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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9日， 安徽省含山县环峰小学开展以
“关爱心理健康、 释放心中压力” 为主题的教师减压活
动， 校方通过举办心理讲座、 设立涂鸦墙、 开展减压
游戏等让教师们缓解工作压力， 放松心情， 以此迎接
教师节的到来。

上图为教师在涂鸦墙前涂鸦。
下图为教师参加减压游戏。 CFP供图

■时蕾

在现实生活中， 不乏因病倒在讲台上
的教师， 也不乏因病而无法继续站在讲台
上的教师。 每每看到这些教师的事迹， 我
们无不感动敬佩， 但我们更希望教师有一
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为教育奉献更多的智
慧和力量。 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教师健康问题尚未引起高度关注。 不久
前,新疆昌吉州对教职工健康状况进行了
调查， 并对外发布了教职工健康状况调研
报告。 从报告数据来看， 教职工健康状况
不容乐观， 急需高度关注。

昌吉州半数教师身患疾
病， 癌症患者有增多趋势

新疆昌吉州调查教职工健康状况的起
因， 是该州有部分学校工会反映， 近年来
教师癌症患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为此，
昌吉州教育工会对全州患有癌症的教师进
行了初步统计， 目前全州患有癌症的教职
工有124人， 其中女教职工91人。 这一数
据引发了该州对教师健康问题的关注。

基于此， 昌吉州教育工会将2013年
定为“关注教职工身心健康年”， 先后下
发文件向各级教育工会部署安排， 就教职
工健康状况、 大病基本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活动， 力争通过调查分析全州一线教师身
心健康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提高
教职工健康水平的建议和措施。

此次健康状况调查中的“十大疾病”，
主要是依据全国总工会帮扶系统中的大病
标准而定， 调查对象主要是学校在职教
师， 分别按照性别、 年龄、 教学阶段的不
同， 对教师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科学细致
的分析了解。

昌吉州共有152个公办学校、 州直3
所民办学校、 县市3所民办幼儿园参与了
这次大病调查， 只有6所学校 （幼儿园）
反映没有大病患者， 其余152所学校 （幼
儿园） 工会都上报了相关数据。

根据统计， 目前， 该州在职教职工
17315人中， 有8626人患有“十大疾病”
中的不同疾病，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
50%， 其中癌症患者124人， 占在职教师
总人数的0.7%； 心脑血管病患者1265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7%； 尿毒症患者29
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0.1% ； 精神
（心理） 疾病患者144人， 占在职教师总
人数的0.8%； 肝病患者242人， 占在职教
师总人数的1%； 血液病患者105人， 占
在职教师总人数的0.6%； 糖尿病患者426
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2.5%； 腰颈椎
病患者4598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
27%； 高血压病患者1568人， 占在职教
师总人数的9%； 肺病患者125人， 占在职
教师总人数的0.7%。

根据以上教师大病情况数据来看， 昌
吉州教职工整体健康现状不容乐观， 腰颈
椎病比重最大,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肝病所占比例也不小， 腰颈椎
病、 精神 （心理） 疾病、 肺病已成为教师
的几大职业病， 急需高度关注。

男教师总体患病比例偏
高， 部分教师因病致贫

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 男教师总
体患病比例偏高。

男教师患病者中， 心脑血管病、 肝
病、 糖尿病占比偏大。 一方面与新疆的饮
食习惯极易引起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和
肝病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教师工作压力有
一定的关系。

数据显示， 男教师的精神 （心理） 疾
病比女教师多1.8%， 这是因为男教师在
家庭中都是顶梁柱， 在单位也是不可或缺
的主力军， 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都比较
大， 因此精神压力就相对较大。 教师肺

病患病率也不低， 男教师比女教师
多0.4%， 这与性别和教师职业

有很大关系， 每天都要与粉

笔打交道， 粉尘过量吸入， 势必就影响肺
部健康， 而有些男教师还爱吸烟， 从而加
大了肺病的患病率。

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女教师癌症患病
率比男教师略高， 因工作压力大， 导致女
性的“两癌” 患病率也相应增加。 昌吉州
所属昌吉市在职教师患癌症有21人， 其
中女教师就有14人， “两癌” 患者有10
人， 占71%。

