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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

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

对生活、工作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

评价，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少先队辅

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是指少先队辅导员在工作

中自身需要得到满足、潜能得到发挥、才能

得以增长所获得的持续的快乐体验和积极情

感。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工作中最为重要

的力量，少先队的各项工作和任务最终都要

依靠少先队辅导员来落实。研究少先队辅导

员的职业幸福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有利于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化发展

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一直是困扰少先

队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少先队辅导员

流动性比较强，每年都会有一批新的辅导员

走上岗位，也会有不少辅导员离开，有的回

到学科教学工作，也有的走上学校行政管理

岗位。辅导员队伍的过快流动降低了少先队

工作的延续性，影响了工作实效。研究辅导

员的职业幸福感，探索提升辅导员职业幸福

感的途径与方法，将会成就一批热爱自己岗

位、以这一职业为荣的辅导员，他们愿意在

辅导员的岗位上踏实工作，积极进取，刻苦

钻研，从而促进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

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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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少先队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是指少先队辅导员在工作中自身需要得

到满足、潜能得到发挥、才能得以增长所获得的持续的快乐体验和积极情感。调查发现，

少先队员快乐成长、辅导工作被认可、自身能力得到发挥和提升是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

福感的三大来源；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还与从业动机、性别和学校类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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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于少先队工作的落地和改革创新

少先队辅导员是各级少工委和少先队

员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少先队各项工作的

具体实施者。只有通过少先队辅导员的工

作，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期望、各级少先

队领导部门对少先队员的要求才能落地为丰

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才能转化为少先队员

成长的动力。有职业幸福感的辅导员，会在

少先队的工作中乐于付出、乐于思考、乐于

钻研、乐于创造，把有意义的活动搞得有意

思。他们的工作将会创造少先队工作的新常

态，有利于少先队工作的改革创新。

3. 有职业幸福感的辅导员，才能培养快

乐的少先队员

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亲密朋友和

指导者，是少先队员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

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良好

成长氛围的营造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加

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是推进素质教育、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少

先队辅导员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组织丰富

多彩的少先队活动教育少先队员，用自己的

人格魅力影响少先队员。一个辅导员如果在工

作中时常感到幸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一个幸福的辅导员才能带出幸福快乐的少先

队员。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研究采用自编的《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

问卷》，于2015-2016年对中小学少先队辅

导员开展职业幸福感调查。在问卷编制过程

中，参考了国内部分学者编制的教师职业幸

福感问卷[1][2]，内容涉及少先队辅导员的总

体职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的来源、从业动

机、培训情况、专业发展、辅导工作量、从

事少先队科研情况，以及辅导工作中的烦恼

等。问卷调查之后，我们又组织部分辅导员

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作为调查数据的补充。

问卷调查过程采用随机抽样，抽取300名

少先队辅导员填写问卷。回收问卷285份，剔

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68份，总有效

率为89.3%。在268个有效样本中，男辅导员

占9%，女辅导员占91%，基本符合辅导员队

伍的性别构成比例。

问卷数据录入SPSS17.0进行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 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来源分析

通过对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数据

进行分析，发现了其职业幸福感的三大来源

（见图1）：

图1：职业幸福感的来源

（1）少先队员快乐成长，我很幸福

看到少先队员在组织中快乐成长是少

先队辅导员工作中最大的幸福（选择人数占

84.3%）。在访谈中，辅导员谈到：少先队

的工作没有学习成绩的压力，队员们的个性

可以得到展现和发展。“只要不考试，每个

孩子都很可爱。”“少先队工作是自下而上

的，从辅导员的角度看出去，每一个队员都

是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辅导员通过自

自己的能力得到发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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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工作，引导队员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辅导员说到：“看着孩子们从最初时的茫

然，到后来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心里特

别高兴。孩子们在少先队中慢慢锻炼，从拨

一拨动一动到半自动，再到全自动。我不在

的时候，队干部们也能自己管理中小队、组

织队活动、开展鼓号训练等，让我很放心，

很开心。”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知心朋友，

和孩子沟通可以很直接、很快乐、很纯粹。

辅导员真心地爱孩子，自然也得到来自孩子

的信任和爱，孩子们能向辅导员打开心扉，

有什么都愿意和他们说。这也是许多辅导

员的幸福感的来源。正如一位辅导员所说：

“在少先队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一个信念，

用真心去关爱孩子，用真情去温暖孩子，用

真诚去感动孩子。他们也会用真心、真情、

真诚来回馈我。”

（2）工作得到认可，我很幸福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第二大来源是工作

得到认可（选择人数占68.0%）。有的辅导员

得到了校领导、中队辅导员的认可，工作得

到了更多的支持和配合，工作越做越顺利，

职业幸福感得到提升。还有的辅导员工作

得到了家长的认可，有一位辅导员在家长中

建立亲子部落、亲子俱乐部，把少先队活动

向家庭辐射。该校的家长逢人就夸：我们的

辅导员很好，组织了很多精彩的活动，让我

们也能参与，我们很快乐，孩子也很开心。

还有一部分优秀辅导员得到了区、市乃至全

国的认可。他们有的获得了优秀辅导员的称

号，有的评聘了少先队的高级职称，有的建

立了辅导员带头人工作室。有了这些认可，

辅导员虽然工作很辛苦，但觉得很值得。一

位年轻的辅导员说：“别人问我：‘少先队工

作累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累！但是我累

并快乐着，累并收获着。’” 

