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

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与研究

【摘 要】通过对四川、 山西、 河南三省的 12 所地方高校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的工作现状和生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四川、山西、河南三

省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从工作状况来看，青年教师对现有工作

的热爱程度比同类调查有所下降，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也不高，工作负担重、工作

压力大；从专业发展状况来看，青年教师自我提升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外出进修、

培训和学习提高的机会偏少；从生活状况来看，青年教师的经济收入与其教育投资

和劳动付出不成正比， 住房问题已成为青年教师的心头之痛。 对此， 从政府及教

育管理部门、 学校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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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生存状态不仅影响着教师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状态，也影响着学校的教学

质量、 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他们自身的学习生活状态，因此， 关注和研究教师生

存状态是学校管理和教师研究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

扩大， 大批青年教师走上了高校教学、 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第一线， 成为高校教师

队伍中值得关注的重要群体。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我国普通高

校专业教师总数为 1440292 人，其中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634503 人，占总人数

的 44.05%。 这一庞大的人才群体能否在高校得到健康发展， 已成为全社会密切

关注的焦点。 理论界也运用各种研究方法， 对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 工作压



力、职业倦怠等展开了多样化的研究， 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本研究以四

川、 山西、 河南三省的部分地方高校为研究样本， 针对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展开

调查与访谈， 以期能较为充分地了解这一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进而为政

府相关部门、高校决策者以及教育研究者研究解决青年教师生存压力问题提供切实

可行的依据。

一、 调查概况

（一）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所确定的对象为四川、 山西、 河南三省部分高校中的青年教师。 调

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三个省抽取了 12 所高校， 涉及综合类、 理工科

和师范类 3 种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助于反映整个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青

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之后根据每所学校在职教师数量随机抽取了一定比例的青

年教师。 为便于统计， 最后确定了 600 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 在进行问卷调查

的同时， 还增加了网络调查， 以论坛、 博客、 QQ 空间等方式提出问题， 最后

有 886 人在论坛上发表了意见， 这项调查只作为参考， 不影响问卷调查数据。

（二） 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 回收问卷 593份， 经分析剔除 20 份回答方



式不正确或者数据不完整问卷后， 实得有效问卷 573 份， 有效率 95.5%。 从样

本分布情况来看， 青年教师中男性青年教师占 56.4%， 女性占 43.6%， 男性青

年教师比例略高于女性青年教师；文化程度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状态，

本科和博士学历比例为 9.4%，硕士学历占 90.6%；职称方面，初级占 32.5%，中

级占 63.0%， 副高级为 4.5%，高级职称为 0%； 婚姻状况中， 未婚青年教师占

45.7%，已婚的占 54.3%（见表 1）。回收后的有效问卷，对选择题利用 SPSS17.0

进行录入、 管理和分析， 开放题只做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 调查结果

（一） 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状况

1. 青年教师对高校工作环境满意度低

工作环境满意度是指青年教师对现有工作环境是否满意的一种主观反映，它是

一个反映主体需求是否被满足、 多大程度被满足以及如何被满足的主观综合指数。

主要包括对学校总体发展的满意度、 对学校有关青年教师政策的感受度、 才能发

挥度以及机会平等感四个方面。

（1） 青年教师对学校总体发展的满意度

学校是教师工作的大环境，学校的总体发展状况会作为一个大的工作环境对青

年教师的工作、 生活造成影响。 本次问卷采用了 5 级分层次测量指标。 调查显

示， 有 25.2%的青年教师对学校整体发展持满意态度； 有 33.1%不太满意或者不

满意学校整体发展程度； 41.7%青年教师持一般态度 （见表 2）。 可见， 大多

数青年教师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前景不甚满意， 少部分还表示了较大的忧虑。 访谈

结果表明，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在全国高校扩招背景下， 大兴

土木举债建设新校区成为各个高校加快发展的共同选择，受调查的几所高校几乎都

背负着沉重的还款压力， 这些巨额贷款需要牺牲一代教师的经济利益来偿还， 导



致地方高校教师待遇难以与其他行业的待遇媲美。 另外， 部分青年教师对现行高

校行政管理体制较为不满，对高等教育领域资源分配形式的等级森严深感失落，对

高等教育领域里功利化的人际关系网也多感到应对乏力。

（2） 青年教师对学校有关青年教师政策的感受度

本研究将学校有关鼓励、 关心青年教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作为测量指标，

反映了学校对青年的教师成长和发展的重视程度。 调查结果表明： 对于学校是否

关心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方面， 分别只有 5.8%和 12.0%的教师认为学校很关心或

者比较关心他们， 而认为学校不太关心和不关心的教师比例则高达 45.7%和

18.5%（见表 3）。 进一步调查发现， 对是否知道学校制定的相关青年教师政策

方面， 有近 2/3 的青年教师表示根本不知道学校制定了对青年教师照顾的相关政

策。 这一项指标的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校对青年教师的工作、 生活各

个方面的关心度不够， 青年教师与学校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钩现象， 青年教师俨

