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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仅要完成基本工作任务，还要付出许多

职责外的心血。这些额外付出在学术领域被称为组

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简
称OCB）。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教师在非基本工

作要求下，自发表现出的、超越角色标准的主动、积

极、正面、尽职、利他的行为 [1]。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有助于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优化道德素质；增强

教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潜移默化地影响校园文化

氛围，有利于提高学校组织效能，是影响学校战斗力

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2]。

已有研究表明 [3]，工作重塑对工作绩效有积极

预测作用。而组织公民行为又是工作绩效中典型的

人际绩效[2]。工作重塑（Job Crafting）指“个体在工作

任务和工作关系上所做的身体或认知改变”[4]。工

作重塑是在现代工作背景下人们获得意义感的一条

关键途径[5]，是个体改善工作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6]，

对组织也有积极影响[7]。研究表明[8，9]，工作重塑可以

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使教师体验到教学工作的

价值；另外，工作重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的

职业倦怠。因此，进行工作重塑的教师，重新认识自

己的工作，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有重要意义。目

前研究表明[3，10]，工作重塑对工作意义感、工作投入

和工作绩效等有积极预测作用。因此，教师进行工

作重塑可使其体会到工作的乐趣和意义，促使其产

生组织公民行为。

工作投入（Job Engagement）是指教师对其本职

工作积极主动的态度和热爱迷恋的程度，它不仅影

响教师自身的生活质量及专业成长，更会影响学校

教育质量及学生的健康成长 [11]。已有研究表明 [12]，

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存在相关。工作重塑能够正向

预测教师工作投入 [9]；提升工作意义也有利于促进

工作投入[13]。同时，工作投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

正相关，投入越多其组织公民行为越多。研究发

现[14]，教师的工作投入显著预测组织公民行为。工

作投入状态能影响个体幸福感[15]，幸福感高的人更

愿意或者更多地产生组织公民行为[16]。可见，工作

投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密切相关性。工作投入是组织

公民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

综上所述，工作重塑、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

三者密切相关，但关于三者关系机制的研究不多

见。因此，本研究以中学教师为对象，旨在探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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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工作重塑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三者间的关

系。本研究假设：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教师组织

公民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是来自东部地区（北京、山东等）多所

中学的教师。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446份，回收有效问卷 38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6.1%。其中男教师 126人（32.8%），女教师 258人

（67.2%）；城镇样本190人（49.5%），城市样本194人
（50.5%）；大专学历教师有 18人（4.7%），本科学历

238人（62.0%），研究生学历128人（33.3%）。

1.2 工具

1.2.1 中小学教师工作重塑量表 该量表由齐亚

静等编制，共有 22个项目，分为五个维度：技能重

塑、任务重塑、角色重塑、认知重塑和关系重塑。量

表采用 5点记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

合)，分数越高表明工作重塑程度越高。本研究在数

据分析处理中剔除了“遇到难题，会寻求同事建议”

一项，原因是该项所在的关系重塑维度信度值低，删

除后该维度信度达到要求。本研究的α系数为0.90。
1.2.2 中小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采用王建

康专门针对我国大陆地区中小学教师编制的问卷，

该量表分为七个维度：关心学生学习生活、关心学生

思想交流、自我提升、积极主动、帮助同事、保护学校

资源和维护学校形象，共27个项目。同样采用5点
记分，分数越高教师OCB表现越多。本研究α系数

为0.93。
1.2.3 教师工作投入量表 该量表由张轶文和甘

怡群修订，分为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共 15
个项目。采用 5点记分，分数越高投入越多。本研

究α系数为0.92。
1.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3个，且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27%，小于临界标准

40%，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1.4 数据处理

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及变量

间的相关矩阵见表 1。结果显示，工作重塑与工作

投入、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均是显著正相关；工

作投入也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

2.2 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

以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因变量，工作重塑和

工作投入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 2。
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教师组织公

民行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分析

表3 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教师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3 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

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检验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和教师组织公民

行为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进行逐步回归预测。

第一步考察工作重塑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预测作

用，第二步考察工作重塑对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第

三步考察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 3所示，工作投入在工作重

塑和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Baron和Kenny检验中介效应的三个步骤

将上述路径系数分解。没有纳入中介变量工作投入

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即工作重塑到教师

组织公民行为的总效应 c=0.62，P<0.001。中介变量

工作投入到自变量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效应为

0.40，P<0.001，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当中介

变量被纳入方程之后，工作重塑到教师组织公民行

为的效应为0.37，P<0.001，效应依然显著，这就说明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c’=0.256，
占总体变异的比率为c’/c=41.29%。

变量

工作重塑

工作投入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M±SD
82.38±10.32
56.13±9.05

