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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压力是影响基层公务人员工作状态和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公

务人员身处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一线，其工作压力的状况还将直接影响到执行效

果和服务质量，是事关政府效能以及公众评价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选取西部某市 Z 区 218 名乡镇公务人员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方法，

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情况分别进行了分维度和分指标的测量，

对不同类型的公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情况进行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比较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工作压力作为职业倦怠的前因变量，采用向后筛选多元回

归方法，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还结合实地

访谈的质性数据，对统计分析的结果进行了三角验证。 

本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感受较重。在工作压力源

六因素中，除组织内人际关系外，在组织结构与倾向等其它五因素中压力感受均

达到中度以上，其中具体因素排序为：组织结构与倾向、职业发展、干群关系、

工作本身、角色压力、组织内人际关系。2）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表现也较明显。

具体到三维表现中，情绪耗竭最为突出，玩世不恭次之，成就感降低表现不明显。 

3）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在不同年龄、职级和单位类型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不同性别、学历类型间的差异不显著。4）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与职业

倦怠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前者与情绪耗竭、玩世不恭正相关，

与成就感降低负相关（即压力大，成就感加强）。5）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在三

个维度上的表现分别与不同的工作压力相关。其中，情绪耗竭与工作本身、组织

结构与倾向、干群关系导致的压力显著相关；玩世不恭与工作本身、组织内人际

关系、职业发展的压力显著相关。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应从组织和个体两个方面来对基层公务人

员的工作压力进行调整并对职业倦怠进行预防和干预。组织方面，建议制定目标

时应尊重实际，安排任务当合理适度；政策监督过程中应注重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避免形式主义；关注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发展，创建科学激励机制；关注基层公务

人员心理健康，建立疏导缓解机制。个体方面，建议加强基层公务人员对自我压

力的认知并掌握一些疏导压力的技巧。 

 

 

关键词：基层政府   公务人员    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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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 stre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ivil servants at grass-root level 

for their working status and moral. Civil servants at grass-root level are on the 

front lin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Their working 

stress level has direct bearings on policy outcomes which will affect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public appraisal on government.   

Through a survey research on a sample of 218 township and sub-district 

officials at District Z of a western province, this study measure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work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t also compares statisticall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civil servants for their work stress and job burnout level. 

After descrip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uses backward selection regression model 

to test the causality between work stress and job burnout, taking the former as 

causal variable. And besid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also carries out 

interviews to gather qualitative data to triangulate the result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several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civil servants at 

grass-root level experience high work stress. Respondents, in average, present 

medium or above stress level in five out of six stressors. And the rank of 

stressors is following: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trend, career prospect, 

cadre-mass relationship, task-related, role stress, and intra-organization relation. 

Second, job burnout level is also high. Specifically, the respondents show highe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high cynicism while no significant decrease o f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has been observed. Third, work stress and job burnout 

level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age, rank and 

location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observed on gender and education. 

Fourth, work stress and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 is correlated; 

specifically, the former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emotion exhaustion and 

cynicism while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Fifth,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 correlate with different 

stressors; specifically, emotional exhaustion correlates significantl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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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ors of task-relat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rend, and cadre -mass 

relation, while cynicism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those of task -related, 

intra-organization relation, and career prospect.  

Based upon empirical studies, this thesis 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adjust 

the work stress of civil servants at grass-root level and to intervene their job 

burn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policy goals in accordance to realities and arrange 

task reasonably and properly; its supervision activ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he consistence between means and ends and avoid formalism; it 

should care more abou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civil servants at grass -root 

level and create scientific incentive structure; finally, it should care more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of civil servants at grass-root level and help find the 

mechanism to release their the pressures and stress. For individual,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 should recognize and be aware of their own stress level 

and acquire some practical skills of stress release.  

                      

Keywords:  Civil Servant at Grass-root Level;  Work Stress;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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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现代社会竞争无处不在。公共组织或企业为领先于同行，都在努力提高其运

行绩效，但不时会遭遇隐形的障碍——员工工作压力及其影响。近几十年来，工

作压力及其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它悄然损害着职工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也负化

着组织的绩效。学者关于工作压力的研究首先在企业兴起，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在相关研究的启示下，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为了自身的效益，也开始关注员工的

身心健康问题。超过 90%的世界 500强企业建立了 EAP（员工援助计划）服务，据

称，核算表明，企业为 EAP 投入 1美元，可节约运营成本 1～16美元①。 

如果说企业员工因为工作压力引起的行为失范所造成的损失可以量化的话，

对公共组织人员的类似行为所导致的效益损失进行核算并不容易。可以肯定的是，

公务人员的类似表现会有更大的外部效应，在影响自身健康、家庭幸福和组织绩

效的同时，还会波及到众多服务对象，对公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具有传递

性，由此带来不止于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政府再造成为国际浪潮。许多国家意识到，打造精干、

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制度建设外，公务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升也不容忽视。我国

政府肩负发展的职能，民众对于公务人员有很高的期盼，除了政治、知识、能力

几个方面的素质外，其身心素质也应有较高的要求，否则难当重任。但是，一些

研究表明，我国公务人员的身心状况不容乐观，在 2004 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公

布的数据显示，有 54.88%的公务员出现职业倦怠，在所有职业中位居首位②。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也曾透露，在其接诊人群中，公务员就诊者占心理

疾病患者总数的 10%，超过其他任何职业的患者数③。 

1.2  研究意义 

公务员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履职能力的高低关系民众福祉和政府形

象。基层公务员处于政策执行的一线，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国家政策目

                                                             
① 孙晓青：超五成的心理负重者需要“解放”，小康，2010(12)，第 95 页

。 
② 陈国权

：
《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56 页
。 

③ 刘卓千：对提高公务员心理调适能力的几点思考，行政与法
，2008(8)，第 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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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需要他们的职业行为最终落实，他们的职业行为被民众直接接触和感受，群众

通常以此来确定对于政府的印象以及判断。 

本研究针对的对象是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包括“行政编制”的公务

员和“事业编制”的公共事业人员。这一群体处于政府层级的最末一层，是政策

执行的第一线，也是直接面对群众的第一线，他们的能力素质和精神风貌直接影

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研究问题是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包括工作压力来

源、职业倦怠状况以及相关关系。当前，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方

面的意义。 

1、理论意义 

工作压力、职业倦怠是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

于公务员工作压力的相关研究开展较晚，国外的相关研究滞后于其他职业的研究

十余年，国内更晚，相关研究案例还不丰富，发现也很有限。通过对样本地区基

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的研究，可以为今后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相

关发现可以为行政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提供样本依据和参考借鉴。 

2、现实意义 

通过对样本被试工作压力源的考察探寻，职业倦怠表现特征、逻辑关系的梳

理，可以为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的调适和管理、职业倦怠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

针对性的建议。为改善基层公务人员的身心状况、精神风貌、工作状态，在任务

安排、职能设计、心理激励机制方面发现原因和对策，以便他们能以更好的工作

状态为服务对象履职尽责，这无论对身处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或者是接受公共

服务的群众来讲，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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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文献综述 

对于“压力” 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哈佛教授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最先将这一属于物理学的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提出著名的“战斗或逃

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①
。生活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只猫观察到

老鼠的迹象，或遭遇不期而至的狗时，会毛发竖立、双目圆睁、身体前倾——猫

的表现可成为“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生动诠释，让人感受到其紧张心情和面临的

压力。远古的人类面临压力也有类似的表现，现代文明让人的内心紧张变得内敛，

但内部的反应依然延续“战斗或逃跑反应”特征。与动物相比，人类除了面临具

体的压力情境外，还有抽象的压力情境，如在荒郊遇到蟒蛇或在工作中面临处分、

解聘，均会产生心理紧张，形成压力。只是在抽象情境下，人几乎不能“战斗”，

也难以“逃跑”，紧张更会持续。在将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之后，坎农又将“压力”

术语引入社会学领域②。 

具有专业医生背景的加拿大学者塞利（Selye）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发现个体

在面临压力情形下，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多类激素扩大分泌、内脏器官发生病

变等反应，他将个体系列反应归纳为“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eneral adadptation 

syndrome,即 GAS 理论）③。过程包括警戒、阻抗、衰竭三个阶段。作为首次通过

科学方法验证压力的先驱者，塞利被后人称为“压力研究之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仅在心理学、生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压力”还成为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学等多学科的关注热点。 

2.1  压力及工作压力的定义界定 

从坎农、塞利开始，众多的压力研究学者对于“压力”（stress），以及此后的

“工作压力”（work stress、 occupational stress）的定义进行界定，始终未能形成

统一。一些学者认为，这对相关研究造成障碍④。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压力”

或“工作压力”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 

关于压力定义及相关理论分为三类学说，或称三种倾向：刺激说、反应说及

交互作用说。 

                                                             
①  Cannon,W.B.1932, The Business Man and His Health,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on  

98(26)2311. 
② Cannon,W.B.1935, Stresses and Strains of Haneostasi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189:1-14. 
③ Selye, H, and Ogilive,H.S. 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McGraw-Hill. 
④ 舒晓兵、廖建桥，《工作压力研究：一个分析的框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5 期，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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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说强调外界刺激或外部力量对个体的影响，重视探寻和考察压力源，有

利于从社会或组织层面对压力进行预防、调适，推进了压力源量化研究。代表人

物有魏斯（Weiss）、麦金太利（Mclntyre)等。刺激说对个体面对压力源的差异性

及能动作用有所忽略。 

反应说强调个体面对外界刺激的主观感受，生理及心理反应，代表人物有坎

农、塞利等。“战斗或逃跑反应”、“一般适应性综合征”均是强调个体反应，早期

研究进行了大量生理学实验，对于压力背景下，个体发病机理、医学干预方面有

重要启示价值。反应说较少关注压力源，不利于从压力来源方面进行有效干预和

调适。① 

交互作用说认为，刺激说和反应说都忽视了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

过程，尤其是个体在压力情景中的能动作用。该学说的代表人物有拉扎勒斯、福

克曼等（Lazarus.R，& Folkman）,他们提出了认知——交互作用模型（Cognitive 

transactional  model）②，强调了个体的应对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并发挥

着重要作用。 

按照拉扎勒斯和福克曼的观点，压力是外界压力源环境和个体认知相互作用

而引起的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③。本文沿用这一定义。 

早期关于压力的研究均限于生活层面，20世纪 60 年代，有学者在企业管理中

开始关注压力问题，70 年代初期，“工作压力”一词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出现，此后

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心理学领域表述为“工作应激”、“职业紧张”，在管理学、组

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学领域，多为“工作压力”，大量学者对概念进行界定，认同

的均是发生在工作场所，表述则有“不舒适感”、“个体偏离正常功能状态”等。 

关于“压力”、“工作压力”概念定义界定，相关研究有较大重叠之处，归结

起来，所谓工作压力意指工作场所发生的压力，要素是压力源与个体，过程是交

互作用，结果是个体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变化。 

2.2  工作压力源 

压力源（stressor）指引起或导致压力反应产生的所有刺激④。按不同的分类方

式，可分为生活压力源和工作压力源，主观压力源和客观压力源，众多学者对工

                                                             
① 刘玉新：《工作压力与生活：个体应对与组织管理》，第 13-1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 1

版。 
② Lazarus,R,& Folkman.S.1984.Stress,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③ 同上。 
④

 E Everly. Etc.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sires in adults In:Humphrey J. eds Human stress, 
Current selected research [M] New York AMS Press1987: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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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源进行了分类研究，见表 2.1。 

表 2.1  国内外关于工作压力源的分类研究 

研 究 者 压 力 来 源 

Weiss(1976) 工作本身、组织角色、组织结构和组织风格、组织中的人

际关系
①
 

Cooper & Marshall 

(1978) 

工作本身、组织角色、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组织结构和

组织倾向
②
 

Ivancevich & Matteson 

(1980) 

生理条件、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组织外因素
③
 

Quick 等 (1984) 任务要求、角色特征、领导特征、组织结构、人际关系、

身体素质
④
 

Long(1995) 工作本身、角色特征
⑤
 

罗宾斯（1997） 环境、组织、个人
⑥
 

舒晓兵（2005） 组织结构与倾向、组织中角色、人际关系、工作条件及要

求、职业发展、社会支持、管理事务
⑦
 

何小师等（2005） 领导及制度因素、工作本身、工作中人际关系、职业生涯、

角色因素、工作环境
⑧
 

封丹珺（2005） 上级领导、工作责任、人际关系、工作任务、工作性质、

完美倾向、职业前景
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归纳整理  

学者关于工作压力源的研究分类基于不同视角，或基于组织情境、或基于个

体与环境互动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等不同的视角。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突出不同的

重点，或力图全面而加以概括，如罗宾斯的分类：环境、组织、个人，虽只有三

个维度，却十分全面——但若按此研究会有些笼统，若按其细分的十多个方面展

开，则又是一种细致的研究方式。 

    早期关于工作压力的压力源的研究对象，多是企业员工。此后，学者们开始

关注一些服务对象为人的行业，如护士、医生、教师等。后来，一些学者开始对

                                                             
① Weiss M. 1976 Effects of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M]. 
② Cooper.C.L. & Marshall.J.1978. Understanding Executive Stres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③ Ivancevich J M. & Matteson M T.1980.Stress and work:a manaerial perspective[M].Glenview.L:Scott Foresman. 
④ Quick.J.C.& Quick.J.D 1984.Organizational strss and Preventive Management, New York:McGrraw-Hill. 
⑤ Long.B.C.1995.Stress in the Work Place.Eric Digest,Ottowa:Canadia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Foundation. 
⑥ 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 7 版，孙健敏、李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⑦ 舒晓兵：《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及其影响——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较》，《统计研究》2005 年第 9 期。 
⑧ 何小师等，公务员工作压力源的调查与思考，[J]职业时空 2005 年，第 12 期。 
⑨ 封丹珺，公务员工作压力源的初步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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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工作压力源进行研究，21 世纪以后，研究逐渐增多。学者对于压力源的分

类中，“人际关系” 通常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早期专指“组织内人际关系”，原因

是企业员工工作中与组织外接触较少，造成工作压力的情境更不多见。延伸至服

务行业后，改为“人际关系”，但是含义基本仍是“组织内人际关系”。涉及压力

源问卷编制时，问题选项除“工作中得不到服务对象的理解”外，其他涉及组织

外的问题选项再难见到。 

笔者在预编制压力源问卷的访谈中注意到，“组织内人际关系”与“组织外

人际关系”对于基层公务人员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造成完全不同的情

境压力。而众多与人的接触密切的行业中，如护士、医生、教师、售货员、乘务

员等，比较而言，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人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对象诉

求不特定或不易预见。在访谈和分析研究对象特点后，笔者参照了库珀和马歇尔

的压力源分类方式，将“人际关系”分解为“组织内人际关系”与“干群关系”

两个方面，压力源分为工作本身、角色压力、组织内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干群

关系、组织结构与倾向六个维度，并分解为 45个问题子项对基层政府公务员工作

压力源进行测量（在第 3章将进行详述）。 

2.3  职业倦怠研究概述 

职业倦怠（ job burnout）,又称工作倦怠、职业枯竭。弗罗伊登伯格

（Freudenberger）1974 年因阅读一本以建筑师的经历为主线的小说产生共鸣率先

提出“倦怠”的概念，认为职业倦怠是因为工作对个人能力、精力和资源过高要

求，导致个体筋疲力尽，造成情绪耗竭的一种状态①。这一新颖的学术概念引起学

术界广泛关注，马斯拉奇(Maslach)的研究提出了职业倦怠三维度模型，分为情绪

耗竭（exhaustion）、玩世不恭(cynicism)(也译为人格解体、去人性化、讥诮)和成

就感降低（decreased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②，其中，情绪耗竭是职业倦怠

最主要的表现，个体因心理资源透支而产生疲劳、心力交瘁的感觉；玩世不恭指

人际方面表现，表现为缺乏情感投入，冷淡、冷漠、疏离服务对象等；成就感降

低指个人评价方面的表现，个体对自我消极评价，自认无能等。 

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研究通常相伴进行，工作压力是职业倦怠的预测变量，

后者则是前者反应形式之一。 

30 多年来，关于职业倦怠的研究较为广泛，研究者开发了许多测量工具，有

                                                             
① Freudenberger, 1974, Staff Burnout, Jounal of Social Issues. 30(1). 
② Maslach.C.Schaufeli,W.B &Leiter.M.P.2011. Job Burnout.l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2:39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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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I 量表，MBI-GS 量表、OLBI 量表、CMBI 量表等。其中 MBI-GS 量表运用最为广

泛，本研究采用李超平经原作者授权、在国内修订的 MBI-GS 量表对职业倦怠进行

测量。 

2.4  工作压力的影响 

应当明确，压力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一面。从人类生活开始，压力便如影相

随，自然选择学说说明了生物面临生存压力，不断提高自身本领，逐步进化的过

程。现代社会，压力也时常在发挥其积极性作用，如果老师没有给学生确定作业

期限，相当比例的学生完成作业就会遥遥无期，没有考试的制度，学习也就不一

定努力。工作中的员工如果没有工作目标、作业要求，可能就表现涣散。曾有人

将压力比喻为琴弦，压力太小，如同琴弦太松，不能成调；压力太大，如同琴弦

太紧，音色变味，甚至绷断。 

耶基斯和多德森认为工作压力和工作绩效有一个倒“U”形关系。耶基斯——

多德森定律认为，压力过小时，绩效偏低，绩效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高，当达到

某个程度后，压力增大，绩效呈下降的趋势①。 

在压力→个体→压力结果的过程中，两个环节都有相关因素作为调节变量，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宏观上，有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甚

至可能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具有不可控性，一般不会成为研究重点。中观上，社

会支持、家庭生活等也是重要因素，相关信息因采集较难，针对性研究不多。微

观上，除了个体经验、学识、能力外，个体人格因素是作用过程中重要调节变量，

涉及的变量有：A 型人格、“大五”（big  five）、乐观、消极易感性、内外控制点、

完美主义等。 

对个体来讲，压力会对其生理、心理造成影响，引起行为、绩效的变化。对

于组织而言，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让员工处于接近倒 U 型峰值的状态。 

塞利通过生理实验证实了压力会让个体产生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多类激素扩

大分泌②；塞尔斯对 73 名大学生进行拼字游戏的无害化实验，得出工作负荷变化

会引起血液胆固醇水平变化的结论③；芬兰科学家通过对 1020 名年轻人的工作及

其心血管健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沉重的工作压力可以使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动脉

                                                             
① 陈国权：《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期，第 154 页。 
② Selye. H. & Ogilvie.H.S.1956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McGraw-Hill. 
③ Sales,S.M.1969.Organizational Role as a Risk Factor in Coronary Diseas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4

（3）3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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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增厚①；康奈尔人类因素实验室（Cornell  Human  Factors  Laboratory）作过

压力源对工作行为影响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承担同量输入文稿的任务，在实

验组播放低强度办公室噪音，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工作人员尿液肾上腺素含量

增高，在工作中，她们调整桌椅从而以更好坐姿来延缓工作疲劳的行为，比对照

组减少 50%，说明实验组人员士气低落②。上述研究均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验证

了压力会给个体带来生理、心理以及行为的系列变化。 

工业文明时代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分工迅猛发展，组织竞争日趋激烈，

组织成员工作压力日益加剧。20世纪 70年代之后，西方关于工作压力日益关注，

英国 1995 年的一项调研显示，该国每年因工作压力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③，美国压力协会会长高尔·达顿（Gall  Dutton ） 1998年指出，该国因工作

压力造成损失达 2000亿-3000亿美元④，2002年，专家统计，约有 75%-85%的健康

问题与压力相关⑤。在中国，没有相关的协会组织，也没有相关定量的数据，一些

研究表明，中国的职场压力甚至比西方更重。在一项涉及中国在内的，针对 13 个

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员工工作压力水平超过西方国家⑥，北京易普斯公司从 2001

