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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培计划（2016）”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 

网络研修合格证打印补充通知 

 

各承训机构： 

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

研修合格证书打印即将告于段落，由于部分教师还未打印网络研

修合格证书，现将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网络研修合格证打印截止日期 

2016年国培混合式培训网络研修合格证书打印将于 2017年 9

月 30 日关闭。未打印合格证书的学员，请于截止日期之前下载保

存合格证书。 

合格证书打印步骤，请关注甘肃教师研修网微信公众号，点

击【打印教程】获取操作指南。同时安排支持服务人员，在工作

日内提供证书打印在线帮助，可通过微信或 QQ 进行在线咨询。 

微信咨询，请扫描文档末尾二维码，关注甘肃教师研修网微

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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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咨询请点击平台首页左侧“QQ 在线咨询”。 

客服在线时间：上午 10:30——11:30 

下午 15:00——17:30 

如遇在线咨询人数高峰，客服无法及时回复，请耐心等待，

客服会一一回复。 

二、推优工作情况 

根据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相关文件精神要求，甘肃

教师研修网于 2017 年 01月开展“国培计划（2016）”乡村教师访

名校系列培训评优推优工作。 

在“国培计划（2016）”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研修

中，共有 13 所承训机构（院校）按要求及时完成推优评比活动，

分别是：02兰州城市学院、03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04 兰州文

理学院、05陇东学院、08甘肃民族师范学院、09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10 清华大学、11苏州大学、13 西南大学、

14 盐城师范学院、15扬州大学、17 福建师范大学、18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 

“国培计划（2016）”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研修，

共推荐优秀学员 188 名，优秀坊主 29 名，荣誉证书已邮寄至学员

所在县区教育局，请各机构通知学员领取，邮寄联系人见表 1。

优秀学员及坊主名单见附件 1、附件 2。 

附件 1  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 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研

修【优秀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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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 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

研修【优秀坊主】名单 

 

甘肃教师研修网 

2017.09.11 

 

更多信息，请关注甘肃教师研修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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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荣誉证书邮寄联系人表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杨文鑫 临夏州教育局 

王登辉 甘南州教育局 

杨仲龙 白银市教育局 

吴永昊 张掖市教育局 

薛兴利 酒泉市教育局 

靳玉平 天水市教育局 

马翠萍 庆阳市教育局 

刘少勋 平凉市教育局 

李知一 陇南市教育局 

丁文鹏 金昌市教育局 

高吉柱 陇西县教育体育局 

吴起忠 临洮县教育体育局 

杨天明 安定区教育局 

郎润兴 岷县教体局 

柴多茂 武威市教育局 

何秉彦 花兰寺九年制学校 

魏琴梅 皋兰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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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 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研修【优秀学员】名单 

序号 报送机构 优秀学员姓名 所在市 所在县 所在单位 所在项目名称 

1 兰州城市学院 杜世耀 白银市 靖远县 高湾乡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 兰州城市学院 王玉安 白银市 景泰县 寺滩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 兰州城市学院 苏钰碧 白银市 会宁县 平头川镇教育管理中心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 兰州城市学院 刘发柱 白银市 平川区 黄峤乡玉湾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 兰州城市学院 常兆伟 白银市 会宁县 侯家川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 兰州城市学院 韩文举 白银市 会宁县 老君坡镇雷岔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 兰州城市学院 展多文 张掖市 民乐县 裕展希望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 兰州城市学院 郝志斌 张掖市 山丹县 陈户乡新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 兰州城市学院 高增寿 张掖市 甘州区 沙井镇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 兰州城市学院 杨涛 张掖市 甘州区 沙井镇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 兰州城市学院 豆长录 张掖市 临泽县 板桥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 兰州城市学院 张建荣 张掖市 甘州区 新墩镇柏闸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3 兰州城市学院 王彦明 天水市 清水县 红堡镇红堡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4 兰州城市学院 尤文斌 天水市 麦积区 正阳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5 兰州城市学院 张存生 张掖市 麦积区 马跑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 兰州城市学院 李忠生 张掖市  -- 第二农业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7 兰州城市学院 潘才 金昌市 永昌县 第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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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兰州城市学院 苏斌 天水市 清水县 红堡镇红堡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9 兰州城市学院 安天祥 天水市 秦安县 云山学区潘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0 兰州城市学院 张龙虎 天水市 甘谷县 张川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1 兰州城市学院 安跟林 天水市 甘谷县 大石乡温岘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2 兰州城市学院 王彦刚 天水市 甘谷县 大石镇蒲树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3 兰州城市学院 汪广珍 天水市 甘谷县 大石镇汪川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4 兰州城市学院 席永强 天水市 甘谷县 大庄乡付家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5 兰州城市学院 贺新明 天水市 武山县 城关镇石岭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6 兰州城市学院 王玖真 天水市 武山县 城关镇令川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7 兰州城市学院 马向明 天水市 武山县 榆盘镇马寨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8 兰州城市学院 唐俊平 天水市 武山县 马力镇杨坪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9 兰州城市学院 黄河 天水市 清水县 红堡镇红堡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0 兰州城市学院 王中录 天水市 清水县 白驼镇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1 兰州城市学院 马荣昌 天水市 秦州区 太京学区张吴山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2 兰州城市学院 刘锋 天水市 秦州区 娘娘坝镇娘娘坝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3 兰州城市学院 李养平 天水市 麦积区 元龙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4 兰州城市学院 李必亮 天水市 麦积区 中滩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5 兰州城市学院 尹文礼 天水市 麦积区 马跑泉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6 兰州城市学院 李喜强 天水市 麦积区 元龙镇码头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7 兰州城市学院 朱永彪 金昌市 永昌县 焦家庄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38 兰州城市学院 强培文 陇南市 两当县 城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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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兰州城市学院 龙大德 武威市 天祝县 安远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40 兰州城市学院 孙天明 天水市 秦安县 兴国镇第二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41 兰州城市学院 汪孝忠 定西市 岷县 维新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42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何淑娟 甘南州 合作市 合作市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培训 

