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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高中学生网关于开展
《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意见征集及

百高校史馆筹建材料征集活动的倡议

亲爱的百色高中校友、关心百高发展的社会人士：

您好！

自 1962 年建校以来，百色高中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指导下，

在校友学子们的努力下，在关心百高发展的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这

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为向社会、校友们汇报百高发展的重要成

果，经学校研究决定，筹建一个展示百高 1962 年建校以来在桂

西地区民族教育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百高人的奋斗历程，具有百

高特色、传递百高精神的校史展馆。

为了将校史展馆建设成为一个能讲好百高故事的校园文化

展馆，学校面向各位百高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征集相关素材。百

色高中学生网受学校委托，在网络上开展意见征集和资料收集工

作，为百高校史展馆的建设提供青春力量。

一、征集《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相关意见或建

议

《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附件）是学校多年以来

通过文字记述百高发展历程的重要文字材料，记录各类学校重大

事项、决策决定、变革等。此材料将作为校史展馆建设的重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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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为百高的整体历史文化提供载体。为了保证此材料完整记述

百高重大事件，现向校友们、社会人士征询意见或建议，如有意

见或建议可通过扫描文末问卷二维码填写、或将修改意见发送至

电子邮箱 29190484@qq.com。

二、百高校史展馆实物、文字、图像素材征集

筹建的校史展馆中，需要通过实物、文字、图像等素材来反

映百高五十六年发展历程。现向广大校友、社会人士征集与百高

发展有关、具有时代特征、拥有百高代表性的实物资料、文字素

材、珍贵图片影像等材料（特别贵重或有保管要求的物品希望能

够提供学校借鉴复制、影像使用，原件使用后返还）。若各位校

友、社会人士有相关材料提供，请扫描文末二维码，上传材料照

片或内容，经学校确定采用后会与您联系。

三、开展“我与百高的故事”等传递百高精神的系列活动

将通过百高学生网网站（http://bgstu.cn）、百高学生网官方

QQ 空间话题、与百高各学生组织合作开展有关个人与百高的图

文展示活动，届时校友、社会人士可通过讲述个人百高故事、“百

高记忆”物件故事等方式参与。具体活动动态请添加百高学生网

官方 QQ：3173925285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关注百高学生网官方

QQ 空间二维码了解。

百高校史展馆的筹建，是百高学子的一件大事，在这里可以

看到百高人五十六年来拼搏历程，也可以看到百高未来光明的前

程，希望广大校友、关注百高发展的社会人士，能热心的一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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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百高校史展馆的筹建工作中，用文字书写青春的记忆、用影

像印刻青春的激情，用我们的力量汇聚传递百高精神的火焰。希

望各位校友、朋友们浏览此文后，将文件转发至同学群、校友群，

请更多的百高学子一起为百高的发展奉献一份力。

《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意见反馈问卷二维码

链接：https://www.wjx.top/jq/29375741.aspx

百色高中学生网官方 QQ 空间二维码

QQ 账号：3173925285

附件：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

百色高中学生网管理团队

2018年10月18日

百色高中校史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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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高中大事记（征询意见稿）
时间 事件

1962年

五月十九日，教育部确定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百色师专、百色农专下马。六月

十二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中共百色地委和行署研究决定，百色中学、

百色师专附中、百色县中学三所学校的高中部合并，在原百色师专地址成立百色

高中，并被定为区（省）重点高中。

1963年
首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出现我校第一个“跨长江，过黄河”考取全国知名重点大

学录取的学生——蓝利平考取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1964年 百色地区首届游泳运动会在我校鸿飞池隆重举行。

1966年
在文革初破“四旧”期间，百色高中学生郑智知、赵朝利等百余人舍身保护红七

军军部旧址，使其免遭毁坏。

1968年 百色高中下放给百色镇管理，校名更改为“百色镇一中”，开始办初中班。

1969年 百色镇一中开始办高中（两年制），仅从本校初中毕业生中招生。

1970－1976年 文革期间，开门办学，大办厂场，师生分批到离城十三公里外的百岗农场劳动。

1977年

根据邓小平同志“恢复或建立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建议，经自治

区和百色地委、行署决定，百色高中被恢复为自治区和地区共同管理的重点中学，

校名改为百色地区中学，生源为百色市占三分之二，其他十一个县占三分之一。

1978年 我校校名正式定为“广西百色高中”，并开始面向百色地区各县招生。

1979年
我校招收两个农村班（实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助学民族班”），走上民族办学的探

