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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街道位于云南省师宗县城东

北，辖 9 个村社、49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41543 人。粮食、烤烟、蔬菜、花卉、养
殖、商贸服务、加工运输、农副产品加

工、煤焦化、不锈钢产业等是主要经济

支柱产业。
丹凤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自

1989 年 5 月成立以来，不断实践探索，

1998 年晋升为“云南省农村成人教育

示范学校”。先后获得曲靖地区“扫除文

盲先进单位”、师宗县“科教兴农先进集

体”、“2001 年度师宗县人民政府星火

科技三等奖”、丹凤镇“产业结构调整先

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一、做好一个规划：职成教发展规

划

丹凤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把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发展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的

总体规划，制定丹凤街道产业发展与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把

成技校工作当作民生工程来抓。“求新

强校，强技富民”是成技校的办学宗旨，

以“为农民的素质提升领航，为村社的

终身教育奠基，为社会的和谐构建笃

行”为办学导向，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

办法，分解、做好每年的工作计划和总

结，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为干部任

期考核内容；街道主要领导经常深入成

技校进行检查指导工作，和成技校一

道，共同研究和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二、筑牢两项基础：建全网络、提升

教师素质

1、建全网络。构建街道成技校与社

区、村委会成技校网络，把街道八个站

所的技术力量整合，由成技校负责统

筹，上挂师宗职校和省级大专院校的培

训网络，形成街道成技校统筹，师宗职

校和省级大专院校支持配合，各村社成

技校协作、互补的农业科技培训运行机

制，扩大、提高受训农民的范围和培训

层次，使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更加快

捷、方便。
2．提升教师素质。丹凤街道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有 6 个专职教师，外聘兼

职教师 40 人。成技校制定并落实教师

的培养培训规划，培训要求是：“紧贴农

村实际，有深厚的学业专业基础，有提

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育研究能

力，敢于一辈子挑战自己、超越自己，走

好人生的每一步路。”；培训重点是：“职

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

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作风和职

业荣誉”八个要素；培训途径是：提高学

历层次、自学提高专业基础知识、校本

培训、青蓝结对、经验交流、到村社跟

岗、联村联户、全员参加市级职成教教

师履职晋级培训考核、有计划地选送参

加国家和省的专业教师技能培训等。除

专业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强化了街道基

本情况、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网络知识

等培训，同时还加强教学艺术、心理技

能、身体素质、专业修养等方面的培训。
外聘兼职教师由站所根据培训需求，优

先安排参加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培训。村

级成技校根据培训安排再聘兼职教师，

通过街道成技校统筹培养培训后上岗。
三、抓实三项保障：注重统筹、经费

保障、督查落实

1、注重统筹。丹凤街道成立了由党

工委书记任组长，分管教育的副主任任

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责任人为成员的

成技校校务委员会和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成技校，任

农 民 的 贴 心 学 校
———丹凤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经验点滴

张正沛 王家才 王东华 赵锡良

34



2017 第 3 期 (总 253 期）

命成技校校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把各站

所的培训机构和任务进行合并，每年年

初由各站所根据中心工作拟定培训计

划交成技校，由成技校综合拟定成街道

培训计划，交街道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领

导小组讨论通过后，由街道办事处以文

件的形式发文下达成技校执行，各站所

密切配合，出钱出人（培训授课教师）。
各站所的技术骨干由成技校建立档案，

根据培训内容由成技校无条件选派为

兼职教师，站所无条件支持。街道办事

处定期召开成技校校务委员会和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领导小组会议，专题汇

报、研究、安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
资源有效整合，工作任务具体，为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经费保障。街道每年财政预算

农村成人教育专项经费 3 万元，按街道

总人口从相关经费中提取 5 万元；成技

校向上争取一点、筹集一点、收取一点，

每年投入经费 6 万元；站所整合培训经

费 3 万元。督促街道辖区内企业按时足

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按照统筹规

划、集中使用、专款专用、提高效益的原

则，用于新增劳动力和城乡劳动者的免

费职业教育、农业科技培训补助和基地

项目实验示范。
3．督查落实。街道每年召开 1 次

成人教育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成人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推

