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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苏师干训〔2019〕1 号

关于表彰 2018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网络培训优秀学员、优秀管理员、优秀总辅导员的

通 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教育局：

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十三五”中小学教

师培训工作的意见》（苏教师﹝2016﹞1 号）和《江苏省教

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省级国内培训工

作的通知》（苏教师〔2018〕4 号）》中关于远程网络培训

的要求，强化网络培训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展

现 2018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中优秀学员

的精神风貌，决定分别授予经考核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

的学员，共 214 位同志为 2018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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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培训优秀学员的称号;根据参训人数合格率综合排名评

选，共 11 人为优秀管理员的称号；通过个人申报并根据日

常工作量及活跃度综合评选，共 10 人为优秀总辅导员的称

号。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再接再厉，在今后的网络培训工作中

不断取得新成绩；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以多

种形式宣传和鼓励受表彰的同志，进一步加强网络培训的规

范管理，促进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为我省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作出新的贡献。具体名单见附件，

优秀证书在系统里自行打印。

附件：2018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优秀

学员、优秀管理员、优秀总辅导员名单

江 苏 省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2019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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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培训

优秀学员、优秀管理员、优秀总辅导员名单

一、优秀学员

（一）南京市

优秀学员（共 11 人）

李历历 江宁区秣陵初级中学 曹树忠 江宁区丹阳学校

王亚琪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戴大美 江宁区岔路学校小学部

徐慧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小学 黄晶璟 江宁区汤山中心小学

吴静 南京市盲人学校 彭青美 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蒋荣魁 南京外国语学校 夏春燕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中心小学

傅清 南京市中华中学

(二)徐州市

优秀学员（共 50 人）

梁璐 徐州市大黄山实验小学 蒋萌萌 徐州市侯集实验小学

丁晶 徐州市明诚小学 秦朝永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台上小学

赵丹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王丹 徐州市杨山路小学

胡锋 沛县朱寨镇闫寨中心小学 张龙梅 徐州市王桥小学

王颖 沛县鹿楼镇魏花园小学 牛倩 沛县鹿楼镇冯集小学

刘学猛 邳州市铁富镇实验小学四合教学点 邓海峰 丰县范楼镇初级中学

李祥辉 丰县梁寨镇梁寨初级中学 张家陆 新沂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魏明 徐州市新城实验学校中学部 渠爱芝 丰县首羡镇初级中学

朱冬冬 丰县王沟镇初级中学 胡慧杰 徐州市大黄山中学

张永军 徐州市铜山区吕梁学校初中部 李超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中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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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小存 徐州市铜山区太山中学 孙璇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中部）

权太宏 贾汪区江庄中学 高利 新沂市堰头中学

王永刚 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中心中学 杜万彬 邳州市碾庄镇大兴小学

吴雨来 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中心中学 赵阶浩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中心中学初中部

王伟 贾汪区汴塘中心中学 李吉芳 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中心中学

田传锋 徐州市铜山区黄集镇中心中学 田传弟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中心中学

孙虎 睢宁县桃园中学 张开永 沛县大屯镇郝寨中学初中部

王蓓 睢宁县官山中学 安刚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中学

王德胜 沛县栖山镇王店中学 吴宝席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杨青玉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徐凤莲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鲍建华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江同营 徐州市大屯矿区第二中学

凌浩芝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刘海侠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赵梦琪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谭志楠 沛县实验学校初中部

王成赐 新沂市踢球山中学 张翅远 新沂市高流镇中心小学

侯萍 丰县顺河镇顺河中心小学 张潇 新沂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三)常州市

优秀学员（共 2 人）

黄小莉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分校 裴红霞 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实验学校小学部

(四)苏州市

优秀学员（共 18 人）

邓思渊 常熟市报慈小学 姚玉华 常熟市莫城中心小学

王亚琴 苏州新区枫桥实验小学 周欢 常熟市藕渠中学

张梦娇 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 郑洁璐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

张承智 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第一小学 王蓉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宋佩坤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陆丹 太仓市浏河镇新塘小学

周阳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杨晓华 常熟市藕渠中学

周娟 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学校初中部 圣杰 太仓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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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蕾 太仓市新区第四小学 蔡虹 太仓市良辅中学

赵思骄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浦建春 苏州市相城区珍珠湖小学

(五)南通市

优秀学员（共 53 人）

周海峰 如东县双甸中学 薛晴 如东县曹埠镇初级中学

缪佩 如东县洋口镇古坳初级中学 尹卫兵 如东县苴镇新光初级中学

张群 如东县实验中学 顾红贤 启东市江海中学

徐海红 启东市继述中学 穆益梅 海安县城东镇西场初级中学

冯卫东 海安县海安镇隆政初级中学 毛太军 海安县海安镇隆政初级中学

鲁萍 海安县曲塘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曹植喜 海安县雅周镇初级中学

王金奎 海安县海安镇孙庄初级中学 彭鹏 海安县白甸镇瓦甸初级中学

刘仁华 海安县墩头镇吉庆初级中学 李荣 海安县海陵中学

朱小波 海安县雅周镇初级中学 孙清 海安县海安镇孙庄初级中学

孔明军 海安县墩头镇吉庆初级中学 李荣 海安县紫石中学

黄本华 海安县紫石中学 葛爱群 南通市越江中学

肖亚东 海安县曲塘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杨云 海安县海安镇隆政初级中学

鲁进林 海安县曲塘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王军 海安县曲塘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陈晓武 海安县曲塘镇双楼初级中学 伍亚男 海安县墩头镇墩头初级中学

