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１

１００ 名优秀农民教育培训教师

(农民体育健身教练员)

１. 杨月娟　 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房山区分校

２. 刘文瑞　 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门头沟区分校

３. 郝连君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４. 付玉兰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阜城县分校

５. 梁书平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平山县分校

６. 宋海燕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丰南分校

７. 张广义　 怀安县农业农村局

８. 李瑞来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承德县分校

９. 陈　 兵　 祁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０. 杨良杰　 山西中农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白　 洁　 乌拉特前旗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２. 张　 娜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３. 丁秀丽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４. 贾凤松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５. 赵　 哲　 抚顺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１６. 王龙彬　 双辽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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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刘恩祥　 白城市洮北区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１８. 李海英　 柳河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１９. 陈亚娟　 通榆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２０. 刘　 薇　 吉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辉南县分校

２１. 鲍海波　 黑龙江省桦南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

２２. 吴洪玉　 肇东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２３. 万兆玉　 黑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达市分校

２４. 朱　 峰　 上海市奉贤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２５. 李朝平　 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浦东新区分校

２６. 刘　 云　 江苏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句容市分校

２７. 胡顺祥　 高邮市农民教育培训指导站

２８. 陈　 瑶　 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干部学校

２９. 孙秀红　 沭阳县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

３０. 戴孝东　 江苏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溧水分校

３１. 沈银凤　 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校绍兴市柯桥区分校

３２. 王国荣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３３. 程锡姣　 怀宁县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３４. 刘永峰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肥东分校

３５. 戈传全　 定远县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３６. 汪永安　 舒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３７. 易桂林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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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尚子焕　 滨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广校)

３９. 刘朴生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成武县分校

４０. 姚　 静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临沂市分校

４１. 刘法舜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东营市分校

４２. 赵　 磊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滕州市分校

４３. 谷　 顼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分校

４４. 韩志乾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内黄县分校

４５. 郑晓艳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夏邑分校

４６. 沈新磊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漯河市分校

４７. 丁　 亮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夏邑分校

４８. 刘永康　 温县农业农村局

４９. 陈　 斌　 湖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枣阳市分校

５０. 陈文勇　 湖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蕲春县分校

５１. 邬少超　 仙桃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５２. 陈中建　 黄冈市蔬菜办公室

５３. 吕慧慧　 竹山县农业农村局

５４. 步洪凤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５５. 龙秀超　 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花垣县分校

５６. 康林峰　 娄底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５７. 黄田夫　 合浦县石湾镇农业和扶贫服务中心

５８. 张松兰　 百色市右江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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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梁翠鸾　 广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龙胜分校

　 　 ６０. 莫云秋　 广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永福县分校

６１. 刘贤文　 海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６２. 姜　 洪　 重庆市开州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６３. 蔡　 敏　 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永川分校

６４. 陈多香　 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大足区分校

６５. 陈波儿　 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潼南区分校

６６. 章剑波　 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仪陇县分校

６７. 尹　 力　 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资中县分校

６８. 黄政武　 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自贡市中心分校

６９. 白　 文　 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达州市中心校

７０. 龙　 艳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铜仁分校

７１. 夏　 莉　 福泉市农业农村局

７２. 杨再发　 江口县农业农村局

７３. 蒋先文　 盘州市农业农村局

７４. 张春明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大理州分校(大理州

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７５. 杨建华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昆明市晋宁区分校

７６. 纳雪曼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远市分校

７７. 雷　 妍　 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合阳县分校

７８. 高　 飞　 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咸阳市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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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安延清　 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延安市分校

　 　 ８０. 刘焕朝　 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宝鸡市分校

８１. 赵小龙　 定西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站

８２. 陈彦君　 庆阳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８３. 刘昭祥　 景泰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８４. 晁元珍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８５. 姚亚妮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８６. 陶泽勤　 石嘴山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８７. 乔亚丽　 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博湖县分校

８８. 阿布都沙塔尔热西提

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阿克苏地区分校

８９. 哈依拉提瓦利汗

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哈巴河县分校

９０. 蒋道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第七师分

校一二八团工作站

９１. 李　 娜　 黑龙江垦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９２. 张承良　 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

９３. 高兴兰　 胶州市农业农村局

９４. 潘考菊　 天津市西青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９５. 李宗茂　 保定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９６. 王基明　 宁波市奉化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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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熊作伟　 安徽省淮南飞扬跳绳俱乐部

９８. 刘杏莲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农民体育协会

９９. 郭彦华　 江西省农民体育协会

１００. 张　 娟　 德州市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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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１００ 所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１. 北京桃山月亮湖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 北京谷氏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３. 天津市美丽家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４. 天津市安平顺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５. 河北臻豆食品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６. 邢台市临城县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７. 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８. 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冀康农民田间学校

