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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2〕2号 

 

 

各相关学校、分校及校区： 

经过前期筹备，四川省 2021年“国培计划”重点学科自主选

学试点县（江油市）项目，我市已完成参培学员遴选，培训主题

征集、汇总提炼及整理，培训团队组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现对

参培学员分班情况及学科研修主题确认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培学员名单及分班情况 

本项目培训共分小学语文班、小学数学班、初中语文班、初

中数学班、初中英语班；每班 50人，全市共 250位教师参加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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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培训。学员名单通过自主报名、学校推荐及专家遴选等综合确

定。正式名单及分班名册参见附件。 

二、备选学科研修主题 

经全面征集问题，专家整理汇总，已形成每班备选主题 2个，

五个班共 10个备选主题： 

班级 备选主题 

小学语文班 
1.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的选择； 
2.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和课堂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 

小学数学班 
1.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评”一致性的有效教学实践创新（原

理、支架、模板、工具、案例）； 
2.小学数学作业和命题改革专题。 

初中语文班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初中语文教学理念渗透与实施； 
2.基于示范引领的初中语文优质课堂教学展示与解析。 

初中数学班 
1.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中小学数学课程衔接； 
2.中考数学命题改革与教学改革。 

初中英语班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 
2.初中英语中考疑难问题破解之道。 

三、培训班级管理 QQ群号公布 

小学语文班：741098179； 

小学数学班：755659598； 

初中语文班：264114810； 

初中数学班：665700934； 

初中英语班：613225648。 

四、相关事项说明 

（一）请各单位迅速通知培训教师加入相应培训班级群，修

改群昵称为姓名单位。 



 

- 3 - 
 

（二）参培教师入群后，请在群文

件下载培训名册表，校对个人已登记信

息并报告班主任。 

（三）所有参培教师在 2022年 1月

12日前，通过扫描右侧二维码，或访问

https://www.wjx.cn/vj/mIEsIcG.aspx

填写学科研修主题问卷，根据个人意愿

选择一个主题。培训机构将根据参培教师主题选择情况，最终确

定各学科研修主题并搭建培训课程内容。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 

严建华，电话 13402386023，教育 V 网号 660223，邮箱：

81250601@qq.com； 

邓本胜，电话 13708112866，教育 V 网号 62866，邮箱：

11173648@qq.com。 

 

附件：江油市 2021 年国培计划自主选学项目培训参培学员

及分班名册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 年 1 月 10 日 

https://www.wjx.cn/vj/mIEsIcG.aspx
https://www.wjx.cn/vj/mIEsIc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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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1 江油市雁门镇中心小学校 
唐雪儿 小学数学班  

李雪瑶 小学语文班  

2 江油市马角镇中心小学校 
郭垚 小学数学班  

陈学敏 小学语文班  

3 江油市二郎庙镇中心小学校 
蒋玉华 小学数学班  

何雨杉 小学语文班  

4 江油市文胜中心小学校 
邹超 小学数学班  

李含辞 小学语文班  

5 江油市厚坝镇小学 
李跃 小学数学班  

罗敏 小学语文班  

6 江油市小溪坝镇中心小学校 
刘雨 小学数学班  

王丽蓉 小学语文班  

7 江油市东安中心小学校 王密 小学语文班  

8 江油市双河镇中心小学校 
陈咏雪 小学数学班  

欧玉平 小学语文班  

9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李洋洋 小学数学班  

尚佳佳 小学数学班  

白丽红 小学语文班  



 

- 5 -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白丽娟 小学语文班  

曹筱琳 小学语文班  

10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新春校区 曾欢 小学语文班  

11 江油市武都镇阳亭中心小学校 陈文静 小学数学班  

12 江油市太白小学 

刘涛 小学数学班  

史成军 小学数学班  

白晓蓉 小学语文班  

王琼秀 小学语文班  

13 江油市大康小学 许天菊 小学数学班  

14 江油市战旗小学 
肖宗蓉 小学数学班  

岳强 小学语文班  

15 江油市新安镇中心小学 张莉梅 小学语文班  

16 江油市义新小学 蒲春茂 小学数学班  

17 江油市龙凤镇中心小学 

王成斌 小学数学班  

刘娟 小学语文班  

王艳 小学语文班  

18 江油市彰明镇中心小学校 汪菊 小学数学班  

19 江油市方水小学 魏华金 小学数学班  

20 江油市八一小学校 
张代华 小学数学班  

吴兵 小学语文班  

21 江油市西屏镇中心小学校 
谢志梅 小学数学班  

冯梦华 小学语文班  

22 江油市九岭小学 罗世昌 小学数学班  

23 江油市青莲镇中心小学校 
周娇 小学数学班  

任雪梅 小学语文班  

24 江油市含增镇小学 本新 小学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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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25 江油市建设路小学 向敏 小学数学班  

26 江油市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刘玉玲 小学数学班  

冯佳佳 小学语文班  

27 江油高新区实验小学 
徐欧亚 小学语文班  

杨建华 小学语文班  

28 江油市花园小学 

曹媛媛 小学数学班  

石英 小学数学班  

尹兴菊 小学数学班  

姬晓娜 小学语文班  

刘静 小学语文班  

29 江油市花园小学五星分校 王利冰 小学语文班  

30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陈丽 小学数学班  

林川 小学数学班  

柳凤霞 小学数学班  

罗建美 小学语文班  

罗张晔曦 小学语文班  

王文秦 小学语文班  

31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龙头分校 唐云霞 小学数学班  

32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邓丽 小学数学班  

李建 小学数学班  

王桂华 小学数学班  

唐利华 小学语文班  

王李华 小学语文班  

肖雅诗 小学语文班  

33 江油市诗城小学 
邓如芯 小学数学班  

陈德钊 小学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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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刘佳文 小学数学班  