然已经成为学校中的弱势群体。

（3） 青年教师的才能发挥度

青年教师才能发挥度直接影响青年教师在工作中的能力和表现，才能发挥得越

充分， 教学、 行政、 科研成就越大， 就越有助于提升职称； 职称越高获得的资

源就越多， 反过来可以帮助才能更充分地发挥。 在调查中， 我们将青年教师才能

发挥度分成 5 等级， 结果发现， 仅有 8.4%的 青年教师认为是 100%发 挥自己



的才能 ，32.5%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的才能只发挥了 80%，29.0%的青年教师认为

自己的才能只发挥了一半，更有 7.9%的青年教师认为仅发挥了自己 30%以下的才

能 （见表 4）。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青年教师才能发挥的相关因素， 在问卷中， 我们设计了多

选题，结果发现青年教师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涉及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见表 5）。

内因是青年教师自身的学历、 职称以及能力大小等共性因素； 外因则包括领导不

重视青年教师的发展， 没有能够给青年教师充分的机会和平台， 所在单位难以充

分发挥青年教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能力优势，没有建立起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等。

（4） 青年教师的机会平等感

在网络调查中， 相当比例的高校青年教师都在呼吁改善不合理的地位、 不平

等的待遇、不公平的学校政策、 不和谐的高校关系网等等。为此， 我们根据高校

普遍存在而且呼声最高的几项指标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除职称评定方面

有将近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青年教师与老、 中年教师机会均等外， 在科研经费申

请、课题申报、 论文发表、 奖项评选、 年终考核和外出进修学习方面， 绝大部

分受调查者均认为老、中年教师的机会更多。论文发表和科研经费申请两方面，更



有超过 80%的受调查认为老、中年教师的机会更多 （见表 6）。 解除青年教师的

不平等感， 满足青年教师正常合理的需要，是当前高校教师队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青年教师工作负担重， 工作压力大

高校教学科研是创造性很强的高强度脑力活动，由于青年教师存在先天的学历

和经验瓶颈， 加上高校改革对青年教师的学习要求越来越高， 青年教师必须努力

将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才能适应高校的业务需求。 同时， 青

年教师还要应付职称评聘、科研论文等任务，使青年教师承载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特别是近些年来， 高校持续扩招， 导致师生比偏低， 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量大幅

度增加。在被调查的青年教师中， 每星期课时在 5-10 节的占 28.6%， 11-16 节

的占 37.7%， 17 节以上的占 20.3%， 且多数临时性、 短期性的新课程都由青年

教师担任， 工作成本高、 耗时长、 重复使用率低。 调查中还发现， 有 2/3 的

青年教师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从事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工作，因而大多入睡时间较

晚，睡眠时间显得不足。只有 6.9%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能够在晚上 10 点前睡觉，

有 69.7%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能够在 12点前睡觉，而 12 点以后才睡觉的比例达

到了 23.4%。 调查结果表明， 青年教师认为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和比较大的比例高

达 22.2%和 50.3%，远远超过认为工作较轻松和很轻松的 6.5%比例（见表 7）。

（二） 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

1. 青年教师自我提升的愿望十分强烈

随着整个社会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和高校人才竞争的加剧，对高校教师的学历要

求越来越高，教师队伍硕士、 博士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本次调查样本中， 青

年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的比例还比较低，学历和职称成为青年教师改善待

遇、 晋升职称、 提高地位、 使自己价值最大化的发展障碍， 尽快提升学历和职

称已成为青年教师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 几乎所有被调查的青年教

师都准备在近三年攻读博士学位， 或晋升职称， 或在职进修（见表 8）。 访谈发



现， 其原因一是迫于高校本身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 二是由于晋升职称的压力和

提高经济收入等因素。 由提升学历和晋升职称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工作压力和生

活牵绊，是否会影响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 值得深入研究。

针对青年教师准备在职进修的情况， 我们还作了进一步的调查， 了解青年教师最

期待的在职进修和培训形式。 结果表明， 有 46.4%的受调查者期待参加国内脱产

进修， 有 21.8%的受调查者期待参加国外脱产进修， 有 12.4%的受调查期待参加

短期研讨班， 有 11.0%的受调查者期待参加单科进修， 还有 8.4%的受调查者选

择了期待参加其他形式的在职进修和培训 （见表 9）。而实际上， 大多数高校在

安排教师外出进修、培训的机会时， 尤其是在安排国外脱产进修的机会时， 主要

考虑的是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和博士以上学位的中年教师，大量青年教师很难获得机

会。

2. 外出进修、 培训和学习提高的机会偏少

从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和所组织开展的一些项目来看，高校教师具有较多

的机会参加各类进修、 培训和学习， 加之青年教师本身对参加进修、 培训和学习

又具有强烈的愿望，因而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进修、培训和学习活动机会应是非常

多， 但实际调查的结果显示，居然还有 33.7%的青年教师从未接受任何方式的培

训，参加过访问学者、高级研讨班、短期进修等的比例也十分低，分别为 1.9%、

8.0%和 10.1% （见 表 10）。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此前有关青年教师机会平等感的

