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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我国农村教

育事业的重要类型，既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本

文围绕农村社区教育如何服务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课题，侧重从理论层面厘清社区教育对乡

村振兴的支撑地位及其逻辑关系，又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从实践层面总结剖析社区教育服务

乡村振兴的典型做法，研究提出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和路径选择，从而有效

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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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要

类型，既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村社区教育如何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如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探讨其发展策略和路径及成效，这就是本文

所要研讨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升级版，是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布局在农

村发展的具体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大战略。其有效实施的根本在于人

及人的现代化，在于农民主体的生产生活理念和

方式的转变，在于职业技能和文明素质的提升。
而社区教育面向社区居民，是以促进人的发展和

社区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是区别于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一种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国际国内

社区教育的相关文献梳理和实践经验表明，两者

逻辑关系的原始点，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满足人的不同的教育

需求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 一) 社区教育厚植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

乡村振兴，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社区

教育”一词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初，由美国教育家

杜威( Deway) 提出，基于“学校是社会的基础”的

思想，使学校成为社区的一种资源，满足居民对教

育的需求，为社区服务。2000 年教育部《关于在

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对社区

教育定义为: “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各

种教育资源开展的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

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教育活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

村人口 7 亿多，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只占农村

劳动力的 3． 3%。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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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其实质是人的转型，是人的振兴。［1］
农民素

质的提高是整体国民素质提升的基础，新农村社

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实现农民从“传统人”
向“现代人”的转化。［2］

社区教育立足于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

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持”的要求，探索推动乡村

人才振兴的新路径、新模式，改变“兼业化、老龄

化、低文化”的农村人才现状，在助力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素质整体提升方

面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3］
总而言之，兴村

先兴人。农村社区教育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绿

色引擎”之一，注重职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教

育，有助于厚植农村人才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源

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 二) 社区教育激活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

然要求。乡村振兴为的是农民、靠的是农民，调动

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动力源泉，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型是推动

乡村振兴的动力所在。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不仅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且应该更加

重视新的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农民科学文化素

质的培养和提高，充分开发农民这一巨大的人力资

源宝库。［4］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人的振兴和乡村组

织的振兴，要唤醒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努力调动农

村的自组织能力，增加其基层社会的活力。［5］

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看，社区教育通过发动和

组织居民参与集体行动，有助于培养自主、互助及

自决的精神，培养社区居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以

提高社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6］

从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的关系看，其内在逻辑就

在于教育作用于人而厚植乡村人力资本，通过良

好的教育资源与公共服务，通过促成文化的繁荣

与价值观念进步，通过实现劳动者知识更新与技

能的形成，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7］
由此可

见，农村社区教育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无论是学

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还

是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健康养生和闲暇体验活

动等，在激活农民发展潜能、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调动农民积极参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三) 社区教育激活乡村振兴的文化基因

现代乡村不仅是现代化农村产业的承载之

地，也是文化丰富生活舒适的宜居之地。［7］
教育

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

见》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宗旨”，“充

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
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
成科学文明生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

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承和提升农耕文化、普及推广互联网应用

技术、形成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重任，在培养农村

人才、实现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治理、促进乡风文

明、营造优美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教育特有的作

用。［1］
坚守帮助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好地适应社

会发展而教育的价值取向，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

育，有助于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传统优秀文化的

挖掘、现代人文素养的提升、乡风文明环境的营

造，促进广大农民提高新境界、发扬新风尚、拥抱

新生活。

二、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湖州实践

浙江省湖州市作为全国第二个基本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地级市，近几年来高度重视农村社区教

育，利用浙江大学及地方高校等教育资源，大力实

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农民大学生和新型职业农

民培养工程、农村社区教育品牌工程等，有力支撑

了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
( 一) 建立社区教育的统筹协调机制，合力实

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2005 年以来，湖州市利用与浙江大学市校合

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制定实施了农民

素质提升工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协调小组由市

委宣传部( 文明办) 牵头，组织、教育、农业、文化、
体育、人社等部门协同发力，围绕加强农民思想道

德教育、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和谐乡

风民风、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等重点工作，每年制定

工作计划，分解落实部门责任，合力推动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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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008 年，依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电大

挂牌设立湖州社区大学，专门成立社区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宣传( 文明办) 、教育、科技、文化、体

育、农业、财政、人社等党政部门、工青妇群团组织

以及地方高校等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办公室设

在教育局和湖州社区大学，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教

育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以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近年来组织大学生村官宣讲团等宣讲队伍，开

展农民讲习所各类宣讲活动，建设一批“六有”规

范化基层党校，大力培训农村党员 3 万余人次; 培

育百姓宣讲“名嘴”、优秀百姓宣讲工作室，组织

开展最美湖州人等“四大最美”系列评选活动。
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深入推进农村“文化礼堂

