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创建于 2014年 3月袁 是经六盘水市教育局批

准尧水城县人民政府创办袁与重庆巴蜀中学尧重庆育才中学尧湖南省衡阳市第

八中学尧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开展广泛合作的一所高质量尧高规格尧高品

位的高级中学遥 学校座落在青山环绕尧气候宜人尧交通便利的六盘水市以朵

教育城(杭瑞高速公路与六六高速公路交汇出口尧六盘水市双水新区以朵大

道北侧水城县教育局旁冤遥
学校占地面积 263亩袁总投资 3亿元袁可容纳 6000余名学生遥 目前学

校共有教学楼尧综合楼尧学生公寓尧教师公寓尧标准化食堂尧实验楼尧图书楼共

20栋袁建筑面积共计 10万余平方米遥 现有教职工 295人袁学生 3000余人袁
是一所规划严整尧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全寄宿制高级中学遥

办学思想院生动活泼 团结友爱 自主学习 和谐发展

教育理念院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办学目标院按照一年打基础袁两年上台阶袁四年创名校的办学思路袁致力

于把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办成设施一流尧师资一流尧管理一流尧质量一流尧
服务一流袁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尧开放式尧人文型袁在省内外知名尧具有国际视

野的精品名校遥
办学特色院专家治校袁名师执教袁着力办优质化尧特色化高级中学遥
校 训院知行合一 臻于至善

全寄宿制管理

我校采取全寄宿制管理模式袁所有学生一律住校遥 食宿都在学校袁使学生更加专心于

自己的学业遥学校食堂采取公办管理袁提供营养丰富尧菜式多样的早中晚餐遥卫生有监督袁营
养有保障袁确保学生健康尧快乐成长遥
小班化教学

学校采取小班化管理袁实验班 40名学生袁重点班 45名学生,平行班人数控制在 50人
以内,不重数量重质量是我校的办学理念遥相对本地区其他普遍大班化教学的学校袁师生配

比更加合理袁教师更能关注到每一名学生袁让学生更好地成长遥
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教师学历合格率百分之百袁教师学科结构合理遥校长周化海为贵州省普通高中省

级名校长袁曾组建多所高中袁并担任校长袁具有卓越的管理经验尧超前的理念意识和极强的

治校方略遥学校拥有两名省级名师袁人才引进英国留学深造教师一名袁每年从全国各地引进

大量的中学高级教师袁从北京师范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西南大学等重点师范大学引进大量

免费师范生及 211尧985院校毕业的研究生来充实教师队伍遥
优质教学条件

学校配备标准化的多功能报告厅及各种实验室尧云计算微机室尧录播室尧图书室尧医务

室尧监控室尧舞蹈室袁所有教室全部配有野班班通冶一体机遥校内供暖设备齐全袁学生公寓配有

卫生间尧独立阳台尧洗澡间遥

教育全程服务

全体教师一律住校袁解决了教师跑教现象袁实行导师负责制遥每个导师指导 6名学生袁
从生活尧学习上进行全程指导遥 早晚自习全程辅导学生袁随时有针对性的解决学生疑问遥 对
学生学习的知识点进行周清制和月清制遥

广泛合作办学

我校与重庆巴蜀中学尧重庆育才中学尧湖南省衡阳市第八中学尧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

学等全国知名高中开展广泛合作办学袁各学校之间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袁交流学习遥

办学优势 取得成绩学校简介

巴蜀中学教师到我校上示范课 我校教师到重庆巴蜀中学参加教研活动

云计算微机室 全市一流的录播室

校园全景图

辛勤耕耘袁用拼搏创造奇迹曰低进高出袁用成绩回报社会遥 2017年袁我校高考元年首战告捷院
窑唐佩玉同学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窑雷宇婷同学以总分 642分勇夺水城县文科第一名袁被南开大学录取

