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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
投入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蓝 海,梁 斌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本研究通过调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和工作投入,探讨了工作价值观对工作投入的

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1)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工作投入及社会支持在年龄、性别和月收入上存在

显著差异;(2)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和社会支持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3)社会支持对农村中小学教师价值

观与工作投入的显著关系起完全中介解释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工作投入理论,为深入推进农村基础教育改

革,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工作积极性,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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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价值观是个体与工作有关的稳定的信念和评价系统,它指引并影响着个体的工作行为及其结果。
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环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人们会表现出积极的工作行为,体验到工作满足感,产生较高的

工作绩效,反之则可能导致消极行为和工作不满。① 工作投入是指个体所持有的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完
满的情绪与认知状态,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② 工作投入研究是当前职业健康研究的新视角,关
注个体对本职工作积极主动的态度、乐观性、创造力等积极品质。工作价值观作为内隐的稳定态度,对工作

投入存在显著影响。Rabinowitz和 Hall提出的工作投入综合模型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说法③。此外,倪陈

明、马剑虹研究发现,工作价值观对工作投入有较强的预测作用④;而周英、周瑞玲对教师群体⑤,谭小宏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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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工①,王怀南对中学教师等群体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② 工作价值观对工作投入的重要影响,同
样也得到了两种主流工作投入理论模型的支持。③ 工作-个人匹配理论表明,工作环境或组织氛围跟个人

的情绪、态度和压力反应匹配时,会使得工作投入提高,而匹配程度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而工作要求-资

源模型则提出当工作中的资源满足个体需要,符合个体价值观要求,将促进个体工作投入。
另一方面,工作投入的前因影响因素同样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已有研究发现影响工作投入的因素

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和与家庭相关的两类因素④,而这两类因素均与社会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支持是

指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⑤ 社会支

持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家庭、社会、组织等对于个体的期望、态度等,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呈

显著正相关。⑥ 社会支持、绩效反馈等工作资源能够较好地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
此外,已有研究同时强调了工作价值观与社会支持的潜在关系。闫佳祺等人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

究中,提出了社会支持通过改变工作价值观,进而显著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⑦ 伊海玲的研究也进一步揭示

了社会支持对于工作价值观改变的直接影响。⑧ 更重要的是,社会支持与工作价值观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出

了跨文化的一致性。⑨

综上,当前对个体的工作投入已从内部价值观与工作中的外部支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综合考察

个体内在动力与外部资源对个体工作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却比较少见,特别是就工作价值观是否能通过

社会支持的中介达到提高工作投入的目标,此路径还需要实证检验。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其中农村教育问题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

作用。 自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发布以来,新时期的农村教育工作在制度

改革、经费保障等方面有了长足的提升和显著的发展,但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仍面临诸多困境。当前,由于农

村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效率低下,缺乏先进教育思想的引领,农村基础教育逐渐出现弱化的趋势;同时,学
校生源逐渐减少,辍学尤其是隐性辍学现象较为严重。在师资建设方面,落后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与农村

教育现代化需求的冲突,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农村教师往往面临农村学校工资低、任务重、条件艰

苦、保障缺乏等现实问题,农村中小学教师纷纷流向条件好、社会资源优越、收入稳定及个人发展有前景的城

市学校。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

业,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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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首要位置。”①显然,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教学质量以及各地农村地区教育的长期发展。新课程改革以来,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方式、工作要

求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国家继续推进农村教师事业的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条件、教师待遇、个人发

展空间都进一步发展,教师本身对自己工作的理解、评价与其社会关系的支持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

深远。本研究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和社会支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为学

校及教育部门今后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投入等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借助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法,对参培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为保

证取样分布的代表性,本研究对样本来源分布进行了平衡处理(详见表1)。发出问卷740份,采用异源施测

者/评分者集体施测标准程序,以对潜在的观察变量与校标变量间的共同方法变异(commonmethodbiases)
进行程序控制。② 施测问卷当场回收,回收有效问卷712份,有效回收率达96.22%。在712名有效样本中,
其中男教师414名,女教师298名;30岁以下130名,30-39岁279名,40岁以上303名。同时,月收入

