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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以青岛市为例
曹丹丘 1，丁志超 1，高鸣 2*
（1.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
摘 要：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为应对乡村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有效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
作用，以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举措为例，分析总结鼓励吸引城市人才和培育造就乡土人才支撑乡村振兴
两条路径。研究发现，面对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素质有待提升、农村对人才返乡缺乏吸引力、乡土人
才培育模式有待优化等问题，青岛市从“引进来”“沉下去”和“留得住”三个方面利用城市智力破解人才总
量和结构困局，构建城市人才下乡引力体系，稳固城市人才扎根农业农村；同时从发现乡土人才、培养乡土人
才和扶持乡土人才等方面搭建体系完整的乡土人才培育网络。最终形成重点突出、覆盖全面、措施完善的鼓励
吸引城市人才机制和双向融合、多元合力、强化激励的乡土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具有启示意义和值得推广学习
的“青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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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A case study of
Qingdao
1
CAO Dan-qiu , DING Zhi-chao1, GAO Ming2

（1. Nation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810, Chin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shortage
of rural talents, and make sure that rural talents can play the supporting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ing
Qingdao City as an exampl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wo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which include attracting urban talents and cultivating local talents.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talents, relative low quality level of talents, the lack of attraction
of talents in rural areas, under-optimized rural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d some other problems, Qingdao City
adopte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talent structure through bringing in,
sinking and retaining urban talents in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attraction system of urban talents and trying to retain
them. At the same time, Qingdao City has built a complete system of local talent cultivation net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overing local talents and training and supporting local talents. In conclusion, Qingdao City has set up a mechanism
of encouraging and attracting urban talents with prominent focus,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nd perfect measures, and
has set up a mechanism of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talent with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and incentives called “the Qingdao
experience”, which is enlightening and worth spreading.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support; realistic dilemma; path exploration; Qingdao City

“国势之强由于人”
，人才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
[1]
战略资源 ，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增产到提质的

核心力量 [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早已
得到学者证实。无论是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产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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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还是人力资本积累引致的生产效益递增
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或以两种途径综合分析来看 [5]，
人力资本都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6]。
因此，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必须破解人才瓶
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 ；2018 年
9 月份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
明确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作为强化乡村振
兴人才支撑的重点工作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
