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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embody the market competition principle of "more pay for more 

work". Though this spirit inspire enthusiasm of university teacher, it makes the growing income gap between teachers more.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emphasis on salary, the evaluation guide for universities and the desire to quickly changing into a best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sugges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hould control income gap reasonably; 

reform of college teacher evaluation methods, using multiple mechanism of evaluation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functions better; internal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formulated in moderate to young people inclined, stimulate their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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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策略探析 

张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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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内部收入分配中的市场竞争原则在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这一精神和激励广大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同时，

也使得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过分强调薪酬的杠杆作用、高校评价机制的导向作用和高校办学过程中

的急功近利。本文建议，高校在进行内部收入分配改革时一定要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改革高校教师评价导向，采用多元的评价机制，

以更好地完成高校的各项职能；内部收入分配政策在制定时适度向年轻人倾斜，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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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高校内部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收入分配改革，

实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已经成为高校收入分配改革

的共识，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分配模式。这些分配模

式在在稳定教师队伍、吸引人才、调动教师积极性、鼓励

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激励高校职工在培养人

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与传承等方面起到了

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各高校实行绩效

工资（津贴工资）以后，高校内部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

过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学科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高级人才的稳定。 

1. 差距与竞争：高校薪酬体系的目的及矛盾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高校属于事业单位。高校内部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上和其它事业单位是同时进行的。从

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我国事业

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 20 余年历程。期间，由于工资制度与

事业单位职工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需要，体现市场经济下“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原则，

经历了多次改革[1]，直到 2006 年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才形成了全新的包含了岗位激励、资历激励、能力

激励、创收激励等基本形式的薪酬结构，基本适应了事业

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的要求，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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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2]，

体现了精神劳动的价值，提高精神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然而，就高校而言，新的薪酬制度的出现在进一步把分配

权放入高校手中使学校拥有自主分配权，产生出灵活多样

的分配形式和方法，激活高校内部的分配管理的同时，也

导致了教师因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以及教师感知的分配公平

性满意程度不高而对薪酬满意的总体认知程度比较低。[3]
 

1.1  基于差距的薪酬体系使教师的收入差距逐渐在加大 

继2006年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把高校职工薪酬结构

分为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津贴补贴等部分后[4]，2008 年

教育部所属高校启动的教师评级定岗，在高等学校教师职

务仍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基础上，把教授对应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一至四级、副教授对应的专业技术岗位

定为五至七级、讲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定为八至十级、助

教对应专业技术岗位确定为十一至十三级，共计 13 个岗位

等级，使得教师们即使职称一样，也将根据不同级别享受

不同待遇，并对不同级别岗位之间的比例做了严格规定[5]。

虽然岗位工资充分考虑职工在职期间承担的责任与贡献，

薪级工资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和资历，既考虑工

作岗位的区别，也考虑工作年限和任职年限，但从整体上

看，资历、头衔和工龄在此次评级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且

薪酬待遇划分越来越细。这一制度的实施，客观使得在同

一单位中薪酬最高者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

由于后续调整也都建立在这种差距之上，以后的差距还会

更加扩大。[6]
 

1.2  不同学科教学科研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 

由于高校目前收入分配基本仍采用 2006 年的改革方

案，除了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等相对固定的收入之外，津

贴补贴则成为高校教师收入的重要补充。从目前来看，高

校教师的津贴补贴主要包括发表论文的奖励、出版著作或

教材的奖励、课题经费及配套经费、发明创造或技术转让

后学校的奖励等等，这些奖励中补贴之间又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例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课题在经费支持上就存在

极大差异。以 201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与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经费支持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申报课题的

资助额度为：重点项目 25-30 万元，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15-18 万元，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重大项目资助强度为 1500

万～2000 万元，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 73.89 万元，重

点项目的资助额度约为 291.26 万元。[7]虽然在经费实际使

用中，自然科学的确需要大量经费，但如果各个学校在奖

励或补贴时以课题经费为基准，那么很明显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的获得者必然会得到大量的奖励和补贴。 

