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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牛肉干，精选2年以上散养的黄牛，用
古法柴火熬制，想要的亲们，快点下单！”在日前刚
落幕的2021年冬交会上，文昌锦山亚妹牛肉干品
牌创始人陈玉妹的直播间开播2小时，就拿下了2
万多元的订单。

今年7月，陈玉妹参加了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开办的2021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电商
班培训班，这是她首次在冬交会上“小试牛刀”，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而就在前不久的“双11”购物节
上，她也利用在培训班学到的直播技巧，通过抖音
平台开通3场直播，销售额达到10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靠教育。这是我省
培养高素质农民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2021
年以来，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海南省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在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下，坚持
党建引领，通过“三点”服务，培养“三型”农民，构建
“三思”师资培训体系，同时加大普法工作，为乡村
振兴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并培养出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要求相匹配的高素质农民。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已累计培养农村中专生 10000余人、大专生
3000余人、培训各类“三农”工作人才达18万人次。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党建+培训”
为农民提供致富引领

近年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牢牢
把握“党建+培训”的定位，扎实推进农民教
育培训中心党的政治建设，积极探索“学校党
员+驻村党员干部+党员农民”的模式，将微
党课搬进课堂，为农民学员提供一条“出门是
产业、回家是学校”的学习捷径。

2019年，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被省直机关工委命名为第一批“创建文明单
位示范点”，2020年被省直机关工委授予“标
准化党支部示范点”。2021年，入选全国
100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在“先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基础上，海
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与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什玲镇坚固村、万宁市和乐镇封浩村
达成“党支部结对共建”友好单位，通过帮助
村党支部规范建设党员活动场所、规范支部
组织生活、完善村各项制度、开展党员教育和
务农技能培训等，解决了以前长期存在的党
组织涣散问题。形成了《以党建引领创新“校
村结对共建”模式培育乡村振兴“领头雁”》党
建创新成果，真正做到党建工作形式新、内容
新和理念新的目标。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把服务三
农贯穿到党建工作各个方面，把建设党员队
伍作为基础工程，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整体
水平。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规范支
部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积极抓好“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生活制度的落实，
积极开展重温入党誓词、过“党员政治生日”
等主题党日活动，先后开展“不忘初心铸党
魂，铭记历史感党恩”“你的视角 我的发展”
等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规范党支部配置、抓
实政治理论学习和支部标准化建设等，提高
了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积极性，做实

“面子规范达标，里子殷实丰厚”。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党建为引

领，创新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农
民教育培训之路。通过党建工作的“新”

“实”，规范、创新党支部配置和支部标准化建
设，持续开展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贡献等系列活动，促进党建工作更有序、更高
效，党员队伍朝气蓬勃更有力，党建工作呈现
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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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培训各类“三农”工作人才达18万人次

为海南现代农业发展培养主力军

“通过思维导图，我们要学会和老
百姓算一笔账！种植山栏稻、酿造山
栏酒能否成为产业化运营项目？投
入和产出是否成为正比？”日前，举行
的2021年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师
资能力提升培训班上，海南省全脑记
忆研究会会长刘科夫受邀给一群老
师们授课。

此次培训班围绕海南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项目开展授课，将有机茶、腰果、
芒果、山兰酒等案例结合思维导图进行
产业化发展和运营分析。“培训高素质
农民，需要我们的授课老师有技术思
维、管理思维、运营策划能力，才能指导
农民真金白银地投资运营产业化项
目。”刘科夫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李

炜芳为此次参训教师，他主要负责橡胶
树种植技术的基层推广和林下经济发
展新模式的推广。“这次培训让我们受益
颇多，平时和农民的交流更多的是‘填鸭
式’教学，但是经过培训，我们知道怎么
讲，农民才愿意听，才记得住。”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要负
责人表示，乡村振兴需要培育高素质农
民，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则亟需高素质教
师，通过深入思考乡村振兴产业化发展
路径、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创新授课思
想，以构建“三思”体系来孵化和帮助高
素质农民成长，从而带动乡村产业化
发展。

此外，省农民培训中心还与海南省
营销协会合作，共同推动第三方职业技
能等级评价工作，共同开展农业技术

员、农作物植保员、家畜繁殖员等培训
工作。省农民培训中心还进行普法工
作，2021年1月至今，在《农民教育培训
空中课堂》栏目中，播出法律法规、科普
知识共18期。

接下来，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将加快构建完善“五高”教育培养
体系，搭建“以展促销、以销促产”服务
新平台，加大三“型”农民、三“点”服务
整体宣传，结合海南乡村振兴和自贸港
建设实际，紧紧围绕“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这条主线，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好农
广校主力军、主渠道作用，开展“双学
历”“双轮训”工作，开展首届农民技能
大赛，海南省乡村振兴紧缺人才培训工
作等，进一步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农民
教育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

