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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公平缺失与回归：社会交换视角下我国幼儿教师的职业
困境及其纾解对策
黎平辉 1，陈文俊 2
（1.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贵阳 5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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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
个人从事职业活动含有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当前幼儿教师从事职业活动中的社会交换缺
失公平：
政府（幼儿园）给的工资福利低于同类工作标准；
家长对幼儿教师工作的专业认可度不及其他学段教师；
师幼互动中疲于
应付带给教师的过程快乐少；
幼儿成长的模糊性带给教师的工作成就感低等。公平缺失一方面导致幼儿教师怠教或离职，
降低
交换投入或更换交换对象，
给幼儿教育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削弱了优秀人才把幼教职业作为社会交换途径的积极性，
影响了幼儿教育质量提升。因此，
必须通过提高工资福利，
合理控制工作强度；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与幼儿教育观，
转变家长态度；
控制班级规模，
合理进行班级布局；
提升幼儿教师工作成就感等，
来激发教师投身幼教事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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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Fairness and Return: On the Career Dilemma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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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ersonal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volve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xchange. At present, the social exchang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s lack of fairness: the salary and welfare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kindergarte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ame kind of work standard; parents’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i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school teachers; teachers are tired of coping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which
brings less pleasure to teachers; the fuzziness of children’s growth brings teachers low sense of work
achieve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lack of fairness leads to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sluggish teaching or
resignation, that is, to reduce the exchange investment or change the exchange objects,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aus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weakens the enthusiasm of excellent talents
to regard preschool education as a social exchange way, and affe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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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teachers’ enthusiasm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preschool education by improving wages and benefits, reasonably controlling work intensity, establishing correct
views on children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changing parents’ attitudes, controlling class size, reasonably
arranging classes, and improving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Keywords:social exchange theory; preschool teachers; career dilemma;fairness

社会交换理论是二十世纪兴起于欧美地区的社

活动中，幼儿是教师专业服务的直接承受者和受益

会学流派之一，
曾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社会

者，
幼儿通过得到教师的专业指导与培育，
实现了个

交换理论认为，
社会交换是
“人们期望从别人那里得

体身心健康发展。其次，参与教师社会交换的是家

到的、
并且一般来说确实也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回报所

长。作为幼儿的法定监护人，
家长既有保障幼儿接受

激励的自愿行动。
”

现代社会中的任何活动都带有

教育的义务，
同时也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主要受益

交换性质，
无论是微观的社会个体，
还是宏观的社会

人。再次，参与教师社会交换的是政府和私立幼儿

组织或体系，
开展活动的动机都可以用成本投入——

园。政府是国家的代理人，
国家有保障适龄儿童接受

报酬回报来解释，获取报酬是所有社会活动的共同

幼儿教育的义务，
而接受幼儿教育的幼儿，
能为国家的

属性。社会交换理论以
“经济交易作类比，
将人类的

未来发展及社会进步等作出贡献。除政府外，
以营利

社会互动视为一种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过

为目的的私立幼儿园，
通过与幼儿教师的社会交换获

程。
” 具体而言，
社会交换即个体或组织在一定的期

来实现与家长的社会交换，
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1］146

［2］

望的引导下，
以公平分配为交换原则，
用一定的成本

（二）幼儿教师职业活动中的社会交换内容

付出，
换取来自交换对象的相应报酬。如果所获取的

社会交换的实质就是个体或组织间用成本获取

报酬与期望一致或超出预期，
个体或组织就会得到满

报酬的过程。成本即代价，
“一是进行某行动同时失

足，
反之，
就会产生消极（迁怒）情绪，
降低成本付出直

去的机会和报酬……二是指进行某行动过程中蒙受

至变更交换对象。

［3］175
的痛苦，
受到的惩罚等。
”
而报酬
“指能够满足个体

一、幼儿教师职业活动中的社会交换对
象与内容

某种需要的对象。它可以是物质的，
如金钱；
也可以
是非物质的，
如声誉、
赞扬。
”［3］175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
教师社会交换成本即专业服务，
而期望的报酬则包括