索之路。

1980年

我校在恢复为省属重点高中后，当年高考取得高分人数居自治区首位的辉煌成

绩。首次出现考取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杜滨、韦革、赵德华（清

华大学）；黄高晓、黄向东（北京大学），我校教学水平初现峥嵘。同年，我校开

始创办民族班，学制四年。学校被评为自治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1982年

我校被评为广西壮族自制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四十班学生李林浩被评为全

国“三好”学生，这是我校学生第一次获此殊荣。当年高考共有李丽华、廖红光、

黄国标、韦炳中、李林浩、农时猛六位同学考上清华大学，谱写百高高考成绩新

篇章。

1984年

我校总结出“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回得来－用得着”的民族班办

学经验，得到中央民委认可，此经验被载入《中央教育鉴》（1985－1986年）。同

年，全区仅有四所重点中学和武鸣高中开办有首届民族班，毕业生参加高考，我

校民族班学生在大专录取率上位居五所中学之冠。

1985年
我校被评为广西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先进单位。我校党支部被地委批准升格为百

色高中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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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我校党委撰写的《让“百高精神”发扬光大》一文被评为广西中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优秀论文一等奖，并载入《中学教改经验选集》。文中概括出了“百高精神”：

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学习和工作，为革命老区争光的精神；承认落后，不

甘落后，顽强拼搏，急起直追的精神；刻苦学习，志在回来建设山区的精神；老

师为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像春蚕一样默默奉献的精神。

1987年
我校被评为全国第六届运动会群体工作先进集体。我校党委首批发展凌六一等四

名学生入党。

1988年
我校被评为自治区文明单位，并成功举办了自治区首届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会

上取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的成绩。

1989年

我校学生范威参加高考，获得广西高考文科状元。同年，我校民族班学生潘加宇

提前参加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考试，被破格录取，他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又到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深造，是我校先后在三所名牌大学学习的学生。

1990年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百色时与百色城内部分学校领导开座谈会，我校时任校长蓝志

荣、党委书记黄飚参加了座谈会，并与江总书记合影留念。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来到我校视察。

1991年 我校被评为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先进单位。

1992年 我校隆重举行建校三十周年庆典。

1994年 我校被广西高校招生委员会评定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考场”。

1995年
我校获得日本国价值1000万日元的办学物资援助，硬件设施建设更上一个新台

阶。

1996年
我校高考喜获丰收，其中罗旋同学获广西高考语文科单科状元（并列全国第一

名）。

1998年 我校苏毅洁同学获广西高考历史科单科状元。我校四号、五号学生公寓楼竣工。

1999年

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到校视察；8月，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总课题组

授予我校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实验标兵单位称号；10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

到校视察；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到我校指导工作；12月，我校《百高校

刊》创刊号出版。

2000年

3月，我校新建饭堂投入使用；4月，五号教师住宅楼竣工；5月，我校投资一百

多万元兴建的计算机校园网投入使用；7月，我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中小学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8月，我校开始实行“教职工全员聘任制”。9月，郑柱成少数民

族助学班首届两个班共101学生进入我校初中部学习；郑柱成先生给我校捐款300

万人民币建设图书馆以及购买图书。此后，郑先生资助的学生共五个班250名学

生读完初中后分别在我校2003级、2004级、2005级完成高中学业。

2001年

1月，我校参加第二届自治区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获得团体总分第六名，通过广

西示范性普通高中立项评估。我校被评为广西绿色学校、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

单位。我校承担的教育部九五教育科研课题“心理健康教育与学习成绩相关”结

题验收，终端成果被评为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学生唐黎波在当年广西高考中获

得数学科单科状元。“全国语文学习科学实验学校”在我校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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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我校获得国债投资250万元人民币兴建教学楼；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居广西十六所

重点高中第五；我校六号、七号教师住宅楼竣工；我校六号学生公寓楼、郑柱成

图书馆、塑胶田径场等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我校隆重庆祝建校四十周年，约三

千名校友回校参加校庆盛典。

2003年

我校创造了三个“广西第一”的空前辉煌，即：广西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估第一名；

2003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列广西首批20所示范高中第一名；2003年广西第三届重