强调要培养“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进
一步明确人才在乡村振兴的核心地位。
人才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既体现在以产业为
导向的乡村经济发展，也体现在以秩序为导向的乡
村治理方面 [7]。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层面，
“本土”
农村人才与“城归”人才两类乡村精英构成乡村振
兴的主体力量 [8-9]，既要重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10]，
也要关注返乡青年 [11] 和农民工 [12] 等人力资本自城
至乡回流群体对乡村振兴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缓
解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的问题，也为乡村经济发展
起到“领头雁”作用。在乡村治理层面，基层干部
发挥乡村治理主体作用 [13-15] 的同时，新乡贤也逐渐
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16]，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
度的整合有效改善了乡村治理的秩序环境 [17]。
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水平和基本生活
条件差距明显，我国乡村发展面临日益突显的空心
化和老龄化等问题。根据测算，2010 年有超 78%
的中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约有 68% 的乡村
已经介于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之间 [18] ；同时青壮年
劳动力、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不足，乡村振兴的主体缺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为此，学者们从人力资本的内生、外溢和聚合
效应促进乡村经济增长的思路出发 [19]，围绕如何实
现乡村人才振兴提出三条路径。首先是加强乡村人
才的培育。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文明建设和社会治
理过程中激活乡村人才的内生动力 [20]，另一方面通
过产教融合、校乡联动、产乡协作、乡企联合形成
农科人才培育体系 [21]。其次是鼓励人才下乡返乡、
促进乡村振兴人才集聚。相关研究表明，依托高校
人才流动、官产学合作、高校与乡村组织的人才和
知识共享等路径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知识溢出效
率提升 [22]。因此，学者建议进行农科教育变革，完
善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和农户的融合通道，搭
建产学研合作通道，吸引城市各类人才下乡 [23] ；鼓

[24]

[25]

励大学生村官 和新乡贤等 乡土人才返乡，聚
集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最后，加速城乡人才双向
流动，建立“能上能下”的乡村优秀干部选拔机制
与快速跨级上升通道 [26]，为乡村人才队伍培育后备
力量。
人才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量学者
探究了如何实现人才聚集和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
的支撑作用。在宏观上把握和分析相关议题的同时，
也需关注基层实践层面如何采取相应举措有效发挥
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故本文选取山东省
经济中心的青岛市，分析其在人才振兴方面的现实
困境与发展路径，总结相关经验与启示，为其他地
区实现人才振兴提供一些参考。

1 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
山东省高度重视人才支撑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
用，致力于“破解人才资源短缺问题”
，着力打造乡
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2018 年 5 月印发的《山东
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对乡村人
才振兴的实施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山东省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工作方案》进一步聚焦人才“引进来”
“培
养好”
“沉下去”和“留得住”
，将实施高端人才引
进计划、提升乡村人才队伍素质、统筹集聚乡村人
才资源和创新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作为山东省乡村人
才振兴的重点工作。作为山东省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青岛市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农
业国际竞争力不足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作为
支撑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其中，
主要包括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青年农业农村人
才队伍短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偏
低、农村对青年返乡缺乏吸引力和乡土人才培育模
式有待优化等问题。
1.1 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青年人才队伍短缺
由于农业农村人才需求大和培养周期长的现实
矛盾，青岛市呈现出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青年
人才队伍短缺等问题。根据山东省和青岛市第三次
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山
东省农村实用人才数量为 220 万左右，约占乡村就
业人员总数的 8%，青岛市虽有 144.9 万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但由于人口结构失衡和城市化等原因，乡
村青年人才队伍严重不足，2016 年青岛市年龄在
35 岁及以下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约 15.1 万人，仅
占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数的 10.4%。
1.2 农业农村人才素质有待提升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高素质、高层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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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加入，但目前青岛市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呈现农业