进成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具体措施

和办法；由街道办主任牵头，随机抽调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领导小组相关成员，

实行不定期的督查和检查，建立通报制

度；年终，由街道办组成考评小组，深入

各站所和成技校进行考评、奖惩，对不

合格单位，对主要领导实行问责。
四、做细四项工作：建基地、编讲

义、重培训、示范带动

1．建基地。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

成技校的校舍和实训基地建设。成技校

创办于 1989 年 5 月，1995 年实现独

立建制，有综合办公楼一幢；每年筹备

配套资金 5 万元，逐步配齐培训设施设

备，实训设备逐步满足校内教学和“三

农”人才培训需求；街道成技校辖村级

成技校 29 所。为进一步落实好“科教兴

农”战略，丹凤成技校先后建立了毛竹

育苗基地、林业育苗基地、肉牛养殖基

地等。1999 年，学校以扶持农民致富为

重点，挂靠云南师范大学竹类研究所，

走“学校 + 基地 + 农户”的方式，先后

投资 8 万元，在雨脉村建立 10 亩育苗

基地，2000 年 6 月，又在法杂村建立

12 亩育苗基地。2001 致 1002 年先后

在法杂、法雨的小村、大堵的普朝，扶持

农户进行 800 亩毛竹大田移栽，三次请

云师大竹类研究所所长谭宏超教授进

行毛竹丰产栽培技术讲座，并聘请谭宏

超教授为毛竹育苗常年技术顾问。通过

学校的实验、推广，由县人民政府出资

32 万元收购。参与育苗的 21 农户，每

户分到 7500 元的红利。以林权制度改

革为契机，2008 年 12 月建立了百万株

柳杉育苗基地。通过几年的努力，现已

发展 成 为 占 地 50

亩，总投资达 50 余

万元的综合性育苗

基地。基地现有的

绿化苗木有：杉木、
柳杉、雪松、圆柏、
红花木莲、红叶石

楠、桂花、旱冬瓜、
洒金柏等 10 余个

品种。2009 年在新

河村创建富存肉牛

养殖基地，占地面

积 20 余亩。现有牛

舍 4000 多平方米，

存 栏 肉 牛 150 多

头，牧场近千亩。
2、编讲义。根

据党委政府的产业

结构调整要求，成

技校教师每年组织

教师编写培训讲义

5 份以上；编辑出版

发行了《曲靖市农

村成人教育讲义教

材》专辑，曲靖市各

县（市、区）都使用该教材；每年发放农

民务工培训读本 7000 多本，发放农民

工外出务工须知 6000 多份。
3、重培训。根据“现代农业大街道、

新型工业强街道、商业贸易重街道、绿
色生态兴街道”的目标，围绕蔬菜、花
卉、特色养殖、休闲服务四大产业，建设

生态蔬菜园、特色养殖园、城郊休闲园、
科技示范园“四大园区”的发展思路。丹

凤街道成技校努力拓宽培训渠道，丰富

培训内容：

一是在海晏、新村、山龙等村社主

要进行浅水藕、花卉、西瓜、大棚蔬菜、
烤烟、辣椒、蘑菇、泡核桃等种植技术培

训，提升种植技能；二是在古城、新村、
捏龙等村社主要进行养鸡、养猪、养牛

等养殖技术培训，提升养殖技能；三是

以丹凤街道劳动保障所为依托，对外出

务工人员、转产转岗青年农民和返乡农

民工，开展建筑、家政服务、酒店服务、

CHENG JIAO TIAN DI／成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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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务工常识培训，每年培训达

