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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the full-time college counselors in civilian-run colleges is a key
point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ollege counselors, but still lacks enough attention and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ur survey reveals that the counselors group in Yunnan’s civilian-run colleges has a
low level of professional happiness, and the important factors giving rise to that are being lack of
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 job ambiguity, heavy work pressure, being lack of systematic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so 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full-tim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happiness in Yunnan’s civilian-run colleges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be favor of strengthening the belongingness and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the counselors as well,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an-run colleges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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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问题是辅导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但社会、学校和个人对
辅导员工作的认知和认同仍有待提高。调查显示，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群体的职业幸福感普遍较
低，其关键性影响因素则是缺乏合理的管理制度、工作模糊、工作压力大、系统性职业培训的缺失等问
题。正确认识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群体的职业幸福感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能有的放矢地促进学校
制度的完善、增强专职辅导员的归属感和职业幸福感，并最终利于学校管理和未来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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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办高校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实
施专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高等
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逐步凸显，承担着与公办高校相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云南省的
民办高校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民办高校的发展有赖于民办高校教师群体的成
长，但目前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扶持政策还不是很到位，致使民办高校的教师在工资、福利待遇、职称评
定等方面与公办高校的教师差距较大。
专职辅导员队伍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在民办高校亦如此。中共中央 16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专职辅导员队
伍建设规定》(2006 年，24 号文件)都明确指出专职辅导员建设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辅导员队伍的建设
仍存在很多问题，致使辅导员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偏低，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也使更多年轻辅导员把辅导
员工作当成一个过渡性工作。这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不利于辅导员职业化的建设和发展。
正因此，本文以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群体的职业幸福感进行评价研究。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述评
职业幸福感是指主体在从事某一职业时基于需要得到满足、潜能得到发挥、力量得以增长所获得的
持续快乐体验[1]，而职业认同是职业幸福的必要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开始对幸福感进行科学研究。2002 年，大家开始对教师幸福感进行研究。研
究之初，国内学者对教师幸福感的总体概况进行初步探讨，对教师幸福感的重要性进行论证。2005 年，
在新课程改革和不断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教师的幸福感问题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同时也进入
了教育研究者的视阈。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者主要针对教师幸福感的现状、影响教师幸福感的因素以
及提升教师幸福感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和分析。2008 年以后，教师幸福感的研究，较多地体现在影响教师
幸福感的因素和实现教师幸福感的策略研究上，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与此同时，
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步受到大家的关注，从 2008 年到 2014 年，关于专职辅导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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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研究文献逐年递增，大家的关注点集中于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概念界定、职业幸福感高低
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和提升途径分析[2]-[7]。
国内学者对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以及辅导员个人的职业认同、幸福感等问题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见解，
也透露出大家对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的关心和焦虑。笔者就职于民办高校，对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的工
作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感同身受。希望通过对民办高校辅导员群体职业幸福感的评价研究，对民办高校
专职辅导员的管理和职业化建设提供有益建议。

3. 调查内容分析
云南省各民办高校的辅导员队伍由专职辅导员、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等构成，结构复杂。由于兼职
辅导员和班主任是由专职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担任，并非“辅导员职业化建设”思路中所涉及的辅导员，
因此，本文特别选择“专职辅导员”作为研究对象。
论文调查以访谈和问卷为主，先通过问卷调查提炼出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普遍关注的问题，
再开展针对性访谈，深入了解影响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因素。调查内容由被调研人基
本信息、职业幸福感自我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三部分构成。

