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教名师办﹝2020﹞123 号

关于省乡村名师卢明强工作室开展线上研训活动的

通 知

卢明强工作室成员、学员所在学校：

为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示范作用和切实开展好

工作室的各项工作，根据《贵州省关于第三批省级乡村名师

工作室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黔乡村名师管理办（2018）11

号、《遵义市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实施方案（试

行）》遵教发〔2015〕2 号和仁怀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教研活动的通知》

（仁教研【2019】140 号）,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

工作要求等文件精神，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14—15 日在工作

室 QQ930429685 群中的群课堂、工作室网站等开展线上研训

活动。现就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研训目标

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课堂教学高质量是每个

教师面对的新挑战，本次研训以备课、上课为抓手，提升线



上教学及在新形势下运用新理念上课的能力。

二、时间及地点

1.活动时间：2020 年 6 月 14—15 日

2.地点：家中

三、参加人员及活动安排

见附件 1、2

三、注意事项

1. 学习期间认真做好研修日志、学习记录、作业、反

思和总结，并将相关资料传至 1138077443 邮箱。

2. 参加人员不得缺席，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活动的，

必须在 QQ 群中发信息向主持人请假。

附件：1.活动安排表

2.参加人员名单

2020 年 5 月 25 日



附件 1：

活动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形式

任务承担

者

主讲

主持人
研训平

台

2020 年

6 月 14

日

18：00—18:30 开班仪式

开班仪

式

卢明强 周远壮

QQ 群群

课堂，工

作室网

站

18:40—20：00
公开课：三年级《月球—地

球的卫星》，评课议课

公开课

及评课

议课

吴霞 周远壮

20:10—21：30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
讲座 刘正兴 卢明强

2020 年

6 月 15

日

18：00—19:20
公开课：四年级《生的食物

和熟的食物》

公开课

及评课

议课

严中美 卢明强

19:30—20：50
数学教学与科学实践深度

融合的思考
讲座 聂军 周远壮

21:00—21：30 线上研训活动总结
活动总

结
卢明强 周远壮



附件 2：

贵州省小学科学乡村名师卢明强工作室第二期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类别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卢明强 副高 主持人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508520086

2 周远壮 一级 成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511832272

3 李小叶 一级 成员 仁怀市周林学校小学部 15120110559

4 吴霞 一级 成员 仁怀市盐津小学 18985225551

5 严中美 一级 成员 仁怀市盐津第二小学 15286400788

6 蔡回霞 一级 成员 仁怀市盐津第二小学 15885610602

7 聂军 一级 学员 仁怀市苍龙小学 13312306723

8 刘正兴 一级 学员 仁怀市苍龙小学 15185306998

9 熊俊 一级 学员 仁怀市中元小学 18076241210

10 王芳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8185662987

11 王珊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5085520462

12 张芬 一级 学员 仁怀市云乐小学 13708505685

13 袁小林 一级 学员 仁怀市盐津第二小学 18385086750

14 徐举万 一级 学员 喜头镇卫星小学 13885296795

15 游宇斌 一级 学员 喜头镇卫星小学 13984203290

16 邓丽星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8785288746

17 史学容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688525851

18 秦丽平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618520718

19 梁晓霞 二级 学员 仁怀市鲁班生界小学 13885256664

20 赵飞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5329022068

21 周远登 一级 学员 喜头镇卫星小学 18586319599

22 刁家俊 一级 学员 喜头镇云乐小学 13595209081

23 陈长远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5085005390

24 穆仕强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511841426

25 张庆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708526738

26 周永凡 二级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18084201388

27 程江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708525207

28 赵霞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984982322

29 王洪英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385128318

30 李德刚 一级 学员 仁怀市米江小学 15985224881

31 游毅 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885283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