43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海燕 平凉市 泾川县 玉都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培训 

44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维秀 兰州市 皋兰县 什川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培训 

45 兰州文理学院 杜星辉 陇南市 西和县 姜席学区赵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6 兰州文理学院 王乐乐 未知 未知 十里学区小麦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7 兰州文理学院 张效杰 定西市 临洮县 玉井镇店子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8 兰州文理学院 李国元 定西市 安定区 石泉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9 兰州文理学院 王维 定西市 安定区 李家堡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0 兰州文理学院 牟宏伟 白银市 靖远县 兴隆学区上川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1 兰州文理学院 王青山 定西市 岷县 锁龙学区拔那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2 兰州文理学院 郑旺学 定西市 通渭县 第三铺乡城墙湾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3 兰州文理学院 闫海军 定西市 陇西县 杨营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4 兰州文理学院 赵录明 定西市 陇西县 柯寨乡上湾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5 兰州文理学院 朱培育 定西市 临洮县 太石镇巴下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6 兰州文理学院 董小丽 定西市 岷县 维新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7 兰州文理学院 赵建军 定西市 陇西县 首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8 兰州文理学院 魏忠 定西市 陇西县 云田镇石家门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9 兰州文理学院 李志贵 定西市 渭源县 会川镇梁家坡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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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兰州文理学院 陈军 定西市 通渭县 榜罗镇毛家店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1 兰州文理学院 王叔安 定西市 渭源县 会川镇丁家营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2 兰州文理学院 李晓平 定西市 通渭县 马营镇三水岔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3 兰州文理学院 康仁 定西市 渭源县 会川镇南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4 兰州文理学院 何秉彦 定西市 通渭县 第三铺学区花兰寺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5 兰州文理学院 张吉君 定西市 渭源县 峡城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6 兰州文理学院 张进林 定西市 渭源县 会川镇五泉寺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7 兰州文理学院 赵旺旺 定西市 渭源县 峡城乡杨庄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8 兰州文理学院 杨国义 定西市 渭源县 上湾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9 兰州文理学院 张碧野 定西市 渭源县 会川镇醋那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0 兰州文理学院 王育红 定西市 渭源县 国泰君安渭源希望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1 兰州文理学院 史伟伟 白银市 白银区 稀土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2 兰州文理学院 姚万海 白银市 会宁县 土高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3 兰州文理学院 滕志龙 白银市 靖远县 五合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4 兰州文理学院 刘益三 白银市 白银区 稀土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5 兰州文理学院 石元平 陇南市 宕昌县 官亭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6 兰州文理学院 刘阳平 陇南市 礼县 雷坝镇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7 兰州文理学院 薛二军 陇南市 礼县 桥头初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8 陇东学院 包爱平 陇南市 宕昌县 南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9 陇东学院 陈龙 玉门市  -- 饮马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0 陇东学院 陈义学 陇南市 康县 迷坝乡张台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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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陇东学院 杜文博 陇南市 徽县 柳林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2 陇东学院 杜晓东 陇南市 武都区 郭河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3 陇东学院 韩丕忠 陇南市 宕昌县 临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4 陇东学院 李宏 陇南市 武都区 马街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5 陇东学院 李鑫 陇南市 康县 阳坝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6 陇东学院 刘剑锋 陇南市 两当县 香泉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7 陇东学院 刘正学 陇南市 两当县 张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8 陇东学院 雒振国 陇南市 宕昌县 南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9 陇东学院 任贯福 陇南市 徽县 水阳镇柳林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0 陇东学院 王娜娜 陇南市 两当县 香泉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1 陇东学院 王小林 陇南市 康县 大南峪镇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2 陇东学院 杨小忠 陇南市 宕昌县 木耳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3 陇东学院 尹杰伟 陇南市 康县 迷坝乡腰镡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4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马维忠 临夏州 康乐县 虎关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95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看召加布 甘南州 碌曲县 玛艾镇红科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96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常 斌 临夏州 康乐县 胭脂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97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尕藏甲 甘南州 夏河县 科才寄宿制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98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侯芳才 甘南州 临潭县 龙元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99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马应龙 临夏州 和政县 甘沟门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100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安杰 白银市 会宁县 白塬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01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苏小平 临夏州 临夏县 韩集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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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魏海源 兰州市 皋兰县 忠和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03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杨睿 定西市 岷县 第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04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马维娜 