1000-1999元组农村中小学教师119名,收入2000-2999元组农村中小学教师258名,收入3000元以上

教师335名。
表1.抽样样本分布情况

农村高级中学 农村初级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农村小学

人数(比例) 187(25.27%) 201(27.16%) 192(25.94%) 160(21.62%)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

该问卷是由胥兴春于2011年编制的教师工作价值观测评工具③。量表由27个条目组成,测量教师工

作价值观的7个维度:物质报酬、声望地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利他奉献、安全稳定。该问卷总

体再测信度良好(0.73-0.91),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为0.911,并在本研究样本中得

到了验证(Cronbachsα=0.839),提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2.2 工作投入量表

采用荷兰学者Schaufeli等人于2002年编制的适合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用职业群体下的工作投

入量表(theUtrechtWorkEngagementScale,UWES)④。在本研究中使用的UWES量表已进行本土化修

订,适用于中国被试。⑤ 量表包括17个项目,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分量表,分别包含6个、5个和6个

项目。三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工作投入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全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三
个分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6、0.87、0.89。本研究中,工作投入量表的总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活力维度为0.82,奉献维度为0.88,表现出良好的信度。

2.2.3 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该量表重测总分一致性R=0.92(p<.01),各条目一致性在0.89-
0.94之间,表示该量表有较好的重测信度。⑥ 该量表总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客观支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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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0.86,主动支持维度为0.86,社会支持维度为0.89,表明该工具是可信的。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所有分析均通过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20.0完成,使用多元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PROCESS
中介检验等统计方法。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导致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的人为共变,本研究分别通过程序控

制与统计控制校正这一潜在的混淆。具体来说,在施测阶段,对三个量表的施测顺序及施测时间间隔进行了

随机化处理。在统计上,本研究采用了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发现,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中,当工作

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变量纳入模型及旋转因子矩阵前,第一公因子方差贡献解释率低于40%(含有

3个特征根),即排除本研究的结果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的可能。①

3 结果

3.1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的描述分析

为探索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的现状,本研究对回收问卷进行了描述统计,
并以四分位数为标准界定得分的高低值,结果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的组织管理维度上具有较

高的认同(18.07±2.40),却保持较低的安全稳定感(11.80±2.24);在社会支持量表中,主观支持维度得分较

高(26.38±3.96);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中,活力与专注维度的得分表现突出(28.86±7.00;28.58±
7.28)。其详细结果见表2。

表2.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表(N=712)

项目数 平均分 标准差

价值观量表

物质报酬 4 17.6223 2.67343

声望地位 4 17.1623 3.06997

职业发展 4 16.5486 2.69286

人际关系 4 17.1988 2.44564

组织管理 4 18.0730 2.40284

利他奉献 4 17.9587 2.23933

安全稳定 3 11.7958 2.24679

价值观总分 27 116.3595 13.30597

社会支持量表

客观支持 3 9.3881 2.77779

主观支持 4 26.3848 3.96787

对支持的利用度 3 8.5276 1.93107

社会支持总分 10 44.3005 6.32996

工作投入量表

活力 6 28.8638 7.00231

奉献 5 24.8035 5.87106

专注 6 28.5834 7.28657

工作投入总分 17 82.2507 19.49149

  3.2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总分基于性别、年龄及月收入三因素进行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在工作价值观方面,不同月收入水平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F(2,711)=

19.85,p<.01,偏η2=.03〕,经最小显著差异法(LSD)事后检验,收入1000-1999元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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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价值观与收入2000元以上的教师〔即收入2000-2999元(p<.05〕、3000元以上(p<.05)〕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来说,收入1000-1999元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M=4.36)显著低于2000-2999元(M
=4.48)及3000以上(M=4.99)的教师。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方面也存在显著差

异〔F(2,711)=14.85,p<.01,偏η2=.03〕,经LSD事后分析,30岁以下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水

平(M=4.17)显著低于30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教师〔即30-39岁组(M=4.88,p<.01〕及40岁以上组(M
=4.85,p<.01)〕。不同月收入与不同年龄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显著交互效用〔F
(2,711)=6.07,p<.05,偏η2=.01〕;农村中小学教师不同月收入与不同性别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不存在

交互效应〔F(2,711)=0.95,p>.05,偏η2=.01〕;同时,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工