裴定刚 小学语文班  

邱亚玲 小学语文班  

田万玉 小学语文班  

徐江敏 小学语文班  

34 江油市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肖富春 小学数学班  

高瑞平 小学语文班  

35 江油市诗城小学南校区 

王育帅 小学数学班  

文勋 小学数学班  

陈佳琪 小学语文班  

36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曹丽 小学数学班  

胡琴 小学数学班  

张建蓉 小学数学班  

蒋馥莲 小学语文班  

刘月梅 小学语文班  

杨佳 小学语文班  

37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 

张小林 初中数学班  

李怡 初中英语班  

张万喜 初中语文班  

38 江油市厚坝初级中学 

徐飞誉 初中数学班  

李锐艳 初中英语班  

黄秋月 初中语文班  

39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苏宏 初中数学班  

杨汉意 初中数学班  

赵明 初中数学班  

陈继明 初中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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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蒋兴富 初中语文班  

吴明利 初中语文班  

40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梁林 初中数学班  

唐忠国 初中数学班  

杨强 初中数学班  

刘倩 初中英语班  

马虹 初中英语班  

杨黎 初中英语班  

张岚 初中英语班  

祝丽平 初中英语班  

田代 初中语文班  

杨刘 初中语文班  

杨小梅 初中语文班  

41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刘军 初中数学班  

吴小川 初中数学班  

薛明 初中数学班  

高益凤 初中英语班  

杨春梅 初中英语班  

尹成菊 初中英语班  

陈兴全 初中语文班  

陈运东 初中语文班  

刘中华 初中语文班  

42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杨勇 初中数学班  

赵文高 初中数学班  

陈秋宇 初中英语班  

彭德金 初中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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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敬丽萍 初中语文班  

梁安盛 初中语文班  

43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蔡志东 初中数学班  

梁兴明 初中数学班  

田杰 初中数学班  

胡敏 初中英语班  

王莉琼 初中英语班  

杨秀碧 初中英语班  

安秀兰 初中语文班  

李羊刚 初中语文班  

张谱 初中语文班  

44 四川省江油市彰明中学校 

赵盛 初中数学班  

陈姝宇 初中英语班  

程敏华 初中语文班  

45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马跃 初中数学班  

吴疆 初中数学班  

许名钦 初中数学班  

杨文杰 初中数学班  

凡春平 初中英语班  

刘殊凤 初中英语班  

孙琴 初中英语班  

袁爱 初中英语班  

邓晓 初中语文班  

付春蓉 初中语文班  

罗洋 初中语文班  

周长兰 初中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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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46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丁大宝 初中数学班  

郭从先 初中数学班  

贾玉明 初中数学班  

廖小敏 初中数学班  

刘培友 初中数学班  

王皋培 初中数学班  

王清中 初中数学班  

袁琳 初中数学班  

陈兵 初中英语班  

何丽 初中英语班  

蒲旺君 初中英语班  

许艳 初中英语班  

赵秀 初中英语班  

曾晓凤 初中语文班  

贺烈礼 初中语文班  

宁天琼 初中语文班  

王小玉 初中语文班  

姚小华 初中语文班  

郑春华 初中语文班  

47 江油实验学校 

李静 初中数学班  

李正利 初中数学班  

梁士川 初中数学班  

杨晓菊 初中数学班  

谷明芳 初中英语班  

胡钧益 初中英语班  

莫庆 初中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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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王莎莎 初中英语班  

王杨 初中英语班  

杨婷婷 初中英语班  

赵俊萧 初中英语班  

林梅 初中语文班  

王三峡 初中语文班  

羊静 初中语文班  

杨洋 初中语文班  

张琴 初中语文班  

48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杨杉 小学数学班  

赵静 小学数学班  

梁漪 小学语文班  

王应科 初中数学班  

朱彬 初中数学班  

安国珍 初中英语班  

杨洪 初中英语班  

杨晓垭 初中英语班  

刘冬辛 初中语文班  

母欢 初中语文班  

杨潇 初中语文班  

49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何忠青 小学数学班  

李红珠 小学语文班  

梅晓双 小学语文班  

范秀清 初中数学班  

黄怀忠 初中数学班  

杨义 初中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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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张宴精 初中数学班  

贺婷 初中英语班  

刘国金 初中英语班  

杨洁 初中英语班  

左敏 初中英语班  

邓琪 初中语文班  

李丽容 初中语文班  

欧君平 初中语文班  

杨峻玲 初中语文班  

50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赵伟玲 小学数学班  

陈琦 小学数学班  

李华 小学语文班  

李金华 小学语文班  

祁爱蓉 小学语文班  

胡波 初中数学班  

邱明 初中数学班  

童军武 初中数学班  

王晓华 初中数学班  

钟云亮 初中数学班  

付文涛 初中英语班  

郭佳佳 初中英语班  

雍丽娟 初中英语班  

左剑华 初中英语班  

陈晓林 初中语文班  

裴邦华 初中语文班  

唐生彦 初中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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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备注 

王文娟 初中语文班  

张清凤 初中语文班  

51 江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张春蓉 小学数学班  

储美泓 小学语文班  

唐小凡 小学语文班  

52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陈春霞 初中数学班  

韩碧玉 初中数学班  

蒋燕 初中数学班  

蒋宇 初中数学班  

李俊 初中数学班  

刘迪 初中数学班  

兰德 初中英语班  

李丹 初中英语班  

李娅 初中英语班  

刘丽萍 初中英语班  

全涛 初中英语班  

王莉莎 初中英语班  

黄珂 初中语文班  

黄芹 初中语文班  

江燕 初中语文班  

舒庆华 初中语文班  

徐嘉临 初中语文班  

赵霜霜 初中语文班  

周莉 初中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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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年 1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