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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要要
要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徐 蕊 1 范晓璐 2 许高权 3 魏广彬 1
渊1 常州市金坛区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袁江苏常州 2132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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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袁江苏常州 213200曰
常州市金坛区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袁江苏常州 213200冤

摘要 本文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袁分析了农民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袁包括重复培训尧缺乏系统性尧激励不足尧
重数量轻质量等袁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袁以期为提升农民培训质量提供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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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袁人才必振兴遥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刚刚参加完这个部门组织的培训袁又被要求参加另

是解决野谁来种地冶野怎么种地冶问题的有效手段[1]袁是

外一个部门组织的培训袁甚至是同一时间被要求参

激发乡村内动力的有效路径 袁也是实现农业尧农村

加不同部门组织的培训袁本该是广受欢迎的给农民

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遥 近年来袁农民培训工作的开展在

长知识尧增见识的学习机会袁反而成了农民的负担遥

转变经营思路尧提升专业技能尧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

1.2 缺乏系统性袁影响农民综合能力提升

[2]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但是袁因制度尧体制尧师资等多种因

农民培训通常不像学历教育那样有长期的培养

素的制约袁各地普遍存在培训针对性不强尧农民积极

目标和系统的课程设计袁有时是讲授农业生产某一

性不高尧培训成效不明显的情况袁亟待改善遥 本文以

个环节的关键技术尧某个方面的先进经验或某些政

常州市金坛区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袁分析农民培训工

策法规袁有时是相对综合性的短期培训遥 但总体上袁

作存在的问题袁提出相关对策袁以期为提升农民培训

这些培训都不教授系统的基本理论知识袁农民野学一

质量提供思路遥

是一袁学二是二冶袁学后难以做到野举一反三冶遥 同时袁

1 农民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现有的野培育冶体系袁对单个农民缺乏差别化的培训

1.1 重复培训让农民疲于应付

策略和长远的培训规划袁常常是野眉毛胡子一把抓冶袁

以农业农村系统为例袁相对系统的农民培训工

不考虑培训对象的年龄尧知识构成尧学历层次尧接受

作主要有高素质农民培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能力等因素袁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学员的时间和精

育袁此外还有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尧粮食绿

力袁降低了学员的学习兴趣遥 有些任务考核年度培训

色高质高效创建等各类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及各级农

的是人数而非人次袁培训部门为了确保完成野人数冶

业技术推广机构根据自身职责组织的技术培训袁涉

目标袁即使培训内容不同袁也不愿让同一个学员再次

及多个部门遥 多头管理袁难免会造成培训对象重叠尧

参加当年度培训遥 更普遍的现象是培训机构对培训

培训内容重复遥 农业生产有较强的季节性袁适合开展

对象缺乏长期尧系统的培训规划袁今天培训一批人袁

农民培训工作的时间相对集中袁有时一个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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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培训一批人袁只关心培训了多少人渊次冤袁而不关
心野哪些人培训过了袁培训过什么袁掌握了什么袁哪些
还没掌握袁还需要什么培训冶袁对单个农民缺乏必要
的跟踪和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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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缺乏压力性激励袁农民参与培训的自驱力不强
调查发现袁多数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袁基
本处于被动培训状态遥 为提高农民培训的参与率袁培

的实际效果遥

2

改进农民培训工作的对策

2.1 整合培训资源袁减少重复培训

训部门通常采取发放车费及误工补助尧赠送小礼品尧

减少重复培训袁信息共享是前提遥 要实现信息共

提供午餐等方式袁这虽然可以保证参训人数袁让组织

享袁体制上可以自上而下整合培训机构袁这是较为根

者完成考核任务袁但不能保证培训效果遥 有些培训对

本的做法袁但操作的难度较大遥 更为可行的办法是在

象自己有事袁让家里人代替参训曰有些纯粹是村干部

不改变现行培训体制的情况下袁优化培训机制遥 在基

拉来凑数的袁一边带孩子袁一边野听冶课曰还有些虽然

层袁可以建立农民培训工作专班来统一组织农民培

是种田农民袁但因为对课程不感兴趣袁上课时很难集

训袁也可以通过建立和使用统一的农民培训管理信

中精神袁迟到尧早退尧玩手机尧中途外出等现象很常

息系统来减少重复培训遥

见遥 虽然组织方式尧课程针对性尧授课质量等是影响

2.2 实行野一人一档冶野一人一策冶的精细化管理

农民参训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袁但野训而不考冶野考而不

教育讲究因材施教袁职业农民培育更是如此遥 与

用冶才是影响大多数农民参训积极性的根本原因遥

学生相比袁农民之间的差异更大袁需求也更为多样

1.4 野一刀切冶式培训使优秀人才得不到个性化指导

化袁在培养方向尧课程设置尧教学方式上也应因人而

同样是农民袁年龄尧知识结构尧学历层次尧接受能

异尧各有侧重遥 应当将农民培育的重点放到示范户尧

力不同袁经营类型尧生产规模尧盈利模式尧发展愿景尧

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尧带头上尧新农人尧农二代尧农村

培养潜力也各不相同袁因而所需要的知识尧信息尧技

创新创业人才上来袁建立野培养对象库冶袁根据人才需

能也不完全相同遥 现在多数农民培训只是简单地按

求袁和人才共同制定野一人一策渊册冤冶野一批一策冶培

照产业类型进行分类袁比如粮油类尧园艺类尧水产类

养方案袁并在实施过程中适时调整优化遥 在培训的组

等袁划分不够细袁针对性不够强遥 这种野一刀切冶式的

织上袁针对学习意识尧接受能力强的年轻人袁可以适

培训袁学员大多没有存在感袁重视程度不够袁投入的

当引入野头脑风暴冶式教学袁通过话题讨论尧经验交流

精力不足袁时间长了更会失去兴趣遥 有些本来学习能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袁这种带有野竞争冶意味的培训袁有