９. 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赛元河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１０. 滦平绿康园农民田间学校

１１. 辛集马兰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１２. 乡宁县新农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１３. 晋中市祁县腾达农民田间学校

１４. 长治市武乡县浊漳湾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１５. 阜蒙县官营子村农民田间学校

１６. 辽宁省抚顺市富春农民田间学校

１７. 喀左县水泉润泽土地股份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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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吉林省柳俐粮食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１９.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兴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０.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农民田间学校

２１. 肇东市黎明镇甜嫂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２. 佳木斯五良纯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３. 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４. 上海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５. 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６. 上海乔稼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７. 上海施泉葡萄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２８. 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茅山镇赐福火龙果家庭农场农民田

间学校

２９.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江苏鸿程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农民

田间学校

３０.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开心田园生态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３１.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大庄农业农民田间学校

３２.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现代农业(猕猴桃)农民田间学校

３３.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和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

３４.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意蜂蜂业农民田间学校

３５.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靓松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３６.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朱子阁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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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益民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民田

间学校

３８.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在水一方农民田间学校

３９. 安徽省健林农林病虫害防治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４０. 五河县丰硕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４１.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４２. 南城金秋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４３. 上栗县绿丰农业农民田间学校

４４. 烟台市博士达有机果品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４５. 诸城常山永辉生态农业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４６. 山东向阳花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４７. 沂南县智圣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４８. 淄博乡裕农民田间学校

４９. 芳蕾玫瑰花乡农民田间学校

５０. 山东省威海市临港区山东樱聚缘农民田间学校

５１. 河南刘庄农工商联合社农民田间学校

５２. 河南省乡学院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５３.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惠河农民田间学校

５４. 商丘市龙港湾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５５. 河南省洛阳定鼎农业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５６. 驻马店禾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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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湖北志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５８. 大冶市龙凤山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５９. 湖北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田间学校

６０. 湖北省枝江市桔缘柑橘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６１. 湖北省京山蒋家堰桥米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６２. 广西钦州市钦州港七十二泾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

间学校

６３.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祥合种养农民田间学校

６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岑溪市信畅坚果农民田间学校

６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苏圩弄峰山农民田间学校

６６. 乐东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农民田间学校

６７. 海南欧兰德农业高科发展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６８. 重庆市合川区香提多水果种植农民田间学校

６９. 重庆市巴南区二圣梨农民田间学校

７０. 重庆市巫溪县城厢镇酒全村李子产业农民田间学校

７１. 四川省仪陇县勇旗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７２. 四川省万峰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７３. 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７４. 广汉市周裕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７５. 贵州福泉开心农场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７６. 云南花卉交易与技术推广示范基地农民田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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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凤庆县红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７８. 龙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７９. 洛川育兴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８０. 天宝梯彩农园农民田间学校

８１. 陕西省眉县猕猴桃学院农民田间学校

８２. 陕西第一季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８３. 洋县康原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８４. 陕西省西安高新区佰瑞猕猴桃研究院农民田间学校

８５. 定西瑞源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８６. 陇南市两当县乐农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８７. 天水市武山县宋庄村农民田间学校

８８. 敦煌市转渠口镇雷家墩生态农业公园农民田间学校

８９. 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９０. 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宏科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９１. 宁夏金鸡坪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９２. 宁夏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９３. 特克斯县犇土养殖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

９４. 阿图什市子墨技能培训学校农民田间学校

９５. 新疆天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９６. 新疆兵团第七师 １２８ 团农民田间学校

９７. 新疆兵团第七师 １２４ 团农民田间学校
—３１—



９８. 广东农垦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农民田间学校

　 　 ９９. 广东省红阳农场农民田间学校

１００. 青岛东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４１—



附件 ３

１００ 个优秀农民教育培训在线学习资源

短视频

１. 植物病害的病征

２. 因苗施用小麦拔节肥

３. 下渚湖农家乐特色菜制作

４. 果蔬栽培田间课堂———高品质阳光玫瑰炼成记

５. 性诱捕剂和杀虫灯防治茶尺蠖实用技术

６. 莲田养鸭生态种养

７. 糯米山药产地贮藏技术规范化操作规程

８. 中国传统插花———为乡村游“景上添花”

９. 柑橘黄龙病

１０. 羊肚菌栽培技术

１１. 牛冻精冷配技术

１２. 山楂精品果修剪

１３. 七彩神仙鱼养殖要点

１４. ＩＴ 男回乡创业为何选择做红糖

１５. 如何用抖音销售特色鸡

１６. 如何 ０ 粉丝开通商品橱窗
—５１—



教学辅助课件

１７. 农业职业经理人综合素养和职业道德

１８. 农特产品微商品牌打造

１９. 如何帮助返乡青年撰写大赛金奖级商业计划书

２０. 智慧农业

２１. 麦田杂草识别与化除注意事项

２２. 河南春马铃薯栽培

２３. 农药标签基础

２４. 家庭农场建设及经营管理基础

２５. 合作社建设管理

２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

２７. 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２８. 蜜瓜常见病虫害及防治

２９. «生意经»(做人篇)

