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国瑜 1934 年生，广西桂平人。1960 年湖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广西

商专系副主任，副教授，广西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与人合编有教材《社会经济统计学

原理》。

韦承谦 1938 年生，广西南宁人。1964 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广西大学

教授。代表作有《磷、铝无序骨架 AIP04-5 分子筛的结构及性能的研究》等。

韦洪兴 1927 年生，广西岑溪人。1950 年广州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任教于广西玉

林师院，教授。

韦守正 云南省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从教。曾任教员、校

长。1935 年楚雄县首任县教育局局长。1937 年抗战兴军，带领家乡学子投笔从戎，1938

年奔赴台儿庄对日作战。退役后在云南省教育厅任总督学，1948 年再任楚雄县教育局

长。

韦 薇 女，西南师范大学毕业，楚雄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现任九三学社楚雄

州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楚雄州委员会常委。著有《关于 CUCI2的结构》等十余篇论文

分别获学校科研奖和全国化学专业会议优秀论文奖；《镍盐对 ZrO2晶型和比表面之影

响》等二篇论文先后被美国《化学文摘》转载，获得楚雄州科委科研成果一等奖。

韦守恭 高师毕业。历任教师、县教局长、县中学校长直至解放。

韦守朴 大学文化。当过中学教员，后任国民党楚雄县党部书记、华宁县县长。

韦守让 大学肄业。任过中学教员、小学校长。解放前加人中共地下党，解放后

当过县共青团干部、区长，后被错误处理，平反后按处级干部待遇离休。

韦绍禹 大学毕业。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解放后在中学

任教，中学特级教师。善书画篆刻，多件作品入选省、市级展览和书画作品选集。1985

年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

韦绍帼 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从事教育多年，已离休。

韦绍周 高中文化，任过教师、银行职员、县劳动人事局副局长，县政协委员、

常委。

韦克新 1932 年生，广西上林县澄泰乡人，壮族，大专学历，中共党员，耳鼻喉

科副主任医师。柳州医专毕业从医，曾任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兼五官

科主任。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进修。撰写的“流行性腮腺炎

一针疗法”、“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加压给药近期疗效观察”论文，获科技

进步三等奖。

韦显扬 1933 年生，广西武鸣县人，壮族，中专文化，高级工程师。

1951 年 3 月考入广西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宜山专区工作。历任

宜山县科委科研管理组长；河池地区水泥厂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河池



地区科协科技咨询部部长；河池地区化工建筑材料工业局主任、职教办主任；河池地

区化工建筑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先后培训合格高级技工、中级技工、初级技工

四千余人。荣获自治区科普先进工作者奖与自治区机电先进工作者奖各一次、河池地

区奖三次。

韦文雅 (1911-2004) 广西宾阳人，水牛研究专家，研究员。1939

年 7 月广西农学院农艺系畜牧组毕业留校工作，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畜牧兽医专修科主任等职。1952 年 9 月任广西畜牧试验场畜牧组主任。

1954 年任广西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兽医系主任。1959 年起任中国农业

科学院水牛研究所畜牧组主任，广西畜牧研究所技师、副研究员、研究

员，水牛研究室和畜牧研究室主任、畜牧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77 年主

持中国水牛品种资源调查，首次摸清中国水牛的数量、分布、品种、类群与特征特性，

组织编写《中国地方良种水牛资源调查汇编》，提出中国水牛的发展和利用方向，纠正

中国水牛从印度水牛驯化而来的讹传。1979 年主持广西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主编《广

西家畜家禽品种志》，促进广西畜禽业的科学发展。1985 年参加开罗第一届世界水牛大

会，与会论文《中国水牛及其改良》获科学先驱者奖章和奖状，并被吸收为世界水牛

协会会员。首次为广西引进摩拉水牛并进行品种改良，有力支持农业、畜牧业生产。

主持编写的《中国畜禽品种志》、《中国地方良种水牛资源调查汇编》、《广西家畜家禽

品种志》分别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农牧渔业部课题一等奖、广西科技

改进一等奖。1985 年获国家农业部“六五”期间水牛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 年经

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当选中国水牛协会副理事长。

韦仕邦 1935 年 1 月生，壮族，广西大化人，水稻育种专家，研究

员。1959 年 7 月广西农业学校农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农业科学研

究所（今广西农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高级

农艺师。参加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广西协作组工作。参与发现籼型强恢复

系 IR24、IR661、IR 古 154、泰引一号，实现中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

杂交水稻在世界上首先应用于生产。1978 年籼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成果获全国科学人会奖，1981 年获国家特等发明奖，为获奖主要成员之

一。此后，参加实施国家杂交水稻选育攻关课题和国家“863"专题两系法杂交水稻研

究以及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华南晚籼新组合选育等，参加育成籼型优质强恢复系桂 99、

桂 33、桂 34、桂 32、桂 8、桂 44、30 选和杂交稻组合汕优桂 99、汕优桂 33、汕优桂

34、汕优桂 32、汕优桂 8、汕优 30 选、博优桂 99、早优 11，以及不育系早 A、联 A 等。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广西优秀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广两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以及广西重奖研制推广科技成果有功人员一等奖、广



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发表论文 7 篇。1996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祖芬 1934 年 3 月生，广西忻城县北更乡人，中专学历。中师毕

业参加工作，历任宜山县庆远镇一小教师、副校长；庆远镇二小校长，

宜山县县小校长；庆远镇政府文教助理，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中共北

牙乡党委副书记，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兼中共宜山县一中专职党支部书

记，河池师专专职工会副主席。曾被评为河池学院服务育人先进个人、

优秀共产党员、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先进工会工作者、河池地区优

秀工会工作者。

韦爱祥 1935 年 2 月生，广西宜州市庆远镇人，北京大学青鸟公司高级工程师。

1965 年北京电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工作，1987 年调北京

大学青鸟公司搞产品开发。已取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多功能全自动用电保护器（专

利证书号：第 7985 号）；DY 型多功能全自动用电保安器（专利证书号：第 20708 号）；

三相电多功能漏电保护器（专利证书号：第 52328 号）；与专利产品有关的检测仪器设

备多种。

韦秋桐 毛南族，1935 年 2 月生，广西环江县人。河池师专及河池

学院副教授，广西作家协会会员。1959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先后在华中农学院、宜山师范、河池师专及河池学院任教。曾任河池师

专中文系主任、教务处处长兼学报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

研究及教学管理工作。系广西作家协会、文艺理论家协会及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在省级以上理论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收进《鲁迅研究》

等专集；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故事及杂文小品等文艺作品数百篇（首）。出版

专著《毛南族神话研究》，散文诗歌集《下雨的时候》；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古文

古诗选讲》、《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师范专科教育概论》等多部教材和论著；在网

络上发表古体诗词集《夕阳絮雨》。曾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校教师三等奖、广西普

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夏星杯广西民间文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韦裕廉 1935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贵港人。水稻育种专家，原玉

林市农科所总农艺师。1961 年 9 月广西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分配到玉

林市农科所工作，历任技术员、助理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农艺师、研

究室主任等职。长期参加水稻良种选育与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工作。主持

和参加杂交水稻的恢复系选育，1973 年筛选出预败型不育系的强优恢复

系——IR24 恢复系，实现中国水稻三系配套和应用。1975 年育成和推广

汕优玉 83 水稻新品种。1981 年主持完成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项目，获国家特等发明奖。

1990 年育成和推广的特优 18、博优 175 水稻新品种组合，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增加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著有《杂交水稻高产制种技术》和《玉林地区水稻品种资源调

查报告》。1983 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4 年获广西优秀专家称号。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自治区人大代表。

韦纬组 1935 年 8 月出生，壮族，广西崇左人。作家，编审。1955 年 2 月参加工

作，历任《南宁晚报》编辑、《红豆》杂志主编，南宁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著作有

长篇小说《岭南血花》（合作）、长篇传记文学《辛亥名宿王和顺》（合作）、短篇小说

集《哑巴媳妇》、散文集《绿柳情思》、大型八场粤剧《邕城枪声》（合作）等。1992 年

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编辑奖，同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当选自治区

人大代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韦显林 1939 年月 6 月生，广西贵港人。高级工程师，广西建工集

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原总工办主任。1963 年 8 月华中工学院机

械制造专业毕业，分配到广西第一建筑公司机械站从事内燃机维修工

作。1965 年调到广西建筑机械总厂，历任技术员、工长、设计科科长、

总工办主任。长期从事建筑机械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1965 年开始参与

塔式起重机的研发工作，采取边学习边实践的方法，先后研发成功 QT45、

QT80、QT25、QT40 塔式起重机，其中 QT80 塔式起重机既先进又实用，

1985 年分获全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 纬 1939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象州人。林业规划专家，高

级工程师，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营林规划设计室原主任兼主任工程师。

1964 年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工作，

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室主任、主任工程师等。系广西自然资源调

查和区划行业学科带头人。科研成果《广西林业区划报告》分别获全国

区划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广西林业区划汇

总与战略研究》获广西区划委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世界银行贷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国

家造林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引资造林项目，获国际贷款 2329.4 万美元，是广西重大引资

