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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师跨校交流中的匹配策略 *

——基于“个人−组织匹配”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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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2.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摘　要：教师跨校交流本质上就是教师与学校的个人−组织匹配再调整。调查发现，城乡中小学教师

的个人−组织匹配总体较好，但有待提高。基于对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分析，结合中小学教师个人−组
织匹配现状调查，本研究认为提高城乡教师跨校交流可采取如下策略：加大农村学校支持力度，提高城区

交流教师与农村学校的需求−供给匹配；推行以骨干教师、优秀校长为主，普通教师为辅的交流队伍模

式；提前公开交流教师与接收学校信息，尊重双方意愿，推行双向选择；重构个人−组织价值观体系，营造

民主、互助、奋进的组织氛围；依托骨干教师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提升农村学校与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

与需求−供给匹配，实现交流教师成长与学校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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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很不平衡。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师资源配置是关键。为了

鼓励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国家相继实施了“送教下乡”“顶岗支教”“互派交流”等多项政策，近年

来由鼓励、引导，逐步发展为强制。2014 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编在岗专任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达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年限

后，均应交流轮岗，以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管校聘”的管理改革（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2014）。从组织行为学与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教师交流轮岗在本质上是教师

的跨校交流，是教师在两个不同学校组织中的工作轮换（胡晓航，杨炎轩，2014）。为了凸显教师交流过

程中学校组织的变动，本研究将“交流轮岗”等表述统一为“跨校交流”。城乡教师跨校交流对解决农

村学校师资紧张、促进农村学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现实的、严峻的根

本性问题（李茂森，2015）。目前正在推广的“县管校聘”虽然打破了教师“流而不动”的制度约束，却给

教师归属感带来很大冲击，令交流效果大打折扣（李国强，袁舒雯，林耀，2019）。近年来，国家推行乡村

振兴战略，大力支持农村发展，农村教育倍受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下好“城乡教师跨校交流”这

盘大棋，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有学者从政策机制、调查研究、案例分析等视角对城乡

教师跨校交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李先军，2019；张家军，许娇，2019；宋永忠，2016），并提出一些卓

有成效的建议，但目前在城乡教师跨校交流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

管理学角度运用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做些探讨，希望对城乡教师跨校交流政策的有效推进提供参考与

借鉴，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一、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及其在城乡教师跨校交流中的应用

从个人−组织匹配视角分析城乡教师跨校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及探寻改进的策略，要先剖析个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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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匹配理论，挖掘个人−组织匹配与教师跨校交流的内在联系，进而助推城乡教师跨校交流的顺利实施。 

（一）个人−组织匹配理论概述

个人−组织匹配（Person-Organization Fit，简称 P-O Fit）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提出。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个人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并提出

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其中 B 代表人的行为（包括心理状态），P 代表个人，E 代表环境。进一步

研究发现，影响人的环境有多种形式，其中的组织因素对个人的行为影响尤为明显（Chatman，1989；
Kristof，1996；Cable & DeRue，2002），故个人−组织匹配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 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内涵

个人−组织匹配即个人与其所在组织之间的相容性，其内涵主要有一维论、二维论和三维论这三

种观点：一维论注重个人−组织的价值观匹配，把价值观匹配视为个人−组织匹配实际操作的唯一维度

（O’Reilly，1991）。二维论是将个人−组织匹配分为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一致性匹配是指组织特

征与个体特征的相似性；互补性匹配是指员工对组织的奉献及组织对员工的激励（Muchinsky &
Monahan，1978）。三维论是将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细分为价值观匹配、需求−供给匹配和要求−能
力匹配：价值观匹配指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与组织价值体系的匹配程度（Kristof，1996），涉及个人的目

标、态度、处事原则和组织的文化、氛围、行为规范、目标等方面的相似性、一致性；需求−供给匹配则

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认为个人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外界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比如资源、平

台、发展空间等，而组织正好具备这些条件，两者结合则可促进个人的进一步发展（Cable & DeRue，
2002）；要求−能力匹配主要是站在组织的立场，组织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而个人具备的能力正好弥补

组织这方面的缺失，两者结合则可促进组织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三维论，从价值观匹配、要求−
能力匹配和需求−供给匹配角度来探讨个人−组织匹配问题。

2. 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应用研究

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对员工职业发展和组织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郭文臣，2018）。个人−组织匹

配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两个领域。

在组织行为学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个人−组织匹配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压力、工作行为、组织

绩效及是否安心工作密切相关。比如，个人−组织匹配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呈正相关（Deng et al.，
2011），个人−组织的良好匹配可以减轻工作压力（Ivancevich & Matteson，1980，p. 58）；员工个人价值观

与组织匹配程度越高，员工会更积极主动完成组织任务（Yu，2016）；个人−组织匹配对职业成功和组织

绩效具有积极影响（郭文臣，田雨，孙琦，2014），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离职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王

忠，张琳，2010）。Vancouver & Schmitt（1991）对 350 多所中学的教师和校长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上

级与下属（校长与教师）还是成员与成员（教师与其他教师）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与满意感、忠诚度呈显

著正相关。赵慧娟，龙立荣（2009）从个人−组织匹配的三维论角度对工作满意度进行了比较，发现需求−
供给匹配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最大，揭示了需求−供给匹配对预测工作满意度的优势效应。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员工招聘、组织社会化及职业规划方面。基于个人−组织

