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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校地定制人才共育模式，
力争成为全国农业职业院校培养
“永久牌”“三农”人才的标杆校

——农学结合，创新“农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
试点单位，学院与江苏方源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合作，在园艺技术、现代农业技术、木材加
工技术、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等 4 个专业开展

“定向招生、双主体育人、定岗培养”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创建了“定制培养、分段教
学、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师资互
聘、技术共享、基地共建”的深度融合机制，
制定了保障现代学徒制高效运行的管理办法。
目前，试点专业已通过验收，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推广到全国 67 所院校，并在全国农业院
校现代学徒制专题论坛上作了经验交流。

——人才定制，培养基层农业技术与管理
人才。学院分别与太仓市、南京市栖霞区、扬州
市、盐城市等地方政府部门合作，定向培养基层
农业技术管理人才。与中国农垦集团合作，建
立教育培训联盟，联合培养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者和农业职业经理人。2017年学院被省委组织、
教育等部门确定为全省“定制村官”培育高校，培
养各县（市、区）的“永久牌”村官。2019 年 4 月《国
内动态清样》第 1287 期刊登了这一经验做法。

——创教结合，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坚
持“导创业于教学，成论文于大地”的创业教育理
念，依托省级首批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创新实
施具有鲜明农林特色的“新禾行动计划”，重构课
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了“训赛孵战”四
维实践体系，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库；以各类大赛为载体，模拟
创业实践；以承包经营为手段，加速创业孵化；

以创办实体为标杆，开展创业实战，培育了一批
“有创意、敢创新、能创业”的创新创业人才。

创新校政行企共建共享机
制，力争成为全国农业职业院校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先行者

——校地携手，共建科技产业园区。学院
积极与属地政府部门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发

展 ， 赢 得 了 句 容 市 政 府 部 门 划 拨 土 地 2653
亩，流转土地 1729 亩，共建省级科技示范园
区——江苏农博园和江苏茶博园，是国家级别
实训基地和首批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
地。两园区已成为学生实训的课堂、教师科研
的园地、科技示范的窗口、产业推广的平台、
科普教育的基地、休闲观光的乐园，力争成为
校地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

——校行协同，创建应用技术中心。学院
与省内外大专院所、行业企业合作，建成江苏
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
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现代种业发展研究院、现
代种业院士工作站、国家彩叶树种良种基地等
27 个省部级产学研平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出
资 2200 万元，与学院共同开展科技研发。学
院控股的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省首家
国家级别“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先后获得江
苏阳光集团 4400 万元、中林集团及国家种业
基金 1.18 亿元投资入股。获批成立江苏彩叶苗
木育种与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是江苏首个
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牵头成立江苏
省草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批江苏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推广示范基地 5 个。

——校企合作，组建农业职教集团。学院
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牵头，
联合 66 所院校、10 家科研院所、54 家龙头企
业，组建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较早建立起
全国范围内农业领域的校企命运共同体。集团
以“生源链、就业链、师资链、信息链、产业
链和成果转化链”六链为纽带，坚持“共建、
共享、共赢、共长”的原则，通过产业驱动、
校企联动、平台带动、项目推动，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互惠互赢，集团化办学的集聚
效应初步显现。集团中与学院形成资产纽带的
企业有 6 家，引入资金 2.56 亿元。成立中农职
教 （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新了职教集
团实体化运行机制。

坚持农科教推助力乡村振
兴，力争成为全国农业职业院校
服务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领头羊

——科技推动，引领农业产业升级。学院
坚持为当地现代农业产业服务，依托 23 个省

部级科研平台，组建草坪草、有机茶叶等 9 个
科技团队，专题立项、开展研究，近 10 年
来，立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41 项，争取科
研经费累计达 2.14 亿元。育成农作物新品种 37
个，研创新技术 140 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33 件，制定省级以上标准 36 项。获得神农中
华农业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林业部门梁希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等重大科技成果奖励 46 项。