11月23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
海南欧兰德毛豆南繁产业园，海南欧兰
德农民田间学校高素质农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毛豆生产培训授课（第
一期）举办开班仪式。紧接着，12月8
日，为期12天的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欧兰德毛
豆生产培训班又在这里举行。

两次培训集该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退役军人创业基地带头人、农村毛豆种
植大户共50人，课程主要涵盖乡村农
旅文融合发展、农业面源防治与科学施
肥指导、土地管理法、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农产品质量法、毛豆种植、病
虫害防治技术等。

这是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

心开创“校企合作”，共建“田间学校”的
新探索，也是加速农业技术推广、培养
职业农民的重要举措，对发展现代农业
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培训是公司今年大力提高
毛豆种植及职工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
举措，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有优质的师资，我们有场地，且农户有
培训的需求，通过这种‘点餐式服务’，
把教学班办到农民家门口，把课堂搬
到田间地头，十分难得！”海南欧兰德
农业高科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颜和德
表示。

据介绍，中心还提供“点子式服务”
“点位式服务”，一方面，邀请专家为农
民找点子、出主意，这样的“授渔”式服

务，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支持，更暖心、
更叫好。另一方面，针对全省各地农民
教育素质不均衡、教育资源短缺等问
题，中心开展点位式服务，与省民宗委、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等，开设电
商直播、畜禽防疫、农民合作社等专题
班，邀请湖南广播电视台、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海南大学等专业教师团队授
课，通过现场上课、远程技术教育等手
段，更精准地平衡培训资源，达到了整
县推进和有效提升的目标。

此外，结合我省大力发展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实际，培训中心“量身定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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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校本
教材。目前已完成初稿的验收工作。

“2021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电
商班培训班开设的课程，有实操内容，
能点对点地解决我们新型农民所需要
的电商直播痛点问题，比如如何设计讲
解产品的脚本，如何把粉丝留在直播间
等。”陈玉妹表示，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在培育高素质农民的过程中，
注重持续地孵化学员成长，“培训中心
这个月还请来湖南卫视直播运营团队
的老师给我‘助跑’，将在产品运营、品
牌策划等方面全方位地帮助亚妹牛肉
干成为网红爆品。”

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产业发展能
力的有效手段。当前，随着现代农业的
不断发展，大量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高
效率农业设施装备、现代化经营管理理
念越来越多被引入到农业生产的各个
领域，迫切需要高素质的职业化农民。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
要负责人表示，中心立足海南实际，积
极探索，通过培养新型农民、转型农民
和典型农民等三“型”农民，引导高素质
农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村产业

化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成为发展
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培养新型农
民，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积极
承担我省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通过专
家走进乡村、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农民
家里，把山川、湖海、田园都变成农民学
习的教室，通过一系列的培养计划，众
多高素质农民脱颖而出。为了积极促
成农民转型，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开设我省首个“乡村网红电商班”，
并取得良好效果。

以“学得好、干得好、带得好”为标
准，选树一批优秀高素质农民代表，引导
高素质农民发挥示范引领、扶贫带富的
作用，在农民中倡导争学比优的精神风
貌，在社会中营造爱农助农的良好氛围。

原本拿着高薪的高余斌，一心想要
从事农业工作，但没有专业养殖技术。
2017年通过参加中心举办的培训班，
从起初的2头母猪开始创业，经过几年
的发展，2018年合作社生猪年出栏量
1120头，存栏量600头。

如今的高余斌，是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新政镇什奋村团支书，也是一位

“青创10万+”扶持的创业青年，成了这
片深山里的致富带头人，也是典型的

“网红田秀才”。
“学习到这些培训技能后，我希望

能带动文昌周边更多的农户加入亚妹
牛肉干大家庭，帮助更多农户掌握直播
技能！”陈玉妹表示。

据统计，在培养人才方面，海南省
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自2011年启动

“万名中专生培养计划”项目以来，共招
录中专生10326名，超额完成招生计
划，其中毕业7552名，在读2734名。
中心实践总结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连
续两年入选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典
型案例。

“除了陈玉妹、高余斌，我们还培育
了‘山栏酒王子’朱晓保、鱼胶食品渔娘
哩哩、黎锦姑娘张朝瑛等网红学员，成
功擦亮了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从
培优到育优的农民教育培训品牌。”省
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要负责人说。

从培优到育优 培养高素质农民，带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创新培训服务，“田间学校”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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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2021年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昌江毛豆生产培训班开班。

屯昌学员开展《果树生产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实训教学活动。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进教学班活动。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组织学员开展普法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