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市教育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办公室文件 
铜继教办通〔2016〕71号 

 
关于开展贵州省高中信息技术王跃进名师作
室 2016 年跟岗研修活动暨送教下县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育局，市直相关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名师

工作室管理的通知》（〔2014〕383 号）精神，为充分发挥名

师工作室的示范带动作用，决定开展贵州省高中信息技术王跃

进名师工作室 2016 年跟岗研修暨送教下县活动，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2016 年 10月 10日-15日 

二、活动地点：德江一中 

三、参加人员：王跃进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助理及第 3、

4、5期学员（见附件）   

    四、活动方式：专题讲座、同课异构、观课议课、网络在

线研修培训等活动 

五、工作要求 

1.请各区（县）教育局、市直相关学校接此通知后，要



及时通知工作室成员、学员所在学校及本人，同时做好学员跟

岗研修期间的相关工作安排，按时参加活动，不得请假； 

2.工作室成员、学员要认真做好笔记，写好研修培训日

志及心得体会，积极参与研讨交流； 

3.工作室助理收集、整理好活动相关图片文字资料，撰

写简报； 

4．参与活动人员活动期间的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午餐

在德江一中用餐。 

 

附件：1.第五期学员第 1 次集中跟岗研修暨第三、四期

学员第 2 次跟岗研修活动安排表 

2.跟岗学员名单 

联系人：杨敏燕 1830856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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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期学员第 1次集中跟岗研修暨第三、四期学员第 2次跟岗研修活动安排表 

日期  时间 活动主题 具体内容 地点 
主讲（主

持）人 

10 月 10 日 

上午 9:30-12:00 

专题讲座 

（贵州省教育科学院 

刘钢所长） 

《中小学教师怎样做科研—

—省级规划课题的选题、申报

与方案设计》 

教职工会议室 王跃进 

下午 

2:30——3:15 观摩课 《英特网信息的查找》 奋进三楼微机室 李飞 

3:30——4:15 观摩课 《英特网信息的查找》 奋进三楼微机室 陈世林 

4:25——5:40 议课  勤政三楼会议室 刘世俊 

10 月 11日 

上午 

8:50——10:00 专题讲座 

《运用教育技术装备，优化教

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和质

量》 

勤政三楼会议室 石军 

10:30——12:00 专题讲座 《微视频制作与运用（交流）》 勤政三楼会议室 杨敏 

下午 

2:30——3:15 
示范课 

（工作室成员） 
《认识 IP地址》 奋进三楼微机室 舒大荣 

3:30——4:15 
示范课 

（工作室成员） 
《文本信息的加工》 奋进三楼微机室 卢蓉 

4:25——5:40 议课   卢蓉 

10 月 12 日 

上午 

8:30——10:00 
专题讲座 

（本工作室主持人） 

《信息技术课堂教学艺术的

规划没计》 
勤政三楼会议室 王跃进 

10:30——12:00 
专题讲座 

 

《如何能更好的让信息技术

课成为学生的好帮手》 
勤政三楼会议室 王丽莉 

下午 

2:30——3:15 
示范课 

（工作室成员） 
《信息加工的一般过程》 奋进三楼微机室 尹艳 

3:30——4:15 
示范课 

（工作室成员） 
《网络通信的工作原理》 奋进三楼微机室 文程樟 

4:25——5:40 议课  勤政三楼会议室 舒大荣 

10 月 13 日 上午 

8:30——10:00 
专题讲座 

（汪漻教授） 

《怎样做一个好老师》 

（省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铜仁

一中校长汪漻教授） 

勤政三楼会议室 王跃进 

10:30——12:00 

专题讲座（遵义市

信息技术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新高考

下的新出路－－课外辅导成

就自主招生》（遵义市信息技

术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勤政三楼会议室 彭红 



下午 

2:30——3:15 
示范课 

（工作室成员） 
《图像的类型与格式》 奋进三楼微机室 刘世俊 

3:30——4:15 观摩课 《图像的类型与格式》 奋进三楼微机室 王义平 

4:25——5:40 议课  勤政三楼会议室 尹艳 

10 月 14 日 
上午 

8:30——10:00 

专题讲座 

（遵义师范学院副校

长 吴有富教授） 

《机器人智能化时代人能做

什么？》 
勤政三楼会议室 

王跃进 

10:30——12:00 
专题讲座（本工作

室主持人） 

《信息技术教学要拿思维做

根底》 
勤政三楼会议室 

下午  

10 月 15 日 

提交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规划、集中研修日志、观课议课记录 

集中学习结束返校，网络在线研修开始，请登录 moodle.tryz.net 完成每周课题任务。下次集中研修

活动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 2： 

 

跟岗学员名单 

期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校 

3 王丽莉 女 中一 松桃民族寄宿制中学 

3 陈世林 男 中一 石阡中学  

3 李飞 女 中二 铜仁市第八中学 

4 杨敏 男 中一 贵阳市白云区第二中学 

4 卢蓉 女 中高/副主任 凯里一中  

4 石军 男 中一 贵州省黎平县第三中学 

4 王义平 男 中一/组长 桐梓县一中  

5 冉文权 男 中一 铜仁市第二中学  

5 殷尖 男 中一 松桃县第三高级中学  

5 马尚军 男 中高 德江县第二中学  

5 张康 男 中级 德江煎茶中学  

5 赵占义 男 中高 思南中学  

5 孙洪祥 男 中一 石阡民族中学 

5 王正权 男 中一 思南县第八中学  

5 姚登科 男 中二 铜仁市第八中学 

5 苏璇 女 中二 望谟民族中学 

5 胡一丹 女 中高 凯里一中  

5 张燕飞 女 中级 铜仁一中  

5 毛野 男 中一 金沙县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