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2018)”—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1、2班报到通知 

各位学员： 

您好！经省国培办推荐，您被选送参加“国培计划(2018)”—

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西北师范大学1、2班，谨向您致以衷心

的祝福，并表示热烈的欢迎！ 

为做好本次研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训人员 

详见附件1。 

二、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8年9月11日（9:00—19:00） 

2、报到地点： 

甘肃省委党校读书楼（由省委党校南门进入向东100米；由省委

党校北门进入向东100米后左拐直行500米，总台电话：0931-

7768848）。 

3、研修时间： 

9月12日—9月21日 

4、研修地点： 

西北师范大学 

三、乘车路线 

详见附件2。 

四、研修费用 

研修期间，学员的培训费、住宿费和资料费由“国培计划”专

项经费提供，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报销。 

五、有关要求 



1．请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加入您所在班级的QQ群，加入时请将

群名片修改为“序号+省份+实名”（如01四川省XX，序号可在附件1

学员名单中查询），此群为我校搭建的重要学习交流平台，后期培

训相关通知将在此群中发布： 

               

2．学员必须按规定时间参加研修，因故不能报到者，须提前来

电或来函说明具体情况，并由申报地区的省教育厅报国培计划项目

执行办公室批准后更换人员，人员调换需携带教育厅书面同意函；

无故逾期2天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培训，按教育部相关规定处理。 

3．报到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近期彩色1寸免冠照片2张(底色

不限)和准备个人卫生洗漱用品。 

4．因预留房间数量有限，请勿携带家属。 

5．本次培训将全程使用移动管理平台师训宝APP，请各位学员

提前下载安装，您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搜索师训宝（学员

端）点击下载，或通过点击师训宝客服短信中的下载链接进行下载。

下载后可通过账号密码形式登录或通过手机号验证码形式登录。

“登陆方式和账号密码”会以短信形式发送至学员手机，请勿删除。

登录师训宝后请您务必于9月3日前填写师训宝训前预热模块中中

“反思”项的需求调查问卷。您还可以通过师训宝查看培训相关的

报到通知等。（“师训宝”学员端使用说明见附件3）。 

6．为便于学习，最好能自带笔记本电脑、U盘等。 



7．请各位学员自带御寒衣物、洗漱用品、水杯等。 

8．如您错过了报到时间，请您先登记入住并联系班主任，第二

天办理报到手续。 

9．联系人： 

1班班主任：韩贝贝18391813332 

 苏 悦13919079387 

2班班主任：马晓静15095320526 

 张 旭18394678539 

 

附件： 

附件1：学员名单 

附件2：行车路线 

附件3：“师训宝”学员端使用说明 

 

 

 

 

西北师范大学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1：学员名单 

“国培计划(2018)”—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西北师范大学1班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1 四川 孙平 绵阳市机关幼儿园 15196222023 

2 四川 秦兴丽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13881188606 

3 四川 陈文静 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 13508110079 

4 四川 李霞 青龙镇幼儿园 18282493116 

5 四川 梁永秀 仁寿县文林镇东街幼儿园 15244821902 

6 四川 李红丽 东坡区第一幼儿园 18090065731 

7 四川 阴文联 广元树人幼儿园 13518338277 

8 四川 冯梅 广元市级机关幼儿园 18980150671 

9 四川 覃晓兰 蓬溪赤城幼儿园 15181901112 

10 四川 李倩 大英县天星幼儿园 15228676661 

11 四川 尹红 南充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 13890867377 

12 四川 顾恒 南充市市商贸幼儿园 13990866222 

13 四川 杜玲 南充市市莲池幼儿园 15609070800 

14 四川 林静 自贡高新区丹桂幼儿园 18681347315 

15 四川 林丽 荣县河西幼儿园 15181349957 

16 四川 贺叶 西湖幼儿园 15281309816 

17 四川 彭学华 宝兴县幼儿园 13551589757 

18 四川 张莉 芦山县幼儿园 18095075521 

19 四川 雷朝芹 荥经县幼儿园 13551560899 

20 四川 何雨霏 攀枝花实验幼儿园 18982351309 

21 四川 陶佳彬 东区二街坊幼儿园 13988814882 

22 四川 李菊 古蔺玉田幼儿园 18121978311 

23 四川 童静 叙永县叙永镇东城幼儿园 18280405840 

24 四川 袁国桂 泸县天兴镇中心幼儿园 18982490501 

25 四川 刘秋梅 广安实验幼儿园 15182017999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26 四川 赵娟 广安市第一幼儿园 18908285311 