３０. 应用文写作

３１. 现代玉米简化高产栽培技术

微课程

３２. 不戴口罩违法吗

３３. 蛋白的打发

３４. 改良地膜覆盖技术

３５. 植物害虫的天敌———草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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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区块链技术在农业方面初步应用

　 　 ３７. 美一天从化妆开始———底妆

３８. 美一天从化妆开始———眉妆

３９. 美一天从化妆开始———唇妆

４０. 老年人享有被赡养的权利

４１. 老年人再婚受法律保护

４２. 西红柿整枝打叉注意事项

４３. 小麦一喷三防飞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４４. 标准化鸡舍的建造

４５. 走进农产品网络直播营销

４６. 高素质农民个人礼仪提升

４７. 农产品新媒体运营－抖音的内容运营

４８. 饲料标签的识别

４９. 羊肚菌种植技术

５０. 电子地图标注

５１. 夏季麦茬芹菜定植技术

５２. 旧貌换新颜

５３. 一米菜园

５４. 农村环境大消杀

５５. 滇重楼栽培技术

５６. 渔稻共舞
—７１—



５７. 石榴套袋技术

　 　 ５８. 滇重楼种植关键技术

５９. 大棚黄瓜全套栽培技术

６０. 农药的基本知识

６１. 认识计算机病毒

６２. 棉叶螨的危害特点与发生规律

６３. 黄瓜嫁接法育苗技术之播种技术微课

６４. 农业机械的正确操作

６５. 金银花修剪技术

６６. 核桃的花期管理

６７. 制作农产品主图

６８. 芹菜空心病的防治

６９. 如何根据植物病害特点开展防治

７０. 仔猪伪狂犬病的诊断

７１. 果园丰产从根做起

７２. 如何用微信做好农产品销售

７３. 雏鸡雌雄鉴别

７４. 辉南－二化螟

７５. 玉米缓控释肥一次性施用技术

７６. 小麦赤霉病防治技术要点

７７. 果树嵌芽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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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南瓜早春设施栽培技术

　 　 ７９. 直播的流程介绍

视频公开课

８０. ２０２１ 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８１. «农机修理工»初级培训课程

８２. 容量分析基础知识—仪器使用知识及注意事项

８３. 作物病虫害防治

８４. 母猪接产技术

８５. «家畜繁殖员»高级培训课程

８６. «动物检疫检验员»初级培训课程

８７. 溶液配置—实验室用水要求

８８. 精液品质鉴定

８９. 家畜妊娠鉴定

９０. 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知识

９１. 核桃栽培技术

９２. 设施环境管理与蔬菜优质栽培关键技术

９３.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９４. 桃树春夏季管理

９５. 地产蔬菜的保供应与高质量发展

９６. 上海地产西甜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９７. 上海农产品市场情况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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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上海市优质水稻产业链创新与建设

９９. 桃李春季管理技术

１００. 鲜食玉米提质增效

—０２—



附件 ４

１００ 个优秀农民教育培训新闻宣传作品

消息类新闻作品

１.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办学 ４０ 年系统培训农民 ３０００ 多万人

２. 我国加快发展教育培训助力农民素质提升

３. “田保姆”高效服务春耕春管

４.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五百万人

５. 收稻竞赛庆丰收

６. 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和美丽乡村健康跑分别在广西、江

苏举行

７. 全国农民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在吉林长春举办

８. “世业杯”全国美丽乡村健康跑暨全国农民水果采收赛在

江苏镇江举行

９. 昌平区十三陵镇永陵村驻村帮扶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启动

１０. 昌平农广校“城乡市民教育大讲堂”特色烹饪培训走进农

民田间学校

１１. 天津市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赴京交流学习

１２. “岗位送真情ꎬ招聘暖人心”

１３. 央视频来“藁”直播　 农广学员秀农技
—１２—



１４. ２０２０ 年河北省农耕文明农事健身比赛暨美丽乡村健康跑

活动在青举行

１５. 河北省农民冰雪项目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

１６. 学员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１７. ２０２０ 年镇江市“十佳”农民决出

１８. “谁来种地”“怎样种地”? 昆山农民给新农人发奖学金

１９. 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微信群开讲

２０. 江西省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团队成立并初次尝试集体授课

２１. 庆丰收迎小康 江西农民趣味运动会精彩纷呈

２２. 稻花香里说丰年 秀美山水竞技艺

２３. 新春走基层 传技察农情

２４. 有体面、有尊严、有奔头! 河南 ２３ 位新农人评上高级职称

２５. 曾都区 ２０２１ 年职业女农民电子商务培训班开班

２６. 培训有时限 服务无期限

２７. 直播带货 “阅”来越好

２８. 湖南衡南县教育培训班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

２９. 娄星区送教下乡培育“新农民”