年起，历时 5 年对逾万名中国各行业员工深入调查后，得出中国职场压力比美国

高出近两成的结论⑦。 

2.5  公务人员工作压力及影响的研究回顾 

国内外以公务人员为对象的研究并不多。英国的一项公务员追踪研究值得留

意，该项目自 1985年起，对伦敦多部门的 10308名公务员进行追踪研究，取得了

一些阶段性成果。如发现了感受上级不公平的公务员，后阶段健康状况较差；低

自主权与高要求，带来个体明显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等⑧。 

2004 年，中国人力资源网联合新浪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启动中国“工作倦

怠指数调查”，调查显示，按行业划分，政府、公共事业职场人士工作倦怠最为严

重，达 52%⑨。报告引起学界广泛关注，2005年以来，关于公务员工作压力、职业

倦怠的研究增加很多。如封丹珺等（2005）运用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确定了

                                                             
① 陈国权：《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期，第 154 页。 
② 安德鲁·杜布林：《心理学与工作》王佳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8 页。 
③ 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到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3-30. 
④ Dutton,G,1998, Cutting-edge Stress Buster,HR Focus.9:11. 
⑤ 西德华：《压力管理策略：健康和幸福之道》第 5 版  许燕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 页。 
⑥ 江大红：《中国员工压力最大》《生命时报》2009 年 12 月 4 日第 2 版。 
⑦ http://lifestyle.rayli.com.cn/news/2008-09-18/L0014001_329380.html. 
⑧ 景怀斌：职业压力感视野下公务员机制的问题与建议，公共行政评论，2008 年第 4 期，第 112-113 页。 
⑨ 转引自陈国权:《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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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工作压力源 7 因素，7 因素累积解释总方差的 52.4%①。李秀英等（2006）

采用付出-获得不平衡量表、CES-D 量表在浙江省对公务员进行工作压力、抑郁症

状进行调查，发现工作超负荷对公务员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②。潘莉等（2007）

对武汉市青山区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探寻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得

出二者呈显著相关，公务员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工作性质和职业前景，单位、职务、

年龄等成为影响因素等结论③。成锡锋（2007）运用职业倦怠量表、工作压力问卷

在山西省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发现工作压力源与职业倦怠显著

正相关，前者对后者有显著预测作用④。朱立言等（2008）通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

法，认为导致公务员职业倦怠原因是工作压力大、同事关系难处理等，提出解决

问题应从组织建构和公务员个体两方面同时入手的建议⑤。张家云（2008）在四川

省什邡市三个乡镇进行工作压力、压力源研究，发现多数乡镇公务员感受压力较

大，压力源主要集中在工作特征和组织结构与氛围两个方面⑥。研究者针对不同的

对象，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取得了不少成果，为公务员工作压力调适和

管理、职业倦怠预防与干预提供了实证的资料和有益的建议。 

在潘莉等和成锡锋的研究中，涉及不同层次和单位类别的群体，均显示乡镇

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最为突出⑦。 

以往的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已有研究表明，乡镇街道公务人员是工作压

力较大、职业倦怠多发的群体，但针对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很少。二是较

多研究在党校、行政学院等地进行，虽有学员来源广，可以涵盖较多层级、地区

的优点，但对象是否能代表广大公务人员有一定疑问，因为教学资源的稀缺性，

党校学员多是公务人员之中的“精英”（大多数基层公务人员一直没有如此的学习

机会）。三是相关研究多是侧重于心理学领域，致力于数据的分析，在压力源问卷

设计、数据逻辑分析讨论方面，对研究对象的职责特征、工作特点描述分析有所

忽略，这对探寻具体情境中压力或倦怠的成因与对策，多少是一个遗憾。 

                                                             
① 封丹珺，公务员工作压力源的初步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5)，第 19 卷，第 297 页。 
② 李秀英等，公务员工作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中国卫生统计，2006 年 12 月第 23 卷第 6 期，第 499 

页。 
③ 潘莉等，公务员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2)，第 98 页。 
④ 成锡锋：《政府部门公务员职业倦怠研究》，清华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 
⑤ 朱立言等，我国政府公务员之工作倦怠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8 年第 10 期，第 13 页。 
⑥ 张家云，乡镇公务员工作压力管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⑦ 参见潘莉等，《公务员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99 页，

成锡锋，《政府部门公务员职业倦怠研究》，清华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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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章小结 

通过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工作压力、职业倦怠等相关研究在多学科

领域已进行多年，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及测量工具。总体说来，国外的

研究数量或质量方面相对领先，但针对公务员的相关研究整体也较少，且由于行

政体制、管理方式、社会环境的差别，国外的方法与结论未必完全适用。在国内，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与发现更为有限。而工作压力及其影响本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课题，以公务员尤其基层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工作压力来源、

职业心理健康，其工作状态、职业行为对于政府绩效、民众对公共服务产品感知

的影响，本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对现有文献不足的总结，本研究以乡镇街道基层公务人员为对象——为

这最底一层政府的工作人员相关研究再提供一个案例样本。问卷调查、访谈在一

线公务人员群体中实施。在压力源问卷编制时，通过访谈预编、试测后确定，力

图突出研究对象的压力来源特点。在数据分析讨论中，也将结合研究对象工作特

点、访谈案例进行。需要说明的是，分析过程掺有一定篇幅的层级职能分析—— 这

本不是本研究的重点，职能分析是较为复杂的课题，非专题研究难以阐明，且囿

于笔者的能力，难以作到透彻、清晰。只是意图在工作压力感知、职业倦怠表现

特征及成因的分析时，结合被试的工作特点，以期不止限于数字描述分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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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课题拟研究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包括： 

1、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源及其压力感受程度。 

2、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状况。 

3、人口统计学变量、单位类别等与工作压力感受、职业倦怠表现相关关系。 

4、逻辑关系。 

3.2  研究工具 

1、工作压力源问卷。（见附录：问卷第一部分：“工作感受”） 

    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对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源进行调

查的问卷。在研究问卷的设计过程中，为避免诱导答卷人特意寻找压力源，隐去

“压力源”字样。 

对 32名基层公务人员工作感受、压力来源进行访谈，记录、梳理。本研究以

库珀和马歇尔对工作压力源的“工作本身、组织角色、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组

织结构和组织倾向”五要素为基础，结合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人员的职业特征

和工作特点，注意到在人际关系方面组织内与组织外表现迥异的特征，将人际关

系分解为组织内人际关系、干群关系两个要素。工作压力来源分为工作本身、角

色压力、组织内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干群关系、组织结构和倾向六个维度。 

工作本身包括工作量、工作责任、自主控制、其他特征；角色压力包括角色

冲突、角色模糊，具体分为工作家庭界面、职责清晰度、个人素质（或价值观、

其他规范）与任务要求；组织内人际关系包括工作沟通、上级支持、交往取向；

职业发展包括薪酬、学习培训、职业前景、晋升取向；干群关系包括沟通协调、

外部环境、情绪性工作；组织结构与倾向包括组织权责一致性、部门层级风格、

组织运行环境等内容。 

题项设计参考了成锡锋的工作压力问卷，保留了其中 16道题，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结合基层公务人员工作特点、访谈记录，经过试测筛选，共设 45题。其中

工作本身 7 道题，角色压力 8 道题，组织内人际关系 7 道题，职业发展 6 道题，

干群关系 8道题，组织结构与倾向 9道题。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计分法，

选项设“完全不符”、“不太符合”、“有点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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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分别计 1、2、3、4、5分。 

压力源问卷结构见图 3.1. 

 

 

 

 

 

 

 

 

 

 

 

 

 

 

 

 

 

 

 

 

 

 

 

 

 

 

 

 

 

 

 

 

 

 

 

图 3.1  工作压力源问卷结构图 

工作量：题 1、2 

工作责任：题 6 

自主控制：题 3、5 
 

其他特征：题 4、7 
 

工作家庭界面：题 8、9 

工
作
压
力
源 

工作本身 

职责清晰度：题 10-12 

个人素质、价值观、规范与 
任务要求：题 13-15 

角色压力 

工作沟通：题 16、17 

上级支持：题 18、19 

交往取向：题 20-22 

组织内人际关系 

薪酬待遇：题 24 

学习培训：题 26 

沟通协调：题 29、30、32 

职业发展 

外部环境：题 33-35 

情绪性工作：题 31、36 

干群关系 

组织权责一致性：题37、39、45 

部门层级风格：题 40-42、44 

组织运行环境：题 38、43 

组织结构与倾向 

职业前景：题 23、28 

晋升取向：题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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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倦怠量表（见附录：问卷第二部分） 

采用李超平经原作者授权在国内修订的 MBI-GS 量表。 

MBI-GS 量表是用来测量职业倦怠使用频率最高的量表，使用此量表，一是因

为其成熟度，二是因为测量结果具有较高可比性。 

量表分为三个维度。维度一为“情绪耗竭”，是职业倦怠最主要的表现，反映

个体因心理资源透支而产生疲劳、心力交瘁的感觉，含 1-5 题，共 5 道；维度二

为“玩世不恭”，反映个体人际方面表现，表现为缺乏情感投入，冷淡、冷漠、疏

离服务对象，含 6-9题，共 4道；维度三为“成就感降低”，反映个体自我评价方

面的表现，个体对自我消极评价，自认无能，含 10-15 题，共 6 道，该维度问题

设计采用反向计分。选项分别为“从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时如此”、“经常

如此”、“一直如此”，同样采用五点计分方式进行测量。 

3、个人基本情况表（见附录：问卷第三部分） 

收集人口统计学变量信息：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位职级、收入

等，用以研究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个体工作压力感受、职业倦怠情形的相关

性。根据不同的问卷发放场合将被试所在单位归类，研究乡镇与街道两种不同单

位类别受测对象的感受差异性。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2、 访谈法。 

3.4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付缺。 

本课题重点在于进行描述性研究，而非解释性研究，因此可不设研究假设①。

一个较为便利的办法是，将实证研究的结论移至研究假设部分，采用正述或者反

述的方式，可以顺利地证实或证伪。事实上，对存在众多变量的复杂关系进行预

判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在基层政府有多年工作经历，对基层政府工作运行模式

有较深了解，可谓资深“参与观察者”。具有参与观察者的优势，可以设定一些假

设，应当符合实际。但是，笔者担心同时具有参与观察者的缺点，失去观察者的

                                                             
① 参见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 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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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性和敏锐性，更多以参与者的身份误设了假设，对于研究将十分有害。按照

莫塞尔等的观点，即便是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了解仍处于初

期阶段。如果非得有了假设才收集资料，只会助长滥用任意的假设的作法，与不

加选择收集材料同样糟糕①。 

3.5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含行政编制人员和公共事业人员。 

样本地区有九个乡镇街道，含四镇、四街道、一乡。从中选取了一镇、一乡

和两个街道进行问卷发放，其中三处利用职工集中学习或会议时间集中发放，一

处采用分散发放方式，对象涵盖了发放片区职工总数 70%以上。 

访谈对象涉及不同单位类型、不同职级基层公务人员，计 40余人次，场合有

工作时间或非工作时间，无结构化方式。 

3.6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6.0 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处理。五个选项中间值是 3（“有点符合”

或“有时如此”），小于 3 答卷人对陈述倾向于否定态度，大于 3 则倾向于肯定态

度，以 3 为分界点。五个点值确定四个区间，考察个体分维度得分均值、群体问

卷条目单项得分均值以及分维度得分均值，定义计分方式为： 

工作压力感受： 

1.00-2.00，基本没有工作压力。2.01-3.00，轻度的工作压力。 

3.01-4.00，中度的工作压力。4.01 以上，重度的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得分： 

1.00-2.00，基本没有职业倦怠。2.01-3.00，轻度的职业倦怠。 

3.01-4.00，中度的职业倦怠。4.01 以上，严重的职业倦怠。

                                                             
① Moser & kalton,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 Heinemann Educatione Books Ltd 198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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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实证研究 

4.1  研究对象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区域有四镇、一乡、四街道，选择了一镇、一乡、两个街道进行问卷调

查，发放对象为在岗正式职工（含行政和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涵盖了单位职工 70%

以上。发放问卷 278份，回收 239份，回收率 86%，剔除漏选、逻辑错误、选项过

于集中、雷同卷等无效问卷 21 份，有效问卷 218 份，有效率 91%。研究对象基本

情况如表 4.1所示。 

表 4.1  研究对象背景资料表 

分类标准 属性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4 56.9% 

女 94 43.1% 

年龄 

30 以下 31 14.2% 

31-40 134 61.5% 

41-50 

50 以上 

48 

5 

22.0% 

2.3% 

学历 

高中或中专 42 19.3% 

大专 104 47.7% 

本科 72 33.0% 

婚姻状况 

未婚 24 11.0% 

已婚 169 82.1% 

离异 14 6.4% 

丧偶 1 0.5% 

职位职级 

办事员或科员 116 53.2% 

股级 79 36.3% 

科级 23 10.6% 

单位类别 
街道 114 52.3% 

乡镇 104 47.7% 

问卷显示，男性 124 人，女性 94 人，男女比例为 1.32:1。年龄方面，30 岁

以下 31 人，占 14.2%，31-40岁 134人，占 61.5%，41-50岁 48人，占 22.0%，51-60

岁 5 人，占 2.3%。人员年龄集中在 31-50 岁为主，这与实际用人倾向及地方沿革

有关，年轻人进口窄，出口宽。进入以空编为前提，凡进必考，进入后也鼓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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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高层次的部门或单位，或被上级组织相中，借用或调用，所以出口流动性强。

样本地建区仅 23年，所以年龄大的较少，组织也倾向于将年龄偏大的人员调离基

层，所以 50岁以上人员少。学历方面，本科 72人，占 33%，大专 104人，占 47.7%，

高中或中专 42人，占 19.3%。婚姻状况方面，已婚 179 人，占 82.1%，未婚 24 人，

占 11%，离异 14人，占 6.4%，丧偶 1人，占 0.5%，已婚者占绝大多数，与被试年

龄结构有较大关系。职位职级情况，办事员或科员 116 人，占 53.2%，股级干部（含

副职）79人，占 36.3%，科级 23人，占 10.6%。 

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实际调查对象吻合度高。但年收入栏填写与实际有出入，

普遍有保守估计倾向。据工资表及按季度发放津补贴显示，职工月收入大多在

2000-4000 元范围居多，年收入应处于 3-4、4-5 万比例为多，但总体统计与实际

有出入，照实填答者的数据反显得突出，反映出即便采用不记名方式，大量填卷

人对收入栏回答仍有戒备心理，这是今后社会调查值得留意的问题。鉴于上述原

因，本文对收入变量不再作分析讨论。 

按单位类别划分，街道职工 114人，占 52.3%，乡镇 104人，占 47.7%。 

4.2  压力源量表的信度检验 

信度（reliability）意即可靠性，通常用克朗巴哈（Cronbach）α 系数测度量表

内部一致性。以大于 0.7 为基本要求，大于 0.8 为比较满意，大于 0.9 表示内在

信度很高。 

问卷第一部分为压力源量表，为避免诱导答卷人特意寻找压力源，称之为“工

作感受”，用以测量答卷人对工作压力的感受。 

对回收调查问卷用 SPSS16.0计算克朗巴哈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压力源量表信度检验 

维   度 问卷数 条目数 克朗巴哈 α 系数 

工作本身 218 7 0.852 

角色压力 218 8 0.865 

组织内人际关系 218 7 0.837 

职业发展 218 6 0.851 

干群关系 218 8 0.869 

组织结构与倾向 218 9 0.930 

整体表现 218 45 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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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显示，克朗巴哈 α 系数在 0.837-0.930之间，整体信度达到 0.964，检

验效果较为理想。 

问卷设计对于分维度的各问项条目，应当有一定相关性。如相关系数在 0.2

以上，表明问题针对一定的同质性特征，同时，相关系数如果过高（如大于

0.8），可能问题相似度过高，甚至是同一陈述的不同表述，条目设计可能有一定

疑问（为了分半信度的测试特意设置重复性问题例外），因此相关系数应以适度

为宜。以工作本身维度为例，相关矩阵如下： 

表 4.3  工作本身各问项相关矩阵 

 工作本身

条目 1 

工作本身

条目 2 

工作本身

条目 3 

工作本身

条目 4 

工作本身

条目 5 

工作本身

条目 6 

工作本身

条目 7 

条目 1 1.000       

条目 2 .623 1.000      

条目 3 .530 .341 1.000     

条目 4 .521 .523 .379 1.000    

条目 5 .642 .531 .395 .584 1.000   

条目 6 .432 .531 .244 .560 .598 1.000  

条目 7 .308 .356 .323 .318 .374 .376 1.000 
 

 

 

系数基本在0.3以上，相关较为明显，无过高情形，说明问项针对同质特征，

且没有明显重叠性，其他五维度问项子项得分相关矩阵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分维

度问项设计验证效果满意。问卷信度整体检验结果较理想。 

4.3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情况描述性统计 

4.3.1  工作压力源六维度整体情况 

被试工作压力六维度得分情况如表 4.4所示。 
 



第 4 章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实证研究 

556 

表 4.4  工作压力源六维度得分情况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工作本身 218 1.00 5.00 3.2477 0.96903 

角色压力 218 1.12 5.00 3.1233 0.95367 

组织内人际关系 218 1.00 4.86 2.8087 0.88696 

职业发展 218 1.17 5.00 3.5283 1.03205 

干群关系 218 1.00 5.00 3.4472 0.91271 

组织结构与倾向 218 1.00 5.00 3.5897 1.03959 

表 4.4 显示，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源六个维度排序依次为：组织结构

与倾向（均值为 3.59）、职业发展（均值为 3.53）、干群关系（均值为 3.45）、

工作本身（均值为 3.25）、角色压力（均值为 3.12）、组织内人际关系（均值为

2.81）。 

结果显示与张家云（2008）在四川什邡市三个乡镇的实证研究结果排序走向

十分相似，其排序为：工作特征、组织结构与氛围、事业发展、角色压力、人际

关系①。与成锡锋（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排序趋向几乎相反。成锡锋在山西省委

党校、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员中随机抽取 260 名公务员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显示，公务员工作压力源得分排序为：人际关系、角色压力、工作负荷、职业发

展、组织局限性②。除地域差别外，笔者与张家云的研究对象基本相同，均是乡镇

级公务人员，而成锡锋的研究对象市级以上公务员数量占了一半以上，乡镇级仅

占 14.8%③。基层公务员与其他层级公务员压力源倾向是否明显不同，有待更多的

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4.3.2  各维度子项描述性统计 

各维度子项得分如表 4.5 所示（见下页）。 

表 4.5 显示，工作本身维度以“工作中常感觉人少事多”均值得分最高，达

3.83。80.7%的人选择“有点符合”以上，“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合计高达

62.4%。显示基层公务人员群体对其工作量的感受为“人少事多”，这与一些传闻

所描述的“人浮于事”有很大出入。当然，也可能意味着，因为责任心或能力的

原因，其中有部分人员在工作中难以发挥作用。“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一项得

                                                             
① 张家云：《乡镇公务员工作压力管理研究》，第 28 页，中国政法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成锡锋：《政府部门公务员职职业倦怠研究》，第 52 页，清华大学 2007 年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③ 同上，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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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之，为 3.58，进入了压力源前十排行榜，显示基层公务人员普遍感受到工作

责任压力，该维度七个子项中有五个子项均值超过 3，均值低于中间值 3的两个子

项为：“我无法确定何时该做何事”、“无聊的应酬多于做实事，让人感到心累”。 

角色压力维度中得分较高的子项为“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

任”、“依法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务完成要求不时会发生冲突”，分别为 3.50 和 3.43，

