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8 月
第 14 卷第 4 期

扬州大学学报 ( 高教研究版)

A ug 2010
V ol 14 N o 4

Journal of Y an gzhou U niversit y ( H igher Educat ion S tu dy Edit ion)

论高校教师的隐性流失
周

兴 国

(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高校教师隐性流失是指高校教师人事隶属关 系与其精 力分配发生 错位, 教师 将主要 精力和 注

意力转移到兼职上, 弱化本职工作效率 的一种行 为。隐性 流失较 之于显 性流 失更具 有隐 秘性和 不可 控性,
所以它不仅会影响教学质量而且还会降低学校凝聚 力。为此, 采取有 效措施防 止教师 隐性流 失, 提高教 学
质量, 应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 教师团队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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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隐性流 失现象 广泛 存在 于高校 之中。在 其位 不

教师的生活窘迫 状况不 论是 从国家 政策, 还 是从 教育 投

谋其政的行为, 不仅影 响教 学科 研质量, 而且会 降低 学

入角度来看, 都 无法在 短时 间内得 到解 决。高校 教师 只

校的整体效能 感, 影响 到学 生的 成长发 展。对高 校教 师

能凭着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校外兼职以贴补家用。

隐性流失的危害 程度还 没有 实证 研究数 据的 支持, 但 是

第二类是主 动型。所 谓主动 型是 指拥有 丰富 教学 经

通过访谈及观察 可以发 现高校 教师隐 性流 失确实 广泛 存

验和社会资源的 教师, 他 们取 得了一 定的 社会知 名度 和

在。高校教师隐性流失的严重性已开 始受到人 们的关注,

学术影响力, 其从事兼 职是 为了 赚取 更多 的金 钱。甚 至

但是因为隐性流 失的隐 秘性, 并没有 引起 各界广 泛的 重

他们的兼职收 入远远 高于正 职收 入, 并且

视。因而必须充 分认识 教师 隐性 流失的 潜在 危害性, 提

始不做 学 问了, 所 以 多由 其博 士 生、硕 士生 代 为上 课。

高教师工作内 驱力, 解 决阻 碍教 师发展 的制 度弊端, 让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要拉 关系, 要 !跑部 前进 ∀ 或 者到 别

教师乐于教学, 积极提高教学质量。

的学校做做 !兼职教授∀ , 结果这 部分教授 的工资是大 学
里最高的, 一 般年 收入在 50 万元 以上

一、高校教师隐性流失类型

[1]

他们 已经 开

。 这些 属于 优

秀教师或是骨干 教师的 隐性 流失, 不 仅会 导致骨 干教 师

高校教师隐 性流 失的表 现是 多样的, 从动因 角度 可
归为利益驱动型和价值驱动型两类。

绝对数 量上 的减 少, 而 且使 骨 干教 师向 普 通教 师流 动,
降低了高校的核心 竞争 力。而这 部分 教师 不离 职, 优 秀

1. 利益驱动型

教师得不到补给, 又 会出 现低 绩效员 工驱 赶优秀 人力 资

所谓利益驱动型 就是 指教 师从事 兼职 只是为 了获 得

源的

额外的收入。这部分教师又可以分为两类:

逆淘汰

现象。

2. 价值驱动型

第一类是 被迫型。 被迫型 多发 生在青 年教 师中。 青
年教师一般工资很低, 需要做兼职来贴补家用。 在西 安
某高校, 记者看到 一名在 宣传 部工作 约十 年左右 的刘 英

价值驱动型教师 是指 教师 为了更 好地 实现自 身的 价
值而从事兼职。这部分教师也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渴望承认型。高校教师 是知识密 集型群体,

老师的工资单, 按照工 资单 来看, 她 的所 有收入 加起 来

具有很强的自我 意识和 自我 实现 意识, 但 由于高 校中 存

还不到 1 800 元, 而去掉各种扣款后, 实际上到她手 里的

在的论资排辈现象, 让 很多 有抱 负、有 理想 的教 师不 能

钱只有 1 100 元左右。而江西南昌某高校社科部的萧 明老

在学校 的舞 台上 实 现自 己的 价 值, 所以 他 们转 向社 会,

师则表示, 自己的工资收入也不过 2 000 元左右。

[1]

年轻

在 对本职工作采取应付态度的同时把精力集中到兼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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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产生 了这样 一种现象, 即
化 ,