匹配，应聘者要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及个性特征对组织进行自我选择（Cable & Judge，1997），招聘者考虑

的首要因素是应聘者各方面素质是否与组织匹配（Burke & Deszca，1982）。员工与组织之间的“默契”，

是在针对员工的组织社会化策略与组织内实施的人力资源实践的“匹配过滤”之后建立起来的（张光

磊，彭娟，陈丝露，2016）。员工在做职业规划时，要达到两个匹配：个体综合技能与工作任务要求的匹

配，个体的个性、需求、价值观与组织的文化或氛围的匹配（关培兰，吴晓俊，2008）；领导在组织中占据

着重要的位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与组织的匹配（詹小慧，杨东涛，栾贞增，2015）。 

（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在城乡教师跨校交流研究中的应用

教师跨校交流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均衡配置学校师资，采取行政等手段，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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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安排部分教师流动到其他学校工作。参加跨校交流的教师，要离开工作多年的学校，走进新的

单位，接触并逐步接纳新学校的办学理念、行为规范中的价值观体系，要在新的工作环境中结合学校

的要求，对自己的发展定位和成长需求做出新的规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教师的跨校交流就

是教师个人与学校组织匹配的再次调整，它为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的重构提供可能。

由于城乡教师的跨校交流到近几年才大面积推行，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更缺乏从个人−组
织匹配视角探讨教师跨校交流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个人−组织匹配度对教师的工作态度、工作压

力、工作行为、组织绩效以及是否安心工作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它是教师跨校交流中不可忽视的因

素。如果教师交流到新学校后，个人−组织匹配度很低，工作压力大，态度消极，工作被动，甚至想尽快

离开交流学校，那么交流效果一定不理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初衷也将化为泡影。因此，笔者认为，

个人−组织匹配不仅是研究城乡教师跨校交流的一个视角，更应成为提高教师跨校交流效果的有力抓

手。各地在推行教师跨校交流政策时，要充分借鉴已有的提高个人−组织匹配程度的措施，利用个人−
组织匹配的正面影响力，增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交流效果。同时也要警惕在教师跨校交流中个

人−组织匹配所产生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确保教师交流的顺利推进。 

二、城乡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的现状调查分析

根据我国正在推行的教师跨校交流的相关政策规定，本研究只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与初中）

公办学校在编在岗专任教师（下文简称为“城乡中小学教师”）开展个人−组织匹配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

考虑到我国的跨校交流主要是县域内的教师交流，本研究将调查范围确定在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四

个县：浙江省 J 市（县级市）、山东省 Z 市（县级市）、重庆市 H 区、四川省 P 县，四个县中既有经济发达

县，也有经济较为发达县和经济较为落后县，调查结果总体上能反映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个人−组
织匹配状况。我们在 2019 年 10—11 月期间采取现场发放问卷、问卷星创建问卷后手机定向推送等形

式对这四个县的部分小学和初中公办学校教师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涵盖城区重点学校、城区普通学

校、乡镇中心学校、农村普通学校、农村薄弱学校（这五类学校虽然在有的地方没有明确划分，但在当

地领导、教师及学生家长心中，这五个层次还是很清晰的，对每个学校的定位也基本一致）。现场发放

问卷 536 份，回收 501 份，其中有效问卷 498 份；问卷星回收问卷 1209 份，有效问卷 1170 份。两种途径

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66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5.6%。通过现场访谈、电话访谈等形式对四县不同层次

学校的共计 20 位中小学校长、40 位骨干教师、60 位普通教师及 40 位跨校交流教师实施个别访谈。调

查问卷样本分布情况详见表 1。 

（二）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和调查量表。基本信息包括：所在（区）县、

学校类别、任教学段、性别、任教年限、学历、职称、是否骨干教师、是否交流教师等；调查量表采用

Cable & DeRue（2002）设计的个人−组织匹配量表。该量表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并经证实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是一份成熟的量表（陈佩，徐渊，石伟，2019）。量表共有 9 题，1—3 题调查价值观匹配，

4—6 题调查需求−供给匹配，7—9 题调查要求−能力匹配。每题按被调查者的感受采用 5 点计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本次调查数据显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2，表明量表具

有较高可信度；利用 AMOS 结构方程模型考察量表效度，结果为：χ2/df=5.63，p<0.001，GFI=0.982，AG-
FI=0.966，PGFI=0.524，RMSEA=0.053，表明调查量表具备较好的结构效度。

访谈提纲。考虑到调查量表关注的只是教师对个人−组织匹配的感受结果，难以揭示教师内心的

具体想法及背后原因，为此，我们设计了针对校长和不同教师群体的个别访谈提纲：校长访谈涉及学校

组织文化、教师考核及晋升机制、激励措施、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是否愿意调换工作

单位等；骨干教师、普通教师访谈涉及对学校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的认可度、学校能否满足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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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否胜任当前的工作、是否愿意调换工作单位等。跨校交流教师访谈涉及对流入学校管理理

