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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教名师办﹝2018﹞412 号 

 

关于省级乡村名师母应林等 6 个工作室举行启动会 

暨研讨活动的通知 

 

母应林、龚文明、马小宇、冯文广、吴元科、卢明强工作室

顾问、成员、学员所在单位: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设立乡村名师工作室的

通知》  (黔教师办[2016] 88 号)、《关于第三批省级乡村名

师工作室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黔乡村名师管办[2018]11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第二批乡村名师及乡村教育

家培养对象的通知》( 黔教办师[2018]97 号)文件精神，为

了切实开展乡村名师工作室的各项工作，经研究，决定于

2018 年 10 月 29日、30日(29 日为六个工作室的启动会，冯

文广、吴元科两个工作室研修活动为 30、31 日两天，其他

工作室的研修活动为 30日一天)在仁怀市城南小学召开贵州

省乡村名师母应林、龚文明、马小宇、冯文广、吴元科、卢

明强工作室启动会暨研讨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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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到时间:  2018 年 10 月 29 日 7:30——8:20 

2.活动时间:  2018 年 10 月 29-31 日 

3.地点:  仁怀市城南小学 

二、参加人员及活动安排 

见附件 

三、注意事项 

1.参加人员差旅费回原单位按规定报销。 

2.学习期间认真做好研修日志、学习记录、作业、反思

和总结。 

3.参加人员不得缺席，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活动的，

必须向主持人书面请假。 

 

 

附件:1.活动安排表 

2.各工作室参加人员名单 

 

2018 年 10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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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动安排表 

10月 29日启动会活动安排表 

 

 

母应林工作室 10月 30日活动安排表 

 

 

 

 

 

时间 地点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主讲 

7:30-8:20 
城南小学

会议室 
 报到 吴元科  

8:30-10:00 
城南小学

会议室 
教育局领导讲话  何修乾  

10:20—11:50 
城南小学

会议室 

如何开展课题研

究 
讲座 何修乾 杨跃鸣 

12:00 
城南小学

食堂 
午餐  冯文广  

14:30—16:00 
城南小学

会议室 

如何促进教师的

专业成长 
讲座 何修乾 陈坤国 

16:10—17:40 
城南小学

会议室 

如何开展名师工

作室工作 
讲座 冯文广 杨洪伦 

时间 地点 节次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主讲 

8:10——8:55 
二中八

（1）班 
第一节 幂的乘方 观摩课 李朝碧 蔡春棪 

9:05—9:50 
二中八

（2）班 
第二节 幂的乘方 示范课 李朝碧 赵汝菲 

10:10—10:40 
二中行政

会议室 
 

如何开展

听评课 
讲座 赵产贵 母应林 

12:00 二中食堂  午餐  
赵产贵 

母应林 
 

14:10—15:40 
二中行政

会议室 
 

网络画板

在线培训 
讲座 赵产贵 尧刚 

15:50—17:00 
二中行政

会议室 
 评课  母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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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明工作室 10月 30日活动安排表 

时间 地点 内容 形式 主讲 主持人 

8:20--9:05 
仁怀八中

九（4） 
测量电压 研讨课 戴晃 程波 

9:15--10:00 
仁怀八中

九（3） 
测量电压 研讨课 吴忠银 程波 

10:10--11:40 
仁怀八中

会议室 

教师如何开展观

课议课 
讲座 刘明富 程楷 

12:00 
仁怀八中

食堂 
午餐   程波 

14:30--16:00 
仁怀八中

会议室 
评课议课   程波 

16:10—17:40 
仁怀八中

会议室 

《中学教师专业

标准》解读 
讲座 龚文明 程楷 

 

 

冯文广工作室 10月 30—31日活动安排表 

 

日期 时间 节次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任务 

承担者 

10月

30日 

8：30—9:10 第一节 《圆的认识 》 
同课

异构 
吴招红 刘  静 

9:20—10：00 第二节 《圆的认识 》 
同课

异构 
吴招红 赵文群 

10:30—11：10 第三节 《圆的认识 》 
同课

异构 
吴招红 赵  健 

11:20—12：00 第四节 《圆的认识 》 
同课

异构 
吴招红 田尚杰 

12:00—12:30 仁怀市城南小学食堂就餐 

13:00—14：30  
议课、研讨反

思 

交流 

讨论 
吴招红 

冯文超 

袁  林 

14:50—15：50  
《教师专业标

准》 
讲座 秦诗敏 王棉端 

16:00—17：00  
《工作室三年

规划解读》 
培训 秦诗敏 冯文广 

10月

31日 
所有成员学员参加贵州省小学数学乡村名师吴元科工作室教学研讨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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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科工作室 10月 30—31日活动安排表 