显示基层公务人员有中等程度的工作、家庭角色冲突压力。“依法行政要求和工

作任务完成要求不时会发生冲突” 的陈述有些让人费解，但在基层，却是不鲜见

的角色压力，法律法规对乡镇街道级赋职很少，但政府职能有太多在此级实施，

其人员也就成了主要的执行者。不完全具备主体资格，对违法违章建筑进行监管

及拆除、对市容环境进行管理和规范、监管企业安全生产、打击私挖滥采等。以

计划生育工作为例，一方面，相关规定要求乡镇街道基层人员来说，针对服务对

象只能以服务为主，采取计生措施也须以自愿为原则，服务对象却往往不太自愿

去做相关手术，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具体执行者的乡镇街道基层人员来说，

工作目标考核要求手术落实率、及时率要达到很高比例，否则一票否决。为完成

目标，可能采取半强制措施，造成角色冲突压力。 

表 4.5  工作压力源六维度得分情况（N=218） 

维

度 
问题子项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均值 标准差 

工

作

本

身 

我被委派的工作量多到无法愉快地胜任 1 5 3.05 1.319 

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 1 5 3.29 1.369 

我无法确定何时该做何事 1 5 2.64 1.368 

工作中常感觉人少事多 1 5 3.83 1.319 

我的工作量总是不可预测地出现变化 1 5 3.42 1.322 

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 1 5 3.58 1.329 

无聊的应酬多于做实事，让人感到心累 1 5 2.93 1.288 

角

色

压

力 

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 1 5 3.50 1.369 

我的工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1 5 2.91 1.327 

有时收到上级不一致的工作要求 1 5 3.25 1.260 

在工作中，我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 1 5 3.24 1.387 

工作中经常感到自己职责不清，任务不明 1 5 2.79 1.394 

依法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务完成要求不时会发生冲突 1 5 3.43 1.312 

官场潜规则与自己良心的矛盾让自己感到无可适从 1 5 3.10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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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个人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职责任务的要求          1 5 2.78 1.251 

续表 4.5  工作压力源六维度得分情况（N=218） 

组

织

内

人

际

关

系 

工作信息交流程度低 1 5 2.96 1.159 

同事之间关系冷漠，很少沟通，不太好交心与共事       1 5 2.58 1.301 

缺乏上级领导的支持 1 5 2.62 1.240 

上下级等级森严，缺乏心与心的沟通 1 5 2.66 1.258 

人情往来（婚、丧、嫁、娶等）支出让我负担沉重 1 5 3.37 1.286 

感觉到人与人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缺少真情 1 5 2.89 1.305 

每天的精力多数用在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1 5 2.58 1.174 

职

业    

发

展 

面临的职务晋升竞争路径很窄，晋升比较困难 1 5 3.50 1.365 

与其他行业或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水平比较低 1 5 3.82 1.314 

升迁与工作好坏没太多关系 1 5 3.26 1.490 

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 1 5 3.81 1.261 

身处基层难以得到领导赏识 1 5 3.36 1.371 

觉得个人职业发展前景比较黯淡 1 5 3.43 1.363 

 

干

群

关

系 

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 1 5 3.80 1.185 

群众经常提出超出我职责权限的要求，难以回应 1 5 3.57 1.265 

工作原因有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 1 5 3.18 1.351 

工作中得不到服务对象的理解 1 5 3.51 1.208 

尽力工作，舆论也是否定多于肯定 1 5 3.35 1.319 

一些群众对基层干部怀有敌意 1 5 3.55 1.191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我或身边的同事因工作会 

与监管服务对象发生冲突，甚至造成身体伤害 
1 5 3.05 1.390 

面对埋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 1 5 3.58 1.182 

组

织

结

构

与

倾

向 

“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 1 5 3.57 1.258 

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建设欠缺多,社会管理和服务能

力弱 
1 5 3.74 1.203 

部门和单位之间职责不清，有扯皮现象 1 5 3.42 1.294 

部分上级部门安排工作有理想化、即兴化倾向，造

成实施困难 
1 5 3.56 1.305 

一些职能部门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硬塞到基层 1 5 3.80 1.239 

上级习惯以“问责”为唬安排任务或提要求 1 5 3.75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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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民主的工作环境 1 5 3.26 1.340 

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 1 5 3.81 1.340 

行政职能转变不够、单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 1 5 3.40 1.379 

角色压力维度七个子项中，均值超过中间值 3 的还有：“有时收到上级不一

致的工作要求”、“在工作中，我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官场潜规则与自己

良心的矛盾让自己感到无可适从”三个子项，体现基层公务人员在这几方面感受

一定程度的压力。低于中间值两个子项为“我的工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感觉个人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职责任务的要求”，显示受测者与家人沟通总

体不错，且对自我能力总体持肯定态度，自我效能感较高，或部分有一定程度的

盲目自信。 

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在预设六个维度中得分最低。七个子项中六项均值低于

中间值 3，显示受测对象在此维度普遍未感受压力，多数选项处于最低分值段，“同

事之间关系冷漠，很少沟通，不太好交心与共事”、“每天的精力多数用在了人

际关系的处理上” 两项陈述得分同为压力源问卷 45 个问题子项最低值 2.58。统

计显示，55.5%和 50.5%的被试不认同这样的陈述。均值超过中间值 3 的惟一选项

为“人情往来（婚、丧、嫁、娶等）支出让我负担沉重”，笔者在设计问卷访谈

中，曾有多名对象提及，该子项设于组织内人际关系未必适当，似游离于组织内

外之间，但在其余五个维度中，的确没有合适的位置。 

在问卷子项得分普遍较高的情形下，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均分普遍低于中

间值的现象显得突出。管理学中有一个说法，较大的外在压力有助于增强组织内

群体凝聚力。基层工作与其他层级有所区别，不时因工作要求需群体出动，如森

林防火，遇到山头火情，常会百人出动，扑救需相互掩护配合。元宵、清明在防

火林区封锁路口、计划生育迎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片区拦网式排查等等，

在这些工作中，乡镇街道基层公务人员单打独斗或三三两两没有什么效果，经常

性的协同作战对职工起到了凝聚作用。 

职业发展维度六个子项均值都超出中间值。与一般预料相符，在基层，职业

发展压力明显，其中，“与其他行业或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水平比较低”和

“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 两个子项均值较高，分别为 3.82 和 3.81。

显示受测者对薪酬待遇、学习机会满意度低，培训学习机会少的问题在其他研究

中鲜见突出，这与很多研究在党校等地开展不无关系，在大多数基层公务人员看

来，在党校等地进行一月以上学习的机会，于自己较遥远。 

干群关系维度八个子项中，“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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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达 3.80。日常工作中分工是明确的，并非所有工作都涉及群众利益协调，

但这一选项选择“比较符合”及“完全符合”的达 66.1%，选择“完全不符”仅占

4.6%，显示受测对象在群众利益协调方面普遍感受到压力。排在第二、第三的是

“面对埋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 (3.58) 、“群众经常提出超出我职责

权限的要求，难以回应”(3.57)，与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形成对照，干群关系维

度八个子项均值都超出中间值。 

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均值最高。“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一

些职能部门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硬塞到基层”两个子项得分分别为 3.81、

3.80，受测对象选择“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均超过 60% ，显示基层公务人

员普遍到来自上级部门的工作压力，并感受不甚合理。该维度均值最低子项为“缺

乏民主的工作环境”（3.26），这似乎与其他陈述的得分均值较高有失一致，这

与“缺乏民主的工作环境”所指宽泛有较大关系，填答人感受较多的应是直接接

触的环境，即县区级以下的工作环境，如果与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缺乏上级领

导的支持”、“上下级等级森严，缺乏心与心的沟通”均值得分较低，只有 2.62、

2.66联系来看，3.26分的中间值显得合理。 

表 4.6  得分均值排在前 10 名的压力源 

排序 压力源条目 所属维度 得分 

1 工作中总感觉人少事多  工作本身 3.83 

2 与其他行业或与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比较低   职业发展 3.82 

3 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 组织结构与倾向 3.81 

4 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 职业发展 3.81 

5 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 干群关系 3.80 

6 一些职能部门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硬塞到基层 组织结构与倾向 3.80 

7 上级习惯以“问责”为唬安排任务或提要求  组织结构与倾向 3.75 

8 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建设欠缺多,社会管理和 

服务能力弱 

组织结构与倾向 3.74 

9 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 工作本身 3.58 

10 面对埋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 干群关系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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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各维度子项图示统计 

 

图 4.1  工作本身维度得分分布图 

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3.25，44%的被试在 3 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1.7%，

4.01以上的占 24.3%。 

 

图 4.2  角色压力维度得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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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3.12，46.8%的被试在 3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4.9%，

4.01以上的占 18.3%。 

 

图 4.3  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得分分布图 

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2.81，59.2%的被试在 3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2.1%，

4.01以上的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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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职业发展维度得分分布图 

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3.53，31.7%的被试在 3 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3.9%，

4.01 以上的占 34.4%。 

 

图 4.5  干群关系维度得分分布图 

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3.45，35.8%的被试在 3 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7.1%，

4.01 以上的占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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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得分分布图 

该维度得分均值为 3.59，30.7%的被试在 3以下，处于 3.01-4.00 的有 30.8%，

4.01以上的占 38.5%。 

4.4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工作压力影响分析 

运用 t 检验方法，比较独立样本之间均值表现，设定相伴概率为 0.05 和 0.01，

分析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或显著差异。 

4.4.1  工作压力感受的性别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工作压力感受差异表现见表4.7。 

统计显示，男性在六个维度得分均值都略高于女性。在工作本身、组织内人

际关系、职业发展、组织结构与倾向四个维度，相伴概率均大于 0.05，说明男性

和女性在上述四个维度没有明显差异。但在角色压力、干群关系两个维度，存在

明显差异。性别在本案例中成为影响因素。从角色压力和干群关系维度的明显差

异推测，可能的原因是，源于实际工作中性别差异的不同分工。 

    表 4.7  不同性别工作压力感受差异表现 
 

维度 性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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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 
男 124 3.3145 0.98183 0.08817 0.243 

女 94 3.1596 0.94989 0.09797 

角色压力 
男 124 3.2409 0.91927 0.08255 0.036 

女 94 2.9681 0.98065 0.10115 

组织内 

人际关系 

男 124 2.8618 0.91045 0.08176 0.311 

女 94 2.7386 0.85474 0.08816 

职业发展 
男 124 3.5780 1.01043 0.09074 0.416 

女 94 3.4628 1.06176 0.10951 

干群关系 
男 124 3.5665 0.86212 0.07742 0.026 

女 94 3.2899 0.95746 0.09875 

组织结构 

与倾向 

男 124 3.6918 0.97616 0.08766 0.096 

女 94 3.4551 1.10873 0.11436 

4.4.2  工作压力感受的年龄差异分析 

       表 4.8  不同年龄段人员工作压力感受差异表现 

 

维度 年龄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工作本身 
30 以下 31 2.5714 .93605 .16812 0.000 

31-40 134 3.3369 .92721 .08010 

角色压力 
30 以下 31 2.4556 .97711 .17549 0.000 

31-40 134 3.2099 .92666 .08005 

组织内 

人际关系 

30 以下 31 2.5346 1.04652 .18796 0.640 

31-40 134 2.8678 .85958 .07426 

职业发展 
30 以下 31 2.9946 1.17811 .21159 0.003 

31-40 134 3.6219 1.00379 .08671 

干群关系 
30 以下 31 2.9516 .91212 .16382 0.001 

31-40 134 3.5354 .90511 .07819 

组织结构 

与倾向 

30 以下 31 2.9032 1.01986 .18317 0.001 

31-40 134 3.6426 1.05157 .09084 

表 4.8 显示，除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两个群体无明显差异外，30 岁以下人员

工作压力感受较轻，与 31-40岁年龄段人员在其他五个维度呈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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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上述步骤，经检验，31-40 岁与 41-50 岁人员感受无明显差异。50 岁以

上年龄段因样本太少，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不再进行分析讨论。 

4.4.3  工作压力感受的学历差异分析 

统计显示，工作压力感受得分均值在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三种学历群体

呈倒 U 型分布。大专最高，本科次之，高中或中专最低，但未形成明显差异，学

历不是工作压力感受的影响因素。 

4.4.4  工作压力感受的婚姻状况差异分析 

统计显示，未婚者工作压力感受得分均值低于已婚者、离异者，除组织内人

际关系维度无明显差异外，其他五个维度相伴概率均低于 0.05，形成明显差异。

已婚与离异得分均值无明显差异。如前所述，30 岁以下群体在除组织内人际关系

维度外的五维度工作压力感受得分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群体，Sig 值即显著性低于

0.01，鉴于未婚者与 30 岁以下群体有较大重叠性（24 名未婚者中，18名为 30岁

以下），未婚者压力感受虽明显低于已婚者，但其显著性低于年龄因素，不足以

表明婚姻状况能够成为工作压力主效应因素。 

4.4.5  工作压力感受的职级差异分析 

     工作压力感受的职级差异表现如表4.9所示。 

统计显示，工作压力感受得分均值在办事员、股级、科级三种学历群体呈倒

U 型分布，股级最高，科级与办事员在不同的维度表现不一。股级在六个维度得分

均值均高出其他群体，与科级比较，在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形成明显差异

（Sig<0.05），在职业发展维度，形成显著差异（Sig<0.01），其他四个维度均值也较

高，但未形成明显差异；与办事员比较，工作本身、职业发展两个维度形成显著

差异（Sig<0.01），角色压力、组织结构与倾向两个维度为明显差异（Sig<0.05），在

组织内人际关系、干群关系两个维度，无明显差异。而科级与办事员的比较，六

个维度无明显差异。 

    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三个群体均值都在 3 以下，成员在这一维度普遍未感受

压力。股级在这一维度均值最高，与科级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在这压力感受较轻

的维度，相比较而言，股级还是有一定压力。 

从职业发展维度本身来看，股级应当不比办事员级为差，填答问卷是一种主

观反映，显示股级有更多的期盼，但前景并不乐观，从而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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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级在工作压力感受尤其在职业发展维度感受的特殊表现，将在第 6 章

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讨论。 

                 表 4.9  工作压力感受的职级差异表现 
 

维度 职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工作本身 

办事员 116 3.0665 1.03470 .09607 0.002～股级 

股级 79 3.5063 .85555 .09626 0.248～科级 

科级 23 3.2733 .81032 .16896 0.368～办事员 

角色压力 

办事员 116 3.0097 1.06694 .09906 0.034～股级 

股级 79 3.3117 .80261 .09030 0.162～科级 

科级 23 3.0489 .73153 .15254 0.867～办事员 

组织内 

人际关系 

办事员 116 2.8190 .98927 .09185 0.583～股级 

股级 79 2.8897 .69232 .07789 0.021～科级 

科级 23 2.4783 .89796 .18724 0.128～办事员 

 
 

续表 4.9  工作压力感受的职级差异表现 

职业发展 

办事员 116 3.4181 1.03851 .09642 0.005～股级 

股级 79 3.8312 .93121 .10477 0.001～科级 

科级 23 3.0435 1.07452 .22405 0.118～办事员 

干群关系 

办事员 116 3.3373 .96659 .08975 0.067～股级 

股级 79 3.5807 .81084 .09123 0.852～科级 

科级 23 3.5435 .92979 .19387 0.349～办事员 

组织结构 

与倾向 

办事员 116 3.4598 1.08093 .10036 0.044～股级 

股级 79 3.7679 .97908 .11015 0.561～科级 

科级 23 3.6329 .97409 .20311 0.477～办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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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作压力感受的单位类别差异表现 

以街道与乡镇划分不同单位类别，其人员工作压力感受差异表现如表 4.10所

示（见下页）。 

数据显示，街道工作压力得分均值高于乡镇。在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无明

显差异（Sig>0.05）。角色压力维度存在明显差异（Sig<0.05）。而在工作本身、职业

发展、干群关系、组织结构与倾向四个维度，形成显著差异（Sig<0.01）。 

从工作的具体环境、硬件条件看，街道明显优于乡镇，数据结果有些出乎意

料。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十分接近的得分均值表明，片区受测对象应无夸大或缩

小实际感受的倾向，分析各维度得分，结果的确具有合理性。在干群关系维度，

街道工作事务中面临的矛盾纠纷应多于乡镇，首先是服务对象多，样本区域街道

境内人口为乡镇的3-4倍，其次是在城市扩容过程中，服务对象需求不一，利益冲

突时有发生，基层时常面临回应和协调的压力。在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街道地

处中心城区的便利，接受检查、领受任务的机率大于乡镇。工作本身、角色压力

两个维度亦便源于同样的原因。职业发展维度的差异性，来源于更多的比较和期

盼，也可能源于付出与所得相符的公平心理。 

 

 

 

 

             表 4.10  不同单位类别工作压力感受表现差异 
          

维度 类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工作本身 
街道 114 3.4549 .93968 .08801 0.001 

乡镇 104 3.0206 .95395 .09354  

角色压力 
街道 114 3.2796 .91891 .08606 0.011 

乡镇 104 2.9519 .96594 .09472  

组织内 

人际关系 

街道 114 2.8496 .86654 .08116 0.476 

乡镇 104 2.7637 .91088 .08932  

职业发展 
街道 114 3.7705 1.02510 .09601 0.000 

乡镇 104 3.2628 .97727 .0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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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关系 
街道 114 3.7039 .91316 .08553 0.000 

乡镇 104 3.1659 .82905 .08130  

组织结构 

与倾向 

街道 114 3.9795 .95313 .08927 0.000 

乡镇 104 3.1624 .96317 .09445  

4.6  本章小结 

1、通过信度检验，压力源量表克朗巴哈 α 系数在 0.837-0.930 之间，整体

信度达到 0.964，量表整体信度较高。 

2、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源六个维度排序为：组织结构与倾向、职业发展、

干群关系、工作本身、角色压力、组织内人际关系。其中，除组织内人际关系压

力感受为轻度外，其他五个维度被试压力感受均达到中度以上。 

3、基层公务人员十大工作压力源排序为：“工作中总感觉人少事多”、“与

其他行业或与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比较低”、“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

“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群众经常提出超出我职责权限的要求，

难以回应”、“一些职能部门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硬塞到基层”、“上级习惯

以‘问责’为唬安排任务或提要求”、“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建设欠缺多,社

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弱”、“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面对埋怨、刁难或

冤枉通常只有忍受”。 

4、年龄、职级、单位类别为工作压力感受的主效应因素。30岁以下年龄段工

作压力感受明显轻于其他群体；股级人员工作压力感受明显重于科级和办事员；

街道工作人员压力感受明显重于乡镇。性别也是本案例中的压力感受影响因素，

压力源六维度中，角色压力和干群关系两个维度男性压力感受重于女性。学历、

婚姻状况未成为工作压力感受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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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倦怠实证研究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职业倦怠的测量，采用李超平经原作者授权在国内修订使

用的 MBI-GS 量表。量表分为三个维度：情绪耗竭（exhaustion）、玩世不恭（cynicism）、

成就感降低（decreased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问卷 1-5五个子项为情绪耗竭维

度，6-9四个子项为玩世不恭维度，10-15六个子项为成就感降低维度。问项选择

共五项，从“从未如此”到“一直如此”，感受程度依次递增，赋分分别也为 1-5

分，成就感降低维度采用反向计分。 

如文献综述部分所述，学术界认为工作压力是职业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笔

者认同这一观点，并依据这一理论假设进行相关研究。 

5.1  职业倦怠量表的信度检验 

职业倦怠量表信度检验如表 5.1所示。 

表 5.1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倦怠量表的信度检验 

维度 被试数 条目数 克朗巴哈 α 系数 

情绪耗竭 218 5 0.918 

玩世不恭 218 4 0.874 

成就感降低 218 6 0.861 

总体表现 218 15 0.817 

检验表明，分维度信度在  0.861- 0.918 之间，总体信度达到 0.817，检验

结果较为理想。 

5.2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倦怠描述性统计 

 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218 名受测对象在情绪耗竭、玩世不恭、成就

感降低三个维度得分均值分别为 3.142、2.735、2.269。数据显示，受测对象情绪

耗竭维度表现明显，得分均值已超出了中间值 3，玩世不恭维度也出现相关倾向，

均值接近临界值，而在成就感降低维度相对较轻。 

5.2.1  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三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试职业倦怠量表三维度各子项相关数据如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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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职业倦怠量表三维度各子项相关数据统计表 