念、管理措施、校园氛围的看法，流入学校对交流教师支持的具体状况及满意度、交流中遇到的困难

及困惑等。 

表 1    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

城区重点校 城区普通校 乡镇中心校 农村普通校 农村偏远校 合计

总体样本数 170 320 634 392 152 1668
按省市

浙江J市 67 100 213 87 31 498
山东Z市 82 56 51 95 48 332
重庆H区 8 66 131 146 34 385
四川P县 13 98 239 64 39 453
按性别

男教师 59 103 212 156 64 594
女教师 111 217 422 236 88 1074
按学段

小学教师 82 253 547 285 117 1284
初中教师 88 67 87 107 35 384
是否骨干

骨干教师 94 140 244 97 38 613
普通教师 76 180 390 295 114 1055

是否为交流教师

交流教师 17 41 67 72 51 248
非交流教师 153 279 567 320 101 1420

 
 
 

（三）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涉及被调查者的多项信息，可以得出较为丰富的研究结果。受篇幅及研究问题的限制，

本文主要对城乡中小学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的总体情况、城乡中小学骨干教师与普通教师的个人−组
织匹配、城乡中小学跨校交流教师个人−组织匹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为了反映不同教师群体个人−
组织匹配的整体状况，各教师群体的个人−组织匹配总得分及三个匹配维度得分都采用平均得分（简称

“均值”）。具体如下：

1. 城乡中小学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总体情况

五类学校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在 34—36 之间（满分 45），全部被调查者的个人−组织匹配均

值为 34.85，换算成百分制，约为 77 分，说明城乡中小学教师个人−组织匹配总体较好，但有待提高；其

中，乡镇中心学校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最高（35.23），农村薄弱学校次之（34.99），农村普通学校最

低（34.36）（如图 1）。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学校教师个人−组织匹配均值高于城区学校教师（见表 2），
但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t=0.81，p>0.05）。

从个人−组织匹配的三个维角度看（见表 2），对于被调查的全部教师，价值观匹配均值最高

（12.00），要求−能力匹配均值次之（11.86），需求−供给匹配均值最低（10.99）。这提醒我们，学校未能给

教师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平台和资源。要提高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在需求−供给匹配方面要给予

特别重视。对于价值观匹配，农村普通学校教师的均值最低（11.56），农村薄弱学校教师的均值最高

（12.30）；城区教师与农村教师的价值观匹配不存在显著差异（t=1.03，p>0.05）。对于需求−供给匹配，

农村薄弱学校教师的均值最高（11.28），城区重点学校教师的均值最低（10.70），且城区两类学校教师的

需求−供给匹配均值都明显低于农村学校教师。对于要求−能力匹配，城区重点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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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均值较高，城区普通学校及农村普通学校教师均值较低，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均值最低（11.41）；城
区教师与农村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不存在显著差异（t=0.28，p>0.05）。综合分析发现，五类学校教师

在价值观匹配（V）、需求−供给匹配（N）、要求−能力匹配（C）三个维度上均两两相关 [r（V，N）=0.58，
p<0.001；r（V，C）=0.44，p<0.001；r（N，C）=0.56，p<0.001]，说明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的三个维度相互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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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城区重点校 城区普通校 乡镇中心校 农村普通校 农村薄弱校

图 1    不同类学校教师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比较
 

 
 

表 2    不同类学校教师在各维度均值统计表

所在地 所在学校 价值观匹配 需求−供给匹配 要求−能力匹配 个人−组织总匹配

城区
城区重点学校 12.09 10.70 11.98

34.69
城区普通学校 12.07 10.80 11.77

农村

乡镇中心学校 12.13 11.11 11.99

34.92农村普通学校 11.56 10.97 11.84
农村薄弱学校 12.30 11.28 11.41

调查的全部教师 12.00 10.99 11.86 34.85
 
 

2. 城乡中小学骨干教师与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情况

考虑到骨干教师在城乡跨校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我们把骨干教师与普通教师分开进行分析。就骨

干教师而言，城区学校骨干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明显低于农村学校骨干教师，且农村薄弱学校骨

干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最高（35.39）；在普通教师中，乡镇中心学校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

值最高（35.31），农村普通学校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最低（34.08）。比较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

可以发现，所有骨干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34.91）高于所有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

（34.81），但不存在显著差异（t=0.33，p>0.05）；城区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的骨干教师个人−组织匹配均

值明显低于普通教师，而农村普通学校及农村薄弱学校的骨干教师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明显高于普通

教师（见表 3）。
从个人−组织匹配的三个维度来看（见表 3），在价值观匹配方面，不管是骨干教师还是普通教师，

最高的价值观匹配均值都出现在农村薄弱学校；比较两类教师可以发现，所有骨干教师的价值观匹配

均值（12.01）高于所有普通教师的价值观匹配均值（11.99），但价值观匹配均值的最高分（12.34）却出现

在农村薄弱学校普通教师中，且在三维度的所有均值中最高（图 2 中更是“高出一筹”），这一结果出乎

意料。在需求−供给匹配方面，对于骨干教师而言，城区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骨干教师的需求−供给匹

配均值较低；在普通教师中，城区重点学校及农村普通学校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较低；比较两类教师

可以发现，所有骨干教师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10.84）低于所有普通教师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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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除农村普通学校外，其他类学校骨干教师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都明显低于普通教师，且城区

重点学校骨干教师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10.48）在表 3 中是最低的（从图 2 中可直观看出），这一结果