调查结果， 即在外出进修学习方面， 青年教师的机会确实不多。



（三） 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状况

1. 经 济收入与其教育投资和劳动付出不成正比

收入高低决定着教师的衣、 食、 住、 行等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是反

映教师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 各高校不断推进薪酬制度改革， 一些

高职称、 高职务的教师，工资、 津贴再加上课题以及社会兼职， 已经相当富有，

而大多数青年教师却始终徘徊在温饱线上。 调查结果显示， 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

青年教师经济收入 （含工资、 津贴、 课酬和二级分配等） 呈 “尖峰薄尾” 的

拟正态分布 （见表 11）。 其中， 年总收入 2 万元以下的占被调查总数的 3.7%，

年总收入 2-3 万元的占 12.2%， 年总收入 3-4 万元的占 35.8%， 年总收入 4-5

万元的占 29.8%， 年总收入 5-6 万元的占 13.4%， 而年总收入 6 万元以上的仅

占被调查总数的 5.1%。大部分四川、 山西、 河南三省高校青年教师的年总收入

在 3 万到 5 万之间， 占被调查总数的 65.6%。

2012 年 ， 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565.0 元。 仅仅从数字来看，

青年教师的收入并不算低， 但考虑到绝大多数高校青年教师均具有硕士或博士学

位， 均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 加之青年教师大多工作任务重， 因而他们所获得

的经济收入往往并不能让自己满意， 与从事其他职业的硕博士同学相比， 有严重

的落差和不平衡感。加之这些青年教师中，有 54.3%的人已经结婚并建立了家庭，

既要维持基本生活消费， 还要赡养父母、 抚养小孩。 因而， 相对于生活需要而

言， 青年教师的经济收入并不乐观， 物质生活并不宽裕， 有的甚至过着举步维艰

的生活， 受调查教师中有 61.4%的人没有存款便是一个佐证。



2. 住房问题是青年教师的心头之痛

自古以来， 住房就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衣、食、 住三大要素之一， 在人们的

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特别是在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只有实现“居

者有其屋”，人们没有生活后顾之忧，才能有精力去投入工作和事业，去敬业、乐

业， 而这也恰恰是许多青年教师的心头之痛。 由于国家政策早已规定， 高校不能

修建集资住房， 学校现有房源根本无法解决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 刚参加工作的

青年教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商品房， 而租房又会面临交通、 环境、 搬家等

一系列问题。 地方政府颁布的包括廉租房在内的扶植政策， 又由于青年教师的收

入相对过高， 并不适合于他们。因此， 住房问题已成为了青年教师面临的切实问

题。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我们主要对青年教师的住房房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已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为 18.2%， 居住学校提供的免费周转房的比例为 6.8%， 居

住学校提供的廉租房的比例为 30.7%， 在校外租房的比例为 43.1% （见表 12）。

由此可见， 租房仍是青年教师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渠道。

三、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调查发现， 四川、 山西、 河南三省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并

不乐观。从工作状况来看，青年教师对现有工作的热爱程度比同类调查有所下降，

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也不高， 工作负担重、 工作压力大； 从专业发展状况来看，

青年教师自我提升的愿望十分强烈， 但外出进修、 培训和学习提高的机会偏少；

从生活状况来看， 青年教师的经济收入与其教育投资和劳动付出不成正比， 住房

问题已成为青年教师的心头之痛。

调查结果显示， 青年教师已成为生活在高校光环下而举步维艰的边缘弱势群

体。 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已成为高校教师群体中地位最低、待遇最差 （如各种收入

及各种福利等）、 工作压力最大 （如教学、 科研、 晋升职称等）、 生活负担最

重 （如养老抚幼、 买房等） 的一个群体。如果不能给予这一群体足够的重视和照



顾， 不能给予其宽松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才的流失和夭

折。 虽然本次研究仅仅是基于中西部地区四川、 山西、 河南三省的 12 所地方高

校所进行的调查，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我国普通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

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 高校管理者和全社会的重视， 并根据不同层次青年

教师的实际情况， 出台相应的政策， 因势利导， 鼓励、引导青年教师健康发展。

唯有如此，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兴旺发达。

对此， 本研究提出两方面建议： 一是政府及教育主管理部门要从政策上为青年教

师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如对高校集资修建青年教师住宅给

予必要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应设立青年教师培养专项资金， 用于青年教师在职进

修、访学或攻读学位等；在各项基金项目的申请中，要继续加大青年项目的比例，

重点支持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 要督促高校落实教师的各项福利政策、 人事制

度，切实保障教师的进修权、 合理报酬权、 民主参管权等合法权利。 二是学校要

牢固树立 “教师发展为先” 的管理思想， 认真落实 “事业留人”的根本人事工

作原则， 积极搭建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 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青年教师解决住

房、子女入学等实际困难，让青年教师安居乐业。尤其是在高校工资分配中，避

免出现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收入差距过大，并尽可能采取设立青年教师住房补贴

基金、效益津贴适当向青年教师倾斜等措施，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专心从教从研，

使他们能获得合理的收入，增强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自豪感，进而提高他们对学校

的归属感和生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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