造林项目。1990 年获全国农业区划先进个人称号。1992 年获广西优秀专家称号，同年

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元威 (1939-1995) 高级工程师，广西都安人。柳州微型汽车

厂原副总工程师。1964 年广西大学毕业，分配到柳州拖拉机厂工作，任

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81 年调到柳州微型汽车厂工作，任工程师、车

间主任、副总工程师兼工艺科科长、高级工程师。主要负责工艺管理工

作，组织制定工艺管理条例及制度。负责对 LZI1OP、LZ110VH 两种新产



品的试制和批量生产工艺技术的调整，完成 2000 多套磨具和 400 多套夹具的调整试产

验证，为企业节约外汇 2000 万美元，使企业汽车模的开发走在全国同类厂的前列。参

与开发的 15 种微型汽车产品中，有 5 种产品分别获国家经委新产品开发奖、自治区新

产品百花奖和自治区优质产品。获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1989 年获广西劳

动模范称号。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祖森 1940 年 9 月 9 日生，壮族，广西忻城人。高级工程师。1964

年广西大学化学专业毕业。一直在广西地质矿产测试研究中心工作。历

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长期从事化验、测试

稀有金属、生产三氧化钪、光谱分析等技术工作。1985 年在生产钛白粉

中，从废物钨渣里提取 99.99%氢氧化二钪，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发表论文 4 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 江 1942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田阳人。植保专家，高级农

艺师。1966 年 8 月广西农学院植保专业毕业。1968 年在百色专区半农

半读学校任教师。1969 年在西林县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县病虫测报站、

县农业局工作，曾任站长、副局长、助理农艺师。1985 年调广西植保总

站工作，任病虫测报站站长、工会主席、农艺师、高级农艺师等职。长

期从事农作物病虫测报防治及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先后获广西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获广西重奖研制推广科技成果有功人

员 1 等奖。撰写植保科技著作 5 种发表论文 6 篇。1996 年获广西优秀专家称号。

韦树德 1943 年 12 月 23 日生，广西岑溪人。1963 年 7 月广西农业

专科学校果蔬栽培专业毕业。先后在石排农场、横塘农场、桂林地区农

业局、桂林市水果办工作，历任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助理农艺师、农

艺师、高级农艺师、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等职。长期从事果树栽培技术

推广工作。科研成果《广西桂林地区二万亩柑橘优质高产规范化栽培技

术》1994 年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哈姆林甜橙的引种

及推广》1989 年获国家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桂林地区 11 万亩柑橘中低产

园丰产综合技术应用》1992 年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桂林地区‘四低

四荒’资源调查研究”1996 年获农业部农业资源区划科技成果奖三等奖，《桂林地区种

植业区划与应用》、《二万亩柑橘亩产双吨栽培技术》1989 年、1993 年分别获广西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发表论文 23 篇，参与编写《农村种养新技术》、《南亚热带小宗果

树实用栽培技术》等科普读物。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 年获全

国农村科普先进个人称号。兼任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果树专业委员会常委。

韦美源 1944 年 12 月 5 日生，壮族，广西宜州人。高级工程师。1968 年华南理



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分配到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工作，先后任技术员、

副主任、科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1994 年任南宁味精厂厂长助理。

主要从事企业设备、科技管理工作。在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工作期间，

在设备管理、引进技术、改良设备和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改革。调到南宁

味精厂后，主管 3 号锅炉的安装、调试并转入正常生产。主持合成草酸项

目成果 1992 年获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

韦秉振 1947 年 5 月 20 日生，壮族，广西永福人，高级工程师。1982

年 1 月广西大学电力系自动化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历任南宁市多丽电器

总厂（原电风扇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南宁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完成

研制第一台多丽牌产品-KYTl-25 型转页式台扇，主持研制粉末自动喷涂

生产线、电脑检测电风扇生产线等工程项目，开发各式电风扇、吸排油

烟机和电子消毒柜等新产品 24 项，实施技改项目 6 项。其中 CYT4 油烟机项目 1989 年

获自治区新产品成果二等奖，FTI-25 迷尔扇项目 1992 年获国家轻工部优秀新产品三等

奖。多丽品牌 1993 年获广西著名商标称号。其本人 1994 年被授予广西优秀专家称号、

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1994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 武 曾用名韦世仁，1948 年 4 月 15 日生，广西大化人，大学

文化，经济师。先后在广西大华化工厂、广西北洋工贸集团公司、广西

经贸集团公司、自治区石化行业办公室、自治区经委重工处工作，历任

车间党支书、副厂长、厂长、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助理调研员等

职。担任厂长期间，主持新产品研制开发，使工厂从单一品种发展成为

具有火工、化工、冶金及铝制品等四大系列共 14 种产品，提高了工厂竞

争力；同时实行资金限额管理，节约奖励，超支受罚，有效控制费用开

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扭转工厂濒临亏损的局面，使工厂跨人中国 500 家最大化

工企业和国家大型企业行列。1989 年、1993 年被授予全国少数民族企业家和全国少数

民族优秀厂长称号，1988 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梦骥 笔名林骥，1949 年 8 月生，广西宜州市人，大学本科学历，

中学高级教师、优秀学科带头人。1971 年从教，长期担任高中语文教研

组组长及《宜州一中报》总编辑；被吸收或聘为广西教育学会、华夏教

育学会写作协会、中南地区教育学会、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农村中学语

文研究中心、全国科学学习学会、全国中小学课程导学研究会等社会组



织的会员或研究员；被聘为《基础教育研究》（广西）特约研究员、撰稿人，《七彩虹》

（陕西）、《周口教育报》（河南）特约编辑，《全国中学生学习丛书》副总编辑。多年

担任重点班班主任、语文教师，所任教的班级会考、高考语文成绩均名列地市同类班

级前茅。多次荣获地市教育部门的教育、教学奖励，多次被评为宜州市“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教师”、“优秀辅导教师”。事迹被收入《中国中学骨干教师辞典》（语文出

版社）、《当代中华教研人才传略》（四川人民辞书出版社）、《中国当代教坛名人传记》

（内蒙古文化出版杜）、《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传集》等辞书。发表论文、通讯、文学

作品 80 余篇，与人合编（任主编或副主编）如《师魂·师韵》（语文出版社）等各种

书籍 26 部，合计 1200 多万字。教学科研论文获自治区级以上一、二等奖共 8 次。对

韦氏文化有所研究，参与编写《中国韦氏通书》和《韩改韦韦氏族谱》。

韦志忠 1957 年 1 月生，广西宜州市人，广西师大本科毕业，中学

高级教师。1977 年从教，曾任宜州市洛东中学副校长、宜州市高中教师

等职务。现任宜州市一中教师、物理教研组长，系学科带头人。1989 年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多年，所带班

级评为自治区先进班级，市先进团支部。每届所教班级的高考平均分都

高于全区平均分，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都有多人获全国二等奖

以上，其多次获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撰写的教学论文多篇获地（市）

及自治区一、二等奖。本人多次评为宜州市先进科技工作者、优秀教师等，多次获河

池市高考、会考优秀教师奖。

韦以英 1957 年 11 月生，广西大化县人，中学高级教师。1982 年

广西民族学院化学系本科毕业从教，先后任环江高中政教处主任、县教

育工会副主席；宜州市高中、宜州市一中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河池

市教科室副主任，河池市化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系广西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通用技术》项目专家组成员。自 2004 年至今一直担任河

池市教育系列中级评委，多次担任广西教育系列中学高级评委。发表教

学论文《期望、激励、成功》、《实践“三个代表”做好教学工作》等 48 篇，与他人合

著出版教学参考书 9 本。2009 年被评为广西优秀老师并荣获二等功，2007 年被评为广

西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多次被评为河池市、县级优秀党员、“优秀教师”，

宜州市直属党委十佳党员等。

韦 剑 1959 年 9 月生，广西东兰县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

现任广西河池市教育科学研究室主任。曾任东兰县城中学语文教研组组

长、教务处副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务处主任、校长、东兰县教育局副

局长。是东兰县第七届政协委员，河池市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先后荣获



东兰县“十佳中青年教师”、地区级优秀教师、全区师德标兵、河池名师等称号。承担

广西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

教研模式研究》，于 2011 年结题。在国家和省级刊物发表《求真集》（小课题模式和单

项实验模式）、《校本教研模式的探索》、《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还可以从单项试验的技

术性发现开始》等多篇关于教材、教法和素质教育方面的论文。格律诗《登青山龙象

塔》收入《新时期大学生诗词选》。主编的《字词名句积累 1000 例》和《同步作文》

分别由广西人民出版社、龙门书局出版。目前正在主持研究河池市教育科学规划“十

二五”两个重点课题《初中语文基础知识积累研究》和《义务教育阶段七至九年级口

语交际、写作、综合性学习指导与训练》。

韦爱芬 女，广西宾阳人，1969 年 8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 年广西大学有机化工专业毕业。1994 年到广西明阳生物化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中试车间主任、技术中心副主任、造纸科研组组