作价值观总分上也不存在交互作用〔F(3,711)=0.77,p>.05,偏η2=.01〕。详见表3及图1。
表3.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得分在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分组
工作价值观 社会支持 工作投入

平均数 标准差 P值 平均数 标准差 P值 平均数 标准差 P值

收入水平

1000-1999元 4.36 1.02 1-2<.05 37.82 4.26 1-2<.05 3.89 1.03 1-2<.05

2000-2999元 4.48 1.35 2-3<.05 42.61 4.11 2-3<.05 4.22 0.89 2-3<.05

3000元以上 4.99 1.18 1-3<.05 45.82 4.03 1-3<.05 4.95 1.22 1-3<.05

年龄阶段

30岁以下 4.17 1.23 1-2<.01 36.92 3.62 1-2<.05 4.03 1.00 1-2>.05

30-39岁 4.88 0.95 2-3>.05 42.53 4.25 2-3<.05 4.11 1.87 2-3>.05

40岁以上 4.85 1.13 1-3<.01 45.67 3.84 1-3<.05 4.09 1.62 1-3>.05

4.80

4.70

4.60

4.50

4.40

4.30

组1 组2 组3

年龄

收入

  
图1.不同年龄组及收入水平

在工作价值观上的交互

在社会支持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社会

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2,711)=5.85,p<.01,偏η2=
.02〕,且LSD事后检验发现:30岁以下的农村中小学教师(M=
36.92)在社会支持得分上显著低于30岁以上所有年龄组的教

师〔即30-39岁组(M=42.53,p<.05〕及40岁以上组〔M=
45.67,p<.05)〕;同样,不同月收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社会

支持得分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2,711)=3.99,p<.05,偏η2

=.02〕。具体表现为:收入1000-1999元的农村中小学教师

(M=37.82)社会支持总分显著低于月收入2000-2999元(M
=42.61,p<.05)及3000元以上(M=45.82,p<.05)的教师

(见表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得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且不同性别、不同月收入及不同年龄阶段间均不存在交互

效应。
在工作投入方面,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在不同月收

入间存在显著差异〔F(2,711)=3.39,p<.05,偏η2=.01〕,

LSD事后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1000-1999元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投入(M=3.89)显著低于收入2000
-2999元(M=4.22,p<.05)及3000元以上(M=4.95,p<.05)的教师;然而,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

程度未见年龄差异(见表3)。此外,工作投入在不同性别、年龄及月收入间均不存在交互效用。

3.3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三变量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表4、表

5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与社会支持、工作投入三者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关系(r=0.27,p<.01,r=0.27,

p<.01,r=0.28,p<.01);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各维度之间,除物质报酬与活力等少数维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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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
表4.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的相关矩阵(N=712)

变量 1工作价值观 2社会支持 3工作投入

1工作价值观 1
2社会支持 .273** 1
3工作投入 .265** .275** 1

表5.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各维度间的相关矩阵(N=712)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物质报酬 1
2声望地位 .472** 1
3职业发展 .398** .647** 1
4人际关系 .374** .571** .650** 1
5组织管理 .409** .590** .628** .638** 1
6利他奉献 .302** .474** .572** .580** .515** 1
7安全稳定 .253** .355** .504** .447** .330** .416** 1
8活力 -.061 .164** .298** .228** .137** .304** .228** 1
9奉献 -.011 .188** .337** .273** .176** .358** .264** .889** 1
10专注 -.054 .152** .304** .220** .122** .294** .244** .915** .898** 1

11客观支持 .110** .115** .086* .072 .131** .100** -.022 .151** .167** .157** 1
12主观支持 -.127**-.037 -.003 .043 -.030 .089* .053 .234** .235** .225** .249** 1

13对支持的利用率 -.052 .035 .126** .104** .037 .153** .097** .170** .192** .154** .173** .361** 1

  3.4 社会支持在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由Hayes提出的PROCESS中介程序,通过Bootstrap自展算法,以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

值观为自变量、工作投入度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即由自变量工作价值观到中介变量社会支持为

路径a,由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到因变量工作投入为路径b,由自变量经由中介变量到因变量路径为c;在控制

了a、b路径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直接路径效应为c’。Bootstrap有放回随机自展抽样数为5000次,以此求

得接近无偏的抽样为样本总体分布并估计95%间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结果发现,直接路

