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源愿窑

第 2 期 总第 缘缘 期
20员3 年 4 月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规划的调查分析研究
赵兰芳袁蔡永铭

渊广东药学院工会袁广东 广州 510006冤
摘

要院为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大发展后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
文章对华南地区 5 所高

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现状作抽样调查。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总体不高，
虽然
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但多数以短期规划为主，
欠缺中长期以上规划。通过对调研结果进行
分析，
为高校如何在新形势下优化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并探讨高校工会该如
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服务学校教学科研等中心任务，
为青年教师成长成才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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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袁各高校办学规模扩

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指导遥 因此袁职业生涯规划对高校

大袁青年教师数量随之迅速增加袁青年教师所占的比

青年教师来说更为迫切和重要遥 为了解高校青年教

例已经越来越高遥 不少地方新办院校 35 岁以下的

师的职业生涯规划状况袁 本研究对华南地区 5 所高

中的主力军袁有些院校个别专业甚至是以青年教师

问卷调查及访谈为主遥 发出问卷 750 份袁 收回问卷

青年教师约占全校教工一半或以上袁成为教师队伍
为主袁青年教师在高校教学尧科研尧管理和育人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遥 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高低
咱1暂

由师资整体水平决定袁青年教师个体的发展水平决
定学校未来的发展水平遥 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

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规划进行抽样调查遥 本次调研以
720 份袁有效问卷 710 份袁调查结果及情况分析如下遥

渊一冤大多数青年教师喜欢教师职业袁但职业满

意度总体不高
调 查 显 示 袁94.87% 的 青 年 教 师 认 为 自 己 的 性

不但对其自身事业获得良好发展极其重要袁而且关

格尧知识尧能力等适合教师职业遥 高校青年教师感觉

乎学校提高核心竞争力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

到高校教师职业压力较大尧 具有挑战性的占到

题 遥 因此袁有针对性地做好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
咱2暂

划袁促进青年教师健康成长袁是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队
伍建设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遥

一尧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状况分析
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状况直接影响着
他们的成长和成才 遥 高校青年教师往往更加具有
咱2暂

上进心袁比起年资老的老师可能更有冲劲遥 青年教
师正处于事业的起步发展阶段袁因此他们更加明显

89.35%曰而觉得高校教师职业相对清闲尧工作 压力

较小的只占 21.65%曰只有 6.13%的青年教师觉得自
己并不适合这个职业袁 假如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重

新择业遥 可见绝大多数的青年教师是喜欢高校教师
这个职业的 咱3暂袁但是对于这个职业发展状况的总体

满意度不高遥 表现出很满意者仅有 2.59%袁一般满意
者 26.30%袁不满意者 22.37%袁近一半渊48.74%冤的教

师认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状况一般遥由此可见袁高校青
年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总体不高遥

地感受到社会发展和工作竞争的压力遥 青年教师要

青年教师认同教师职业源于高校教师的社会地

想得到快速尧健康尧可持续的发展袁职业生涯规划将

位相对较高以及高等知识分子较为受人尊敬等遥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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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总体比较强 咱4暂遥 但是青年

较重袁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遥职称晋升尧住房保障尧收

教师对自己职业发展状况普遍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

入差距及社会保障等已经成为高校青年教师压力的

面的遥 比如觉得发展空间受限曰与教授相比觉得自

主要来源遥

己的待遇不够高曰年资浅在学校的地位普遍不高曰觉
得受重视程度不够等等遥
渊二冤多数青年教师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
性袁但多数以短期规划为主欠缺中长期规划
调查结果显示袁多数高校青年教师认识到职业
生涯规划对其成长的重要性袁但是真正认真做规划

渊四冤部分高校对 青年 教师 的职 业发 展重 视不
够袁青年教师发展受多种因素困扰
部分高校根据学校提出的发展目标对教师也提
出了相应的考核标准袁 但却缺乏对教师职业发展的
重视袁未真正为教师个人发展进行认真规划咱6暂遥 青年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需要学校进行顶层设计遥 在调查

