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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培计划(2018)”-宁夏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隆德县) 

西北师范大学班报到通知 

各位学员：  

您好！欢迎您来甘肃兰州参加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国培计划

(2018)”—宁夏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隆德县)。为做好本次研修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宁夏隆德县中小学培训团队成员共 50 名，学员名单详见附件 1。 

二、时间地点 

1. 报到时间: 2018 年 9 月 11 日 

2. 报到地点：甘肃省委党校招待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建宁东路，

前台电话 0931-7761713） 

3. 研修时间: 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 

4. 研修地点: 西北师范大学 

三、研修费用 

研修期间，学员的培训费、用餐补助、住宿费和资料费由“国培计划”

专项经费开支，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依据相关规定报销。 

四、有关要求 

1．学员必须按规定时间参加研修，因故不能报到者，须向隆德县教

育局申请调换人员，并由隆德县教育局提供调换人员信息；无故逾期 2

天不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培训，按教育部和宁夏教育厅相关培训规定

取消培训资格。 

2．报到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和近期彩色 1 寸免冠照片 2 张。 

3. 每位学员准备 1 份自己参与过的培训项目的培训方案或电子版

经验交流材料（优秀教学设计、有效教学策略或校教研成果电子文本），

供研修时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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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便于学习，请自带笔记本电脑、U 盘等。 

5．请各位学员自带洗漱用品、水杯等。 

联系人：张维民 13919303892  杨佳文 18193103897 

办公室电话：0931－7970387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 

邮  编：730070 

Email：892660021@qq.com 

附件 1：学员信息表 

 

 

 

西北师范大学 

                   二〇一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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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学校） 学段 学科 

1 黄玉娟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数学 

2 柳青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音乐 

3 罗宏耀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美术 

4 马旭艳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语文 

5 苏永霞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英语 

6 王慧萍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品德与生活 

7 张慧洁 隆德县第一小学 小学 科学 

8 裴玲玲 隆德县第二小学 小学 音乐 

9 马全瑞 隆德县第二小学 小学 美术 

10 刘军海 隆德县第二小学 小学 科学 

11 崔丽丽 隆德县第三小学 小学 英语 

12 吕媛 隆德县凤岭乡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13 郭亚宁 隆德县杨河乡中心小学 小学 信息技术 

14 梁强强 隆德县杨河乡中心小学 小学 体育与健康 

15 董 慧 隆德县观庄乡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16 刘庭如 隆德县观堡小学 小学 英语 

17 张静静 隆德县温堡乡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18 曹秀霞 隆德县温堡乡中心小学 小学 语文 

19 张洁 隆德县沙塘镇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20 张招弟 隆德县山河乡中心小学 小学 英语 

21 李彦娥 隆德县神林小学 小学 语文 

22 史宏艳 隆德县联财镇中心小学 小学 数学 

23 陈圆伟 隆德县联财镇中心小学 小学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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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申跟学 隆德县第四中学 初中 英语 

25 李红红 隆德县第四中学 初中 地理 

26 邱燕飞 隆德县第四中学 初中 化学 

27 张娟 隆德县第四中学 初中 语文 

28 陈璟璠 隆德县第四中学 初中 数学 

29 谢斌 隆德县杨河中学 中学 物理 

30 李金龙 隆德县张程中学 中学 地理 

31 李雅静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政治 

32 惠翻翻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语文 

33 胥海军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英语 

34 彭娟红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信息 

35 魏利军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物理 

36 杨海东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数学 

37 唐晶晶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历史 

38 杨上学 隆德县第二中学 初中 体育 

39 靳少华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数学 

40 张家琪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语文 

41 咸胜忠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英语 

42 赵云泰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化学 

43 刘红梅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道德与法治 

44 陈  莉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语文 

45 王生卓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数学 

46 卜金兵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信息 

47 刘红娟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音乐 

48 张正平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体育 

49 柳瑞虹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小学 科学 

50 李云龙 隆德县教师发展中心 初中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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