点高中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同年9月，我校用国债起建的教学楼竣工并

投入使用，全楼各教室都装上多媒体平台。我校完成计算机校园网二期工程；安

装校园音响广播系统；装修实验楼、更新实验设备；扩建篮球场等。

2004年

2月，爱心人士郑柱成先生病逝，其夫人郑梁焕珍女士毅然接过扶贫助学的爱心

接力棒，继续扶持我校郑柱成民族班的二百五十名学生完成学业。当年我校高考

考出“四个状元”：黄华晔，广西高考理科状元理科状元；莫晓强，广西高考数

学（文）科第一名；冉光松、黄华晔，并列广西高考物理科状元。我校八号学生

公寓楼竣工并交付使用。

2005年

广州市政协常委、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文根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志

强先生出资在我校创办的“冯志强少数民族助学班”开班，第一期招生50名，2006

年招第二期两个班共100名学生，2007年招第三期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同年百色

市委、市政府创建的“政府助学班”在我校开班，共招收60名学生。

2006年

我校李桦同学以总分664分的成绩夺取广西高考文史类第三名；黄军午、陈姬红

同学以108分的满分并列化学科广西第一名；林菲望同学夺得历史科广西第一名；

我校被高校录取总人数在全区高中学校中名列第一。

2007年

我校86级民族班校友、广西长江天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长兰先生捐资

20万元人民币面向我校在校学生设立“长兰奖学金”，这是我校第一个由校友出

资设立的奖学金。我校94级校友、浙江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荣誉博士、知名企业家、政协百色市委员姚学良先生在我校发起并创办少数民

族助学班（称“民族综合班”），帮助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同学顺利完

成高中学业。当年高考我校本科上线人数位居百色市第一名，其中一本（重点本

科）上线人数也位居百色市第一名。

2008年 我校师生为四川省汶川县地震灾区捐款万元。

2010年
2 月 7 日上午 10：30 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国家数字电视教育平台基地启动仪式”，

中国教育台、广西区公司、百色市领导、百高校领导等人参加。

2011年
10 月 25 日 泰国甲米府、春篷府官员在市外侨办的陪同下到我校参观 蒙坤书记

等学校领导接洽、陪同

2012年

据国家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语用函﹝2011﹞3号《关于认定第三

批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通知》文，我校被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认定为国家

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7月2日，自治区教科所所长覃壮才博士到我校讲学。

在本年高考中，有四位同学夺得广西状元。其中，黄崇俊同学以总分722的高分

考取清华大学；黄荣耀同学673分考取清华大学；11月，我校隆重举行建校50周

年华诞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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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14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皮尔区公立教育局代表团访问我校，我校与加拿大皮

尔教育培训中心举行了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决定将在百色高中开办中加班。

2013年 6月25、26日，自治区课改办舆论与宣传项目专家组到我校进行调研。

2014年 5月16日，广州大学领导、教师到我校开展对口帮扶培训调研座谈。

2014年 12月30日，自治区课改办舆论与宣传项目组到我校检查工作。

2015年

7月2日上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先生在百色高中给师生们做了一

场精彩的励志演讲。此次俞敏洪先生是借着到百色高中出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与百色市人民政府教育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的机会，给百色高中的师生

带来了一场励志教育的盛宴。

2015年 10月30日学校整体搬迁至龙景新校区。

2016年

3月30日下午，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主办的“梦

想之旅”2016中国大中学生励志系列公益讲座百色高中站在学校礼堂举行，刘冠

奇老师和周思成老师分别讲学，高二年级一千多名学生参加了讲座。7月下旬，

全国青少年器泳锦标赛在我校举行。

2016年
12月15日上午，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自治区教育厅莫诗浦厅长一行3人到我校视察

工作，市委领导黄建宁、教育局领导苏元东陪同。

2016年
12月24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督查组到学校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智力、学校校园及

周边食品安全督查工作。

2017年
2月21—22日，第五届互联网+教育高峰论坛暨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百色）研讨

交流会在百高召开。

2017年

11月15日，“中国科协‘女科学家走基层——广西行（百色）进校园报告会’”在

我校举行，分两个会场，西会议室是面向百色市领导的专题报告会，礼堂是对我

校高二年级做励志报告。

2018年
1月12——14日深圳中学王东文、姚亮、刘艳平、陈秀娟、姚再儒等领导及骨干

教师到我校开展教育教学对口帮扶活动。

2018年
1月9日，市教科所邀请到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陈庆军教授到我市做2018年高考备考

专题报告会，本次报告会在我校大礼堂举行。

2018年 在本年高考中，学校有九人考取清华北大线，其中，岑佶松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