兰州市 榆中县 第四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05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邵锦堂 定西市 安定区 李家堡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6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陈智 陇南市 成县 第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7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石元平 陇南市 宕昌县 官亭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8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张涛 定西市 安定区 李家嘴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9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边雪燕 定西市 渭源县 中心实验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0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姚万海 白银市 会宁县 土高山乡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1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曹倩 庆阳市 环县 北关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2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张玲玲 天水市 武山县 温泉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3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杜卫东 定西市 临洮县 辛店镇朱家川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4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梁英 兰州市 城关区 鼓楼巷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5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马继先 临夏州  -- 实验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6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索南木吉 甘南州 碌曲县 尕秀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17 清华大学 党杰 白银市 会宁县 翟家所乡塬坪希望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8 清华大学 王智福 白银市 平川区 宝积镇周家地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9 清华大学 缪自军 张掖市 甘州区 甘浚镇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0 清华大学 武廷增 张掖市 高台县 罗城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1 清华大学 马少清 张掖市 民乐县 丰乐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2 苏州大学 曾亚娣 白银市 靖远县 东湾镇东湾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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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苏州大学 崔明波 天水市 张家川县 恭门镇麻山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4 苏州大学 哈明明 天水市 张家川县 刘堡乡五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5 苏州大学 焦正强 天水市 张家川县 连五学区高庄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6 苏州大学 王菁 陇南市 礼县 城关第二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27 苏州大学 王蕾 天水市 清水县 红堡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28 苏州大学 杨琴 天水市 武山县 马力镇付门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9 苏州大学 杨志军 天水市 张家川县 平安乡梨树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30 苏州大学 姚雪梅 庆阳市 合水县 太白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31 苏州大学 赵永斌 武威市 凉州区 柏树乡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2 苏州大学 支永刚 天水市 清水县 贾川乡学区梅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3 西南大学 胡永明 陇南市 成县 索池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4 西南大学 赵颖 天水市 麦积区 元龙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5 西南大学 孙瑞 兰州市 西固区 金贝贝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6 西南大学 韩镇隆 庆阳市 西峰区 育苗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7 西南大学 祁颖 兰州市 七里河区 西花苑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8 西南大学 唐冬梅 金昌市 金川区 新芽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39 西南大学 苏成彩 兰州市 西固区 达川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0 西南大学 杨娟红 天水市 武山县 山丹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41 西南大学 高燕 张掖市 甘州区 第一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2 西南大学 姬良远 临夏州 东乡县 河滩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43 西南大学 陈丽娟 平凉市 庄浪县 柳梁乡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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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西南大学 文察毛草 甘南州 玛曲县 欧拉秀玛乡寄宿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45 盐城师范学院 杨全林 临夏州 临夏县 路盘乡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6 盐城师范学院 李海峡 兰州市 安宁区 安宁区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7 盐城师范学院 梁海香 定西市 安定区 葛家岔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8 盐城师范学院 满瑞红 临夏州 临夏州 枹罕镇街子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7）”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49 盐城师范学院 张学姸 天水市 麦积区 党川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50 盐城师范学院 蒋惠丽 定西市 陇西县 高塄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51 盐城师范学院 杨琼 平凉市 庄浪县 阳川乡阳川镇中心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52 盐城师范学院 茄小霞 平凉市 华亭县 西华镇中心幼儿园西塬分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53 盐城师范学院 张建婷 白银市 靖远县 东升乡小塬小学附属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54 盐城师范学院 陶志霞 白银市 白银区 第四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55 盐城师范学院 武正琴 白银市 平川区 水泉镇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56 扬州大学 冯善强 陇南市 康县 城关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57 扬州大学 李生平 武威市 凉州区 永昌镇刘沛第二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58 扬州大学 梁生军 酒泉市 肃州区 果园乡高闸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59 扬州大学 任贯福 陇南市 徽县 水阳乡柳林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0 扬州大学 孙建平 酒泉市  -- 东关街第二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1 扬州大学 谭渭徽 陇南市 徽县 水阳明德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2 扬州大学 镡明月 陇南市 康县 长坝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3 扬州大学 镡永星 陇南市 康县 云台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4 扬州大学 闫晓英 酒泉市  -- 东关街第二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3 

