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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ꎬ建设高水

平的师资队伍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技巧ꎬ更要

注重教师身心方面的良好发展ꎮ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

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ꎬ作为众多学前教育者研究儿童

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ꎬ强调儿童是在生活的各种环境

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中成长的[１] ꎮ 幼儿教师作为微观

系统中直接参与儿童互动的成人ꎬ其行为表现会对幼

儿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当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不佳时ꎬ很可能与儿童产生消极或低质量的互动ꎬ甚
至营造出压抑的环境氛围ꎮ 同时ꎬ当幼儿教师对自身

心理健康状况缺乏正确认知或无法及时调整时ꎬ幼儿

就很容易受到教师不良心理状态的影响ꎮ 此外ꎬ幼儿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影响对幼儿的护理质量[２] ꎮ
心理健康的幼儿教师展现给幼儿的是一种积极、乐观

与健康的状态ꎬ 对幼儿此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响[３] ꎮ 对于幼儿教师而言ꎬ健康的心理水平不仅有利

于身心的健康发展ꎬ更能提高幼儿教师的工作效率ꎮ

１　 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

有研究表明ꎬ幼儿园教师 ＳＣＬ－９０ 总分及各因子

均值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ꎬ表明我国幼儿园教师心理

健康水平下降ꎬ心理问题在增加[４] ꎮ 如广东、浙江、广
西、四川成都、重庆的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

低于一般人群ꎬ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３ꎬ５－８] ꎮ 也有研

究表明ꎬ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普通人

群[９] ꎮ 如甘肃省、湖北省、四川省幼儿教师的心理健

康状况良好[１０－１２] ꎮ 更有研究者通过对 ３７ 篇以 ＳＣＬ－
９０ 量表为调查工具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ꎬ幼儿教师

的心理问题并不严重[１３] ꎮ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

于研究被试取样区域不同、样本的容量不等、调查的

时间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等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１４] ꎮ
１.１　 不同年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多项研

究结果表明ꎬ随着年龄的增加ꎬ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

水平大体呈现出降低的趋势[３ꎬ５ꎬ１０] ꎮ 高年龄教师的躯

体化症状高于低年龄教师ꎬ但中等年龄组教师的心理

健康问题最为突出[５] ꎮ 农村幼儿教师的身心症状随

着年龄的增长全面下降[１０] ꎬ躯体疾病受心理压力的影

响越来越严重[３] ꎮ
１.２　 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宋寒[１１]

研究发现ꎬ刚入职和入职达到 １５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的

心理健康水平比入职 ５ ~ １０ 年和 １０ ~ １５ 年的幼儿教师

低ꎮ 李海萍等[１５] 研究结果发现ꎬ教龄在 ３ ~ ５ 年的幼

儿教师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和精神病性上表现

出心理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ꎬ但教龄在

３ ~ ５ 年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教龄在 ０ ~ ３ 年的幼

儿教师ꎮ 周智慧[１６] 通过访谈发现ꎬ教龄在 １３ ~ １９ 年

的幼儿教师压力大于教龄在 ３ ~ ６ 年的幼儿教师ꎮ 不

同教龄的幼儿教师ꎬ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ꎬ且大体

上呈现出随教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ꎮ
１.３　 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宋寒[１１]

研究发现ꎬ学历越高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越低ꎮ
周智慧[１５]研究发现ꎬ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心理压力最

低ꎬ本科学历幼儿教师的压力大于中专以及更低层次

学历的教师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不同学历幼儿教师的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 ꎬ说明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受学历影响不大ꎮ
１.４　 不同性质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教师

按照所在幼儿园性质的不同分为公立和私立幼儿园

教师ꎮ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ꎬ公立和私立幼儿园的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４ꎬ１１ꎬ１７] ꎮ 汪海彬等[４]

发现ꎬ公立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私立幼儿园

教师ꎮ 宋寒[１１]对于农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表

明ꎬ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私立幼儿园

教师ꎮ 罗香群等[１７] 对福州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的研究也表明ꎬ公办园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民

办园幼儿教师差ꎮ
１.５　 城乡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王娟等[９] 通

过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ꎬ农
村地区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要好于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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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与汪海彬等[４]研究结论相同ꎮ 由于园所性质与工

作环境不同导致的教师待遇的不平等ꎬ必然造成城乡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差异ꎮ 目前针对民

办园和农村教师的研究较少ꎬ而作为我国学前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

与支持ꎮ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ꎬ不同年龄、教龄的幼儿教师

心理健康水平具有差异[２ꎬ４ꎬ９－１０ꎬ１４－１５] ꎻ针对学历而言ꎬ有
研究显示ꎬ 学历越高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越

