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2018)”—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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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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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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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班班主任：苏泽林18153669694 

 骆珍珍15002528503 

4班班主任：闫敏楠13669335769 

 张 慧1839371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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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1 重庆 龚劲 重庆市铜梁区实验幼儿园 13896197018 

2 重庆 卿小英 重庆市垫江县新民小学幼儿园 15223838618 

3 重庆 杨洪梅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13996479447 

4 重庆 李凤 武隆区江北幼儿园 13996854862 

5 重庆 张才玲 武隆凤溪幼儿园 18996796901 

6 重庆 陈祖英 巫山县平湖幼儿园 18983519270 

7 重庆 隆玉蓉 丰都县融智学校 18996717505 

8 重庆 陈丽丽 云阳县实验幼儿园 18996807025 

9 重庆 卢见英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崃镇小学校 15223926788 

10 重庆 李继顺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18523309939 

11 湖南 段霞阳 永州市委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18074639785 

12 湖南 唐少军 宁远县直属机关幼儿园 13874720352 

13 湖南 毛婧恬 道县教育局直属幼儿园 13787465589 

14 湖南 黄仁爱 江华县机关幼儿园 13874682345 

15 湖南 周宏光 永州市零陵区机关幼儿园 17700272027 

16 湖南 刘楚湘 长丰幼儿园 18797736811 

17 湖南 杨卫华 朝仪春苗幼儿园 18975968679 

18 湖南 刘芙英 邵阳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18073979592 

19 湖南 苏美玲 邵阳市蓓蕾幼儿园 18873958226 

20 湖南 曾艳 竹市镇中心幼儿园 13469287929 

21 湖南 杨向红 隆回县幼儿园 13975917587 

22 湖南 王仲春 湖南省新邵县机关幼儿园 15211968582 

23 湖南 周学灵 祁东县步云桥中心幼儿园 13787345672 

24 湖南 张娟 耒阳市幼儿园 15096059585 

25 湖南 邱碧璇 衡阳县机关幼儿园 1338734190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26 湖南 陆燕 衡南县教育局 18932104990 

27 湖南 陈艳红 衡东县红缨第一幼儿园 13974781914 

28 湖南 欧芙萍 常宁市幼儿园 13487943573 

29 湖南 向芳 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 13873759254 

30 湖南 钟灿宇 桃江县修山镇中心幼儿园 13762738626 

31 广西 刘月玲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港区幼儿园 13768174849 

32 广西 叶锦芳 钦州市第九幼儿园 13788070608 

33 广西 范良玉 钦州市幼儿园 18977701314 

34 广西 陈光洪 浦北县第一幼儿园 13907772360 

35 广西 彭春文 灵山县第三幼儿园 13507777177 

36 广西 莫花 灵山县第二幼儿园 13507778213 

37 广西 戴显敏 宾阳县凤凰幼儿园 1397813124 

38 广西 陈凌 横县横州镇幼儿园 13978190050 

39 广西 覃香玲 上林县澄泰乡中心幼儿园 17396702730 

40 广西 陆小妹 马山县中心幼儿园 15878165806 

41 广西 梁玉叶 邕宁区保育院 18877154560 

42 广西 陆燕玲 南宁市良庆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13481087111 

43 广西 朱伟婷 南宁市教育系统幼儿园 15977140066 

44 广西 陆贻银 南宁市南站路幼儿园 18260851054 

45 广西 余岑芳 南宁市吉祥路幼儿园 13788110067 

46 广西 韦艳芳 来宾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18172292610 

47 广西 韦利串 武宣县直属机关幼儿园 18878256907 

48 广西 叶艳鸾 金秀瑶族自治县幼儿园 13768579988 

49 广西 陈晓媛 忻城县直属机关幼儿园 13633028685 

50 广西 覃玉妙 都安县幼儿园学 18977883199 



“国培计划(2018)”—学前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西北师范大学4班 

序

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1 西藏 曲吉拉姆 拉萨市尼木县中心幼儿园 13658988331 

2 西藏 胡英 林芝市第三幼儿园 18108949121 

3 西藏 央金卓嘎 山南市洛扎县幼儿园 18108930790 

4 西藏 张安妮 昌都市第二幼儿园 18076950055 

5 西藏 邓婧婧 日喀则市第三双语幼儿园 18889027575 

6 西藏 玉珍 日喀则市实验幼儿园 13549021799 

7 吉林 金玉花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幼儿园 15834711618 

8 吉林 谷春辉 松原市第一幼儿园 13904383580 

9 吉林 孙佳音 乾安县第二幼儿园 18643805313 

10 吉林 邵冬梅 宁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18943828798 

11 吉林 徐源 辽源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18643761377 

12 吉林 张淑霞 东辽县辽河源镇中心小学校 13664377867 

13 吉林 于冬梅 永吉县教师进修学校 13904446622 

14 吉林 刘可心 吉林市实验幼儿园 15543210101 

15 吉林 潘秀辉 梅河口市实验幼儿园 15834579197 

16 吉林 李中圆 梅河口市第二幼儿园 13694353222 

17 吉林 赵坤 公主岭第二幼儿园 13844460066 

18 吉林 张萌 公主岭第三幼儿园 15568561788 

19 吉林 贺方巍 白山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18504391991 

20 吉林 郑佳妮 白山市实验幼儿园 17704393656 

21 吉林 王洋 通榆县开发区幼儿园 15704068616 

22 广东 范海英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第一幼儿园 13411122999 

23 广东 黄玉娟 韶关市浈江区东鹏幼儿园 18666612618 

24 广东 何蔼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新田

分园 
13535814822 

25 广东 麦福意 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18927739118 



序

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手机 

26 广东 李道平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陈涌幼儿园 13695219411 

27 广东 闾泓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文安幼儿园 13632959275 

28 广东 谢敏霞 佛山市高明区机关幼儿园 13380278688 

29 广东 许晓丽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15017412817 

30 广东 陆敏贤 禅城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13450750868 

31 广东 张小意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13790002792 

32 广东 陈筱苹 汕头市教育局 13556336638 

33 广东 林苹 汕头市中山幼儿园 13750403090 

34 广东 郑丹莉 潮阳区中心幼儿园 13670317163 

35 广东 郑少文 汕头市濠江区中心幼儿园 13353097955 

36 广东 陈少曼 汕头市澄海教工幼儿园 13531278580 

37 广东 张孟佳 汕特区中心幼儿园幼教集团特区园 13502975295 

38 广东 刘朝霞 珠海市边防检查总站幼儿园 13928053566 

39 广东 张萍萍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家湾）

中心幼儿园 
13726255825 

40 广东 黄昌丽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里兹幼儿园 13714483288 

41 广东 张争争 龙岗区教师进修学校 18319998400 

42 广东 王春艳 深圳市盐田区御景翠峰幼儿园 15016705830 

43 广东 沈宴玲 老坑幼儿园 13714540966 

44 广东 屈桂连 田田幼儿园 13823519182 

45 广东 王珊珊 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15768479558 

46 甘肃 何昱璇 兰州交通大学幼儿园 13919869681 

47 甘肃 滕蕊 甘肃农业大学幼儿园 15109310336 

48 甘肃 黄园婷 西北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13893280233 

49 甘肃 刘静 东风幼儿园 15009489162 

50 甘肃 郭晓灵 甘肃省保育院 181093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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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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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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