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和农业科研人才
短缺的特点。青岛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表明，截至 2016 年底，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青岛市总数的 90%，高中及以
上学历仅占 10%，多数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素质文化
水平有待提升。
1.3 农村对人才返乡缺乏吸引力
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明显，
成为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的瓶颈。据 2019 年《青
岛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青岛市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0 817
元和 20 820 元，城乡收入比为 2.44:1。青岛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青岛市城镇居民和全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97% 和 53.04%。除
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城
乡差距也成为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的重要制约。
1.4 乡土人才培育模式有待优化
总体来看，青岛市乡土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
以政府补贴为主的公益培训较多，市场化培训、代
际和师承培养、带头示范培训等培养模式相对较少。
乡土人才培育质量考核也有待完善，
《青岛市乡村
振兴攻势作战方案（2019—2022 年）
》对乡土人才
培育数量做了明确规划，但是对乡土人才培育质量
的关注略显不足，例如针对培训考核和技能评定机
制暂未形成系统的规划方案，乡土人才培育质量评
价体系有待完善。

2 鼓励吸引城市人才振兴乡村的路径探索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青岛市从“引进来”
“沉
下去”到“留得住”三个环节构建起鼓励吸引城市
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全力发挥了人才振
兴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
兴和生态振兴，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打造乡
村人才振兴的齐鲁样板做了良好示范。
2.1“引进来”：破解乡村人才总量与结构困局
人口流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27-28]，是乡村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来
源 [29]。部分研究证实了回流人口在拓展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业和促进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 [30-31]。
面对当前乡村人才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现实，青
岛市致力于扩充乡村人才库、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通过“引进来”汇聚社会各界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2.1.1 吸引城市各类人才下乡 乡村社会是一个系统
的组织，为了促进其高效运行，需要吸引城市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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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集聚乡村发挥所长。例如，吸引科研技术人员
下乡帮助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吸引公共服务人
才下乡增强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吸引组织
管理人才下乡协调乡村事业的有序运行。青岛市为
贯彻落实山东省《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的
部署，实施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计划，并将重
点放在海内外山东籍企业家、创业者、金融投资业
者和专家学者等 ；同时，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
计划，将各类人才纳入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后
备人才库 ；结合山东省“万名专家服务三农”行动
要求，每年分级组织不少于 1 万人的各领域专家通
过项目合作、短期工作、专家服务和兼职等形式到
基层服务。
案例 1 ：青岛市人社局联合高校专家定期进村
开展技术指导。
早在 2015 年，青岛市人社局便帮助黄岛区大
场镇南辛庄村的合作社对接草莓专家开展合作，主
要合作方式是 ：由青岛市人社局组织合作社专家和
草莓专家与南辛庄村结对，定期进村开展培训，指
导草莓种植技术。引进的专家由市人社局专家管理
服务办公室颁发聘书，持证“上岗”
。一方面通过
现场指导与培训授课的方式对农户进行草莓种植专
业技术指导 ；另一方面对村干部、村民和农业技术
员开展农村合作社运营培训。通过专家定期培训，
村民对草莓种植的常见问题得到解答，获得科学种
植草莓的专业知识，有效实现人才引进向产业发展
的转化。
2.1.2 鼓励“市民化”能人回乡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
吸引城市人才下乡，更需要关注引导曾经“生于农
村，长于农村”的各界人才回乡，例如鼓励从农村
走出去的青年大学生回乡服务、中年农民工返乡创
业、老年离退休人才回乡任职等。为打通乡村能人
回乡通道，青岛市执行了一系列政策规划。其一，
青岛市实施“村村都有好青年”选培计划，吸引优
秀青年返乡下乡，为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培育
后备人才。同时，
《青岛市现代高效农业发展规划
（2018—2022 年）
》提出鼓励农村能人回乡发展分享
农场、共享农庄、创意农业和特色文化产业。其二，
青岛市开展“雁归兴乡”返乡创业推进行动，吸引
农民工返乡创业。其三，建立新乡贤吸纳机制，鼓
励离退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
还乡”
，到乡村发挥余热，实现人才资源的充分流
动与利用。
案例 2 ：高校毕业生发展壮大曹村草莓专业合
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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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作为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是