因为人的复杂性，
决定了培养人的教育工作不可

物质报酬（主要为工资福利）和非物质报酬（主要为他

能用经济学理论做简单分析，
如教师的劳动价值就不

人的认可肯定，
外在的尊敬赞扬以及教育活动过程中

能像工厂上班的工人那样，
可以精确计算其成本付出

的积极情绪体验等）。

与劳动结果的关系。事实上，
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相

首先，
教师用专业服务换取一定的物质报酬（工

关付出无法用物质报酬核算，
换句话说，
教师从事育

资福利），
是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社会交换的重要内

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但在现实生活中，
教育工作

容。从理论上说，
教师社会交换的直接对象是幼儿，

是一门职业，
对教师而言，
从事这门职业必然带有功

所期望的物质报酬应该由幼儿提供，
但实际上，
因为

利目的，
即用个人的专业知识、
技能等换取个人乃至

幼儿不具备相应能力，
相关报酬只能由政府、
家长支

家人生存与发展的所需物质与精神资料。因此，
从教

出。在实际操作中，在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工作的教

师层面看，
教育活动存在交换行为，
但不是纯粹的经

师，
获取物质报酬的路径有所不同。公办幼儿园由政

济交换，
而是较为复杂的社会交换。

府主办，
幼儿教育所需经费主要来自政府，
其中就包

（一）幼儿教师职业活动中的社会交换对象

含了对幼儿教师的工资福利等物质报酬。当然，
因为

社会交换需要有两个以上的参与对象才能进行，

目前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国家整体教育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
教师付出了由专业知识、
专业技

经费还不够充足，
无法提供免费教育，
这就意味着家

能、
专业情感等组成的专业服务，
其交换对象涉及了

长也必须支付一些学费，
以承担部分开支。私立幼儿

幼儿、
家长、
政府、
幼儿园等。

园由社会个体或民间组织举办，
以营利为目标，
办学

首先，
参与教师社会交换的是幼儿。在幼儿教育

经费主要来自家长所交学费，
其中包含了换取幼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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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专业服务的工资福利。近年来，
由于国家推行普惠

国家、
社会、
家长的认可与肯定，
即对幼儿教师的专业

性幼儿园政策，
一些私立幼儿园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

服务持肯定、
赞扬的态度，
给予幼儿教师一定的社会

持，
但相当多的私立幼儿园的经费必须靠幼儿学费来

地位；
二是来自师幼互动过程中的积极情绪体验，
即

支撑。

愉悦和快乐，
即幼儿特有的天真、
活泼、
可爱给教师带

其次，教师用专业服务换取必要的非物质报酬

来的快乐感受；
三是来自幼儿健康成长赋予教师的成

（精神收获），
是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社会交换的另一

就感，
对于热爱幼教工作，
富有爱心的教师而言，
这种

个重要内容。非物质报酬包含了几种形态，
一是来自

图1

成就感更强烈（见图1）。

幼儿教师职业活动中的社会交换示意图

二、公平缺失：幼儿教师职业活动中的社
会交换回报分析

遍比公办幼儿园老师的低；
三是公办幼儿园中没有编
制的老师工资福利比有编制的老师低。
“目前非在编
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状况不容乐观，
甚至低于各省市

社会交换理论代表霍曼斯认为，
“人们在交换中，

的最低工资水平”［4］，
这种同行业不同待遇，
同工作不

要对成本和报酬、
投资和利润的具体分配比例作出判

同酬劳的现状，
很容易让幼儿教师在与他人进行比较

断，
总是希望得到的利润与付出的投资成正比……这

时，
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就是所谓的
‘公平分配原则’
”

