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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小学校： 

    按照《四川省 2021 年“国培计划”重点学科自主选学试点项

目县（江油市）项目培训实施方案》，我市重点学科自主选学试点

项目总结大会即将召开。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总结我市国培计划项目县工作； 

（二）展示我市实施国培计划成果； 

（三）表扬我市国培计划项目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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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对象 

（一）国培自主选学试点项目领导团队、专家团队和支持团

队相关人员。 

（二）国培自主选学试点项目（江油市）全体学员，具体名

单见附件。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2 年 5 月 14 日 8:30-8:50 扫码签到。 

会议地点：江油市外国语学校中学部演播厅 

四、具体要求 

（一）学员要按时到会，各班班主任对学员进行考勤管理。 

（二）会议期间，严格遵守我市防疫规定，注意防疫措施及

交通安全。不符合防疫安全要求的要及时上报相关人员。 

（三）会议费由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国培专项资金

解决。差旅费回所在单位报销。 

 

附件：重点学科自主选学试点项目培训学员名单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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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国培计划重点学科自主选学试点项目县 （江油市）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分班 

1 江油市雁门镇中心小学校 李雪瑶 小学语文班 

2 江油市马角镇中心小学校 陈学敏 小学语文班 

3 江油市二郎庙镇中心小学校 何雨杉 小学语文班 

4 江油市文胜中心小学校 李含辞 小学语文班 

5 江油市厚坝镇小学 罗敏 小学语文班 

6 江油市小溪坝镇中心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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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玉平 小学语文班 

9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白丽红 小学语文班 

10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白丽娟 小学语文班 

11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曹筱琳 小学语文班 

12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新春校区 曾欢 小学语文班 

13 江油市太白小学 白晓蓉 小学语文班 

14 江油市太白小学 王琼秀 小学语文班 

15 江油市战旗小学 岳强 小学语文班 

16 江油市新安镇中心小学 张莉梅 小学语文班 

17 江油市龙凤镇中心小学 刘娟 小学语文班 

18 江油市龙凤镇中心小学 郝冬梅 小学语文班 

19 江油市八一小学校 吴兵 小学语文班 

20 江油市西屏镇中心小学校 冯梦华 小学语文班 

21 江油市青莲镇中心小学校 任雪梅 小学语文班 

22 江油市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冯佳佳 小学语文班 

23 江油高新区实验小学 徐欧亚 小学语文班 

24 江油高新区实验小学 杨建华 小学语文班 

25 江油市花园小学 姬晓娜 小学语文班 

26 江油市花园小学 刘静 小学语文班 

27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罗建美 小学语文班 

28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罗张晔曦 小学语文班 



- 4 - 
 

29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王文秦 小学语文班 

30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唐利华 小学语文班 

31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王李华 小学语文班 

32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肖雅诗 小学语文班 

33 江油市诗城小学 裴定刚 小学语文班 

34 江油市诗城小学 邱亚玲 小学语文班 

35 江油市诗城小学 田万玉 小学语文班 

36 江油市诗城小学 徐江敏 小学语文班 

37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蒋馥莲 小学语文班 

38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刘月梅 小学语文班 

39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杨佳 小学语文班 

40 江油市诗城小学南校区 陈佳琪 小学语文班 

41 江油市花园小学五星分校 王利冰 小学语文班 

42 江油市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高瑞平 小学语文班 

43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梁漪 小学语文班 

44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马春秀 小学语文班 

45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梅晓双 小学语文班 

46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李华 小学语文班 

47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李金华 小学语文班 

48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祁爱蓉 小学语文班 

49 江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储美泓 小学语文班 

50 江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唐小凡 小学语文班 

51 江油市雁门镇中心小学校 唐雪儿 小学数学班 

52 江油市马角镇中心小学校 郭垚 小学数学班 

53 江油市二郎庙镇中心小学校 蒋玉华 小学数学班 

54 江油市文胜中心小学校 邹超 小学数学班 

55 江油市厚坝镇小学 李跃 小学数学班 

56 江油市小溪坝镇中心小学校 刘雨 小学数学班 

57 江油市双河镇中心小学校 陈咏雪 小学数学班 

58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李洋洋 小学数学班 

59 江油市永胜镇中心小学 尚佳佳 小学数学班 

60 江油市武都镇阳亭中心小学校 陈文静 小学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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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江油市太白小学 刘涛 小学数学班 