低[９ꎬ１４] ꎬ也有研究表明其不存在显著差异[４ꎬ１８] ꎻ私立幼

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比民办教师高[４ꎬ１１ꎬ１７] ꎬ提示幼

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ꎮ 即使已经有如此多

的实证研究分析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ꎬ并提出建设

性的意见ꎬ但当前的现状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问题的

筛查ꎬ鲜有对认知、人格、情绪等维度现状的调查ꎮ 而

仅通过简单的心理健康现状分析无法得到关于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ꎬ故改善

的效果仍旧需要更多研究者不断努力ꎮ

２　 幼儿教师与其他类型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趋势的

异同

以“教师心理健康”为关键词检索发现ꎬ将不同类

型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的研究为数不多[１９－２６] ꎬ
其中将幼儿教师列入比较类型的研究尤为缺乏ꎮ 本

研究将包含幼儿教师在内的以 ＳＣＬ－９０ 量表作为工具

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发现ꎬ与其他类型教师相比ꎬ多
数研究结果均显示ꎬ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ꎮ
有研究发现ꎬ幼儿园教师的心理不健康检出率最低ꎬ
其次是中小学教师ꎬ高等学校教师心理不健康检出率

最高[２７] ꎮ 有研究对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不同类型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发现ꎬ与中小学教师、职业学

校和高等教育教师相比ꎬ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最

好[２８] ꎮ 范会勇等[１３]基于 ＳＣＬ－９０ 量表进行元分析更

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明显优于中小学教

师ꎮ 但也有个别研究表明ꎬ与中小学教师相比ꎬ幼儿

教师的强迫症状更加显著[２９] ꎮ

３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３.１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压力交

互理论模型提出ꎬ压力是个体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应

付环境而产生的ꎬ强调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３０] ꎮ 环境中来自于工作方面的压力对于教师

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３１] ꎬ其更能显著预测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状况ꎮ 并且不同方面的工作压力作用于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方式不同ꎬ有些工作压力间接通

过社会支持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ꎬ有些则直接

造成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下降[３２] ꎮ 我国的一项研

究显示ꎬ３０２ 名幼儿教师中有 ７６.２％感觉自己有工作

压力ꎬ其中中度以上压力的人数占总数的 ４９.１％ꎬ重度

和极重度压力的人数占总数的 ２４.９％[３３] ꎮ 澳大利亚

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ꎬ工作环境很可能会危机幼儿

教师的心理健康ꎬ其中工作的不安全感以及与工作有

关的支持均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有显著关系[３４] ꎮ 说

明来自于工作方面的压力对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

影响较为普遍ꎮ
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ꎬ包括个

人、幼儿园、幼儿家长及社会不同层面的压力[３５] ꎮ 个

人层面主要包括自我期望、职业成就感、专业能力的

差异性等[３３] ꎮ 社会层面上的压力包括社会大众对于

幼儿教师职业的低认同态度ꎬ及幼教改革力度大而教

师在短时间内难以提升专业素质[３６－３７] ꎮ 另外ꎬ幼儿园

的管理与制度、繁多的教学工作也是幼儿教师的压力

源[３７－３８] ꎮ 同时ꎬ幼儿安全是家长最为关切的问题之

一ꎬ也成为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３７] ꎮ 如果压

力不能及时得到缓解而逐渐累积ꎬ最终将对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ꎬ进而产生心理问题ꎮ 因此ꎬ要
想真正缓解或解决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就需要

明确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ꎬ以及存在何种内在的

心理机制ꎮ
３.２ 　 职业倦怠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 　 Ｆｉ￣
ｅｒｄｍａｎ 从教师职业生涯的角度来认识教师职业倦怠

现象ꎬ认为职业倦怠感是由于教师在步入工作岗位之

前的过高期望与现实工作情况间存在巨大差异ꎬ进而

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所导致的ꎬ具体可以分为跌落

期ꎬ疲倦、耗竭期ꎬ调整期 ３ 个阶段[３９] ꎮ 研究表明ꎬ幼
儿教师职业倦怠感在参加工作后的 ５ ~ １０ 年里程度最

严重ꎬ随着不断调整与适应ꎬ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逐渐降低ꎬ到 ２０ 年之后是倦怠感表现最弱的时期[４０] ꎮ
职业倦怠是目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

表现ꎮ 在我国ꎬ教师职业倦怠的现象大量存在ꎬ幼儿

教师的职业倦怠心理尤为严重[４１] ꎮ 覃阿敏[４２] 研究结

果表明ꎬ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越高ꎬ幼儿教师职业

倦怠程度越低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情感衰竭程度与躯体

化症状和偏执因子之间存在正相关ꎬ从侧面说明职业

倦怠状况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４３] ꎮ 具有职业

倦怠感的幼儿教师主要表现为个人职业成就感低、职
业负荷与压力感受大、工作热情衰减等[４４] ꎮ

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主要有背景性因

素、组织因素、社会因素、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４５] ꎮ 背

景性因素主要包括幼儿教师的年龄、教龄、所教年龄

班等ꎮ 研究表明ꎬ相比于年老教师ꎬ年轻教师更容易

倦怠[４５] ꎻ蒋怀滨等[４６] 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归因研

究结果显示ꎬ教龄在 ６ ~ １５ 年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总

分和情绪衰竭及低成就感显著高于小于 ５ 年和大于

１５ 年教龄阶段教师的得分ꎻ在年龄班上ꎬ小班幼儿教

师个人成就感显著低下ꎮ 角色定位、工作量以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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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会等是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最主要的组织

