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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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学生的情绪智力高低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业、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等能力。本

文是通过引导大学生制作自己的“情绪面具”从而进行情绪体验的实践，鼓励大学生正确面

对情绪问题、创造性的发展情绪管理的方法来提高情绪智力。本文的实践案例是跨教育、艺

术与心理学的创新和突破。 

1．引言 

艺术本身就具有治愈功能。本文通过引导大学生制作“情绪面具”，帮助大学生积极的

进行情绪体验、了解情绪背后的动机与需求、创造性的发展情绪管理的办法等方面来协助大

学生的提高情绪智力。研究是跨教育、艺术、心理学三个领域的创新性实践。 

2．面具 

2.1  面具的起源 

     面具起源可以从旧石器时代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创造了面

具，从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巫术仪式、文化活动等的进程来看，这个文化现象的出

现是有必然性的。我国古代把面具称为假面、魁头、套头、脸子、面壳、鬼脸等。不少的国

家和地区，面具的应用仍然非常广泛，例如：中国的萨满面具、藏巴面具（图1,白面老

人）、傩面具（图2）、社戏面具；日本的伎乐面、舞乐面、行道面、追傩面、能乐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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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的河回面具；泰国的鲁士面具、箜面具、鬼面具；爪洼的恶魔面具；意大利的嘉

年华面具（图6）；美洲、非洲的原始图腾崇拜面具（图5）、埃及法老面具等。从历史学与

考古学的角度看，面具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元素。 

2.2  面具的造型分类 

面具分作：半面面具（图6）和全面面具（图1、图2、图3、图4、图5），多层面具、动

物断腭面具、动物吊腭面具等。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3．情绪 

3.1  情绪的种类 

    现代心理学将情绪分作基本情绪（原始情绪）和复合情绪，基本情绪包含5种：喜、怒、

哀、惧、忧，其中正性情绪是喜，负性情绪是怒、哀、惧、忧。复合情绪即是基础情绪派生出

来的综合情绪，例如：喜爱、怨恨、烦恼、忧愁、抑郁、自尊、自卑、骄傲、委屈、着急、心

慌、羞愧、懊悔、抱歉、惊奇、警觉、疑惑、感激、敬佩、同情、思念、轻蔑、羡慕、满意、

失望、孤独、烦躁、惊喜、苦闷、苦恼、纳闷、受宠若惊、欣慰、羞怯、忧伤等。 

3.2  情绪智力 

丹尼尔•戈尔曼1995年在其著作《情绪智力》中，定义了情绪智力的概念：“控制情绪冲

动、理解他人的内部情感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包含五个部分：认识自己的情绪；妥

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自我激励；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及人际关系的管理。情绪智力的意义是：

一、了解自己，认识情绪背后的需求与动机，不压抑情绪及正面的处理负性情绪。二、有共

情的能力。共情是指个体识别他人情绪状态，设身处地理解他人而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和体

验，并准确反馈给对方的能力。三、积极正向的处理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能进

行团体协作。 

3.3  情绪体验与艺术 

情绪体验是情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个体如何体验自己的情绪。艺术创作很大一部

分是源于情绪，反之，作品又影响着情绪。例如米开朗基罗在创作“大卫”时塑造的不仅是

一尊雕像，而是对《圣经》中的这个重要人物注入了巨大的情感。如罗丹的雕塑“思考

者”，取自《神曲》中的《地狱之门》。思想者象征着但丁：“他默默凝视着下面被洪水吞

噬的苦难深重的人们。他爱人类，难以对那些罪人作出最后判决，他深怀同情，陷入极大痛

苦和永恒的沉思之中。 

4．情绪面具 

中国古话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理解为：不要在欢乐和悲伤的事情上有情绪

反应，要内敛的让别人都认为“我”很淡定。但正确的面对、了解与理解自己的情绪，不排

斥、不压抑，正向的处理负性情绪，才能更好的发展个体的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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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题设定 

