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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orce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chools, college female counselors play a huge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affairs in colleges.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school and individual, college female counselors are deeply troubled by job burnout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urgently needed to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research value of job
burnout of college female counselors, and then combs the expressions of job burnout of college
female counselors and analyzes the stressor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burnout. Finally, it proposed
some related suggestions explanatorily to reduce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burnout of college
female counse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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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女性辅导员作为学校稳定发展的生力军，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在社
会、学校和个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女性辅导员深受职业倦怠的困扰且日益严重，迫切需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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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和高校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首先阐述了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研究价值，其次梳理
了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职业倦怠的压力源及相关因素，最后探索性地提出减
轻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压力和倦怠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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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53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设立政治辅导员岗位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已历经了 60 多年的
风风雨雨，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辅导员始终是高校教育建设队伍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并不断发挥着
重要且特殊的作用。2004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见》，文件指出，“辅导员、班主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辅导员要按照党委的部署
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辅导员、班主任负有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的职责”。
至此，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以文件的形式得以规定，更令人欣慰的是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意义受到
了关注和肯定，高校辅导员的建设工作备受高校和社会的重视，其队伍人数也空前高涨。2005 年 1 月，
教育部发出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对辅导员角色及其职
责内涵进行了宏观阐释和完善，其中明确指出高校辅导员是专门负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品德教
育和管理大学生日常事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大学生事务的教育者同组织者。随着国家和社会对辅导
员这一岗位的重视不断加大，辅导员的职责也越来越明晰化、复杂化，对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是幸
事，但对辅导员群体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 职业倦怠的内涵
“职业倦怠” (burnout)对人们的心理健康有着严重的危害，是职业病的一种类型，经常发生在医疗、
服务、教师等助人行业中。职业倦怠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鲁顿伯格于 1974 年提出，指的是从事
助人职业的人们所要求的持续的情感付出，在与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冲突而引起的挫
折感加剧，导致情绪、情感、行为方面的身心衰竭状态[1]。美国学者玛勒诗认为职业倦怠是一种极端的
压力状态，即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个人成就感。其中，情绪衰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成分，指情绪情
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如果这种疲劳的情绪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个体就会感受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并对
工作对象表现出消极、冷漠的行为，即人格解体。成就感降低是指在工作中效能感的降低以及对自己消
极评价的增长[2]。
职业倦怠作为一种巨大的职业性伤害，不仅会给女性辅导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危害，又因辅导
员职业的特殊影响力，更会对其所负责的大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造成难以磨灭的消极影响。因此提高
女性辅导员的职业自豪感和使命感，缓解女性辅导员的职业倦怠迫在眉睫。

3. 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形式
高校辅导员是教师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职业倦怠的高发群体。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第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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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学生事务并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如果职业倦怠得不到缓解，将会严重影
响到所带领的学生未来发展之路。
但女性辅导员受性别角色与家庭身份的双重影响，入职后较之男辅导员更易处于职业压力的困境中，
但是又无法针对困境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因而陷入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困境过程，造成职业倦
怠[3]。生理上，复杂和琐碎的巨大工作任务使得身体素质下降，继而出现各种亚健康状态；心理上，职
业使命要求对学生事无巨细的负责和来自各部门组织的压力使得女辅导员心力交瘁、不堪重负，由此带
来的焦虑、紧张、失眠使得女辅导员难以在工作开展时保持愉悦的心情和良好的心态；行为上，超负荷
的工作量使女辅导员忙的头昏脑胀，最终只能应付了事，导致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具体来说，高校女性辅导员的职业倦怠表现为对所从事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缺乏兴趣，产生心
理状态疲惫、身体机能下降的现象。这将导致难以充分发挥女性辅导员的自身潜能，工作效能下降。典
型症状是对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热情下降；工作不认真细致、消极对待工作；职业使命感降低，对学生情
感冷漠、不负责。

4. 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成因分析
高校女性辅导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有社会、学校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

