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

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役”中，涉农高校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等突出优势，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是其

新时代的第一责任和首要任务。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

家代表回信，寄语涉农高校广大师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总书记的回信，不仅对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新的要

求，更为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供了价值引领。

作为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院

校、吉林省转型发展示范高校，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牢记殷

殷嘱托，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吉林产业

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实施“七大服务工程”，全力服

务乡村产业、金融、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不断为吉

林省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时代的贡献。

硕果累累丰收季，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以赤诚之情挖掘和延续乡村的根脉，寻找乡村吉林的

内生动力；以改革创新的决心气魄耕耘现代化农业，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以激扬清浊的勇气教化育人，焕发乡村文

明的新气象。

即日起，本报将围绕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助力乡村振兴

展开系列报道，探究涉农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

展示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新作为、新

担当。

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写 在 前 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农村是充满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高等我国高等

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农林教育大有可为。。””

破解破解““三农三农””难题难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是

涉农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涉农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以立德树人为根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践行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践行

使命使命，，为国担当为国担当，，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全方位服务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全方位服务

““三农三农””，，植根乡土乡村植根乡土乡村，，早作为早作为、、大作为大作为、、实作实作

为为，，真正将人才输送到真正将人才输送到““三农三农””建设和服务的主建设和服务的主

战场战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吉林乡村振兴贡推进吉林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献力量。。

全方位服务全方位服务，，投身投身““三农三农””建设伟大事业建设伟大事业。。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矢志奋斗化矢志奋斗！！””这是写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人心这是写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人心

头的理想头的理想。。从从19071907年的年的““农学堂农学堂””，，到到19481948年的年的

““吉林省立农业学校吉林省立农业学校””，，再到今日的再到今日的““吉林农业科吉林农业科

技学院技学院””，，112112年的历史积淀与使命传承年的历史积淀与使命传承，，无数无数

““农院人农院人””前赴后继投入到前赴后继投入到““三农三农””建设的伟大事建设的伟大事

业中业中。。懂农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村、、爱农民是他们的育人理爱农民是他们的育人理

念念，，农业强农业强、、农村美农村美、、农民富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农民富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站在新时代站在新时代，，当国家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当国家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农农

院人院人””以更加坚定自信的姿态勇立潮头以更加坚定自信的姿态勇立潮头，，为百余为百余

年的理想与使命躬身践行年的理想与使命躬身践行、、不懈奋斗不懈奋斗！！

全方位服务全方位服务，，帮助农村全面振兴帮助农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全方位振

兴兴。。

乡村振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涉及方方面面。。既要坚持统筹推进既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振全面振

兴兴，，又要着力抓重点又要着力抓重点、、补短板补短板、、强弱项强弱项。。聚焦重聚焦重

点难点点难点，，确保措施到位确保措施到位。。按照这一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吉林吉林

农业科技学院在服务手段农业科技学院在服务手段、、服务领域服务领域、、服务对服务对

象上找准着力点象上找准着力点，，全面发力全面发力。。从服务对象看从服务对象看，，

不单包括贫困农民和贫困地区不单包括贫困农民和贫困地区，，还包括已经脱还包括已经脱

贫的农民和走在富裕路上的地区贫的农民和走在富裕路上的地区；；在服务手段在服务手段

上上，，不仅局限在提供培训不仅局限在提供培训，，还包括设计大赛和还包括设计大赛和

竞赛竞赛；；在服务领域上在服务领域上，，也不局限在农业生产技也不局限在农业生产技

术术，，还包括文化重塑和乡村治理还包括文化重塑和乡村治理，，最终实现最终实现““产产

业兴旺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治理有效、、生活生活

富裕富裕””的全面振兴的全面振兴。。

全方位服务全方位服务，，培养有情怀培养有情怀、、有理想有理想、、有担当有担当

的人才的人才。。

百余年栉风沐雨百余年栉风沐雨，，几代人励精图治几代人励精图治，，吉林农吉林农

业科技学院凝练了业科技学院凝练了““厚德图本厚德图本、、励学笃行励学笃行””校训校训

精神精神，，确立了确立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内涵发展内涵发展、、突出特色突出特色、、

服务社会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的办学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不不

仅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仅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