长，副总工程师。主要从事变性淀粉新产品技术研究、生产、产品推广

应用工作，主持完成 6 个项目通过自治区级技术成果鉴定。其中 AS-28

造纸涂布用新型变性淀粉的研制开发，采用复合变性改变淀粉性能，增

强使用效果，扩大应用领域，成果获 2001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被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产品 5 年累计销量 1.8 万吨，创利税 2000 多万元。

主持 SP-1 阳离子型复合变性淀粉的研制生产和应用，产品应用于高档铜版纸原纸表面

施胶，取代进口产品，成果通过 2001 年自治区科技厅鉴定，获 2002 年度广西科学技

术进步奖三等奖。产品累计销量 1.3 万吨，创利税近 2000 万元。2004 年经国务院批准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 胜 1941 年 12 月 10 日生，壮族，广西东兰人。副研究员。1961

年 8 月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历任小学教师、教导主任，中学教师，县

党校教员，地委宣传部理论科干事，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部副主

任、科普部主任。主要从事理论教学、研究和科研管理。在学会学研究、

扶贫经济开发研究、人才研究等领域取得多项成果。主编书籍 21 种，发

表论文 140 篇。获省部级奖励 7 项。其中合著的《学会学概论》和《遏

制“返贫”现象，确保“扶贫攻坚计划”实现》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后者还获广西桂花工程奖；论文《浅谈解决山区人才奇缺的办法》、《为女性人才

脱颖而出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1996 年获

广西优秀专家称号。

韦仕鹏 1945 年 10 月 27 日生，壮族，广西柳江人。农业经济专家，研究员。1969

年 8 月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参加响龙铁路建设。1972 年分配到柳江县工作。1984



年起先后调任自治区党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农业委员会、农村工作办公

室副处长、经管站长等职。2001 年任自治区农业厅助理巡视员。先后承

担农业部和自治区 20 多项课题研究。论文《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必须解决

的几个问题》获广西桂花工程奖。2004 年在课题报告《广西失地农民问

题研究》中首次提出，参照超额利润转化法计算和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

准，让农民分享土地转用增值收益；确立土地承包经营农户的产权主体

的法律地位，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发表论文 50 多篇，出版著

作 6 种（独著 2 种，合著 4 种）。获农业部课题研究优秀成果奖 2 项，中央政策研究室、

农业部优秀调研成果奖 1 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5 项，广西桂花工程奖 2

项，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 1 项。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韦泽方 笔名韦韧。1936 年生，广西平南人。韦经公 26 代孙。中学

高级教师。广西师院（现为师大）中文系毕业，先从教，后从政。曾任梧

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梧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系中华诗词

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西诗词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广西作家协会、

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八桂诗词》编委，梧州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曾和有关同志发动、组织创办梧州诗社，负责梧州诗词学会的日常领导工

作。担任正副主编，先后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梧州诗词选》、《20 世纪梧州新诗选》、《梧

州历代诗词选》等书。参与筹备成立“梧州市孙中山研究会”，举办“孙中山学术研讨

会”等活动，撰写一万多字的论文《孙中山与梧州研究的初步成果述评》，收入广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北伐与梧州》一书。投身西江流域和本土文化——龙母文化

的研究，先后撰写和出版《龙母史话与传说》、《龙母文化与梧州》、《漫话龙母文化》

三本民俗文化的著作。出版散文集《灯海星河》、诗文集《情系天山》、《岁月屐痕》、《西

欧掠影》，协助主编钟家佐编辑、出版长达 120 万字的《八桂四百年诗词选》。作品和

传略人选《世界汉语诗词大典》、《当代中华诗词家大典》、《中国诗人大辞典》、《近五

十年环球汉诗精诜》等 50 余种，曾多次获奖。

韦国辉 1936 年生，广西马山县人，壮族，大学学历，高级农艺师。

1964 年广西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横县和广西农业干部学校（当时为南

宁地区农校）工作。参加《全区农业技术培训班试用教材》甲种本《土

壤肥料学》一书的编写。曾被区农牧渔业厅等单位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及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区人民政府发给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二十五年荣

誉证书。

韦肇芳 1930 年生，广西象州县人。历任共青团象州县委书记、共青团宜山地委

委员，龙头公社、庆远公社党委书记，宜山县委员；宜山县中党支部书记，宜山县二



中革委主任，五七干校校长；广西维尼纶厂、玻璃钢厂、黎塘工业瓷厂

科长、党支部书记；宜山县党史办主任，河池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党支部

书记等职。

韦 达 原名韦编隆，1943 年生，广西武鸣县人。1967 年毕业于中

央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副教授，著作有《壮语文》等 6 部，论文有

《壮族族称音义探考》等 6 篇。

韦国仁 1928 年生，贵州荔波人，1948 年入贵阳医学院学习并留校，教授。曾任

贵阳医学院教研室主任。系第五届省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编有《皮

肤病学讲义》等 3 部，著有《麻风病防治问题》等书。

韦成强 1937 年生，广西都安县地苏乡人，大学文化，广西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韦天贡十六世孙，曾祖父文和、祖父士仁，父亲

修枚，系成栋胞弟。1964 年广西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任教。一生致力于农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一专多能，胜任多门课程的

教学工作；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授课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做好科

普、科研及教材编写工作，结合教学开展多项科学研究。主编广西区职

业高中教材《土壤与肥料》，已出版发行。在报刊上发表了《早稻氮、磷、钾肥用量配

比试验初探》、《解决甘蔗肥源的好办法——间种豆科绿肥》等多篇科研科普文章，多

次荣获学校教学科研奖。积极做好服务社会工作，在南宁地区马山县以及河池、百色

等地区承办“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项目”，均取得成功，分别获得农业厅和当

地党委政府的嘉奖。

韦加轩 1937 年生，广西横县南乡镇人，大学文化，高级讲师。上

世纪六十年代在广西日报社任记者，编辑；七十年代在广西区轻工研究院

（所）从事科研工作；八十、九十年代在广西区轻工业技术学校任教，主

管教务工作。七十年代期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卫生局、贵港市医

药公司属下的中药材试验场蹲点，进行药用动植物培植养殖试验研究工

作，对引种水半夏、泽泻、麝香等中药材方面进行了专门课题的实验研究。

1975 年 10 月，国家卫生部、国家药政局和广西区卫生厅、广西区药品检验研究所，会

同广西贵港市三家医院及贵港市医药公司等 10 多个单位专家医务人员，就广西贵港市

地产水半夏质量标准问题，进行严格科学鉴定，正式讨论通过广西贵港市地产水半夏

（园珠半夏）可供应全国各医疗卫生单位药用。197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

96 页介绍水半夏这个新品种。

韦广麟 1937 年生，广西藤县人，广西民族医院副主任医师，韦景骏之后韦仙迥

在广西藤县同心乡严岭村支脉第 19 代传人。1957 年毕业于广西柳州医士学校（今广西



柳州卫校），分配到广西皮肤病院、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工作，任该院所

附设卫校教师、副校长，曾主持该校全面工作。1982 年调到南宁地区医院

（今广西民族医院）工作。在职期间先后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孙逸仙纪念医

院皮肤科、北京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性病提高班进修学习。长期

从事皮肤病、性病教学及临床工作，为全区各地培养皮肤病防治人员，运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各种皮肤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撰写学术论文数篇，分别在区内、外刊物发表或在区内外学术会议上交

流。曾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广西皮肤科学会第二届常委、第三届常委、秘书。

韦绍模 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职称。先后于银行、商业、文化、政

府、新闻等多部门任职。任职剧团编剧、团长期间，有《算帐》、《妇女委

员》等戏剧、曲艺作品人选《云南戏剧·曲艺选》。在楚雄市劳动人事局

任职期间，获省人事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曾当选云南省印刷协会

常务理事、省印协报纸印刷专业委员会主任。荣获云南省第五届印刷科技

进步奖。

韦卓民 1922 年 9 月生，本名和荣，号仲山，浙江省东阳县城区东街人。父雍泽

（一作永泽）公，别号恒记。从事懋迁，涓滴积聚，陆续发展，终为本邑袜业巨擘。

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三十二年家乡沦陷，投笔从戎，配属陆军四十九军参加抗日，

奔走于浙赣正面战线，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扫荡简报班员，抗战胜利后任杭州和平日

报编辑，台湾和平日报总务课长、资料课长等职。三十六年从政，历任新竹县政府秘

书、新竹县立中坜农校教员、新竹区农林改良场总务课长、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文书股

长、及山地农牧局专员、秘书等职以迄退休。迄今仍乐以研究谱牒欢渡余年，著有《韦

氏源流及世系考一韦氏宗谱初稿》。《中国韦氏通书》顾问。

韦福成 1930 年生，贵州惠水县人。1947 年考入青年军第二期，随军赴台。先后

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军官外语学校、国防管理学院（研究班）、中山科学研究院（攻

电脑）及淡江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公费研究）。服务军职，上校军阶退伍，转任公司