 

马小宇工作室 10月 30日活动安排表 

时间 地点 节次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主讲 

8:10—8:50 
城北小学

录播教室 
 

就马小宇名师工作

室常规工作指导 
 王雅 王棉端 

9:00—10:00 
城北小学

录播教室 
 

解读《中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指导纲

要》 

讲座 王雅 简家伟 

10:30—11:30 
城北小学

录播教室 
 

如何成功的开展一

次综合实践课 
讲座 王雅 陈开英 

12:00   午餐    

14:00—14:20 
足球场签

到 
 合影  赵举彪  

14:40—15:20 
城北小学

录播教室 
 

《我们的传统节日

——走进重阳》 

开题

课 
陈开英 王雅 

15:30—16:10 
城北小学

录播教室 
 

《我们的传统节日

——走进重阳》 
评课 陈开英 

李先涛 

马小宇 

日期 时间 节次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任务承

担者 

10月

30日 

吴元科名师工作室所有成员、学员参加贵州省乡村名师冯文广工作室

研修活动。 

陈洪涛名师工作室部分成员学员参加跟岗学习研修，时间为 10月 30

日-31日。（名单附后） 

10月

31日 

8：30—9:10 
第一

节 

《数学广角—搭

配》 

同课

异构 
赵鸿 周红梅 

9:20—10：00 
第二

节 

《数学广角—搭

配》 

同课

异构 
赵鸿 李玲 

10:30—11：10 
第三

节 
《植树问题》 

同课

异构 
赵鸿 王彬彬 

11:20—12：00 
第四

节 
《植树问题》 

同课

异构 
赵鸿 黄其丽 

12:00—12:30 仁怀市城南小学食堂就餐 

13:00—14：30 
第五

节 
议课、研讨反思 

交流 

讨论 
吴庆仁 

王举银 

赵一辽 

14:50—15：50 
第六

节 
《教师专业标准》 讲座 吴庆仁 王棉端 

16:00—17：00 
第七

节 

《容易混淆的数

学概念 》 
培训 吴庆仁 吴元科 

返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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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卢明强工作室 10 月 30日活动安排表 

时间 地点 节次 内容 形式 组织者 
主讲者 

承担者 

9：30—10：10 
喜头小学 

三（1）班 

第一

节 

材料在水中

的沉浮 
观摩课 张庆 周远壮 

10：20—11：00 
喜头小学 

三（2）班 

第二

节 

材料在水中

的沉浮 
观摩课 张庆 汪绪莲 

11：40—12：20 
喜头小学 

会议室 

第三

节 

小学科学课

程标准解读 
讲座 卢明强 王德忠 

12：30 食堂  午餐  张庆  

13：30—14：10 
喜头小学 

会议室 
 

课堂教学中

如何提高小

组合作学习

效率 

讲座 卢明强 李文锋 

14：25—15：05 
喜头小学 

会议室 
 

怎样说好一

节课 
讲座 张庆 卢明强 

15：15—16：40 
喜头小学 

会议室 
 

评课议课活

动 
 卢明强  

16：50 合影，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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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工作室参加人员名单 

