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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ꎬ为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四川省 ３ 个市的农村幼儿教师 ８０９ 名ꎬ利用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ＭＢＩ－Ｅ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对被试教师进行问卷调查ꎬ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典型相关分析法探讨幼儿教师

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ꎮ 结果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中ꎬ除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维度外ꎬ其余各维度得分与社会

支持各维度及总得分均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典型相关分析中ꎬ得到 １ 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典型变量ꎬ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４２１ꎬ贡献率为 ８１.４％(Ｐ<０.０１)ꎻ反映职业倦怠的第 １ 典型变量 Ｖ１ 主要由 Ｘ３(低成就感)决定ꎬ反映社会支持的第 １ 典型

变量 Ｗ１ 主要由 Ｙ２(主观支持)和 Ｙ３(对支持的利用度)决定ꎮ 结论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水平具有相关性ꎮ
建议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ꎬ增加其在工作中的成就感ꎬ以减轻职业倦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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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幼儿教

育研究中心项目(ＮＹＪ２０１５０６０９ꎬＮＹＪ２０１７０６０２)ꎮ
【作者简介】 　 刘娅(１９８０－　 )ꎬ女ꎬ四川省人ꎬ硕士ꎬ副教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疾病预防与控制ꎮ
【通讯作者】 　 叶运莉ꎬＥ￣ｍａｉｌ:ｗｕｓｈｕａｎｇｙｅｗｕ＠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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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倦怠指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的个

体在面对过度工作需求时ꎬ所产生的身体和情绪的极

度疲劳状态ꎬ主要表现为情绪耗竭、人格解体以及个

人成就感丧失[１] ꎮ 教师职业是一项强度大、压力大的

职业ꎬ约 ５９.５％ ~ ７４.１％的幼儿教师存在一般性职业倦

怠ꎬ约 ２.９％ ~ ３.９％的幼儿教师存在严重的职业倦怠问

题[２－４] ꎮ 社会支持是影响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ꎬ对缓

解教师职业倦怠有重要作用ꎮ 通过近年来有关教师

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关系的文献资料[５－７] ꎬ发现以往

的研究多关注城市中小学或高校教师ꎮ 因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月对四川省 ３ 个地区的农村幼儿教师进

行调查并对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分析ꎬ为
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月ꎬ根据经济状况(好、中、差)在四川省

随机抽取 ３ 个市ꎬ在每个市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区 / 县ꎬ再
在每个区 / 县随机抽取 ５ ~ ６ 个乡镇ꎬ将抽到乡镇的所

有幼儿园作为研究现场ꎬ选择当天在职的所有教师为

研究对象ꎮ 最终ꎬ共发放问卷 ８６２ 份ꎬ回收 ８６２ 份ꎬ问
卷回收率为 １００％ꎬ剔除不合格问卷 ５３ 份ꎬ获得有效

问卷 ８０９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３. ９％ꎮ 其中女性 ７９８ 名

(９９.４％)ꎻ小学学历 １ 名(０. １％)ꎬ初中 / 中专 ２０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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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ꎬ高中 / 大专 ５１４ 名(６４.１％)ꎬ本科及以上 ８７
名(１０.８％)ꎻ公立幼儿园 ２８０ 名(３４.６％)ꎬ私立幼儿园

５２９ 名(６５.４％)ꎻ５ 年及以下教龄者 ５１９ 名(６５.０％)ꎬ６
~ １０ 年 １１６ 名(１４.５％)ꎬ>１０ 年 １６４ 名(２０.５％)ꎻ幼教

专业毕业 ６１４ 名( ７７. ７％)ꎬ非幼教专业毕业 １７６ 名

(２２.３％)ꎻ无职称的 ５７４ 名(８０.４％)ꎬ初级职称 １１９ 名

(１６.７％)ꎬ中级及以上职称 ２１ 名(３.０％) (部分人口学

变量有缺失值)ꎮ 年龄为 １７ ~ ６１ 岁ꎬ平均年龄(２９.４５±
１０.８６)岁ꎮ 调查时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及意

义ꎬ并取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调查方法 　 利用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 Ｍａｓｌａｃｈ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ＭＢＩ－ＥＳ) [８] 、社会

支 持 评 定 量 表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ｖａｌｕｅｄ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ＳＲＳ) [９]在区县妇幼保健部门、乡镇卫生院的协调下