应引起相关学校领导反思。在要求−能力匹配方面，就骨干教师而言，城区普通学校及农村普通学校骨

干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均值较低；在普通教师中，农村薄弱学校普通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均值明显

偏低；比较两类教师可以发现，所有骨干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均值（12.06）明显高于所有普通教师的

要求−能力匹配均值（11.75），且同类学校中骨干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均值都高于普通教师的要求−能
力匹配均值，这充分说明骨干教师对教育教学能力的自信。我们对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

匹配的三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后，发现两者在价值观匹配（ t=0.18，p>0.05）和需求−供给匹配

（t=1.84，p>0.05）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在要求−能力匹配上存在显著差异（t=3.40，p<0.01）。
 
 

表 3    不同类学校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统计表

教师所在学校
骨干教师 普通教师

价值观
匹配

需求−供给
匹配

要求−能力
匹配

个人−组织
总匹配

价值观
匹配

需求−供给
匹配

要求−能力
匹配

个人−组织
总匹配

城区重点学校 12.13 10.48 12.13 34.73 12.05 10.97 11.78 34.82

城区普通学校 11.92 10.52 11.85 34.30 12.19 11.02 11.70 34.91

乡镇中心学校 11.96 10.96 12.18 35.11 12.23 11.19 11.88 35.31

农村普通学校 12.06 11.25 11.93 35.25 11.39 10.88 11.80 34.08

农村薄弱学校 12.18 11.08 12.13 35.39 12.34 11.35 11.17 34.86

上述学校总计 12.01 10.84 12.06 34.91 11.99 11.07 11.75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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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类学校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情况
 

3. 城乡中小学跨校交流教师个人−组织匹配情况

本次调查中共有 248 位跨校交流教师，分布在四省市中的四个县（区，县级市）的城区重点学校、城

区普通学校、乡镇中心学校、农村普通学校和农村薄弱学校（见表 1）。我们发现，跨校交流教师的个人−
组织匹配均值为 31.82（满分 45），明显低于所有被调查者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34.85），说明跨校交流

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状况很不理想。其中，在城区重点学校的跨校交流教师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最高

（33.82），乡镇中心学校跨校交流教师次之（33.09），农村薄弱学校跨校交流教师最低（30.02），其他数据

详见表 4。对不同类学校跨校交流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进行差异性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城区学校

和农村学校存在显著差异（t=5.45，p<0.001），前者高于后者。

从个人−组织匹配的三个维度来看，在价值观匹配和需求−供给匹配方面，都是城区重点学校跨校

教师均值最高，乡镇中心学校跨校交流教师均值次之，农村薄弱学校跨校交流教师的均值最低；在要求−
能力匹配方面，农村薄弱学校跨校交流教师均值最高（11.18），乡镇中心学校跨校交流教师均值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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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城区重点学校跨校交流教师均值最低（10.59）。不难看出，乡镇中心学校跨校交流教师在个人−
组织匹配的三个维度上都有“不俗”表现，这表明乡镇中心学校在农村学校中的特殊性。在对城区学

校和农村学校跨校交流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三个维度做了差异性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价值

观匹配、需求−供给匹配和要求−能力匹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t=3.82，p<0.001； t=3.82，p<0.001； t=
2.29，p<0.001），且城区学校高于农村学校，这反映了我国城乡教师跨校交流的困境。
 
 

表 4    跨校交流教师各维度均值统计表

所在地 所在学校 价值观匹配 需求−供给匹配 要求−能力匹配 个人−组织总匹配

城区
城区重点学校 11.88 11.35 10.59 33.82
城区普通学校 11.17 9.71 11.02 31.90

农村

乡镇中心学校 11.76 10.16 11.16 33.09
农村普通学校 10.69 9.65 11.04 31.39
农村薄弱学校 9.75 9.10 11.18 30.02

全部跨校交流教师 10.95 9.80 11.07 31.82
 
 
 

（四）结论与讨论

在分析调查量表中，我们发现部分数据尤为醒目或出乎意料。结合访谈结果，针对城乡中小学教

师个人−组织匹配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 农村普通学校管理方式及人际环境亟待优化

学校发展需要所有教师的共同努力。只有教师们高度认同学校的发展定位、组织文化、管理方式

等，学校的发展目标才能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景，教师积极工作和乐于奉献的目标才能实现。调查数据

显示，农村普通学校教师的价值观匹配均值为 11.56，在五类学校教师的价值观匹配均值中最低。访谈

结果解释了低分背后的部分原因。有老师说：“校长民主意识淡薄，制定管理制度时从不让普通教师

参与，制度出台后若有教师反对，轻则置若罔闻，重则打击报复。”还有教师反映：“学校人际关系较为

复杂，在评优评先等涉及个人利益时，常出现矛盾冲突。”人不是生活在孤岛之上，每个人都处于“人

群”之中，校园中消极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不仅容易分散教师

的工作精力，也侵蚀着教师的精神家园。相关研究证实，一些农村学校领导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偏低，家

长作风严重，任人唯亲、赏罚不明，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王艳玲，李慧勤，

2017）。当教师反感学校、逃避现实甚至出现心理伤痛时，怎能激起他们的工作热情？他们怎能全身

心教书育人？工作的成就感、幸福感及作为学校成员的自豪感更是无从谈起。在此我们不仅能感受

到农村教师对学校价值观的不满，更体会到校长在学校价值观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有文献