［3］178

。在社会交换过程

中，
公平是保证交换双方顺利完成预期目的的重要手

（二）家长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尊重不及其他学段
教师

段，
也是维系个体或组织持续开展社会交换的重要动

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
个体通过成本付出获得物

力来源。由于来自于历史与现实的一些客观原因，
当

质报酬以外的、
来自交换对象的肯定赞扬等精神性的

前我国幼儿教师在社会交换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非

回馈，
也是维持社会交换行为的重要动力。作为知识

常明显。

分子的幼儿教师，
对于外界的工作认可非常在意，
很

（一）政府（幼儿园）给幼儿教师的工资福利低
于同类工作标准

在乎来自于家长等社会层面对个人专业工作的尊重
与承认。由于受传统教育观与教师观的影响，
人们认

“公平分配这一原则的实现是借助于社会交换的
参与者的主观判断得以实现的。
”

［3］178

在现实生活中，

为教育就是传授系统学科知识的活动，
凡是不以学科
知识传授为内容的活动，
均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与

参与者的主观判断依据有两方面：
经验性标准和比较

之相呼应，
只有拥有系统知识，
从事知识教授的人才

性标准。前者将当前的交换与个人先前的类似行动

是真正的教师，
其他促进个体身心发展的人都不够资

做对比，
后者把个人所得与自己类似的他人所得进行

格为教师。

比较。不可否认，
当前我国幼儿教师的工资福利普遍

“尽管幼儿教师的实际工作量、所承担的社会责

偏低，
这种结论不仅是教师绝对收入的客观反映，
更

任、
所要掌握的教育技能与小学、
中学、
大学教师相比

是与相关类似行业对比后的巨大反差体现。结合我

并不逊色，
但受传统文化对幼儿教师定位的影响，
在

国幼儿教育实际，
这种反差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幼

现实生活中，
幼儿教师的专业地位不高仍是不争的事

儿教师工资福利整体比中小学、
大学老师的低，
据相

实。
”［5］今天，
不少家长依然把幼儿教育活动视为简单

关研究显示，
当前我国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工资是小学

的照看儿童行为，
而把指导幼儿游戏、
开展各种领域

教师的 1/3-1/2。
；
二是私立幼儿园教师的工资福利普

教育活动的教师看作为保姆的特殊类型，
对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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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重要性及其意义普遍缺乏专业层面的考量，
在

就感来自很多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个人努

与幼儿教师的日常交往中流露出对其工作的轻视，
并

力后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对教师而言，
在教育活动中

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活动随意质疑与干预。家长的行

的成就感，
主要源于教师的劳动付出在学生身上产生

为让教师得不到那种专业工作者本应有的神圣感和

的直接变化，
如学生掌握的知识增加、
能力增多增强

自豪感，
也会让教师产生辛勤付出没有获得相应回报

等。在幼儿教育活动中，
教师社会交换中付出的专业

的不平衡心理。

服务，
直接为幼儿所接受，
并最终换来幼儿的身心健

（三）师幼互动中疲于应付带给教师的过程快
乐少

康发展。具体说来，
即幼儿教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技能与情感投入，
促进了幼儿包括社会、
认知、
健康、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报酬既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

语言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进步。但是，相对于中小

是非物质的。
“一个人选择教师的职业，
可能不仅仅是

学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提升，幼儿身心发展的进步显

为了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同时还为了得到与年轻人

得模糊与难以计量，这一特性往往给幼儿教师造成

［3］178

在一起的内在报酬，
以及这种服务带来的满足。”

一种假象：教师的劳动付出没有换来应有的实际效

对于不少幼儿教师而言，
参与幼儿教育活动中的社会

果，
从而使很多幼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产生
“工作无

交换，
与幼儿互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身心愉悦也是重

用”
的失落感。尤其在现实生活中，
尚有部分幼儿教

要的精神报酬之一。正如一些幼儿教师所说，
幼儿未

师不是专业出身，
对幼教职业的认同本来就低，
缺乏

受社会污染的童心让教师保持了年轻的心态，
而幼儿

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幼儿的关注与热爱，所以很难觉

的天真、
活泼、
可爱也常常带给教师放松与惬意。但

察幼儿成长中的细微进步，自然更加难以感受到因

师幼互动带给教师快乐是需要前提的，
即师幼互动中

为幼儿进步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就无法获得另一种

教师的行动能得到幼儿积极的回应，
教师在组织与管

精神报酬。

理师幼互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力尚在教师可承受的
范围之内。事实上，
因为幼儿处于人的身心发展初级
阶段，
要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外界期望，
客