对幼儿教师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ꎮ 主要内容包括:
(１)一般人口学资料ꎬ如学历、年龄、文化程度等ꎮ (２)
教师职业倦怠量表ꎬ包括情绪衰竭、非人性化、低成就

感 ３ 个维度ꎮ 经检验该量表 ３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 ０.８８ꎬ０.８３ 及 ０.８２ꎮ 共 ２２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

采用 ７ 点计分(“从不”为 ０ 分 ~ “总是”为 ６ 分)ꎮ 各

维度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平均分ꎬ情绪衰竭和非

人性化分量表采用正向计分ꎬ低成就感分量表采用反

向计分ꎬ得分越高说明倦怠程度越严重ꎮ (３)社会支

持评定量表ꎬ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

的利用度 ３ 个维度ꎮ 经检验该量表在研究人群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ꎬ重测信度为 ０.９２ꎬ各条目的一致性

在 ０.８９ ~ ０.９４ 之间ꎮ 该量表以总分形式反映个体的社

会支持总状况ꎬ以各维度分别反映个体不同方面的社

会支持状况ꎮ 共 １０ 个条目ꎬ第 ２ꎬ６ꎬ７ 条评分之和为客

观支持得分ꎬ第 １ꎬ３ꎬ４ꎬ５ꎬ条评分之和为主观支持得

分ꎬ第 ８ꎬ９ꎬ１０ 条评分之和为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进行数据双录

入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法分析幼儿教师人口学特征、职业倦怠及社会支持

状况ꎮ 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法分

析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的关系ꎮ 职业倦怠 ３
个维度(情绪衰竭 Ｘ１、非人性化 Ｘ２、低成就感 Ｘ３)组成

Ｖ 变量集合ꎬ社会支持 ３ 个维度(客观支持 Ｙ１、主观支

持 Ｙ２、支持的利用度 Ｙ３)组成 Ｗ 变量集合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各分量表均分分别为情绪衰

竭(２.２３±０.６０)分ꎬ非人性化(０.８６±０.６８)分ꎬ低成就感

(１.７０±０.９５)分ꎻ社会支持得分总分为(４３.９０ ± ７.３３)
分ꎬ各分量表得分分别为客观支持(９.３９±２.８５)分ꎬ主

观支持 ( ２５. ７７ ± ４. ６６) 分ꎬ对支持的利用度 ( ８. ７３ ±
１.８０)分ꎮ
２.２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　 结果显示ꎬ除情绪衰竭维度与客观支持不存

在相关关系外ꎬ职业倦怠各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均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其中ꎬ
低成就感维度与主观支持维度和社会支持总分的相

关程度最高(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０８ꎬ－０.３５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农村幼儿教师社会支持与

职业倦怠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ｒ 值ꎬｎ ＝ ８０９)

社会支持 情绪衰竭 非人性化 低成就感
客观支持 －０.０６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１３∗∗

主观支持 －０.１０４∗∗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８∗∗

对支持的利用度 －０.１８４∗∗ －０.２３６∗∗ －０.２８４∗∗

社会支持总分 －０.１３７∗∗ －０.２９３∗∗ －０.３５１∗∗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关

分析

２.３.１　 典型相关系数及贡献率 　 典型相关分析可得

到 ３ 对典型变量ꎬ第 １ ~ ３ 对典型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４２１ꎬ０.１０４ꎬ０.００１ꎬ其中第 １ 对典型相关系数比职业

倦怠各维度和社会支持各维度 ２ 组间的任一个相关系

数大ꎬ即综合的典型相关分析效果好于简单相关分

析ꎮ 第 １ 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为 ０.４２１ꎬ贡献

率为 ８１.４％ꎬ典型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
第 ２ 对和第 ３ 对典型相关系数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因此ꎬ职业倦怠各维度和社会支持各维度

相关性的研究可以简化为研究第 １ 对典型相关变量之

间的关系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典型相关分析(ｎ ＝ ８０９)

项目
典型

相关系数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 Ｆ 值 Ｐ 值

Ｖ１ꎬＷ１ ０.４２１ ０.２１６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４ １９.１５７ <０.０１
Ｖ２ꎬＷ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７５ ０.９８９ ２.１９４ ０.０６７
Ｖ３ꎬ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７

２.３.２　 典型变量与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表达式 　
职业倦怠各维度(Ｖ１ )和社会支持各维度(Ｗ１ )的第 １
对典型变量的标准化线性组合为:
　 　 Ｖ１ ＝ －０.１９９Ｘ１ －０.３７３Ｘ２ －０.７４５Ｘ３