才才。。更注重立德树人更注重立德树人，，培养有情怀培养有情怀、、有理想有理想，，知知

农农、、爱农的新型人才爱农的新型人才。。带领师生共同走出教室带领师生共同走出教室、、

走进农村走进农村、、了解农业了解农业、、感恩农民感恩农民，，全方位服务农全方位服务农

民民。。养成从实践中求真知的优良学风养成从实践中求真知的优良学风，，利用学利用学

校的学科优势和接地气的帮扶模式校的学科优势和接地气的帮扶模式，，让让““农院农院

人人””的报国梦成为现实的报国梦成为现实。。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撑起乡村振兴撑起乡村振兴““顶梁柱顶梁柱””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

键。当前，广大农村最迫切需要的是人才储备和智

力支撑。只有持续不断地向这片肥沃土地输出人

才，在乡野田间孕育一批批扎根农村、热爱乡土、掌

握技术、熟悉经营的新型农人，才会为乡村振兴注

入动力，生成活力。

百年农校，以立德树人为本。涉农高校在培养造就一支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方面具有天然优

势。多年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

要位置，坚持兴村先兴人的人才方略，大力培养带领农民干

的人才、帮助农民干的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通过造就

乡土人才，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为乡村振兴提供

不竭动力。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干

部是“领头雁”“排头兵”。在人才振兴的实践中，吉林农业科

技学院不断提升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

激发其干事创业的激情和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干部队伍保

障。2008年，学校参与我省启动的“千村党支部书记培训”；

2009年，参与“万名村干部培训班”；2014年，新一轮村级干

部培训启动，让近万名“村官”受益。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吉

林农业科技学院作为涉农人才的摇篮，凭借自身强大的人才

储备优势，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力促人才兴农，切

实为乡村注入智慧智力。农学院王广耀老师对安图县明月

镇的6个村开展了6期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累计培训170

余人，受到当地农民好评。像这样的教师，学校每年都输送

一大批。几年来，学校共派师生万余人次，到省内20余个县

（市）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培训指导农民30余万人次，推广新

技术千余项，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领着干、帮着干，不如农民自己干”，农村建设归根结底

要以农民为主体，而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新农村建

设的中坚力量。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找准关键点，为职业新农

人铺路搭桥，着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2016年，学校相继开展了专题讲座、现场观摩、实地考察

等多项职业农民培训项目；2017年，农业部首批授予了100

个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吉林农业科技学院赫然

在列，首批500名学员参加了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近两

年，学校加强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民新意识、强化新理

念、掌握新技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步伐。

围绕乡村振兴育人、树人，培养农村建设的时代新人，吉

林农业科技学院多措并举，破解乡村人才瓶颈制约，在吉林

乡村的广阔天地里，农业人才可以大展拳脚、施展才华，有这

样一群精英深耕沃土、辛勤付出，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科技兴农科技兴农 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在同步

小康和国家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中国农业的生产方

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嬗变。适应

这样的提质升级，就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加大科技兴农的步伐。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

因此，现代科技是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多

年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以创新驱动为引擎，立足吉林经济

进行科学研究，建立科研团队，搭建科研平台，开展校企合

作，提升科研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有效地推动了区域内科技

创新发展和科学进步，为“三农”赋能。

搭建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5个基地、14个服务团

队，是学校为乡村振兴送上的一份“大礼”。依据《吉林省乡

村振兴发展研究中心规划》，学校为科技助农确立组织保障，

完成了遍布全省、辐射村屯的科研服务网络搭建。2018年

11月，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分别与吉林省后爱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长春市大富农种苗科贸有限公司、吉林云耕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签署合作协议，成立

了“吉林省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机构。同时

建立14个“服务地方科教兴农服务团队”，涵盖种植类、养殖

类、生物工程类等五大类别，集中学校专业骨干技术人员，搞

科研、抓培训，进一步加速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传授科技，持续提供免费培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学校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重

点，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民技能培训工作，通

过面向农民、传授科技，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生产技能，助

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2012年，学校先后举办了舒兰市水曲

柳镇水稻栽培技术培训班、长岭镇玉米栽培技术培训班等多

项培训；2014年至2018年，学校为各类涉农机构培训农民、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业职业经理人27000余人。以农民技

