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亭教学点
勤学苦干的女共产党员

黄秋慧，2013级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会计班学员，现任保亭东方村委
会村民会议代表兼村委会监督委员会
委员。作为村干部的黄秋慧虽然每天
都很忙，但她依旧挤出了大量的时间
刻苦学习，虚心向老师请教，掌握了专
业的财务知识，并于2016年被评为优
秀学员。现在的她善于捕捉市场信
息，加入了保亭黎族美方专业合作社，
学习黎锦技艺和其他手工技术，2017
年荣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乡优
秀党员称号。

十一市县典型学员风采

叶秀富，2011级定安县设施农业生产技
术班学员。现为定城镇潭黎村委会书记的
叶秀富曾荣获海南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
头人称号，他带领的定安县谭黎瓜菜合作社
现有社员 18 户，种植面积达到 200 亩，
2012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他们
为了扩大潭黎圣女果的知名度，连续三年组

织举办潭黎圣女果文化节。叶秀富认识到
自己的合作社能快速发展，获得可观收益，
正是得益于万名中专生培养学习，通过系统
的学习，视野开阔了，信息来源广了，底气更
足了。他表示今后要坚持学习，要把定安潭
黎圣女果品牌做得更大，带领更多的群众走
上致富之路。

刘梅花，2013级五指山市番阳畜牧班学
员。刘梅花是班里公认的“好学生”，她认真
的学习态度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
年的学习让她系统地掌握了养殖实用技
术。2016年7月，为响应“三年攻坚脱贫，两
年巩固提升”的号召，借助政府部门发放98

头豪猪种苗的机会，她牵头成立了扶贫养殖
基地合作社，社员28人。目前养殖基地共有
养殖栏50间，养殖豪猪130头，现已出栏豪
猪几十头。下一步，他们计划将豪猪养殖作
为特色产业发展，靠品牌出效益，带动更多
的农户走上科学养殖的脱贫致富之路。

陵水教学点
敢于创新，勇于探索

陈亚川，2013级陵水黎族自治县畜牧兽医班
学员。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他报名参加了万名中
专生培养计划后，结合所学成立了陵水农宝甜玉
米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号镇种植面积
达到2000亩，在文罗镇和隆广镇种植面积达到
3000亩。2013年陈亚川担任什巴村党支部书记
期间，申请了10000只山鸡苗，分给了53户农户，
在菠萝蜜基地进行放养；他还尝试引进绿罗花草，
种植面积100亩；同时还运用所学的畜牧知识，养
殖起了五脚猪，目前存栏300头，其中母猪94头，
年出栏600头。陈亚川大力发展种养结合，想方设
法增加村民的收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昌江教学点
敢闯敢拼的80后退伍兵

钟川平，2013级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设施
农业生产技术班副班长，现任乌烈村委会委员。他
曾当过三年义务兵，2010年他选择了回家自主创
业。这位80后创业者有毅力、有梦想、不怕苦、不怕
累、敢闯敢拼。他深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2013
年毅然报读了中专班。通过学习，他的知识水平
上升了一个台阶，种植技术得到了有效提高，管
理经验也增进了不少。如今他管理着30亩农业
基地，种植柠檬、莲雾等品种，同时经营着副食店
和足疗店，年收入8万余元，带动周边7户农户脱
贫致富。从曾经的兵哥哥到如今的80后创业
者，钟川平凭借自身的努力闯下了一方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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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搓玉米、池塘抓鱼、晒场收谷……这样
的比赛项目你见过吗？近日，卢雄强、陈荣全、
王洪艳、吴祖仁、王成、符孙昌、李岭燕等7人
作为我省农民代表在2017年全国农民体育健
身大赛中就参加了这样的比赛项目，并且取得
了优异成绩，在全国大赛中展示了海南当代农
民风采。而不为人知的是，这7人都是我省

“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的学员。
目前，我省已有6370名具有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农民接受了3年制中等职业学历教
育，他们毕业后或是养殖能手，或是种植大户，
或是村“两委”班子成员，或是脱贫致富带头
人，活跃在我省广大农村的第一线，成为我省
脱贫攻坚的生力军。

免费教学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2010年 9月，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在《海南省中西部市县人才智力扶持
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万名中专生培养
计划”。