3.1. 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结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与全国各高校辅导员在人员结构方面呈现年轻人居多、女
性居多、工作年限短、工作经验少等特点(见表 1)。这与调查前的假设相一致，也与笔者多年的观察结果
相吻合。年轻化的专职辅导员队伍工作积极，具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具有好学、谦虚、勤奋等优点，也
较容易融入学生群体，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但是年轻化的专职辅导员队伍也表现出工作经验不足、
思想认识不全面、角色模糊等问题。很多年轻专职辅导员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应届硕士毕业生，缺乏社
会经验，而很多民办高校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提供合理的岗前职业培训，往往是今天入职、明
天即上岗，很多工作经验全凭自己摸索，自我实战培训。虽然这有利于专职辅导员工作能力提高，但时
间过长、成本过高，极易形成职业倦怠。此外，专职辅导员的工作时间长短不一，多则高达 8 年，少则
为不满 1 个月，很多年轻辅导员一旦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有更好的机会，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跳槽或调换
岗位，这也是造成专职辅导员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的原因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学校、个人
对专职辅导员工作的认知片面，更多的人将其当成迈入社会的过渡性工作，没有将其认定为一种职业，
这显然不利于专职辅导员的职业化建设。

3.2. 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自我评分
根据对近一百位专职辅导员的调查显示(见表 2)，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群体对职业幸福感的自
我评分的综合平均分为 5.1 分(10 分制)，职业幸福感总体偏低，但也呈现差异性。比如，工作时间低于 1
年的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的自我评分普遍高于其他工龄段的同行，这主要得益于年轻辅导员对于工作的
热情和向往，也得益于和学生群体的良好互动。工作未满 1 年的年轻辅导员们对辅导员工作处于不断探
索中，有战胜困难带来的满足感和喜悦感，也有充实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职业幸福感的自我评分最低的工龄段是 2~4 年，仅为 4.4 分，个别受访者的自评分数更低，甚至有
人认为自己的职业幸福感低于 0。此工龄段的专职辅导员普遍认为专职辅导员工作负荷重、工作压力大，
“多做事没奖励，做错事即被惩；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犹如石磨中间的玉米——两头压，左右不
是人”。很多专职辅导员表示，虽然上至教育部领导、下至学校领导都在不同场合不断声明专职辅导员
对于高校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不可替代作用，但是专职辅导员在高校中的地位很尴尬，是被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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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ersonnel structure of the full-time college counselors in Yunnan’s civilian-run colleges
表 1. 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的组成结构
人员构成情况
年龄结构

工作经验

工龄(单位：年)

性比构成

学历结构

婚否

≤24 岁

>24 岁

有

无

<1

1~2

2~4

女

男

本科

硕士

未婚

67.8%

32.2%

33%

67%

23%

32.3%

27.1%

70.8%

29.2%

85.4%

14.6%

87.5%

备注：很多专职辅导员未完成 4 年周期即中途跳槽或换岗。

Table 2. The self-evaluation of the full-time college counselors in Yunnan’s civilian-run colleges (a ten-point system)
表 2. 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自我评分(10
分制)
综合评分：5.1 分 1
工作年限 2

评分

<1 年

7.5

2~4 年

4.4

>4 年

6

化的一群人。工作时间在 2~4 年的专职辅导员较完整地体验了民办高校学生管理的全过程，也有了一定
学生管理经验，当年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断淡化，而繁琐、重复的工作极易让人产生倦怠感，当工作
得不到肯定时更是如此。
工作满 4 年(完成一个周期)的专职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自评分有一定回升，这与本次调研时间刚好处
于毕业季有一定的联系，与学生的良好感情沟通会增强专职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这样的职业幸福感基
于四年辛苦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这也是一个专职辅导员最骄傲和自豪的时刻，可以冲淡其他一切烦恼和
压力。

3.3. 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显示，影响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影响程度从
高到低依次如下 3：
3.3.1. 云南省民办高校辅导员缺乏合理制度保障
“年轻辅导员本踌躇满志，打消大家职业憧憬的既不是难以解决的学生管理问题，也不是 24 小时待
命的工作状态，而是很多不合理的学校管理制度所导致的不公正待遇。很多民办高校将惩罚制度运用得
炉火纯青，却忽视了对认真工作、努力工作的年轻人的奖励和鼓舞。”这是一位受访辅导员的真情流露。
工作压力大、收入偏低、教师身份模糊等问题是公认的影响全国高校辅导员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但实际
调查显示，云南省民办高校辅导员群体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有更多怨言(见图 1)，如学生到课率与辅
导员工资挂钩、学生的学费缴纳率与辅导员工资挂钩、前后矛盾的学生违纪处理规定、不完善的安全责
任事故管理办法… 受访的年轻辅导员中，很多人因所带班级学生到课率低或者学费欠费率相对较高而被
1