 

165 扬州大学 张占奎 酒泉市 瓜州县 三道沟镇河西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6 扬州大学 张治海 武威市 古浪县 古浪教育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7 扬州大学 赵文方 未知 未知 新寨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68 福建师范大学 张宝燕 庆阳市 镇原县 马渠乡梁寨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69 福建师范大学 常丽 张掖市 甘州区 第三幼儿园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70 福建师范大学 罗建红 甘南州 舟曲县 曲瓦乡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17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志海 临夏州 广河县 齐家学区排子坪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白彪龙 兰州市 榆中县 吕家岘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亚男 白银市 平川区 红会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张密建 天水市 甘谷县 武家河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景妮娜 平凉市 静宁县 甘沟镇泰安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李羽龙 白银市 靖远县 北滩镇上小红沟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7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武学鹏 武威市 
天祝藏族自

治县 
旦马乡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他得莲 临夏州 永靖县 王台镇湾子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7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张丽娜 庆阳市 镇原县 上肖乡梧桐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张苏桃 陇南市 宕昌县 好梯九年制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余惠霞 临夏州 康乐县 郭家麻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2 北京师范大学 余春霞 陇南市 徽县 水阳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3 北京师范大学 杨霞 白银市 会宁县 杨集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4 北京师范大学 许存国 白银市 靖远县 靖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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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北京师范大学 孔菲菲 临夏州 永靖县 第三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6 北京师范大学 张佳佳 临夏州 积石山县 刘集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7 北京师范大学 南东平 定西市 
漫洼初级中

学 
临洮县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188 北京师范大学 张百科 武威市 天祝县 天堂学校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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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甘肃省“国培计划（2016）” 乡村教师访名校系列培训——网络研修【优秀坊主】名单 

序号 报送机构 优秀坊主姓名 所在市 所在单位 所在项目名称 

1 兰州城市学院 熊炘 兰州市 兰州城市学院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中小学教师书法培训项目 

2 兰州城市学院 缪自军 张掖市 甘浚镇中心学校 “国培计划（2015）”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3 兰州城市学院 赵雪琴 张掖市 南华镇明水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4 兰州城市学院 马少清 张掖市 丰乐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5 兰州城市学院 李爱雄 张掖市 位奇中心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6 兰州城市学院 孙新华 定西市 辛店初级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7 兰州城市学院 贠满红 天水市 郭嘉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8 兰州城市学院 尉文亮  天水市 谢家湾乡自坪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9 兰州城市学院 谢庆丰 天水市 中滩镇蒲甸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0 兰州城市学院 杜代成 天水市 秦岭乡虎林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1 兰州城市学院 卢宇玲 白银市 中泉学区红岘台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2 兰州城市学院 刘少华 天水市 永清镇南峡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3 兰州城市学院 王友林 天水市 郭川镇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4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婧 兰州市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培训 

15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徐洋 兰州市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中学英语教师口语培训 

16 兰州文理学院 韩虎 定西市 宁远学区王坪教学点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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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兰州文理学院 张朝军 定西市 锁龙学区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8 兰州文理学院 张松民 定西市 锁龙乡三角地小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19 兰州文理学院 马俊 陇南市 城关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0 陇东学院 李介 未知 未知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1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马学剑 临夏州 回民第一中学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培训 

22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冯天娇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23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顿卜双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

研究中心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4 清华大学 周波阳 未知 未知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5 苏州大学 孙涛 未知 未知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6 西南大学 周春晓 重庆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 

27 西南大学 吴岚 重庆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28 扬州大学 葛春 未知 未知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校园长培训——乡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29 湖南一师 周杨林 长沙市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国培计划（2016）”甘肃省乡村教师访名校——乡村特岗教师访名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