母应林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手机号 电子邮箱 

顾问 左羽 贵州师范学院 正高 18786110197 1132654635@qq.com 

顾问 许明腾 仁怀市教育研究室 副高 13985649134 rhxmt@126.com 

助理 赵产贵 仁怀市第二中学 中级 13765955739 2584354095@qq.com 

成员 李朝碧 仁怀市火石中学 中级 15085452400 644168783@qq.com 

成员 王光发 仁怀市第二中学 副高 15934693188 1369526529@qq.com 

成员 王俊 仁怀市第二中学 副高 13885272648 1547959418@qq.com 

成员 王先林 仁怀市大坝中学 中级 1598506685 550748530@qq.com 

成员 杨毅 仁怀市第八中学 副高 15185304988 624303878@qq.com 

学员 蔡春棪 仁怀市第二中学 中级 13511844677 290681210@qq.com 

学员 陈敬 仁怀市大坝中学 中级 13765967005 709814765@qq.com 

学员 陈再飞 仁怀市第二中学 中级 13765245976 418133599@qq.com 

学员 何磊 仁怀市第十三中学 初级 15186616595 363557146@qq.com 

学员 何应蛟 仁怀市第二中学 副高 13314401341 756240761@qq.com 

学员 简伟 仁怀市第八中学 中级 13984524002 1399292363@qq.com 

学员 李丰 仁怀市第三中学 初级 15885699035 1575012650@qq.com 

学员 梅朝秀 仁怀市第八中学 副高 13985200164 823102940@qq.com 

学员 母先琴 仁怀市第八中学 中级 13765285172 1617639256@qq.com 

学员 母应芝 仁怀市第十一中学 中级 18275525171 1501169839@qq.com 

学员 潘正强 仁怀市第八中学 中级 13398527968 923817620@qq,com 

学员 舒存伟 仁怀市长岗中学 中级 13984251359 Swb4scw2@163.com 

学员 王连举 仁怀市第八中学 中级 13885206722 316497934qq.com 

学员 杨廷军 仁怀市第七中学 中级 18275515828 576717661@qq.com 

学员 余昌枝 仁怀市大坝中学 初级 18209805386 378429269@qq.com 

学员 张贵先 仁怀市第八中学 中级 15329928360 424183822@qq.com 

学员 张启蛟 仁怀市第二中学 中级 13765955709 1402694006@.qq.com 

学员 赵产清 仁怀市第二中学 副高 18798107588 183482202@qq.com 

学员 赵鹏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初级 18334111846 1576241732@qq.com 

学员 赵汝菲 仁怀市第十二中学 中级 18984280100 545368841@qq.com 

学员 仇德庆 仁怀市大坝中学 中级 18788603630 1530959828@qq.com 

  

 

 

 

mailto:2584354095@qq.com
mailto:13992923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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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明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1 顾问 刘明富 仁怀市教育局教研室 

2 主持人 龚文明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3 助理 向琼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4 成员 刘同杰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5 成员 程楷 仁怀市第二中学 

6 成员 程波 仁怀市第八中学 

7 成员 戴晃 仁怀市学孔中学 

8 学员 吴忠银 仁怀市第八中学 

9 学员 田学强 仁怀市第八中学 

10 学员 廖培杰 仁怀市第八中学 

11 学员 彭黛丽 仁怀市第八中学 

12 学员 吴勇 仁怀市五马中学 

13 学员 周阳 仁怀市五马中学 

14 学员 田永忠 仁怀市五马中学 

15 学员 陈华山 仁怀市五马中学 

16 学员 张洁 仁怀市第三中学 

17 学员 李国昂 仁怀市外国语学校 

18 学员 曾万才 仁怀市龙井中学 

19 学员 陈其 仁怀市学孔中学 

20 学员 王美会 仁怀市小湾中学 

21 学员 严兴 仁怀市小湾中学 

22 学员 谢昭军 仁怀市合马中学 

23 学员 曾辉 仁怀市合马中学 

24 学员 陈琦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25 学员 林小丽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26 学员 刘浩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27 学员 刘原 仁怀市后山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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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广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类别 工作单位 

1 冯文广 小学高级 工作室主持人 仁怀市城南小学 

2 王棉端 小学高级 顾问 仁怀市教育局教研室 

3 许 轩 小学一级 顾问 仁怀市教育局教师工作股 

4 张映辉 小学高级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5 秦诗敏 小学一级 成员（助理） 仁怀市城北小学 

6 吴招红 小学一级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7 刘  静 小学一级 成员 仁怀市盐津小学 

8 冯文超 小学一级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9 赵文群 小学一级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0 袁 林 小学一级 成员 仁怀市学孔小学 

11 冯明瑶 小学二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2 袁庆林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 赵  健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4 刘洪艺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5 虞安科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6 汪  容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7 代江彩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8 陈明先 小学二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9 梅朝毅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盐津小学 

20 雷和碧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21 陈云才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22 张德智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23 罗声远 小学二级 学员 仁怀市学孔小学 

24 周其梅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学孔小学 

25 汪绪莲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中枢三小 

26 刘  叶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中枢三小 

27 王明莲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九仓小学 

28 田尚杰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九仓小学 

29 熊娇 小学二级 学员 仁怀市茅台镇二合学校 

30 周远登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31 周万霞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32 秦  亮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33 舒存琼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五马小学 

34 汪开杰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五马小学 

35 王开美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五马小学 

36 赵文静 小学一级 学员 仁怀市后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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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科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类别 工作单位 

1 王棉端 小学高级 顾问 仁怀市教育局教研室 

2 何修乾 一级教师 顾问 仁怀市教育局教师工作股 

3 吴元科 一级教师 工作室主持人 仁怀市城南小学 

4 周红梅 一级教师 成员兼助理 仁怀市中枢二小 

5 吴庆仁 一级教师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6 赵鸿 一级教师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7 王彬彬 一级教师 成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8 王举银 二级教师 成员 仁怀市周林学校 

9 赵一辽 一级教师 成员 仁怀市中枢三小 

10 李玲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1 张峰 二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2 袁崇馗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 吴尚梅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4 黄超 二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5 李明碧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6 周先进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7 胡强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8 刘秀刚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9 李洪维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中枢二小 

