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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调查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并探索缓解策略，文章对连云港地区

5 所高校 400 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连云港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整体水平较低，但已初见端
倪，应采取有效的缓解策略减缓职业倦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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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

疲劳与耗竭的状态，
这一概念最早于 1974 年提出。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教师
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

。当前，
我国社会处于高

［1-2］

速发展与转型的时期，
高等教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
改革与发展。高校教师在面对繁重工作的同时还
要适应高等教育变革产生的巨大挑战，
因此高校教
师的职业倦怠问题值得关注。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8）04-278-004

Jaskson 联合开发的 MBI⁃ES 量表进行调查。此量表

虽然暂时没有国内修订版，
但经多位学者使用，
表
明效度和信度较好。量表共 22 个条目，
分为 3 个分

量表：
情绪耗竭（9 个题项）、
去个性化（5 个题项）和
低个人成就感（8 个题项）。采用里克特 5 点计分

法，
“从未如此”
计 0 分，
“很少如此”
计 1 分，
“有时如

此”
计 2 分，
“ 经常如此”
计 3 分，
“ 总是如此”
计 4 分，
其中低个人成就感反向计分。

目前，
我国对于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已经有了一
定的研究，
但研究所选取的高校或地区多为高等教
育规模大、
发展水平高、
教师数量多的地方和经济
较发达地区。这对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研究成果
的推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

（三）统计学分析
数据通过 EpiData3.1 双轨录入，
经逻辑检查、
核

对 整 理 后 ，采 用 SPSS19.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
结 果

式，
了解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现状，
寻找、
分析其职业倦怠的地方性特点，
探讨职业倦
怠的缓解策略。

（一）职业倦怠问卷信度分析
采用克朗巴哈α系数对职业倦怠问卷各维度进

一、
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连云港地区 5 所普通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每所高校选取 80 名教师作

行信度测量，
3 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最低为去个
性化的 0.781，
其余两项均超过 0.8，
因此可以认定问
卷的信度很高。

（二）连云港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分析
里克特 5 点计分法的中位数为 2 分，
因此 2 分以

为样本来源。共发放问卷 400 份，
回收问卷 394 份，

下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较低，
2~3 分表示职业倦怠程

效问卷 38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5.5%。

连 云 港 地 区 高 校 教 师 职 业 倦 怠 的 均 值 为（1.573 ±

回收率为 98.5%；
剔除漏填、
错填等无效问卷后，
有
（二）调查工具及使用说明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调查问卷》采用 Maslach 和

度较严重，
3 分以上表示职业倦怠程度非常严重。
0.436）分，
可得出连云港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程
度较低。3 个维度中去个性化维度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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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0.647）分］，
情绪衰竭［
（1.616±0.571）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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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特征群体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比较

低个人成就感［
（1.688±0.658）分］维度虽然高于去

不同性别教师群体在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和职

个性化，
但均值都小于 1.7 分，
由此可以说明连云港

业倦怠因素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男性大于女性，
表

由表 1 可以看出，
连云港地区高校教师在职业

群体在低个人成就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30 岁

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水平较低。

明男性教师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不同年龄教师

倦怠总分及各维度上，
程度较低的人群均占绝大多

及以下教师群体得分最高，且在职业倦怠上也处

数，
最低的为情绪衰竭的 80.9%；
但在情绪衰竭维度
上 ，程 度 较 严 重 和 非 常 严 重 的 分 别 占 比 18.1% 和

1.0%，
合计占比 19.1%；
低个人成就感维度上，
程度
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分别占比 14.7%和 3.7%，
合计

占比 18.4%；
职业倦怠上，
程度较严重和非常严重的
分别占比 13.9%和 0.3%，
合计占比 14.2%；
表明连云
港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初见端倪。

表 1 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各因素统计
变量
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
低个人成就感
职业倦怠

类别
性别
男
女
F/t 值
年龄（岁）
≤30
30~＜45
45~＜60
≥60
F/t 值
教育程度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F/t 值
教龄（年）
≤5
＞5~10
＞10~20
＞20
F/t 值
职称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F/t 值