自我评分 6 分以下(不含 6 分)者占总受访人数的 56.2%。此外，女性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普遍高于男性辅导员；具有硕士学历的
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低于本科学历者。
2
工作年限长短与职业幸福感认知有密切联系，不同工作年限的专职辅导员对自我职业幸福感的评分截然不同。
3
本影响因素调查为多项选择和补充选项，图 1 中各因素是受访人群选择最多的选项分布情况，百分比值表示选项被选择次数占总
人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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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大笔工资，而学生是否认真上课和学生是否按时缴纳学费并非辅导员一人之事，辅导员不应该对此
担责，也并非单纯对辅导员处以扣工资的惩罚就能解决。一位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了四年的年轻老师对
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辅导员战斗在学生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很多部门将棘手的问题全部填鸭
式地塞给辅导员，做好了是发扬贡献精神，一旦做不好，哪怕那不是辅导员职责范围内的事，也会因此
受惩罚，学生是否按时缴纳学费的问题是整个学校制度的问题，如果学校规定不缴纳学费则不允许参加
期末考试，那这个问题会好处理得多。制度保障缺失，却将责任全部推给辅导员，太让人寒心了。”这
种负强化的管理制度除了会使年轻辅导员对工作、学校和职业产生消极情感外，还让人看到学校管理的
巨大不足，使其他教师对民办高校管理的失望感加剧，“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的情况在民办
高校普遍存在也就不足为奇。
很多民办高校一直强调“从严治校”的理念，对学生违纪事项采取不姑息、不纵容的态度。很多年
轻辅导员质疑学校学生违纪处理的管理办法，他们认为严格的学生管理态度应该上行下效、公正不阿，
但是学校一方面要求对学生违纪事件的严格处理，另一方面却将学生违纪率纳入辅导员的绩效考核，要
求辅导员将违纪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前后矛盾的制度令很多辅导员捉摸不定，对于如何处理学
生违纪问题也一筹莫展。这种学生管理制度的最直接后果是辅导员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绩效考核成绩
和最起码不被扣工资，会对学生的违纪情况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虽然书面报告中班级表现良好、辅导
员绩效考核优秀、学生管理部门的领导的绩效考核优秀，一片大好形势，实际上却暗藏隐患，后果不堪
设想。这正是“领导激励什么，领导考核什么，下属就做什么”。
在调研中，几乎所有人都将“缺乏合理制度保障”作为对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的最重要的因素(见图 1)，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很多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 2~3 年的年轻人有辞职的念头。
“合
理制度保障的缺失”未必是民办高校的专利，很多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但是对于热爱辅导员工作的年
轻辅导员来说，合理的、有效的学校管理制度将是大家对这一职业重拾信心的重要基础。
调查分析显示，管理制度问题的影响不仅止于此，它还直接影响专职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划定、辅导
员群体的职业发展等问题，是提升民办高校辅导员群体职业幸福感需重点关注的症结(见图 2)。

缺乏合理制度保障

86.50%

工作模糊

81.30%

工作压力大

64.60%

职业发展迷茫

58.30%

缺少培训

53.1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频数占人数比
Figure 1. The fiv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the full-time college counselors in
Yunnan’s civilian-run colleges
图 1. 五项最重要的影响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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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lation between “being lack of reasonable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other influence factors
图 2. “合理制度保障的缺失”与其他影响因素的联系