·幸福八有”建设，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兴办农民

文化节，开展文化走亲、“送戏下乡”“送书下乡”
“送展览讲座下乡”“百名文化专家基层行”等系

列活动，推进乡村文化兴盛行动; 在培育文明乡风

民风方面，深化村镇文明创建、文明家庭创建，评

选“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好婆婆、好媳妇、好
妯娌”等活动; 在小城镇实施了“垃圾不落地、出

行讲秩序、办酒不铺张、邻里讲和睦”四项行动，

全力打造“生态引领、全域创建、成风化俗、和谐

发展”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湖州模式”。制订实

施湖州市农村实用人才发展行动计划，健全完善

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深入开展“农民创业大讲堂”
“农民素质大讲堂”等活动，广泛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推动传

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
( 二) 依托高校资源搭建湖州农民学院平台，

大力实施农村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2010 年 4 月在湖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

下，依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电大、湖州社区

大学) 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地级市农民学院，开

展“一村一名大学生”电大学历教育项目，大力实

施农村领军人才工程，培养急需型、高端型、领军

型的农村实用人才，引领推动农村农业发展。截

至 2017 年，全市已经培养具有大专学历和中级以

上专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大学生 6200 余名，目前在

籍学员达 3033 人。湖州农民学院自筹建以来，按

照“政府主导推动、名校名所支撑、地方高校主

体、社会协同参与”的思路，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

院务会议制度。农民学院管委会主任由市委、市
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担任，市农办、湖州

职院、浙大农生环学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为副主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农

办、市教育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
财政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农民学院院务会议由

湖州职院、市农办、市教育局、市农业局、市水利

局、浙江大学湖州南太湖农推中心等单位分管领

导参加，院长由湖州职院党委书记担任，办学体制

机制充满活力; 同时各县成立湖州农民学院分院，

各乡镇依托成校设立教学点，全市形成了“市农

民学院、县农民分院、乡镇农民学校”的农民教育

培训网络体系。按照现代农业产业和新农村建设

的实践需求以及职业教育的特点，探索形成了

“学历 + 技能 + 创业”的农民大学生人才培养模

式，把提升农民大学生创业能力作为教学改革的

重中之重，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培育形成农民大学

生创业基地 74 家和新型职业农民教学实践基地

37 家。目前一大批农民大学生成为全市有影响

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湖州

农民学院已成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

国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新型人才培养试验基地”
“研究生、博士( 后) 实践研究基地”。

( 三) 推行“三分五统”职业技能培训规范，

分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2014 年以来，湖州市作为农业部“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试点项目”整市推进市，专门成立由分

管市领导任组长，涉农、教育、财政等部门为成员

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农民

学院、社区大学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指导机构，负

责全市面上培训方案及培训标准的制定和业务工

作指导，各县区按要求因地制宜组织实施培训。
在调研的基础上，分蔬菜、水果、粮油、茶叶、竹笋、
花卉、水产、蚕桑、畜牧和观光农业等产业发展实

际，以培养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型职业农民为

目标，实施了“产业分类教学、学员分层培育、教

学分段落实，统一计划、统一教材、统一师资、统一

标准、统一管理”的“三分五统”初级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模式( 见图 1 ) ，培训时间要求不少于 15
天，培训内容由通识课程、实践技能、创业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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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教学模块构成，按农时季节分段组织实施，体

现职业教育“教学做一体”。截至目前，全市培育

认定初级新型职业农民 11000 多人。2017 年根

据农业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发展规划》关于“建立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

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的要求，湖州

市在初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础上，在水产、蔬
菜和茶叶三个产业开展了“双创型、分段式、导师

制”中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探索，突出融合

发展与创业致富实践技能的提升，新型职业农民

已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生力军( 见表 1) 。

图 1 湖州市“三分五统”初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表 1 湖州市“双创型、分段式、导师制”中级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时间 培训主題 培训方式

第一阶段

5 天

生产技术

与经营

管理提升

“三农”发展新思想新理念、
农业生产新技术新业态、生产

经营管理新战略、法律风险规

避、农民素养提升等培训

现代产业先行地区考察交流

第二阶段

5 天

创新创业

培训与职业

资格考证

现代农业创业团队建设、文化

价值挖掘、创业营销和创业模

式等主题培训

中级农业技术员职业资格培

训与考核

第三阶段

1 年

专家结对

指导与

推动创业

创业导师与小组学员结对创

新创业指导，产业专家顾问和

法律专家顾问给予技术和经

营指导帮扶等

( 四) 发挥乡镇成校功能作用，培育实施农村

社区教育品牌工程

农村成人教育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人

才培育、思想理念转变、产业转型的有效途径，在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8］
浙江的乡镇成校承担着社区教育

