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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起奠基性作用。

中小学教师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体，其心理健康不

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幸福感与职业生涯发展[1，2]，更

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3]。影

响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就是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job burnout）指由于工作的压力所出

现的躯体、情感和认知的综合衰竭，个体身心疲劳和

精力耗竭的状态。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我国经济

发展迅速，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

的。这些压力给从业者带来的职业倦怠也不尽相

同。研究显示，职业倦怠经常发生于从事服务业的

员工中，而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最高[4，5]。相关研究

表明，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会造成工作满意度降低、

产生离职倾向等不良影响[6，7]。

对于职业倦怠的前因，以往研究发现职业倦怠

会受到社会支持[8]、社会阶层以及工作压力[9]等方面

的影响，而近几年的一个研究热点是物质主义价值

观（material values）。物质主义指的是个体在多大程

度上认为物质获取或占有物质才能够实现生活中的

重要目标。物质主义水平较高的个体被称作物质主

义者，他们往往将物质拥有视为生活的中心，认为获

得财物是幸福的最大源泉，并以拥有财物的数量和

质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成功[10]。高物质主义者往

往会将个人财富作为代表个人地位的衡量标准，将

自己与他人做比较，如果一个人物质主义程度较高，

则他的物质欲望相对较高，但如果工作的薪水不足

以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降

低[11]。因此，以往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不仅会降低幸

福感（citation），而且能正向预测职业倦怠[7]。

尽管很多研究考察了物质主义与职业倦怠之间

的关系。但鲜有研究探讨中小学教师的物质主义与

其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制问题。现有研究

表明，中小学教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可能会提高他

们的社会比较倾向，并进而增加其职业倦怠水平。

首先，物质主义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11]。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由 Festinger [12]提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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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个体将自己与其他和自己类似的个体进行比较，

通常在个体对自己的能力不确定或者没有客观标准

时出现。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会将获得的报酬

和其付出与他人作比较，而在比较的过程中会影响

个体对交换结果的满意度[13]。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的中小学教师，教书育人等方面都应该为人师表，由

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得到世人的认可。虽然我国尊师

重教，但是中小学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却并不高。

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行业的薪酬水

平，而中小学教师区域、城乡间教师工资水平也存在

差距[14]。如果中小学教师将物质拥有作为自己生活

的中心，幸福的来源，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更加

在意别人的收入，即进行更多的社会比较。以往研

究也证实，物质主义倾向比较高的个体确实会更容

易进行社会比较[15]。

进一步，社会比较是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有研究者发现，教师的社会比较与职业倦

怠显著相关 [16]。Chang [17]研究发现教师会通过社会

比较产生职业倦怠。而教师群体总是处在相互比较

的状态中，如学校考核教师的标准是所教科目的平

均分排名，这样教同科目的老师之间不免相互比

较。另外办公室中所谈论的内容如家庭、学生、上课

情况等信息，往往避免不了社会比较[16]。

综上所述，物质主义，社会比较以及教师职业倦

怠两两之间均存在紧密联系。本研究旨在考察物质

主义对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并着重探讨社

会比较倾向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问卷在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采取方

便取样的方法，利用四川省某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

的时间，现场发送问卷链接。最终获取 1485份数

据，剔除2份无效问卷，最终有效数据量为1483份，

有效回收率为 99.9%。其中，男性教师 623 名

（42.0%），女性教师860名（58.0%）；小学教师788名
（53.1%），初中教师450名（30.3%），高中教师245名
（16.5%）；担任班主任的有592名（39.9%），非班主任

的有 891名（60.1%）；教龄在 1到 40年，平均教龄为

18.70±9.71年；年龄在 21到 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9.98±8.46岁。

1.2 工具

1.2.1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由Richins和Dawson编制，李静和郭永玉[18]修订的中

文版，包含 18个题目，用以测量个体的物质主义价

值观情况，共包含三个维度：中心（centrality）、幸福

（happiness）、成功（success）。量表采用5点计分，分

数越高说明物质主义倾向越高。本次调查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6。
1.2.2 社 会 比 较 倾 向 量 表（Social Comparison
Scale） 由Gibbons等人编制，王明姬等人 [19]修订的

中文版，包含11个题目，分为两个维度：对观念的比

较和对能力的比较。量表采用 5点计分，分数越高

说明社会比较倾向越高。本次调查中该量表总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0.793。
1.2.3 教师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
tory Scale） 由Maslach等人编制，伍新春等人 [20]修

订的中文版，包含 21个题目，三个维度：情绪衰竭、

去人性化和自我成就感。采用 7点计分，本次调查

中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3。
1.3 统计工具

采用SPSS 21.0和Amo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和中介作用检验等。

2 结 果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统计检验 [21]，采用Amos 24.0，设定所有变量的公

因子为 1，将所有变量的各个项目作为外显变量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

型的拟合指数不理想（χ2/df=25.040 , CFI=0.341 ,
NFI=0.374, RMSEA=0.127），因此并未发现严重共同

方法偏差。

2.1 物质主义、社会比较倾向与职业倦怠的相关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结果显示，物质主义，社会比较倾向与教师

职业倦怠显著正相关，社会比较倾向与教师职业倦

怠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n=1483）

注：**P<0.01
2.2 中介效应检验

分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第一步，物质主

义对教师职业倦怠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第二步，物

质主义对社会比较倾向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第三

步，将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倾向一起纳入自变量，二

1.物质主义价值观

2.社会比较倾向

3.教师职业倦怠

M
2.87
2.74
3.42

SD
0.40
0.60
0.83

1
1

0.20**
0.44**

2

1
0.3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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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教师职业倦怠的正向预测效果显著。参考有关

研究[22，23]使用Hayes（2013）开发的SPSS 宏程序PRO⁃
CESS分析中介作用（Model 4）对此结果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物质主义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的间接效应

（β=0.05，SE=0.01）显著（CI=[0.03, 0.06]）。这一结

果也得到了 Sobel检验的支持（β=0.10, SE=0.02, z=
6.28, P<0.001）。因此社会比较倾向在物质主义与

教师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结果变量

教师职业倦怠

社会比较倾向

教师职业倦怠

预测变量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

社会比较倾向

R2

0.19
0.04
0.25

F
354.63***
64.55***

240.77***

β
0.44
0.20
0.39
0.23

t
18.83***
8.03***

16.99***
10.13***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小学教师的物质主义正

向预测其职业倦怠。也就是说物质主义是导致教师

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方

向相同，物质主义给中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带来了

消极影响 [7]。与前人不同的是，本研究将职业倦怠

的测量细化到了中小学教师群体，更具有针对性。

本研究还证明了物质主义会通过增强社会比较倾向

进而影响教师职业倦怠。也就是说中小学教师物质

主义倾向越高，则越可能会与周围他人进行社会比

较，进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中国是教育大国，教师群体在其中发挥了相当

大的作用，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是一个需要重视并

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如果物质主义能够影响教师的社会比较倾向，进而

增加其职业倦怠。政府、学校就可以想办法减少教

师由于物质主义带来的职业倦怠，进而可以避免教

师职业倦怠带来的不良影响。此外研究者发现社会

比较会降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24]，因此学校可以结

合教师培训，通过转移教师的注意力，提升自我价

值，避免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的消极作用，进而减少

由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带来的职业倦怠，提升教师

的幸福感。

本研究中的样本囊括了中小学各个阶段的教

师，具有样本多样性，保证了本研究的外部效度。另

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

研究虽然采用了较大的样本，但仍然是相关研究，无

法获得物质主义与社会比较倾向、教师职业倦怠的

因果关系。这也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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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会比较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n=1483）

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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