主管。兼任黔人杂志社首任法定负责人兼社长、黔灵导报杂志及黔东南州故乡杂志顾

问、台北市贵州同乡会常务理事、贵州文献委员会委员、惠水县旅台同乡联谊会副会

长，并从事电脑文化事业。两岸开放后曾多次率团返乡考察，发起旅台同乡捐助，在

惠水县城创办台惠联谊中学，并以先父俊斋名义每期捐赠该校优秀及贫苦学生奖、助

学金十名，鼓励学生上进。并常接受贵州省一些刊物邀稿撰文，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发表演说，为促进两岸统一积极工作、贡献力量。著有《韦公承德郎永仕母王氏

安人百年纪念专辑》、《我对百越民族文化及其后裔的认识》、《欧州之旅》、《富腾文集》

等。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会副主任。



韦益文 1942 年生，广西上林人，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太始祖

韦景岱，始祖韦枝刚之第 18 代孙，祖上从东兰县迁徙上林县。1970 年广

西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分配到环江县工作。历任环江县革委

会基建小组组长、设计员；广西财校讲师兼总务科副科长；广西财专总

务处副处长兼基建办主任；广西财经学院副处级干部。单独或与他人合

作设计、施工、管理工程项目累计数十个，建筑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

讲授《建筑工程与预算》等课程。此外，还被广西军区、区邮电局等单位聘请，审核

建筑工程结算，参与基建工程设计。曾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高校后勤先进个人”。退

休后，受聘为广西大通监理公司任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总监代表。

韦柏林 1942 年生，浦北县寨圩乡人（后移居小江镇），高级农艺师，

钦州市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66 年中专毕业回乡当民办教师，“文革”

受到冲击。1979 年参加国家招收社会闲散科技人员考试被录用，分配到

浦北县寨圩农业站当农技干部，1984 年调县农业局工作，先后担任县农

技站副站长、站长。其主持实施《优质谷增产技术》、《水稻抛秧技术》、

《水稻免耕技术》三个项目分别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主持杂交

玉米秋季制种攻关项目获星火计划一等奖。发表论文、科普文章 89 篇，其中《对浦北

县水稻几种施肥法的评述》在《广西农业科学》发表后，中国农业权威刊物《中国农

业文摘》摘录发表，并收藏入北京图书馆，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国际农业科技文

献检索》90(3)期译登。1999 年评为钦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1 年广西区政府授

予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2003 年获日本神内一郎先生资助中国的《神农奖》。

韦纪勋 1934 年生，广西来宾县人，浙江工业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广

西柳江县农村水利局、南宁化工厂、桂林轮胎厂、广西石化厅供销公司及化肥公司任

职。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为广西数十家化工、化肥厂的筹建进行技术筹措和指导，

为推进现代化科学管理作出了贡献。《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志伦 1943 年生，广西大化县板升乡人，毕业于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具有系统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从事临床医疗和卫生行政

管理工作四十年。退休后开设诊所，继续为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余热。

韦家川 1944 年生，广西都安县高岭镇人，壮族，本科学历，广西

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遗传学会会员。1969 年广西大学（原

广西农学院）毕业留校工作。历任农学系遗传教研室教师、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室副主

任、生物实验中心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室主任、生物实验中心细胞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生物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会员。从教 30 多年，担任《植物细胞工程》、《植物组织培养》、



《遗传学》、《遗传与育种》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参与编写《植物细胞工程》、

《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指导》等教材，获得广西区政府颁发的从事教学工作

年限满 30 年教龄荣誉证书。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等十多项科研课

题。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共 3 项：“国家特等发明奖”、“全国科技大会奖”、

“广西区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一篇获广西

区科协和区科技厅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一篇获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四川分院评为西部大开发与人才资源开发学术研讨优秀一等奖。1991 年获广西区

科技厅颁发的“参加河池、百色地区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项目，并作出贡献”

荣誉证书。

韦汉华 1938 年 1 月生，广西武鸣人，大学文化，副译审职称。1958 年参加工作，

曾在百色地区工业局、人事科，广西区党委组织部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民族语文

翻译局壮支翻译室任职，获国家民委授予“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荣誉证书”。与人合作编

撰《古壮字字典》获二等奖；搜集整理了《渔夫和皇帝》、《选管家》、《柳宗元赔马》、

《善姑与恶嫂》、《巧对结良缘》、《松树和樟树》等数篇民间故事；参加《毛泽东著作

选读本》、《邓小平文选》、《周恩来选集》等译本的审稿工作；多次参与对全国党代会、

人大、政协等大会文件的翻译和审稿工作。系《中国韦氏通书》副主笔。

韦保平 1945 年生，籍贯广西扶绥县中东镇（旧为同正县），大学文

化，高级工程师。1968 年 7 月毕业于广西大学化学系，曾在广州军区湖南

江永生产基地劳动锻炼。后在上林县矿产公司及南宁地区科委从事技术及

科技开发工作。1992 年 8 月后一直在广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任广

西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广西经济社会技术发展研究所所长、广西生产力

促进中心主任等职。1997 年元月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综合改革优

秀科研院所长”称号。

韦家槐 女，1926 年生，广西桂平人。1951 年广西医学院毕业。广西农业大学副

教授，广西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代表作有《猪喘气病病源分离研究》等，有一项成

果获广西科学大会奖。

韦通全 1936 年生，广西柳江人。1961 年太原工学院发配电专业毕业，曾在太原

工学院任教。后任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副教授。代表作有《HN 型导弹发射训练微机控制

系统》等。

韦展威 1927 年生，广西上林人。1955 年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广西师

范大学教授。合编《现代汉语知识》等。

韦黄度 1939 年生，广西上林人。1965 年广西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广西医学院附

属医院教授。代表作有《第二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 5 例小结》等。



韦新棋 1938 年生，广西人。1964 年中央民族学院哲学专业毕业。广西师院教授。

代表作有《列宁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思想对我国四化建设的指导意义》等。

韦嘉松 1931 年生，广西邕宁人。1956 年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广西医学院教授。

韦德三 1931 年生，广西蒙山人。1954 年中山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广西大学教授。

代表作有《论简·爱的反抗性格》等。

韦振鹏 1905 年生，广西宾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广西医学院教授。

代表作有《医用物理学》、《理论光学》等。

韦杰廷 1933 年生，广西上思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南省民族研究

会副会长，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1950 年考入南宁师范学校，1953 年在湖

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1959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生。出版著作有《孙

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等，发表了《论孙中山的自然观》等数十篇论文。

韦焕良 1949 年 3 月生，广西宜州市刘三姐乡人。主任记者，正处

级。1976 年广西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宜山县委宣传部报道干

事、县委秘书，河池日报社记者、编辑、采通部副主任；广西日报驻河池

记者站记者、站长等职。从基层通讯员到省报记者，近 30 年间采访过上

千人物或事件，写出各类新闻见报稿件 3000 多篇，其中获各类新闻奖 200

多篇。不少作品反响较大，如 1997 年 9 月采写的 8000 多字的长篇通讯《扶

贫的典范，生命的丰碑》，在河池日报发表后引起广西日报和广西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

他的再度组织采访组深入采访，写出了《扶贫英雄黄柳谋》的长篇通讯。稿件在广西

日报头版头条发出，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决定给黄柳谋追记一等功。此稿获得

广西新闻特别奖。1999 年采写的中国第一村《壮族农民的伟大创举》分别在广西日报、

河池日报发表，获得广西人大好新闻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三等奖、中国地市报好

新闻三等奖、全国民族好新闻二等奖。采写的内参稿《广西河池段列车倒卖卷烟活动

猖獗》在广西日报内参采用后，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予以转载，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作了批示，帮助地方解决了问题。其 3 次被评为广西日报先进工作

者、2 次被评为广西日报优秀党员、1 次被评为广西日报优秀党务工作者、1 次被评为

河池市直机关优秀党员、7 次被评为通采部优秀记者。主持广西日报河池记者站工作 9

年，该站连续 5 次被评为先进记者站。

韦荣干 1951 年 12 月生，广西河池市人。1976 年广西大学毕业从事

新闻工作，先后任县级河池市委宣传部新闻干事，河池日报编辑、新闻部

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广告部主任、督查室主任，报社编

委等职。编辑的新闻作品和广告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地市报好作品评比中分

别荣获一、二、三等奖。系《韦氏族谱（韩改韦氏系）》（桂西北较有影响



的谱牒）编委成员。

韦绍祥 1933 年生，广西武鸣县人。1960 年清华大学流体力学研究生毕业，武汉

交通科技大学副教授。1978 年发明船舶气动集中控制器，获湖北省科技大会表彰。著

有《曼格勒变换的推广及其应用》、《液压马达连杆瓦最佳油膜条件》等论文，合译、

主编合编有《气体一元流动》、《油滑流体力学》、《简明流体力学》等教材。

韦时勤 1937 年 11 月生，贵州人，毕业于西南电影训练班。贵州省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黔南分公司副经理、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分会理事、贵州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常

务理事。主要著述有《黔南州电影事业发展概况》、《搞好农村电影普及放映，为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电影发行放企业的效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回顾与反思》、《重