中心的功能，是农村社区教育的重要阵地。近年

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湖州市各县区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内容上因需而

教、形式上灵活多样、面向上体现全体、功能上作

用多元等优势，把社区教育工作与新农村建设、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挖掘，与以

城带乡共享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社区教育

“一乡镇一品牌”活动，农村社区教育日渐成为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有效载体。
近几年来，湖州市各县区社区教育百花齐放，

争奇斗艳，形成了各自特色。德清县农村社区教

育着力在“突出地域特色、满足农民需求、服务民

生福祉、形成品牌效应”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条以

科技项目培训提升农民致富能力、特色文化活动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实验项目引领提升社会教育

品质的社区教育发展之路，既有各类学习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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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习共同体打造、文明素质讲堂普及，还充

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形成了武康镇“游子文化

节”“欢乐邻里节”、新市镇“蚕桑文化节”、三合乡

“防风文化节”等活动品牌，乡土文化气息浓郁;

长兴县各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立足当地资源优势，

通过“学·品·游·享”载体，形成了泗安镇园林

绿化培训、夹浦镇轻纺技能培训、林城镇蜂业培

训、水口乡紫笋茶艺及紫砂制作体验、煤山镇红色

文化体验等特色品牌项目; 南浔区和孚镇等地乡

村探索组建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
战士等组成的“五老”协会( 或乡贤工作室) ，积极

参与矛盾纠纷调解、道德公评公议、关心下一代等

工作，较好地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传承区域文化、促进

生活方式转变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湖州社区大学

注重发挥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功能，开发建立了

“农民大讲堂”等课程菜单 100 讲和共享师资库，

根据各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的需求，送教上门，把优

质教育资源送到田间地头。

三、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思考与启示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农村社区教育

不仅是乡村的一种教育形式，也是传统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社会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社区教

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梳理和总结湖

州的实践，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 一) 构建党政主导的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体制机制

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一种重要类

型，具有开放性、基础性、公益性的特征，不仅涉及

党委宣传( 文明办) 、组织( 人才) 等部门，也涉及

政府科教、人社、文卫、财税、涉农等部门，各类群

团组织，以及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市场主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教育培训是一种

准公共产品，其生产和消费都具有正外部性，完全

由市场提供容易导致供给不足问题。政府作为公

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具有保障教育培训

提供的重要责任。［9］
新型农村社区教育这一新兴

事物的发展需要高效明确的政府管理，要改善现

在很多地区多个部门管理造成的“一拥而上、一

哄而散”的问题; 要明确主要负责机构，并协调其

他部门，有效管理与引导。［10］

由此可见，构建党政主导的社区教育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委领导下，政府承担

着服务提供者、资源整合者、质量监管者的重任。
一是明确党委宣传部门( 文明办) 和政府科教部

门共同牵头抓总，全面统筹多方资源，整合各自优

势，形成组织( 人才) 、人社、文卫、财税、涉农等各

有关部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以及市场主体和社

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教育工作合力。二是

党政主导的工作重点是把方向出政策、系统抓强

合力，其主要职责为编制农村社区教育规划与制

定政策，建立完善沟通协调与资源整合机制，分解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协同推进的检查落实等。三

是建立税收和财政激励机制，提高各方面主动参

与乡村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更好地

吸引更多的城乡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共同推动农

村社区教育事业发展。
( 二) 实施以人为本的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

兴引领策略

美国哲 学 家、教 育 家 杜 威 说 过“教 育 即 成

长”。适应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教育的改

革发展要更加精准地聚集乡村人力资本，立足于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不同年龄社会群体生存、
生活的教育需求，着眼乡村发展实际进行教育培

训的多样态供给，形成现代化的乡村特色教育体

系。［7］
乡村振兴是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的战

略升级，农村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如何精

准发力? 我们认为，农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以人

为本，着眼于助力人的成长发展和全面进步，结合

当地实际，强化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找准工作重

点，积极搭建教育讲台、活动平台、文化站台，不断

引领农民在思想上跟上发展新理念、在生产上掌

握发展新技能、在生活上提升幸福新品质，引导他

们从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具体可从以下五

个方面着手。
一是注重思想理念引领。尤其要加强对十九

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两山”理念的宣讲，并把宣

传高质量发展、绿色生态导向、美丽乡村建设、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新思想新理念，贯穿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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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的全过程，通过思想武装和实践教学，让