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的典型，她通过对外合作和对
内培训的方式全面促进合作社发展。在提升农业技
术水平方面，合作社对外与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开
展合作，共同研发“超早熟无公害草莓栽培技术”
，
2
这项技术实现社员增收 75 万元 /hm 以上 ；对内加
强社员技术知识，组织社员到国内外先进地区学习
考察，通过技术讲座、现场操作等形式为合作社成
员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在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方面，
合作社与青岛市多家旅行社、学校开展交流合作，
开发休闲旅游事业。经过不断发展长大，合作社从
刚成立的 3.33 hm2 扩大到目前的 100 hm2，同时吸
引合作土地达 333 hm2，合作农户近 400 户。
2.1.3 支持工商资本兴乡 工商资本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对农村产业发展具有引领带动的作用。
青岛市为了引导工商资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出台了有关金融支持、税费减免和设施建设等方面
的扶持政策，以吸引工商资本对农业农村进行投资。
一方面，通过开展智慧农业、循环农业和休闲旅游
等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建设带
动人才的回流与培育，为乡村振兴带来产业增值和
人力支撑。
案例 3 ：青岛莱西市以“公司 + 园区 + 农户”
模式发展山后韭菜田园综合体。
青岛莱西市杰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工商资本
兴乡的典型案例，该公司投资 2.34 亿元建设面积约
133 hm2 山后韭菜田园综合体，致力于三产融合促
进乡村振兴。具体而言，一是依托当地韭菜种植特
色，吸纳农民就近就地就业与创业，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 ；二是打造山后韭菜、黑猪肉和草莓等系列名
牌农产品，增加农产品价值 ；三是发展休闲农业和
康养农业等，致力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
业产业链。该田园综合体目前年接待游客 15 万人
次以上，不仅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增添了乡
村活力，有效推进了乡村振兴发展。
2.2“沉下去”：利用城市智力促进乡村振兴
引进城市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利用城
市人才则是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青岛市通过有效
利用城市人才以长期与短期两种形式服务乡村、利
用城市人才带动乡村人才自主培育等措施，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
2.2.1 强化长期服务乡村的人才职责 近年来，为吸
引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支持乡村发展，山东省提出了
一系列优待政策和奖励措施，并将奖励结果列入职
称评审标准。此项政策不仅激励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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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服务，而且强化了专业人才的岗位职责，对其
工作质量形成约束。同时，
《青岛市乡村振兴攻势
作战方案》中提出强化镇（街道）乡村振兴主体责
任，对管理服务人才的职责提出了要求，确保“人
尽其才”
。
2.2.2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建立城市人
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青岛市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
努力。一是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稳定合作。
《青
岛市现代高效农业发展规划（2018—2022 年）
》提出：
“深化与青岛农业大学的合作共建，集中双方优势
资源和研究力量，建立乡村专业人才定向培养机制，
参照近年来培育公费师范生、医学生等政策，在青
岛农业大学设置相关专业，连续 5 年每年定向培养
一批农技推广人员，毕业后到我市农村签约服务 5
年以上”
。二是实施
“齐鲁基层名医”
“银龄讲学计划”
和“文化名人下基层”等工程，与新乡贤建立稳定
联系，引导各类人才参与农村基层服务。三是积极
组织农业、科技、卫生和文化等领域人才与青年志
愿者定期到村开展志愿服务，增强乡村各项事业发
展的生机。
2.2.3 利用城市人才带动乡村人才自主培育 城市人
才的引进增添了乡村发展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乡
村人员自主培育的动力。城市人才将专业的生产经
营技术、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管理才能带到乡村，促
使乡村人才在实践中学习城市先进经验。除此之外，
工商资本下乡将城市资金和工作机会等带进农村，
不仅留住了一批乡村人才，还有助于激发乡村人才
的内在潜能，建立起人才引进带动自主培育农村人
力资源的开发机制。
2.3“留得住”：稳固城市人才扎根农业农村
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如何将城市人才留在农村，青岛市从平台建设、待
遇保障和激励奖励等方面为稳固城市人才服务农业
农村提供保障。
2.3.1 搭建引才聚才与人才服务平台 为加强各类专
家与乡村的持续合作，青岛市以项目实施为载体，
搭建起乡村高端智力平台。结合山东省《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若干措施》关于建设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
务基地，帮助实现全省到 2022 年柔性引进 2 000 名
以上院士、千人计划专家等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
的目标，青岛市利用区位人才资源优势，逐步建立
乡村振兴高端智力资源库。同时，
设置人才
“一站式”
服务平台为各类人才下乡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
融资对接和业务办理等服务，为聚才引才给予服务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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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重构薪酬奖励与晋升激励体系 城乡收入差距
是乡村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为了留住各类人才，
青岛市主要从薪酬奖励和晋升激励两个方面进行政
策安排。在薪酬奖励方面，全面落实乡村教师享受
乡镇工作补贴和交通补助等优待政策，鼓励落实建
