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心理契约期望对学风影响的实证研究 *
田 飞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近年来高校学风滑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高校师生心理契约理论可以从一个方面很好地解释其原
因。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都对学风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学生期望的影响更大。学生与教师双方的品格和学
与教的方式对学风影响较大。大学生在校的四年过程中，心理契约期望值随时间呈倒 U 型变化，相应的
学风也随时间表现为倒 U 型变化。若要迅速扭转学风下滑的局面，高校的重点管理对象应该是新生和毕
业生，其中新生的管理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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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9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扩张，到 2004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2000 多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9%，已经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更多的适龄青年接受
了高等教育。淤然而，与之伴随的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滞后，客观上给学校的发展带
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其中高校学生学风的普遍滑坡表现得尤其突出。许多专家在高校学风建设及其
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但都不能用实证的方法解释和验证目前由于扩招导致学风
明显下滑的原因。
上世纪 80 年代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企业裁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伴随着雇员的忠诚度明显降低，
导致雇员跳槽、消极怠工等现象时而发生。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企业与员工的心理契约问题的研究，
取得了从微观上解释这些现象和原因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在高校中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心理契约，如
学校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等等，其中，笔者认为师生之间心理契约对学风的
影响较大。心理契约是当事人未通过某种显然的形式直接而明确地表达，但却通过各种心理暗示的方
式，使双方相互感知并认可各自的某些期望，进而形成的一套隐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于从一般心理
契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师生心理契约概念的内涵应包含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大学
生与教师双方，视角是双向的；双方存在互惠交换关系；契约内容互相认可但不是显性表现出来的；双
方各有其义务和权利；个体对双方义务的主观理解。良好的师生心理契约可能促进高校培养出高素质
的学生，从而使师生双方受惠，学生收获真才实学，老师获得荣誉也提高了业务水平。然而一方面由于
衡量学风水平高低的主要载体是学生，另一方面由于双向视角下心理契约的实证研究还不成熟，因此
本研究采用的仍是学生单向视角下的狭义高校师生心理契约，简称为师生心理契约。学生感知的教师
对于自己的期望称为学生期望，学生对教师的期望称为教师期望。
从广义上讲，
学生的学习风气、教师的治学风气、学校的学习氛围都属学风的范畴。从狭义上讲，学
风是学生在求知目的、治学态度、认识方法上长期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精神倾向、心理
特征及其外在表现。盂笔者采用的是狭义的学风定义，即高校学生的学风，
简称学风。学风不仅影响到当
前的教学效果，影响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且对学生能否最终成才都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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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本研究首先就师生心理契约学生期望、师生心理契约教师期望以及学风三个抽象概念的操作化
结果作一简单介绍，然后理论探讨师生心理契约期望对学风产生何种影响，即提出理论假设，最后用实
证方法验证这些理论假设。
二、师生心理契约期望与学风的指标体系
笔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高阶因子分析技术，分别对一些竞争的师生心理契约学生期望、教师期
望和学风的指标体系（各有五个体系参与竞争）进行拟合与评价，最后获得最佳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
一）心理契约学生期望的指标体系
学生期望可以划分为学生品格、学习方式、学习技巧、学习理念四个维度，共包含 32 个测量指标。
根据它们的因子负荷大小，对维度和测量指标进行权重分配，四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 0.24、0.24、
0.26 和
从而顺利地进行实证研究，数值越高
0.26。一旦获取数据，学生期望就可以通过指标体系获得量化的值，
表明期望值越高。
（
二）心理契约教师期望的指标体系
教师期望可以划分为教师品格、教学方式、教学技巧、教学理念四个维度，共含 24 个测量指标。根
据它们的因子负荷大小，对维度和测量指标进行权重分配，四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 0.24、0.27、
0.22 和
0.27。同样，一旦获取数据，教师期望就可以通过指标体系获得量化的值，从而顺利地进行实证研究。
（
三）学生学风的指标体系
学风是由学习目的、学习态度、个性品质、学习行为四个维度所构成，共含有 50 个测量指标，根据
它们的负荷大小，对维度和测量指标进行了权重分配，四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 0.21、
0.29、