王俊 海安县海陵中学 江海燕 海安县海安镇仁桥初级中学

圣松美 海安县墩头镇墩头初级中学 杨建 海安县海陵中学

张志华 海安县紫石中学 刘东升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余中华 海安县墩头镇仇湖初级中学 王美季 海安县李堡镇初级中学

王艳 海安县海陵中学 徐小敏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程高峰 海安县城南实验中学 朱咏松 南通市虹桥二中

朱爱云 南通市虹桥二中 张烨 南通市观河中学

陈岩 海门市货隆初级中学 郁雷 海门市三厂初级中学

张海燕 南通市竹行中学 沈俊卿 海门市临江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陆吴 海门市三和初级中学 王飞 海门市六甲初级中学

张杨 南通市启秀中学 张泉森 海门市海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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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兰 海门市悦来初级中学 黄蕴玉 首开东洲初中

印春健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六) 连云港市

优秀学员（共 33 人）

张学军 灌云光裕中学 杨言广 灌云穆圩中学

胡加善 灌云陡沟中心小学 吴万美 灌云开发区九年制实验学校

吴秀娟 灌云县朝阳实验小学 徐传林 连云港市关里中心小学

刘建 灌云下车中心小学 陈继春 灌云穆圩中学

李文余 灌云南岗中学 赵向荣 灌云实验中学

马继波 灌云圩丰中学 陈巍 灌云开发区九年制实验学校

周杰 灌云杨集中心小学 卞小利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贺龙金 赣榆县青口镇第三中心小学 胡磊 赣榆县沙河镇中心小学

冯维红 东海县白塔初级中学 王平 东海县张湾中学

时秀丽 灌南县初级中学 徐静 灌南县第四中学

王全侠 东海县石榴初级中学 蒋演 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印琴红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姚峰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陈焱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张影强 连云港市板桥中学

张明花 东海县石榴初级中学 孙国飞 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洪玉荣 连云港市岗埠中学 孙媛媛 连云港市凤凰学校

薛毅洁 海州区板浦实验中学 刘丽 连云港市海庆中学

顾祝霞 灌南县新安小学

(七)淮安市

优秀学员（共 3 人）

陈佃红 涟水县南门小学 李华芹 涟水县外国语中学

陈海飞 淮安市赵集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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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盐城市

优秀学员（共 10 人）

王展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唐正顺 盐城市肇基小学

王亮 盐城市冈中小学 吴小妮 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南团小学

刘慧 盐城市秦南小学 陈蓓蓓 东台市第一小学

王国强 盐城亭湖新区实验学校（初中部） 唐克珍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初中部

孙春艳 盐城市尚庄初级中学 丁海宁 滨海县港城初级中学

(九)扬州市

优秀学员（共 17 人）

吴静晶 高邮市赞化学校 张勇 宝应县望直港镇中心初级中学

赵丽丽 扬州市沙口中心小学 杨春明
江苏省邗江中学（集团）北区校维扬中

学

吴翠银 高邮市汤庄镇甸垛小学 陈惠萍 高邮市临泽镇临泽小学

臧传平 扬州市江都区樊川镇永安小学 祝玉卿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周玲玲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蔡海峰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初中部

陈勤 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锦西中学 吴丽丽 扬州市江都区宜陵中心小学

石小梅 扬州市江都区丁伙中学 孙有材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徐伶俐 仪征市实验中学 刘翠琴 仪征市胥浦中心小学

周玉中 仪征市月塘中学

(十)镇江市

优秀学员（共 6 人）

陈杰 句容市袁巷中心小学 王芸 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

张丹艳 丹阳市麦溪初级中学 徐得亮 丹阳市吴塘初级中学

王玉臻 镇江市江南学校 王莹 丹阳市鹤溪中学

(十一)泰州市

优秀学员（共 2 人）

殷云丽 靖江市马桥初级中学 焦文静 靖江市土桥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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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宿迁市

优秀学员（共 9 人）

王晓明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李军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张卫民 宿迁市宿城区耿车初级中学 徐宜波 宿迁市宿城区屠园实验学校初中部

黄芬芳 宿迁市实验学校初中部 张辉 泗阳县育才双语初中部

刘海燕 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初中部） 朱志根 泗洪县龙集中学

陈巧珍 泗洪县五里江学校小学部

二、优秀大市管理员

吕红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三、优秀区县管理员
王传超 徐州市邳州市教育局 师明珠 徐州市丰县教育局

李晓虎 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夏文静 徐州市贾汪区教育局

钱怡 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景渭中 苏州市太仓市教育局

刘翠 南通市海门市教育局 王顺华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张运桥 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彭三虎 徐州市新沂市教育局

四、优秀总辅导员
吴长友 徐州市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龚春美 南通市东方中学

荀峰 南通市海安高新区仁桥初级中学 陈静 宿迁市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张娜 徐州市贾汪区英才中学 丁蕾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赵贝贝 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中心幼儿园 姚彩霞 连云港市东海县实验小学

闫广州 徐州市贾汪区教育局 邵惠敏 南京江宁麒麟科创园学校

以上合计：优秀学员共 214 人、优秀管理员 11 人，优秀总辅导员 10

人。

抄送：省教育厅师资处

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室 2019年1月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