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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苏师干训〔2018〕22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18 年江苏省网络培训辅导员 

基本素质与能力培训的通知 

 

各相关学校：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

省级国内培训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18〕4 号）的精神，

为保证辅导员熟练运用省网络培训平台参与培训辅导，今年我

省网络培训辅导员基本素质与能力培训将以混合培训模式开

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2 - 

 

一、培训对象 

2018 年拟聘任的省级教师网络培训辅导员 50 人。根据课

程建设、网络培训工作需求和各学校推荐综合考虑确定辅导员

人选，具体名单在江苏教师教育网发布公告。 

二、培训时间及内容 

1. 培训分为网络培训和集中培训两个阶段。 

2. 集中培训时间为 4 月 26 日至 4 月 27 日。4 月 26 日上

午报到，4 月 27 日午餐后离会。 

3. 集中培训内容 

（1）教师远程培训理论讲座； 

（2）2018 年网络课程讲解； 

（3）省级教师网络培训平台操作答疑； 

（4）分项目组讨论 2018 年辅导员工作； 

（5）2018 年网络培训工作布置。 

4. 网络培训开始时间为 5 月 2 日，为期 5 天；培训课程

为《省级教师网络培训管理员与辅导员基本素质与能力培训》。 

三、报到和培训地点 

古林饭店（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 34 号）。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住宿费及餐费由省教育厅承担。往返交通费由参

训人员回原单位报销。 

五、其他 

1. 请各校积极支持，妥善安排，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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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培训。 

2. 培训合格者，视工作需要由我中心发放 2018 年省级教

师网络培训辅导员聘书。 

3. 请参会人员根据离会时间，自行买好返程车票。培训

仅提供 4 月 26 日晚住宿。 

4. 未尽事宜请与江苏省师干训中心联系。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传真：025-83758179（办公室） 

 

附件：2018 年省级教师网络培训拟聘任辅导员名单 

 

 

 

 

江 苏 省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2018 年 4 月 20 日 

 

 

 

 

 

 

 

抄送：江苏省教育厅师资处、各市教育局 

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室     2018年4月20日印发 
 



附件 

2018 年省级教师网络培训 

拟聘任辅导员名单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名 所在大市 所在单位 

1 初中 地理 权太宏 徐州市 贾汪区江庄中学 

2 初中 化学 张娜 徐州市 贾汪区英才中学 

3 初中 美术 邵惠敏 南京市 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4 初中 数学 刘林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5 初中 思想品德 盛强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金山中学 

6 初中 物理 曾鹏 泰州市 泰兴市济川初级中学 

7 初中 英语 徐晓生 泰州市 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 

8 初中 语文 冷永 徐州市 睢宁县庆安中学 

9 高中 地理 惠志娟 连云港市 连云港高级中学 

10 高中 化学 王田春 徐州市 江苏省贾汪中学 

11 高中 历史 马震 徐州市 江苏省贾汪中学 

12 高中 美术 刘永红 徐州市 徐州市九里中学 

13 高中 生物 邱俊杰 南京市 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 

14 高中 数学 李鹏 南京市 南京第五高级中学 

15 高中 物理 李永畅 徐州市 邳州市第一中学 

16 高中 信息技术 马圣定 扬州市 江都区教师进修学校 

17 高中 语文 朱广龙 扬州市 江都区教师进修学校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名 所在大市 所在单位 

18 高中 语文 孙旺 连云港市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19 小学 数学 姚闯 徐州市 贾汪区团结小学 

20 高中 信息技术 闫广州 徐州市 贾汪区教育局 

21 小学 科学 郭东 徐州市 贾汪区大泉中心小学 

22 小学 数学 唐小琴 镇江市 扬中市联合中心小学 

23 小学 数学 张纯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

部北校区 

24 小学 体育 吴长友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25 小学 音乐 张福波 宿迁市 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中心小学 

26 小学 英语 崔珣 盐城市 东台市实验小学 

27 小学 英语 居佳 镇江市 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 

28 小学 语文 高兰 宿迁市 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 

29 小学 语文 姚彩霞 连云港市 东海县实验小学 

30 小学 综合实践 张兴明 扬州市 仪征市真州小学 

31 学前教育 幼儿园全科 孙丽 连云港市 赣榆经济开发区幼儿园 

32 学前教育 幼儿园全科 冯正萍 淮安市 淮安市人民幼儿园 

33 学前教育 幼儿园全科 赵贝贝 徐州市 铜山区刘集镇中心幼儿园 

34 初中 语文 吕松和 扬州市 高邮市赞化学校 

35 高中 英语 韩冬梅 连云港市 东海县第二中学 

36 高中 英语 李广洲 扬州市 仪征市第二中学 

37 高中 数学 潘建宁 南京市 南京市人民中学 

38 初中 英语 王晓玲 连云港市 灌南县扬州路实验学校 



序号 学段 学科 姓名 所在大市 所在单位 

39 初中 历史 伏军 宿迁市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40 初中 音乐 丁蕾 南京市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初中部） 

41 初中 生物 陈静 宿迁市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42 初中 数学 孙宏 镇江市 丹阳市第三中学 

43 初中 数学 荀峰 南通市 海安高新区仁桥初级中学 

44 初中 体育 严立洋 扬州市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中学 

45 初中 信息技术 龚春美 南通市 南通市开发区东方中学 

46 初中 英语 桂万兵 淮安市 涟水县实验中学 

47 高中 地理 陆才稳 连云港市 灌云高级中学 

48 小学 语文 高修军 邳州市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49 高中 化学 张丽华 南通市 江苏省海门中学 

50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程晓琳 盐城市 东台市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