109.71±12.54

工作

重塑

0.64**
0.62**

工作

投入

0.64**

教师组织

公民行为

因变量

教师组织

公民行为

模型

工作投入

工作重塑

R
0.64
0.70

R2

0.41
0.49

△R2

0.41
0.08

F
259.52***
179.38***

B
0.56
0.45

β
0.40
0.37

t
8.44***
7.71***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因变量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工作投入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自变量

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

工作投入

R2

0.039
0.405
0.485
0.405

F
242.89***
259.75***
179.38***
259.52***

β
0.62
0.64
0.37
0.40

t
15.59***
16.12***
7.71***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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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学教师工作重塑与组织

公民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工作重塑显著正向预测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以往研究一致 [3]。Bullough
认为，教师发展自主性是教师不断超越自我的的核

心特征。这不仅是教师发展和实现自我的过程，更

是教师作为主体，自觉、主动、能动、可持续建构自我

的过程[17]。工作重塑使教师具有了主体地位，在教

学工作中，更加灵活地调整工作模块间的组合，使其

契合本身的兴趣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我

评价和情绪比较积极，容易获得成就感和效能感，因

而愿意帮助同事、为学校发展建言等，产生组织公民

行为。

本研究中教师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呈现显著正

相关，工作重塑对工作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

说明教师工作投入随着工作重塑的水平提高而增

多，教师对其所从事教学的重塑行为范围越广、频率

越高，其工作投入的时间、精力等也就越多。在教学

中，教师作为主体感受到的价值和意义越多，就越觉

得工作值得投入。同时，工作投入与教师组织公民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组织公民行为会受到工作

投入的影响，两者关系密切[18]。这说明随着个体工

作投入水平的提升，教师职业认同感提升，在行为上

对学生、对同事、对学校的额外付出就会增多，因此

更愿意参与教育、教学等学校集体活动。

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

中介效应显著。这表明，教师工作重塑部分地通过

工作投入影响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即工作重塑水平

高的教师，更愿意投入到工作中，会主动完成工作要

求外的任务。理性行为主义理论强调认识是理性

的，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会预期行为的意

义和结果。随着教师工作重塑水平的提高，投入的

时间、情感和精力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教师体验到

预期的职业意义，对自我发展、教学等投入越多，对

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意义的理解就更为深刻，自

然格外关心学生的学习、成长，愿意付出额外努力，

作更多的贡献。综上所述，工作投入在工作重塑与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激励理论认为，尊重、责任、成就、价值等因素对

个体工作动力的激发具有内在性。工作重塑促使个

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工作调整和改变，克服外部

改变给个体造成的不适感和心理叛逆，使得个体发

现自己的优势并利用偏好赋予工作乐趣和意义。这

样所形成的工作动力源自于个体内心，更具有主动

性、自觉性和积极性。与外部激励相比，工作重塑对

于个体未来发展更有推动力，时间更持久。此外，根

据自我决定理论，自主需求是基本心理需求之一，是

指个体的行为取决于自我选择。研究发现，教师基

本心理需求满足与工作投入间存在着因果关系[19]，

说明教师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会有效提高工作

投入水平。本研究与此有一致性。教师工作重塑过

程中对工作的控制感更高，感受到他人的尊重，愿意

投入到工作中。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塑程度越高，

其在身体、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工作投入就越高，越

能感受到作为教师的愉悦感，而更加愿意付出额外

的时间、经验帮助学生或同事，愿意为学校发展抛洒

热血情怀。因此，认识和理解工作重塑并付诸行动

的教师，会不断提高教学技能、专业能力等，努力实

现自身发展，并与团队一起实践持续性专业发展，获

得创新和改变的成就感。另外，归属需要作为人类

基本动机的人际依恋而出现，在人际互动连接中产

生意义感和幸福感，教师在帮助学生、同事的过程

中，建立亲密友好的人际关系，提高了人际绩效，因

而对学校也就更有归属感和温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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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对方的话题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可以看出，

丈夫的互动模式对于情境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妻子

的互动模式对于情境的变化不敏感。

本研究一方面发现妻子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比丈

夫更指责、敌意、具有攻击性。可能的解释有两种，

一是性别角色差异说[13]，即由于性别角色社会化不

同，女性更多在关系中获得价值，担心被拒绝和抛

弃，对对方的敌意其实是这种恐惧感的投射；另一种

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结构差异说，女性在家庭中参与

了更多的家庭事务，遇到的问题更多，在问题得不到

解决时，就会有更多的指责。

而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了互动模式的话题提出人

效应和情境效应。因此，我们提出互动模式的“情境

影响说”。即夫妻的互动模式受到其是申诉方还是

受诉方，是问题解决情境还是社会支持情境的影响，

特别是丈夫，在讨论自己想要对方改变的话题时，丈

夫能更积极的卷入谈话；在妻子比较脆弱，需要支持

时，也能够积极卷入谈话并提供情感支持。而妻子

都是在对方提出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更多的

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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