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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与家庭农场培训班 

招募函 

2014 年 3 月 25 日—30 日·北京 

 

一、背景介绍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美

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刚刚颁布的 2014 年中

央 1 号提出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与农业多功能性的普遍关心，全国范围内的城乡互助实

践日益多元并逐步得以深入展开。这些广泛分布于全国 20 余省市的创新性实践不同程度的将产

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海外的社区互助农业（CSA）本土化，努力挖掘其内涵的“生态性、本地性、

互助性”等原则，在食品安全和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农业，在

获取健康安全食物的同时还促成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良性互动，从而改变日趋紧张的生产者与消

费者及城乡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自 2000 年开始推动生态农业与城乡互助实践至今十四年。

2008 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京郊凤凰岭下共建新农村建设

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经过 6 年多的建设，该项目已初步形成一个包含有机农产品

产销、生态农业示范、参观体验、社会参与、培训教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理

论研究与政策倡导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平台。参与其中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超过 100 家，推动并

影响了全国近百家类似组织，得到海内外 400 多家媒体的正面报道，并先后接待政府、企业、

媒体、市民、农民、民间团体参观与访问 4 万余人次。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

成立了市民农业 CSA 联盟（2010）与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2），并自 2010 年 1 月起连续举办

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经验交流会，各地近 2500名生态农业推动者和 500个农业团体参与交流，

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生态农业与城乡互助实践者和研究者搭建了民间交流平台与互助网络。 

伴随着越来越多关心生态环境与健康劳动的各界人士加入到生态农业领域，各种以生产健

康农产品为目标的生产者（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等多元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生

根发芽，但如何更为深刻而灵活的掌握 CSA 和家庭农场的基本理念、实务操作与方法策略？

如何尽可能减少 CSA 和家庭农场创办过程中的各种弯路与风险？则是许多 CSA 从业者和准备

将“农场梦”付诸实践的“准家庭农场主”们共同的需求。 

    2013 年 3 月 26 日—30 日、6 月 25—30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西南大学中国乡

村建设学院共同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共同承办的

第一、二期社区互助农业与乡村建设骨干培训班在北京顺利举办并取得较好效果，得到培训学

http://www.green-coop.org/article/nav_3_57.html）。2008
http://www.green-coop.org/article/nav_3_57.htm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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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普遍欢迎（详见另附）。在此经验反馈和组织基础上，主办机构根据最新政策与行业动态，

组织更具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进一步开发第三期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与家庭农场培训

班。 

 

二、组织安排 

1.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2.承办单位：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3.支持单位：全国生态农业互助网络 

国仁绿色联盟 

4.时    间：2014 年 3 月 26 日—30 日（3 月 25 日全天报到） 

5.地    点：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现场教学）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论培训）  

 

三、培训特点 

 最新政策解读： 紧扣中央政策与最新文件精神，特邀“三农”权威专家及时解读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为创新实践提供更权威的政策指引与更贴身的空间

启示； 

 独特培训团队：培训融合承办单位分别在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诸领域十年的培训经验     

与积累，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特邀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与经验丰

富的一线实践者； 

 多角度全方位： 培训突破单一的技术或理念层面，充分融合前沿理论与一线实践，从  

理念原理、经营管理、客户组织、社会资源开发、新型营销、生态技

术、生产基地控制、消费者教育、城乡社区建立等角度全方位探讨社

区互助农业（CSA）各核心环节； 

 深度案例解剖： 作为国内首创充分依托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的社区互助农业主题培 

训，将结合由培训团队亲自创办和参与的各种一线案例展开。特别对

于小毛驴市民农园，农园全体管理人员将从不同角度深度解剖小毛驴

6 年发展历程中完整而又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全面实用资料：培训除为学员提供专门教材与自编 CSA 操作手册外，还将提供包括全 

国 CSA 大会资料汇编、小毛驴市民农园简报合订本、各类生态农业

与 CSA 发展经验等十余种资料（光盘）套装，为学员返乡后的发展

提供持续动力。 

 共享行业平台：培训充分利用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行业影响与全国网络优势，依托市民 

农业 CSA 联盟（2010）与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2），让学员结识更

多生态农业与 CSA 同行并促进未来的可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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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训设计 

1、 目标 

 把握最新政策精神，了解国内外农业发展新趋势和新型农业经营管理模式； 

 学习社区互助农业（CSA）、家庭农场和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理念、原理与实务方法； 

 交流各类型 CSA 农业所面临的经验、困难及对策； 

 观摩实践自然农业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 

 建立社区互助农业（CSA）学员资源共享与后续支持平台。 

 