［n（%）］

程度较低

程度较严重

程度非常严重

309（80.9）

69（18.1）

04（1.0）

312（81.7）

56（14.7）

14（3.7）

359（94.0）
328（85.9）

*：P＜0.05。

21（5.5）0

53（13.9）

情绪衰竭

于最高水平，
表明 30 岁及以下教师更容易发生职

业倦怠。不同教育程度教师群体在去个性化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
博士得分最高，
表明教育程度为
博士的教师更容易发生去个性化，且博士在情绪
衰竭、低个人成就感和职业倦怠因素上得分均值
最高，表明博士教育程度教师更容易发生职业倦
怠。不同教龄教师群体职业倦怠水平没有显著差

异，
但数据显示，
>5~10 年教龄的教师在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和职业倦怠因素上得分均值最高，
表明>

5~10 年教龄的教师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不同职

称教师群体在低个人成就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

02（0.5）

异，
助教得分最高，
表明助教职称的教师更容易发

01（0.3）

因素上得分也最高，表明助教职称的教师更容易

生低个人成就感，且助教职称的教师在职业倦怠
发生职业倦怠（表 2）。

表 2 不同特征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情况

［分，
（x±s）］

去个性化

低个人成就感

职业倦怠

1.718 ± 0.405
1.534 ± 0.661
33.384*

1.672 ± 0.346
1.094 ± 0.709
117.860*

1.765 ± 0.614
1.629 ± 0.686
0.663*

1.707 ± 0.321
1.470 ± 0.483
28.734*

1.547 ± 0.590
1.647 ± 0.574
1.653 ± 0.526
1.861 ± 0.190
1.173*

1.292 ± 0.680
1.360 ± 0.650
1.365 ± 0.566
1.900 ± 0.200
1.332*

1.872 ± 0.812
1.580 ± 0.532
1.667 ± 0.575
1.219 ± 0.329
6.010*

1.598 ± 0.447
1.553 ± 0.452
1.581 ± 0.369
1.591 ± 0.098
00.292*

1.519 ± 0.678
1.572 ± 0.589
1.667 ± 0.542
1.798 ± 0.285
1.457*

1.247 ± 0.794
1.306 ± 0.687
1.366 ± 0.580
1.856 ± 0.238
2.812*

1.883 ± 1.018
1.670 ± 0.627
1.655 ± 0.600
1.956 ± 0.721
1.682*

1.568 ± 0.500
1.539 ± 0.463
1.591 ± 0.399
1.834 ± 0.271
01.777*

1.575 ± 0.577
1.698 ± 0.448
1.658 ± 0.569
1.616 ± 0.637
0.815*

1.321 ± 0.668
1.460 ± 0.499
1.408 ± 0.598
1.243 ± 0.730
1.469*

1.752 ± 0.740
1.644 ± 0.356
1.609 ± 0.577
1.693 ± 0.684
1.155*

1.576 ± 0.457
1.613 ± 0.322
1.572 ± 0.397
1.534 ± 0.496
00.334*

1.555 ± 0.610
1.666 ± 0.572
1.639 ± 0.483
1.535 ± 0.479
1.109*

1.285 ± 0.711
1.358 ± 0.628
1.379 ± 0.593
1.575 ± 0.443
1.147*

1.817 ± 0.784
1.616 ± 0.584
1.623 ± 0.456
1.570 ± 0.379
2.854*

1.578 ± 0.463
1.573 ± 0.452
1.572 ± 0.346
1.520 ± 0.318
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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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表明，
连云港地区高校教师职业倦怠

水平较低，
但已初见端倪。在人口变量上，
男性、
30

岁及以下、
博士学历、
>5~10 年教龄、
助教职称的教
师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
这与苏红艳等［3］对苏北 5
所高职院校的研究结果类似。对比黄辛隐等［4］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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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
在职称资格评定中是以承担和完成多少项国家
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
以及发表论文为标准，
而职称的
评定结果直接与个人的发展、
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等
挂钩［8］。30 岁及以下、
助教教师群体作为工作中的新
人，
职称晋升压力大，
个人发展水平不高。

究，
发现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市，
高校教师在

同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现有的高校

职业倦怠总体并不严重的同时，
发生职业倦怠的年

编制严重不足，
不能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因

龄、
教龄、
职称等均较连云港市有所推迟，
且没有性

此许多高校采取人事代理的性质招聘教师，
无形中

别差异。

增加了职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随着我国事业单

三、
讨

论

（一）政府层面
连云港地处苏北地区，
与苏南、
苏中地区经济
差距较大［5］，
长期以来经济水平始终处于江苏省末
位。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的不足，限制了政府在财
政、
土地等方面给予高校足够的支持。并且，
政府
层面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不够成熟，对