（王铁军，2015；雒宏军，2008）证实，好的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学校。如果让有条件的城区优秀校长到农

村学校任职，将有助于扭转农村学校的生态和教师的精神风貌，重塑农村学校良好的价值观体系。

2. 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安于现状、专业需求低迷现象明显

农村薄弱学校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数据尤为“显眼”：个人−组织匹配均值为 34.99，在五类学校中

位居第二；价值观匹配均值为 12.30，在五类学校中最高；需求−供给匹配均值为 11.28，在五类学校中最

高；要求−能力匹配均值 11.41，在五类学校中最低。这组“波澜起伏”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呢？通过进一

步分析访谈资料可以发现，它们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高分”的惊喜，反而让我们明显感受到农村薄弱学

校教师在要求−能力匹配上的自卑、价值观匹配上的迷失、需求−供给匹配的迷茫。有位教师说：“我

们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普遍不高，与城区教师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就我现在的水平，都觉得在误人子

弟。”有老师说：“学校没有提供什么发展平台，我感觉现在的工作环境挺舒心，挺好的，好像也不需要

什么平台。”还有一位骨干教师谈到：“前几年参加过两次地市级的教学比赛，均以失败告终，现在也

不想出去折腾了，就我现在的情况，熬到退休应该没问题。”由此可见，农村薄弱学校中为数不多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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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教师，虽有自我提升需求，但因缺乏名师指导，无奈地陶醉于已有成绩和小群体中的优势中，这或许

是农村薄弱学校骨干教师要求−能力匹配均值（12.13）高于需求−供给匹配均值（11.08）的原因。在访谈

中一位农村学校校长说：“不少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学校要求、家长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但‘法不责众’，

也只能这样了。”农村薄弱学校在“淳朴”“怡然自乐”的管理模式下，大家相互安好，犹如世外桃源，但

教师表现出来的职业倦怠，不可避免地对学生、同事产生负面作用，影响学校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教

研氛围和集体凝聚力，导致农村薄弱学校与时代发展的脱钩与落伍。访谈中教师的回答实际上已经给

出了农村教师倦怠的症结所在：缺乏引导。不少骨干教师跨校交流的成功案例说明，吸引城区骨干教

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是提升农村教师专业能力、带动农村学校发展的一处良方。

本次调查结果不支持已有研究中“较高的个人−组织匹配会带来较高的工作绩效”（Tziner，1987；郭
文臣，田雨，孙琦，2014）的结论。这提醒我们，个人−组织匹配与工作绩效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应该还

有其他影响因素或限制条件。如果学校价值观积极进取、充满正能量，教师有着强烈发展需求，较高

的个人−组织匹配可能会带来较高的工作绩效，反之，若学校价值观消极、缺乏活力，教师个人低落、发

展意识薄弱，这时的“高匹配”只能带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对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都不利。这至少

能给我们两点启示：（1）在研究个人−组织匹配的效用时，要关注“因果关系”之间的“黑箱”；（2）个人−
组织匹配不应是静态的，要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完善，当已有的匹配损耗组织效力、阻碍个人及组织发

展时，要敢于打破原有匹配，重构促进个人和组织更好发展的新匹配。

3. 城区重点学校难以满足诸多骨干教师的发展晋升需求

城区重点学校骨干教师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只有 10.48，是表 3 中的最低分，这出乎我们的预

料。城区重点学校拥有当地最好的教学设施、最优质的生源，但得分缘何如此低呢？通过调研我们了

解到，由于城区重点学校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重点校建设”的政策导向，城区

重点学校师资充沛、名师荟萃，一所城区重点学校的特级教师、教学名师往往是普通学校的数倍。重

点学校师资力量的强大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研氛围，但由于教师外出比赛要以学校荣誉为重，

晋级评优等受一定名额限制，而多数骨干教师因未在“塔顶”，难有在大型教研活动中展示的机会，因

此职称晋升和荣誉评选屡屡受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区重点学校骨干教师需求−供给匹配均值如此

之低。访谈中有骨干教师说到：“学校确实培养了我，但也压制了我。”还有教师发出“既生瑜，何生

亮”及“天生我才有何用”的惆怅与感叹。若换个角度思考，假如这些骨干教师调到普通学校，或许就

有了“柳暗花明”“海阔天空”的另一番情景：不仅能成为学校教研标兵，而且职称晋升之追求早已实

现。在访谈中当问及“如果在农村学校更容易满足职称晋升等发展需求时，是否愿意到农村学校任

教”时，不少骨干教师表示可以考虑。当教师发现自己难以登上学校的“塔顶”，个人需求不能从学校供

给中得到满足、专业发展遭遇瓶颈时，借助跨校交流进入与自己更匹配的学校，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4. 跨校交流配套制度、农村学校现实与交流教师的期望存在较大落差

跨校交流教师担负着均衡城乡教育，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重任。调查数据显示，跨校交流教师的

个人−组织匹配均值为 31.82，明显低于所有被调查者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34.85），说明跨校交流教师

的个人−组织匹配状况很不理想，这必将影响教师跨校交流的效果。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除了少量的在城区内交流或农村内交流的之外，绝大多数的跨校交流是城乡