因素[４７] ꎮ 社会因素主要指经济待遇、社会权力和职业

声望[４８] ꎮ 有研究表示ꎬ同其他教师相比ꎬ幼儿教师的

付出与回报不对等、长期的低待遇导致优秀幼儿教师

大量流失[４９] ꎮ 此外ꎬ家长缺乏对幼儿教师的理解与尊

重是影响幼儿教师情绪衰竭程度较高的重要因素ꎬ说
明幼儿教师职业声望对职业倦怠有一定影响[５０] ꎮ 林

琳[５１]研究结果表明ꎬ职业因素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负担重、工作量大、时间长和安

全责任问题等ꎮ 个人因素指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

和自我满足感ꎬ以及人格特征如性格类型、心理控制

点和情绪智力等[４９] ꎮ 杨颖等[５２] 研究结果显示ꎬ职业

倦怠是影响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ꎮ 此外ꎬ
还有研究显示ꎬ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能够显著预

测其主观幸福感[５３] ꎮ
虽然目前针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诸多ꎬ但

有学者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研究进行述评发现ꎬ中国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研究主要集中在表现、影响因素以

及缓解对策上ꎬ 目前的研究存在着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法单一以及重复研究较多的不足[４７] ꎮ 所以ꎬ在研究职

业倦怠与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时ꎬ需要综合多方面因

素考虑ꎮ
３.３　 情绪智力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　 情绪智

力指人以情感为操作对象的一种能力ꎬ培养情绪智力

就是培养个体对情感的操作能力[５４] ꎮ 个体情绪智力

越高ꎬ对于情感的操作能力就越好ꎬ在面对各种与情

绪相关的心理问题时ꎬ就更能有效地通过操作情感达

到缓解的效果ꎮ
目前研究者针对幼儿教师情绪智力进行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情绪智力与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幼儿情

绪社会化、 幼儿亲社会行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研

究[５５－５８] ꎬ并没有研究结果直接表明情绪智力是如何影

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ꎮ 但有研究发现ꎬ个体情绪智

力与心理健康积极方面ꎬ如积极应对、社会适应及主

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ꎬ与心理健康消极方面ꎬ如心理

健康症状学指标、感知到的压力及消极应对存在负相

关[５９] ꎮ 此外ꎬ有多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个体拥有

良好的情绪智力可以使其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

况[６０－６３] ꎮ 教师作为个体而言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ꎬ就
意味着其能通过保持良好情绪而影响心理健康状况ꎬ
但该结论需要大量实证性研究结果的支持ꎮ 针对幼

儿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ꎬ并
深入了解内在的心理机制ꎬ是研究者们需要共同努力

的方向ꎮ

４　 研究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尚不成

熟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１)现状研究多集中于对心理

问题的筛查ꎬ研究方法过于单一ꎬ且主要以 ＳＣＬ－９０ 症

状自评量表作为测查工具ꎬ研究工具相对单调ꎮ (２)
针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与工作压力、职业倦怠等相关

因素的关系研究颇多ꎬ缺少对认知、人格、情绪等心理

因素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ꎬ心理健康相关

因素的探究不足ꎬ缺乏对内在机制的研究ꎮ (３)缺少

幼儿教师与其他类型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ꎬ
无法清晰地掌握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教师群体

中所处的位置ꎬ也无法全面且具体的了解幼儿教师群

体与其他类型教师之间的差异ꎮ (４)研究设计多为横

断面研究ꎬ缺乏对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的长期追踪研

究ꎬ因此仅能得到描述性结果ꎮ (５)我国缺少对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研究ꎬ无法为缓解当前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有效且有针对性的策略ꎮ
综上所述ꎬ当前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有很高的

研究及预防和干预价值ꎮ 我国不同地区幼儿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性ꎬ主要体现在水平不同、心
理问题的主要表现不同ꎮ 另外ꎬ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

康的因素也较为繁多复杂ꎬ其中工作压力、职业倦怠

和情绪智力的相关研究颇多ꎮ 相比于其他类型教师ꎬ
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ꎮ 在现状及相关因素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干预研究将有助于采取科

学合理的方式对幼师的心理健康进行预防和干预ꎬ也
是缓解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ꎬ并对我国学前

儿童的健康发展和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ꎮ 此外ꎬ无论是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
相关因素还是干预研究ꎬ研究结果价值的有效体现与

社会各界、政府及国家的支持息息相关ꎬ相应的规章、
制度与法律是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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