目前该州农村在职教师共有4503人，
患有“十大疾病” 的职工有2272人， 占
农村在职教师的50%， 约占总在职教师的
13%。 其中30岁以下616人， 患病者43
人， 占同龄农村教师的7%， 占农村在职
教师的1%， 约占总在职教师的0.2%。 由
于年纪轻， 精力相对较旺盛， 免疫力和抵
抗力较强， 因此患病率较低。 31至45岁
2231人， 患病者750人， 占同龄农村教师
的34%， 占农村在职教师的17%， 约占总
在职教师的4%， 其中癌症患者就有26人，
占农村教师的0.6%， 占总在职教师人数
的0.2%。 在全州这个年龄段患有癌症的
教师就达53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
0.3%， 肺病患者39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
数的0.2%。 调查报告认为， 中年教师是
事业心、 责任心最强的时候， 为了教育事
业的发展， 往往身体有点毛病都没有放在
心上， 这是中年教师患重大疾病比例较高
的主要原因。 46至56岁的农村教师有
1656人， 患病者1266人， 占同龄农村教
师的76%， 占农村在职教师的28%， 约占
总在职教师的10%，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
随着年龄的增大， 教师即将面临退休， 积
劳成疾， 患病率也随之不断增多， 全州在
这个年龄段患有癌症的教师达70人， 占
在职教师总人数的0.4%， 肺病患者82人，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0.5%。

根据困难教职工档案显示， 昌吉州现
有特困教职工248人， 其中因病致困有
104人， 占困难教职工总数的42%。 调查
报告分析认为， 这些患病教职工虽有医
保， 但因长期看病每月工资还不够医药
费， 有些药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同时
还要养活全家老小， 又要供孩子上学， 经
济非常拮据， 从而导致家庭贫困。

教师加班时间较长， 自我
保健意识差

此次调查关注了教师的工作时间。 报
告数据显示， 教师用于工作的时间较长。
调查数据显示， 教师在校工作时间8至10
小时的有2240人， 占83%； 除了上课，
教师下班后业余时间1至2小时用于备课、
批改作业、 个别辅导、 指导课外活动、 做
学生思想工作、 搞教育科研、 家访、 学历
进修等工作的有1914人， 占71.2%； 早上
8至9点上班的教师有2055人， 占76.2%，
晚上7至9点下班的教师有1969人， 占
72.9%。

调查问卷显示， 认为课改后压力增大
很多或增加一些有2063人， 占76%； 感
受到很轻松和比较轻松的有245人， 只占
9.1%， 认为教师职业比较劳累和很劳累
的有1986人， 占73.6%， 认为劳累压力增
加的主要原因来自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有
1377人， 占51%， 认为来自学校与各部
门的各种检查评比的有 1416人 ， 占
52.5%， 认为来自工作环境、 人际关系和
缺少文娱体育活动等的有 1573人， 占
57.3%， 认为来自学生品德教育的压力的
有641人， 占23.8%。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教师自我保健意
识差。 根据调查问卷内容统计， 比较关注
自己的健康状况但不是很放在心上的教师
有1330人， 占49.3%； 很少关注自己的健
康状况， 不到万不得已不看病的教师有
631人， 占23.4%。 经常锻炼的有540人，
占20%， 偶尔参加体育锻炼的有1573人，
占 58.3% ， 从 不 锻 炼 的 有 529人 ， 占
19.6%。 总体而言， 教师的社会交往面较
窄， 缺乏体育锻炼， 休闲活动也比较单
一， 看电视、 上网或睡觉成为大多数教师
的休闲活动方式。 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
炼， 由于缺乏锻炼从而导致身体健康状

况不佳。
调查显示， 教职工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和工伤保险都能按规定缴纳。
希望政府或相关部门立即将改
善教师健康的工作摆上议事日
程的教师有1095人， 占40.6%；
希望政府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师
评价体制， 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

氛围的教师有1052人， 占39%；
希望进一步改善教师待遇和工作条

件的教师有1392人， 占51.6%； 希望
政府充分尊重教师， 依法行政， 贯彻落
实 《教师法》， 相关部门整合或取消各种
各样的检查， 让教育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
的教师有2355人， 占87.3%； 希望加强学
院体育场馆建设， 引导老师加强体育锻
炼， 工会多开展有关健康的宣传和讲座，
让教师注重健康的有723人， 占教师的
26.8%。

工作压力大成影响教师身心
健康的“罪魁祸首”

调查报告认为， 工作压力大已成为影响
教师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 具体表现为，
社会压力带来的焦虑感、 紧张感， 学校压力
带来的抱怨感、 倦怠感， 学生压力带来的困
惑感、 危机感， 同行压力带来的不安感、 落
差感， 自身压力带来的自卑感、 无助感等。

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社会、 家长对
教育的高要求， 给教师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压
力。 家长把望子成龙的愿望转嫁到教师身
上， 而且随时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
对于家庭作业的安排， 如不安排家长有意
见， 说老师太懒， 如布置作业， 家长还是有
意见， 说孩子太累。 教师们处处谨慎小心，
尤其是教育学生时心理压力更大， 生怕由于
孩子心理素质差、 承受能力低而发生不该发
生的事。