（3）能力得到发挥和提升，我很幸福

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第三大来源是

自身的潜能发挥和能力提升（选择人数占

65.7%）。少先队工作是充满挑战的工作，没

有现成的教科书，需要不断创造，既要符合

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又要与时俱进，

富有时尚气息。在工作中，辅导员发挥自己

的潜能，积极调动队员的参与，自身的能力

得到提升。特别是在少先队科研工作中，辅

导员对工作的深层次思考与梳理，让辅导员

们受益匪浅。如果说通过少先队的组织管理

和自主活动，少先队员得到了成长；那么，

通过少先队的科研，辅导员走向了专业化

的成长。正如一位辅导员所说：“做科研的

过程挺苦的，但做过之后，回头看看，非常

有收获。在做科研的过程中，逼着自己去思

考，有了新的高度，也更加深入。我把工作

理得更清楚了，能看到一条很顺畅的路，决

心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少先队科研让

辅导员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让常态的少先

队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创造力，通过辅导

员的专业化发展推动了职业幸福感的提升。

2. 与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相关的几个因素

调查中，我们发现有如下一些因素与辅

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密切相关：

（1）从业动机

在被问到当初为什么选择辅导员工作

时，74.2%的辅导员选择了“领导选派，自

己也愿意做”，6.8%辅导员选择了“喜欢这

份职业而主动选择”，这两部分辅导员的职

业幸福感明显高于选择“领导选派，不得不

做”的辅导员（见表1、表2）。因为喜欢少先

队工作，再繁琐的事务也会变得富有乐趣，

再多的困难和挫折都会化为前行的动力。因

为喜爱，所以幸福。喜欢少先队工作的辅导

员，职业幸福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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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职业幸福感与从业动机

   

   

  

 

   

  

表 2：相关性检验

（2）性别

调查显示，男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得分

为7.75，女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得分为6.50。

经相关性检验，两者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可以推断，男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

女辅导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女辅导员相

比，男辅导员往往更擅长运动，喜爱户外活

动，能够带领少先队员更多地动起来，给少

先队带来更多的“阳刚气”，得到孩子们的喜

爱。另一方面，男性在队伍中是少数派，在本

次随机抽取的样本中，男辅导员只占9%。为

数较少的男辅导员在这个群体中更容易受到

关注，得到展示的机会，做出的成绩更容易

被看到、被发现。与此同时，女辅导员在工作

之余，往往承担了更多照顾的家庭、孩子的

责任，增加了她们的负担，造成了与男辅导

员职业幸福感的差异。

表3：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男女差异

   

   

 

  

   

（3）学校类型

调查显示，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

感高于中学辅导员（见表4）。一般来说，

在小学阶段，学校和队员面临的升学压力较

小，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少先队活动，

少先队工作的基础比较好。因此，在小学

里，少先队的工作更容易得到校领导和中队

辅导员的支持协助，辅导员开展工作比较得

心应手，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与特长。

表 4：职业幸福感与学校类型

   

  

四、思考与建议

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工作中最为重

要的力量，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是辅导

员在少先队的职业生涯中保持持久动力的源

泉。提升其职业幸福感，需要各级少先队组

织的共同努力，需要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

落实。

1．奠定光荣感

幸福源自热爱，热爱少先队工作的辅

导员是快乐的、充满创意的辅导员，是愿意

肩负使命、努力创造的辅导员。这样的辅导

员在工作中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因此，一是

在少先队辅导员的选拔配备上，把热爱少

性别 均值 N 标准差

男 7.7500 24 1.18872

女 6.5083 240 1.80189

学校类型 均值 N 标准差

小学 6.6582 158 1.79799

中学 6.5660 106 1.78362

总计 6.6212 264 1.78941

择业动机 均值 N 标准差

喜欢这份职业

而主动选择
8.3333 18 1.08465

领导选派，自

己也愿意
6.6224 196 1.69170

领导选派，不

得不做
6.0000 50 1.97949

总计 6.6212 264 1.78941

职业幸福感 择业动机

职业

幸福感

Pearson Correlation 1 -.266**

Sig. (2-tailed) .000

N 264 264

择业

动机

Pearson Correlation -.266** 1

Sig. (2-tailed) .000

N 264 268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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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队、热爱孩子放在首位，选派热爱队的工

作，有志于从事少先队事业的优秀共青团

员、共产党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二是制定

落实辅导员培训上岗制度，实行集中培训，

考试合格颁发上岗证书，并举行庄严的上

岗仪式；三是引导广大辅导员深刻领悟少先

队工作的内涵，牢记队的使命，服务队员成

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以此在源头上奠定辅导员

工作的光荣感，引导辅导员把少先队工作当

成人生的事业。 

2．增强获得感

2017年3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全

国少工委联合下发的《少先队改革方案》提

出：“让辅导员更热爱少先队，获得感显著

增强，专业化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3] 增

强少先队辅导员的获得感，一是通过少先

队辅导员分级全员培训、老少先队工作者的

传帮带、带头人名师工作室的培养等途径，

让辅导员获得能力，能够胜任工作；二是通

过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实，学校少工委、社区

少工委的探索和建立，中队辅导员培训的加

强，让辅导员获得支持，能够顺利地开展工

作；三是通过落实辅导员的待遇，辅导员工

作计入工作量、工作内容纳入绩效考核，完

善辅导员任职资格、工作考核、专业发展相

关政策，推进辅导员职称评聘双线晋升等，

让辅导员获得认可，能够持续地创新工作。

3．提升幸福感

在政治、工作、学习、生活上关心、爱

护和培养少先队辅导员。重视推荐优秀辅

导员加入党组织的工作，将优秀的大队辅导

员列入教育系统后备干部培养序列，为辅导

员解除工作上的后顾之忧，给予更大的发展

空间。尊重和服务辅导员，加强对辅导员的

人文关怀，建立和活跃辅导员之家，让广大

辅导员在少先队组织中获得归属感、获得重

视、获得关怀、获得成长进步，在少先队工

作和改革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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