1.3 各类岗位之间的收入、在职教师与退休人员收入差距

大，青年教师收入存在普遍低。 

由于高校收入分配是以学校收益为前提的，因此在高

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就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创造倾向，即

向一线教师倾斜，向在职工作人员倾斜。这一倾向导致的

结果就是管理岗收入往往较教学科研岗低，退休人员收入

较在职教师收入低。例如，以某高校 2012 年教学科研岗位

与管理岗位之间收入为例，教学科研人员平均年津贴收入

为 56000 元（不含课时费），管理岗位人员年收入为 42000

元；退休人员每年的生活补贴仅为 20000 元左右。更有甚

者，退休人员的收入连续多年都没有调整过或仅做了很小

幅度的调整。同样，青年教师由于才入职不久，在教学和

科研上尚处于积累期，因此往往因资历浅、经验不足等原

因，无论是申报课题还是发表论文，都不能与入职时间较

长的教师相比，从而使得收入普遍较低。例如，某高校 2012

年青年教师津贴收入为例，2012 年 35 岁以下教师人均年津

贴收入为 37500元，35岁以上教师人均年津贴收入为 62000

元（其中 50 岁以上教师人均年津贴收入为 83000 元）。 

由于这种薪酬体系设计没有考虑到高校内部岗位的多

样性，势必会使那些不受重视的岗位承担者产生心理的极

大不平衡和不认同，而这种不平衡与不认同又会打击其积

极性，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发展，难以达到薪酬体系的

激励目的。 

2. 效率与人本：高校薪酬体系激励价值的导向及冲突 

当前高校中这种基于差距上的薪酬设计，其实质就是

计件工资制，追求的是效率，强调的是竞争，其目的在于

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充分激发高校教职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高校人力资源效益。但是，过分

强调经济杠杆与高校教师的工作性质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首先，高校过分强调薪酬的杠杆作用，使得高校往往

认为内部收入分配以拉大差距是激励教职工的有效手段。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竞争机制的刺激作用被发挥到

无与伦比的高度。教师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经济收入与

其社会地位、生活幸福度等紧密相关。因此，在我国教师

总体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薪酬及其间存在的差距无疑

会对教师的产生良好的激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有

意拉大收入差距，吸引广大教职工按照学校设定的方向开

展教学科研，就成为高校自然的选择，所以收入分配中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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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的差距拉大就成为政策的首选[8]。 

其次，高校评价机制的导向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建设一流大学”的口号开始，我国高校纷纷走上了追求

“一流”的征程。除了兼并、扩张这些硬件建设之外，如

何提高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各个高校不得不考虑

的问题。那么高校的办学质量又如何来体现呢？通过对照

西方国家的大学排行榜，大家一致认为，“一流”的大学一

定是具有相当强的科研实力和影响的大学。因此，科研因

素（包括课题项目数量、经费、级别以及产出的论文、专

著数量、申请的专利以及转化成的经济收益等）就成为衡

量大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背景下，优秀的高校教师就必

须是肩负做不完的课题、能不断发表出高质量论文或者创

造出专利的教师。为了鼓励这些教师，高校则拿出大笔经

费来表彰、补贴，如有某校曾规定在 SCI 发表一篇论文奖

励 2 万元，而一位教师一年就从学校拿回奖金 40 余万，令

大家羡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脑子灵活、动作迅速

的教师往往抢得先机，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专注于基础

领域的教师和那些专注于教学而对研究不甚在行的教师，

则往往沦为“低收入群体”。 

第三，高校办学过程中的急功近利。高校教师是高校

之所以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的理由，他们传授专业知识、

探索高深学问，寻求真理的过程，即是高校产生社会效益

的价值体现。一流的教师，对于高校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

的提高，其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如前所述，高校的评价

导向在使高校对教师评价和奖励或补贴的过程中的“价值

创造”倾向，使得高校给年轻教师的收入分配明显处于高

校收入分配的低端，既无形中影响了年轻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又迫使年轻教师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来找课题、发文