——产业带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学院
与句容、泗洪、溧阳、沭阳四县 （市） 挂钩，
开展产业推广和农民培训。助力区域成功打造
了江苏省镇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江苏省句容
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国家级别园区以及句
容市鲜果小镇、草毯绿波小镇、溧阳市白茶小
镇等省级农业特色小镇。草坪草和彩叶苗木两
大产业被省委、省政府部门确定为宁镇丘陵地
区优势主导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土草
坪生产技术推广种植面积达 9 万多亩，带动 4
万多农户，辐射全国 30 多个县 （市）。彩叶苗
木现已推广到 25 个省 （市、区），推广面积 10
万多亩，带动 8000 余农户。

——培训驱动，提升农民致富能力。发挥
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和产业优势，依托学院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国家青年农场
主培育基地”“国家农民科技星火培训学院”

“农业部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等平台，
以产业推广为重点，建立了“专家—基地—示
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网络。以现场
教学、样板示学、技物促学、网络助学、菜单
选学等教学手段，开展对创业农民、家庭农场
主、基层农技人员培训，年均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 1.2 万余人次。近年来，为新疆、西藏、甘
肃、云南等西部地区培训农技人员累计达 8000
余人次。

坚持开放办学服务“一带一
路”，力争成为全国农业职业院校
支撑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排头兵

——争取政府部门支持，搭建国家层面农
业合作交流平台。根据中法两国农业部门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依托学院建立中法农业培训中
心并共建中法农业科技示范园，双方联合开展
农业科技研究、法国高新农业技术推介和新型

职业农民培养。作为农业农村部门确定的首批
农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学院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示和推广我国
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进理念、模式、经验和技
术，开展农业“走出去”人才培养、职业农民
培育、淡水渔业等生产技术培训。

——配合企业“走出去”，搭建农业科技
服务平台。学院与中航国际集团、川山国际集
团等大型中资企业合作，解决企业在非洲国家
开展农业援助项目水稻、甜叶菊、果树繁殖、
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技术难题。中江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亚太种子协会成员，出口玉米、
杂交水稻、西瓜等作物种子至孟加拉国、非洲
国家和巴基斯坦等地，累计出口种子 300 多
吨。

——联合境外院校，共建分校和科技示范
园。学院与老挝中老友谊学校共建学院老挝分
校，为当地培养急需人才。与肯尼亚埃格顿大
学合作共建了中肯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立
甜叶菊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体系，委派专业教师
担任技术专家，对肯尼亚种植户进行技术指
导，推动肯尼亚的甜叶菊发展。先后为肯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苏丹、乌干达等东非
国家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 15 期，培训农业技
术人员 500 余人次。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多年
来，正是由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新发
展，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三
农”发展提供了教育技术和科技成果的支撑，
还将学院的创新发展经验植根于世界多个国
家，探索出一条职教集团国际化合作的发展之
路，创新构建了可借鉴的江苏农林模式。

学而思网校

携手北师大生科院 打造别样生物科普课

在此次合作中，北师大生科院将
为每门课程配备教授级别的主讲人，
将人体科学、动植物科学、生态学等
深奥晦涩的科学知识化繁为简，深入
浅出地传授给孩子们；学而思网校则
发挥在线教育的实践优势，不断拓宽
学习边界。在课程呈现形式上，双方
打破传统的课程模式，将课堂搬到原
始森林、标本馆和实验室里，通过
360°实景拍摄，让孩子们在生动有
趣的大自然中将生物知识“一网打
尽”，收获受益一生的能力。

2020 年 1 月 9 日，在好未来旗下
学而思网校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简称北师大生科院） 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上，北师大副校长陈丽在致
辞中对此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她表
示，对于大学来说，和产业合作是更
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
的一种途径。北师大生科院与学而思
网校以产教协同的方式，共同开发高
水平课程，可以让中国孩子有更多的
学习优质课程的选择，这样的战略合

作值得期待。
学而思网校与北师大生科院将依

托学而思网校的教育实践和北师大生
科院的科研、中小学生物学教学理论
研究优势，联合打造面向全国中小学
生的系列生物科普课程，内容涵盖生
态学、生物学、人体科学等领域，为
中小学生提供专业、权威、生动、有
趣的生物科普，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
神，提高科学素养。北师大生命科学
学院不仅是中国生命科学科技创新和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还
是初、高中生物课标研制者之一。