交流，即城区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或农村学校教师到城区学校交流。当谈到跨校交流的感受时，

一位在城区重点学校交流的教师说：“这个学校比我原来的学校好多了，办学理念先进，教研氛围浓

厚，经过这段时间的交流，我学到了很多，对我的成长很有好处。”还有教师说：“这边学生素质太好，

老师们教学水平高，我时常担心学生对我不满意，家长到校长那里告状。”老师的回答既表达了对这种

交流方式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城区重点学校交流教师在价值观匹配、需求−供给匹配均

值高而要求−能力匹配均值低的原因。在农村学校调研时我们了解到，从城区学校到农村学校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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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大致可分为三类：城区骨干教师、城区急需晋职的年轻教师和城区“县管校聘”的落聘教师。在访

谈中他们几乎都是满腹牢骚，怨声载道。一位在农村薄弱学校交流的城区骨干教师说：“学校领导对

我很好，但就是管理理念太陈旧，工作方面难以和他沟通，老师们松散惯了，教学方式至少停留在 10 年

前，很难扭转，早知道是这个样子，真是不该过来的。”一位为了评职称的年轻交流教师说道：“我在原

单位好好的，可文件要求晋职称必须要有农村学校交流经历，这个学校比我原来的学校差多了，到这边

后也没人指导我了，对我发展很有影响，我盼着尽快结束交流。”多位到农村学校交流的教师提到：

“交流政策配套措施很不到位，交流补贴费还不够往返路上加油呢。”还有一位教师，在城区学校“县

管校聘”落聘后交流到农村薄弱学校，他的回答令我们感到惊讶：“我是原学校淘汰的人，被发配到这

里，我承认我的水平不高，但我也想尽我的能力在这边好好教学，但学校领导不让我教主科，有的同事

还用别样的眼光看我，让我不舒服。”这些访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村薄弱学校跨校交流教

师个人−组织匹配得分低的原因。对于落聘交流教师的说法，一位农村校长无奈地说：“这个事情确实

不好处理，若是让他们任教语、数等主科，家长知道后，就会要求换老师，我们也真是没有好办法。”目

前的跨校交流方式确实需要反思，比如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实施措施是否充分为交流教师着想了？现

行措施需要做哪些改进？ 

三、提升城乡教师跨校交流匹配的策略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学校急需城区骨干教师提升教研氛围，需要优秀校长扭转校园生态；城

区部分骨干教师需要离开重点学校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城乡教师跨校交流顺应时代需求，急

双方之所急，理应备受欢迎，实施顺畅，但跨校交流的实际情况却是不尽人意。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城区

教师不愿到农村学校交流。如何吸引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如何提升跨校交流效果？基于城乡

中小学教师个人−组织匹配现状的调查和访谈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项改进策略。 

（一）加大跨校交流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城区交流教师与农村学校的需求−供给匹配

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曾说，人的社会交往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关

系，当员工的需求在组织中能更多地实现时，出于回报的心态，他会采取更积极的行为（徐向龙，黄玉

文，伍致杭，2018）。赵慧娟，龙立荣（2009）的研究证实，在个人−组织匹配的三个维度中，需求−供给匹

配状况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最大。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所有被调查群体的需求−供给匹配均值都

很低。由此可见，不管是城区学校还是农村学校，学校的“供给”都没有满足教师的“需求”。如果城区

学校不能满足教师的需求，这时农村学校的供给与城区学校相比没有明显优势，那么多数城区教师则

不愿交流到农村学校来。只有农村学校（特别是农村薄弱学校）明显具备城区学校难以“供给”的“需

求”，城区教师才愿意参加城乡交流。因此，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并落实各项配套制度，切实增强农

村学校（特别是农村薄弱学校）的吸引力，实现城区交流教师与农村学校的需求−供给高匹配，才能顺利

推进城乡教师的跨校交流。

我们在调研时看到很多农村学校的校容校貌焕然一新，崭新别致的教学楼、办公楼及教学设施已

经赶上甚至超过部分城区学校。一位农村校长自豪地说：“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乡村振兴和扶贫攻

坚的扎实推进，上级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学校的建设改造，与前几年相比，我们学校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与城区教师访谈时我们发现，城区教师参加交流的顾虑主要集中在收入待遇及发展空间

上。因此，要吸引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首先要大幅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发放城乡交流教师专项

津贴，发放交通补助、生活补助等。对于交流到偏远地区的教师，增发“偏僻地区津贴”等，让交流教师

在农村学校的收入明显高于城区教师。其次，要建立农村教师发展绿色通道，增加农村教师外出学习

交流机会，定期邀请高校专家、教学名师到农村学校指导，设立针对农村教师的系列荣誉，拓宽农村教

师的上升空间。再次，实施农村教师职称晋升单列，成立农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小组，单独对农村教

师进行职称评审，减轻农村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压力。另外，可以规定凡是到农村学校尤其是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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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学校任职的城区学校优秀校长（含副校长），在后续职务晋升中优先提拔。通过上述举措，提升农

村学校的明显优势，吸引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尤其是农村薄弱学校）任教或任职。 

（二）推行骨干教师、优秀校长为主，普通教师为辅的跨校交流队伍模式

调查结果表明，跨校交流教师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比所有被调查者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低 3 分