其次是来自工作的压力。 十年树木、 百
年树人， 教师工作的成就感不能“立竿见
影”， 往往经过一个缓慢的阶段才能逐渐显
现， 这也让不少教师在辛苦的付出与心理成
就感之间形成落差， 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他
们可以不在乎收入的多少， 但在乎社会的理
解、 别人的尊重和工作的实效， 所以， 教师
心理压力很大。 同时， 教师在学校里往往都
独当一面， 承担着繁重的教学、 教研、 管理
任务， 是教育工作的骨干， 白天要为学生上
课、 辅导、 做思想工作等， 每天工作时间远
远超过其他行业， 业余时间还要批改作业、
备课、 自我学习、 写论文等， 除此之外， 教
师还要承担许多其他事务， 如学生的活动、
用餐、 安全、 校外表现等， 教师工作总体上
可以用一个字概括， 那就是“累”， 可谓是
身累、 脑累、 心累。

再其次是来自学校的压力。 现在的教师
每天都处在两难之中： 不严格管理不符合上
级、 家长的要求和职业道德的要求， 也是对
孩子的不负责任。 如果严格管理稍有偏差，
随时都会引火烧身。 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
也必然影响到教师的身心健康。 同时， 学校
人事制度改革、 应试环境下的教师评价也给
教师带来较大的压力。 教师考核中， 把学生
的考分作为一项硬性指标， 而且考核结果与
职称评审等密切挂钩。 教师们还要面对应试
的压力、 教师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 教育主
管部门、 学校领导以高中的上线率来评价教
师的创造性劳动， 教师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都
放在学生身上， 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失
望、 沮丧等情绪就会产生。 长年累月的忙
碌， 身心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和调节， 就会导
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最后是来自教师自身的压力。 调查把大
病调查的十大疾病和问卷调查涉及的13种
疾病归纳为以下六大类： 一是咽喉炎、 肺
病， 粉笔粉尘对教师的咽喉和肺部有损伤，
由于老师用声比较多， 声带也是老师容易受
伤的部位之一， 表现为喉咙痛、 说话声音沙
哑； 二是颈椎腰椎问题， 教师备课和批改作
业需要长时间伏案工作， 会使腰肌和颈椎一
直处于紧张状态， 时间久了会造成慢性腰肌
劳损和颈椎疾病， 会演变为颈椎退化性关节
炎或肩周炎； 三是双腿问题， 大多数的老师
站着讲课的时间比较多， 腿部肌肉长期处于

紧张状态， 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四是神经系
统的精神 （心理） 疾病， 教师用脑过度， 加
上工作压力加重而导致巨大的精神负担， 易
引发与情绪不稳相关的疾病， 出现头晕、 失
眠、 早醒、 精神萎靡不振等症状， 有些教师
甚至出现忧郁症、 焦虑症等神经性疾病； 五
是心血管疾病， 教师的工作压力大， 持续疲
劳， 同时运动严重不足， 造成高血脂、 高血
糖患者也非常多； 六是消化系统疾病， 在教
师人群中， 胆囊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 脂肪
肝患者更有两成， 再加上胃炎、 胃溃疡人
群， 消化系统疾病在教师的常见病中也占了
不小比例。

针对这些疾病， 教师如果保健意识不
强、 保健知识缺乏， 再加上饮食不够合理，
生活没有规律， 经常熬夜等， 致使机体免疫
力下降， 就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 从心理学
角度说， 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 不能忍受
困难与挫折的考验， 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
谐， 不能接受新事物等， 使自己长时间处于
紧张状态， 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关心和关注教师身心健康应
做到“六化”

社会、 政府、 学校关心和关注教师身心
健康， 应做到“六化”， 即理念化、 框架化、
常态化、 务实化、 激励化和精品化。

一是实现“理念化”。 建议政府应从政
策着手， 加大执法力度， 维护教师的合法权
益、 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
位， 关心关注教师身心健康， 适时能结合实
际出台关于关爱教师身心健康、 促进教育和
谐发展的实施意见， 把关注教师身心健康作
为一种文化， 形成一种理念贯穿到教育系
统。 以科学的舆论引导社会、 家长了解教
育， 理解教师。 增加学校开放日的次数， 加
强教师与家长、 社会的沟通， 努力营造全社
会有利于教师身心健康的氛围。 各级学校还
应进一步明确教师的责任， 不能学生一出家
门就是老师的责任， 落实责任要有法规规定
文件等依据， 不能随口说是老师的责任， 给
老师带来压力。

二是形成“框架化”。 光有良好的外部
环境， 没有实际长效的内在机制， 关爱教职
工的身心健康也只能是句空话。 学校作为教
育管理者， 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
境， 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 都必须考虑到教
师心理这一层面， 把大部分教师的心理承受
能力作为改革的底线。 坚持以人为本， 切实
关心教师疾苦， 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 提高
教师待遇， 为教师提供安居乐业的工作环
境。 不断改进领导方式， 推行人性化管理，
积极营造有利于保持教师心理健康的内在环
境。 要将加强相关经费的投入和支持、 设置
专门的教师心理咨询室、 配备专职心理咨询
师、 把心理健康作为教师任职资格的重要条
件之一等， 形成相应制度， 搭建一个平台，
形成一定的框架， 把“重视教师身心健康”
工程贯彻落实到位。

