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度 

网络学习空间深度运用活动的情况通报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度网络空间深

度运用活动的通知》（石教〔2020〕94 号）要求，全市中

小学积极组织师生依托湖北省教育云建设学习空间，并利用

学习空间开展教与学活动。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全市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的中小学共 66 所，应注册

教师空间数 3772个，实际注册教师空间数 3377个，教师空

间注册率 89.5%，空间激活率达 100%的学校有 57 所；应注

册学生空间数 42649 个，实际注册学生空间数 21224 个，学

生空间注册率 49.7%，空间激活率达 100%的学校有 41 所。

分项指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师生空间建设前 10 名的学校为：市文昌小学、             

市实验小学、调关镇小学、市文华小学、调关镇初级中学、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大垸镇初级中学 、桃花山镇初级中

学、新厂镇六腰垱小学、高陵镇初级中学。 

学生空间应用前 10 名的学校为：新厂镇泥北小学、        

新厂镇初级中学、市文华小学、市第一中学、东升镇毕家塘

小学、新厂镇六腰垱小学、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高陵镇三

兴公小学、新厂镇小学、大垸镇小学。 

教师空间应用前 10 名的学校有：南岳高级中学、实验

小学、文昌小学、文华小学、实验初级中学、调关镇初级中



学、东方初级中学、新厂镇泥北小学、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高基庙镇英华达希望小学。 

  二、主要特点 

1.加强领导，科学制定方案。各地各校结合本校实际，

制定了网络学习空间深度应用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网络

学习空间深度应用”工作专班。本次活动收到 60 所中小学

上报的活动方案，总体来看，各地各校的活动方案思路清晰，

措施具体。市文华小学曹弘校长亲自参与方案制定，方案中

有教学活动、网络教研、德育活动、安全教育、技术培训等

七个应用工作专班，责任到人，分工明确。调关镇中心学校

召开了“网络学习空间平台的应用”方案制定讨论会，会上

付家振校长作了具体要求和部署，该镇各校方案质量高、可

操作性强。市文昌小学还制定了优秀网络学习空间评选奖励

制度。新厂镇中心学校也制定了《新厂镇中心学校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应用工作推进方案》，整体推进空间应用。 

2.开展培训，推进空间建设。根据学校需求，以教师空

间应用为重点，全市共有 33 所中小学组织了网络空间应用

校本培训。市文昌小学为提高培训的实效性，有针对性地构

建了不同教学场景对教师进行培训，探索形成了“名师空间

重引领，教研空间促研修，个人空间有特色”的体系，形成

了“一年一主题目标，分步分层推进”网络空间的建设思路。

市文华小学根据学校实际，搭建了学校空间、班级空间、个

人空间，分三个书院不定期开展应用培训活动。市实验小学

分管校长刘琼亲自指导网络空间深度应用培训和研究，并两

次邀请省平台专家到校培训，培训教师以个人空间真实的应



用场景为引导，设置“网络教研、专题活动、精品课程、学

习社区、移动教学、同步课程”等建设主题，分步推进教师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3.因校制宜，开展空间应用。各校根据活动方案，利用

学习空间进行备课、课堂教学和校园读书等活动。市文昌小

学、新厂镇中学、调关镇中学、市文华小学、市实验小学全

体教师利用省平台的教学资源和 101 教育 PPT进行备课，提

高了备课的效率。市文昌小学、调关镇中学、市文华小学教

师利用 101教育 PPT 移动端，或开展移动备课；或利用 101

教育 PPT的教学工具，开展互动教学。调关镇小学利用网络

学习空间开展新教师在线培训。市实验小学为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浓厚氛围，结合 2021年的 4 月 23 日第 26 个“世

界读书日”，组织师生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童心向党迎华

诞、红色经典颂华章》校园读书活动。 

4.加强考核，确保应用效果。市文昌小学严格对照《石

首市教育云平台 2020年优秀网络空间评选活动方案》的相

关要求，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建设，要求各网络学习空间年度

经验值不得低于 200 分，年度活跃度不得低于 180 分。为促

进网络学习空间深入应用，市实验小学、文昌小学、绣林小

学建立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的激励机制，学校教务处对学校网

络学习空间的应用情况每学期进行一次评价，对网络学习空

间应用的先进教研组和先进个人给予奖励。 

三、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管理员、优秀教师名单 

1、优秀组织单位 

（1）优秀学校 



市实验小学        市文昌小学    调关镇小学    

新厂镇泥北小学    市文华小学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高基庙英华达希望小学    

调关镇初级中学    新厂镇初级中学     

（2）优秀中心学校 

调关镇中心学校    新厂镇中心学校 

2、优秀管理员（排名不分先后） 

孙盛芳  市文昌小学         吴塔立   市实验小学  

付建新  调关镇小学         付小勇   市文华小学  

付  超  调关镇初级中学    杨 晋    大垸镇初级中学  

刘金峰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易鑫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李怡情  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张元红   高陵镇初级中学  

3、优秀教师 

周  卫  新厂镇泥北小学       杨小明  实验小学       

王克文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钟  静  调关镇小学     

周  玲  实验小学            蒋  兰   实验小学       

吴  静  调关镇小学            付建新   调关镇小学    

付永忠  实验小学            张  茜   调关镇小学     

严  丽  调关镇小学           李晓梅   实验小学         

熊  婕  实验小学            付义武   文昌小学       

罗  芳  调关镇小学          杨  柳   调关镇小学     

杨  俊  文昌小学            袁 平    文昌小学       

贺婷婷  实验小学            文 琼    文昌小学       

熊文琳  文昌小学            刘  静   调关镇小学    

李小国  文昌小学             赵艳霞    文昌小学       



陈  敏  文昌小学             魏宇晖    文昌小学     

徐琼芳  文昌小学             柳周群   调关镇小学   

曹春香  文昌小学             朱小玲    文昌小学     

刘  华  文昌小学             何丽红    实验小学     

吴其珍  文昌小学             田方梅    实验小学     

柳  璇  实验小学             王小晓    实验小学  

周俐宏  文华小学             邹先钾    实验小学     

李克敏  调关镇小学             李雪芳    文昌小学    

欧阳芬  文华小学             王  为    文昌小学    

杨  慧  调关镇小学             周  红    文华小学      

余  卉  文华小学             邓春艳    实验小学    

李翠红  文昌小学             王  丽   调关镇小学     

曾令琼  实验小学             张依琼    文昌小学     

王明珠  调关镇小学             赵绪甜    文华小学     

陈  娟  实验小学             朱  蓉    文昌小学    

严  红  文昌小学             魏媛媛    文昌小学   

陈晓君  文昌小学             李  芬    文昌小学      

程  丽  文华小学             张  倩    实验小学   

柳  琴  文昌小学             刘玉华    文昌小学    

晏芙蓉  文昌小学             宁自平    实验小学     

 

优秀管理员、优秀教师颁发电子证书，打印、查询网址 

http://zs.hbeducloud.com./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