视业务理论的学习和研讨，争取我州电影放映业务继续好转》等。系《中国韦氏通书》

主事。

韦廷豪 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大专文化，小学高级教师，东兰县劳动小学副校

长。广西教育学会理事、广西中小学数学研究会会员、河池地区教育学会理事，小学

数学奥林匹克赛优秀教练员、编有小学数学《学法指导（第六册）》等书。

韦鸿洋 1946 年生，广西东兰县长乐镇人，壮族，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属

东兰县长乐玉龙支系韦昌修分支。历任东兰县长乐农中、长乐中学、拔群中学、东兰

中学教师，宜州市高级中学教师。多次被评为县、市级优秀教师。

韦相云 1946 年生，广西东兰县东院镇人，壮族，大学文化，中学高级化学教师，

属东兰县新烟玉龙支系韦永东分支。历任东兰县三石中学、东兰中学、宜州市高级中

学教师。五次荣获县、市级优秀教师。

韦良才 1947 年生，广西横县板路乡人，中学高级教师。1966 年开

始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977 年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被录取到南地

一师攻读高师化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国营金光农场工作。历任农

场党校专职副校长、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曾发表《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关于初中化学教学浅析》

等论文。被评为南宁市先进基层党校教员、自治区企业党校优秀教员；

获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初中化学竞赛辅导优秀园丁奖。

韦继霄 曾用名黄朝开、黄朝东，1947 年生，广西柳江县成团乡人，

壮族，大专文化，经济师，取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1967 年南宁机械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分配到广西百色电机厂工

作，先后任铣工、文书、团支书，团委专职副书记、政治处宣传干事、

党委秘书；广西区机械工业局政治处科员、办公室副主任、《广西通志·机

械工业志》副主编：广西汽车工业贸易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广两通志·机械工业志》



副主编：《广西机械》专职副主编，该杂志更名为《装备制造技术》后任主编。

韦义灵 1947 年生，广西东兰县人，壮族，大专文化，中学高级教

师。1966 年巴马民族师范毕业留校任教。1967 年调广西龙江机械厂职工

子弟中学工作，任教师、校团支书、校负责人、厂革委会委员等职。先

后荣获厂“红旗手”、自治区“五好”职工荣誉称号，以及“语文报杯”

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优秀园丁”奖。

韦直林 1955 年生，广西上林人。1979 年毕业于武汉水电学院，后

为本院水力学及河流海岸动力学专业研究生，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

教，副教授。曾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进修一年半。共主持过七个科研项目，发表过多

篇专业学术论文，合作编著《河流教学模拟》等书。

韦保华 1956 年 5 月生，江苏盱眙人。笔名光煜毅之，自号三贤斋主，酷爱书法，

坚持不辍，自专于有限的名家碑帖，发扬优秀的民族书法技艺，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书法古拙，气韵生动，稳健俊秀，奇崛灵活。多次参加全国性书画赛展，10 余次获

奖。作品及传略入选《雷锋之歌书画大典》、《当代书家佳作荟萃》、《当代书画名家作

品集》、《跨世纪书画艺术界人才传录》等。1996 年，当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

1997 年，被湘江艺术家协会聘为书画师，江都书画院授予“当代书画艺术家”称号；

1998 年获得加拿大世界书画家协会颁发的“当代书画名人证书”。

韦晓萍 号揖蕃，字用济，以号行。1917 年 6 月 9 日生，广西鹿寨县人。毕业于

武昌中华大学文学院。抗战期间，作为汉口《奋勉》杂志编辑，有译著《日本经济解

剖》，后受聘为香港天文台评论报（渝版）总编辑。1946 年应聘为新加坡<总汇报》驻

南京特派员，《广西日报》驻南京记者等职，曾被誉为新闻特写“八大名笔”。1949 年

后，在广西柳州市政府任职，曾任柳北区政协常委，兼《柳北文史》等主编。著有《雪

泥诗剩》等。

韦建英 1938 年 2 月生，广西大化县贡川乡人。1965 年毕业于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副教授，历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电子学教研室主任。主要论

文有《脉冲数字电路实验改革的初步尝试》、《采用中、大规模集成电路构

成的顺序控制系统》、《GAL 器件在译码显示系统中的应用》、《单片机控制

PWM 模块一 GTO 变频调速系统闭环运行的研究》等。系《中国韦氏通书》

编委成员。

韦方红 (1948-2012)广西合山市人，壮族，本科学历，副编审，广

西民族出版社编辑，广西民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68 年入伍，

1985 年转业到广西民族出版社，从事编辑、行政管理工作。组稿、编辑

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密洛陀》、《中国姓氏通书丛书之二·中国韦氏通书》、



《广西民间文学作品精选》系列丛书、《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广西

卷》、《养猪能手的绝招秘术》、《学习大王丛书》（一套 7 册）、《中国民间草药原色图集》

等。系《中国韦氏通书》主编之一和主要发起者之一。累计审稿二千万字以上，发行

量不低于三十万册。其中，《密洛陀》（合作）获第四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二等奖，第九

届桂版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养猪能手的绝招秘术》（修订本）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评为“第十一批全国优秀畅销书（科技类）”。发表专业论文 3 篇，代表作 2 种，其中 1

种获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个人奖三等奖。

韦芬隆 1948 年生，广西宾阳县合吉镇人，大学文化，高级农艺师。

1973 年广西农学院毕业留校工作。历任教研组组长、桂北分院农学系党支

部书记、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广西农学院总务处党支部副书记、科研生

产处处长助理、教学实验农场场长、科技扶贫办副主任、生产办副主任、

农学系副主任、经委办主任、经委办党总支书记、新技术总公司总经理、

经济产业处副处长、校务督查办主任等职。长期从事农学专业作物栽培的教学科研、

校办产业管理、校务督查、科普等工作。在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水稻、玉

米、甘蔗、花生等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以及开展教学、科研与生产三结合

方面，有两项科研成果获自治区级奖，有五项获厅级奖。编著出版《节水和养地农业

技术》一书；发表《依靠科学技术，培养使用人才，促进粮食生产发展》、《适宜早晚

稻品种搭配的气候条件分析》等 30 多篇学术论文；在广西日报等 30 多家报刊杂志和

电台发表 500 多篇科普文章，被六家报纸、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连续三年被自治区

党委办公厅授予全区督查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韦明波 1943 年农历五月初五生，广西都安人，《中国韦氏通书》主笔之一。（详

见第九章精神文化）

韦界儒 (1953-2012)广西东兰县人，大学本科毕业，广西大学图书馆员，中国档

案学会会员，广西大学社科联委员兼秘书长，中国高校社科管理研究会理事，专门从

事秘书学、档案学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17 篇，出版著作四部，其中

担任副主编的《新编秘书学》获第二届中国秘书杯二等奖，论文《新时期的档案工作

与公共关系》被评为全国首届清年档案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曾任校中文系副主任、

科技处副处长。荣获广西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仁山 广西宜州市人，农历 1944 年五月生，1975 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今中

国地质大学）地质力学系。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工程师。所参予的“广西一比五

十万构造体系图”等专题先后获区科技二等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岑溪、杨

梅、黎村、平政、杨村、新好、加益、筋竹”等一比五万区域地质报告的编写工作。

有《一条地质路线》、《壮哉，大瑶山金矿带》等八篇散文和科普文章发表。《冷泉》获



第二届全国晚报科学小品征文三等奖，收入《科学夜谭》一书。为广西科普作协会员、

《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秉兴 1949 年 2 月生，大学本科毕业。广西农业大学副教授。先后考入农业部

日语培训中心（西南农业大学）和国家科委日语培训中心（上海科技大学）学习日语

一年和八个月。1991 年被农业部公派到日本岐阜大学留学一年，进修昆虫生物化学。

在日期间，有论文发表于岐阜大学学报。回国后，与人合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从事“蓖麻蚕的生理指数与生化分析”课题研究，获 1993 年广西农业科技进步

一等奖，论文获 1993-1994 年度广西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为本科生讲授“蚕体解剖

生理学”、“蚕桑生物化学”、“昆虫生物化学”等课程；为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科生

讲授“基础日语”、“专业日语”等课程。与人合作的专著《蚕的生理生化》，是农业部

八五期间编书计划之一，又是我国在蚕生理生化学方面第一本大型教科书、参考书。

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树青 广西来宾县人，1937 年 11 月生，湖北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高级经济

师。曾任广西南宁市粉末冶金厂厂长助理、副厂长。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系《中

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宗权 广西来宾县人，1941 年生，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药师。系《中国韦氏通

书》编委成员。

韦湘贤 广西柳城县马山乡八甲村石灰屯人，1931 年 5 月生，1951 年参军，中尉

军衔，曾受通令嘉奖、立三等功各一次。1964 年转业至广西中医学院，任广西中医学

院制药厂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职。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怀琨 1936 年生，广西合山市河里乡人。摄影函授学院毕业。1954 年入伍，任

话务员、文书、营长、教导员、副政委等职。转业后任广西航务工程处政工师。系《厂

长经理》杂志社记者、《中外名人》编委、《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学贤 1927 年生，广西象州人。1949 年 9 月参加工作，1958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毕业，副编审。曾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代表作有《胡适早期的

新诗理论和实践》。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玖灵 笔名寒冬、巍岭，1950 年生，广西东兰人，广西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1976 年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在高校讲坛耕耘近四十个春秋，