维

度 
问题子项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均值 标准差 

情

绪

耗

竭 

工作让我感受身心疲惫 1 5 3.31 1.117 

工作一天后，我感觉精疲力竭 1 5 3.30 1.139 

早晨起床不得不去面对一天的工作时，我感觉非常累 1 5 3.15 1.182 

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 1 5 3.14 1.223 

工作让我有快要崩溃的感觉 1 5 2.81 1.265 

玩

世

不

恭 

自从开始干这份工作，我对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 1 5 2.85 1.277 

我对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 1 5 2.79 1.271 

我怀疑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意义 1 5 2.63 1.242 

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有贡献越来越不关心 1 5 2.67 1.234 

成

就

感

降

低 

我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1 5 2.31 1.040 

我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 1 5 2.23 1.101 

在我看来，我擅长于自己的工作 1 5 2.39 1.192 

当完成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1 5 2.11 1.086 

我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1 5 2.39 1.119 

我自信自己能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1 5 2.17 1.185 

表 5.2显示，量表有四个问题子项得分均值超出中间值 3，全部集中在情绪耗

竭维度，分别是“工作让我感受身心疲惫”，均值为 3.31；“工作一天后，我感

觉精疲力竭”，均值为 3.30；“早晨起床不得不去面对一天的工作时，我感觉非

常累” ，均值为 3.15；“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均值为 3.14，显

示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在情绪耗竭维度表现凸显。三个维度表现从重到轻的顺

序是：情绪耗竭、玩世不恭、成就感降低。比较而言，成就感降低维度表现并不

明显，在“当完成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一项，认可度高——

反向计分均值为全卷最低值 2.11，处于“经常如此”的状态。 

5.2.2  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三维度图示分析 

    被试职业倦怠三维度得分分布图见图 5.1～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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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情绪耗竭得分分布图 

 

均值为1有3人，33人位于1.01-2.00，74人位于2.01-3.00，64人位于

3.01-4.00，4.01以上有44人。 

图 5.2   玩世不恭得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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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1 有 18 人，52 人位于 1.01-2.00，72 人位于 2.01-3.00，48 人位于

3.01-4.00，4.01以上有 28人。 

 

图 5.3   成就感降低得分分布图 

均值为 1 有 22 人，76 人位于 1.01-2.00，76 人位于 2.01-3.00，43 人位于 3.01-4.00，

4.01 以上有 1 人。 

职业倦怠三维度得分分布图（图 5.1～图 5.3）显示，在情绪耗竭维度，34人

基本没有出现，占总数的 16.5%，74人出现轻度情绪耗竭，占总数的 34%，中等程

度的情绪耗竭者有 64人，占总数的 29.3%，44人出现严重的情绪耗竭，占总数的

20.2%。出现中等程度以上情绪耗竭人员占总数的 49.5%。 

在玩世不恭维度，53 人基本没有出现，占总数的 32.1%，72 人出现轻度玩世

不恭情形，占总数的 33%，中等程度的玩世不恭情形人数有 48人，占总数的 22.1%，

28 人出现严重的玩世不恭状况，占总数的 12.8%。出现中等程度以上玩世不恭人

员占总数的 34.9%。。 

在成就感降低维度，98人基本没有出现，占总数的 44.95%，76 人出现轻度成

就感降低，占总数的 34.85%，中等程度的成就感降低者有 43人，占总数的 19.7%，

有 1 人出现严重的成就感低落情形，占总数的 0.5%。出现中等程度以上成就感降

低情形的人员占总数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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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口统计学变量在职业倦怠上的差异分析 

5.3.1  职业倦怠三维度的性别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人员职业倦怠差异表现如表 5.3所示。 

      表 5.3  不同性别人员职业倦怠差异表现 
 

维度 性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情绪耗竭 
男 124 3.2339 1.02195 .09177 0.131 

女 94 3.0213 1.03216 .10646 

玩世不恭 
男 124 2.7964 1.06657 .09578 0.332 

女 94 2.6543 1.07395 .11077 

成就感降低 
男 124 2.2110 .84132 .07555 0.254 

女 94 2.3457 .88605 .09139 

表5.3显示，在情绪耗竭、玩世不恭维度，男性职业倦怠表现略高于女性，而

在成就感降低维度，女性职业倦怠表现略高于男性。但三个维度Sig均大于0.05，

不能拒绝零假设，所以性别未形成职业倦怠的主效应因素。 

5.3.2  职业倦怠三维度的年龄差异分析 

      不同年龄段人员职业倦怠表现差异如表 5.4所示。 

        表 5.4   职业倦怠的年龄差异表现 
 

维度 年龄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情绪耗竭 30 以下 31 2.4645 1.03587 .18605 0.000 

31-40 134 3.2507 .99221 .08571  

玩世不恭 30 以下 31 2.5081 1.00930 .18128 0.125 

31-40 134 2.8358 1.08046 .09334  

成就感降低 30 以下 31 2.5914 .85075 .15280 0.128 

31-40 134 2.3321 .85045 .07347  

表5.4显示，30岁以下年龄组在情绪耗竭、玩世不恭两个维度均值低于31-40

岁人员，只是成就感降低表现略高于后者。三个维度中，情绪耗竭维度相伴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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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显示年龄已成为情绪耗竭维度主效应因素，在玩世不恭和成就感降低两个维

度，没有明显差异。 

经检验，除30岁以下年龄组外，31-40岁年龄段人员与其他年龄组在三个维度

无明显差异。 

从得分均值看出，30岁以下只有轻微的职业倦怠，与其他年龄组人员形成鲜

明对照。可能的原因有：1、年轻公务人员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2、新

人还处于事业蜜月期。3、由于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现实工作压力更不易产生倦

怠。4、组织分工，考虑其经验原因，更少安排面对矛盾和纠纷的工作事务。结合

实际的分析，笔者更倾向于赞同后两种可能。 

5.3.3  职业倦怠三维度的职级差异分析 

问卷对职级只作了三个分类：办事员或科员、股级（含副职）、科级（含副

职），三个职级在职业倦怠三个维度表现却较为复杂。如表5.5所示。 

               表 5.5  职业倦怠的职级差异表现统计表 
 

维度 职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情绪耗竭 

办事员 116 3.0034 1.08971 .10118 0.012～股级 

股级 79 3.3873 .94154 .10593 0.081～科级 

科级 23 3.0000 .87386 .18221 0.989～办事员 

玩世不恭 

办事员 116 2.8707 1.09915 .10205 0.450～股级 

股级 79 2.7532 1.01075 .11372 0.001～科级 

科级 23 1.9891 .81700 .17036 0.000～办事员 

成就感降低 

办事员 116 2.4511 .86617 .08042 0.015～股级 

股级 79 2.1498 .81457 .09165 0.043～科级 

科级 23 1.7609 .74166 .15465 0.000～办事员 

表5.5显示： 

在情绪耗竭维度，股级人员均值高于办事员，并形成明显差异（Sig<0.05）；在

玩世不恭维度，两组人员表现没有太多区别（Sig>0.05）；在成就感降低维度，办事

员的无效能感高于股级人员，并形成明显差异（Sig<0.05）。 

在情绪耗竭维度，股级人员均值高于科级人员，但没有形成明显差异



第 5 章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倦怠实证研究 

576 

（Sig>0.05）；在玩世不恭维度，股级人员均值高于科级人员，并形成显著差异

（Sig<0.01）；在成就感降低维度，股级人员的无效能感高于科级人员，并形成明显

差异（Sig<0.05）。 

在情绪耗竭维度，办事员均值与科级人员几乎没有差别；在玩世不恭维度，

办事员均值高于科级人员，形成显著差异（Sig=0.000）；在成就感降低维度，办事

员的无效能感高于科级人员，形成显著差异（Sig=0.000）。 

    总体看来，股级人员在情绪耗竭维度表现情况较重，办事员在成就感降低维

度更为突出，科级人员情绪耗竭维度与办事员相差无几，在玩世不恭和成就感降

低两个维度基本没有倦怠情形。 

    在学历、婚姻两个变量方面，与工作压力感受部分相似，两个变量未显示成

为主效应因素，此处不再赘述。 

5.4  职业倦怠三维度的单位类别差异表现 

按街道、乡镇对被试进行分组，两组人员职业倦怠三维度表现差异见表 5.6。 

           表 5.6   职业倦怠的单位类别表现差异 
 

维度 类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sig 

情绪耗竭 
街道 114 3.3561 .97282 .09111 0.001 

乡镇 104 2.9077 1.04312 .10229 

玩世不恭 
街道 114 2.8618 1.07263 .10046 0.067 

乡镇 104 2.5962 1.05395 .10335 

成就感降低 
街道 114 2.2237 .88521 .08291 0.461 

乡镇 104 2.3189 .83612 .08199 

表 5.6显示，街道工作人员在情绪耗竭、玩世不恭两个维度高于乡镇，而乡镇

工作人员无效能感略高于街道。其中，情绪耗竭维度形成显著差异（Sig<0.01），其

他两个维度因相伴概率大于 0.05，没有明显差异。 

5.5  相关分析 

    如前所述，工作压力是职业倦怠的前因变量，对后者有较强的预测力。职业倦

怠则是工作压力的一种反应形式或结果，而对职业倦怠三个维度的症状特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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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或先后顺序，研究者有许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因为工作原因出现情

感耗竭，作出防御性应对反应（defensive coping），减少自我情感投入，出现疏离

服务对象，即进入玩世不恭阶段，此后工作状态与自我期望水平有很大差距，从

而成就感降低。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职业倦怠最主要的症状是情绪耗竭。另有

研究者认为个体因有玩世不恭情形，疏远服务对象，导致成就感低落，引发情绪

耗竭。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三个维度没有固定的因果或先后顺序，可能同时出现，

也可能独立出现①。 

5.5.1  职业倦怠三维度与工作压力六维度的相关分析 

表 5.7  职业倦怠三维度与工作压力六维度相关矩阵 

维度 工作本身 角色压力 
组织内人

际关系 
职业发展 干群关系 

组织结构

与倾向 

情绪耗竭 0.730** 0.682** 0.438** 0.564** 0.635** 0.658** 

玩世不恭 0.472** 0.538** 0.520** 0.510** 0.406** 0.468** 

成就感降低 -0.297** -0.243** -0.069 -0.206** -0.250** -0.252** 

**. 表示在0.01水平显著相关 

      表 5.7显示,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两个维度与工作压力源六个维度相关显著，

相关系数较高并统一呈正相关。成就感降低维度却出现不同的情形，与组织内人

际关系维度不明显相关，与其他五个维度却出现显著负相关——尽管相关系数不

高。 

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成就感降低与工作压力源呈负相关，从逻辑上是可能

的，经历繁重工作量的个体在自感情绪耗竭的同时，对自我有着强烈的肯定，即

在“我感觉精疲力竭”的同时，认为“我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 、“我

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在没有真正进入成就感失落的时候，至少存在这一

阶段的可能。 

关于成就感降低与工作压力源呈负相关的特殊表现，本章回归分析部分将进

行逻辑论证。 

 

 

 

                                                             
① 参见刘玉新：《工作压力与生活：个体应对与组织管理》，第 12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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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职业倦怠三维度的相关分析 

 表 5.8   职业倦怠三维度相关矩阵 

  情绪耗竭 玩世不恭 成就感降低 

情绪耗竭 

Pearson Correlation 1   

Sig. (2-tailed)    

N 218   

玩世不恭 

Pearson Correlation .584** 1  

Sig. (2-tailed) .000   

N 218 218  

成就感降低 

Pearson Correlation -.261** .107 1 

Sig. (2-tailed) .000 .115  

N 218 218 218 

**.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从表5.8可以看出，情绪耗竭维度与玩世不恭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

较高，与成就感降低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而玩世不恭维度与成就感降低维度却没

有明显相关。 

被试数据显示，工作压力源对职业倦怠有显著预测力，压力感受强烈的个体

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升高倾向明显，其效能感却受激发，情绪耗竭症状明显的个

体玩世不恭倾向明显，其自我肯定程度却不降反升。玩世不恭症状与成就感降低

或提升却未表现明显相关性。 

5.6  回归分析 

职业倦怠是工作压力的一种反应形式，或称一种结果，具有情绪耗竭、玩世

不恭、成就感降低三维表现。按照设计者的设定，三个维度分值彼此独立，不能

相加①。如同人体血压指标含收缩压、舒张压，但不能以两测量值相加予以以描述

                                                             
① 职业倦怠三维度表现并不呈现倾向一致性，它们分别描述不同的倦怠特征。李永鑫在其《工作倦怠及其测

量》也曾指出：“三个分量表的得分可以分别由各自所包含的项目得分求和得到，而个体总的倦怠程度却

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分数来加以描述。”心理科学，2003，第 26 卷，第 3 期，第 5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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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表现情况。以其三维度的得分值为因变量，以工作压力源六因素——即六维

度感受分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取六个维度变量取值强制进入方程，向

后筛选的策略，建立回归方程。 

ijjjjjjjjij XXXXXXY   6655443322110  

其中： 

ijY ：第 i 个调查对象在职业倦怠 j 维度的量表得分 

1X ， 2X ， 3X ， 4X ， 5X ， 6X ： 第 i 个调查对象在六个工作压力源中的量表得分 

回归结果如表 5.9 所示。另外，职业倦怠中的成就感降低维度与压力源的六个

集合指标之间经向后筛选回归未发现显著关系。回溯到工作压力感受问卷 45子项

进行考察，压力源子项与成就感降低取值部分负相关、部分负相关（经验证情绪

耗竭和玩世不恭两个维度值并无此现象），经过向后筛选，回归结果如表 5.10所

示： 

表 5.9 职业倦怠表现（情绪耗竭、玩世不恭）与工作压力源回归分析 

 职业倦怠表现 

 情绪耗竭 玩世不恭 

工
作
压
力
源 

工作本身 
0.520** 0.237** 

（0.064） (0.076) 

角色压力 
  

  

组织内人际关系 
 0.343** 

 (0.087) 

职业发展 
 0.214** 

 (0.08) 

干群关系维度 
0.194*  

(0.076)  

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 
0.200**  

(0.071)  

常数项 
.066 0.249 

(0.185) （0.239） 

N 218 218 

R
2
 .60 0.35 

括弧内为标准误， ** 1% 水平显著； * 5%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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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职业倦怠表现（成就感降低）与工作压力源子项回归分析 

 职业倦怠表现之 

 成就感降低 

工
作
压
力
源
子
项 

工作本身 1 
.118* 

（.058） 

工作本身 2 
-.116* 

(.053) 

工作本身 5 
-.116* 

(.055) 

角色压力 1 
-.141** 

(.049) 

角色压力 5 
.111** 

(.042) 

干群关系 1 
-.152** 

(.050) 

干群关系 3 
.152** 

(.043) 

组织结构与倾向 1 
-.142** 

(.050) 

常数项 
3.470** 

(.203) 

 N 218 

 R
2
 .30 

括弧内为标准误， ** 1% 水平显著； * 5% 水平显著 

5.6.1  情绪耗竭维度与工作压力源 

经过筛选，在工作压力源六因素中，角色压力、组织内人际关系、职业发展

三个维度在本案例中对情绪耗竭贡献不显著，而工作本身、干群关系、组织结构

与倾向是情绪耗竭的主效应因素。 

由表5.9可得情绪耗竭的期望值方程为： 

6511 2.0194.052.0066.0)( XXXYE   

其中：Y1：调查对象个体在情绪耗竭维度的量表得分 

       X1：调查对象个体工作本身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X5：调查对象个体干群关系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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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调查对象个体组织结构和倾向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方程显示，工作本身压力感受增加一个单位，则情绪耗竭取值增加 0.52个单

位；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增加一个单位，情绪耗竭取值相应增加 0.2 个单位；干

群关系维度增加一个单位，情绪耗竭取值相应增加 0.194 个单位。假设个体三个

维度均无压力感受，取最低值 1，则个体情绪耗竭取值也几乎为 1（方程中取值为

0.98），即个体不存在情绪耗竭症状。 

回归模型在 59.78%的程度对情绪耗竭得分值作出解释。 

5.6.2  玩世不恭维度与工作压力源 

经过筛选，工作压力源六因素中，角色压力、干群关系、组织结构与倾向三

个维度在本案例中对玩世不恭贡献不显著，而工作本身、职业发展、组织内人际

关系是玩世不恭的主效应因素。 

由表5.9可得职业倦怠中的玩世不恭的期望值方程为： 

4312 214.0343.0237.0249.0)( XXXYE   

其中：Y2：调查对象个体在玩世不恭维度的量表得分 

       X1：调查对象个体工作本身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X3：调查对象个体干群关系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X4：调查对象个体职业发展相关压力量表得分 

回归模型在 35.43%的程度对玩世不恭得分值作出解释。 

5.6.3  成就感降低维度与工作压力源子项 

经过向后筛选回归分析，工作压力源的 45个子项中有 8项与职业倦怠中的成

就感降低存在显著关系。其中，3 项与工作本身相关，2 项与角色压力相关，2 项

与干群关系相关，1项与组织结构与倾向相关。 

由表 5.10可得职业倦怠中的成就感降低的期望值方程： 

E(Y3)=0.47+0.118X11-0.116X12-0.116X15 

-0.141X21+0.111X25 

-0.152X51+0.152X53 

-0.142X61 

其中：Y3： 调查对象个体在成就感降低维度的量表得分 

       X11： “我被委派的工作量多到无法愉快地胜任”得分 

X12：“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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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5：“我的工作量总是不可预测地出现变化”得分 

X21： “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得分 

X25： “工作中经常感到自己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得分 

X51：“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得分 

X53：“工作原因有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得分 

X61：“‘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得分 

    回归模型在30.12%的程度对成就感降低得分值作出解释。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 

1、方程的常数项体现，假设相关子项全部取最低值 1，代入方程后，成就感

降低得分为 3.184。即假设个体工作中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成就感降低取值也会

超出“有时如此”的界限，即没有感受任何压力的个体也没有高的自我成就感。 

2、对以下对于工作感受的描述子项认可度高，则成就感降低：“工作原因有

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我被委派的工作量多到无法愉快地胜任”、

“工作中经常感到自己职责不清，任务不明”。——以上三个选项感受强烈的人，

通常不认为“我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 或“我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等。 

3、对以下对于工作感受的描述子项认可度高，成就感不降反升：“涉及群众

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工

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

日”、“我的工作量总是不可预测地出现变化” ——以上五个选项感受强烈的人，

通常认为“我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 或“我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等。 

基层公务人员明白其职业行为到底还是为了让群众满意，即便是因为工作，

“有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违背了职业的初衷，对其自我成就感多

少是一种挫伤；“委派的工作量多到无法愉快地胜任”——勿论是因为个人能力

还是客观条件的限制，都可能导致自我否定的倾向；“感到自己职责不清，任务

不明”是典型的角色模糊，不知道该做什么，更难谈得上把事情做好，成就感下

降也便是情理之中了。 

而对于以下工作感受的描述：“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

挑战性工作，“‘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

付出大于回报，“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对家庭有所歉

疚、对组织问心无愧，“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我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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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不可预测地出现变化”——均是在工作量上超常规付出。对以上陈述认同感

较高的人，认为自己在为单位做有用的贡献、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等，完全

合乎情理。从中也可以体味工作压力感受与成就感降低负相关的内在逻辑。 

5.7  本章小结 

1、通过信度检验，职业倦怠量表分维度克朗巴哈 α 系数在 0.861- 0.918 之

间，总体信度为 0.817，检验结果较为理想。 

2、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表现不容乐观，逾八成工作人员有不同程度的倦怠

表现。职业倦怠三维度中，情绪耗竭尤为突出，五成被试达中度以上，其中，两

成达到严重程度；玩世不恭表现略轻，但也呈现相应倾向，逾三成被试达到中度，

其中一成达到严重程度；成就感降低表现最为缓和，两成被试出现中度表现，出

现严重程度的为 1人。 

3、年龄、职级、单位类别为职业倦怠的主效应因素。30岁以下人员情绪耗竭

表现明显轻于其他年龄群体。股级人员情绪耗竭表现明显重于办事员，玩世不恭、

成就感降低明显重于科级；办事员玩世不恭表现明显重于科级，成就感降低表现

也明显重于股级和科级两组人员。街道工作人员的情绪耗竭表现明显重于乡镇。

性别、学历、婚姻状况未构成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4、相关分析显示，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与工作压力源显著正相关；成就感降