设乡村人才公寓，支持乡村医生按规定参加当地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晋升激励方面，规定对具
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到乡镇事业单位工
作的人才，可聘用到正高级基层专业技术岗位。同
时，重视对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城市人才提供政策激
励，在推荐和选拔国家级或省级人才时，重点向基
层专业技术人才倾斜。

3 培育造就乡土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青岛市从发现、培养和扶持乡土人才等方面搭
建体系完整的乡土人才培育网络，促进乡土人才支
撑乡村振兴战略有序进行。
3.1 发现与保护 ：建立传统技艺人才信息库
聚集乡土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新人才，还应重视
具有传统技艺等工匠的发现与保护。首先，为了聚
集本土传统人才，青岛市开展了乡土人才摸底调查，
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并制定齐鲁乡村传统技艺技
能保护计划，编制民间技能人才目录。其次，为了
保护与传承传统技能，山东省规划每年建设 15 个
齐鲁乡村特色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工作室由所在
市县财政给予适当支持。从发现和保护两个方面聚
集本土人才，促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技艺的传
承，防止传统技艺的流失。
案例 4 ：胶州市马店镇东小屯村保护培育秧歌
传承人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东小屯村充分发挥胶州大秧歌发源地的优势，
坚持保护秧歌文化与培养传承人。具体做法有 ：第
一，召集秧歌传人进行教授传承，用秧歌的形式向
村民传播新时代正能量。第二，以传承人与秧歌队
为核心，建立秧歌研习堂和秧歌研学基地，定期组
织开展秧歌文化交流、教学以及现代秧歌创作和排
练等活动。第三，以秧歌文化为核心推进民俗特色
村建设。在村社区服务中心建成秧歌大舞台、秧歌
广场和东小屯秧歌博物馆，打造以秧歌胡同和秧歌
人家大院等为特色的秧歌特色民俗村，不仅有效地
传承了秧歌文化，还带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3.2 培训与提升 ：加强各类人才专业技能
3.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乡村
产业、乡风文明、村民自治和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
力量 [32]。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青岛市实施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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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培养计划，预计到 2022 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
万人。为了达成以上目标，青岛市进行了系统的政
策安排。第一，制定培训准入标准。青岛市探索制
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管理机构、培训单位、实训
基地和田间学校的准入标准。第二，从培训主体、
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建立多元培训机制。培训主体层
面，将政府公益培训与市场化培训相结合，建立适
度竞争的多元化培育机制 ；培训形式层面，青岛市
充分利用田间课堂、农民夜校和网上教学等平台对
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职业培训 ；培训内容层面，青岛
市组织实施“百万职业农民技能提升计划”
，从生
产经营技能、就业创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等全面提升
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养。第三，推进乡土人才培
育示范。青岛市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
计划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以期起到带头示
范效果。第四，制定培训目标与补贴政策。青岛市
计划到 2022 年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25 万人、新型职
业农民 10 万人，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3.2.2 专业技能人才培训 乡村专业技能人才不仅包
括农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如植保领域的土专家
与统防统治植保员、农机领域的农机手与农机维修
人员，还包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类优秀人才，如乡
村医生、乡村教师、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和乡村
工匠等。为了提升各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的能力，青
岛市从三个方面开展培育工作。
第一，开展多种技能培训。依托农科大讲堂、
“庄户学院”和农民讲习所等平台，对农村劳动力
进行多种技能培训。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从选种
育苗、田间管理到农产品加工、市场行情等全方位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为了保护与传承具有乡土特色
的传统工艺，青岛市开展特色产业培训（如藤编、
柳编等特色工艺）
，重点培育传统特色工艺传承技
能大师、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争取财政支持，鼓
励其发展成为具有胶东和青岛乡村特色的农民专项
职业能力。
第二，重视乡土人才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为
了提升乡土人才的文化素养，青岛市将乡土人才纳
入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培训工程，通过远程教
育和集中培训等方式，促进乡土人才知识更新和能
力提升。规划举办高级研修班，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培训骨干型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
才，保障乡土人才的知识供给与发展需求相平衡。
第三，开展定向培养计划。结合山东省实施
百万乡土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制定定向培养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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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才培育领域，启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