三、怠教离职：社会交换公平缺失带来的
幼儿教师职业困境

观上有一定的难度。而对教师发出的互动信息，
幼儿

“互惠原则指人们对一种特定的交换关系将带来

也不可能每次都会及时回应与配合，
所以，
在开展师

的报酬有所期待，
这种期待被公平交换关系（即公正

幼互动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组织与协

原则）所制约……越是违反交换关系中的互惠义务，

调，
幼儿越多，
所消耗的精力越大。

不能实现公平规范，
被剥夺者就越会倾向于消极地制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正朝向普及化方向发展，

裁违背规范的人。
”［6］在幼儿教育活动中，
教师社会交

2017 年我国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已达 79.6%。近年

换带来的公平感缺失会导致教师故意敷衍了事，
用工

来，
入园率越来越高，
但幼儿园数量的增长却没有跟

作上的消极行为来表达其对相关交换者的愤懑与不

上入园率的增长步伐。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指出，
按照

满。这种消极行为影响很大，
造成教师工作积极性受

“两教一保”
的标准，
今天我国至少缺教师 71 万，
缺保

挫，
认真、
负责程度下降，
工作效果变差。同时，
社会

育员76万。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大多数幼儿园的班级

交换理论认为，
人们
“总是希望得到的利润与付出的

人数，
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师幼比例，
生师比平均

投资成正比，
任何一方都不会自愿地、
长久地进行赔

达到了22:1。加上私立幼儿园以营利为目的，
为了降

本的交换……”［3］178 如果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社会交

低办园成本，更是无节制地人为扩大班级规模。以

换的不公平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变，
会导致教师对幼教

上情况使不少幼儿教师在进行师幼互动时高度紧

职业的否定，
为了重新选择交换对象而离职。

张、
疲于应付，
根本体会不到师幼互动中所带来的身
心愉悦。
（四）幼儿成长的模糊性带给教师的工作成就
感低
成就感是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
情时，
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成

（一）怠教：幼儿教师降低交换成本
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因素（不包括热爱幼教职业因
素）而坚守幼教工作岗位的教师，
或者由于个人学历
层次不够高，
或者能力素质等不够出色，
对职业选择
上没有太多自由，
在社会交换中，
即使被不公平对待，
也没办法主动更改交换对象。从表面看，
这类教师似

总 36 卷

黎平辉，陈文俊：公平缺失与回归：社会交换视角下我国幼儿教师的职业困境及其纾解对策

乎只能无奈接受不公平交换的事实，
但实际上，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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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工资福利，
合理控制工作强度

主体都有追求公平交换的期望，
虽然不能提高获得的

工资福利是教师在社会交换中，
用专业服务获取

报酬，
但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即降低个体的成本付

的个体乃至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
是保证教

出来实现社会交换的公平。在现实生活中，
幼儿教师

师持续提供专业服务的重要前提。当前幼教行业的

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
会弱化对幼教工作的责任心，

整体工资福利提升的空间很大，
最少需要达到教师行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敷衍了事，
对幼儿的需求不上心，