2、形式与框架 

为确保较好的学习效果，本培训采取小班教学方式。包括理论学习、分组讨论、实践操作、

视频讨论和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培训主要内容将包括以下四大模块： 

 

模块一：政策理论与趋势分析 

 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新趋势与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 

 都市农业与休闲农业 

 农业多功能性与社会化农业的兴起 

 世界范围内的有机农业与参与式认证体系（PGS） 

 国内外社区互助农业实践概况与比较分析 

 

模块二：案例分析与深度讨论 

观摩 1：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现场教学 1：CSA 的配送流程与操作 

 CSA 的服务设计与社区营造 

 CSA 的经营与管理 

 CSA 的媒体及社会资源运用策略 

 CSA 的客户开发与会员管理 

其它案例与主题分享 

 

模块三：新农业的创新与营销 

观摩 2：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城市郊区家庭农场发展经验 

 农夫市集与消费者组织 

 网络营销与 CSA 团购 

 城乡对接与基地管理 

 青年大学生和参与保障体系 

 

模块四：自然农业与生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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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 3：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田间学校  

现场教学 2：自然农业实用技术与操作（土著微生物及营养液制作、发酵床养殖法） 

 生态农业的综合病虫害防治  

 

五、招生计划 

1、对象：全国范围内政府涉农部门官员、有志于推动社区互助农业（CSA）和家庭农场的

（准）农场主、农民合作社成员、民间机构工作人员、返乡青年和准备从事 CSA 的各界人士。 

2、规模：约 40 人 

3、报名方式：有意者请认真填写《第三期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新型农场主培训班报 

名回执》，并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到会务邮箱 chinacsa2012@163.com，注意在邮件主题中需 

采取统一格式“姓名——第三期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新型农场主培训班报名回执”。 

4、报名截止日期：2014 年 3 月 10 日 

5、培训费用： 

收费项目 金额 说明 

培训费 2200 元/人 含讲师费、培训组织费、实践操作费、场地租赁费、参观交通费

等。 

教材资料

套装 

 

 

800 元/人 

 

 

多年累积、系统全面、独家提供 

包括：《培训专题教材》（附《CSA 与家庭农场实用手册》） 

《全国 CSA 大会资料汇编》、《小毛驴市民农园简报合订

本》、各类生态农业与 CSA 发展经验近十种资料（光盘） 

 

 

食宿费 

 

 

600 元/人 

 

培训为封闭式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标准每天 120 元/人（住

宿 60 元/天，饭费 60 元/ 天） 

说明：尽力为学员节省，同时为与本培训主题及风格协调一致，

本培训场地及食宿都较为简朴，非宾馆非标准间，仅为农

家大院与集体宿舍，自带生活用品，请提前注意并理解！ 

说明： 

为确保效果，本培训封闭式进行，统一安排食宿同时辅以全套可供后续学习的教材资料，

故培训费、资料费与食宿费需按标准一并交纳。 

付款方式： 

1、 银行转账： 

汇款户名：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汇款账号：110061059018010041430 

开 户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竹桥支行 

2、支付宝：littledonkeyfarm@126.com 

请于 3 月 10 日前通过以上方式付款，并将本回执及汇款凭证（扫描/截图/拍照）发至会

务邮箱，会务组将回复邮件以确认参会资格。 

如需发票，请提前说明；可在培训结束前领取 

mailto:并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到会务邮箱panjiaen0807@163.com
mailto:并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到会务邮箱panjiaen08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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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崔国辉      

电  话：010-62460686   18310381564  

邮  箱：chinacsa2012@163.com  

网  址：www. littledonkeyfarm.com 

      微  博：@小毛驴市民农园  @ 小毛驴柳林社区农园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3 号 6 层 608 室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西（小毛驴市民农园） 

 

附件一：培训日程（以实际操作为准） 

日期 时间 内容 讲者/协作者 

3 月 25 日

（二） 
19:00—21:30 

1、 场地印象：《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 

《小毛驴市民农园短片》 

2、相互认识、培训介绍与分组 

潘家恩 

梁少雄 

 

3 月 

26 日 

（三） 

6:00—6:30 起床 纪律小组 

6:30—7:20 晨练与团队建设 文艺小组 

7:20—8:00 早餐 劳动小组 

8:00—8:30 朝话 学习小组 

8:30—9:00 坐车赴小毛驴农场 崔国辉 

9:00—10:20 观    摩（1）：小毛驴市民农园参观导赏 黄志友 

10:30—12:00 现场教学（1）：CSA 配送流程与操作 孙  庚 

12:00—13:00  生态餐（小毛驴农场）     

13:00—14:30 经验分享：生态农业综合病虫害防治 刘小平 

14:30—17:20 现场教学（2）： 

1、田间学校介绍 

2、自然农业实用技术与操作 

（土著微生物及营养液制作、发酵床养殖法） 

 