力很强的学员袁在这种培训模式下很难被发现袁得不

助于年轻人增强信心尧共同进步遥 要做到这样的精细

到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袁成长很慢袁甚至错过成长的最

化管理袁需要配强基层农民培训队伍袁并鼓励基层农

佳时期袁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遥

技人员做好技术培训与跟踪服务工作[3]遥

1.5 管理上仍然是以野数量冶考核为主

2.3 建立以适度野门槛冶为核心的倒逼激励机制

尽管现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渊家庭农场尧合作

想要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袁需要增强课

社尧农业龙头企业冤发展水平的考核已转为更加注重

程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袁减少重复培训遥 但这些都是外

质量指标袁如江苏省 2021 年乡村振兴实绩水平考核

因袁无法转化为学习的内在动力遥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

涉及家庭农场发展水平渊包括家庭农场总体数量及

内袁可以探索将学习培训经历作为申报某些资格尧项

示范家庭农场培育数量冤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

目的必要条件渊即野门槛冶冤袁以提高培训含金量遥 比如袁

渊涉及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尧示范社占比冤尧省级

可以参照农药经营许可对经营人员的要求渊农学尧植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渊交易冤额年增长率尧农产品
经营主体纳入质量平台监管数量 4 个指标袁基本上

保尧农药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参加相关培训 56 课时

以上并经考核合格冤袁把具备相关专业学历尧职称或

都是质量指标袁但农民培训渊高素质农民培育冤工作

者参加系统培训并经考核合格作为土地流转尧开办

仍然是以项目形式下达了若干人数尧人次的任务袁没

家庭农场尧成立合作社的前提条件曰对已经登记的家

有质量指标袁也尚未建立质量评价体系遥 因此袁大部

庭农场尧合作社尧农业企业袁可以将负责人的培训经

分基层培训机构也只注重数字上的达标袁忽略培训

历作为年度考核尧评先评优的重要条件曰还可以将其

198

徐 蕊等院农民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要要
要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作为申报农业项目的优先条件遥 这样可以倒逼农民
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被动为主动袁变压力为
动力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由野要我培训冶向野我要培
训冶转变遥

提高农民参训积极性遥 2021 年袁金坛区共组织此类

培训 20 场次袁累计培训 2 370 人次袁常州金坛江南
制粉有限公司尧江南春米业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参
与袁实现了农民尧企业尧培训机构三赢遥

2.4 建立更加注重培训质量的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具有指挥棒作用遥 要想解决农民培训工作

发展农业袁年轻人是生力军袁也是未来的主力军遥
2019 年起袁常州市金坛区农机培训机构联合常州机

存在的问题袁首先要破除只注重数量的考核导向袁设

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江苏省率先举办野农机二代人冶学

立以质量为核心的考核指标袁而不是简单地考核培

历提升班袁累计开设大专班尧本科班 3 个袁合计培养

训人数尧人次遥 例如袁为了保证合格率袁会在试题难

121 人袁高含金量的学历教育袁增强了参训学员的获

度尧考试形式尧监考程度等方面降低要求袁让考试容

得感尧荣誉感袁也为当地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易通过袁考试反而成了形式遥 可以借鉴农业龙头企业尧

的人才支撑遥

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的经验袁建立以等级认定渊比如

3

结语
野三农冶问题袁农民问题是核心袁是出发点袁也是

县尧市尧省三级袁也可以再细分冤为核心的农民人才评
价体系遥 上级部门制定评价规则尧 定期开展人才评

落脚点袁只有把农民队伍发展好尧培育好袁让农民有

定袁并对各级人才认定数量进行考核袁引导基层培训

更多安全感尧获得感尧幸福感袁才能为现代农业发展

部门相对灵活地组织培训袁千方百计发现和培养农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遥

民人才遥

乡村振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袁其中人力资源的投入

2.5 创新培训形式袁提升课程吸引力和学员获得感

恰好就体现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上[5]遥 因此袁农民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可以聘请行业专家或实践经验

相关工作者要切实履行职责袁发挥主动性尧创造性袁

与理论兼具的技术性人才担任培训讲师袁采取野室内

把农民放在心上袁真正地关心农民的培育尧发展袁只

培训+田间授课+现场指导冶的培训方式袁推进课堂培

有这样才能发现新问题尧新需求袁切实解决农民发展

训与田间实训结合袁指导高素质农民有效开展农业

中的困难遥

生产[4]遥

此外袁在培训对象的精准选择上袁也有一些创新

性做法遥 常州市金坛区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改变以
往由村委会组织农民参加培训的方式袁探索建立了
由开展订单生产的农业龙头企业提出培训方案尧培
训对象袁 再由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审核并落实培训
机制袁野培训谁尧什么时候培训尧培训什么尧谁来讲冶基
本上由龙头企业说了算袁提高了培训对象的精准性
和培训内容的适用性遥 同时袁培训时企业会利用自有
资金为参训农民安排礼品或提高用餐标准袁 或把参
训情况和订单收购价格尧额外补贴等挂钩袁从而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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