农民架天线，促进观念转变，让互联网 +、生态 +、
美丽 +、品牌 +、素质 + 等“三农”发展新模式根

植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强化培训项目引领。大力培养农村实用

人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以一带十”的

效应，也为乡村发展繁荣播下了一颗颗星火燎原

的种子。各地可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把社区

教育与职业农民培训、生产技能培训、文明素质培

训、普法教育培训、乐活社区建设等项目结合起

来，形成以学文化、提技能、优素质、乐生活为核心

的社区教育培训品牌，引领农民素质提升。
三是加强文化活动引领。乡村振兴核心在于

提升内生动力，内生动力离不开文化正能量的哺

育。乡村振兴能否与村民形成良性互动，根植于

村民内心的文化自觉起着四两拔千斤的作用。充

分利用各村“文化大礼堂”“幸福大舞台”等载体，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把农

民组织起来，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原有的优秀内

核，让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起来，让村民的精神文

化充实起来，使传统美德、诚实守信、文明友善成

为乡村文化的源头活水，使集体观念、生态保护、
文明风尚成为群众生产生活的自觉行为，使更多

的农民实现“扛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铁锹成文人”
的转变。

四是提升服务标准引领。社区教育的形式灵

活多样，既要寓教于乐，也要防止娱乐化，不断提

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关部门加强指

导，推动地方社区教育项目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对

项目方案制定、立项、实施、绩效评价的过程监管，

不断提升社区教育质量，避免图热闹、走过场。
五是强化政策保障引领。结合乡村振兴的新

要求，制定加强农村社区教育的相关政策，在完善

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网络、强化人员及资金保障、
建强教育阵地等方面，加大力度，优化导向。

( 三) 坚持以城带乡的社区教育资源开放共

建路径

新型农村社区教育是涉及多个部门的大教

育，但是现阶段运行机制松散，缺乏系统的资源整

合的平台。［11］
对此，对于相对薄弱的农民社区教

育而言，如何统筹城乡社区教育资源，实现共建共

享? 湖州社区大学在各乡镇成校设立教学点，把

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向广大农村基层延伸，扎根大

地办农民教育的做法，既说明了资源共享的重要

性，也由此给我们带来了以城带乡的启示。
一要树立统筹城乡的教育资源观。把农民社

区教育纳入城乡社区教育的整体规划，作为教育

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规划建设上强化资

源统筹，加大对中心镇村的投入力度，推动融合发

展，在补短板上下功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该

树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观”。唯有破除

在封闭体系中发展农村教育的狭隘观念，立足城

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中对农村教育加以合理定位，寻求农村教育变革，

才能为乡村振兴积蓄力量。［12］

二要建立城乡结对帮带机制。坚持以城带乡、
以工哺农，健全完善政府部门与镇村、企业党组织

与村级组织、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 含乡镇成校)

的结对帮带机制，确立帮带项目和目标，形成城市

优质教育资源和帮扶资本向农村基层集聚的帮带

机制，助力农村社区教育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三要搭建资源整合平台。由社区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牵头，利用、整合和开发各类线下和线上资

源，搭建共建共享师资库、教材库、体验基地库、线
上课程资源库、志愿服务组织或志愿者库、资助项

目库等平台，积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 四) 形成社区教育融入乡村治理的发展新

格局

社区是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矛盾问题的集散

地，社区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如何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对社区教

育有效融入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课题。这就需

要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社区教育推进乡村“自治、
德治、法治”的结合点，创新内容、载体、方法，不

断增强吸引力、融合度、有效性。
一是社区教育融入乡村治理，与乡村社区文

化结合。围绕打造乡村善治文化，总结提炼和传

承好具有浓郁乡村地域特色的传统和美文化、孝
善文化等，同时通过设立诸如“乡贤参事会”“最

美表彰会”“幸福春晚”等载体，加强针对性的文

化教育引导，努力塑造健全人格、化解不良情绪、
形成文明风尚、营造善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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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区教育融入乡村治理，与精神文明创

建相结合。以提高农村居民文明素质和社区文明

程度为目标，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诸如“民风

学堂”“道德公堂”“普法讲堂”等途径，在培养和

谐心态、强化道德规范、树优法治思维等方面下功

夫，引导村民群众从社会管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

为主动参与者。
三是社区教育融入乡村治理，与扩大群众参

与面相结合。尊重村民群众在社区的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在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以群众自

治为主的社区协调组织，发动热心公益的群众，建

立社区志愿服务队和义务宣讲队，积极参与到改

善村庄环境、垃圾分类、治安巡逻、纠纷调解、法律

援助、爱老敬老、政策宣讲等社区事务中来，增强

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乡村善

治的原动力和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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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Servi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o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 A Case Study of Hu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Ye Zhu
( 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Huzhou Ｒ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Huzhou，Zhejiang，China 313000)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talent is the key to implement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
egy．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community，but also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deals with how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es the Ｒural Ｒe-
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o clarify the supporting status of community edu-
cation to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and its logic relationship． Taking Hu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
ple，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ng Ｒural Ｒevi-
taliz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then studies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ng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so as to make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Keywords : community education，Ｒural Ｒevitalization，rural talents，strate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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