三是坚持“常态化”。 关心关注教师身
心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各级学校要做
到“两树立， 两应该， 两多为”。 要树立以
人为本的思想， 尊重教师， 以诚相待， 公平
公正， 努力为教师排忧解难， 关心教师的工
作和生活， 创设民主、 和谐的校园环境， 减

轻教师工作压力； 要树立为教师的身体健康
服务的意识， 思想上重视， 行动上落实， 为
教师提供休息的机会， 做到时间保证、 经费
落实， 使教师放松心情、 调节情绪、 恢复体
力、 增强凝聚力。 应该建立合理的评价方式
和科学的评价标准， 多角度全方位对教师创
造性劳动作出综合评价， 不要使应试分数束
缚教师的手脚、 消磨教师的热情； 应该协调
好校内各项工作， 并对上级各部门布置的任
务进行整合， 努力减少教师在事务性工作上
所花的精力。 多为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发
挥才能的舞台， 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教学
反思能力和压力应对能力， 鼓励教师大胆工
作、 开拓创新， 提高教师工作效率和心理满
意度， 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预防、 减少
和杜绝职业倦怠的出现； 多为教师提供休息
的时间和机会。

四是推行“务实化”。 将关心关爱教师
身心健康工作纳入到单位的综合目标考核，
并量化、 细化， 与党政工作同部署、 同安
排、 同落实、 同检查； 要把学校是否建立心
理咨询室、 发泄室、 配置心理教师， 是否建
立室内健身房、 配置配全健身器材等作为考
核标准进行考核。 同时， 加强对校长的职业
培训， 使校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科学管理
的理念， 创造一种和谐、 宽松的育人环境，
关爱教师， 关爱学生。 尝试成立“教师中
心”， 由几个学校组成服务于该区域教师的
机构， 为教师提供一个可以与同行讨论教学
问题、 获得新的教学技巧和心理支持的场
所。 积极协调营造宽松的医疗环境， 有关部
门应明确规定体检时间与体检经费的落实，
健全一年一度的教师健康检查制度。 学校出
面协调医院为教师建立健康数据库， 实行长
期的跟踪体检、 定期疗养， 为他们构筑一道
预防疾病的屏障。

五是抓好“激励化”。 学校应尽量禁止
教师搞题海战术、 片面追求升学率， 营造好
领导与教师、 教师与教师、 教师与家长、 教
师与学生之间良好人际关系， 消除教师怕领
导、 怕家长、 怕学生的心理障碍。 切实减轻
教师工作量。 接受调查的教师中， 一半教师
反映工作量大。 学校领导应严格按照教学大
纲中的要求， 避免超课时安排课程， 杜绝加
班加点。 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入学校， 对学校
安排教师超工作量的劳动进行治理。 提高教
师福利待遇。 尽可能形成教师付出与收入相
配， 不要一味只提倡讲奉献。 拆除某些不合
理的评职篱笆， 变评职压力为动力。

六是树立“精品化”。 教会教师妥善安
排时间， 合理分配精力， 提高工作效率， 采
取适当手段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 避免身心
经常处于疲惫状态； 学习心理保健和预防心
理疾病的知识， 保持良好的心境， 形成良好
的心理素质； 主动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 广
泛接触社会， 参与社会活动， 提高人际交往
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重视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的同时， 主动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 注意
膳食平衡， 合理安排膳食结构， 养成有规律
的生活习惯； 在工作中注意劳逸结合， 学会
放松。 总之， 引领教师掌握适当的压力应对
方法， 保持健康、 乐观、 积极向上心态， 在
面临压力时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调控， 以缓
解压力。

（作者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教育工会）

中小学教师健康急需高度关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教职工健康状况调研报告

■调查结
果显示， 昌吉州
教职工整体健康
现状不容乐观，
腰颈椎病比重最
大 ,高血压、 心
脑血管疾病、 糖
尿病和肝病所占
比例也不小， 腰
颈椎病 、 精神
（心理） 疾病、
肺病已成为教师
的几大职业病，
急需高度关注。

■调查报告
认为， 工作压力
大已成为影响教
师身心健康的
“罪魁祸首”。 具
体表现为， 社会
压力带来的焦虑
感、 紧张感， 学
校压力带来的抱
怨感、 倦怠感，
学生压力带来的
困惑感 、 危机
感， 同行压力带
来的不安感、 落
差感， 自身压力
带来的自卑感、
无助感等。

■政府、 学
校关心和关注教
师身心健康， 应
做到“六化”，
即理念化、 框架
化、 常态化、 务
实化、 激励化和
精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