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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首期叶圣陶教育思想高级研修班第二次集中学习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教育文体局、教育和体育局），各有关直属学校（单位）： 

经研究决定举行叶研班第二次集中学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请及时通知相关学员，准时参加。 

一、开班时间： 

2014年 8月 11日（周一）全天。 

二、报到地点：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地点：吴中区甪直镇德才路 61号（甫澄北路东）） 

三、活动安排 

上午 9:00报到 

09:30-09:50叶圣陶实验小学经验介绍（邹文珍校长） 

10:00-12:00专家报告之一：叶圣陶“双主体”教学思想和实践研究 

（梁杰：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灌南县初级中学校

长） 

12:00-12:30午餐 

下午 

13:00-14:30 专家报告之二：叶圣陶课程思想及其新课改价值 

（陆平：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兼任南

通市文亮小学科研副校长） 

14:40-15:40参观叶圣陶纪念馆 

15:40休会 

四、有关事项说明 

1.报到时请交《如果我当教师》读书笔记打印稿一篇（一般不少于 3000

字），第三次集中学习时安排专家点评。 

2.联系人：叶研所  舒兰兰老师  姜宏老师  联系电话  65226881 

          苏州叶圣陶小学  王学峰老师  13862022415 

附件：全体学员名单 

江苏省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 

苏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2014年 6月 26日 

苏师发［2014］ 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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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体学员名单 
序号 地区 单位 姓名 任教学科 联系电话 

1 市区 苏州市一中 范太峰 历史 18796819401 

2 市区 苏州市一中 孙伊莉 语文 18014007087 

3 市区 苏州市一中 祁小芸 语文 15358806661 

4 市区 苏州市一中 马栩 生物 13915586463 

5 市区 苏州市一中 郝建中 数学 15952438867 

6 市区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黄颖 语文 13915571053 

7 市区 苏州中学园区校 沈荦 历史 13912622572 

8 市区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孙丽娟 化学 13912780526 

9 市区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孙为知 语文 13812672182 

10 市区 苏州市觅渡中学 顾伟 语文 13063713057 

11 市区 苏州市景范中学 孙月霞 数学 13915406195 

12 市区 苏州市景范中学金阊新城校区 杨中普 语文 13914030092 

13 市区 苏州市振华中学 王晓骅 历史 13862406967 

14 市区 苏州市一中分校彩香实验中学 程晓慧 语文 13404241446 

15 市区 苏州市第五中学 许文燕 英语 13812613683 

16 市区 苏州市第四中学 颜珏 化学 13914075545 

17 市区 苏州市第六中学 张胥奎 数学 13815263080 

18 市区 苏州市一中分校（三元） 郑馥 英语 15806216226 

19 市区 苏州市南环中学 高尔豪 英语 15151509409 

20 市区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王懿 数学 13506139601 

21 市区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陈燕 物理 18913517201 

22 市区 苏州市立达中学 华晔 语文 13815268697 

23 市区 苏州市平江中学 钱军 语文 13861319343 

24 市区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陶莎莎 历史 13625293616 

25 市区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方琰 语文 13771706651 

26 市区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朱明 语文 13625280085 

27 市区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刘宇 语文 13812989818 

28 市区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周燕 数学、心理 13405014655 

29 市区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蔡霞 语文 13915427057 

30 市区 苏州市高等幼儿师范学校 周慧明 语文 18962116689 

31 市区 苏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阙明婧 工科类 18118158575 

32 市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孙燕 德育 13814838074 

33 市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于娟 语文 15962167191 

34 市区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逸群 语文 13912787843 

35 市区 苏州市实验小学 叶秋皎 小学语文 18625098718 

36 相城区 相城区春申中学 王厚森 政治 13913161248 

37 相城区 相城区渭塘实验小学 张艳珍 语文 15051559625 

38 相城区 相城实验中学 陈泳生 物理 13862125147 

39 相城区 黄桥实验小学 杨晓英 小学语文 13962108727 

40 吴中区 吴中区横泾中心小学 周火生 数学 15312181603 

41 吴中区 吴中区城西中学 王晓峰 物理 13451971936 

42 吴中区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中学 邹德胜 思想政治 13862033903 

43 吴中区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中学 张霞 语文 13812753953 

44 吴中区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 王学峰 语文 13862022415 

45 太仓 太仓市双凤中学 倪夙敏 语文 18962610228 

46 太仓 太仓市实验小学 王斌 语文 13812909122 

47 太仓 太仓市明德小学 滕凌燕 小学语文 1330622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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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 姓名 任教学科 联系电话 

48 太仓 太仓市明德初级中学 政觉清 初中数学 13773018159 

49 吴江区 吴江区松陵高级中学 沈金珍 语文 13862520707 

50 吴江区 吴江区黎里中学 施兰红 语文 13962573109 

51 吴江区 吴江区盛泽小学 杨志华 小学语文 13701550841 

52 吴江区 吴江区南麻小学 顾芳芳 音乐 13915443771 

53 昆山 昆山市新镇小学 顾林芳 小学语文 13732661376 

54 昆山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朱娴蓉 小学数学 13912663392 

55 昆山 昆山市实验小学 顾忆恩 英语 13584995229 

56 昆山 昆山市葛江中学 王敏 语文 15950925123 

57 常熟 常熟市孝友中学 朱春林 思想政治 13773028001 

58 常熟 常熟市珍门小学 孙艳 语文 15995929185 

59 姑苏区 平江实验学校 王雯静 语文 13812794688 

60 姑苏区 沧浪实验小学 周莉亚 语文 13906214270 

61 姑苏区 彩香实验小学 唐唯 语文 15295663990 

62 姑苏区 姑苏区教师发展中心 郑凤仪 数学 13962178168 

63 姑苏区 苏州市沧南小学 叶虹 语文 13962119901 

64 高新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吕新平 初中语文 13451515685 

65 高新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陆建亮 小学语文 13656201277 

66 高新 苏州外国语学校 陈兰 英语 15506153932 

67 高新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衡成荣 语文 13915430480 

68 高新 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郭运动 小学语文 15150183590 

69 市区 苏州市盲聋学校 狄彬 语文（聋） 13862562467 

70 市区 苏州市草桥中学 钱梨   13402615830 

71 张家港 张家港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许丽萍 幼儿园各科 13921990687 

72 张家港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陈芳 语文 13862260898 

73 张家港 张家港实小 范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