0.24 和 0.26。
在经过操作化后，
一旦获得数据，学风就可以量化表示了，数值越高表明学风越好，即学风水平越高。
三、师生心理契约期望对学风影响的理论分析
“态度决定一切”，高校师生心理契约中，学生的期望越高，学习态度越好，就越会导致较好的学习
行为，
越会表现出较高的学风水平。由于学生是学风的主体，
因此学生对自己的期望产生的对学风的正
面影响要大于学生对教师的期望而产生的对学风的影响。
虽然大学学习阶段不同于中学，似乎学习理念和学习技巧更显得重要，然而随着近几年的高校扩
招，大学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学生的平均素质已无法达到原有水平，因此学生
品格的高低和学习方式的优劣仍然非常重要，即学生期望的各个维度中学生品格和学习方式对学风的
影响更大。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些教师不把精力放在学生身上，或全身
心从事第二职业以增加收入，或忙于写论文评职称，或潜心读硕读博拿学位，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教师在
学生中的形象。因此，学生自然而然地期望教师有较高的品格。同时由于高校的扩招，大量的年轻人加
入了高校教师行列，而他们在教学水平上显然一时还未达到较高的水平，所以，学生也期望教师有良好
的教学方式。大学教育不论是学习的难度还是知识面的宽度都远远超过中学教育，学生对大学教师的
教学技巧自然有更高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学风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品格、教学方式和教学技
巧的影响。
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期望值也就跟着变化，从而导致学生学风也应该
有不同的表现。一年级学生刚进校，从父母身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初次踏入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生活和学习困难，尤其是刚来学校报到，会发现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另外高考刚结束，新生普遍存在
着想松一松的思想。诸如此类因素导致学生的期望较低，尤以对自身的期望值较低，当然表现出来的学
风水平也就较低。经过一段时间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和学生管理人员的努力，以及教师与学生间互动，
使学生产生了更高的期望，自然会导致较高的学风水平。从心理契约的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来看，
榆
师生心理契约中学生期望与教师期望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所以，学生从低年级成长到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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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应该同时增加。但是到了大四，学生面临就业和考研等困境，情绪低落，对教师
和自己的期望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也就导致学风的大幅度下滑。
四、师生心理契约期望对学风影响的实践验证
（
一）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高校师生心理契约中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对学生学风水平的影响，找出规律，为以后学
校管理部门制订各项政策、加强学生教育和教师管理中的某些环节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达到最终提高
学生学风的目的。
（
二）研究假设
假设一：心理契约的良好期望会导致较高的学风水平，而且学生期望对学风水平的影响应该更加
明显。
假设二：学生期望中学生品格和学习方式对学风的影响更重要，教师期望中教师品格、教学方式和
教学技巧对学风的影响更明显。
假设三：一年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低于对教师的期望，而其他年级两个期望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
假设四：大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四年过程中，心理契约随时间的变化与学风随时间的变化趋于一
致，都呈倒 U 型。
（
三）数据采集与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对象来自安徽省四所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四所高校分别是理科类的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工科类的合肥工业大学、综合类的安徽大学和高职类的万博学院，可以看出四所学校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总体是安徽省所有高等院校的全日制大学生。为降低成本，抽样单元为班级。抽样方法是
按院系、班级二阶段多段抽样。院系按不等概率抽取，班级按等轴抽样法选取。资料的收集方法是自填
问卷法中的集中填答法，以进一步节省调查时间、人力和费用，并且可获得高的问卷回收率以及保证问
卷填答质量。发放问卷 1800 份，
回收 1602 份，回收率 89%，经过资料的整理和录入，有效问卷 1515 份，
有效问卷率达 84%。
在指标体系评价和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分别采用了 LISREL 英文 7.8 版本和 SPSS 英文 13.0 版本
的两个统计软件。在经过数据整理后对三个指标体系中的各个维度、学生期望、
教师期望和学生学风进
行了不分年级的描述统计分析，各维度的偏度值均在正负 2 以内，再加上样本规模很大，所以这些变量
基本满足正态要求。再分别按照一、二、三和四年级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各维度的偏度值也
都在正负 2 以内，靠到样本规模，所以这些变量在各年级也都基本满足正态要求。
（
四）假设验证
为了使样本的结果能推广到总体，以下验证均采用了推论统计技术。
为了验证假设一，分别绘制了学生期望与学风的散布图和教师期望与学风散布图，见图 1 和图 2。
并以学风为因变量，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了解教师期望与学生
期望分别对学风水平影响的程度，回归结果见表 1。
表 1 学风与学生期望、
教师期望之间的回归结果
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模型
1