一直在不断提升自我，不断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及服务社会作出贡献。

先后于广西大学文科青年教师进修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广西

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进修深造。2001-2002 年以国内访问学者

身份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政府管理学院进行访问研究。给本科生主讲

《行政管理学》等 9 门课程；为硕士研究生讲授《公共组织理论研究》



等 4 门课程。主持或参与国家及自治区多个课题研究：参与《辞源》一分册修订。主

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广西哲学社科

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政治文明与政府形象研究》、广西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广西不

同区域城镇化产业经济支撑研究》、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泛北部湾国

际区域合作儒家文化认同研究》。承担并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子课题《壮族哲学思想史》、《瑶族哲学思想纲要》的撰写任

务。公开出版发行著作：《睿智聪慧——继承和坚持实事求是是韦国清智慧的核心》（独

著，2012 年 8 月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

合与同化现象研究》（独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气象出版社）；《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

发展》（独著，香港新闻出版社）；《行政组织理论》（中央文献出版社）；《民族关系与

地方治理》（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潇洒人生随笔》（独著，中国文联出版社）；《中

国韦氏通书》（主笔，广西民族出版社）。曾为《广西东兰韦景岱宗支族谱》作序；担

任《韦氏族谱——广西山涛支系景岱宗支（都安国隆朝公）宗谱》顾问并作序。先后

在国家、省部级理论刊物、高校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与政体的

统一》、《泛北部湾国际区域合作儒家文化认同初探》等 60 余篇。多项科研成果分别获

国家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奖励：《广西不同区域城镇化产业经济支撑研究报告》，获 2008

年度第十届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类三等奖；《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与政

体的统一》获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壮汉融合与民族团结》荣获 2000

年全区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试论韦国清对民族团结理论与实践的贡献》获

2011 年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区民委民族团结理论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儒学南传

与壮族思想发展》荣获广西大学 2004 年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试论壮族“士

先器识”的哲学思想》获发现杂志社、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2006 年优秀学

术成果一等奖。《试论行政领导者的非职位影响力》获中国领导干部理论参考丛书编委

会“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实现“以公民为本”的行政理念和

行政价值观》获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法制新闻工作部、前沿创新理论部首届“共和国

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积极参与所在高校的民主管理，系校教师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常设主席团成员暨提案委员会主任，校教学督导员，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

员会成员，社会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和公共管理学院工会主席。被授予广西大学优秀教

师、“三育人”先进个人、以及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荣获校教学质量优秀奖。系《韦

氏文化研究》总策划及执笔。

韦锦田 笔名吴雨，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编辑。1951 年农历

四月十六日生于广西宜州市北山镇，时值土改复查，家里因此多分到一份田地，父母

为纪念获得胜利果实而取名“锦田”。1977 年 8 月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留校担任普通语言学助教，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辞源》修订工作。1984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河池日报记者、新闻部副主任、专刊部主任、报

社编委；民族医药报副总编辑，人民保健报编辑部主任、健康报驻广西记

者站站长和《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杂志执行副主编等职。擅长通讯（报

告文学）写作，《“民心工程”在老区》《闪光的灵魂》等 30 多篇作品获全

国地报好新闻、全国少数民族好新闻、国家卫生部新闻奖、中国卫生报刊

优秀作品奖、广西新闻奖、宣传广西好新闻奖以及广西卫生好新闻奖等奖励；编辑和

采写的消息与通讯多次被新华社地播室播发；全面主持人民保健报编辑业务工作期间，

人民保健报获广西优秀报刊三等奖。有《通讯写作离不开恰当的形象思维》等论文发

表。爱好文学创作，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数百篇（首），有个人文学专

著《遣兴集一——韦锦田诗文选》出版。担任主要撰稿人、执行副主编、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等编辑出版《韦杰回忆录》、《众志成城——广西抗击非典纪实》、《蜀桂连心

共铸安康——广西赴川抗震救灾防病工作队纪实》、《卫生新闻作品选集>、《卫生足音

——健康报上的广西》、《春芽秋实》等 10 余种书籍。曾荣获广西卫生新闻宣传先进工

作者，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先进个人、抗击非典积极分子和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优

秀共产党员、艾滋病防控先进个人等称号。曾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韦氏文

化研究》策划及执笔。

韦成国 1948 年 10 月生，广西都安县拉仁乡人，本科学历，讲师、

高级政工师。1969 年参加工作，历任初高中语文教师、中学副校长；县

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县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中共都安瑶族自治

县委员会委员；广西农垦职工大学党办副主任、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党

办副主任、主任；广西财经学院党办副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学院离退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处）主任（处长）、离退党总支书记等职。曾任公开出版物《广西

财苑》主编、《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副主编、系广西诗词协会会员。长期致力

于党政机关、高校党务、行政管理、书报刊编辑及相关教学工作。在广西日报、广西

法制报、广西科技报、河池日报等报刊发表新闻稿、调研报告（含内参）180 余篇。在

省级报刊、高校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发表诗词、杂文等文学作品百余篇

（首）。与人合著、公开出版《桂海扬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读本》、《社会

公平与社会和谐》、《和谐文化建设读本》、《大学生党课教程》等 5 本书。参与多项课

题研究，成果《库区移民中财政、金融、税收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的关键之一是

做好水的文章》分别获自治区财政厅和广西财政学会的一等奖和三等奖。系《中国韦

氏通书》编委成员。《韦氏文化研究》执笔。

韦万春 1964 年 11 月生，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人。祖上从广西东兰县迁入田东县。



本科毕业，现任《中国国门时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1985 年开始从事

新闻写作工作，先后在《南方周末》、《中国卫生信息报》、《健康报》、《医

院报》、《人民保健报》、《民族医药报》、《广西日报》以及《广西文学》、

《三月三》、《当代广西》、《金色年华》等报纸杂志及广播电台电视台上发

表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 2000 多篇。独著和参加编著《贺

卡明信片交际大全》、《医路》、《中外医药典故》、《广西卫生改革与发展概

览》、《健康必备（上）．对病寻医；（下）．保健秘诀》、《大医精诚——广西医师风采录》、

《田东县志·卫生志》、《百色地区人民医院志》、《广西国境卫生检疫志》等书。先后

有 100 多篇稿件获得广西卫生好新闻奖、广西报告文学创作奖、宣传广西好新闻奖、

广西电视台好新闻奖、中国检验检疫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中国产业报

好新闻奖。《韦氏文化研究》执笔。

韦月红 女，1952 年 11 月生，广西邕宁县人。祖父韦子平，父亲韦

永真。祖籍山东，后迁广西邕宁县那里乡。壮族，大学本科。曾就读于广

西医科大学、广西行政学院。历任广西建设报新闻部主任、中国建设报驻

广西记者站站长。从事西医临床主治十余年，新闻工作二十余年。在广西

文学、广西日报、中国建设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通讯、

消息、评论等各类体裁文章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及新闻稿多次获奖。大通

讯《南疆边陲好地方》获广西好新闻一等奖。多次被评为中国建设报优秀记者、优秀

记者站站长。著有文集《半边镜》（南方作家文丛一中国文联出版社）。系广西作家协

会会员，《韦氏文化研究》执笔。

韦思廷 1950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洛东乡人，大专文化，中学

高级教师，宜州市民族中学教师。1969 年参加工作，历任宜州市洛东公

社坡榄、洛西、六寨小学教师，妙调、祥贝小学校长；宜山县教育局人

事干事、教研室副主任；宜山县壮校副校长；宜州市民族中学副校长。

从教几十年，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韦造祥 1951 年 12 月生，壮族，广西东兰人。小学高级教师。1996

年 7 月广西师范学院（函授）政治经济系毕业。1968 年 1 月应征入伍，1973 年退伍回

乡，任和龙村党支部副书记、书记。1985 年，和龙村弄甫小学没有教师而被迫停课时，

毅然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任弄甫小学代课教师（1989 年 11 月转为公办教师）。在工

作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变了学校的破旧状况。在教学中积极钻研业务，坚

持在职进修，刻苦学习，撰写论文 39 篇。先后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军地两

用人才先进个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

自治区教坛新星等称号，入选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中



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韦 扬 1952 年生，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乡人，大学文化，副教授，高级政

工师。系国家职业技能高级评审员、广西营销师高级评审员。先后任都安瑶族自治县

拉烈粮所职工、县粮食局政工秘书股股长、河池地区粮食局人事教育科副科长、科长，

河池地区粮油贸易公司副经理；广西经济贸易技工学校副校长：广西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工会主席、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组织人事处处长等职。

韦俊儒 1952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刘三姐乡人，中学高级教师。

1972 年参加工作，宜州市第二中学体育教师。多年担任体育教研组长。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爱护学生，积极进行教学研