27 四川 游红梅 岳池县第一幼儿园 13547524917 

28 四川 胥正霞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通顺幼儿园 13219030070 

29 四川 王旭耀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 17780626737 

30 四川 张  弦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 18628032202 

31 山西 潘艳萍 山西省军区机关幼儿园 13103513399 

32 山西 高睿霞 山西省公安厅幼儿园 13753180662 

33 山西 梁如斌 山西大学幼儿园 15235365725 

34 山西 桑秀琴 山西省水利厅机关幼儿园 13934213011 

35 山西 张春红 山西省水利厅机关幼儿园 13403402235 

36 山西 张翠霞 长治市健乐幼儿园 13038066199 

37 山西 张小琴 武乡县红星幼儿园 13835544774 

38 山西 尤软红 潞城机关幼儿园 15536161911 

39 山西 牛霞 阳泉市实验幼儿园 15035306087 

40 山西 王清华 阳泉市机关幼儿园 13097506068 

41 山西 王咏梅 晋中市第一幼儿园 15935650281 

42 山西 张晋晋 隰县北城艺术幼儿园 15135344280 

43 山西 刘艳莉 永和县城镇幼儿园 13467116183 

44 山西 闫王敏 乡宁县新城区幼儿园 18234004076 

45 山西 晁丽珍 霍州市幼儿园 13835376032 

46 山西 李煜华 侯马市育英幼儿园 13513570891 

47 山西 吉苏勤 尧都区博洋幼儿园 15103579993 

48 山西 李炜 太原市育英幼儿园 15835133443 

49 山西 梁晶 太原市育蕾幼儿园 18536635550 

50 山西 王连枝 原平市第四幼儿园 18295883698 



“国培计划(2018)”—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班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1 江苏 徐婷婷 盐城市六一幼儿园 13770275555 

2 江苏 王龙娣 盐都区潘黄幼儿园 13505104299 

3 江苏 孙瑶 淮安市兴强幼儿园 18252398409 

4 江苏 陈凤昌 盱眙县实验小学幼儿园 13813306122 

5 江苏 徐娴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怡园路幼儿园 13605237335 

6 江苏 汪妍 淮安生态新城实验幼儿园 15061213520 

7 江苏 朱君然 淮安市韩桥乡中心幼儿园 18015152836 

8 江苏 孙玉娟 淮安市老子山幼儿园 13912051908 

9 江苏 马睿 淮安市仁和幼儿园 13174013217 

10 江苏 王敏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幼儿园 15195395988 

11 江苏 汤茂天 涟水县红窑镇中心幼儿园 18252381280 

12 江苏 于晓凯 涟水县实验幼儿园 15851770662 

13 江苏 董春琴 淮安市淮安区实验幼儿园 18936520558 

14 江苏 陈敏 淮安市淮安区新安幼儿园 13952368401 

15 江苏 陈军 连云港市东辛幼儿园 13016923336 

16 江苏 白艳玲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中心幼儿园 13905133956 

17 江苏 周一平 连云港市新浦实验幼儿园 13056099766 

18 江苏 徐文静 六一幼儿园 18861378900 

19 江苏 程世亚 六一幼儿园 13776495139 

20 江苏 钱丹 徐圩街道中心幼儿园 18352813967 

21 江苏 朱红梅 东海县第一幼儿园 13675282971 

22 江苏 陈惠 东海县石榴街道中心幼儿园 13951252098 

23 江苏 钱月 东海县温泉镇第二中心小学 13775403075 

24 江苏 李倩 赣榆县实验幼儿园 15195731891 

25 江苏 闫妍 赣榆县实验幼儿园 15062907100 

26 江苏 樊文晓 赣榆县塔山镇中心幼儿园 18360500361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27 江苏 孟艳 灌南县三口镇中心幼儿园 13775459003 

28 江苏 朱红梅 灌南县新安镇镇中小学 13812445488 

29 江苏 孙小进 连云区连岛中心幼儿园 15189015562 

30 江苏 杨波 海安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13912851420 

31 江苏 魏培培 如东县县级机关幼儿园 13861933966 

32 江苏 朱美华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幼儿园 13962808091 

33 江苏 朱静 海门市少年宫幼儿园 13773716726 

34 江苏 袁慧 海门市直机关幼儿园 15950899979 

35 江苏 喻超 海晏幼儿园 13222148024 

36 江苏 钱红艳 南通市大生幼儿园 13615205861 

37 江苏 褚伟伟 南通市实验幼儿园 13962985973 

38 江苏 姚玉 南通市曙光小学幼儿园 13773611779 

39 江苏 宋卫云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幼儿园 13862842299 

40 江苏 夏娴 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幼儿园 15062704793 

41 河南 王志颖 商丘市第三幼儿园 13503703038 

42 河南 任改娣 陕州区实验幼儿园 13939811040 

43 河南 耿依娜 三门峡市幼儿园 18639891667 

44 河南 娄秀梅 汝州市实验幼儿园 13733786911 

45 河南 刘军锋 汝州市实验幼儿园 13633753636 

46 河南 裴萍萍 淇县县直机关幼儿园 13839201825 

47 河南 任文 濮阳市市直幼儿园 13939319355 

48 河南 赖利敏 濮阳市实验幼儿园 13663067777 

49 河南 常丽娜 濮阳市实验幼儿园 18839308089 

50 河南 郑云 濮阳市实验幼儿园 13703486777 

 