的人并不多遥 绝大部分都是以短期规划为主袁欠缺

中袁 高校青年教师在工作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实际困

中长期以上规划袁实现职业规划的自主性也有限 咱5暂遥

难袁包括待遇较低尧发展空间受限尧住房问题尧缺乏学

重要的袁但是 11.13%的高校青年教师认为计划跟不

年教师对目前能力表现和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是一

88.87%的高校青年教师觉得职业生涯规划是非常

习进修机会等遥 在问卷调查及访谈中袁67.35%的青

上变化袁因此没必要做规划遥 虽然部分高校青年教

般遥 多数的青年教师学习进修机会并不多袁65.71%

师进行了职业生涯规划袁但是只有 29.27%的教师对

的青年教师表示在近三年没有超过一个月以上的学

标明确曰59.13%的人对于近 1耀2 年的工作任务进行

理部门进行交流机会相对较多袁但是也有 25.02%的

师表示在职业发展方面感到非常迷茫遥 在具体操作

遍希望学校能够对他们进行培养袁 多对他们的发展

过程中袁高校青年教师能够理想地规划自己职业发

进行相应规划袁 能够为他们多创造一些进修学习和

展的非常少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青年教师无

培训交流的机会遥

近 5耀10 年的职业生涯进行中长期以上规划而且目

习进修机会遥 参加一些同行学术会议或相关对口管

了考虑袁但目标不太明确曰将近 11.6%的高校青年教

青年教师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交流遥 所以青年教师普

法真正了解到学校的发展规划以及学科发展脉络遥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袁高校青年教师做出的个人
职业发展规划有可能与学校尧二级院系的实际发展
规划不相符袁其可操作性就大打折扣了遥

二尧优化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近年中国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袁 社会各种思潮交
汇融合袁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同样受到社会各种浮躁

渊三冤多数青年教师教学任务繁重袁职业压力大

思想的影响遥 非常有必要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教

近年来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尧规模不断扩

育和政治引导遥 学校可发动工会袁考虑在春节尧中秋

大袁高校青年教师的数量不断增加遥 由于教学任务

节尧教师节尧野五窑四冶青年节等传统节日时对青年教

重袁这些新招聘的青年教师往往只接受简单的岗前

师进行慰问或举办茶话会尧联欢会袁用野润物细无声冶

培训便迅速上岗遥 新的岗位尧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

的方式走进青年教师的心灵世界袁 增强青年教师对

网络关系都使得他们根本无暇过多顾及个人发展遥

学校的认同感袁激发更大的工作潜能和热情袁从而形

一直以来袁大部分高校教师习惯被动地由单位下达

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遥 高校应遵循生存价值和

任务袁很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单位发展方向

生命意义的宗旨袁 关注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中的

来主动适应实际需求袁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

情感尧个性等需求袁有序建立完备的职业发展管理制

展往往处于被动规划的状态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随着

度袁帮助他们开展全面尧科学的职业规划遥

近年国内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袁69.83%的青年教师

渊一冤做好青年教师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

表示目前承担的工作任务是野偏重甚至非常繁重冶遥

高校青年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袁 通常胸怀大志

高校青年教师通常教学工作量比较大袁科研方面处

希望有一番作为袁但实际上经常面临经济尧家庭尧生

于起步阶段袁总是疲于应付日常工作袁没有真正深入

活渊如抚养小孩尧赡养老人冤等多重因素困扰遥有些青

考虑个人职业规划发展的问题遥

年教师在遇到进修尧考学深造的机会时袁经常受多种

此外袁有 66.1%的青年教师幸福感较低袁教职工

因素困扰而不得不放弃这些良机遥学校的人事尧教务

普遍感受到来自经济尧住房尧晋升等方面的巨大压

和院系等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共同研究袁 帮助青年教

力袁心理焦虑感较强遥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袁学

师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遥 学校人事处可以多为青年

校招生规模扩大袁教学任务增加袁职称晋升要求日趋

教师提供合适时机的进修机会遥 教务处可以开展形

增高等变化袁带来教职工教学和科研工作负担相对

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工作袁建立与完善业务进修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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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遥 相关院系应该支持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尧国内

际困难袁尽量为青年教师解除后顾之忧遥开展丰富多

学术交流和开展国际尧国内合作研究袁鼓励青年教师

彩的学术尧文艺尧体育尧科技尧娱乐等活动来丰富校园

深入企业和社会锻炼曰加强对青年教师的业务培养袁

文化生活袁 可以让高校青年教师在活动中受到潜移

组织相关业务竞赛活动袁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搭建

默化的影响袁充实精神生活并提升职业素养遥 总之袁

舞台遥 学校工会组织可多为青年教师家庭生活排忧

通过提高青年教师的精神生活质量袁 构建高校民主

解难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遥

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袁 逐步促进青年教师职业生涯

渊二冤维护青年教师合法权益

的良好发展遥
渊四冤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袁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