究和探讨，撰写论文多篇，并获地（市）、区奖。多次荣获河池市、广西

自治区体育“推标”先进工作者。

韦克荣 1952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德胜镇人，大专文化，中学

高级教师。1971 年参加工作，历任宜州市安马中学教师，市第二中学教

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工会主席。多次被评为宜州市优秀教师和先进工

作者。

韦耀球 笔名虹宇、宇天虹、方芳。1939 年 10 月生，广西桂平市罗

秀镇人，大专文化。韦经公 30 世百川（作楫）公四子，韦经公引世裔孙，罗秀人乡祖

悦厚公 16 世孙。桂平市文化馆副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结业于中国戏剧

电视剧函授中心。上世纪 50 年代被桂平县委树为全县人民学习的标兵榜样。其创编发

表戏剧 20 多个，其中《屈甲之战》、《星期天》、《生活的浪花》、《今天乐坏了王大妈》

分别获地市、广西自治区二等奖；发表民歌 300 多首，其中《苦苦甜槐树坡》等获地

市二等奖；《荣誉千秋传芳名》等千首诗词被选录入《2011 中国红色诗词精选》；舞蹈

《瑶家乐》、《开山乐》、《竹弓舞》、《红旗飘飘》、《祝寿》等，分别入选自治区甲等奖、

地市三等奖。发表故事《洪宣娇智闯寿春堂》80 多篇。论文《浅谈盘瑶的爱情与婚俗》、

《抓龟舞浅析》等，分别入选广西首届民俗学研讨会、西南五省区、南方九省区文化

研讨会，有的在会上宣读；创作长篇章回小说《天国情女》120 回，据此又改编成 100

集《天国女侠》电视连续剧，获广西有线电视台审批采用。另编《大山的厚爱》（17 集）、

《珠光魔影》（7 集）、《八月红》（上、下集）等电视剧本。分别获共青团广西区委，玉

林地区、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艺家协会广西分会颁奖。业绩选人《中国文艺家传集》、

《中国当代艺界名人录》等。

韦启航 1964 年 11 月生，广西南宁市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开放技术平台主任。1981至1989年于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及硕士研究生；

1989 至 1992 年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攻读工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安科公司核磁部



工程师；核磁部项目经理；安科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技术委员会主任

等职。领导、主持或参与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有“人体步态分析

系统的研制”等 10 余项。独著、合著发表学术论文有《人体步态分析系

统综述》《人体步态分析子系统一运动分析系统的研制》《人体足底压力

分布测量》等 1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有“一种数字图像传输及转换装

置”、“一种应用于外科手术导航系统的观察棒”、“一种测量两受力体间

压力分布以及间距变化的前端装置”、“一种测量两受力体间压力分布以及间距变化的

系统和方法”等 4 项。“ASA—610V 手术导航系统”系 2002 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获 2003 年度深圳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 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神经外科手术

导航系统中所采用的多种显示方式及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意义》，获 1999 深圳市科学技

术年会优秀论文。

韦家槐 女，1926 年生，桂平市罗秀镇人。1951 年广西医学学院毕业。原广西农

学院副教授、广西微生场学会副理事长。代表作有《猪喘气病病源分离研究》等，有

一项成果获广西科学大会奖。

韦国倩 1911 年生，广西桂平市罗秀镇人。1938 年 7 月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三期学

生步科。先后任湖南沅陵辰沅师管区司令部少尉服务员，湖南沅陵中央军政部第十三

补充兵训练处第四团一营一连少尉连副，江西清江中央陆军二十九军一○五师师部少

尉联络员。1950 年回乡参加罗秀奕垌农会组织，为骨干成员。1951 年起任罗秀镇小学

教师。

韦翼武 1904 年出生，广西桂平市罗秀镇人。曾任国民党团军医主任，职位少校。

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为民行医。由于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服务态度好，收费合理，为穷人治病少收或免收费用，深得邻县邻乡及广大群众信任

和好评。其逝世时，一千多人参加葬礼，这在罗秀镇前所未有。

韦兴远 1953 年 2 月生，广西钟山县清塘镇桥埔村人，大专毕业。曾任中小学教

师，合著有《全国中学生作文征文选》、《中学语文知识百题》、《常见中学生易读错易

写错易用错的字》、《初中文言课文注译析评》等书。系《中国韦氏通书》编委成员。

韦瑞文 1965 年 8 月生，广西桂平市罗秀镇人，系用秀公支系、韦经公第三十二

世裔孙，大专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现任罗秀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

1985 年 9 月参加工作，任初中语文教师；镇教委办语文辅导员兼镇少先队总辅导员；

镇中心小学语文辅导员、少先队总辅导员；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等职。

先后获得“贵港市优秀少先队总辅导员”、“贵港市学校常规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等称

号；在市、地、省（自治区）、国家有关部门主办的刊物、杂志发表文章三十多篇。



韦正佳 1953 年 1 月生，壮族，广西马山人，大专文化。1970 年 11

月应征服兵役，任警卫班班长。复员后任马山县永州公社人武部干事，贡

川公社人武部副部长、管委副主任，公社人武部部长，州圩乡党委书记等

职。1988 年 8 月起，先后任广西民族学院膳食科副科长、房地产管理科

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总务处副处长兼总务处党总支副书记，后勤服务中心

副总经理，后勤管理处助理调研员，广西民族大学化学与生态工程学院副

处级组织员等职。在部队三次获通令嘉奖；被学院授予优秀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

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非典”防治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被南宁市政府评为绿化

先进个人。

韦求安 1953 年出生，壮族，广西宜州市洛东乡人，大专文化，中

学高级教师。1975 年参加工作，历任宜州市洛东小学、中学教师、教导

主任、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被授予“河池地区优秀教师”、“河

池市中小学生学习方法指导实验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广西第二届中

学生语文知识百题大赛二年级组竞赛指导”自治区级三等奖、“河池地区

初中毕业班学科达标评比”成绩优异奖。被吸纳为市语文教育学会、“全国语文板书教

学研究中心”、“全国读写训练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板书设计《回忆我的母亲》刊

登在陕西人教社的《初中语文板书图示集》上；有 3 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篇被《中国

现代理论发展丛书》评为“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有多篇论文发表或收入《语

文教学与研究》、《写作》、《全国教育优秀论文摘》、《名师帮你学》等杂志或论文集。

韦土良 笔名乐土，1954 年生，壮族，河池市金城江区侧岭乡人，

大专文化，馆员职称，河池市舞蹈家协会主席、金城江区旅游局顾问，

广西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社会舞蹈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舞蹈家协会

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定位法舞谱教师及舞谱应用科学研究人员。

1970 年步入文化艺术领域。先后任县级河池市文工团团长、市文化局艺

术股长、副局长、局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旅游局长。1988 年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定位法舞谱高级深造班学习，考取中国定位法舞谱正式教师及研究人员证

书（全国仅 6 位）。从事文化艺术事业 40 余载，收集民族民间文字资料数百万余字。

创作、编导的舞蹈节目有十余个在自治区级以上文艺演出中获奖，其中自创、自编、

自演的壮族双人舞《莫一神鞭》、瑶族三人舞《追蜂》获广西民族舞蹈比赛二、三等奖，

壮族舞蹈《花山画页》获第十一届亚运艺术节优秀编导奖，《金鼓齐鸣》获全国第九届

民运会开幕式优秀编导奖，水族舞蹈《侬邪洛》获广西文艺会演二等奖和国家文化部

“群星奖”比赛铜牌奖。组织收集、整理、编写了河池市《民族民间歌谣集成》，参与

并完成全国艺术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西卷》的特约编辑工作和



《中华舞蹈志·广西卷》的编撰工作。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或在相

关学术会议上宣读。其中《探索壮族师公宗教舞蹈的风格韵味特征》在“全国民族宗

教舞蹈理论研讨会”上宣读、《舞蹈集成与舞谱之运用》在“国际舞谱应用研讨会”上

宣读、《透过瑶族舞蹈视瑶民族的审美特征》在“东方人体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

多次被授予广西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及河池市十佳优秀局长称号，被评为河池地

区优秀科技工作者、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当选中共广西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河

池市数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传略已载人《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中国文

艺家传集》、《中国韦氏通书》之中。

韦绍波 1954 年生，壮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乡人，副教授

职称，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相思湖作家群成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1978 年广西民族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先后任教师、科研处副处长、设备

处副处长等职。发表学术论文 36 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和区科枝厅科研项目。其所发现的“同种金属热电现象”、“绝缘碳化短路

现象”、“行列式的另种处理方法”等，在理科学术界引起关注。其独创的

“场致发光照相术”、“脉博信号检测记录方法”、“噪声能量测量装置”、“智能交通灯

控制系统”、“宽带场强测试器设计”等，得到同行认可和好评。被吸收为广西物理学

会、电子学会和光学学会会员。曾荣获广西民族大学师德标兵、教学工作标兵、优秀

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酷爱文学，擅长诗联。已出版“韦

绍波文学作品集”系列著作——《故乡的鸟声》、《古村月影》、《爱的痕迹》以及幻想

神话小说《端屯三十梦》等四部文学著作，近 100 万字。

韦晓芹 女，1954 年生，大学本科，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宜州一中第一届优秀学

科带头人，河池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广西中学语文教学学会会员。1976 年 8 月参加工

作，先后任宜州市屏南中学教师、宜州一中教师。对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充满热情。积

极投入教学教研工作，有多篇论文获国家级一等奖并发表。

韦桂禄 1954 年生，瑶族，广西都安县东庙乡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曾

被评为都安县“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宜州市优秀教师”。潜心教研，笔耕不辍。有论