20 陈贵英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中枢二小 

21 黄会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中枢二小 

22 张映芳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中枢二小 

23 蔡回美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中枢三小 

24 罗锐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火石小学 

25 吴浪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火石小学 

26 杨海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27 李洪琴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冠英小学 

28 黄其丽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银水小学 

29 陈雕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0 李诚 一级教师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31 张映辉 高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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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吴招红 一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33 龚远华 高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34 陈敬波 一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35 陈发维 一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36 王清 一级教师 特邀 仁怀市城南小学 

37 陈洪涛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大坝小学 

38 陈树刚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大坝小学 

39 杨宗启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后山民族小学 

40 沈仕友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水堰小学 

41 王志勇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周林学校 

42 秦文豪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43 陈华云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大坝镇沿河小学 

44 王伟伟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盐津二小 

45 陈叶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大坝小学 

46 王明富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五马小学 

47 游时群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48 秦健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49 胡灿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50 宋成伟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大坝镇沿河小学 

51 李洪刚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大坝小学 

52 杨永海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河坝小学 

53 梁晓霞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沙坝小学 

54 袁凯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55 曹杰波 一级教师 跟岗研修 仁怀市喜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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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宇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手机号 电子邮箱 

主持

人 
马小宇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一级 15086073168 904542861@qq.com 

顾问 王棉端 
贵州省仁怀市教育局

教研室 
副高 18089609567 569829491@qq.com 

助理 赵举彪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765935039 573324284@qq.com 

成员 李先涛 仁怀市中枢一小 中级 13511852853 229128463@qq.com 

成员 王雅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8685264399 1263530179@qq.com 

成员 陈开英 仁怀市中枢三小 中级 13984261973 392190557@qq.com 

成员 简家伟 仁怀市实验小学 中级 15086063930 838999763@qq.com 

成员 胡文佳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984905435 27646728@qq.com 

学员 王昌四 仁怀市盐津小学 中级 18985269995 246719689qq.com 

学员 陈坤敏 仁怀市盐津小学 中级 18089609887 120940893@.QQ.com 

学员 刘欢 仁怀市盐津小学 中级 15761676296 437694838@qq.com 

学员 徐青青 仁怀市学孔小学 初级 15761675046 915508688@qq.com 

学员 辜国进 仁怀市龙井小学 中级 18085249741 677824284@qq.com 

学员 汪绪莲 仁怀市中枢三小 中级 18085247530 321428463@qq.com 

学员 潘燕 仁怀市城南小学 初级 13639259200 753577361@qq.com 

学员 张娅 仁怀市中枢一小 中级 18985269005 3249128463@qq.com 

学员 程容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8212203740 871328168@qq.com 

学员 何德贵 仁怀市城北小学 初级 15285111973 897404653@qq.com 

学员 史会丽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511859753 23577361@qq.com 

学员 周丽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8685267656 545328463@qq.com 

学员 李群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310410836 60224114@qq.com 

学员 卢怡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8984288530 1873379550@qq.com 

学员 张仁桃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5120387718 610336080@qq.com 

学员 李秋芹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5085128088 305345592@qq.com 

学员 陈世银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765280595 897404653@qq.com 

学员 刘梅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688527802 93640893@.QQ.com 

学员 刘本容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368621122 1650719689@qq.com 

学员 谭素 仁怀市城北小学 副高 18089609501 93640893@.QQ.com 

学员 陈剑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3765281145 1085094838@qq.com 

学员 吴自梅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8984288987 343228463@qq.com 

学员 张俊红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5120387228 126130179@qq.com 

学员 张仕美 仁怀市城北小学 中级 15085126578 3213905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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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明强工作室参会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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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忠 中级 顾问 仁怀市教育局教研室 13312341318 

3 张庆 中级 成员（助理）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708526738 

4 李文锋 中级 成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5120222520 

5 周远壮 中级 成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511832272 

6 蔡冲 中级 成员 仁怀市喜头镇共和小学 13765237830 

7 余天才 中级 成员 仁怀市五马小学 18798651366 

8 周永凡 初级 学员 仁怀市城北小学 18084201388 

9 杨启亮 中级 学员 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小学 15985203596 

10 汪绪莲 中级 学员 仁怀市中枢三小 18085247530 

11 程江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708525207 

12 赵霞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984982322 

13 王洪英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城南小学 13385128318 

14 李德刚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镇米江小学 15985224881 

15 曹杰波 初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885272300 

16 冯京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8198311922 

17 赵飞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5329022068 

18 袁俊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765933625 

19 胡灿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885222696 

20 游毅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885283822 

21 刘同叶 初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小学 13765268495 

22 王江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中学 15085090900 

23 刁家俊 中级 学员 仁怀市喜头镇云乐小学 13595209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