划，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开设涉农专业，科学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重点培养应用型农业人才 ；大力支持
高职和技工院校以委托培养、定向就业等方式开展
乡土人才专业教育和专项技能培训，提高职业农民
文化素养与技能水平 ；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
培养，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试点。在公共服务人才
培育领域，实施农村医学生免费订单定向培养，每
年招考一批本科生，探索实施专科层次定向培养 ；
建立农村教师培养长效机制，每年招收一批公费师
范生，持续为农村学校培养高素质全科教师。
3.2.3 管理服务人才培训 管理服务人才是集农村组
织管理与生产经营服务为一体的人才 [33]，既包括基
层干部、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等农村管理人才，还
包括致力于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的农业生产经营服
务人员。针对管理服务人才的培训，青岛市主要
从三个方面实施举措。1）组织基层人才挂职研修。
每年选拔数名基层人才到省内高校、科研院所、文
化单位和医疗机构访学研修。2）采取省外培训与
省内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面轮训。3）开展
农技推广培训。根据山东省每年分层分批培训基层
农技人员 5 000 人，力争 5 年内轮训一遍的计划，
青岛市实施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致力于强化农机推广人员的技能知识与推广
能力。
3.3 扶持与评定 ：支持激励乡土人才振兴乡村
3.3.1 多方扶持助力乡土人才发挥潜能 乡土人才为
实现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需要多方的
资源支持。为此，青岛市对获得职称的职业农民，
优先提供信息技术、融资支持和产品推介服务，优
先安排学习培训，支持其优先获得财政资金支持项
目和政策补贴等。此外，青岛市大力支持乡镇专业
技术人员离岗或在职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养企业、家庭农场或农产品加工企业，并支持其
通过兼职方式为农户和合作社等提供增值服务。
3.3.2 建立乡土人才技能评定制度 完善且恰当的评
价机制能够有效激励乡土人才发挥才能。为此，青
岛市一是制定符合乡土人才特点的职称标准条件和
评审程序。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的职业
农民职业技能鉴定目录，在有条件的乡镇建立职业
技能鉴定所（站）并提供相关技能鉴定服务。二是
建立健全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定向评价、定向使用”
人才评价制度。在乡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医
疗卫生专业除外）申报职称评审过程中，重点考察
实际工作业绩，且不受专业限制。三是建立以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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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机制，落实山东省规定，鼓励支持开展乡土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和传统技艺技能大赛，获得优异成绩
的选手直接认定技师或高级技师等技能资格。

4 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青岛农业发展迅速，乡村振兴成效显
著。2019 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
年青岛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736.99 亿元，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达 410.56 亿元，这些农业发展成就与农
业农村人才支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文
基于以上实践总结，对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成功
经验进行分析。
4.1 鼓励吸引城市人才层面
1）重点突出 ：以吸引城市人才为核心，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
青岛市政府突出人才重心，通过吸引优秀城市人才
下乡参与乡村治理、吸引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和工商
资本助力三产融合、吸引城市各行业离退休专业技
术实用型人才，保障城乡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基本
公共服务，围绕人才振兴，促进青岛市乡村产业振
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
等方面的全面振兴。
2）覆盖全面 ：多措并举保障城市人才支撑乡
村振兴。为了支撑乡村系统运行，青岛市从农业生
产、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吸引城市
人才下乡，构建乡村振兴的系统网络。首先，吸引
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管理人员保
障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的科学性，从而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振兴。
其次，吸引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基层工作，促进乡村
基层组织建设队伍的优化，保障乡村运行的高效性，
推进组织振兴。最后，吸引社会各行业离退休人才
回乡从事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公共服务，
充分发挥城市智力跨区域流动，保障乡村公共服务
供给，多方激发乡村文化振兴。
3）措施完善 ：从引才、用才到留才全面推进
人才振兴。为了落实乡村人才振兴战略，青岛市
打通了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制度渠道，坚持高端引领
与多方人才集聚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以科研合作、定点服务和志愿下乡等方式激励
各类人才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形成群策群
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同时，将荣誉激励与物质奖励
相结合，让留在农村的人才愿意扎根农村、服务基
层。至此，青岛市从吸引人才、利用人才到留住人