北师大生科院院长娄安如表示，
通过此次合作，北师大的教育理论研
究优势与学而思网校的教学优势得到
充分结合，更贴近青少年的学习习
惯，能有效激发青少年的生物探索兴
趣，启发他们未来投身于生命科学事
业。早在 2019 年，北师大就已经与好
未来达成战略合作。董奇校长曾表
示，希望通过合作将北师大的科学研
究成果和好未来的教育实践结合起

来，真正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娄安如
表示，此次学而思网校和北师大生科
院的战略合作，可视为对 2019 年合作
承诺的践行与深化。

学而思网校总经理刘庆逊表示：
“我们希望让代表未来的核心技术、

前沿领域成为孩子们学习起步的舞
台，希望在北师大的深层次支持下，
将孩子们受益一生的能力培养得更为
扎实，将青少年素养教育水平推到一
个新的高度。”

成立 12 年来，学而思网校不断深
耕教学教研，通过技术革新为中国乃
至世界各地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服
务。2018 年，学而思网校正式布局素
养课体系，积极参与青少年素质教育
体系共建。作为国内在线教育领军品
牌，学而思网校充分发挥在线优势，
致力于将前沿科技力量应用于综合素
质人才培养，并积极推动高校间的合
作，共享专业领域优质教育资源与教
研成果。同时，学而思网校在世界范
围内聚集优质教育资源，邀请大师级
专家、学者为青少年亲自开讲，全面
提高青少年综合素养。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包括英国爱乐乐团，著名文化
学者余秋雨，著名学者纪连海、王立
群、钱文忠，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
刘心武，著名作家马伯庸，军事战
略专家张召忠，动物学家张劲硕等
专家先后来到学而思网校，为青少
年开讲。他们用生动有趣的授课方
式 ， 激 发 孩 子 们 对 于 该 领 域 的 兴
趣 ， 让 孩 子 们 收 获 知 识 、 认 知 世
界、了解世界。

学而思网校与优势教育资源的合
作成果证明，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专业
领域里的知识充分融合是符合青少年
成 长 路 径 与 教 育 发 展 方 向 的 。 未
来，学而思网校将持续探索青少年
素养教育新路径，培养孩子们受益一
生的能力。

历经近3个月的精心打磨，好未来旗下学而思网校与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的首门素养课程“国家公
园里的生物课”正式在学而思网校上线。学而思网校首门
全程户外实景拍摄的素养课程“国家公园里的生物课”打
破常规课堂模式，为孩子们带来全新学习体验。在北师大
生科院副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猫科动物专家组成员、
国家林业和草原部门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机构副主任冯利
民老师的带领下，课程制作团队深入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
地带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深入探索这座面积达 1.46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通过原汁原味的实景拍摄和有趣
有料的实地讲解，带领孩子们巡游原始森林。在冯利民老
师的生动讲述下，枯燥的书本知识变成了立体的森林系
统，孩子们可以从自然的细枝末节里看见万物循环的奥
秘。边走边学，边学边问，让孩子们的思维随森林精灵一
起跳跃，将必备的生物知识“一网打尽”。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娄安如与学而思网校
总经理刘庆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创新江苏农林模式 构筑职业教育高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特色与成果述要

学院肇始于1923年创办的中华三育研究
社。近百年来，秉承建校之初的“育心、育
脑、育手”的“三育”理念，经过几代人的探
索创新，学院现已发展为以农业类专业为主的
综合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形成了以校本部为
主体，江苏农博园、江苏茶博园相呼应的“一
主两翼”校园格局，占地面积6000亩。学院
设置农学园艺、风景园林、畜牧兽医、茶与食
品科技等7个二级学院，在校生11000余人。
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2017

年入选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2018年被确定为省卓越高职院校，2019年成
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10所高水平学校（A档）建设单位之一。

长期以来，学院践行“课堂移村口、师生
到田头、成果进农户、论文写大地”的教学思
路，争做农业发展的引擎，争做农村发展的智
囊，争做农民致富的帮手，融区域、接地气、
出实招、见实效，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取
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

中法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揭牌中法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揭牌

学生承包经营葡萄园学生承包经营葡萄园

江苏省首届江苏省首届““定制村官定制村官””人才培养研讨会人才培养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