4.1. 社会因素
1) 隐形的“性别歧视”。通常来说，“社会对高校教育管理者的角色期待通常是以男性教育管理者
的标准为模式的”。但就管理活动本身而言只应有能力之别，不应有性别之分[4]。但是由于社会对男性
辅导员的性别偏好和能力认同，女性辅导员在职业竞争和工作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当家长依依不舍地
把自己涉世未深的孩子送往千里之外的大学求学时看到未来四年将会是一名女性辅导员和自己孩子朝夕
相处，尤其是年轻女性时，家长通常持质疑的眼光看待她们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态度，这在无形中严重打
击了女性辅导员的自尊心和开展学生工作的自信心。使女辅导员产生自我怀疑和胆怯心理，造成做事畏
缩，当她们在开展实际工作中遇到挑战时，容易产生“女不如男”的不良心理暗示，造成职业倦怠，从
而自我降低工作质量。
2) 过高的社会期望值。社会期待辅导员能够事无巨细地把控好在校大学生的一切事务，保障大学生
的身体健全和心灵健康。学生一旦出现问题家长都会第一时间联系辅导员，更有甚者会责备辅导员未能
完美履行职责，从而对辅导员造成精神和心理上的压迫。而女性辅导员自尊心较强，自我期待值较高，
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没有及时寻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时，常常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产生自责心
理和悲观的职业倦怠现象，进而对工作厌倦。
3) 过低的社会声望。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因此高校工作的重点通常放在教学和科研
两大方面，辅导员工作的价值往往被不经意地忽视，人们普遍认为辅导员岗位是没有专业含量的岗位。
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年轻的硕士生和刚毕业的本科生，急迫地想实现自我价值，对成功有
强烈的欲望。女性辅导员工作意义得不到肯定和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她们对自身工作的评价，容易产生
挫败和自卑感。
4) 社会的工作误解。不少家长把高校辅导员当作学生的“高级保姆”，无论大事小情都将责任归于
辅导员。然而女性辅导员受其独特的性格特质的影响，心理承受能力弱于男性，面对无端的指责和控诉
时会郁闷不已。无法获得工作上的理解和肯定，内心产生失落感和无助情绪，会降低职业成就感和工作
积极性，因此丧失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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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校因素
1) 制度杂，角色乱。部分高校辅导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这类辅导员一
方面要接受校党委学生工作处的领导、所在院系的行政工作和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布置的任务，还要承担
专门学科的任教工作[5]。如今教师一人多职现象已屡见不鲜。有些高校在辅导员专业化这个问题上不够
重视，安排专业课教师兼职辅导员，导致辅导员缺乏专业权威。这种教师角色和辅导员角色之间的工作
冲突亦会产生角色困惑使女性辅导员处于被动状态，增强了女性辅导员的危机感。这种多重管理体制和
多重身份使女性辅导员更易感到无所适从，产生职业倦怠心理。
2) 工作重，压力大。从 1999 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大学生人数呈井喷式增长，而大部分高校
的辅导员储备严重不足。很多学校的辅导员配置往往超过 1:200 的比例，甚至达到了 1:300、1:400 [6]。
如此庞大的学生数量，管理起来绝非易事。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手机等通讯设备的普及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管理工作的难度，但同时也加重了各类学生问题的复杂性，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层出
不穷的学生问题令辅导员应接不暇、焦头烂额。学生中突发危机事件和问题学生日益增多，如何更好地
管教学生并给予所有学生同等关注已成为辅导员的主要压力。无法给予学生更多的指导，无法让学生产
生信任感和依赖感，增加了女性辅导员的职业挫败感和无力感。

4.3. 个人因素
1) “冲动”就业。迫于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职业要求、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父母之命不可违的消极心
态的影响，很多女生选择去做高校辅导员的中心思想是图安稳。因为工作动机不良，缺乏对职业的深层
了解和热爱，在工作中更多的是服从上级的安排和指令，怀揣热情、心甘情愿创新工作的较少。
2) 缺乏技能。目前高校辅导员招聘对辅导员的专业要求较松，对年龄要求较宽，因此许多年轻辅导
员缺乏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缺乏相应社会经验和社会阅历，对时政热点把握不深，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和规律理解不全面。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令大学生信服，影响了工作
效果[7]。
3) 自身弱点。女性拥有独一无二的生理特征和性格特质。她们存在着自身消极被动却追求完美主义
目标取向，对自身要求过高但自信心不足等一系列矛盾。这些特征在女辅导员身上也有所体现。她们比
男性具有更高的焦虑倾向，心理承受能力更弱，更易产生职业倦怠。另外，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其更易产
生自卑、忧郁、多愁善感等心理。

5. 解决高校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对策
5.1. 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在支持和资源上对个人进行限制会导致应激，因此最大程度地对辅导员生理、心
理支持和晋升资源解除限制是消解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根本之策[8]。然而，解决高校女性辅导员的职
业倦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就政府而言，首先，创造政策环境，为辅导
员工作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和物质保障，加强女性辅导员的福利待遇。其次，完善晋升机制，为女性辅
导员拓宽发展路径，给予女性辅导员更多的职称评审指标，让女性辅导员成为高校党政干部队伍的后备
军。最后，优化舆论环境，为女性辅导员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增加高校辅导员这一职业的曝光度，
对优秀女辅导员的先进事迹大力宣传，营造全社会尊重女性辅导员的良好风气，引导社会尊重她们的劳
动，理解她们的苦衷[9]。另一方面，学生家长也要放平心态，“独立”起来。摒除有事就找辅导员的消
极、依赖思想，平时主动同子女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和辅导员沟通，从而减轻辅导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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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升高校意识
高校是女性辅导员的工作场所，是有关政策的执行机构。高校的政策执行力度和高校对女性辅导员
的态度，对女性的工作情绪和其成就感的获得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肯定辅导员的工作价值，落实和
加强国家有关辅导员岗位的规定。为女性辅导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帮助解决她们在工作中生活上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结合女性独一无二的生理特征和性格特点，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女性辅导员特殊且合适
的人文关怀；建立培训交流机制，组织辅导员之间交流，以便她们进行工作和生活上的互动[10]。另一方
面，提高辅导员队伍的综合素质。重视开展女性辅导员的继续教育工作，夯实她们的专业理论基础，完
善其管理水平；为辅导员搭建培训进修平台，有利于女性辅导员在培训过程中和对外考察、交流中收获
管理经验。

5.3. 加强自身能力
当面对客观压力，女性辅导员也可以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对高校规章制度提出合理的意见。更应该
注意加强自身能力，争当“有心人”，积极参加各种讲座、培训和进修，以多种方式提升自己的管理能
力和积累管理经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不忘初心，保持对辅导员职业的热爱和期待，自我预防职业
倦怠。储备心理学、教育学等实用知识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控，努力提高心理素质，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
同时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中注意与学生家长的联系与沟通，尽最大努力做到家长理解、学生尊
敬、同事互助、领导支持[11]。要学会主动体验生活的乐趣，同时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提高艺术修养放松
心情，开阔自己的视野，调节职业倦怠。若入职初期就出现职业倦怠情况，则应进一步考量辅导员工作
与自身性格的契合度，及时“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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