专职兼 职化、兼职 专职

教师工作的内部驱动 力就会 不足, 就 容易 被拜金 主义 等

专职指标化、兼职普遍化 。在一些 社会化程度很

各种社会的外在价值 尺度影 响, 因而 也就 容易发 生隐 性

高的专业, 教师 善于、乐于 并致力 于发现机 会或是 创造
机会去兼职, 以获取社会的认可。

流失。
信念往往是人思 想、行动的 原则和 目标, 是 人们 产

第二类是寻求 机遇型。这 一类型 教师认为 所在 学校

生一定的价值取向和 行动方 向的 原因。职 业价值 观是 直

没有自身发 展的潜力, 选择继续 深造, 希望 能够跳 槽到

接影响和制约职业发 展的内 在动 力因素 之一。更 高层 次

其他学校。教师 深造本 是无可厚 非的好 事, 是教师 自我

的职业价值观念, 对 于端正 人们的 职业态度、 树立良 好

升华的重 要途 径, 因 此大 多数 高校 鼓励 教师 在职 深 造,

的职业理想、有 效开 展本 职 工作 具有 非常 积极 的 意义。

并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 策。 但是很 多教师 尤其是青 年教

对于教师应该具有什 么样的 职业 价值观, 很多学 者都 有

师是迫于评职称 等现实 的压力而 去提高 学历水 平, 并不

不同的概括, 最简单 地讲, 高层 次的职 业价值 观是认 为

是出于对知识的 渴求。这种 现象使 本就心 有余而力 不足

教师是一种可以为之 奋斗终 身、为之 贡献 自己全 部力 量

的教师更难保证 课堂质 量。 其中相 当一部 分教师一 旦获

的伟大事业。这种信念可 以转 化为教 师从 事教育 活动 的

得学历又会脱离 原组织 单位, 这样 一来在 职读博读 研便

精神支柱, 是其自觉 做好本 职工作 的激励力 量。拥有 正

成了高校教师的跳板。 2003 年 7 月调查组随机选取了山

确的职业价值观的教师 通常不会 只以收 入的多 少来衡 量

东省高校的 29 名此类型教师 ( 在职读研或 是读博) 进行

自己工作的价值。

无结构式个案访谈, 男教师 24 人, 女教师 4 人, 其中 17

高校教师的隐形流失 很大一 部分原 因在于 教师没 有

人考取了硕士 研究 生并与 原学 校脱 离关系, 3 人拿 到律

树立高层次的职业价 值观。没 有职业 信仰 的教师 在行 动

师资格证书并与 原学校 脱离关 系。[ 2] 这 是一种 由隐 性流

上就缺乏信念支 撑, 因而受 不了工 作的清贫, 便将精 力

失转为显性流失 的现象。很 多高校 教师的 在职深造 是带

更多分配到回报更高 的兼职 上或 是怠慢 本职 工作。同 时

薪的, 一旦深造 教师取 得学位后 就会谋 得新的 岗位, 给

也使教师对外界的诱 惑没有 抵抗 力, 被各 种现代 拜金 主

原单位造成人财物多重损失。

义观念所左右。 只有把教师当作一种信仰, 才会在 任何

我们当然不能简 单地将 教师隐 性流失归 属于哪 一类

艰难时刻都从心里悦 纳自己 的教 师身份, 在思想 上承 认

型, 教师隐性流 失可能 是多种动 因共同 促成的。所 以要

自己的职业身份, 欣然主动地以教师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

解决高校教师隐 性流失 不是一一 对应解 决问题, 而 应从

对工作充满信心, 约束自 己不 参与有 失教 师身份 的不 良

整体出发, 首先从内 因上解 决教师 内部驱 动力不足 的问

活动, 自觉抵制外界对 教师工 作的 不良 刺激。

题, 再从外因上 解决教 师遇到的 现实困 境, 从而有 效解

助教师树立高层次的 职业价 值观 是提高 教师 内驱 力、 解

决高校教师的隐性流失问题。

决隐性流失的内功。

二、高校教师隐性流失原因分析

[3]