2011年2月，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厅、省
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了《海南省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实施
方案》，明确“从2011年到2020年，按步骤、有
计划地实施和推进‘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
主要依托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省农
广校），每年组织开展对1000名具有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农民进行3年制中等职业学历教
育”，学费由省财政、市县财政分别承担70％
和30％。同年6月，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召开
了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工作启动会，拉开了培
养工作的序幕。

截至2016年，在中西部五指山市、东方
市、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
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定安县、屯昌
县、临高县等11市县共招生6370人，开设设
施农业生产技术、畜牧兽医和会计教学班
128个。东方、乐东、保亭、昌江、白沙、屯昌、
临高7市县超额完成培养任务，总体上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的预期目标。目前，

在读生3057人，已毕业3313人。

夯实基础保障教育培训质量

明制度于前，重管理于后。先后制定了万
名中专生培养项目资金、教学、学籍、教材、实
践、教师等7项规章制度，省农广校从制度建
设着手，规范管理工作。

立足实际，编写特色教材。2013年，省农
广校联合省级科研推广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
员，以海南农业地方标准作为参考依据，贴近
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际，“量身定做”了8
本适用于“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和“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程”的系列教材，得到了学员的好
评。

内外兼修，打造师资队伍。精心从省级科
研推广部门和市县农业部门遴选187名专家
和农技人员，建立教师师资库，专职27人，兼
职160人。省农广校通过开展培训、教学竞
赛、观摩和督导等方式培养锻炼教师，先后选
派30余名教师赴省外学习，着力打造一支本
领过硬的农民教育师资团队。

送教上门圆了农民读书梦

学校采取就近办班原则，确保学员生产、
生活、学习三不误。目前共开设128个教学
班，村一级办班94个，占70%；市县乡镇办班
34个，占30%。学校还把办班与精准扶贫相
结合，扶贫先扶智，在定安、昌江、白沙等市县
招录了138名建档立卡贫困学员，让免费教育
政策惠及到贫困地区农民群众。

6年来，各级政府部门认真贯彻《海南省
中西部市县人才智力扶持行动计划》精神，把
万名中专生培养当成一项事业来做，探索出了
一条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职业教育新路子，把
教育办在农民家门口，让农民圆了“读书梦”，
把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因地制宜引领农民学以致用

怎么让学员学到发家致富的真本领？如

何提高学员学习的兴趣和兴奋点？省农广校
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教育培养方式方法，坚持特色办学。

合理设置专业，突出地方特色。设置设施
农业生产技术、畜牧兽医、会计3个专业，每个
专业由公共基础、专业技术和实践操作3个模
块组成。基础课主要提升学员文化理论素养，
专业技术和实践操作课主要提高学员生产技
能，依据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特点，配置实用性
强的实践课程，提高学员的兴趣。

教学方式多样，课程内容丰富。教学主要
包括学员自学、媒体教学、面授辅导、专题讲
座、实训、顶岗实习等环节，教学手段灵活，方
式多样。省农广校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广播（FM88.6）共同打造了一档以传播农业科
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教育培训空中课
堂”栏目，每周一至周五 15：00—15：30 播
出。顺应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需要，学校先
后组织了4800余名学员到海口学习计算机
应用及手机应用等课程，让农民学员紧跟时
代发展，掌握脱贫致富的技能。

结合实际需求，开展讲座实训。根据区
域农业特点和生产季节需要，因地制宜地开
展学员急需、针对性强的专题讲座和实训学
习。几年来，在90个教学点开展技术讲座
192期，实训活动120次，跨市县、跨区域实训
8次，挂牌实训基地30个。

在省和市县组织、农业、教育、人社、财政
五大部门的支持下，学校与农业、畜牧、乡镇、
村委会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联合教师、班主
任、骨干学员全面参与，齐抓共管，上下联动，
合力推进万名中专生培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几年来，共评选优秀学员546人，
优秀教师86人次，先进工作者54人次，优秀
班主任68人次。今年6月1日，中共海南省委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琼发［2017］11 号）中明确指出：

“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总结推广‘万名中专
生培养计划’和‘雨露计划’工作经验，全力推
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省农广校将以此
为契机，充分发挥农民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
地作用，全面做好万名中专生培养工作。

