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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职业学院社会价值实现途径与对策分析
——以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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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省乡村振兴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启动实施的生态、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业职业学院仅专注于学院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基本职能是不够的,我们有
必要从全面分析其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入手,并针对我省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发展需要,提出相应的实
施对策,展示其与时俱进的全面社会服务新担当,同时促进学院办学事业的跨越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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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ocial Valu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juvenation
—— Take Henan College Of Forestry as an Example

GUO Xianqing, MENG Zaoxia
Henan College Of Forestry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our province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fully launch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t is not enough for forestry vocational college to focus only
on the social basic function of training professional talents.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way to realize its social valu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our province, display its new
responsibility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rvic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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