所以 帮

2. 现实困境加剧了教师隐性流失的发生
教师困境之一: 高校 教师待 遇差。高 校教师 作为 高

高校教师隐性流 失的原 因首先 需从教师 自身心 理方

级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为 接受 高等教 育而 付出了 巨大 的

面来分析。一些研究 者在分 析隐性 流失问 题时也提 到了

经济和时间上的投资, 自 然期 望自己 的收 入水平 可以 达

教师自身的 原因以及 社会原 因, 如周敏、林 文兴合 作的

到一个客观期望值 ( 个人薪酬期望) 。大学教师的人 力资

∃高校青年教师

的原因及对策% 一文提到教

本投资时间一般要比 其他行 业长, 在 相对 更短的 工作 时

师隐性流失的原因是 教师急 功近利 心态以 及自我实 现的

隐性流失

间里收回之前的人力 资本投 资, 唯一 的办 法就是 获得 较

需要, 其中急功 近利的 心态是最 主要的 因素。但是 笔者

高的劳动报酬。近年 来虽然 高校教 师工资有 所提 高, 但

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将 教师隐 性流失 归结为 急功近利 的心

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 能力的真 正价值 还是没 有得到 很

态, 这个问题既有教 师主观 方面的 原因也 有学校制 度环

好的体现。因为教师的 工资 水平并 没有 达到

境等方面的原因。职业价值观是个人职业行为的内 驱力,

应处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 平

缺乏正确的职业价值 观的引 导是教 师容易 发生隐性 流失

他行业赚取外快则是自然结果。

的主要内 在因 素; 制 度弊 端也 是不 可忽 略的 客观 诱 因,
影响着高校教师的发展。

教 师工 资

的 目标, 这 样教师 流向 其

教师困境之二: 教育 资源 分配 不科学。 一方面, 高
校普遍存在论资排辈 的现象。 少部分 资历 深的教 师可 以

1. 教师多元职业观造成教师职业动力不足

申请到国家或是 省部级 的科研项 目, 但很多 有才 华、 有

随着社会价值 观的多 元化, 教师 的职业价 值观 也越

精力的青年 教师 往往 囿于 职称、 资历 等客 观限 制 条件,

来越多元化。低层次 的职业 价值观 更多地 将职业定 位在

没有办法拿到科 研项目, 他 们的收 入只有基 本工 资。 另

外界评价或是物 质上, 而高 层次的 职业价 值观则是 一种

一方面, 教育资源向理工科倾斜, 社科类 经费相对紧缺,

职业内驱力, 从业者 更多的 是从中 获得精 神满足和 心灵

社科类学科 变成 清水 衙门, 致使 教师 不得 不另 想 他法,

享受。当教师自认为

造成教师的隐性流失。

教师

只是 个普 通职业 或是 赚钱

的工具, 而 没有 把它 当成 一种 信仰 或是 事业 来看 待 时,

教师困境之三: 高校 人事管 理体制 僵化。高 校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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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僵化是造成青年教师隐性流失的催化 剂。 教师是学

数学者的政策仅 仅是权 宜之计, 是 不能持久 的。青年 教

校、部门的 ! 私有 财产∀ , 即 使 无 事可 做, 只 要 没有 调

师是学校发展的 后备军, 应 利用他 们的朝气 和精 力, 尽

动, 就得呆在这 里, 有些想 在其他 行业实现 自身价 值的

量给他们优 厚的 科研 和生 活条 件, 调 动他 们的 积 极性,

教师欲走不能, 只能 !身在曹营心在汉∀ , 敷衍着从事教

提高他们的组织 忠诚度。因 此, 有必要 建立适 应市场 经

学工作, 把主要精 力投向 课外兼 职。[ 4] 虽然很 多高 校现

济的分配制度, 制 定按劳 分配、多劳 多得、忧绩 优酬 的

在允许鼓励教师校外 兼职以 提高课 堂教学 的质量和 丰富

工资制度。

课堂教学内 容, 但由于 教师工作 的难以 衡量性, 高 校对
教师工作状况很 难提出 异议, 最多 也只能 从口头上 进行
批评教育, 所以改进 教师管 理体制 是解决 教师隐性 流失
的体制保障。

4. 建立更加灵活的人事管理体制, 使人力资源 得到
最大的优化配置
灵活的人事 管理 体制 是 指

进 一 步强 化竞 争 机制,

改革固定用人制度, 破除职务终身制和人 才单位所有制,
按照 !按需设岗、 公开招 聘、 平等 竞争、择 优聘用、 严

三、解决高校教师隐性流失的对策研究

格考核、合同管理∀ 的原则, 在 高等学 校工作 人员中 全

解决高校教师 隐性流 失问题, 既 要从教师 思想 认识
角度抓起, 又 要在解 决教师 外部困境 中实现。只 有

面推行聘 用 ( 聘任) 制度。 学校 根据 学科 建设 和 教学、

两

科研任务的需 要, 科学合 理地设置 教学、科 研、管理 等

手抓, 两手都要硬 , 才能真正解决高校教 师的隐性流失

各级各类岗位, 明 确岗位 职责、任职 条件、权利 义务 和

问题, 让教师

聘任期限, 按照规定程序对各级各类岗位 实行公开招聘、

身心都在曹营 。

1. 加强教师教育帮助 教师树 立正确 的职业 价值 观,
提高教师从业的内部驱动力

平等竞争、择优聘用

[6]