不花钱在家门口就能读中专
乐东教学点

学以致用助脱贫攻坚

韦清辉，2013级乐东黎族自治县设施
农业生产技术班学员，现任乐东千家镇温
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深感理论
知识和种植养殖技术不足的他，报名参加
了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学习后，开拓了视
野、转变了观念、掌握了技术，也有了更高
的追求，他的理想是带领村民们共同致
富。韦清辉积极引导村民种植芒果、龙眼，
组织18户村民成立了乐东南辉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已形成700多亩芒果和100多
亩龙眼种植基地的规模。他时刻关注并开
展扶贫工作，向县扶贫办申请资金联合全
村88户贫困户成立黑山羊合作社，目前
240平方米的羊舍已落成，现有存栏黑山
羊120只。韦清辉在学用结合的致富路上
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认可。

白沙教学点
坚持学习创新的致富能人

符志平，2013级白沙黎族自治县畜牧
兽医班学员，白沙打安镇福妥村党支部书
记。符志平2010年成立白沙顺发养殖合
作社，但他不满足于现状，深知只有不断学
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通过职业中
专系统学习，在养殖技术、经营管理模式等
方面受益匪浅，从成立合作社开始，逐步被
评为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白沙
猪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特色生猪专业养
殖基地，直至规划打造新型家庭农场，成绩
斐然。2017年他成立顺腾家庭农场，养殖
生猪存栏规模达到1000余头，每年生产收
益达到6万元，同时精准指导带动村里17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琼中教学点
三年学习让产业规模扩大数倍

郑忠光，2012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班学员。琼中福岛橡胶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荣获“海南省琼中县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2016年1月
被评为第三届海南“最美农民工”。他报读
中专班学习时，合作社橡胶种植规模只有
300亩。目前，合作社的橡胶规模已经扩
大到2.4万亩，社员从成立时的8人发展到
了1356人，出资额也从8万元增加到了
800多万元。自 2008 年成立至 2016 年
底，社员累计生产交易干胶7600多吨，总
经营收入1亿4700万元，累计分红金额达
到了500万元。他说，学习成就未来，表示
今后一定坚持不断学习，以更好的姿态迎
接市场的竞争。

我省“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6年惠及6370名农民

五指山教学点 带领贫困户一起致富

定安教学点 学习技术带头致富

东方教学点
养猪场的女强人

麦才花，2013级东方市畜牧兽医班学
员。2008年创办东方市文通村嘉宇猪场
并投入生产。在创业过程中，她深感养殖
知识不足，决定参加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
学习。如今，她系统地掌握了畜牧养殖技
术，扩大了养殖规模，年出栏量已达到
6000头左右，收入大为提升，获得“养猪能
手”的称号。同时，麦才花积极把所学知识
和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乡亲们，猪场也为
村民提供了1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村
民和同班学员一起养猪致富，现人均年收
入42000元。接下来她计划建立现代化环
保花园式的规模养殖场，并成立家庭农场。

屯昌教学点
勤劳致富不忘家乡人

郑凯，2013级屯昌县设施农业生产技
术班学员。他于2011年成立屯昌琼凯瓜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任理事长，他边学边做
边总结，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
中。通过不断的发展和积累，他在2013年
又经营了屯昌新兴凯越农资店，同时将瓜
菜种植面积由原来的50亩扩大到现有的
80亩，年销售收入从10万元增加至40万
元，年利润由3万元增加至10万元，带动周
边村民35户75人发展瓜菜种植，年人均收
入增加8000元。郑凯表示今后将不断学
习，提高自身的种植技术水平，扩大种植养
殖面积，实现增产增收，带动更多的村民走
向共同发家致富的道路。

临高教学点
变废为宝的垦荒者

罗国聪，2012级临高县设施农业生产
技术班学员。他在临高县多文镇经营一
家农资店，由于缺乏农业专业知识，在出
售化肥、农药中经常面临难题。报读中专
班后，他学到多种农作物生产管理、病虫
害诊断与防治等技术，与老师同学搭建起
了专业交流平台。2013年受到老师和同
学的启发，他用较低的成本租下50亩荒
地，种下一万多株的绿化观赏树木，主要
有狐尾椰、海南红木棉、沉香等。曾经的荒
山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目前已开始出售树
木，部分树种一棵可以卖到1000余元，由于
掌握了多种树木的育苗技术，他现在还出售
树苗，农资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下一步
他计划规模种植瓜菜、柚子等作物。

本版策划/宗兆宣
撰文/图片 蔡花 肖晓宁 张春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