 

袁清华 

17:50—18:30 晚餐 劳动小组 

19:00—21:00 专题分享（1）：国内外社区互助农业实践概况与

比较分析 

     

钟  芳 

 

3 月 

27 日 

（四） 

6:00—6:30 起床 纪律小组 

6:30—7:20 晨练与团队建设 文艺小组 

7:20—8:00 早餐 劳动小组 

8:00—8:30 朝话 学习小组 

8:40—9:00 回顾与总结 学习小组 

mailto:chinacsa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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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00 分组讨论：各地农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潘家恩 

10:10—12:00 讲座一：生态文明与社会化农业 温铁军 

12:00—12:10 合影 崔国辉 

12:10—13:00 午餐 劳动小组 

14:30—14:50 文艺活动 文艺小组 

14:50—15:50 

视频观看： 

1、《CCTV-朝闻天下》：45 天速成鸡 

2、《CCTV-新闻调查》：CSA 试验 

   

潘家恩 

16:00—17:30 讲座二：都市农业案例评价分析  史亚军 

17:50—18:30 晚餐 劳动小组 

19:00—21:00 实话实说：CSA 的客户开发与会员管理 小毛驴会员部 

 

3 月 

28 日 

（五） 

6:00—6:30 起床 纪律小组 

6:30—7:20 晨练与团队建设 文艺小组 

7:20—8:00 早餐 劳动小组 

8:00—8:30 朝话 学习小组 

8:40—9:00 回顾与总结 学习小组 

9:00—10:45 
案例讨论（1）： 

参与式认证 （PGS）理论与本土化实践 

钟  芳 

成鹏飞 

11: 00—12:00 专题分享（2）：生态农业互助网络与青年大学生参与    梁少雄 

12:00—13:00 午餐 劳动小组 

14:30—14:50 文艺活动 文艺小组 

14:50—16:20 专题分享（3）：城市郊区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 乐活先生 

16:30—17:50 
案例讨论（2）：CSA 农场的经营与管理 

——以小毛驴与故乡农园为例 

 

严晓辉 

17:50—18:30 晚餐 劳动小组 

19:00—21:00 
1、 视频播放：《谷子·谷子》 

2、专题讨论：自然体验与消费者教育 

 

待 定 

 

3 月 

29 日 

（六） 

6:00—6:30 起床 纪律小组 

6:30—7:20 晨练与团队建设 文艺小组 

7:20—8:00 早餐 劳动小组 

8:00—8:30 朝话 学习小组 

8:40—9:00 回顾与总结 学习小组 

9:00—10:30 讲座三：农业多功能性与多元化农业的兴起 周  立 

10: 45—12:00 案例讨论（3）：有机农场的几种“死法” 郝冠辉 

12:00—13:00 午餐 劳动小组 

14:30—14:50 文艺活动 文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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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7:50 工作坊：小型农业创业项目的项目管理（1） 钟芳 

17:50—18:30 晚餐 劳动小组 

19:00—21:00 工作坊：小型农业创业项目的项目管理（2） 钟  芳   

 

3 月 

30 日 

（日） 

6:00—6:30 起床 纪律小组 

6:30—7:20 晨练与团队建设 文艺小组 

7:20—8:00 早餐 劳动小组 

8:00—12:00 观摩（2）：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崔国辉 

12:00—13:00 午餐 劳动小组 

14:30—14:50 文艺活动 文艺小组 

14:50—15:50 专题分享（4）： 从农夫市集看 CSA 齐大福 

16:00—17:00 
案例讨论（4）： CSA 的媒体及社会资源运用策略 

——以小毛驴为例 
黄志友 

17:00—17:50  

培训总结与结业仪式 

潘家恩 

张兰英 

17:50—18:30 晚餐 劳动小组 

19:00—21:00 CSA 之夜：东西南北大联欢 文艺小组 

3 月 31 日

（一） 

  

告别、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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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培训讲师及协作者简介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

任、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1998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

年获 “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 

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 类）”首席专家，北京

市重点交叉学科“农村发展管理”首席专家，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

中心首席专家 

史亚军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农学会都市农业与休闲

农业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农业部休闲农业评审专家，中国城郊经济

研究会理事，中国城郊学会理事，北京城郊学会常务理事、监事，北京农

学会理事，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学通报》和《农业工程学报》编委，北

京市科协都市农业规划专家，北京市投资促进局都市农业投资顾问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

心（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和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国情分析、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与食物主权、农民合作、农村金融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26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81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81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97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03410.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281792.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1563.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666737.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3606318.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3606318.htm
http://c.green-coop.org/view/3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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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平 