业的整体平均水平。同时，
要对幼儿教师的工作强度

在师幼互动中缺乏应有的耐心与热情。这种状况一

适当控制，
即在横向对比上，
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强

方面降低了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并大大增加了诸

度大体持平，
在纵向对比上，
要与教师长期以来个人

如虐待儿童等教师失范行为的产生几率，
“付出与收

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相匹配。幼儿园要
“合理安排教

入的不匹配不仅使幼师的岗位失去吸引力，
也使一些

师的工作，
职责清晰、
分工明确、
讲求实效，
在充分考

幼师心理失衡，
极易产生
‘踢猫效应’
，
即人的不满情

虑教师的职责范畴、
能力和符合劳动法的前提下，
对

绪和糟糕心情会沿着社会关系链条向弱于自己或等

教师性格、
能力、
学识、
兴趣、
专长等进行具体分析，
巧

级低于自己的对象传递，
由金字塔尖一直传递到最底

妙搭配，
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工作量，
为教师做好自

层，
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那一个人则成为最终的受害

［9］
己的本职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者。
”［7］另一方面，
幼儿教师群体工作的消极状态，
严
重妨碍了幼教师资队伍的专业成长，
成了制约当前幼
儿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原因。

（二）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与幼儿教育观，转变家
长态度
应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渠道，
举办各种形式

（二）离职：幼儿教师另选社会交换对象

的幼教专栏，
向人们传递科学合理的儿童观与幼儿教

至于那些能力较强，
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教师，

育观，
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
即儿童是个体身心发展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参与社会交换的公平缺失所带来

的奠基期，
幼儿期的教育目的是为个体一生的发展奠

的后果更加严重。一方面，
优秀教师在幼儿教育活动

定基础，
幼儿教育的任务是养成幼儿受益终身的良好

中更认真负责，更愿意为工作投入自己的精力和时

习惯，
并为系统知识学习做好准备。
“幼儿教育注重在

间，
所以在社会交换中成本付出相对更多，
对交换对

生活中学习，
在游戏中学习，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

象反馈的报酬期望自然也更高，在成本付出——报

中学习。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也绝不仅

酬获取不对称中感受到的不公平也更强烈。另一方

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和

面，优秀教师因为个人整体素质较好，综合能力较

引导者。幼儿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启蒙教育并

强，对职业的选择余地多，除了从事幼教工作，还可

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
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

进公司、企业或者考取其他事业单位编制。综上所

［10］
展。
”
游戏不是简单的娱乐，
更不是为了消磨时光而

述，
优秀教师很容易产生辞职行为，
从而给幼儿教师

开展的无价值活动，
而是最重要的幼儿教育手段与途

队伍带来巨大损失，
自然也影响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

径。另外，
积极发挥社区教育功能，
利用社区资源，
为

的良性发展。

民众开展有关幼儿教育的专题活动，
让人们认知到幼

四、公平回归：社会交换视角下纾解我国
幼儿教师职业困境的对策

儿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不可替代性，
树立尊师重教的
正确理念。
（三）控制班级规模，
合理进行班级布局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应有针对性地出台或修订相关政策法规，
对

“平等、
公正”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
也

幼儿园班级规模作出明确规定，
以此控制私立幼儿园

是我国人民对美好社会追求的应有之义。
“人们之间的

为了更多营利而无节制地扩大班级幼儿人数。同时，

所有接触依赖于给予和回报等值这一模式。
”

学前

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私立幼儿园办学的过程监督，
对

教育发展需要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需要幼儿教

违章行为要进行严惩，以保证政策的真正落实与执

师积极投身幼教事业，
教师的工作状态非常关键，
而

行。另外，
要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改革力度，
探索更适

只有让教师在参与社会交换过程中获得应有的公平

合师幼互动的班级活动开展模式，
增强教育活动中师

感，
才能保证教师积极的工作付出与投入。

幼的快乐体验。最后，
针对当前幼儿教师队伍中尚存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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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性不强、专业素质与能力不够的教师这一现

愿付出。在当前以及相当一段时间内，
要提高幼儿教

状，
国家应继续推行相关职后培训计划，
通过专业培

师的各种报酬，
估计有不少困难，
因此，
在积极消除不

训提高教师对幼儿教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降低

公平的同时，
有必要通过一些方式让幼儿教师接受不

其在师幼互动中的被动性及其焦虑感、
无助感，
提升

公平的现实，
这些方式肯定不包括强制措施，
而只能

其积极的情绪体验。

是通过适当的思想宣传教育，
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奉

（四）加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以爱儿童作为

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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