62 江油市太白小学 史成军 小学数学班 

63 江油市大康小学 许天菊 小学数学班 

64 江油市战旗小学 肖宗蓉 小学数学班 

65 江油市义新小学 蒲春茂 小学数学班 

66 江油市龙凤镇中心小学 王成斌 小学数学班 

67 江油市彰明镇中心小学校 汪菊 小学数学班 

68 江油市方水小学 魏华金 小学数学班 

69 江油市八一小学校 张代华 小学数学班 

70 江油市西屏镇中心小学校 谢志梅 小学数学班 

71 江油市九岭小学 罗世昌 小学数学班 

72 江油市青莲镇中心小学校 周娇 小学数学班 

73 江油市含增镇小学 本新 小学数学班 

74 江油市建设路小学 向敏 小学数学班 

75 江油市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刘玉玲 小学数学班 

76 江油市花园小学 曹媛媛 小学数学班 

77 江油市花园小学 石英 小学数学班 

78 江油市花园小学 尹兴菊 小学数学班 

79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陈丽 小学数学班 

80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林川 小学数学班 

81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柳凤霞 小学数学班 

82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邓丽 小学数学班 

83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李建 小学数学班 

84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王桂华 小学数学班 

85 江油市诗城小学 邓如芯 小学数学班 

86 江油市诗城小学 陈德钊 小学数学班 

87 江油市诗城小学 刘佳文 小学数学班 

88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曹丽 小学数学班 

89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胡琴 小学数学班 

90 江油市文化街小学 张建蓉 小学数学班 

91 江油市诗城小学南校区 王育帅 小学数学班 

92 江油市诗城小学南校区 文勋 小学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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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龙头分校 唐云霞 小学数学班 

94 江油市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肖富春 小学数学班 

95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杨杉 小学数学班 

96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赵静 小学数学班 

97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何忠青 小学数学班 

98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赵伟玲 小学数学班 

99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陈琦 小学数学班 

100 江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张春蓉 小学数学班 

101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 张万喜 初中语文班 

102 江油市厚坝初级中学 黄秋月 初中语文班 

103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蒋兴富 初中语文班 

104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吴明利 初中语文班 

105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田代 初中语文班 

106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杨刘 初中语文班 

107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杨小梅 初中语文班 

108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陈兴全 初中语文班 

109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陈运东 初中语文班 

110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刘中华 初中语文班 

111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敬丽萍 初中语文班 

112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梁安盛 初中语文班 

113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安秀兰 初中语文班 

114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李羊刚 初中语文班 

115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张谱 初中语文班 

116 四川省江油市彰明中学校 程敏华 初中语文班 

117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邓晓 初中语文班 

118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付春蓉 初中语文班 

119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罗洋 初中语文班 

120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周长兰 初中语文班 

121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曾晓凤 初中语文班 

122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贺烈礼 初中语文班 

123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宁天琼 初中语文班 

124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王小玉 初中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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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姚小华 初中语文班 

126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郑春华 初中语文班 

127 江油实验学校 林梅 初中语文班 

128 江油实验学校 王三峡 初中语文班 

129 江油实验学校 羊静 初中语文班 

130 江油实验学校 杨洋 初中语文班 

131 江油实验学校 张琴 初中语文班 

132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刘冬辛 初中语文班 

133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母欢 初中语文班 

134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杨潇 初中语文班 

135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邓琪 初中语文班 

136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李丽容 初中语文班 

137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欧君平 初中语文班 

138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杨峻玲 初中语文班 

139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陈晓林 初中语文班 

140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裴邦华 初中语文班 

141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唐生彦 初中语文班 

142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王文娟 初中语文班 

143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张清凤 初中语文班 

144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黄珂 初中语文班 

145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黄芹 初中语文班 

146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江燕 初中语文班 

147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舒庆华 初中语文班 

148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徐嘉临 初中语文班 

149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赵霜霜 初中语文班 

150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周莉 初中语文班 

151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 张小林 初中数学班 

152 江油市厚坝初级中学 徐飞誉 初中数学班 

153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苏宏 初中数学班 

154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杨汉意 初中数学班 

155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赵明 初中数学班 

156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梁林 初中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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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唐忠国 初中数学班 