窑朱银同学以总分 621分稳坐水城县理科第一名袁被中山大学录取

窑我校 2017届应届毕业生 500余人参加高考袁在入校成绩仅有 294分情况下袁一本上线

人数 35人袁二本上线人数 239人袁艺术类二本录取人数 41人袁真正实现低进高出遥
以下附部分录取考生名单院

姓 名  准考证号 录 取 院 校  录 取  专 业  

唐佩玉 602102578 复旦大学 法医学 

雷宇婷 602201620 南开大学 历史学类 

朱 银 602102389 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 

黄 煜 602102115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和英语 

康海满 602102457 北京理工大学 兵器类 

易红钰 602102367 北京交通大学 文科试验班类 

刘 欣 602102245 苏州大学 临床医学 

杨明云 602102831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 

胡红梅 602201611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类 

李亮伟 602102300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类 

何 瑶 602102267 北京化工大学 应用化学 

汪海波 60220150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社会学类 

左林梅 602201698 陕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免费师范) 

陈明东 602102337 海南大学 水产养殖学 

陈姣姣 602102214 海南大学 机械类 

陈雨晴 602201547 海南大学 公共管理 

祖成芬 602102195 湖北大学 化学类 

饶会 602102564 济南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 

张欧娅 602102198 大连医科大学 护理专业 

袁茂雨 602102157 武汉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张 盼 602251816 中南民族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郑维 602102159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类 

晏勐 602102059 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 

龙尚美 602102523 甘肃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张丁月 602201500 吉林农业大学 社会学 

李文玉 602102160 江苏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艺博 602201582 西安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杨娅娅 602102398 南京林业大学 工商管理类 

张玉福 602102287 西南林业大学 环境工程 

王 宇 602102177 沈阳建筑大学 材料类 

田俊文 602102191 常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谭昌彬 602201676 贵州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黄文婧 602102609 贵州大学 制药工程 

 



领导 专家 关怀

招生咨询

招生办公室院0858要6239399
王校长院18768756218 谢主任院15121773288
黄老师院18285122618 聂老师院18184183646
杨老师院18184295024 何老师院15519500660
乘车路线院市内公交 2路尧3路尧21路尧29路尧30路
均可直达我校遥
学校地址院贵州省六盘水市双水新区以朵大道北侧

水城县教育局旁

携 手 巴 蜀

携手全国百强中学重庆巴蜀中学，共创明日辉煌！
图为巴蜀中学副校长李兵

赴我校作结对帮扶活动遥同时我

校以巴蜀中学为平台袁面向六盘

水市并辐射贵州省其它地州市

范围招收优秀学生遥优秀学生报

考我校袁即有机会由我校提供公

费赴巴蜀中学交流学习袁享有一

个更加优越的学习平台遥李克强总理与我校教师留影

市委常委尧县委书记张志祥一行来我校指导工作 学校校长周化海与著名教育家顾明远

多彩校园生活
我校学生会袁各类社团渊乒乓球社尧篮球社尧舞蹈社尧健美操社尧书法社等冤建设完备袁

配备有藏书五万余册的图书馆及标准化的实验室尧云计算微机室尧录播室等基础设施遥

图书阅览室

学生公寓渊独立卫生间尧洗澡间尧全供暖冤

学校食堂

我校在全国健美操大赛渊贵州赛区冤中获得冠军

优质生源奖励办法
1.2018年平行志愿 1填报我校袁中考分数在 500要519分袁可减免一

年学费曰
2.2018年平行志愿 1填报我校袁中考分数在 520要539分袁可减免两

年学费曰
3.2018年平行志愿 1填报我校袁中考分数在 540要559分袁可减免三

年学费曰
4.2018年平行志愿 1填报我校袁中考分数 560分以上袁可减免三年生

活费尧学费尧书费尧住宿费袁并赠送校服两套尧行李一套曰
5.在校期间袁学校将为每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优秀的同学发放高额奖学

金曰
6.精准扶贫对象既可减免学费尧书费尧住宿费袁又能享受国家助学金曰
7.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每年可享受慈善基金会尧春蕾计划等高额的助

学金曰

班级设置
为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袁我校 2018级高一年级实行分

层教学袁开设实验班尧重点班尧平行班遥
1.凡中考成绩 480分以上的学生袁可直接进入实验班袁享受 4人间渊上

床下桌袁独立阳台及卫生间冤住宿待遇曰
2.凡中考成绩 450分以上的学生袁可直接进入重点班袁享受 6人间住

宿待遇渊独立阳台及卫生间冤曰

收费标准
依据物价局统一标准袁每学期学费为 500元袁住宿费为 120元袁每人 2000元/期生

活费袁书本费按照新华书店实际定价收取遥

招生计划
本届高一招生人数 800人袁20个教学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