低与组织内人际关系不明显相关，与工作压力源其他五个维度呈负相关。情绪耗

竭与玩世不恭呈显著正相关，与成就感降低维度呈负相关。玩世不恭与成就感降

低不明显相关。 

5、回归分析显示，工作本身、干群关系、组织结构与倾向三个维度压力源对

情绪耗竭具有显著预测力；工作本身、职业发展、组织内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压力

源则是玩世不恭的主效应因素；部分工作压力源对成就感降低具有预测力，另有

部分工作压力源却使个体成就感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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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基于实证的分析与讨论 

本章拟对实证的主要发现进行分析与讨论。过程中，将结合基层公务人员的工

作特点进行研究，因为，仅就数据的描述与分析是抽象的，也是片面的。笔者将

收集到相关资料、一些访谈的案例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

以期不止于数字上的排列，对其工作压力感受、职业倦怠成因进行研究，探寻其

中内在的逻辑。 

6.1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6.1.1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感受实证研究的结论 

一、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压力感受整体情况 

实证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感受普遍较重。在六个维度压力

源中，五个维度均值超出中间值，53.2%以上的人员压力感受在中等程度以上。其

中，以组织结构与倾向最为突出，69.3% 的受测对象在此维度感受到中度以上压

力，十大压力源中，该维度占了四席；职业发展、干群关系、工作本身分列二至

四位，并分别在十大压力源中各占两席；角色压力也是基层公务人员有明显感受

的压力源之一；组织内人际关系压力相对较轻。 

二、不同类别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感受的差异 

1、男性在角色压力、干群关系两个维度压力感受明显重于女性，其他维度没

有明显差异。 

2、30岁以下人员除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外，其他五个维度压力感受明显轻于

其他年龄人群。 

3、不同学历、婚姻状况的人员压力感受没有明显差异。 

4、股级公务人员压力感受明显重于科级和办事员级。股级在组织内人际关系、

职业发展两个维度明显重于科级，工作本身、职业发展、角色压力、组织结构与

倾向四个维度明显重于办事员。科级与办事员没有明显差异。 

5、街道公务人员压力感受除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外，其他五个维度压力感受

明显重于乡镇公务人员。 

6.1.2  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实证研究的结论 

    一、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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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 的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表现。 

 2、职业倦怠三维度中，情绪耗竭最为突出，被试总数的 49.5%出现中等程度

以上情绪耗竭，其中 20.2%的人员出现严重的情绪耗竭。玩世不恭表现次之，被试

总数的 34.9%出现中等程度以上玩世不恭，其中 12.8%的人员有严重的玩世不恭表

现。成就感降低相对较轻，被试总数的 20.2%出现中等程度以上成就感降低，出现

严重的成就感降低有 1 人，占 0.5%。 

二、不同类别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职业倦怠表现差异 

 1、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婚姻状况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表现没有明显

差异。 

 2、30岁以下年龄段人员在情绪耗竭维度表现明显轻于其他年龄段人员，在其

他两个维度，各年龄段没有明显差异。 

 3、股级人员情绪耗竭表现明显重于办事员，办事员成就感降低明显重于股级

人员，在玩世不恭维度，两组人员没有明显差异；股级人员玩世不恭、成就感降

低两个维度表现明显重于科级，在情绪耗竭维度，没有明显差异；办事员在玩世

不恭、成就感降低两个维度表现明显重于科级，在情绪耗竭维度，两组人员没有

明显差异。 

 4、街道公务人员在情绪耗竭维度表现明显重于乡镇，在玩世不恭、成就感降

低两个维度，两组人员没有明显差异。 

6.1.3  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相关研究的结论 

    1、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有明显的相关性。三维度中，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两

个维度与工作压力源六个维度呈正相关，成就感降低维度与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

之外的其他五个维度呈现负相关。 

 2、情绪耗竭维度与玩世不恭维度呈正相关，与成就感降低维度呈负相关。玩

世不恭维度与成就感降低维度没有明显相关。 

    3、回归分析发现：工作本身、组织结构与倾向、干群关系三个维度的压力是

情绪耗竭的主效应因素。 

4、回归分析发现：工作本身、组织内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三个维度的压力是

玩世不恭的主效应因素。 

5、回归分析发现：部分工作压力源子项是成就感降低的主效应因素，其中 3

项与工作本身相关，2 项与角色压力相关，2 项与干群关系相关，1 项与组织结构

与倾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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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源分析讨论 

6.2.1  工作本身因素：人少事多、兜底责任 

工作本身维度设计含工作量、工作责任、自主控制、其他特征等方面内容。

问卷显示，被试在工作量、工作责任两个方面压力感受较重。其中，“工作中常

感觉人少事多”列压力源第一位，“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得分也进入了排行

榜。那么，基层公务人员真有多少事要做？他们又有哪些责任压力呢？ 

1、工作量大，人少事多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对基层政府工作的一个形象概括，现行行

政体制情境，纵向层级部门通常将工作任务、责任进行分解，交办下级。到了镇

乡街道，已是最末级行政组织，虽然它们也会将工作任务部分对村或社区进行安

排（这也是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重要原因），但后者到底是自治组织，

一些工作职能没有实施的基本条件，另一些只能协同参与，或有拒绝接受的选择，

工作必须联手来做，不能再行转包。乡镇街道一级行政责任再无可分解的余地，

只能承担兜底事务和责任。 

兹节录一位街道办主任就基层工作职能的描述。 

 

   同学多年未见，询问，镇乡街道要做什么，就是说，管哪些事情。我

告诉他，经济发展、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卫生、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层建设、工农关系、义务教育、

农业、林业、水利、防灾减灾、征地拆迁、社区服务、禁毒、维稳、拥军

拥属、殡葬管理、城市农村低保、合作医疗、社区建设、就业、培训、宣

传、社会救助、文化服务……我一时还没法列完，他总结说，哦，什么都

要管①！  

 

    对于政府纵向层级间职能转移、分割或交叉，相关研究甚少。在有限的文献

中，朱健刚的研究值得留意，他在对上海市卢湾区政府职能下放进行研究后指出，

该区仅在1997年，就下移了三十多项社会职能，从马路广告到街道治安等，当时

街道办事处一级已承担了150多项职能。他通过政府职能如同漏斗下渗现象的研

                                                             
① 对 Z 区某街道办主任的访谈节录，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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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基层政府不胜负担的结论①。事实上，这类现象并不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区

域。 

 笔者曾对一名从中学教师转行基层政府的公务人员作过访谈，他这样叙述其

工作经历： 

我是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在一所乡镇中学教语文，人们经常说当老

师好，有两个假期，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老师真的辛苦，我教的是主科，

尤其如此，课时多，白天要上课，晚上要批改作业，还要备课，为学生简

直操够了心。那时候乡政府离我们不远，我看里面上班的很轻松，下午经

常有人溜出去，赶场天还有些人去赶乡场，经常喝些小酒，我看他们真的

是不操心啊。我教了十来年的书，后来调到乡政府，感觉轻松好多，事情

是有一些的，闲的时候也不少，不时能喝上点小酒，真的得了几年清闲日

子过。后来逐渐忙起来，我看有多久了，哦……十来年了吧，单位的事情

越来越多，周末经常加班，节假日更不用说，人家在过节，我们就值班，

森林防火、计生迎检、防汛抗旱、维稳……春节还好点，如果运气好，假

期可以保住一半或者多点，其他假日基本就没有过，多少年十五、清明都

是在山上过的②，这些年我小孩从小学到读完中学，基本就没怎么管到，

成绩也下降了。回过头来看，还是当老师好啊，可以辅导小孩，有两个假

期，现在我们每年虽说有十多天的公休假，大家这么忙，你根本不好意思

请啊。这些年不是都在说“五加二”，“白加黑”，最近还加了“夜总会”

③，除非家里有很特殊的事情，你能开得了口请假么？学生再让你操心，

他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麻烦你啊④. 

21 世纪以来，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高频词，机构改革也进行了多次，相关改

革通常以精简人员为重要目标，精简基层编制更成为首选，在基层“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的舆论声中，更成为顺理成章。但只精减人员不转变职能，非政府组

织社会管理能力没有得到发育、发展，路径依赖还是由政府包揽，只不过更多由

基层包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管不过来”、“管不好”、“管不了”的矛盾十分突

出。过程中，基层政府没有多少话语权，民众尚有在网络、其他媒体较为随意地

                                                             
①

 朱健刚：国家、权力与街区空间：当代中国街区权力研究导论[A]，中国社会学(第二辑)[C]，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3，199-253。 
② 元宵、清明是森林防火重点时期，需要蹲点值守。 
③ 五天工作日加两天休息日，白天加黑夜，总在夜里开会。 
④ Z 区某乡一名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员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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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意见的自在，基层公务人员因为其政治性、服从性而基本处于“失语”的状

态。 

笔者曾在省直机关有挂职经历，那里的工作人员有这样的观点，加班是因为

工作没干好，如果八小时以内用好工作时间，便不必加班或基本可以避免。这一

说法很有几分道理，但需考虑其语境性，对于基层来说，便不完全适用，非身处

其中，不易体会。暴雨、森林火情、疫情、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群体纠纷、突

发事件等便不会考虑工作时间与否，一些具体的工作，如入户调查、上门做协调

工作等，还得在非工作时间更为有效，这类事务恰好又是基层公务人员的常规工

作。 

样本地区是工业城市，三次产业比重中，农业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①，在乡

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分工中，分管农业、林业类的乡镇领导工作量相对并不突出，

但即便是这一“相对轻松”的分工，也并不“轻松”，且不说农业工作有诸多具体

事项需要落实，林业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分项，其工作量也有相当分量。下述一位

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的林业工作访谈可以体会。 

林业工作事务并不是太多，组织村民退耕还林、薅抚管护都是季节性

的,森林防火也是一项季节性工作,重点时期每年有几个月时间。我们镇以

山地为主,除了居住区和耕地，就都是山地了，都要进行绿化，由于土层薄，

除了少数地方可以造林外，灌木林占绝大多数，经济价值不高，但生态价

值也很重要，我们镇防火区域总面积有十多个平方公里吧。每年春季、冬

春和春夏交接时期，森林防火就是一项重点工作，火情发现得早，扑救及

时的话，灭火的机会就大，一旦蔓延，由于山势普遍险峻，一般就难以扑

救了，只有采取挖隔离带的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不论用什么办法，分

管的人必须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度指挥，火情严重还会惊动镇长、书

记甚至区领导。 

    防火期运气好的话，几天有一次雨，压力就小很多，有时会连续几十

天没什么雨，那草木都干透了，丁点火星就会出大问题。去年春节前后就

是这样的情况，从年三十到十五，只有两天没有火情，几天下来，都说我

黑了不少，烟熏的。（笑） 

有一次，我早上在家没吃早餐，到区里开会，11点多开完，已经饿了，

接到电话，听说我们某地山林起火，忙赶过去，花了半小时，到山前一看，

                                                             
① Z 区统计公报，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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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就得个把小时，我带上村干部上去，火已经蔓延了，一面尽力扑救,

一面安排人在山与山之间挖隔离带。中午我给一位股室负责人打电话，让

他给领导汇报，下午带上全镇可以放下手中工作的职工，组织一些民兵,

带上灭火工具,前来支援,末尾说，顺便带点吃的上来。 

下午上班时，大部队赶到，上得山来，我问接电话的同事，吃的带了

吧，他很惭愧，说都去注意记我说的人员和工具了。大家表示同情，说可

以在山地里刨点东西，还真有乒乓球般大的土豆，刨出来十来个烧熟，山

上人很多，一些人看着有趣，前来分享，我好歹得了一个充饥，后来热心

的同事让人从山下带上饭来，那时天快黑了。 

山太陡，火浪很宽，人多也不济，那次的山火直到第二天中午，接不

上我们提前挖的隔离带才熄。 

有一天，先后遇到三处山火，和工作人员、村组干部赶到现场，都还

好控制，几处都顺利扑灭了。到家门口，已是晚上11点45，上楼梯都觉得

抬不动腿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可还在上楼的时候，电话又响，说某处

起火，我说，知道了，马上过来
①
…… 

担其职，负其责，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是基层工作有着事务与人员不平衡的

问题（在大抱大揽、全能政府的情境下，人员总感觉不够）、事权与财权不平衡

的问题——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21%，供养人员却占到

全国财政供养总数的71%②。忙前忙后，也常面临应接不暇、回应不及的困境。对

于各类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管理服务任务等，都是各级负责人要动员其组织力量，

奋力打拼的，对于工作责任，基层公务人员不可谓不重，安全生产、计划生育、

社会治安、社会稳定……众多的一票否决工作（各地还有各具特色的“一票否定”），

都是悬在相关负责人头上的剑，不容闪失。 

2、兜底责任 

    基层除了落实分解的工作任务外，有时还起着责任兜底的作用。 

兹节录一名曾在乡镇分管企业工作并因环保违法事件受过行政处分的干部的

访谈如下： 

问：你以前工作的地方，被曝光环保违法的厂都关了吧？ 

答：当然，早关了。排烟那么严重，报道以后没多久就炸封了。 

                                                             
① Z 区某镇一位分管农业林业工作副镇长的访谈，2011 年。 
②

 何得桂，“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内涵、困境与出路”，《古今农业》，2007，1，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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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它们是没有净化处理设备还是有了设备却不用呢？ 

答：属于淘汰产业，没什么处理设备和措施。 

问：上项目之前知道污染大吗？ 

答：知道。 

问：那为什么还要上呢？ 

答：我们主要是做项目服务，上不上不由我们定，人家证照齐全。几级环

评都通过的事，我又不是专业人员，专业部门都论证过的，我能说什么。   

问：那为什么处分你呢？ 

答：属地管理。出了这样的事，总得有人来承担，我在当地政府，分管企

业①。 

行政问责是为了规范公务人员职业行为，有时则是为了公众交待。好在组织

明白这位副镇长是“因公负伤”，处分期满不久，将其调离乡镇。 

而身处基层的公务人员仍不能改变其“兜底”的处境，各级各类政策目标分

解后，他们是执行者，并直接承担执行后果的责任。媒体不时有工作检查流于形

式的评价，在一些局外人看来，政府工作检查是内部行为，即自己查自己，流于

形式属于必然。但处于“兜底”的基层，却不敢如此以为。 

在近期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年内市级工作检查中的一件事： 

[案例]我们被抽到市计生交叉检查组，到了另外一个县区，在某乡查

完，通报情况的时候，一个当地的乡镇干部突然跪到我们面前，满脸是

泪……后来，我们实在不忍，答应扣分尽量从松……晚上吃饭的时候，他

拿杯子的手是抖的，不停地见人敬酒②…… 

工作检查的确常有流于形式的情形，对于基层来说，是否形式都需认真对待。

如果说违法违规是咎由自取，工作瑕疵也丝毫大意不得，一些检查甚至事关相关

人员的前途命运。案例中该名乡镇干部的举止，雄辩地说明工作检查与“兜底责

任”绝非过场。当事人讲述这一事例时，笔者与多人在一个迎检现场，闻者无不

唏嘘。 

[案例]某公司在当地投资兴建一家农产品生产企业，施工过程中，因

放炮震坏当地几户农民窗玻璃，农户声称房屋墙体也受影响，要求赔偿，

                                                             
① 对一名曾任 Z 区某镇分管企业副镇长的干部的访谈，2011 年。 
② 资料来源：Z 区某街道办计生办一名职工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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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前去堵工。公司立刻致函当地乡镇政府，言明项目意义，告别接洽工作

人员时说，请转告领导，这事处理不好，准备随时下课①。 

 [案例]一位居民到街道相关股室反映其生活困难情况，起因在于近期

刚生了一场严重的病，致使经济拮据，目前病困相加。工作人员听后很同

情，表示次日将会同社区上门核查，如果属实，有两个救助的渠道，一是

一定的生活救助资金，二是收集医疗票据上报申请医疗救助。反映者表示

感谢，却又说，如果解决不了，就去北京上访②。 

各类群体似乎都掌握着基层公务人员的问责点，并且随时可以动用媒体或其

上级的力量，挟而唤之。 

在工作本身维度，另有两个较高的得分项为：“我的工作量总是不可预测地

出现变化”（3.42），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有115人，占52.8%；

“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 (3.29)，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

合”的有98人，占45%。 

6.2.2  角色压力：权责不一、扮演不易 

角色压力包括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问卷压力源量表部分该维度包括角色冲

突（含角色间冲突、角色内冲突）、角色模糊，具体涉及了工作家庭界面、个人

素质（或价值观、其他规范）与任务要求、职责清晰度。 

角色压力维度，得分较高的选项分别是：“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

家庭责任”以及“依法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务完成要求不时会发生冲突”。问卷反

映，角色冲突较为明显。 

1、角色间冲突 

“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因为工作没能尽好家庭责

任是典型的角色间冲突，个体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矛盾。前述从一位教师

转行的公务人员的访谈可以体会其这一冲突感受——因为公务忙，耽误了教育子

女。问卷体现了基层公务人员普遍的工作家庭界面的压力，作为公务人员，这大

抵是应当承受的一种结果（当然公务人员的工作家庭协调也需要社会和组织的关

注），调查也反映出，对家庭的歉意多是单方的感受——总体来说，家人的理解

和支持程度相对较高，家庭内部支持方面没有形成较多压力。 

2、角色内冲突 

                                                             
① 资料来源：Z 区某镇经济发展办一名职工的访谈，2011 年。 
② 资料来源：Z 区某街道民政社会事务办一名职工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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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内冲突的调和却更不易。在基层，这一矛盾尤其凸显，乡镇街道级职能，

设计之初便很少赋予，设计者怀有一种伟大理想：基层政府与各类社会自治组织

相融，基层以服务为主，偶有管理也都寓于服务之中，与各类社会成员平等相处，

实现良性互动，和谐得以实现，一头连着中央、一头连着百姓的基层政府成为最

好的纽带。这一理想与职能渗漏、任务分解的现实形成反差，基层更加难为，“缺

位”、“越位”、“错位”的批评不绝于耳。 

兹节录一位从事计生工作的人员的访谈如下： 

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要求，基层工作就是以服务为主。计划生育工作

强调的也是服务，做好优生优育服务——配套措施服务对象是比较欢迎

的，这个不难。还有就是“四术”服务（上环、结扎、人流、引产），“引

导服务对象自愿选择合适的避孕节育措施”（分不同的情形，部分是指定

类型的），服务对象就不一定欢迎。工作目标责任状有明确要求，手术落

实率、及时率必须达到85%以上，你上门劝说，苦口婆心，任你如何引导，

她（他）就不做，工作目标必须完成，否则一票否决，该怎么办①？ 

目标是刚性的，手段是柔性的。出了差错，必然是基层公务人员“不作为”

或是“乱作为”。 

依法行政有一个基本要求是职权法定，相关部门及人员的执法行为应有法律

依据，主体应当合格，但基层也时常以不合格主体参与执法。 

[案例]某市在城市扩容过程中面临投机者抢搭抢建的问题，一度愈演

愈烈。该市中心县区没有设立规划局，中心区的规划及规划执法职责由市

规划局履行，面临四处开花的局面，明显吃力。痛定思痛，市政府将控制

“两违”建筑（违法违章建筑）的任务交办给区政府，区政府受命后，在

区城管局成立控违大队，执行相关任务，同时与各街道签订工作目标责任

状，要求作好属地管理。 

街道明确了分管领导、队长，因没有相关编制，聘用10人队伍专门对

此项工作进行监控和处置。 

控违拆违工作矛盾较突出，冲突不断，受伤事件时有发生。 

落实相关措施后，近年来，中心城区“两违”现象已明显缓解。但相

关人员表示，虽然加强培训和管理，因为主体原因，如果面临行政复议或

                                                             
① Z 区某街道办一名计生办职工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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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会十分被动①。 