（常量）
学生期望
教师期望

a.因变量：学生学风

B
1.213
.338
.208

标准误
.046
.034
.030

标准化系数
Beta
.311
.213

t
26.476
10.068
6.893

显著性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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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生期望与学风的散布图

图2 教师期望与学风的散布图

由图 1 和图 2 可看出，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都与学风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倾向。从表 1 中发现，
学生期望的系数为正的 0.338，教师期望的系数是正的 0.208，学生期望的系数大于教师期望的系数。所
以证明了不论是学生期望还是教师期望都对学风产生正向影响，即期望值越高，学生所表现出的学风
水平就越高，而且，学生期望对学风的影响要大于教师期望对学风的影响。由此可见，学校既要抓好学
生教育也要关注对教师的管理，而且学风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学生，只有通过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促使他们形成较高的学生期望，才能有效地提升学风水平。
对于假设二的验证也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技术。以学风为因变量，分别以学生期望的四个维度为
自变量和教师期望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产生了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了解学生期望各维度对
学风的影响和教师期望各维度对学风的影响。学生期望各维度与学风的回归结果见表 2，教师期望各维
度与学风的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2 学风与学生期望维度间的回归结果
系数 a

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模型
1

（
常量）
学生品格
学习理念
学习技巧
学习方式

B
1.366
.176
.035
.073
.177

标准误
.044
.030
.037
.029
.037

Beta
.182
.057
.087
.181

t
30.944
5.866
1.445
2.519
4.821

显著性
.000
.000
.149
.012
.000

t
34.451
3.284
2.368
2.861
3.365

显著性
.000
.001
.018
.004
.001

a.因变量：学生学风

表 3 学风与教师期望维度间的回归结果
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模型
1

（
常量）
教师品格
教师理念
教师技巧
教师方式

B
1.495
.095
.054
.092
.129

标准误
.043
.029
.023
.032
.038

标准化系数
Beta
.110
.077
.114
.142

a.因变量：学生学风

学生期望与学风的关系中，学习理念没有通过 T 检验，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学习理念对学风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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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品格、学习技巧和学习方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76、0.073 和 0.177，因此，学生品格和学习方式对
学风的贡献较大，
即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品格和学习方式。教师期望中，四个维度都通过了 T 检验，
教师品格、教师理念、教学技巧和教学方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5、0.054、0.092 和 0.129，因此，教师的
教学方式最为重要，对学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教师品格和教学技巧。每位教师都应该严与律己，
遵守起码的职业道德，并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为了证明假设三，
分别计算了学生期望、
教师期望和学风在不同年级时的均值置信区间，
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年级学生期望、
教师期望和学风的均值置信区间

年级
学生期望
1.5114,1.5818
1.6613,1.8150
1.6609,1.7552
1.4055,1.6170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置信区间
教师期望
1.6382,1.7222
1.7937,1.9543
1.7922,1.8897
1.4476,1.6858

学风
1.9909,2.0725
2.1716,2.3326
2.1615,2.2535
1.9225,2.2099

师生-图1.TIF
not e xist!