章、出著作，不但加快了年轻教师的工作焦虑，也形成了

年轻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和作风。[9]
 

3.  灵活与多样：高校薪酬体系激励作用的发挥及运用 

第一，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美国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

克·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将引起

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并且认为

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满意感，而保健因素只能

消除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意感。如果依高校目前的

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来比照，岗位工资就是保健因素，而

绩效工资则是激励因素。很明显，绩效工资能够激发教师

们更高的积极性。然而，高校教师作为一种学术职业，其

工作性质要求高校能够提供相当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舒

适的生活条件以免除生活的后顾之忧，进而达到自由、创

新的目的而不是以必须要以自己的某种刻意的产出为条件

来换取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10]因此，岗位工资所产生的

保健满意作用是保证教师们安心教书育人、潜心学术的关

键。如果过分强调薪酬的杠杆作用，在一定程度内的确能

够起到激励高校教师努力工作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做法对于高校教师职业的损害有百害而无一利。近年来，

我国对于“钱学森之问”的反思也许会对这一问题有所启

示。 

第二，改革高校教师评价导向和方式，实现分类评价

和形成性评价。高校肩负着教书育人、科学创新、社会服

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每一项职能的充分发挥对社

会发展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仅仅坚持着科研导向，

对于学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有较大作用，但要求所有教

师都要按照学校要求去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会形成重科

研而轻视高校其它职能的不良氛围，给学校教育质量带来

潜在的隐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高校中充分发挥不同

教师的能力，最大程度地人尽其用，相反还可能挫伤教师

们的积极性，得不偿失。因此，根据高校发展的不同需要，

对教师进行分阶段、分类型的评价，可以使一些教师在一

段时间专注于某一方面的工作，集中精力搞好当前工作，

既促进学校各项工作迅速高效地开展，也可以发挥教师专

长，使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在其工作中有所成就或突破。

同时，当前的教师评价主要还是基于产出结果的评价，属

于终结性评价。这种评价从管理上目标指向清楚，目标明

确，但其缺点在于不考虑实现结果的手段与效益，不考虑

当事人的特点，更没有体现教师管理指导与发展的作用。

因此，在当前教育民主化的情况，恰当地考虑教师特点，

通过评价引导教师积极地通过专业发展提升自己，应成为

教师管理的原则之一。 

第三，薪酬政策在制定时适当照顾年轻人，给他们营

造一个能够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生活环境。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对于年轻教师的收入分配，不能

完全按竞争机制来进行，而应该从培养、扶持的角度，提

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给予及时的培训和指导，使得

他们在一定年限内迅速成长起来。[11]年青教师在毕业后几

年内是最适合于而且是最能将精力投入于工作中的。但如

果认为其服务时间不长成就不高等等而使其薪酬收入偏

低，许多年青教师将不得不考虑通过其它方式来获取生活

补贴，从而使其投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学校正式工作

的时间大大缩短。据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高等学校教师

薪酬调查”课题组 2011 年对 32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师进

行的薪酬调查发现，高校青年教师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

高收入人群相对分散。其中，年收入在 5 万—6 万元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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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最多，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18.2%；其次为年收入在 6

万—7 万元区间的，占总人数的 17%。总体来说，高校青年

教师收入普遍不高，81.9%的青年教师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

特别是 34.6%的青年教师年收入 6 万元以下。[12]而有调查

显示，美国全职的大学教授一年 9 个月的平均薪水是 10 万

8749 美元，副教授平均薪水是 7 万 6147 美元，助理教授平

均薪水为 6万 3827美元，讲师的平均薪水 5万 2436美元[13]。

以美国的消费水平相比较，美国大学年青教师的薪酬水平

其实并不低，讲师的薪水养一家人基本不存在压力，在一

定程度上解除了年青教师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其工作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高校教师的劳动具有着自由性、创造性的特点，

以市场为导向的薪酬机制在激励教师的同时又极大地消解

着其激励作用。进一步完善高校薪酬机制并使之评价导向

多元化、人性化，是充分发挥薪酬体系的激励作用的主要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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