现实中，基层工作事务超出法律赋予其职责要求的情形并不鲜见。 

基层工作要对具体事件作出及时回应，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但其中

的“度”不易把握：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压力大，出了事，面临处分是常事，承担法律

责任也有可能。分管这项工作后，我想，只要做到坚持原则、钻研业务、

努力工作、不贪不占，应该干得好，万一真是运气不济，也问心无愧。 

我们地方煤矿都分布在国有煤矿周围，没过多久我发现有超层越界的

情况，这是禁令，这样开采是非制止不可的，后来我发现很多煤矿都有这

类情形，按照规定，它们如不纠正，必须关停。我觉得这事很严重，业内

人士却说我是没搞明白。 

专业人员告诉我，当初确定国有煤矿边界时，超过了必要范围，十分

宽广。这些地界，国有煤矿设计根本不会过来开采，地方煤矿目前的开采

也不会对他们安全性构成威胁，地方政府与国有煤矿专家有经常性沟通，

达成共识。地方煤矿也是手续齐备、证照齐全的，如果严格按照以前的边

界，不少煤矿刚把工作面布置完，已经超层越界了，那还搞什么生产。除

了对产值、税收有贡献外，每年的电煤生产任务也不轻，完成不了，影响

“西电东送”，县区领导得上省里面检讨。 

“那为什么不修改边界呢？”（笔者插问） 

“报过很多次了……”  

再说砂石厂，作业要求之一是“台阶式开采”，就是实现自上而下，

阶梯式的开采。这对技术要求、设备要求都很高，不止是我们镇，方圆几

百公里的砂石企业都做不到，我也不能因此就让镇里的砂石厂停业。曾有

一次因为某镇一个砂石厂的一人死亡事故，市区砂石厂停业整改，刚过两

天，市内大批项目工地施工告急。领导说：“不能因为哽了一口就饭都不

吃了，高科技产品就算了，砂石我们不能依赖进口吧？”② 

    可以设想，一旦这位副镇长的责任范围出了安全事故，领导下来调查，斥责：

对相关作业规范和要求置若罔闻！对违规行为熟视无睹，视作业工人生命如同儿

戏！媒体报道，群情激愤。 

                                                             
① 资料来源：Z 区某街道办一名城管办职工的访谈，2011 年。 
② 对 Z 区某镇一位分管安全生产副镇长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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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角色模糊 

在角色压力维度，得分较高的子项还有：“有时收到上级不一致的工作要求”，

70.2%的被试选择“有点符合”以上，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占43.6%；

“在工作中，我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 ，68.8%的被试选择“有点符合”以上，

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占45%。说明基层公务人员在角色模糊方面也

存在一定压力。 

6.2.3  组织内人际关系：抱团取暖、同舟共济 

压力源问卷共45个子项，34个子项等分值超出中间值3，比例达到75.6%，总

体来看，得分分值偏高，工作压力感受偏重。但在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呈现完

全相反的倾向，7个子项中，仅有一个得分值超出中间值——“人情往来（婚、丧、

嫁、娶等）支出让我负担沉重”——相对来说，该项是描述一种社会风气更为准

确。得分低值子项频频在此维度出现，显示基层公务人员在组织内人际关系并未

明显感受压力，对相关陈述整体持否定态度，这让人心中一暖 。 

一位街道办副主任从基层工作特征的角度说明了“抱团取暖”的道理。 

在基层，许多工作需要采取团体作战的方式。比如计划生育迎检，检

查之前一星期甚至半个月，工作人员会分散到各社区，与社区一道对常住

户、流动人口进行再清理核对。有没有漏登，台帐记录与实际人员是不是

相符，新出生人口家庭资料是不是准确，住址有没有变动，没有及时落实

手术的要再进行催促，有禁忌症的要收集相关证明，流动人口是否已定期

进行证件查验等等，做这些事一个片区没有十人以上是不行的。待到检查

时，被检社区一旦确定，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除了相关人员

要按检查组的抽样对象当向导外，对被检区一二十个路口必须进行把守，

以防不期而至的陌生人员进入检区，若不如此，进了未经登记入台帐的来

访者，就该扣分了，甚至临时来一对政策外超生母子的话，所有工作全白

干了，那是解释不清的。 

安全生产方面，对私挖滥采无证矿井的炸封，也需多人前往，否则执

行人员自身安全亦不一定能保障，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几年前某镇一名工

作人员在参加连续的整治炸封行动后，在一个场合落单，此后失踪。 

“两违”建筑的大型拆除行动也是同样的道理。 

森林防火的火灾扑救，三五个人一般是没用的，灭火是一方面，人多

可以从各个角度监控火势，有几次要不是旁观的人发现火势危险，呼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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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就会酿成大祸。有一次××还在扑得起劲，别人急向他示警，他

才惊觉，火浪来得快，退路被封死了，他忙跑到另一侧，侧身滚下山，才

逃过一劫。重点时间林场的蹲点把守，防止路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一类的

事，街道各个点布下来，至少也要几十人。 

其他类似的事还有：城市环境卫生对片区进行清扫整治、流动摊贩清

理；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协调工作、农业普查、人口普查等各类地毯式统计，

需要分工合作，整体推进等等①。 

对于“同事之间关系冷漠，很少沟通，不太好交心与共事”、“每天的精力

多数用在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这样的陈述，与基层实际有较多出入。对于“上

下级等级森严，缺乏心与心的沟通”、“感觉到人与人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缺少

真情”这样的看法，受测对象也普遍不予认同。 

6.2.4  职业发展压力：待遇不高、发展机会少 

职业发展维度压力相对比较突出，在六个维度中排名第二，这与按照常识的

预料没有多大出入。乡镇街道作为行政组织的最末一级，其人员发展机会相对较

少。问卷设计含薪酬、培训、晋升等方面的内容，几个方面被试满意度都较低。 

1、待遇不高 

调查显示，“与其他行业或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水平比较低” 是职业发展

中压力感受得分最高的选项，横向来看，基层公务人员待遇的确不高，与其工作

时间、工作责任相比照，从公平性上来讲，就更突出。基层公务人员毕竟是“人”，

有其“政治人”的一面，亦有其“经济人”的一面，按照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都很重要。党和人民自然应加强基层公务人员的职

业理想教育，同时也就应关注其工作生活需要。在工作条件较差、任务较重、发

展空间较小、面临矛盾问题多的基层，理应在工作待遇方面有适度倾斜的制度设

计。 

2、晋升路窄 

毋庸讳言，纵向流动是公务人员的职业追求。这不仅源于“官本位”社会意

识形态，对于希望更有作为的公务人员来讲，也力图通过这一方式寻求其干事的

更好平台，制度设计也是以此为重要标准——如薪酬与职务挂钩。而职务晋升之

于乡镇街道级公务人员，路径很窄，公务员领导干部所指为副处级以上，在全国

                                                             
① 对 Z 区某街道办副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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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仅占8%，92%的公务员职务职级在科级以下①，在乡镇街道，科级已是“天

花板”，现行体制最为奏效的激励手段，在这一级可运用的机会不多。 

实证显示，科级在职业发展维度压力相对较轻，虽然级别不高，在特定范围

内，已是领导级，更重要的是，职务本身已经说明组织的充分认可，同时也有更

多的横向或纵向流动的机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反映，办事员级年龄方面与股级、

科级并无明显区别，集中在31岁以上，对照之下，对于职务晋升基本不再怀有多

少希望——失望原本来源于希望，因之压力感受相比较并不太重；股级在职业发

展方面，压力最重。实证显示，股级的职业发展维度均值达3.83，远高于办事员

3.42、科级3.04的均值，与两个群体都形成显著差异。那么，股级在此维度特殊

表现，源何而来呢？——与办事员相比较，通过自身努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有低级别的“领导”身份，在基层还算是“二级班子”、“中层干部”，但除了

承担着更多的工作任务、更重的工作责任之外，待遇并没有明显提高，“级别”

也实在不算什么；与科级相比较，虽然已经有了一个起点，萌生了某种期盼，但

能够再进一步的机会很小——实证显示，科级在乡镇级所占比例只在10%左右，笔

者从样本地区进行统计，其中本土成长者不足50%，依据股级与科级人员比例3～

4:1的现实情形，计算下来，股级职级上升的概率仅在10%～20%之间，如果把股级

人员年龄普遍在31岁以上的实情联系起来，其自我感觉职业前景黯淡就更不难理

解。薪酬待遇、付出回报、培训流动、职位晋升几个方面对股级来说都不乐观，

故而这一群体感受到特别的职业发展压力。 

现阶段，公务人员职业发展基本以职务晋升为单一路径，呈现“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的局面。基层公务人员处于行政层级的“塔底”，产生职业停滞、“淹

没效应”机率高，在纵向流动方面没有竞争优势，胡仙芝曾归纳为“地板干部”

现象，并从同学聚会的比照案例引出“一个人的事业高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毕

业分配时就业的层级”的观点②。对于这样的基本现实，受测对象较为清醒，他们

更加关注于“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 

3、培训机会少 

培训和学习是职工自我内在提升的重要途径。如果说职务是稀缺资源，那么

培训和学习机会对于基层公务人员也很稀缺。问卷没有能反映具体的学习培训情

况，在访谈中，笔者接触到某街道年内到东部地区挂职三个月的一名干部、到高

校参加为期一月的培训刚刚返回的一名职工，问及他们挂职和学习的情况，他们
                                                             
① 参见瞭望新闻周刊，特稿，2003 年 11 月 3 日，第 44 期，第 11 页。 
② 胡仙芝：“地板干部”的管理难题及化解思路，领导科学，2010 年，6 月下，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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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外出的见闻、描绘课堂教学情境的时候，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感受到，

外出挂职或学习不仅是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是能力素质的“充电”，更是一次

精神状态方面的“充电”。他们对组织投入资源，提供提升其能力的做法心存感

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干劲十足，不知疲惫。 

但是，还是有相当比例的领导职务人员表示几年难有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机

会，工作人员的机会则更少，在上述事例之前，几年中，竟未了解到有一次案例。

曾有人表示，存在“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问题，基层公务人员时常

陷入事务性工作中，虽然“学习”是组织对成员提的普遍要求，但提供培训和学

习机会是对成员学习的具体支持，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单位的义务——尤其在新时

期，对公务人员能力现实有更高要求。公共部门归根结底由具体的个人构成的组

织，其执政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个体能力的提高。 

在访谈中了解到，样本区域近期已有关注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发展的一些具体

举措，如选派年轻干部外出挂职、注重在基层选拔干部等，已经有好的起步或是

迹象，但由于政策效果对于群体心理的滞后性、客观条件限制等因素，总体上看，

基层公务人员的职业发展压力还是很突出。前面虽然重点分析了三类群体中股级

感受最重的原因，但科级、办事员两个群体，“领导”或是“一般职工”，也都

处于“地板干部”的境地，与较高层级公务人员在起点、机会、空间、前景等方

面都不能同日而语。问卷反映也都在中间值以上。 

广大基层公务人员处于为民服务的第一线，在“仕途”不乐观的基本现实下，

应当树立不当大官而做大事的职业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可为不平凡之事，扎

根基层，为民服务，解决老百姓最迫切、最关心、最需要的问题，切实而具体地

做到利为民所谋——这本是公务人员职业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6.2.5  干群关系：水乳交融、鱼水相依尚需努力 

1、协调不易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近些年来，较多惠民

政策在城乡居民社会实施：取消农业税、城乡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廉租房建设和使用、困难群体培训和就业

不断推进、城市和农村便民利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对党和政府心怀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不一、社会利益分配不均、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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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健全的矛盾还在存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还有加剧的趋势，这对基层公务人

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坚定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有对群众

的满腔热情、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水平、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回应及时

的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必要的权限或上级支持。问卷显示，在干群关系维度，

基层公务人员普通感受到较重的压力。其中，以“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

难度较大”最为突出，均值达3.80分，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有144

人，占66.1%。 

在基层，群众利益协调的确是经常性工作，且有一定难度。 

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很多：最低生活保障、廉租房补贴、农村贫

困户住房改造等民政事务工作，确定对象对收入都有相应数字规定，政策

上划出一条线来，但要确切核定相关群体的实际收入就不容易。 

农村常会实施一些惠民项目，如道路硬化、人畜饮水、小水利工程、

沼气池修建、改圈、改厕等，由于名额有限，没赶上的经常是多数，会产

生怨言①。 

计划生育工作、残疾人工作、就业困难群体工作等都会有一些扶助政

策，但不是普惠性的，确定对象也不容易。 

城市管理中，清理流动摊点就是一个两难的事。不能放任自由，否则

市容会很乱，门面经营户会进出口都被堵住，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也不

能只堵不疏，那样不现实，流动摊贩是也是以劳动为生的群体，通常是设

定一些区域，在一些背街小巷对周围影响不大的地方，让他们经营。但这

类区域太少了，谁可以来就是问题，让“真正困难的群体”来——这就不

好把握，普遍都不是富人，对有意愿的群体收入排序很难。如果确定下来，

可能“更穷的人”没有摊位，但没有摆摊的意愿，又或者别人经营了一阵，

“更穷的人”需要参与。 

征地拆迁工作比较典型，不同的项目、时间段，不同的标准，不同的

安置办法，群众就高不就低，一些人甚至总结出“老实人吃亏”、“以闹取

胜”的经验。 

拆迁安置工作中有一个难题，2002年以前，那时候县级政府还有审批

土地的权限，修建公路、铁路等大量基础设施，拆迁了很多村居民住宅，

都与群众签下安置宅基地的协议，在这之后土地审批权上收，宅基地不能

                                                             
① 样本地区街道办区域较大，含市区和农村两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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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成为遗留问题。群众很有怨气，长期上访，区级、市级都批不了地，

与群众商量换一种安置方式他们又不同意，这类情况在我们街道就有千户

以上，一些居民赌气找空地自行修房，我们又得前去将“两违”建筑拆除
①。 

公务人员的行为代表政府，必须按照法律、政策和相关规定进行，体现原则

性。基层公务人员面临的具体情境，可能并不能完全对照书本和条文有明确答案，

必须充分考虑公民权益，体现灵活性。为人民服务是公务人员根本宗旨，利益相

关者有时并不能很顺利地沟通、达成理解，服务对象可能有其特殊困难，应当酌

情予以处理。尽管熟知并遵循这些原则，在具体事务中的工作人员，必须对现实

情境表态，信息对称很难做到，他们的决定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利益。越是明白这

些道理，公务人员越发面临压力。 

下面一个具体案例可以体会基层公务人员在群众利益协调中的压力感受。 

[案例]某街道境内有两座独体山，当地俗称大营二号、三号山。20 世

纪 90 年代一度被盗采山石，山体已不完整，稳固性不可靠，相关管理部

门定性为地质灾害点。由于山体较大，周边民居较多，相关部门难以定夺

清除隐患的方案，对该点的防范措施为“基层加强监控”，在雨季、气候

异常时期，街道除相关管理人员日常巡查外，出资聘用人员进行 24 小时

监控。 

2008 年 1 月，当地天气异常，忽睛忽冻，大营二号、三号山出现不稳

定征兆，山体时有山石坠落，街道领导和职工及时上门劝说危险区域居民

撤离，居民将信将疑，部分听从。某日夜，山体更是坠落一上吨重石块、

一数十吨山石，当即将一栋房屋夷为平地，所幸屋内无人。险情发生后，

区政府召集街道及相关部门开会议定，紧急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为杜绝个

别居民持侥幸心理，以及拾荒者临时进住，决定对危险区域内房屋尽数拆

除，合法房屋补偿标准按拆迁相关标准执行，违法违章建筑拆除不予补偿。 

据统计，该区域内有民房106栋，能出示房屋产权证明的只有一栋，

其余均无相关产权证明。如果以产权证明为惟一依据，其他不予补偿，几

乎无法执行，因为一些房屋是在“村”还未过渡为“社区”时期的老宅基

地，虽没有产权证，也不能断言无合法性。当地政府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制

定有相关政策，原则是“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为据，兼顾合理”，

                                                             
① 对 Z 区某街道办副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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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四个房屋年限：“1998年及以前”、“1999-2001年底”、“2002-2003

年底”、“2004年以后”，前三类从高至低分别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而

2004年以后修房屋属于抢搭抢建的违法违章建筑，拆除不予补偿。 

于是，房屋建设年限成为关键问题，居民都了解相关规定，自行申报

均自称在90年代初。该片区房屋相当比例为城市拓展期间一些居民投机抢

建，目的是获取不法利益，一些建筑室内竟为泥土地面，可算为违法违章

建筑泛滥的灾区之一，但也掺有部分原村民宅基地房屋。街道深知补偿比

例将是片区居民关注点，照实核定其建设年限是核心问题，险情紧迫，不

容多加耽搁，需有快速可行的鉴定手段。在会上表达这一担忧时，相关部

门表示，鉴定年限有相关技术手段，而且该片区还有不同时期航拍图，确

定房屋建设年限不是难题，这让街道相关人员吃下了定心丸。 

区政府用警戒线划定危险区域，率街道和相关部门及时拆除了区域内

房屋。此后，街道忙于为居民联系居住点，核定人数、发放慰问金（春节

接踵而至）等安抚工作，稍事安顿，居民便普遍要求落实安置。 

安置标准已经制定，需要确定如何对号入座。房屋建设年限核定成为

预料中的难题，曾自称有技术鉴定手段的垂直管理部门不再露面，称房屋

既拆，不好操作，即便确定残存地基建设年限，也没有说服力。街道一面

从各级政府劝返上访群众，一面寄希望于航拍图，从几个部门求得该片区

几个时段的航拍图进行对照，不禁哑然——从宏观上看，航拍图可谓清晰，

甚至是美丽的风景图片，区域内房屋却只能影约可见，局部是一些密集的

白点，属于建筑物还是砂石堆也无法辨认，在电脑上放大图像，则模糊一

片。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街道对居民声称已拿到航拍图，掌握了相关情况。一面派出多人工作

组对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做了大量走访笔录，收集了若干居民当地生活

照，经过印证，历时五个月后掌握了基本情况。将 106 栋房屋建设年限公

示，计有近 30 栋房屋需按不同比例安置，70 余栋拆除不予补偿，只予数

百元以安抚，半月内公示两榜。居民见与实际几无出入，应安置者安了心，

投机者泄了气。虽有不满，片区居民情绪明显稳定下来。 

较为遗憾的是，因为土地审批等原因，相关安置尚未落实①。 

案例涉及了居民人身安全、产权合法性认定、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每个环

                                                             
① 资料来源：对 Z 区某街道办副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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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若出错风险都较大。案例中基层公务人员在核定最为核心、也是群众最为关心

的事宜时，缺乏必要的支持，有时几乎处于无助的状态。事件的处理最终靠群众

工作的法宝，从结果看较妥善（也付出相应的代价——邻里关系一定程度受损），

即便如此，民众的合理诉求、合法权益远没得到解决。 

2、情绪性工作 

在与服务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过高要求，可能会有出言不逊，甚

至刁钻、蛮缠的情形，公务人员也不能如同公民相处一般意气用事，必须表现恰

当的情绪。 

Glomb 等通过对情绪性工作的研究，指出除了感受与表现同一的情况外，工

作人员因为职业需要还有假装表现和压抑表现两种情况，长期如此努力，个体会

有较多心理能量付出，对工作压力易感，产生职业倦怠的机率增高①。 

数据显示，在干群关系维度中，情绪性工作方面得分也较高，其中“面对埋

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达3.58，进入压力源各子项排序前十。基层公务

人员工作中经常需要忍辱负重——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某街道从事计划生育

工作的人员近20人，近几年来，仅有一人因为工作时间较短没有遇到过被服务对

象抓扯的情形，而“两违”控制工作，每年都有人员受伤住院的事件发生（如前

所述，“控违”队员为聘用人员，因不是公务人员编制，笔者没有将他们列入问卷

调查对象，尽管如此，“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我或身边的同事因工作会与监管

服务对象发生冲突，甚至造成身体伤害”这一令人吃惊的陈述总体均值也超出了

中间值）。“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是基层公务人员经常接受的训导，除了微笑服

务的要求外，他们有时需要强忍委屈，有时需要板脸做人。问卷显示，被试假装

表现和压抑表现都有中等程度的感受。 

    基层公务人员最主要的工作应当是服务百姓，多一些服务，少一些管制，情

绪性工作机率会变小。当前对于基层人员的服务意识颇有微词，相关人员在具体

工作中，确实也有服务意识不到位，没有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问题，也有

因为职责权限原因，无力解决的情形。有时因为工作任务要求，一些服务也变了

味，比如之前所述计划生育“四术”服务，很多时候成为工作人员所想、服务对

象不愿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新出台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央针对农村老