径效应c’95%置信区间含有0,中介路径c的95%置信区间中不含0,即社会支持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

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见图2。

4 讨论

4.1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的现状讨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n>700)集体施测的标准程序,收集并调查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

持及工作投入的现状。在工作价值观方面,农村中小学教师对其中的组织管理维度具有较高水平的认同。
这表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背景下,我国对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与建设是富有

成效的。在城乡二元体制不断改革与和谐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农村中小学教师对于自我在组织体制上的认

同在不断深入与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利他奉献维度的得分不是最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①不

同;同时,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较低的安全稳定感。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农村教育建设在国家的关注与

政策倾斜下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与长足的进步,但落后的农村教育现实条件与现代高速的物质文明发展

的矛盾始终威胁着农村教师队伍建立完善科学的工作价值观。在社会支持方面,主观支持得分较高,而客观

支持得分较低,表明农村中小学教师当前获得的客观物质以及社会关系等资源确实较少,需要国家在下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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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胥兴春、张大均《教师工作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3-118页;郭英、周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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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报酬

安全稳定

利他奉献

组织管理

人际关系

职业发展

声望地位

有偏的95%置信区间：0.91-0.36
Bias95%CI:0.91-0.36

客观支持

利用率

主观支持

活力 奉献 专注

工作价值观 社会支持 工作投入

0.29

0.45

0.69

0.37

0.53

0.47

0.31

0.72 0.65 0.59

0.28 0.29

0.26

0.74

0.75

0.61

图2.社会支持在工作价值观及工作投入中的中介模型

段继续加大向农村教育资源倾斜的力度。在工作投入方面,奉献维度得分较低,表明农村中小学教师充满活

力、精力专注的面对工作的同时,体验到工作意义、工作自豪等积极情绪却相对较少。

4.2 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在不同年龄分层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青年中小学教师

的工作价值观在多维度上的认同程度显著低于中年农村中小学教师。该结果得到了大量的已有研究的支持

和印证①,并提示未来的教育投入须精准针对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培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农村中小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正面临着利益多元化、功利主义、去集体主义

化和传统教育职业占位不足的严重威胁,因而在工作价值观上与中年教师相比表现为更为功利的、个人主义

的倾向。② 此外,入职时间较短,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尤其是青年农村教师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的意义稳健

体系尚未形成,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应对这种由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及实际存在的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滑坡导致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认同感不足的问题,在进一步的教育资源配置和统

筹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相关单位应坚持以主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框架,并以“爱岗”
与“敬业”为核心,深入加强农村青年中小学教师面对由社会体制改革和变化带来的冲击而不断自我建设和

自我提升的能力与信念,以此增强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建设农村教育事业的职业荣誉感,并有效提升他们内

在的工作价值认同感。并且,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工作价值认同体系,在新课改背景下

对青年农村教师入职岗前培训中强化其工作价值观的培训,应该成为教师培养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程度在月收入上存在显著的层级差异:相

对低月收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及工作投入度均低于相对中等月收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而中等

收入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这些认同上的得分又均低于相对高收入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这种现象符合马克思关

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外部成就动机导向的必然结果。③ 更重要的是,经济收入

本身就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支持又是影响工作投入的重要客观因素。除个体基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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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冬艳、孙静华《80后青年教师工作价值观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常州五年制高职校的问卷调查》,《职教通讯》2012年第11期,第66-69
页;伍尚海《高校青年教师职业价值观研究———基于广西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2期,第115-116页;谢春丽《“我
想调离农村”———一位农村小学青年女教师工作价值观的质性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陈韶荣、吴庆松《心理资本与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论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大学教育科学》2018年第1期,第59-68页。
胡懋仁《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社会基本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6-21页;刘国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新

探》,《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45-50页。



动机以追求工作价值和个人实现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工作建设外,社会支持中最重要的经济客观支持的

缺乏将使得个体即使具有足够的主观社会支持,仍难以受到外部动机驱动和客观条件支持以增强他们在工

作心理空间上的投入。① 因此,这提示着,为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培养质量及教师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村

中小学教师的客观经济待遇的改善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4.3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关系讨论

基于构建的二元相关模型,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认同、社会支持程度及工作投入在

总分上均存在显著相关,即使在各个维度上也大部分重复了这样的结果。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