多，可以说很不理想。城区学校普通教师不愿参加城乡交流的原因除了农村学校缺乏吸引力外，还有

另外两个原因：城区普通教师正处在名师引领、团队协助下的成长期，若外出交流，必将打乱原有组织

氛围和自我成长节奏；城区普通教师的教育理念未达到一定高度，教学风格还没有形成，难以在农村学

校发挥引领作用和辐射效应，担心因不受重视导致自身发展停顿或退步。部分城区教师在农村学校跨

校交流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反观城区部分骨干教师，在重点学校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才能无处施

展，个人−组织匹配程度低，教师跨校交流正好给了他们“改天换地”的机会。农村学校对城区骨干教

师求贤若渴，期待他带领教师做好教学教研，使学校发展实现质的提升。在农村学校具备一定优势的

前提下，城区骨干教师会想通过跨校交流在农村学校成就一番事业。骨干教师与农村学校的“情投意

合”，将极大促进农村学校发展。校长是学校各项决策的制定者，也是学校和师生日常教育教学生活中

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这样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决定其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陆

露，于伟，2016）。鉴于农村部分学校校长管理理念落后、管理能力较差，我们认为让城区经验丰富、有

抱负、有干劲的优秀校长交流到农村学校，对扭转农村学校与教师价值观背离的被动局面，规划学校

长远发展，都将具有重要作用。

城乡教师跨校交流的目的并非是让全体教师“动”起来，而主要是为了优化师资，促进城乡教育公

平。强制城区广大普通教师参与交流，不仅会因违背教师意愿，加大推行难度，甚至还有可能会限制或

降低交流效果。城区骨干教师在原学校的个人−组织匹配程度低，教学水平高，有交流意愿，可在农村

学校有效引领当地教师的发展。调查数据及访谈结果都说明，农村教师到城区重点学校交流，确实可

促进农村教师成长。不过，让农村普通教师（尤其是进取心不强的教师）到城区重点学校交流，不仅作

用非常有限，而且也经常是强人所难；选拔农村骨干教师到城区重点学校学习锻炼，他们返回农村学校

后可带领更多教师成长，交流效果要好得多。因此，我们不建议城乡教师全员交流，尤其不要把城区落

聘教师“流放”到农村学校，这不仅会制造新的矛盾，还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和跨校交流政策的

初衷背道而驰。以骨干教师、优秀校长为主，以在原校个人−组织匹配极差而必须调换单位的个别普

通教师为辅的交流队伍模式，既能保证交流教师效果，又因参与交流人数少而便于操作。 

（三）提前公开交流教师与接收学校信息，尊重双方意愿，推行双向选择

教师交流到新学校，就要面对新的价值观体系和校园生态，并与之形成新的组织关系。若交流前，

交流教师与流入学校相互充分了解，交流后彼此“满意”，个人−组织匹配高，教师工作积极性高，交流

效果才会好。反之，若两者互不了解，盲目结合，必将加大交流教师与流入学校的个人−组织匹配风险，

埋下“不匹配”隐患，影响交流效果。本次访谈中就有一位农村校长提到：“前几年有位城区名师，交流

前对我们学校不了解，过来后发现学校状况与预期存在较大距离，整天吵着调换交流学校，这位名师不

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交流效果，还打乱了我们的既定工作方案。”由此可见，“适才”比“英才”更重要。

在实施跨校交流之前，区县教育机构要提前公布交流教师和参与学校的详尽信息。城区教师要先

深度了解参与交流的农村学校的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具体要求及可提供的发展平台等，结合自己的

实际情况做出慎重选择。有意到农村学校任职的城区学校领导，应提前了解意向学校的发展目标及面

临的挑战等，根据与自己价值观、需求及能力的匹配程度，决定是否去任职；农村学校在挑选城区交流

教师时，除了看教师能力与岗位要求是否符合外，还要考查其内在特质、价值追求、个人需要、能力状

况等与学校组织的匹配程度，挑选与学校价值观、要求等方面匹配度高的教师。同样，打算到城区学

校交流的农村教师，要先对城区学校有充分了解，选择更利于自己发展提升的学校。城区学校也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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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充分了解参与交流的农村教师，选择与自己匹配且有提升潜力的“可塑之才”。总之，交流教师与参

与学校要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根据双方意愿，通过双向选择，找到与己匹配的另一方。

由于部分农村学校现有的个人−组织匹配已阻碍教师和学校发展，所以，到农村学校交流的骨干教

师或优秀校长，其使命不应是农村学校既有匹配的守护者、继承者，而应成为挑战者、改造者，成为新

匹配的引领者和构建者。所以，农村学校在选择骨干教师或优秀校长时强调的个人−组织匹配，不应是

与农村学校现状的匹配，而应着眼于期待构建的（利于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的）在价值观、需求−供给

及要求−能力方面的匹配，是一种“前瞻性匹配”，要关注其与农村学校现有匹配的异质性、超前性、组

织力及领导力。 

（四）重构农村学校价值观体系，营造民主、互助、奋进的组织氛围

教师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性匹配是个人−组织匹配的最重要部分，也是基础和核心。我们