３０. ３２６ 名高素质农民“毕业”了

３１. 自治区方春明副主席到南宁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

展位参观指导

３２. 全国首个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全州举行
—２２—



３３. 组织农民代表参加第二届全国农民冰雪项目运动会

　 　 ３４. 海南省首届新型职业农民暨爱心扶贫年货节成功举办

３５. 大足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传经送宝”助力乡村振兴

３６. 成渝两地农广校携手共促乡村人才振兴再进一步

３７. 四川通江培育高素质农民　 打造现代农业“领军人物”

３８. 水城区农广校打响牛年农民教育培训“第一炮”

３９. “三级联动”开展冬春农民大培训

４０. 用感人的“三农”故事讲好“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堂

农民教育培训课

４１. 项目捆绑育人才 科技支撑促振兴

４２. 广垦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的“领头雁”

４３. 油茶生产管理培训班 助推油茶产业发展

４４. 致敬榜样———高素质农民刘洪美获“青岛市劳动模范”称号

４５. 强化农产品品牌营销 助力农村青年创业者通讯类新闻作品

４６. 为脱贫攻坚注入“智动力” 农村实用人才骨干培训班走进

四川凉山

４７. 上海市农广校:创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提升精准帮扶能力

４８. 吴元元:带领群众种植蘑菇增收致富

４９. “量身定制”农民教育培训进入 ２. ０ 时代

５０. 农业职业经理人:让更多高素质农民挑“大梁”

５１. 拓宽农民“云端”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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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产业扶贫路上的“农广印记”

５３. 田间的希望

５４. 携手共进 攻坚扶贫

５５. 兰陵县鸿强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发展纪实:做现代农业的

践行者

５６. 乡村振兴 希“冀”于此

５７. 河北:让更多的农民爱上冰雪

５８. 果园里的培训班

５９. 上海有群主播ꎬ开口就让人流口水

６０. 放大乡村振兴战略机遇ꎬ松江区探路“新农民”“新农业”

６１. “农字号”与“妇字号”牵手ꎬ上海青年农场主进社区服务

市民

６２. 南京ꎬ有这样一群“绿领”新农人

６３. 江苏牧院“三三三”贯通培育高素质农民

６４. 大力培育“薪”农人 集聚乡村新动能

６５. 跳出培训抓培训

６６. 忙趁东风放纸鸢向世界讲述风筝的非遗故事

６７. 精准遴选学员　 开展跟踪指导

６８. 用农机兴农富民

６９. 老农艺师的“白鹅”情结

７０. “黑龙潭”边绘人生　 葡萄架下写春秋
—４２—



７１. 新型职业农民带头 农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７２. 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支撑

７３. 三尺讲台育桃李 扶贫路上绽年华

７４. “五定”“五高”推动农民教培高质量发展

７５. 废弃矿山变身“花果山” 六百亩果园成聚宝盆

７６.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养路径分析

７７. 宝鸡高素质农民培育有章法

７８. “阡陌”学校 “泥土”老师

７９. 甘肃:多措并举抓培训 精准培训见成效

８０. 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 推动原州区乡村振兴

摄影类新闻作品

８１. 全国农民广场舞展示乡村振兴风采

８２. 精准

８３. 老有所乐

８４. 春染致富路

８５. 崇明代表队准备直播中

８６. “一只鸡”育出扶贫产业链

８７. ２０２１ 台州市重点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侧记(组图)

８８. 农民趣味运动会

８９. 在线直播　 专家答疑

９０. 湖北省优秀摄影作品展示合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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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田间课堂(组图)

　 　 ９２. 樱桃园里讲技术

９３. ２０２０ 年高素质农民后续跟踪服务培训

多媒体类新闻作品

９４. 农业农村部 全国农村实用人才约 ２２５４ 万人(电视)

９５. 今年中央投入 ２３ 亿元支持培育高素质农民(电视)

９６. 中央农广校建校 ４０ 周年

已成为我国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主渠道(电视)

９７. 中国有数“量身定制” 农民职业教育进入 ２. ０ 时代(长图)

９８. 农耕＋农趣＋农味! 全力打造农民体育品牌赛事(电视)

９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ｊｏｙ ｓｔａｙｉｎｇ ｆｉｔ

(乡村生活:农民喜欢保持健康)

１００. 走进乡村看小康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