有所养问题采取的惠民政策措施，“自愿参保”是其中的基本原则，由于财政并不

宽裕，补贴有限，基金也没有理想的增值机制，有专家认为，新农保政策吸引力

并不强——其个人帐户资金累积按现行经济运行情况能否跑赢通货膨胀便是一个

                                                             
① 陈国权：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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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试行之初，样本片区实际参保率只在 30%左右，这本是较为正常的现象，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自愿缴费比例与此也没太多出入。但此后上级下了一个文件，要

求年底要达到 80%以上，于是基层人员除了再广泛动员之外，为了完成目标任务，

不惜对村民采取“连哄带唬”的办法，确保目标的完成（如一些基层人员对农村

低保户宣称，如不参加新农保，将重新考虑其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这明显不妥，

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无奈）。计划生育或者养老保险，原本都是服务群众的工作，由

于双方意见不一,会出现“面对埋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的情形,也会出

现“工作原因有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的现象。 

6.2.6  组织结构与倾向：不易承受之重 

在组织结构与倾向维度，受测对象工作压力感受最重。十大压力源中占据四

席，分别是“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均值得分3.81分， 认为“比较

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有141人，占64.7%；“一些职能部分将自己职责范围内

事硬塞到基层” ——均值得分3.80，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同样为

141人，占64.7%；“上级习惯以‘问责’为唬安排任务或提要求” ——均值得分

3.75分，认为“比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有136人，占62.4%；“社区（村）

等基层组织建设欠缺多，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弱” ——均值得分3.74，认为“比

较符合”或“完全符合”的有134人，占61.5%。得分相对较高的选项还有：“‘权

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部分上级部门安排工作有理想化、即兴化倾

向，造成实施困难”。 

1、任务拥堵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就是重要的课题。总体来说，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在经济领域政府直接干预已淡出很多，但在社会管理领域，

不少地区基本还处于包揽的状态。政府职能转变的愿景是：从“划桨”到“掌舵”、

从管理到服务、从微观到宏观、从无限到有限等等。应当适度放松规制，培育社

会组织，改变“全能政府”形象，逐步采用市场化、志愿者服务等手段，摆脱身

兼运动员及裁判员的角色，提升回应能力，实现善治。这是针对整个行政系统而

言，其中某几个层级的实现没有实质的意义。 

不能说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但在一定阶段或区域内，县区级及以下

基层政府却呈现更加致力于“划桨”、管理、微观、无限，干得越多越好，管得

越细越精的倾向。究其原因，政府职能并没有真正实现转变，在“转变”的呼声

中，仅是职能的下移和渗漏，较高级别的职能部门将任务分解交办下级，制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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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尔后检查落实情况。 

现行行政体制特点有两个关键词可以形容：压力型行政体制和政治锦标赛。

在这样的运行模式下，面临发展的要务、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阵痛、社会利益主体

多元化、利益分配机制还有诸多问题、社会矛盾多发的现实局面，县级及以下政

府职能不胜负荷在所难免。县级与乡镇街道在工作任务方面基本是利益同构体，

目标需要县级也进行工作任务的部分转包。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行政体制不同，我国各级政府一是承担着发展的责任，二

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多年的建设发展这样的体制有其明显的优越之处，改革开放

以来国力显著提高便是明证。但也应注意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

会发展一条腿短；比如一些层级安排部署不切实际，执行者疲于奔命，出现造假

应付的不良倾向。工作部署方面，一个长期存在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是，职能部

门结构和运作自上而下始终未能改变井田制模式——部门之间共享信息及资源、

协作和沟通有效机制一直没有形成，各自强调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基层人力物力

等资源有限，形成任务拥堵。 

2、对上负责 

 [案例]某游乐园系某市近期重点市政工程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业已完

工，拟定竣工验收时间为最近的节日，届时重要领导将亲临视察，体验当

地政府倾心为市民打造的游乐休闲去处。 

倒排日期逼近，相关人员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由于厂家供货原

因，预订园内道路铺设的地砖不能及时到货，临时更换货源远水不解近渴。 

某负责人当机立断，连夜安排工人从市区人行道撬来足够数量的地

砖，加班铺设。视察效果良好，至于人行道缺失地砖的问题——容后再议。

圈内人士对决策者的评价为：机智灵活①。 

公务人员在其职业行为中，需要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上级负责，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三元主体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在特定时点或

范围并不一定表现准确的一致性，权衡中，对上负责成为相关人员多数首选，由

于上级对其职业发展具有直接性的权力，官员任期有限，晋升讲究时效，不惜花

费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做出政绩，用以悦上的情形屡见不鲜。以城市绿化为例，十

年树木太久，只争朝夕，成为较多地方施政者的理性选择。 

3、检查密集 

                                                             
① 资料来源：对 Z 区某街道办一名城管办职工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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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报道、专家论文中，普遍强调基层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的欠缺，上

级更是强调“检查”、“问责”，社会各界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印象——基层人员

是一个不让人放心的群体。的确，基层公务人员整体的能力水平、职业道德、理

想信念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差距，还需要提高——这当然是长久的课题。但关

于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条件、职能设计与工作要求，进行细致研究，予以科学评

价者不多。 

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检查，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而基层政府真要接受多少检

查，到了过多过频、应接不暇的地步呢？ 

没有作过专门的统计得出工作检查次数数字，检查实在是太多了，许

多时候该做的事没来得及做又要迎检，许多时候班子主要领导成员陪同检

查组都排不过来。一二十项重点工作每年都在十次以上，月评、季评，明

查、暗访，定期查、不定期查，一些单项工作检查年度达几十次，各类专

项工作检查都是必须的，统算下来每年各类工作检查加总在200次以上少不

了①。 

为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将专项工作各自制定周密的检查

细则，内容事无巨细，称之为“精细化管理”。检查如果流于形式，主体将有失

权威，不利今后任务交办，因此必配排名与奖惩。措施的有效性和低成本使部门

纵向推诿成为便利。“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通常却成为一种天真愿望。 

2004 年，某县一位乡镇领导在省人大会上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了“减轻基层

负担，减少工作检查”的建议，称其乡镇每年接受各类工作检查 130 余次，一度

被列为省督办建议。事隔七年，乡镇级工作任务新增很多，各级检查密集程度今

非昔比。 

没有一项工作检查是不应该进行的，如同每台有照车辆都有上路的权利，因

此交通拥堵也在所难免。 

6.3  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表现分析讨论 

工作压力的别称有“工作应激”、“职业紧张”，当个体感受到工作任务超出其

能力、精力、时间等资源要求，应激或紧张随之产生，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历经

长期适应调整不能满足需求，不堪负荷导致疲惫甚而崩溃，职业倦怠症状随之出

                                                             
① 对 Z 区某街道办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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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工作压力可能是正性的、急性的，而职业倦怠一定是负性的、长期形成的。 

基层公务人员出现职业倦怠，不仅危害其身心健康，同时会影响政府工作绩

效，应当予以必要关注。提供公务服务产品的公务人员，其工作行为失范未必如

同企业员工类似行为导致的后果一样，可用经济损失衡量，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社会和经济层面都会带来相关负面效应。作为政策执行的一线工作者，某种程度

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其职业行为直接带给公民对执政者的直观感受，因此

更有着政治效应。 

6.3.1  基层公务人员情绪耗竭症状凸显 

情绪耗竭是职业倦怠的主要表现特征，马斯拉奇在定义这一维度时，与“压

力研究之父”塞利关于个体应对压力“一般适应性综合征”所述最后阶段含义几

乎相同——压力研究、职业倦怠研究的两位先驱者似乎不谋而合，指向同一的成

因和后果。 

访谈中，对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较重有较为直接的感受，对于调查问卷可

能的结果有一定心理准备。饶是如此，数据分析结果还是令人深感沉重。关于职

业倦怠研究近些年已有不少，相关报告中，总体得分超出中间值的极为罕见。本

次调查，被试在情绪耗竭总样本得分达3.142，83.5%的受测对象出现不同程度的

情绪耗竭症状，中等程度以上的达49.5%，严重的达20.2%。显示基层公务人员情

绪耗竭症状凸显。 

研究表明，工作本身、组织结构与倾向、干群关系三个维度工作压力源是情

绪耗竭的主效应因素。压力源测量结果也显示，受测人员在上述三个维度压力感

受较高。 

6.3.2  玩世不恭表现也呈相应趋势 

与情绪耗竭表现症状严重相比，玩世不恭表现略为缓和，被试整体得分为

2.735。但也呈现相应的趋势，67.89%的被试有不同程度的玩世不恭表现，中等程

度以上占 34.9%，严重的占 12.8%。 

研究表明，玩世不恭表现与情绪耗竭表现呈正相关，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相

一致。 

回归分析显示，工作本身、组织内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三个维度压力源是玩

世不恭的主效应因素。除了组织内人际关系受测人员压力感受较轻外，另外两个

维度也较重。基层公务人员除接受思想教育外，某种程度上，组织内人际关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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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氛围对玩世不恭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6.3.3  成就感降低维度表现相对较好 

与情绪耗竭、玩世不恭相比，成就感降低维度表现相对较好，被试整体得分

为 2.269。55.05%的被试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感降低表现，中等程度以上占 20.2%，

严重的有 1人。 

研究表明，成就感降低与情绪耗竭呈现低系数负相关，与玩世不恭不明显相

关。相关群体差异也印证这一表现，30 岁以下年龄组情绪耗竭得分较低，成就感

降低却偏重，职级较低人群组也呈同样倾向。回归方程显示，一些压力源会导致

成就感降低，却有不少压力源导致成就感升高。极端情形下，个体如未感受到压

力（全部取值为最低），成就感降低还会达到相当的程度。 

公务人员的工作是公共管理和服务，从事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在压力源分析讨论部分，访谈对象除描述其具体事务情境中所面临的

压力外，也不时流露出对于职业价值本身的自豪感。对于广大公务人员来说，职

业本身除了是谋生的手段外，也是实现其个体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兹用一个案例作为职业倦怠分析讨论部分的总结。 

[案例]2010 年 4 月底某市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创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建全国循环经济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的战略。区委、区政府迅

速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抓好落实，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明显高了许

多，街道负责背街小巷、楼庭院落的卫生，即主要城市干道由城管局负责，

其他地方的环境卫生由街道负责。偏偏才一个月，某街道境内的一个居住

小区出了状况，物管公司宣称退出小区，一时间，小区无人保洁，垃圾遍

地，还停了水，部分居民集结前往市政府上访。 

小区共有 50 栋楼，1172 套房屋，入住 900 余户。小区建设投入使用

不足 8 年，建成后一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物管公司由原房开公司指派，

近年来连年亏损，都是由房开公司补贴，2010 年起房开公司决定不再补贴，

物管公司无以为继，宣称退出。 

造成物管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水损，小区装有一个总水表，近两年来，

每月总水表显示费用在各用户费用总和的三倍左右。据分析是地下管网有

渗漏，多次请过专业人员掘地探寻也没找到症结所在，每月的水费总在 5

万以上，从用户分表收取只有 2 万左右，这自然和房开公司工程质量有直

接关系，加之物管公司由它派生，所以房开公司坚持为此买了一段时间的



第 6 章  基于实证的分析与讨论 

607 

单，直到事件发生——房开公司说保修期已过。另一方面，小区物管费收

取率低，有超过一半的住户长期拖欠物管费，如果正常收取，小区物管费

每月为近 6 万，实收不足 3 万，物管公司帐单显示，部分住户欠费多年累

计，应收未收总数达 50 余万元。物管公司支付工人工资、路灯电费等每

月需 3 万多元，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已欠供水公司水费几个月共 20

多万元，供水公司称，继续拖欠只能停水，物管公司则直接致函请求尽快

停水。 

街道听闻消息，前去协调，了解到的就是这些情况。住户觉得很冤枉，

本来好好的住着，就出了这种事。 

街道挽留物管公司再继续坚持，至少再给一个月缓冲期，一面承诺协

助催交物管费。请房开公司配合物管再查找漏水原因，一面向供水公司咨

询，供水公司表示，水损的事，靠维修处置好的可能性不大，建议重新铺

设管道，安装一户一表，前提是九成住户同意安装、愿意交费才能实施。 

接下来街道在小区张贴公告，告知住户小区症结所在。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小区抓紧成立业主委员会，以便有组织可以代表小区。二是欠费用户

尽快交纳物管费。三是鉴于维修地下管网没有把握，应考虑安装一户一表。

此后便与供水公司接洽，请求对小区一户一表工程进行设计和核算；一周

后在小区公示栏公示仍欠费人员名单，声明如在指定期限内继续拖欠，将

致函业主所在单位催交。 

物管公司暂时留下，也只答应待一个月。必须物设新的物管公司进驻，

但不能由街道去聘，只能由小区住户来确定，多次组织开会，近千住户也

只来几十户代表。成立业主委员会成了当务之急，倘要近千户的大多数来

集体选举，几无可能。于是街道想了一个办法，分头选 50 栋楼的楼长，

再从 50 位楼长中选出业委会成员，即便如此，也只有上门征询意见。街

道便成立工作组，利用下班时间和周末——上门遇到住户机会大的时间，

选举楼长。 

一月期限很快到了，催得 20 多万物管费用，公司勉强支付了拖欠的

水费，物管公司再难挽留。由于工作量大，楼长选举还在进行中，供水公

司一户一表工程的设计和预算已出来，户均 3200 元，街道动用人脉，几经

砍价，优惠价为户均 2600 元。与此同时，由于物管公司撤离，小区又陷入

一片脏乱。 

居民很不满，又去上访，打热线电话，一些人在网上发泄郁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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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记者扛摄像机来拍新闻，市工作督查组来拍照取证……街道的工作人

员说，还有那么多人不交费，真想让它多脏几天，让他们感受不交物管费

是什么结果，交了费的业主也会对欠费人以谴责。但担心被“问责”，只

好临时调集路段上的环卫工人进行保洁。又过了一个月，终于选出 48 名

楼长（2 栋弃权），并集中开会选出 7 名业主委员会成员。 

业主委员会身份合法化事宜还值一表。街道没有批复的资格，告知当

事人需报请住建局批复。上报后，市、区两级住建局均称当由对方批复，

市局拿出其会议纪要，言明该职能已下放区局，区局说是有这事，但他们

没接手，街道办只好去找区长，区长过问，区局说：“领导，这事不能办

哦，麻烦事都交给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他们 300 多人没精力做这事，

我们 30 多人有三头六臂啊。”区长说不管别的，先把这事办了，区局只好

下了文。 

此后，新的物管公司入驻，又过了两个月，住户陆续同意交一户一表

费用，小区生活基本恢复正常①。 

本章案例或访谈以一些琐碎的事务为主，而正是很多的琐碎事务构成了乡镇

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基层公务人员不在政策制订的层面，他们较

多从事执行、协调等事务性工作，在具体情境中，并不一定被当事人或上级了解、

理解，时常面临时间、支持等压力，但他们通常以恰当处理公共事务为目标，“内

紧外松”是基层公务人员经常接受的训导。 

在本案例中，可以体会工作人员可能产生情绪耗竭的逻辑情境，事件进行直

至完毕，其中的人员完全可能产生“工作让我感到身心疲惫”、“工作一天后，我

感到精疲力竭”的耗竭感觉。但在成就感维度，不降反升的可能性较高。 

对于这一案例，笔者曾询问当事人的感想。 

问：这事确实不容易，事情结束之后，大家怎么评价你们的工作？ 

答：没什么好的评价。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只有一个印象，我们这里

惹出些事来，而且处理得慢。老百姓骂的多，说什么居心，才几年的管道

就用不成了，不去找房开商，急着又要住户交钱，肯定是吃回扣，吃了一

回又吃一回。相关单位也没有愉快的感觉。 

问：你觉得这事处理得好吗？ 

答：不太好。该追究的没追究，房开商的工程质量问题、可能需要赔

                                                             
① 资料来源：对 Z 区某街道办副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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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问题、监管部门验收的问题，都没弄明白。我们倒希望住户去起诉，

打官司，事情会明白得多，如果认定都不需要负责任，再安装一户一表大

家心理也会平衡些。那些一直没交费的住户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新公司不

理旧帐，得了甜头的人还会继续。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只是当灭火队员。 

问：那觉得失落吗？ 

答：那倒没有。虽然不讨好，我们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就能力范围内，

我们做了自己能做的①。 

成就感降低维度设计为反向计分，即认可度高，成就感不是降低而是提升。

虽然事情很难，工作人员对于以下陈述：“我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

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当完成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完全可能更有较高的认可度。 

这应是职业倦怠三维度表现特征的逻辑。 

6.4  本章小结 

    通过实证的访谈、具体的案例，探寻和解释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的实际来

源、职业倦怠的具体成因。在压力源六因素中，基层公务人员的压力源特点可以

概括为：工作本身维度人少事多，责任兜底；角色压力维度权责不一、不易把握；

组织内人际关系维度则是抱团取暖、同舟共济；职业发展维度待遇不高、发展机

会少；干群关系维度体现为协调不易、情绪性工作多；而组织结构与倾向为不易

承受之重。这些压力源对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倦怠三维度的影响体现为：对情绪耗

竭通常有直接导致的作用；同时也是玩世不恭的重要成因，但个体玩世不恭的形

成体现更为间接的特点；在成就感降低维度，实际情境中，一些压力源对个体成

就感降低表现确实起到负性的作用。

                                                             
① 对 Z 区某街道办副主任的访谈，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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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管理调适的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和分析讨论，可以判断，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较大、职

业倦怠表现明显，工作压力源是职业倦怠的重要成因。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对职

业倦怠进行预防和干预，对工作压力进行管理和调适，关注基层公务人员的身心

健康，调整他们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风貌，实现人本管理，进一步提高政府绩效。

为此，应从组织、个体两个方面入手，制定应对策略。 

7.1  组织策略 

基层公务人员是基层政府的第一资源，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2010 年 6

月 21日，胡锦涛强调，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遇到的矛盾、困难

多，工作压力大，对他们一定要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①通过实证对工

作压力源、职业倦怠成因的分析研究，建议组织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1、制定目标应尊重实际，安排任务当合理适度 

基层公务人员也称“基层干部”，干部就得干事，他们肩负执行政策、服务民

众的职责，不可推卸。让他们坐享清闲不是本文的初衷，也不是工作压力管理、

职业倦怠干预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基层职能无限，目标过高，任务过多，什么都

要做，那将事与愿违，结果只能是什么都做不好。 

当前，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工作目标制定方面，有好大喜功的倾向，一些数字

指标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就确定下来，以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造成脱离实际，基

层疲于奔命的局面。顺口溜“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

层层注水，水到渠成”嘲讽了这类现象，在目标制定、任务分解方面，一些上级

部门有“拍脑门”的现象，下级没有商议权，只能勉为其难。一些部门借助身居

上级的便利，纵向推诿，更加重了基层的负担，一些职责在没有法规规定、执法

权限、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基本前提下，一句“属地管理”便要求县区级及乡

镇街道基层履行，以检查、考核、问责的方式督办。 

    问卷调查结尾是开放式题目“关于工作压力的调适和管理您的想法和建议”，

主观题的填答率不高，为数不多的回答中，一些话语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人写

道：“你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呢？请问，有什么用呢？”另一位则写道：“下级服从