从表 4 中可见，一年级学生期望的置信区间为（
1.5114,
1.5818），与教师期望的置信区间（1.6382,1.7222）没有重叠，
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期望与教师期望的置信区间相互重
叠，因此假设三得以验证，即一年级新生对自己的期望低于
对教师的期望，而其他年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与对教师的
期望不存在高低之分。心理契约对于双方来说是相互影响
的，当教师感知到学生对自己的期望低于对教师的期望时，
会严重影响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从而降低了教师对学
生的期望；当学生感知到教师对他们的期望降低了，又会产
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进一步降低对自己和教师的期望，以
图 3 年级与学风的折线图
此恶性循环下
去，期望值越来
越低。因而，根
据假设一，学生
所表现出的学
风水平将会大
幅度下降。所以
说，一年级的教
育是整个大学
四年教育中的
重中之重。
为了验证假
图 4 年级与学生期望的折线图
图 5 年级与教师期望的折线图
设四，分别绘制
了不同年级下学风、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的折线图，见图 3、
图 4 和图 5。由图 3 可见，一年级学风最低，
二、三年级学风高，四年级学风也低，呈现倒 U 型。图 4 和图 5 也都显示，一年级学生的期望低，二、三
年级期望高，四年级期望又低，
也呈现倒 U 型。
从表 4 中还可以发现，一年级学风的置信区间为 （1.9909,2.0725），与二年级的学风置信区间
（2.1716,2.3326）没有重叠，因此一年级学风水平低于二年级。三年级学风的置信区间为（2.1615,2.2535），
师生-图2-3.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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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年级的学风置信区间（1.9225,2.2099）没有重叠，因此四年级学风水平低于三年级，而二年级学风与
三年级学风的置信区间相互重叠，所以没有证据表明二、三年级的学风有差异，与样本显示的趋势（图
3）一致。
表 4 还告诉我们，一年级学生期望的置信区间为（1.5114,1.5818），与二年级的学生期望置信区间
（1.6613,1.8150）没有重叠，因此一年级学生期望水平低于二年级，而二年级学生期望置信区间与三年级
的置信区间相互重叠，所以没有证据表明二、三年级的学生期望有差异。三年级学生期望的置信区间为
（1.6609,1.7552），与四年级的学生期望置信区间（1.4055,1.6170）没有重叠，因此四年级学生期望低于二、
三年级，与样本显示的趋势（图 4）一致。一年级教师期望的置信区间为（1.6382,1.7222）
，与二年级的教师
期望置信区间（1.7937,1.9543）没有重叠，因此一年级教师期望水平低于二年级，而二年级教师期望置信
区间与三年级的置信区间相互重叠，
所以没有证据表明二、三年级的教师期望有差异。三年级教师期望
的置信区间为（1.7922,1.8897），与四年级的教师期望置信区间（1.4476,1.6858）没有重叠，因此四年级教
师期望低于二、三年级，与样本显示的趋势（图 5）一致。因此，假设四得以验证。
假设四得以验证通过，清楚地表明，要想迅速扭转学风下滑的局面，重点应该抓新生和毕业生的教
育和管理，不论是辅导员还是专职教师都应该关注这两个关键时期。学校和教师通过对新生的严格管
理和教育，促使学生产生对自己和教师较高的期望，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一年级的学风水平，进而提高
四个年级的学风水平，即全校学风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契约互动，还会进一步提升
二、三年级时的期望值，以带动全校学风水平的更大上升。
五、结束语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高校师生心理契约中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都对学风产生正面影响，即学
生对自己和教师的期望值越高，则表现出来的学风水平就越高，而且学生期望的影响大于教师期望的
影响。因此，高等院校应该加大对学生的教育力度和提高对教师的管理水平，促使学生产生较高的期望
值，以达到提高学风水平的目的。不论是学生一方还是教师一方，做人的品格和学习（
教学）
方式都对学
风产生重要影响。如要迅速扭转学风下滑的局面，整个学校的学生管理重点应该是新生和毕业生，其中
新生更为重要。
实证研究的核心是数据，如果数据本身出现问题就会严重影响结果。虽然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四
所具有典型特点的高校，但毕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因此，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不论是信度
还是效度上都不会很理想。今后要想准确量化我国高校师生心理契约期望，在设计时就应该将所有高
校分类，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多段分层抽样方法获取数据。另外，由于本课题组成员的构成特点，在对学
风、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三个抽象概念进行操作化时，都只提出了五个竞争模型，然而其他学者可能会
提出不同的、更有竞争力的模型，因此目前胜出的体系并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佳的。但这种情况不影响
该方法的使用，只要各竞争指标体系的低层（即测量指标）来自同一个数据，就都可以参与竞争。本次研
究只是讨论学生期望和教师期望对学风影响，但她完整地、系统地、具体地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为今
后其它应用研究或理论验证，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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