通过调查访谈发现，农村不少教师因不满学校管理方式和学校氛围，个人−组织匹配程度较低，工作热

情也不高。被寄予农村学校价值观重构的组织者、引领者的城区优秀校长交流到农村学校后，要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摸清农村学校管理的实际情况，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借助城区学校的管理经验，推

行民主、开放、公平的管理模式。鼓励广大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构建促进教师与

学校发展的新型价值观。研究表明，领导人员的行为、观念和准则可以激发员工的情感，起到强烈的

行为示范和表率作用，引发员工的共鸣，引导员工的行为，激发员工的士气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个人与

组织价值观的匹配程度（詹小慧，杨东涛，栾贞增，2015）。因此，交流校长要经常找教师座谈，嘘寒问

暖，走进教室听课，参与学校教研，主动解决教师遇到的工作或家庭困难，拉近彼此关系，以此唤起老师

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事业心；提拔业绩突出、乐于奉献的教师担任学校中层干部，组织多种形式的教研

活动和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积极营造和谐的校园生态氛围，借助个人−组织匹配的正向影响，提高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消除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到农村学校交流的城区优秀交流校长人数毕竟有限，要改变农村学校的个人−组织匹配现状，还要

充分利用农村学校原有的资源。要制定科学标准，对农村学校原领导进行考核，免去严重阻碍学校发

展的校长，从农村教师中提拔一批有思想、有朝气、有能力的年轻教师走到领导岗位。教育行政部门

要定期组织农村学校校长（特别是长期在农村工作的校长）外出培训，转变陈旧管理理念，学习名校管

理经验，提高学校管理艺术，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参加农村交流的城区骨干教师要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营造团结、互助、奋进的教研氛围，让教师们感受到团队的力量和学校的温

暖，增强教师的工作幸福感、学校凝聚力和组织归属感，进而提高包括交流教师在内的所有教师的价

值观与学校价值观的一致性匹配，为教育教学营造良好氛围，促进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我们在访谈

时发现，不少城区教师希望到乡镇中心学校交流。乡镇中心学校除了其农村学校属性及较为优越的地

理位置外，更主要原因是乡镇中心学校有着接近城区学校的管理模式和较好的教研氛围。乡镇中心学

校教师较高的个人−组织匹配均值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依托骨干教师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提高农村学校与教师的要求−能力匹配与需求−供给匹

配，实现交流教师与学校发展的双赢

如前所述，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不满意，但因缺乏名师引领，加之教研氛围形同虚

设，沉浸于表面的“价值观高匹配”与“需求−供给高匹配”中，虽轻松安逸但发展乏力。通过建立有效

的职业规划管理体系，为农村教师的职业规划创建平台、提供机会，把教师们“嵌入”组织之中，将有助

于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跨校交流让城区骨干教师走进农村学校，为农村教师树立学习榜样和找到引

路人。农村学校要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依托骨干教师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比如成立以骨干

教师名字命名的“xx 名师工作室”“xx 发展团队”“xx 工作坊”等，借助骨干教师的丰富经验，指导农村

学校教师分析教材、研究学情、开展教研，在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中，体验团队的力量、教研的乐趣，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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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成长的幸福。Rousseau & Cooper（1994）研究表明，当组织向员工传递组织目标、要求、支持等正面信

息时，员工会依此作出积极反应，自发学习组织要求的技能等其他主动社会化行为，从而使自身能力逐

渐与组织匹配。通过骨干教师的引领，农村教师安逸的生活将会出现躁动，久违的激情将重新点燃，从

而产生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重塑自我。另外，借助骨干教师的城区资源，

可以带领农村教师外出听课教研，学习先进教学理念并用于教学实践，或邀请城区名师来校讲座或教

学展示，开阔农村教师视野；举办校内教研团队比赛或个人教学技能大赛，评选优秀教研团队和教学能

手，鼓励优秀教师外出参加高级别比赛，聚团队之力倾心指导，对获奖教师给予较大力度的表彰和奖

励，以此增强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自信心和自豪感。若组织所采取的措施能够有效帮助其实现预

期目标，则有利于激发员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Bauer et al.，1998）。在城区骨干教师的引领下，在校园

内形成比工作、比团结、比进步、比发展的良好氛围，进而带动全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促

进学校的快速发展。城区骨干教师在农村学校指导其他教师的同时，个人潜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掘，工

作更加积极，业绩更加突出，从而能够实现交流教师成长与农村学校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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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tting Strategy of Inter-school Exchan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erson-Organization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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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school  exchange  among  teachers  is  essentially  a  re-adjustment  of  the  person-organization  fit
between teachers and schools. The survey shows the degree of the fit betwee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ers and school organizations is relatively high on the whole,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ana-
lysis of the person-organization fit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t, inter-school communic-
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can take the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 paths: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rural
schools, and improve the needs-supplies fit of urban teachers who will be exchanged to rural schools; implement a
composition pattern of the exchange team based on core teachers and excellent principals, and supplemented by or-
dinary teachers;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of exchanging teachers and of the schools receiving them, and promote two-
way choices; restructure th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system to create a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of democracy,
harmony, mutual  assistance and endeavor;  build  a  platform for  teachers’  growth relying on core  teachers,  and im-
prove needs-supplies fit and demands-abilities fit between rural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changing teachers and schools.

Keywords：inter-school exchan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person-organization fit；educational equi-
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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