才制定了完善的人才振兴政策体系，为城市人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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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乡村振兴提供全面保障。
4.2 培育造就乡土人才层面
1）双向融合 ：建立乡土人才进城进修与城市
人才下乡培训双向通道。人才培育事业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系统地吸收知识，另一方
面还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持续不断地更新知识。为此，
青岛市通过系统培训与定期进修的方式，鼓励城市
人才下乡培训、乡土人才进城进修，建立起城乡智
力融合渠道。
2）多元合力 ：聚集传统乡土人才与培育新型
乡土人才，合力促进乡村振兴。传统乡土人才与
新型乡土人才对乡村振兴具有各自独有的功能与作
用，是乡村振兴缺一不可的部分。青岛市为了丰富
乡土人才队伍结构，一方面发现、聚集具有传统技
艺的文化传承人和工匠等，另一方面不断推进新型
乡土人才培育，从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技术服务到
农村组织管理等方面全面培育新型乡土人才。同时，
重视建立传统乡土人才与各类新型乡土人才的联
系，搭建起人才传承与融合的桥梁。
3）强化激励 ：强化职称评定与奖励激励的紧
密联系，激发乡土人才潜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农民逐渐由“身份”特征转变为“职业”特征。为
了提升农民职业化的社会认可度，强化新型职业农
民的专业素养，青岛市探索实施了职业农民职称评
定试点与基层专业技能职称评定工作，将职称评定
与晋升、奖励和部分政策福利相挂钩。这不仅有效
激发了各类乡土人才的学习热情，保证了培训的质
量水平，而且通过奖励激励缓解了人才流失严重的
问题。

5 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启示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旺。青岛市坚
持外引与内培相结合，不仅全力引进城市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而且注重发现培育乡土人才支撑乡村振
兴。针对鼓励吸引城市人才与培育造就乡土人才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青岛市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许多可供借
鉴的“青岛经验”
。为了进一步优化乡村人才振兴
路径，在总结“青岛经验”的同时，我们得到一些
启示。
5.1 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水平，完善人才振兴政策
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水平是全面提升乡村人才振
兴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议加强乡村义务教育建设，
强化乡村师资配备，提升农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
促进扎根农村的后备人才培养。通过农民夜校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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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教育等方式，提升农民的基础文化水平与学习理
解能力，为吸收新研发的农业专业技术奠定扎实基
础。进一步地，政府应继续完善引才、用才和留才
等各环节政策体系搭建，以促进更多城市人才进入
乡村、留在农村。同时，政府应着力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为村民和下乡人才提供安全、环保、便
捷的生活条件，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扫清城
市人才下乡的心理障碍。
5.2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以人才振兴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五个振兴”
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通过人才振兴
促进产业振兴，通过产业兴旺刺激人才回流，最终
形成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
生态振兴的良性循环。通过产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从根源上提升乡村对城市人才的吸引力，为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打通渠道，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另一方面，以城市人才带动乡土人才培育。充分发
挥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的引领带动作用，提升乡土人才自身生产经营管理
能力，促进乡村繁荣。
5.3 制定专项培育计划，搭建人才培育综合平台
各地应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引进培育专业产业
人才，促进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产业发展。发挥青
岛市西海岸新区的琅琊海青茶、即墨的白庙芋头、
胶州的胶州大白菜和莱西的店埠胡萝卜等特色农产
品的产业优势，依据各地农产品特色引进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根据特定农时开展专项种植培训，保障
农业生产经营效果。同时，搭建人才培育综合平台，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人才
的相互联系与协助，防止各类人才培育工作的重复
执行，提升乡土人才培育的工作效率，同时加强各
类人才之间的联系，构建起乡土人才网络，发挥交
叉优势。
5.4 补全短板，因地制宜发挥当地人才优势
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发展需
要，分析本地资源优势与短板，选择符合当地发展
特征的人才振兴策略。例如，浙江省湖州市以成长
和发展作为人才振兴的重点，着力通过教育培训提
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学历层次和综合素质；
湖北省咸宁市根据实际需要，以乡村振兴人才的基
本待遇为重点，突出乡村人才的薪酬福利和公共服
务措施保障 ；重庆市永川市以社会荣誉感为重点，
重视通过评选表彰、乡贤评理堂等措施激发乡村人
才振兴 [34]。在吸取相关经验的同时，各地应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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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本地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
框架，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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