学校应该为青年 教师创造公平竞争的成长 环
境袁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袁如建立健全教职工

营造健康向上的职业道德氛围

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尧民主监督的机制袁确保教职工能

教书育人尧为人师表是教师的基本准则袁高校肩

从源头参与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袁尤其是青年教

负着培养国家创新人才的重任袁 作为高校青年教师

师的合法权益遥 新一代的青年教师思维较为敏锐袁

则更要加强思想修养袁加强师德建设遥从客观角度看

维权意识较强袁只有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他们才会安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总体状况还是 良好

心工作袁才能理解支持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关

的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遥 据调查显示袁学生对青年教

要求遥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袁教

师师德师风的评价以一般居多袁 反映他们存在责任

职工代表大会是广大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与民主监

心不够强尧备课不够认真尧授课质量一般等问题遥 学

督的有效渠道袁工会是教代会的办事机构袁面对高校

校要结合高校青年教师的特点袁 善于用喜闻乐见的

人事制度改革带来的青年教师权益保障的新问题和

方式开展师德建设工作袁 要善于发挥工会组织的功

新挑战袁工会要创新工作机制袁依法科学地维护青年

能作用遥 如针对青年教师思想活跃的特点可举办师

教师合法权益遥例如通过切实落实教代会各项职权尧

德主题征文尧师德大讨论及师德演讲赛等活动曰针对

建立代表听证制度尧代表巡视制度尧教代会新闻发布

青年教师进取心强的特点袁 开展师德标兵和师德先

制度以及组织教代会提出合理化建议尧召开民主沟

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袁营造学赶先进的氛围袁不断加

通会等袁建立健全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尧民主监

强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遥此外袁高校应该把师德

督的机制遥 学校工会要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尧协会作

建设制度化袁建立青年教师座谈会沟通机制袁建立青

用袁及时调研尧掌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袁建立健全

年教师师德建设示范引导机制和理论研究机制袁在

青年教师维权热点尧难点问题的动态监测和反馈系

教育教学实践中培养一批精神状态好尧奉献精神强尧

统袁建立和完善权益维护的预警机制遥 可以在校内

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青年教师代表袁 形成一股向先

大力开展学术沙龙和学术讲座袁加强各院系之间青

进学习尧为学校做贡献的良好职业道德氛围遥

年教师的交流袁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遥 基于高校青

三尧结束语

年教师的爱好尧特长袁成立相应的教职工社团袁鼓励

师资是高校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袁 而青年教师

社团自主开展活动袁活跃青年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袁
维护青年教师的精神健康权益遥
渊三冤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营造民主和谐的校园
文化氛围

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决定了学校的发展潜力遥 高校应
该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袁 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
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作用遥新形势下袁高校青年教师

通过营造民主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袁可以让高

面对来自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压力袁 学校相关部门

校青年教师感受到工作生活的舒适袁有利于高校青

应该多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袁 为高校青年教师的发

年教师更好地投入工作遥 高校青年教师走上工作岗

展出谋划策遥学校工会组织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袁

位时间短袁各种基础相对薄弱袁面临的实际困 难较

主动配合学校有针对性地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袁 从思

多遥 一些心理学专家认为人在身心舒适的状况下克

想尧业务尧发展和生活等层面关心青年教师袁为青年

服困难的勇气和能量会大大增加袁因而高校青年教

教师职业规划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遥

师更迫切希望学校给他们营造一个民主和谐舒适的
校园文化氛围遥 学校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袁应充分发挥野教职工之家冶的作用袁配合学
校的工作需要及时掌握职工群众特别是青年教师的
各种心理状况袁倾听青年教师的心声袁为他们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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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after grea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袁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areer planning status of young teachers in five
universities in South China by sampling survey.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vocational satisfaction of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is not high. While the teachers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areer planning袁most of

them made short鄄term planning more than medium鄄and long鄄term plann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袁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young teachers爷 career plan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reafter袁we explored how college unions play the role of a link to the

service of school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other central tasks袁and promoted young teachers爷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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