3.3.2. 云南省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工作模糊、工作压力大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对辅导员的角色做出了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
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
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
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该规定将辅导员既归于教师队伍，又归于管理者队伍，辅导员同时
兼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对辅导员角色定位即存在模糊性，一方面，规范性
文件赋予辅导员双重角色，看似明确，但角色界限难免重叠交叉；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对于文件的理
解和执行有所偏离或者说难以实现文件的需求 4。
在实践过程中，学校往往将规范性文件对整个辅导员队伍的角色要求，不加区分地等同于对队伍中
辅导员个体的角色要求，寄希望于每个辅导员都能承揽所有这些角色任务并能很好完成。而实际上，几
乎没有一个辅导员个体能够完全具备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素质能力。
在民办高校中，由于教职员工队伍建设依然有较大空间，又同时存在人员流动大的问题，因此辅导
员们往往一兼多职，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具有绝对的延伸性，其角色任务更是具有多样性，如班级管
理、安全教育、党团建设、公寓管理、心理疏导、文明监督、社团指导等，还要承担催缴学费、教务管
理、行政事务等任务，这些角色任务使得绝大多数的辅导员为日常事务缠身，“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有时甚至本末倒置，对于辅导员工作反而缺乏深入的研习和思考。对辅导员工作的模糊性界定和实际操
作情况导致很多辅导员工作负荷重、工作压力大，而当这些付出和努力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认可时，负
面情绪也会相应产生，严重影响大家对这一职业的积极认同。
3.3.3. 云南省民办高校辅导员普遍缺少系统培训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辅导员工作的系统培训要求结合学校特点和学生管理需要、结合年轻辅导员的实际需要，对年轻辅
导员开展岗前、岗内和岗外相协调、相呼应的完整培训。由于一些主客观情况，云南省民办高校对辅导
员队伍的系统培训有待加强。很多年轻辅导员缺乏工作经验，直接从学校步入学校，直接从学生转变为
老师，其间的角色转换和角色调试过程需要学校给予很多帮助。
2013 年 5 月，教育部通知印发《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要求到 2017 年，基本形成适应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符合辅导员成长成才规律、规范科学的培训机制，基本构建内容完善、形式多样、
科学合理的培训体系，为全面提高辅导员队伍服务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高校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奠定坚
实基础。教育部要求的具体培训内容包括：建立健全多级培训网络，不断扩大培训覆盖面，加强基地建
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推动辅导员开展工作和学术研究，积极推进辅导员学历提升，
强化实践教育，推进网络培训平台建设，组织海外考察培训。因此，云南省民办高校也应该结合自身实
际需要开展相应的辅导员培训，改变当前辅导员工作各自为政的情况，改善当前年轻辅导员职业迷茫、
4

孙帅梅(复旦大学社科部)在《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冲突与专业化建设》一文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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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感低等问题。

4. 结论
辅导员群体的工作现状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概括：“什么事情都要干，什么人都可以干；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幸福感评价总体偏低的结果与本文的期初
设定相吻合。虽然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属于主观性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个人的阅历、事
物感知、价值判断和行为逻辑，但是这个结果也说明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当前存在一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比较健全的职业认同，而辅导员群体对自我职业的良
好认同是基础的基础，而这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职业幸福感评价。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短期内，民办高校
在员工队伍建设、薪资福利、生活保障等方面难以和公办院校相提并论，全国民办高校教职工的幸福感
较低的事实也不需太多赘言。本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最重要
因素是学校管理制度、工作模糊、工作压力大、职业培训等问题，这与民办、公办的出身问题无关，而
与学校的管理和未来长远发展相关，也意味着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幸福感可以通过人为努力
而得到改善。希望云南省民办高校们结合学校特点、学生特点和专职辅导员需求，制定合理的专职辅导
员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系统的学生管理工作机制和教职工工作奖惩机制，希望学校完善教师队伍建设、
明确更为清晰的岗位职责，并为民办高校教职工提供多样化、系统化的职业培训。
本文的调研对象仅为云南省部分民办高校的部分专职辅导员，仅采取简单的数据统计和结果分析，
调研结果难免会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也并不能概括所有云南省民办高校专职辅导员的基本情况。相
关研究内容仍有拓展空间，如对相关内容开展更为细致的数理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提高民办高校专职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改善建议分析、对公办院校专职辅导有和民办院校专职辅导员的比较分析… 本文仅
为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学者关注民办高校的专职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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