4000 余人次，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

1400 多人次，拓宽就业渠道；四是自

2000 年以来，共开办干部中专班、职业

中专班 16 个，招收学生 785 人，开设

现代乡村综合管理、企业管理、农村经

济管理等专业，毕业学生 663 人。为师

宗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村基层干部、企业

骨干，为农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

用；五是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服务平台，

为广大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教育信息

服务，满足农民增收致富和精神文化的

需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形式

多样的培训，农民的素质明显得到提

高，民风村风明显得到改善，起到了“安

农、稳农、富农”的作用。
几年来，在街道办事处的关心和支

持下，在各成员单位的紧密配合下，街

道、村两级成技校每年进行新型农民培

训达 10000 多人次，教师编写各种新

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讲议或专题讲座

120 多篇。
4、示范带动，成效明显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技术推广的

职能作用，帮助农民增收，走学校﹢
基地﹢农户的办法，采取在成技校基地

先行先试，成功后将技术和经验向农户

推广。
毛竹育苗基地的创建，得到了省、

市、县的高度评价。古城百万株柳杉育

苗基地每年创利 10 余万元，年用工

1000 余个，成为全县规模化育苗基地

之一。赵永庆同学利用在成技校学到的

育苗知识，建立 30 余亩育苗基地，通过

5 年的努力，年创利 20 多万元，投资

90 多万元在古城村建起了“食合院”农
家乐，每年接纳农村富裕劳动力 600 多

个。在赵永庆同学的带领下，古城等 6

个自然村，200 余户农户发展苗木产

业。富了脑袋和口袋的农民朋友们，把

钱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和从事第三产业。
通过育苗致富的农户已近 30 户先后经

营起农家乐，并形成了规模，当地富余

劳动力就地转移做服务。
曾炳富是师宗县畜牧局和丹凤成

技校技术帮扶的肉牛养殖致富带头人。
他带领一家四口人到新河界牌做肉牛

养殖。2009 年，他修建暖棚圈舍，筹借

资金引优质种牛 5 头。到 2014 年底，

饲养量已达到了 150 多头，年仅养殖业

一项收入就达到了 20 多万元，实现劳

动力转移 20 人。在学校的帮助下，他带

动捏龙、峰岭、法杂、淑足、法雨等周边

村社 29 户进行肉牛养殖，定期向他们

发放技术资料和主推品种，进行现场技

术指导

2008 年，学校深入到扶贫联系户

李永华户，考察他们家的资源、学历、技
术。土地宽广、高中毕业、勤劳、头脑灵

活、57 岁的李永华是因病返贫。学校决

定帮助他家发展泡核桃种植。2008 年

初，从挖塘、种苗调动、苗木移栽、后期

管理，学校联户教师全程跟踪指导，进

行实地培训。学校积极与市、县、镇林业

部门和县扶贫部门联系、沟通，协调到

价 值 17 万 元 的 免 费 优 质 核 桃 树 苗

16000 多株，管理资金 4.5 万元。李永

华家的核桃树已发展到 500 多亩，而且

长势很好。在他的带动下，山白、洞头

山、大山龙、小山龙四个村子 207 户种

植 2000 余亩核桃。为了让泡核桃种植

上规模，上档次，形成培训、产、供、销一

条龙的发展格局，在学校的建议和帮助

下，经过申报、评估等工作程序，2011

年 8 月成立师宗利民干果专业合作社，

李永华担任社长，有合作社会员 207

人。2015 年 3 月，云南省林科院把师宗

利民干果专业合作社泡核桃种植项目

立为省林科院的实验基地，云南省林科

院赵庭松教授亲临嫁接、修剪技术培

训。
国家教育督导团到学校基地检查，

给予较高评价；中国教育电视台进行采

访报到。西双版纳州教委、曲靖市财校、
宣威市教委等 10 多个兄弟单位 100

余人先后到学校参观指导，2000 年 4

月曲靖市成技校基地建设现场会在师

宗召开，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学校毛竹

育苗基地和科技示范基地；师宗电视

台、曲靖电视台分别对学校基地进行了

专题报道。
总结过去，成绩喜人，办学经验在

《中国成人教育信息报》上刊载、在全省

职成教工作会议和市相关会议进行交

流，“生态蔬菜园、特色养殖园、城郊休

闲园、科技示范园”已基本建成；展望未

来，任重而道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以创建国家级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示范县为契机，切实加强对农村职业教

育和成人教育的领导，进一步加大统筹

力度，有效整合域内资源，联网全培训、
全覆盖、全辐射，为推动街道为业结构

转型升级、振兴农村经济而努力。
（联通：云南省师宗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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