农艺师、有机农场主 

 

 

1964 年出身于西藏拉萨，1988 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农

艺师。1988 年至 2002 年在四川泸州先后从事共青团、作物病虫防治、农

业技术推广、种子、农药、化肥销售技术服务等工作。2002年至今先后在

北京多家有机农场任总经理、技术顾问、项目经理等工作 

 

乐活先生 

北京乐活净田农庄农场主 

 

 

真实姓名王申福，1986 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畜牧专业；同年志愿

赴藏任教；94 年回到北京，先后任农业部全国畜牧兽医总站企业“北京德

佳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校办企业“北京北农大动物科技有

限公司”企划总监和市场总监；2004 年创办“北京乐活净田农庄”的前身

“北京柴草家农庄”，专业从事自由放养健康蛋鸡养殖和有机玫瑰种植。 

成鹏飞 

河北怀安一墩青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自 2002 年开始加入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先后担任行动援助河北怀安发

展示范区协调员、行动援助河北区省级协调员。2009 年 11月，在怀安县

民政局注册创建一墩青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推动生态农业、农民合作

组织与参与式认证的本土化实践 

齐大福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核心成员 

 

北京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最早的中国志愿者之一，现市集组织者之

一，没有农业经验，没有学术背景，依靠自身特长和多年工作经验，

帮助管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实际运营，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市场定

位和消费者沟通方面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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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冠辉 

广州沃土工坊负责人 

 

 

2006 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年—2008 年为晏阳初乡村建

设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创办人之一，主持生态农业教育与培训工作。2008

年参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前期创建工作。 

2008 年至今担任广州沃土工坊负责人并密切联系于各地不同类型生

态农场。 

潘家恩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师资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香港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01年至今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北

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人之一；现任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法人

代表、执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 

钟芳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代总经理、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咨询部主任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

乡村建设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学习期间，深入参与了所在研究组与意大

利慢食协会合作的“哺育米兰”项目（米兰南部农业公园服务设计）；参

与了欧盟第七框架研究项目的申请（报告撰写及合作伙伴协调）。 

2012 年 5 月起，就职于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

农园，主持研究及推广工作，侧重于中小型生态农业企业模式创新、生态

农业相关服务业创新、农村社区营造（改造与重建）等。 

2012 年 11 月起，担任全国生态农业互助网络召集人。 

严晓辉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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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曾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早期

投身环境保护事业。从 2004 年起参与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工

作，是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乡村建筑工作室的主要创办人之一。2007 年

至 2009 年在广东某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担任厂长。 

2009 年起任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负责小毛驴市民农园

项目整体工作，在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黄志友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推广部经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硕士，自2001年起投身大学生环境保护事业，“2002

西安大学生绿色营”营员，2004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环学院。 

毕业后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工作，是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乡

村建筑工作室主要创办人之一。2008年起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与运

营工作。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评为“新乡村建设十大人

物”。现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推广部经理。 

 

袁清华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董事、上海设计丰收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硕士，自 2001 年始参与大学生支农活动，任河北

农业大学“太行情助农协会”会长，2005 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2004

年起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试验区工作，学院生态农业实验室主管。

2007 年负责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2008 年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工

作。2009 年到泰国学习有机农业技术一年。曾任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

展中心副总经理、运营部经理。 

 

孙庚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副总经理、会员部经理 

 

 

70后，四川大学本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专科园艺学。自1988年起有

22年的城市工作经历。 

为尝试另外一种劳动方式，于2012年起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运营管理工

作。现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副总经理、会员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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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少雄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 

 

 

2011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 2008年开始参加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

2010 年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第六期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现

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门工作人员。 

 

 

王茜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 

 

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

八期学员，自 2009 年起一直参与农村调查研究学习，现主要辅助做青年

培养部门校内人才培养计划工作，参与组织的培训学习项目有：第 14 届

和 15 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2012 届和 2013 届校内人才培养计划

寒暑假集中培训、“大学生关注农业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调研专题培训、

首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与乡村建设培训等。 

口皓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 

 

 

 

毕业于江西井冈山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人才培养计划八

期学员，自 2009 年加入学校支农社团，至今一直参与农村调查学习，现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青年培养部门协助全国大学生支农社团日常联系

及假期培训工作。 

 

崔国辉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推广部 

 

 

2011 年毕业于湖北科技学院。大学期间曾多次参与支教和三农调研活动，

毕业后在城里工作一年又半载，但身在城市，心系乡土，于 2013 年初加

入小毛驴市民农园团队。参加组织第一、二期社区互助农业与乡村建设骨

干”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