位人事改革的进行，
高校教师编制将逐步取消，
教
师工作不确定因素增加，
职业稳定性降低，
心理压
力增大。
（四）教师自身层面
高校教师的学历层次普遍较高。截至 2014 年，

高校教师中硕士学历的教师占比 36%，
博士学历的

教师占比 20%［9］。自古文人相轻，
高校教师在人际
关系层面往往是不那么融洽的，
在工作上的竞争关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利性政策不够多。同时，

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融洽。并且在市场经济的

连云港地区受地理区位的影响，长期以来交通不

冲击下，高校教师的薪资收入水平显得如此的平

发达，
是江苏省境内唯一的在省会城市南京 3 小时

凡，
难以体现高学历的优势。同时，
博士学历的教

都市圈外的城市。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连云港

师往往被高校在科研方面寄予厚望，
科研压力大，

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对于高

心理负担重。

校教师来说，学校发展受限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自
身的发展。
（二）社会层面

四、
预防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策略
（一）地方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的支持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房价、高

地方政府应当意识到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

物价给高校教师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

会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高等教育能够促进社会

种压力对男性教师来说显得更大。这可能与社会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推动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政府

对人的角色期望有关，男性成员承担着更多的经

要改变惯性思维，
要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局出

济方面的责任，高校教师职位并不能提供很好的

发，
从改革自身开始，
主动下放权力和归还权力，
朝

收入保障［6］。同时，
年轻教师群体作为步入职场的

着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

新人，
不仅面临着工作的压力，
还要面临人生的许

实体的目标努力［10］。加大对高校的投入，
在政策、

多重大事件，
买房、
结婚、
照顾老人、
生育子女等，
这

财物等方面合理提高支持力度。同时，
关心高校教

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产生巨大的经济负担。

师的发展，
提供多方位的发展空间。

其次，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迈入大众教育，
大学生已不再是天之骄子，
大学生就业难、
收入低
现象已不鲜见。这对于高等教育产生了冲击，
对高

（二）社会环境的合理调整
1. 合理提高高校教师的薪资水平

高校教师作为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双重身份的

校教师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
尤其对 30 岁以

组合体，
长期承受着繁重工作的压力，
但高校教师

下的教师群体。因为年龄结构的原因，
这部分教师

的薪资水平仍普遍不高，付出和收入的不平等必

难以取得较大的工作业绩和理想的社会影响力，
成

将导致低个人成就感的产生。因此应当合理提高

就感较低。同时，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导致了高校

高校教师的薪资水平，并提供适当的福利性保障

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教师的规模，
高校教师的角色优

措施，
使其有适当的生活保障，
从而安心从事教育

越感降低。

工作。

（三）高校层面
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高校教师职业也

2. 增加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

社会大众要认可高等教育为国家发展作出的贡

同社会上许多行业一样，
“铁饭碗”
正在逐步被打破，

献，
认可高校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探索方面付出的

评聘分开、
竞争上岗、
学生择师评教等措施使得众多

努力。要理解人才的培养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

［7］

教师承受较大压力 。另外，
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竞争

成的，
高校教师也是普通人，
他们的成长也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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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他们的劳动也需要社会大众的充分认可。
（三）完善高校管理制度
1. 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高校作为教师工作的场所，还应是教师的另
一个家。在高校里，要让教师感受到家的温暖和
亲情，
感受到被信任、
被尊重。这就要求高校管理
者在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建设和谐
健康的校园文化。对高校教师要给予更多的尊
重、
理解和支持，
对教师的实际困难要予以帮助和
体谅。发挥学校工会的作用，让高校教师感受到
组织的温暖。

2.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在 2017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高

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
高
校要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审的首要表现，
提高教学业
绩在评聘中的比重

。同时指出支持高校推进内

［11］

部薪酬分配改革，
实行灵活多变的分配方式和分配
办法，
多方面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提高教师间
的竞争力。
（四）合理的自我定位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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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teachers’job burnou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Shi Pan，Zhang Qiand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college teachers’job burnou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explore

the mitigation strategie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00 teachers in f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Lianyungang.The overall level of job burnou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Lianyungang is relatively low，but it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The job burnou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has taken shape，
but effective mitig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slow down the occurrence of job burnout.
Key words：job burnout；
college teachers；underdeveloped ar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