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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高校“党建+”引领耕读育人模式探析
——以苏州农职院园艺科技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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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读教育是涉农高校培养具有知农爱农素养、服务“三农”情怀、专业实践能力的农业人才
的有效途径。文章以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科技学院“党建+”耕读育人党建品牌为例,梳理了多
年来学院将耕读教育与基层党建相融合,依托“党建+文化”劝农大学堂、“党建+实践”校企合作圈和
“党建+科普”劝农长廊三个阵地开展耕读教育、推动三全育人的探索之路,对于涉农高校开展新时代
耕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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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rming-reading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agricultural talents with the qualities of mastering and loving agriculture, the feelings to serve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Taking the "party building +"
farming-reading 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brand of the Schoo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ploration way of the faculty
to integrate the farming-reading education with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for many years to carry out the
farming-reading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education” relying on “Party building + culture”
agriculture encouraging education, “Party building + practic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ircle, and “Party
building + popular science” agriculture encouraging gallery. It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farming-reading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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