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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经过调研
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收入较低,且面临着较大的科研、晋升、考核压力。通过分析高校青年教师生存
压力的影响因素与产生原因,着重从建立科学合理的人事制度、职称评审制度、考核评价制度与薪酬体
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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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ng Teachers' Survival Pressur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Measures to Rel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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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generally under greater pressure of survival. After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young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have lower income and face greater press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ion
and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auses of young teachers' survival press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ersonnel system,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system, assessment system and salary
system.
[Key words] You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Survival pressure；Countermeasures
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压力

岁以下,具有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

首位,是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生存质量的

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催生

级职称的比例分别21.6%、46.1%、28.4%、

主要因素。在职业压力来源的六个类别

出“青椒”一词,指的是初入职场、年

3.9%。在个人年收入方面,5-8万这一选

中,科研压力(3.30)、晋升压力(3.85)

龄小于40岁、具有中初级职称,面临着

项人数最多,达到47.1%,年收入12万以

考核压力(3.97)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个

工资收入、婚姻恋爱、职称评定等共同

下的教师占比达到82.4%。

人发展压力(3.00)、教学压力(2.87)、

问题的高校青年教师。高校青年教师面

1.2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压力现状

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不仅不利于个人的

本研究将影响高校青年教师生存压

进步发展,更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

力的因素分为四个大的方面,职业压力、

良性发展。

经济压力、健康压力、家庭压力。共设计

人际关系压力(2.44)处于中等水平。
1.3差异显著性检验
1.3.1年龄、学历、所属学科、所在
岗位对生存压力的影响

1 样本基本情况与压力现状

了33个问题,根据李克特5级量表,对所有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高校

1.1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赋值。通过数据整理发现调研对象的

青年教师的年龄、学历、所属学科、所

课题调研团队通过线上网络问卷与

生存压力程度均值为3.85,显示其普遍面

在岗位四个因素对其生存压力的影响进

线下走访,随机抽取了天津大学、南开大

临着较高的生存压力(1=低；2=较低；3=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学历和所

学、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

中等；4=较高；5=高)。与此对应,“生活

属学科对压力程度的均值影响显著,可

津外国语大学、河北工业大学6所高校的

满意度”这一变量的均值为2.62,显示高

见学历高低不同所受到的压力程度也有

青年教师,共发放问卷237份,收回有效

校青年教师生活满意度偏低。

所不同。处于不同学科的青年教师感受

问卷205份。调研对象的年龄段集中在40

四项主要压力来源中,职业压力占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到的压力也不尽相同。(见表1)
73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困难,得不到理想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很
表1 年龄、学历、所属学科、所在岗位对生存压力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年龄
天津市高校青
年教师生存压

F

学历

Sig.

F

Sig.

所属学科

所在岗位

F

F Sig.

Sig.

0.571 0.684

5.312 0.006

3.942

0.011

0.360 0.698

职称、工作年限、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与生存压力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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