  



附件2：行车路线 

一、兰州中川机场-甘肃省省委党校 

方式一：乘坐机场大巴 

T1、T2航站楼出口乘坐机场大巴西线直达安宁区，在金牛街下

车，全程58.4公里，车辆行驶大约一小时。沿滨河路（黄河）向东

走500米可到达甘肃省委党校南门。从党校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

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详情参见省委党校平面图） 

甘肃省委党校平面图 

 

  



方式二：乘坐城际列车线路 

从T1、T2航站楼 出口出站，站口对面坐城际列车费用21.5元 

约42分钟到达兰州西客站，出站后乘坐88路公交车到省省委党校站

下车，从党校北门进入向南行200米至读书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 

中川机场-兰州西城际列车时刻表 

 

方式三：乘坐出租车 

从T1航站楼 出口出站，对面直走30米左右有大量出租车等候。 

打车时间约1小时，全程58.7公里，打车费200元左右可直达甘肃省

委党校南门，从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 

  



二、兰州火车站-甘肃省省委党校 

方式一：乘坐公交车 

兰州火车站出站后乘坐131路公交车到到城关黄河桥南站转乘20

路公交车在省委党校站下车。从党校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楼即

可到达报道现场。（详情参见省委党校平面图） 

方式二：乘坐出租车 

兰州火车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至省委党校南门，打车费大约30

元。从党校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详情

参见省委党校平面图） 

三、兰州西火车站-甘肃省省委党校 

方式一：乘坐公交车 

兰州西火车站出站后乘坐157路公交车到省委党校站下车，从党

校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 

方式二：乘坐出租车 

兰州西火车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至省委党校南门，打车费大约

20元。从党校南门进入向东50米至读书楼即可到达报道现场。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编者：师训宝团队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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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一、如何下载师训宝学员端（三种方式） 

 方式一：点击收到参训短信里面的下载师训宝链接进行下载。 

 

 方式二：扫面下方二维码下载。 

 

方式三：Android 手机：在应用宝搜索“师训宝-学员端”下载； 

        iPhone 手机：在 App Store 搜索“师训宝-学员端”下载。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二、如何登录（两种方式） 

 使用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或者收到参训短信里面的账号和密码登录。 

 

三、如何切换班级 

 首页→点击头像→切换班级，选择自己要进入的班级即可。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四、如何修改个人信息 

 首页→点击头像，可修改手机号、性别、单位、学段及学科。（注：若要修改姓名，

请联系班主任）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五、如何扫码签到 

 首页→扫一扫（去签到）→扫描大屏幕上（或管理人员提供）的签到二维码，显示

签到成功即可。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六、如何查看通知公告 

 首页→通知公告，点击查看即可。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七、如何完成作业（APP 端） 

 首页→学习进度→作业→点击要完成的作业→输入标题+内容，点击提交即可。（作

业未完成可点击暂存）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八、如何完成作业（PC 端） 

 在电脑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stu.shixunbao.cn”→登录→做作业→→输入标题、内

容+上传附件（其中附件支持 Word、PPT、MP4 格式，附件最多可上传 5 份。）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师训宝→做有温度的教师培训 

九、如何修改作业 

 首页→学习进度→作业→点击要修改的作业→点击修改作业→修改作业标题/内容，

点击重新提交即可。 

 

十、如何提交课程评价及课程反思 

 1、首页→今日课程下面某门要评价/反思的课程→课程评价/课程反思→填写，点击

提交即可。（注：提交后的课程评价与反思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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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首页-全部课程-找到之前没有评价的课程-评价/反思的课程→课程评价/课程反思

→填写，点击提交即可。（注：提交后的课程评价与反思不能修改） 
 

 

十一、如何提交项目评价及项目反思 

 首页→项目评价/项目反思→填写相关内容，点击提交即可。（注：提交后的项目评

价与反思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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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如何给班主任/学员发私信 

 讨论→通讯录→在搜索框输入要发私信名字，点击进去，发送消息即可。 

 

十三、如何关闭讨论组消息推送 

 首页→点击头像→消息推送，点击关闭即可。（注：关闭后还可收到消息，只是没

有声音提醒） 

 

十四、如何玩转同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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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同学圈（全部）→可发同学圈，也可对同伴的进行评论和点赞。

 

十五、如何查看积分 

 发现→积分→可查看积分排名、积分明细及积分规则。 

 

十六、如何查看与下载资源 

 资源→进入资源模块→可查看资源或下载资源（注：资源后面有向下箭头表示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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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下载，可去 PC 端下载）。 

 

下载资源： 

 在电脑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stu.shixunbao.cn”→登录→资源下载，点击下载，即

可下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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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如何下载证书 

 点击头像→点击我的证书→下载原图→手机相册→手机相册找到相应的证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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