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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1〕111号 

 

 

各乡镇中小学、一贯制学校： 

根据绵阳师培中心《关于开展 2021 年绵阳市乡村教师素质

能力提升在线培训的通知》（绵师培发〔2021〕3号）精神，经研

究决定，我市选派 500名乡村教师参加该项培训，现将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21年绵阳市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在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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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对象 

按照绵阳师培中心下达参培任务，我市将在乡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选派 500名教师参加培训。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三、培训时间 

2021年 6月 20日－7月 20日。 

参培教师在此期间自主选学相关课程，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24学时（45分钟/学时）。 

四、培训形式 

本次培训形式为在线学习。 

操作手册将在培训管理 QQ群文件下发。 

参培学员凭各自的用户名和密码在电脑端登录教师教育网：

（http://21myxc.study.teacheredu.cn）进行学习；也可使用手

机或平板等移动端，在应用市场下载和安装“师学宝”APP 后登录

学习。 

五、培训内容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围绕“师德修

养、班级管理和专业发展”三大模块设置课程。内容包括教师的

职业尊严及其自我维护、“有效学习活动”的设计与运用、新形势

下班级管理的变化和创新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法、思维导图

在教学工具中的应用、集体备课——从教案碎片化开始、听课评

课——从便利贴研究开始、如何学习课件制作与开发、管理好压

力做快乐教师等。 

http://21myxc.study.teacheredu.cn/


 

- 3 - 
 

六、培训考核 

培训考核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学员在规定时段内自主选学相关课程，学习时长不少于 24学

时，提交 600字以上的学习心得，经认定合格者，由绵阳师培中

心统一登记继续教育规范性学时。 

学习时长未达到 24学时的，均不予登记学时。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由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绵阳市中小学

教师培训中心承办。培训经费由绵阳师培中心统一支付，在绵阳

市师培专项经费中列支。 

（二）各学校要加强组织领导，确定一名管理员，加入本次

培训管理 QQ群，并负责本校学员参培学习管理工作。严禁代替学

习，严禁在线挂机，杜绝“上线不上心、在线不学习”等形式主

义现象，确保参培学员不折不扣完成学习任务。 

（三）请各校管理员在培训管理群下载培训报名表，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10:00 前填写报名表，将报名表以单位名称命名后

回传联系人邮箱或 QQ。以便汇总上报绵阳师培中心。 

各校管理员迅速通知参培教师加入培训管理 QQ 群。培训开

始后，将在管理群内下发学员账号及密码，以及培训手册。确保

本次培训顺利进行。 

八、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邓本胜，电话：13708112866，V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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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11173648，邮箱 11173648@qq.com。 

（二）培训管理 QQ群号：822378948，群名称：2021年乡村

教师培训(江油)。 

 

附件：2021绵阳市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名额分配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 年 6 月 16 日 

  

mailto:邮箱111736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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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单位全称 单位简称 类别 区域 教师数 名额分配 

0201001 江油市枫顺乡中心小学校 枫顺小学 小学 乡镇 11 3 

0201002 江油市敬元中心小学校 敬元小学 小学 乡镇 15 5 

0201003 江油市雁门镇中心小学校 雁门小学 小学 乡镇 25 8 

0201004 江油市马角镇中心小学校 马角小学 小学 乡镇 19 6 

0201005 江油市二郎庙镇中心小学校 二郎庙小学 小学 乡镇 50 15 

0201006 江油市云集中心小学校 云集小学 小学 乡镇 10 4 

0201007 江油市文胜中心小学校 文胜小学 小学 乡镇 16 6 

0201008 江油市厚坝镇小学 厚坝小学 小学 乡镇 46 15 

0201009 江油市重兴小学 重兴小学 小学 乡镇 11 3 

0201010 江油市河口镇中心小学校 河口小学 小学 乡镇 18 5 

0201011 江油市铜星中心小学校 铜星小学 小学 乡镇 12 3 

0201012 江油市重华小学 重华小学 小学 乡镇 28 10 

0201013 江油市小溪坝镇中心小学校 小溪坝小学 小学 乡镇 37 12 

0201014 江油市东安中心小学校 东安小学 小学 乡镇 18 6 

0201015 江油市新兴中心小学 新兴小学 小学 乡镇 19 7 

0201016 江油市双河镇中心小学校 双河小学 小学 乡镇 3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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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全称 单位简称 类别 区域 教师数 名额分配 

0201017 江油市新春中心小学校 新春小学 小学 乡镇 17 6 

0201018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永胜小学 小学 乡镇 50 18 

0201019 江油市武都镇阳亭中心小学校 阳亭小学 小学 乡镇 32 10 

0201020 江油市太白小学 太白小学 小学 乡镇 75 25 

0201021 江油市大康小学 大康小学 小学 乡镇 35 10 

0201022 江油市战旗小学 战旗小学 小学 乡镇 24 8 

0201023 江油市新安镇中心小学 新安小学 小学 乡镇 30 10 

0201024 江油市义新小学 义新小学 小学 乡镇 21 8 

0201025 江油市贯山小学 贯山小学 小学 乡镇 20 8 

0201026 江油市大堰镇小学 大堰小学 小学 乡镇 25 10 

0201027 江油市东兴中心小学 东兴小学 小学 乡镇 24 8 

0201028 江油市龙凤镇中心小学 龙凤小学 小学 乡镇 28 10 

0201029 江油市彰明镇中心小学校 彰明小学 小学 乡镇 33 15 

0201030 江油市香水小学 香水小学 小学 乡镇 15 5 

0201031 江油市方水小学 方水小学 小学 乡镇 26 8 

0201032 江油市八一小学校 八一小学 小学 乡镇 30 10 

0201033 江油市西屏镇中心小学校 西屏小学 小学 乡镇 31 10 

0201034 江油市九岭小学 九岭小学 小学 乡镇 38 10 

0201035 江油市青莲镇中心小学校 青莲小学 小学 乡镇 54 20 

0201036 江油市太平镇第二中心小学校 太平二小 小学 乡镇 49 10 

0201037 江油市太平镇第三中心小学校 太平三小 小学 乡镇 17 6 

0201038 江油市三合镇逸夫小学 逸夫小学 小学 乡镇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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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全称 单位简称 类别 区域 教师数 名额分配 

0301001 江油市雁门初级中学 雁门初中 初中 乡镇 22 8 

0301002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 明镜中学 初中 乡镇 33 12 

0301003 江油市厚坝初级中学 厚坝初中 初中 乡镇 31 10 

0301004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小溪坝初中 初中 乡镇 42 15 

0301005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双河初中 初中 乡镇 59 20 

0301006 江油市永胜镇初级中学校 永胜初中 初中 乡镇 24 8 

0301007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武都初中 初中 乡镇 47 15 

0301008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新安初中 初中 乡镇 28 10 

0301009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青莲初中 初中 乡镇 65 20 

0301010 四川省江油市彰明中学校 彰明中学 初中 乡镇 49 15 

0501001 江油市含增镇学校 含增镇学校 一贯制 乡镇 40 10 

合计     151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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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6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