。新的机制实 际上是一种竞争 机

制, 可以激励教师勤 于本职 工作, 同时 对优秀 人才具 有

高校教师对自我 职业的 认同感 强可以消 解待遇 低所

吸引作用。根据 人才流 动的

二八

原则, 建 立一支 在

带来的 负面影 响。 加强和 改进高 校教师 的思想政 治工

流动中的稳定教 师队伍, 既 有新鲜 的血液注 入学 校, 又

作, 帮助教师正确认 识市场 经济条 件下出 现的某些 不良

可以及时发现、防 止教师 的职业倦 怠。其次, 加 强管 理

现象和社会不正之风, 树立敬业精神

, 这些 都需要由

人员再深造, 提高管 理层的 素质。管理 层能否 做好教 师

教师教育来完成, 教 师教育 是解决 教师内 驱力不足 问题

工作, 能否用感情留 人、用好的 管理制 度留人 是防止 教

的有效方法 之一。除了 让教师接 受教师 教育课 程, 学校

师隐性流失的关 键。好的管 理人员 就如伯乐 一样, 能 够

领导的关怀也可 以被视 为一种特 殊形式 的教师 教育, 因

激发教师的潜质, 提高教 师对 单位的 满意 度和组 织忠 诚

为高校教师是高 知识分 子群体, 具 有强烈 的自我实 现意

度, 从而使其自觉抵制隐性流失的发生。

[5]

识和荣誉感, 所以管 理层的 理解和 关怀可 以满足教 师的

高校教师队伍 的稳 定 健康 发展 是 高校 生命 的 血液。

精神需要。这样 教师主 观上拥有 正确的 认识, 客观 上又

只有科学合理的职称 评定制 度、工资 奖惩 制度以 及教 学

受到领导的 肯定, 从而 提升了职 业归属 感, 调动了 教师

质量监督制度、学校 融资集 资制度, 才 能使学 校更好 地

工作的积极性, 有效防止了教师的隐性流失。

发展, 并培养出有思想、有道德的优秀人才。

2. 学生评教制度可以加强对教师课堂 教学质量的监
督, 有效防止教师隐性流失
教学活动是学 生与教 师的双边 活动, 学生 是教 学活
动的主体, 学生通过 切身感 受和相 互比较 形成的对 教师
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的评价 意见,
对于评定教师的 教学质 量更具真 实性和 客观性。要 鼓励
学生说真话, 对教师 的真实 教学状 况给予 客观公正 的评
价, 学校也要重 视学生 对教师的 教学质 量评价。现 行的
学生教学质量评 价的标 准还存在 过于量 化、机械化 的弊
端。要研究制定 更合理 的教学质 量评价 标准, 使学 生的
教学质 量评 价能客 观真 实地 反应教 师的 课堂教 学情 况,
然后有针对性地 提出改 进和提高 建议, 从 而促进教 师的
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技术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
3. 切实提高高校教 师的待 遇, 改革 高校工 资制 度,
提高教师工作的外部激励作用
教师的生活窘 迫状况 虽有改善, 但是教师 工资 的增
长水平与物 价、 房价相 比远远滞 后。这其中 尤其突 出的
是青年教师的发 展和生 活状况。部 分高校 现行的支 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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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M Theory based Study of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of University Student Leaders
CH ENG Si, ZH U Yu, LU O Bei
( College o f Education, So ochow U niversit y, Suzho u 215123, Jiang su,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 he charact er ist ics of st udent leaders, t he aut hors modify t he P M Scale amended
by Xu L iancang and co mpile Q uest ionnaire abo ut t he Leadership Behavior o f U niversity St udent
Leaders . A university in t he sout h o f Jiangsu Pro vince is selected as t he subject of t he surv ey . T he
st atist ic result s of t he 366 valid questionnaires show that students o f diff erent at t ribut es classif y lead
ership behaviors diff erent ly and f eel sat isf ied w it h t heir w orking condit ions t o dif ferent deg rees. T he
degree t o w hich st udent s are sat isf ied w ith t he inf ormat ion sharing inside t he st udent org anizat io ns
great ly inf luences their evaluat ion o n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Key words: PM t heo ry; universit y st udent leaders; leadership behavi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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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licit Leak of the Human Teaching
Resources in Universities
ZH OU Xing g uo
( R esear ch Institute of Educatio n, Xiamen U niver sity , Xiamen 361005, F ujian, China)

Abstract: T he implicit leak of t he human t eaching r esour ces in univer sit ies r ef ers t o t he f act that uni
v ersit y t eacher s devot e mo re of their energ y and at tent io n t o their part t im e jo bs t han t o t heir defining
teaching posit ions result ing in a mismatched allocat ion o f at t ent ion and energ y. T his sort of leak is
possibly undet ect able on t he o ne hand, and unco nt ro llable on t he ot her, w hich may af fect not only the
teaching qualit y but also t he schoo l cohesion. T herefor e, it is an im por tant issue in co nst ruct ing the
moder n universit y syst em t o t ake eff ect iv e m easures t o pr event the implicit leak of t he human t eaching
resources in universit ies. T he const ruct ion of t eachers as a t eam play s a signif icant role in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 ion.
Key words: universit y facult y; implicit leak o f the hum an t eaching resources; t eacher s m anagement;
teachers vocatio nal v i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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