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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从古至今都是农业大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农民群体就一直是我们国家最基础最坚实的后
盾。我国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每年的粮食需求也意味着农民群体的重要性。农民科技教育水平的高低
也影响着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阶段对农民科技教育水平也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对优化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短板提出了一些建议,期望能对我国农民群体提高科技教育水平做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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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Farm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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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en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asant group has been the most solid backing of our country. The hug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the annual food demand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peasant groups. The level of
farm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lso affe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ge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farmers.
This pap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shortcomings, hoping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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