教师的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中工作价值观的职业发展维度与工作投入中的专注

维度具有高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提示着,在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中,当教职人员更加认同其自身的职业环

境对于其职业发展的驱动与帮助时,其工作投入的专注度才会得到有效的保证。已有研究表明,工作价值观

是个体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选择的标准,对个体具体的教育工作实践有着不可或缺的内驱作用。② 同

时,作为农村中小学教育实践的主体,教师在促进教育发展、社会进步及文化传承中担负了排头兵的角色,其
内化的工作价值观认同对于发挥其在教育工作投入中的主体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催化影响。③ 因此,教师

作为这样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社会角色,建立健全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具有其重要性、必要性与急迫性。这些

结果共同提示,在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岗前培训中,须加强对其职业发展内容的培训。此举在提高教师对

自身职业认同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性。
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个维度间的显著正相

关关系。即农村中小学教师获得更高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率,将有利于调动其对于职业工

作内容和实践的内部动机与主动积极性,因而更好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直接激发其更多的自发性工作投

入。已有研究提示,健全及稳健的主、客观社会支持网络,可能是引导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认同在工

作投入上发挥促进作用的机制。④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是否存在这一潜在的作用机制,为未来的农村中

小学教育实践工作及岗位职业培训提供有效的参考。

4.4 社会支持在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讨论

本研究通过Hayes提出了PROCESS中介路径分析程序,探索了工作价值观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揭

示了社会支持在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中正向预测其工作投入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即农村中小学教师

较高的工作价值认同会不断推动其对社会支持网络的深入建构及对社会支持资源的高速利用和发展,而完

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及高社会支持利用率将持续维持和提升个体对于当前工作活动的投入与利用,对于职业

活动表现出更活跃的态度与奉献的意志。⑤ 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高水平的工作价值认同与其所获

得及建构的强健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密切联系,其工作活动的声望、地位、权力感知等价值认同的态度对于

他们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物质、精神支持及对这种社会支持的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⑥ 而这一结果获得了

已有研究广泛的支持。现代认知现象学交互应激理论模型CPT(cognitive-phenomenological-transactional)

301

蓝 海 梁 斌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敏《中学教师工作投入感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周文霞、潘静洲《零售企业销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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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工作价值观作为一种稳定的态度和对自身工作活动认同的内在信念,其评估功能本身将威胁、调整或

促进个体对于环境及自我匹配的应激,进而通过认知重评及重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来实现应激解除以相适

应。① 此外,已有研究提出,个体在通过对职业活动评价获取工作价值信念中,通常也需要社会支持网络的

参与,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支持反馈及对其工作价值形成的表征。② 更重要的是,杨淑芸进一步提供

了更直接的证据,证实了个体的社会支持与其自身工作价值认同标准的密切联系。③ 另一方面,无论是基于

物质强化的客观支持,还是基于精神基础的主观帮助,社会支持所具有的促进功能,对于提升个体工作活动

的投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心理影响模型认为,足够与广泛的社会支持及对这些社会支持的合理

转化应用,对于调控个体对于生产生活的应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此外,社会交换理论也提出,个体从

社会网络中以任何形式获得的任何帮助都将代偿为社会活动,尤其表现在组织承诺、工作认知表现与工作效

绩等方面。⑤ 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及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利用性,已被证实能够显著地提升工作表现及

工作投入度。⑥ 此外,在跨文化的研究中,Norbeck通过实验方法同样揭示了高社会支持水平与高工作成

就、工作忠诚及工作投入度的密切关系。⑦ Beehr等人(2000)在多职业背景下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得

到了交叉验证,即社会支持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工作投入。⑧ 已有研究提供了大量而又坚实证据,
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即构建和评估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对自我工作活动的评价产生高度认同,能够促使其

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健全,进而不断推进其对工作活动的投入,并提升其工作成就及表现。因此,本研究同

时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及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有

效的途径。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在收入水平、年龄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月收入与不同年龄的农村中

小学教师在工作价值观总分上存在交互效用;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总分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投入在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
(2)在总分上,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观与社会支持、工作投入三者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关系;在

各维度上,除物质报酬与活力等少数维度外,其余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
(3)从总体来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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