上级，无话可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无奈。 

                                                             
① 宁晓言：“三个真”诠释总书记的基层情怀，先锋队，2010 年 15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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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状况，基层工作事务已呈不堪负荷的倾向，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制定目标

时应充分尊重实际，安排任务应考虑合理适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权责统

一的原则。首先应尊重客观环境条件，其次应结合基层的职责职能、人力物力，

不宜要求为不能为之事。 

2、政策监督应注重目标与路径指向性的统一 

工作检查是重要的监督方式，目的是确保政策目标落实到位，执行过程不出

或少出偏差。各级政府的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服务人民，但检查过多过频，牵

扯了基层公务人员太多时间和精力，成为基层的负担，对他们办理实事产生挤出

效应，就有些背离初衷。问题不在于检查的出发点，而在于行为方式。听汇报、

查资料、有陪同、搞接待成为检查的惯例，各级部门、各项工作都是如此，基层

负担焉能不重？工作检查的方式、惯例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修正或规范。检查是为

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应过于强调基层形式上的尊重。对于基层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纠正处理不可姑息；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应辩证地看待，督察督办是一

个方面，对于操作中的困难，则应注重指导帮助，为基层排忧解难。那些“只要

结果、不问过程”的领导方式宜慎用，不宜惯用。 

实证案例显示，有时基层政府并非不作为，而是难作为；有时并非有意作为

不当，而是有诸多无奈，规定路径不足以达成既定目标。他们时常缺少必要的支

持，各级职能部门应当加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意识（基层和群众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但基层是群众的服务主体，解决基层的困难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群

众），对于不良事件、矛盾纠纷，不应当简单满足于一线工作人员的“消化”、“摆

平”，或是“责成办理”，应当注重解决问题的根本。一则病态幽默故事讽刺部门

间的职能推诿：一位被箭扎中的病人到医院就医，外科医师把露在外面的部分削

去，病人惊问，里面的一截怎么办，答说，那是内科的事，和我无关。故事过于

夸张，现实中，一些职能部门工作思维和行为方式却有类似的影子，有问题就推，

眼不见为净，该做的不做，基层有苦难言。 

3、关注基层公务人员职业发展，创建科学激励机制 

但凡有事业追求的个体都对职业发展都有期盼。基层公务人员由于“先天不

足”，起点低、空间小，职业发展相对困难。现行体制职业发展路径过于单一，虽

然公务员有分类管理，职务晋升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最主要目标；事业人员有职

称制，在乡镇街道级，限制也很多，比如股室虽有编制多名，聘用中级职称以上

名额只限 1～2名，一些技术人员眼见即便通过资格认证，也聘用无望，失去上进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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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健全多措并举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级各类公务人员的积极性。职

位职级有限，不可能为了激励群体进行普调普惠，可以考虑为在基层服务相当长

时限的人员一定级别的非领导职位，解决其待遇；培训、薪酬、带薪休假、岗位

轮换等激励措施可以进行一定的制度设计，适当增加使用；考虑到基层条件艰苦、

矛盾纠纷多、加班频繁等实际情况，可以给予一定岗位补贴；事业编制职称聘用

尤其不宜限制太多，基层本就需要一线服务的技术人才，现行制度设计不利于吸

引高素质人才，也不利于百姓需求。应当放宽限制，有利于解决现实需求、人才

待遇，也有利于激发基层公务人员的上进心和士气。 

4、注重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创新社会管理 

政府再强，不可能包打天下。基层政府管得过宽过细的结果之一是非政府组

织发展受到抑制，难以成长。基层政府未必有意为之，但在压力型行政体制的工

作任务层层转包下，县区级必须将任务部分转包到乡镇街道，后者又将部分转移

到社区和村，社区、村这本来的自治组织变得很像行政机构，“自治”变了味。一

些适宜非政府组织来做的事，如环境卫生治理、居家养老服务等，都有层层签订

的政府工作目标责任书，管理到每个门面、每个家庭，行政工作包袱很重，非政

府组织却难以插手。 

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注重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政府职能转移重点

不在于职能渗漏下移，而在于对外的转移和放手，专业协会、互助组织、志愿者

服务、技术公司等本可以分担政府的一些职能，但政府生怕出错，如同担心学步

的孩子摔跤，于是长期放不了手。而政府瘦身失去基本前提，以减人为目的的改

革更加加重基层的负担，基层公务人员人少事多，管不好，管不了，工作压力大

继而出现职业倦怠。 

非政府组织成长起来，与政府、公民良性互动，合作治理，政府职能才能真

正实现转移，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5、关注基层公务人员心理健康，建立疏导缓解机制 

工作压力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出现压力导致的相关症状，靠思想

政治工作、理想信念教育未必能够有效干预；个体的“坚持”、“挺住”也难以缓

解其症状，甚至有加重其程度的可能。有必要在心理学、行为学层面进行干预和

调适。 

首先应关注基层公务人员心理健康。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需要专业人员，组

织成员通常只是感受到受关注，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工业人本主义哲学的

创始人之一埃尔顿·梅奥在进行霍桑实验时，起初以为，工厂照明程度的增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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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工作绩效的提高，当发现照明程度降低也引起同样效果时，研究人员十分吃

惊，总结出绩效提高是因为作业人员觉得受关注的结论。梅奥在其学说中告诫管

理者，情感因素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往往比外部激励因素更为巨大①。在样本地区，

笔者在确定选题、发放问卷、进行访谈时，就有不少人员表示感谢、支持，笔者

深知能力有限，做不了什么，深感惭愧。在访谈中，有人说起一个细节，一位领

导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表示，时值紧要时期，基层事情多、任务重、压力大，基层

干部务必保重身体，不许生病，谁在关键时候生了病，耽误了工作，就处分谁。

虽是玩笑之语，与会人员普遍感受到被理解、被关怀的温暖，萌生“士为知己者

拼”的念想。 

其次应建立疏导缓解机制。EAP 服务已被很多知名企业广泛采用，对于公共组

织来讲，不一定非得照搬照用，但应借鉴这样的思路。可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交

心谈心部分加入心理疏导的内容，也可以外请专家进行授课、开辟网站进行咨询

等，总之应有发现问题、缓解和解决问题的相应机制和措施。《小康》杂志曾对近

年来国内公务员心理抑郁不能排解、选择自杀的极端现象进行统计和分析，林喆

评论时指出，如果组织或领导在干部出现这类问题之前没有得到过求助、求救信

号，那是很失败的②。 

7.2  个体策略 

文献综述部分曾提及，在压力→个体→压力结果的过程中，两个环节都有调

节变量，个体因素是调节变量之一。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压力源，受到的作

用力并不相同；相同作用力的压力源，对于不同的个体，产生的结果并不一样。

因此，个体应提高自我的压力应对能力，对工作压力、职业倦怠进行有效调适。 

1、对压力有适当的认知 

工作压力是必定会有的，个体心理应有足够的准备，对压力有所预知和察觉。

没有心理准备或浑然不觉都会导致压力作用力增大，个体还应当留意自己感受压

力的信号，以便自我能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对压力茫然无知相类似，过分估

计压力也会带来压力更大冲击的负面效果，压力源本来就有客观和主观之分，第

一种情况是无视客观，第二种情况则是过分主观。成语“杞人忧天”、“杯弓蛇影”

所蕴含的故事便是自寻烦恼、自添压力的典型。因此对压力应有适当的认知，不

宜过“左”，也不宜过“右”。 

                                                             
① 安德鲁·杜布林：《心理学与工作》，王佳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4～15 页。 
② 鄂璠：中国官员心理压力调查报告，小康，2011 年，第 2 期，第 39 页，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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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公务人员应当明白，职业选择本身就是一份人民的信任和托付，压力是

相伴相随的。事务多、矛盾多，“急、难、险、重”任务本身也是光荣使命，以一

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压力，其负面影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 

2、认知自我 

心理学研究表明，工作压力的表现和影响程度与个体特征有关。如人格特征

取向分为 A型和 B型，A型人格急于赶时间、要求高、成功欲强，而 B型较为从容

和淡定。A 型人格者对工作压力易感，倾向于 A 型的个体对自我的人格特质应有

所认知，在压力情境下注意调整自我的行为方式。按控制点分为内控和外控，内

控者倾向于认为事件进程能由自我掌控，外控者则倾向于事件进程由外界掌控。

前者较为自信，对压力通常有更积极主动的心态，有助于化解压力，倾向外控的

人应培养自信心，增强主动性，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不过内控者对客观环境应

有足够认知，如果盲目自信，自我控制根本不足以应对压力，可能会遭受更为严

重的挫伤，内外控需要有“度”的把握。其他一些偏执的性格特征，如完美主义、

悲观主义，对工作压力都较为易感，个体如有这方面的倾向，应适时自我调整。

还有一些日常工作中的心理误区，如过分概括化——领导批评一次便认为组织否

认自我的工作，群众有所误会便认为服务对象情绪对立等，会莫名增添工作压力，

应意识到此类“压力”来源于自我，消除自己的不良情绪。 

3、掌握一些疏导压力的技巧 

工作压力无可逃避，但可以疏导和缓解。个体通常可以采取的疏导方法有：

倾诉、自我放松、锻炼、建立社会支持等。 

倾诉：将自己工作压力的感受、不良情绪向亲人、朋友、同事、上司等诉说，

仅仅是说出来都会是一种缓解，何况他们还可能给予帮助，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可以考虑咨询专业人员。 

自我放松：放松是心理治疗方法的一种。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压力感受者

有很多自我放松的方法，如安排一个周末外出郊游或痛痛快快地玩一回；在繁忙

中抽空做一点有建设性的小事，如把皮鞋擦亮、给办公桌上的盆花浇水之类；闲

暇时花费一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某种爱好等等。 

锻炼：一些基层公务人员认为，如此繁忙，哪有锻炼的时间，其实几乎没有

人忙到抽不出时间来锻炼，关键在于意识。锻炼可以强健身体，增强体能、精力，

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抗疲劳能力；通过锻炼还可以增强个体的自信心，对心理健康

也有好处。有研究表明，个体在锻炼和快乐的时候都会分泌同一种称为脑内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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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①。 

建立社会支持：个体的亲人、朋友、组织中的成员都可能成为其社会支持来

源，与他们建立友善、紧密的关系，扩大支持网络。在个体遭遇困难时社会支持

系统能提供主观或客观的帮助，与个体共度难关，是压力化解的重要支撑。 

                                                             
① 安德鲁·杜布林：《心理学与工作》王佳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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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8.1  创新之处 

1、以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关于公务员工作压力状况及职

业倦怠表现研究不多，分类研究少，针对乡镇一级公务人员进行专门研究的更少。 

2、研究在基层工作一线进行。弥补了在党校、行政学院等部门进行问卷调查，

可能存在的被试不一定能代表公务人员群体的缺憾。 

3、针对研究对象设计了一套压力源测量量表。在参阅相关文献、继承前人的

基础上，在设计访谈中留意到“组织内人际关系”与“组织外人际关系”对于研

究对象来说感受迥异，惯例的“人际关系”或“工作中的关系”较为笼统，分解

为“组织内人际关系”和“干群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设计量表时

的判断。 

4、对于工作压力来源、职业倦怠成因结合被试的工作特点进行分析讨论。不

仅在心理学研究层面，对于行政管理学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5、实证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如基层公务人员压力来源与其他层级有不同的

倾向，压力源与职业倦怠三维表现相关情形并不趋于一致，年龄、职级、单位类

别之间压力感受和职业倦怠表现差异等。当然，个案研究未必能得出普遍结论，

但是值得今后的实证研究予以留意。 

8.2  不足之处 

1、对于基层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的研究仅限于样本区一个行政区域。虽然

存在与其他片区存在共性的必然性，但也必定存在样本点的个性，相关结论甚至

压力源本身易地未必一致，对于“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整体来讲，存在

“盲人摸象”的可能。 

2、压力源量表由笔者设计。囿于水平，定有不合理和错漏处，有待进一步修

正和完善。 

3、本研究只是一个横断研究，没有进行纵向研究。由于没有不同时点的比较

数据，对于被试工作压力来源、职业倦怠成因的深层次研究来说，是明显的缺憾。 

4、数据采集样本数量有限。一些本来有价值的分类研究囿于样本数量难以进

行，如科级人员中，正科职位与副科职位压力感受和倦怠表现差异值得研究，但

问卷设计担心被试有“对号入座”之虑（在一个单位正科级职位太少），不能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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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50岁以上人员从分类显示，采集数量太少，也没能进行统计分析。 

5、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归结起来都是自我报告法，存在自我报

告法的相关局限或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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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填写本调查问卷。 

    和您一样，我也是一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9

级 MPA 集中班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员、公共事业

人员工作压力状况课题研究。 

    问卷旨在了解当前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基本情况。调查采用

无记名方式填写，答案无对错好坏之分。我们只想了解实际情况和您的真实感受，

问卷结果只用于学术研究，不会用于商业或其他用途，更不会对您的工作、生活

带来任何不良影响。问卷填写约需 15 分钟，请您认真、如实、独立地填写。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课题研究人：林宏                    工作单位：凤凰街道办事处 

        电话：0858-8699009  13885830408     电邮：linhon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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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 工作感受 

请您根据工作中实际感受填写，在相应的选项画“√”。其中①表示“完全不符”；

②表示“不太符合”；③表示“有点符合”；④表示“比较符合”；⑤表示“完全符合”。

感受程度依次递增，请认真选择，如不加区分地集中在某一选项将被归为无效，

并请保证每一题无漏选和选项的唯一性。 

    

完

全

不

符 

不

太

符

合 

有

点

符

合 

比

校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我被委派的工作量多到无法愉快地胜任 ① ② ③ ④ ⑤ 

2 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 ① ② ③ ④ ⑤ 

3 我无法确定何时该做何事 ① ② ③ ④ ⑤ 

4 工作中常感觉人少事多 ① ② ③ ④ ⑤ 

5 我的工作量总是不可预测地出现变化 ① ② ③ ④ ⑤ 

6 我担负的工作责任较大 ① ② ③ ④ ⑤ 

7 无聊的应酬多于做实事，让人感到心累 ① ② ③ ④ ⑤ 

8 工作牵扯了太多精力，难以尽到家庭责任 ① ② ③ ④ ⑤ 

9 我的工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① ② ③ ④ ⑤ 

10 有时收到上级不一致的工作要求 ① ② ③ ④ ⑤ 

11 在工作中，我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 ① ② ③ ④ ⑤ 

12 工作中经常感到自己职责不清，任务不明 ① ② ③ ④ ⑤ 

13 依法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务完成要求不时会发生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14 官场潜规则与自己良心的矛盾让自己感到无可适从 ① ② ③ ④ ⑤ 

15 感觉个人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职责任务的要求 ① ② ③ ④ ⑤ 

16 工作信息交流程度低 ① ② ③ ④ ⑤ 

17 同事之间关系冷漠，很少沟通，不太好交心与共事 ① ② ③ ④ ⑤ 

18 缺乏上级领导的支持 ① ② ③ ④ ⑤ 

19 上下级等级森严，缺乏心与心的沟通 ① ② ③ ④ ⑤ 

20 人情往来（婚、丧、嫁、娶等）支出让我负担沉重 ① ② ③ ④ ⑤ 

21 感觉到人与人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缺少真情 ① ② ③ ④ ⑤ 

22 每天的精力多数用在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① ② ③ ④ ⑤ 



附录 A 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公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调查问卷 

 625 

 

23 面临的职务晋升竞争路径很窄，晋升比较困难 ① ② ③ ④ ⑤ 

24 与其他行业或其他人相比，我的薪酬水平比较低 ① ② ③ ④ ⑤ 

25 升迁与工作好坏没太多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26 单位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很少 ① ② ③ ④ ⑤ 

27 身处基层难以得到领导赏识 ① ② ③ ④ ⑤ 

28 觉得个人职业发展前景比较黯淡 ① ② ③ ④ ⑤ 

29 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工作协调难度较大 ① ② ③ ④ ⑤ 

30 群众经常提出超出我职责权限的要求，难以回应 ① ② ③ ④ ⑤ 

31 工作原因有时不得不“黑脸”对待部分群众 ① ② ③ ④ ⑤ 

32 工作中得不到服务对象的理解 ① ② ③ ④ ⑤ 

33 尽力工作，舆论也是否定多于肯定 ① ② ③ ④ ⑤ 

34 一些群众对基层干部怀有敌意 ① ② ③ ④ ⑤ 

35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我或身边的同事因工作会

与监管服务对象发生冲突，甚至造成身体伤害 
① ② ③ ④ ⑤ 

36 面对埋怨、刁难或冤枉通常只有忍受 ① ② ③ ④ ⑤ 

37 “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较难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38 
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建设欠缺多,社会管理和服务能

力弱 
① ② ③ ④ ⑤ 

39 部门和单位之间职责不清，有扯皮现象 ① ② ③ ④ ⑤ 

40 
部分上级部门安排工作有理想化、即兴化倾向，造

成实施困难 
① ② ③ ④ ⑤ 

41 一些职能部门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硬塞到基层 ① ② ③ ④ ⑤ 

42 上级习惯以“问责”为唬安排任务或提要求 ① ② ③ ④ ⑤ 

43 缺乏民主的工作环境 ① ② ③ ④ ⑤ 

44 上级检查过多过频，应接不暇 ① ② ③ ④ ⑤ 

45 
行政职能转变不够、单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

了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来源：笔者参阅陈国权（2006），组织行为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60 页；

成锡锋（2007），政府部门公务员职业倦怠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122-123 页；罗真真（2008），公务员工作压力及管理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第 55-56 页；张家云（2008）,乡镇公务员工作压力管理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51-54 页等工作压力问卷，结合对 32 名基层公务人

员的访谈收集、提炼后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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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二、 职业倦怠 

请您根据您工作的实际感受选择，在相应的答案上面画“√”。其中①表示“从未如

此”，②表示“很少如此”，③表示“有时如此”，④表示“经常如此”，⑤表示“一直

如此”，感受程度依次增强。 

    

从

未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有

时

如

此 

经

常

如

此 

一

直

如

此 

1 工作让我感受身心疲惫 ① ② ③ ④ ⑤ 

2 工作一天后，我感觉精疲力竭 ① ② ③ ④ ⑤ 

3 
早晨起床不得不去面对一天的工作时，我感觉非常

累 
① ② ③ ④ ⑤ 

4 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 ① ② ③ ④ ⑤ 

5 工作让我有快要崩溃的感觉 ① ② ③ ④ ⑤ 

6 自从开始干这份工作，我对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 ① ② ③ ④ ⑤ 

7 我对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 ① ② ③ ④ ⑤ 

8 我怀疑自己所做的工作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9 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有贡献越来越不关心 ① ② ③ ④ ⑤ 

10 我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11 我觉得我在为单位作有用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12 在我看来，我擅长于自己的工作 ① ② ③ ④ ⑤ 

13 当完成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① ② ③ ④ ⑤ 

14 我完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① ② ③ ④ ⑤ 

15 我自信自己能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来源：李超平修订，国内版 MBI-GS 量表（参阅成锡锋（2007），政府部门公务员职业

倦怠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31 页，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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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一、 个人基本情况（请在符合的选项数字代号处画“√”。） 

1 您的性别  ①男   ②女 

2 您的年龄  ①30 以下  ②31-40  ③41-50  ④51-60 

3 您的学历  ①高中以下 ②高中或中专 ③大专 ④本科 ⑤本科以上 

4 您的婚姻状况  ①未婚  ② 已婚  ③离异  ④丧偶 

5 您所处的职位职级  

   ①办事员或科员 ②股室负责人或副职 ③科级（含正、副科）负责人 

6 您的年收入（含工资、津补贴、奖金、各类福利等） 

   ①2 万以下 ②2-3 万 ③3-4 万 ④4-5 万  ⑤5-6 万  ⑥6 万以上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合作！ 

 关于工作压力的调适和管理您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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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问卷调查部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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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1971 年 5 月 30 日出生于贵州省威宁县。 

1988 年 9 月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1992 年 7 月本科毕业。 

2010 年 3 月考入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 

2003 年 2 月至今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工作。 

 

 

 

发表的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