术培训为抓手，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农村的现代农业

水平、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步伐进一步

加快。

倡导科学，鼓励农民科技种田。学校不但办班，还搞竞

赛，目的就是鼓励农民科技种田。2014年至2016年，学校连

续3年出资举办农民玉米高产竞赛。每年春天，学院还会选

派相关教师到公主岭市为参加玉米高产竞赛的农户进行培

训，从备耕到收获，无论是选种、田间管理还是病虫害防治，

学院教师全程指导，玉米单产屡创新高。仅3年，学校拿出

13万元奖励能种、会种、巧种的农民，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

极性。

科技创新不断，科研成果丰硕。学校自1986年开始,连

续11年在双辽市、通榆县等地开发水稻，成功开发出“金沟

牌”绿色大米，结束了双辽市没有水稻生产的历史；连续十三

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评为“科教兴农先进单位”；共51人次

承担吉林省科技特派员工作；32名教师承担“三区人才项目”

工作；100余名教师获聘12582“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专

家，雄厚的科研实力切实为吉林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结对帮扶结对帮扶 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区域内的对口帮扶具有平衡经济发展、缩小地

区差距的效果，有利于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状态，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均衡发展。在乡村振

兴的实践中，涉农高校与乡村和企业结对子，发挥

高校人才、技术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实现

企业资本、农村资源、高校智力的有机结合。

校村合作，全面升级更给力。校村合作是深入农村，让

理论联系实际、让科研转化成果的必由之路。今年5月10

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乡村振兴服务基地”在仙人桥镇黄家

崴子村正式揭牌成立，双方将在村容村貌设计、乡村文明建

设、红色基地建设、绿色旅游发展、农业产业化升级等方面进

行全面合作。

在对口帮扶过程中，学校致力于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

题。学校了解到当地特色小吃“粘火勺”因为

缺少包装销路不畅的情况后，发挥包装学院智

力优势，举办产品包装设计大赛，给“粘火勺”

穿上了新颖别致的外衣，为黄家崴子村特色小

吃“走出大山”开辟了新路径。

同时，学校挖掘乡村红色资源，由学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在黄家崴子村就地开展地

域文化、乡土文化研究，重塑文化是内生动力，

将红色资源转换为旅游产业资源，让农民实现

文化自信。

校企合作，树立品牌更有效。与涉农企业

合作，一对一帮扶，是教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永吉县一拉溪镇九月丰

家庭农场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校企合作的新

样板，也是学校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基地。依

托学校等相关单位的力量和资源，该农场试验

示范水稻品系、品种1700多个，并率先在吉林

地区创建网络化、可视化家庭农场，实现了农

场、农机、农艺、农技的有机结合，以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

营、产业化运作，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结对帮扶让双方都尝到了甜头。学校通过校村、校企合

作等形式，搭建服务平台，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动农业新升

级，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服务“三农”的大

道上，越走路越宽，越走心越甜！

脱贫攻坚，项目带动更直接。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关

键，也是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学校包保帮扶的长岭县长岭

镇落实村原本以传统大田种植为主，缺少主导产业项目，针

对这一情况，学校确立了项目带动、产业帮扶的工作思路。

与村集体反复商讨论证，共同确立了“合作社+贫困户”的脱

贫工作模式，在合作社集约种植、贫困户庭院种植养殖、温室

大棚建设3个项目上重点实施帮扶。

2016年底，学校协助村里申请专项资金200余万元。

2017年，学校提供资金购买大型农机具5台套，帮助合作社

发展集约化生产，贫困户除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外，还获得效

益分红。2018年温室大棚投入使用后，当年村集体实现可观

收入。3年来，学校通过发放种子、鸡雏及饲料、有机肥等形

式，支持鼓励贫困户扩大发展庭院种植、养殖业，累计投入资

金50万元。截至目前，学校与当地密切配合，打造链条式扶

贫联动机制，在2018年度省直包保扶贫工作成效考评中被

评为优秀。

以务实举措全方位服务“三农”

新建的长岭县长岭镇落实村村部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坚守涉农高校初心 勇担乡村振兴使命
本报记者 李婷 丁美佳 姜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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