    本文通过引导大学生制作自己的情绪面具，将情绪体验投射到面具上，进一步提高情绪

智力的水平。本课题的具体做法：一、选择自己最想表达的情绪词汇：例如：快乐、愤怒、悲

伤、悲痛、压抑、无奈、嫉妒等，可是一个或多个词汇；二、将情绪词汇应用在一个面具艺术

的制作中，为作品命名，面具材料不限（木、布、压克力、金属、玻璃、 纤维、陶土、石膏、

纸、贝壳、蛋壳、 植物、皮、动物皮毛等），可应用肌理装饰；三、形式：半面面具、全面

面具任选其一； 四、应用色彩的象征的表现手法。 

4.2  大学生情绪体验探析 

图1：“老了的自己”。“应用了暖色调，表情看着挺搞笑，表达一种失落或受伤的情绪”。

图2：“恐惧、哀号、压抑、破碎”。图3-1、3-2：“家暴”，“正面很悲伤，因为小时候有

一次比较严重的家暴，然后导致手指受伤，还去医院缝了针，所以面具表面有个创可贴，还

有眼睛旁边‘哭的支离破碎的蛋壳’”，嘴上缝的线代表一个人做错事的时候，连呼吸都是

错。背面是阴暗的，用墨水泼成粗的线条，代表无尽的黑暗和无法弥补的疼痛“。图4：“悲”，

悲到喘不上气，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图5：“悲伤、难过”，“面具正面是用淡淡的浅紫色做

成的脸，表达了温和，平静。背面是用碎玻璃渣拼成的脸，突显内心的悲伤。表达在某些环

境、某些时间、某些事情中即使你很不满、很难过却也要强颜欢笑“。图6-“恐惧”，“我想

以恐怖的面具来展示自己的内心所想，带给别人恐怖的感觉让我觉得比较有力量”。图7：“愤

怒”，“心里充满了愤怒又没有地方说，心里乱的就像麻一样的“。图8：“禁言”，“对于

这个人人都是一脸堆笑的年代，谁都说着奉承话，我的思路就是：若把口舌禁闭，兴许人们

能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真正的内心。于是做了这个‘言禁’面具，是表达对现实不满的失望和

无奈“。图9：“两面”，“人们的生活中总是会有两种种情绪：一种是我们经常要显示出来

的快乐、高兴、乐观、美好、阳光，来面对生活和人们，所以面具的一边是多彩的、暖色的。

另一种是不常显示出来的阴暗的一面：伤心、难过、恐惧不安，所以用冷色来表达，就算是

难过、讨厌，也要面对”。图10：“重感冒”。“负面情绪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等‘烧退

了’那就挺好的了“。图11：“纠结”，“是对于前途的迷茫和苦恼，表达的基本就是心情不

好、烦躁，很多的纸扭成的线表达心里的纠结和心情的复杂”。图12：“快乐”，“小丑咧嘴

的样子最能带给人欢笑了，橙色是欢乐的象征”。 

        

图1         图2        图3-1      图3-2      图4        图5-1       图5-2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大学生情绪问题解决：一、情绪体验：分析基础、复合情绪，确认情绪无对错之分，不

压抑、不排斥情绪。二、情绪处理：创造符合自己的情绪管理办法。如应用艺术的方法（制

作情绪面具、雕塑、绘画等。）倾诉、听音乐、哭泣、大声喊叫、击打安全的物品、写情绪日

记、运动、三、了解情绪背后的动机。例如：图3-1、图3-2：“家暴”，情绪背后是被爱、被

尊重的需求。图8：“言禁”，情绪背后是能公平的对话的需求。图11：“纠结”，情绪背后

是焦虑，是对未来不可控的恐惧，也可能是对自我现实能力评价过低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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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关注大学生的情绪问题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保障。引导大学生积极进行情绪体验、正确面

对情绪问题、创造性的发展大学生情绪管理的办法是提高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有效途径。使用

艺术的方法来进行情绪体验及发展情绪智力，此类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意为抛砖引玉，引发

更多的思考与实践研究，创造性与跨学科的实验是本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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