158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杨强 初中数学班 

159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刘军 初中数学班 

160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吴小川 初中数学班 

161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薛明 初中数学班 

162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杨勇 初中数学班 

163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赵文高 初中数学班 

164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蔡志东 初中数学班 

165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梁兴明 初中数学班 

166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田杰 初中数学班 

167 四川省江油市彰明中学校 赵盛 初中数学班 

168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马跃 初中数学班 

169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吴疆 初中数学班 

170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许名钦 初中数学班 

171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杨文杰 初中数学班 

172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丁大宝 初中数学班 

173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郭从先 初中数学班 

174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贾玉明 初中数学班 

175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廖小敏 初中数学班 

176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刘培友 初中数学班 

177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王皋培 初中数学班 

178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王清中 初中数学班 

179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袁琳 初中数学班 

180 江油实验学校 李静 初中数学班 

181 江油实验学校 李正利 初中数学班 

182 江油实验学校 梁士川 初中数学班 

183 江油实验学校 杨晓菊 初中数学班 

184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王应科 初中数学班 

185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朱彬 初中数学班 

186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范秀清 初中数学班 

187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黄怀忠 初中数学班 

188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杨义 初中数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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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张宴精 初中数学班 

190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胡波 初中数学班 

191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邱明 初中数学班 

192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童军武 初中数学班 

193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王晓华 初中数学班 

194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钟云亮 初中数学班 

195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陈春霞 初中数学班 

196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韩碧玉 初中数学班 

197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蒋燕 初中数学班 

198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蒋宇 初中数学班 

199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李俊 初中数学班 

200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刘迪 初中数学班 

201 江油市明镜中学校 李怡 初中英语班 

202 江油市厚坝初级中学 李锐艳 初中英语班 

203 江油市小溪坝初级中学校 陈继明 初中英语班 

204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刘倩 初中英语班 

205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马虹 初中英语班 

206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杨黎 初中英语班 

207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张岚 初中英语班 

208 江油市双河初级中学 祝丽平 初中英语班 

209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高益凤 初中英语班 

210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杨春梅 初中英语班 

211 江油市武都初级中学 尹成菊 初中英语班 

212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陈秋宇 初中英语班 

213 江油市新安初级中学 彭德金 初中英语班 

214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胡敏 初中英语班 

215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王莉琼 初中英语班 

216 江油市青莲镇初级中学 杨秀碧 初中英语班 

217 四川省江油市彰明中学校 陈姝宇 初中英语班 

218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凡春平 初中英语班 

219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刘殊凤 初中英语班 

220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孙琴 初中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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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江油市花园路初级中学 袁爱 初中英语班 

222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陈兵 初中英语班 

223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何丽 初中英语班 

224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蒲旺君 初中英语班 

225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许艳 初中英语班 

226 江油市华丰初级中学校 赵秀 初中英语班 

227 江油实验学校 谷明芳 初中英语班 

228 江油实验学校 胡钧益 初中英语班 

229 江油实验学校 莫庆 初中英语班 

230 江油实验学校 王莎莎 初中英语班 

231 江油实验学校 王杨 初中英语班 

232 江油实验学校 杨婷婷 初中英语班 

233 江油实验学校 赵俊萧 初中英语班 

234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安国珍 初中英语班 

235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杨洪 初中英语班 

236 江油市太平镇学校 杨晓垭 初中英语班 

237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贺婷 初中英语班 

238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刘国金 初中英语班 

239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杨洁 初中英语班 

240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 左敏 初中英语班 

241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付文涛 初中英语班 

242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郭佳佳 初中英语班 

243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雍丽娟 初中英语班 

244 江油市长城实验学校 左剑华 初中英语班 

245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兰德 初中英语班 

246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李丹 初中英语班 

247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李娅 初中英语班 

248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刘丽萍 初中英语班 

249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全涛 初中英语班 

250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王莉莎 初中英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