　 　 Ｗ１ ＝ ０.１５９Ｙ１ ＋０.５６４Ｙ２ ＋０.５５２Ｙ３

　 　 由公式可知:Ｖ１ 主要受 Ｘ３(低成就感)的影响ꎬ而
Ｗ１ 主要受 Ｙ２(主观支持)和 Ｙ３(对支持的利用度)的影

响ꎮ 见表 ３ꎮ
２.３.３　 典型结构分析 　 典型结构分析即分析原始变

量和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ꎮ 在第 １ 对典型变量的

结构图中ꎬ职业倦怠原始变量中以低成就感(Ｘ３ )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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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变量(Ｖ１)相关性较高ꎬ其典型因素负荷量为 ０.８７１ꎬ
社会支持原始变量中以主观支持(Ｙ２ )和对支持的利

用度(Ｙ３)与典型变量(Ｗ１ ) 的相关性较高ꎬ其典型因

素负荷量分别为 ０.８３３ꎬ０.７９７ꎮ 因此职业倦怠与社会

支持的第 １ 对典型相关关系主要由主观支持(Ｙ２ )、对
支持的利用度(Ｙ３ )通过第 １ 个典型变量 (Ｗ１ )ꎬ来影

响 Ｘ 组变量中的第 １ 个典型变量(Ｖ１ )ꎬ而与 Ｖ１ 相关

较高的变量为低成就感(Ｘ３)ꎮ 见图 １ꎮ

表 ３　 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的标准化典型相关系数(ｎ ＝ ８０９)

原始变量 Ｖ１ Ｖ２ Ｖ３

情绪衰竭 －０.１９９ １.１９１ －０.０１４
非人性化 －０.３７３ －０.８０２ －０.９２６
低成就感 －０.７４５ ０.１１４ ０.７７９
客观支持 ０.１５９ ０.３３７ １.０７１
主观支持 ０.５６４ ０.６５７ －０.７８２
支持的利用度 ０.５５２ －０.９２７ ０.０５５

　 注:Ｖ１ ꎬＷ１ 为典型相关分析得到的第 １ 对典型变量ꎮ
图 １　 第 １ 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结构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各维度

得分均处于均值中下水平ꎬ职业倦怠程度较轻ꎬ主要

表现在情绪衰竭和低成就感方面ꎬ与张冬梅[１０] 的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ꎮ
本文结果表明ꎬ农村幼儿教师总体社会支持水平

和主观支持水平较高ꎬ与赵丽君[１１]的研究结果大致相

同ꎮ 但客观支持水平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水平较低ꎬ表
明幼儿教师主观上感觉自己能得到较好的社会支持ꎬ
但在遇到困难时ꎬ可能很少会主动倾述或者寻求帮

助ꎬ因此对支持的主动利用不高ꎬ从而导致幼儿教师

能获得的实际支持如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可能并不

理想ꎮ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情绪衰竭、非人性化、低

成就感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

相关ꎬ与邵海艳[１２] 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ꎮ 由此可见ꎬ
社会支持是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因素ꎬ

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ꎬ职业倦怠的程度越

低ꎬ与西方学者 Ｍａｓｌａｃｈ 等[１３]以及卢长娥[１４]的研究结

论基本相同ꎮ 在第 １ 对典型相关变量中ꎬ社会支持中

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主要影响职业倦怠中

的低成就感ꎬ而两者呈负相关ꎬ由此说明幼儿教师的

主观支持水平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水平越高ꎬ其获得的

成就感就会越高ꎬ可以解释为如果幼儿教师能很好地

主动利用社会支持ꎬ也为别人获得社会支持提供了可

能ꎬ即对支持的利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ꎬ在支持

别人的同时ꎬ也为获得别人的支持打下了基础ꎬ同时

在相互支持的过程中ꎬ幼儿教师在支持别人时能看到

自己的价值ꎬ从而产生成就感ꎮ
综上表明ꎬ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水

平具有相关性ꎬ社会支持水平越高ꎬ职业倦怠越轻ꎮ
建议有关教育管理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幼儿教

师的社会支持水平ꎬ特别是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主动

利用方面ꎬ如领导多给予工作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

心ꎬ加强外界对幼儿教师的理解与尊重ꎬ使其能在工

作中获得较高的成就感ꎬ减少职业倦怠的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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