文获河池市第三届中学语文教学论文评比三等奖、广西高中语文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

“全国中学文学社团研究会”论文比赛一等奖，尚有论文刊登在《河池师

专学报》、《作文新题指导与示范》、《广西教研》、《学习方法报》等刊物上。

韦海德 1954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拉浪乡人，大专文化，中学

高级教师。1974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宜州市龙头教育组数学辅导教

师、中师函授数学辅导员、宜州市拉浪中学副校长、宜州市第二中学物理

教师。



韦祖文 1955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人，大专文化，中学高级教

师，现为宜州市第二中学教师。1975 年参加工作，从教 30 多年来，担任

理科教研组长 10 多年，重视教育教学研究，与时俱进抓新课程改革，勇

上探讨课、公开课、示范课。撰写的教研论文，有的在研讨会上交流，

有的在《基础教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有多篇省、市、县级奖励。曾

被评为县、市级优秀辅导员。

韦雅球 女，1955 年 8 月生，壮族，广西都安大兴乡人，大学学历，

副主任医师，原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韦氏都安瑶族自

治县高岭镇三合村支系。1978 年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都安瑶

族自治县拉仁乡卫生院工作，1984 年调县人民医院。从医三十多年，先

后为诸多患者开展乳突根治术、鼓膜修补术、气管切开及气管食管喉刀

伤缝合术、颈外动脉结扎术、鼻咽纤维血管瘤切除术、食管镜检、气管

镜检加异物取除术、抗青光眼小梁切除术、泪囊鼻腔吻合术、白内障囊内囊外摘除术、

面神经减压术等临床手术。为河池市及都安县医疗卫生系统的业务技术骨干之一，医

德医术赢得了同行和广大患者的认可和好评。已发表《非何淋误诊上颌窦炎 15 例》（中

南六省耳鼻咽喉科学术会上交流）、《儿童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系统治疗 260 例报告》（广

西医学 21 卷增刊）、《小儿右下鼻纤维瘤 1 例》（临床耳鼻咽喉科杂志 13 卷第 8 期）、《乳

突根治术治疗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54 例分析》（广西医学 21 卷第五期）、《咽部巨大诞腺

混合瘤 1 例》（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16 卷第五期）等数篇学术论文。

韦丽山 女，1955 年 7 月生，壮族，大学本科毕业，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先后任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医保科长、

农合办主任、宣传科副科长、行政党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务。担任医保科长

近十年，始终把患者的权益摆在第一位，任劳任怨，事迹突出，多次代表

广西参加全国医保会议作经验交流。兼任瑞康医院十余年卫生宣传工作，

每年在全国及省内报刊、杂志发表文章 50-60 篇。多次组稿上中央电视台

4 频道《中华医药》栏目和《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中国保障报》《广西日报》等

主流媒体。多次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广西中医学院卫生

宣传先进个人；多次获广西中医学院先进个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

韦美仙 壮族，广西宜州市洛东乡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1979

年参加工作，历任宜州市洛东中学、广西龙头锰矿中学教师。从教以来，

一直担任班主任及政治教学工作，荣获广西冶金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韦统平 1957 年生，广西大化县板升乡人，大学本科学历，副主任



医师，大化县卫生局原副局长。祖系东兰宗脉，东兰县大同乡板坡村大象山祖公之后。

1982 年右江民族医学院毕业。曾在巴马县人民医院任医师。1988 年 8 月调入大化县人

民医院参加筹建，199 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1997 年获外科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在小儿外科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被评为自治县“首批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入编《八桂医学专家名录》。2006 年任县卫生局

副局长（正科级）。

韦志中 1958 年生，广西平南县六陈镇人，大学本科学历，广西大学

法学院党委书记。1983 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先后任广西大学法

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广西大学民商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导师。系广西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员、广西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广西法学会商法研究会会长、广西自治区人大立法咨询委员。兼任南宁仲

裁委员会副主任、仲裁员，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2001 年经国务院批

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 年获广西杰出法学家称号。长期从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

和律师事务、仲裁事务，在法学人才培养、法律问题研究、法律事务处理等方面均取

得优异成绩。主讲《公司法》、《合同法》、《经济法》等法学核心课程，连续三年获广

西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培养的 20 多名硕士研究生，全部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公开

发表法学论文 30 多篇，出版专著三部。论文《关于加速发展广西经济的若干意见》，

对加速发展广西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有创见性的意见，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文《一种主张：国土入宪》，对应对及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对策，获

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广西地方

经济法制研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广西地方经济法制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新设想，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新经济

合同法概论》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教学研究成果《以人为本、制度

为先——地方大学法学院本科教育改革与实践》对地方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提出了一系

列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并付诸实践，效果显著，获广西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律师事

务领域，办理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贡

献。

韦红霞 女，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在广西瑞康医院工作，护师。

韦廷金 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东兰三石小学教师。

韦英昌 广西东兰县三石镇人，东兰县东院小学教师。

韦晓其 1961 年 12 月生，广西宜州市屏南乡人，大学本科学历，自

治区英语特级教师。系中国国际教育学会研究员、现代英语教学研究员。

现任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科研处、政教处主任。1984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宜



山高中任教兼学校团委书记。1988 年 9 月至 2004 年 8 月在宜州一中任教，曾任年级组

长、外语组组长、宜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英语研究员、学校外事办主任、科研处主任

等职。2004 年 9 月被广西大学附属中学作为特殊人才引进。

韦霄燕 女，1963 年 8 月生，仫佬族，广西宜州市北山镇人。广西

医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讲师、人文管

理学院学生工作处主任。被授予“2009-2011 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1 年荣获“广西十大绿色人物”荣誉称号。

2005 年以来，一直担任广西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指导老师，坚持

对大学生进行环境意识教育及指导大学生环保社团开展环保实践活动，

每年不定期组织环保意识教育讲座；曾参与指导绿色沙龙环保协会大学生代表队参加

“独特生物，精彩家乡”全国大学生辩论赛，获得全国第三名；指导大学生运用丰富

多彩的形式（如环保图片巡回展、环保游戏、环保小品演出、环保 flash、环保小标语

等）在区内各大高校、城市小学、社区及校内开展各种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数年来，

在促进大学生环保意识、环保实践、综合素质、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方面竭诚尽力，

对大学生的环境教育做出积极的努力与贡献。

韦孟生 1964 年 8 月生，广西宜州市屏南乡人，大学本科学历。1988

年 7 月广西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河池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河池日报社记

者、编辑，技术部副主任、编委、理论部主任、记者部代主任、要闻部主

任、发行中心主任、印务中心主任、社长助理；河池日报社党组成员、副

社长、副总编辑。有 20 件新闻、版面作品获得省部级以上新闻奖，其中

《村级民主政治变革从这里起步》、《宜州千名包村干部发展产业化项目》

等 6 件作品获得省部级以上新闻奖一等奖。被授予 1994 年“河池地区首届优秀新闻工

作者”、“2007 年度广西报纸发行工作先进工作者”、“2008 年度全国报纸

发行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韦向锋 1965 年 3 月出生，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人。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1986 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广西电视台技术

部技术员，中国教育电视台技术部技术科长、主任助理、副主任、制作

中心副主任、主任，媒体资产管理部主任等职。专业研究方向为新媒体

资源建设管理、卫星数字化网络传输等，所获成果多项通过国家广电总

局科技成果鉴定。

韦宁萍 女，1965 年生，壮族，广西宜州市安马乡人，大专文化，

中学高级教师，现为宜州市德胜中学英语教师。从教以来，连续 10 年担

任班主任工作，是班级的管理能手，英语科教学骨干。获河池市初中教



学质量优秀教师（两次）、河池市“十百千工程”优秀班主任、河池市优秀班主任等称

号；2009 年被评为宜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有两篇论文获全区德育征文二等奖，尚有两

篇外语科研论文分别获一等奖、三等奖。

韦健玲 女，1966 年 5 月生，广西宜州市祥贝乡人，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硕士点导师。1986 年 7 月广西师范大

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即考取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至今。长期从事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工作，主要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硕士研究生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马尾海战与中国近

代化》、《试论<新世纪>的“反传统主义”》、《〈天义〉与中国妇女解放》、《台儿庄战役

的文化思考》等 10 余篇。与人合编合著有《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百年

巨变与三代伟人》、《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概

论》等书。

韦祝新 女，1968 年 10 月生，广西宜州市北牙乡人。硕士研究生毕

业，副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1993 年 6 月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分配到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工作。广西医科大学全日制肿瘤学

研究生毕业，其研究生毕业论文收录于全国优秀硕士论文库。主持科研

课题 1 项，参与 3 项。参与的课题于 1999 年获院级二等奖，2002 年获省

部级三等奖。以第一作者或独著发表论文 13 篇（核心期刊 9 篇），以其

他作者身份发表论著 8 篇。

韦昌信 原籍广西东兰县，1953 年出生于乐业县。毕业于广西教育学院地理系，

编辑职称。先后任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中共百色市委副秘书长，市招商局局长、党组书记，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等职。先后 20 多次荣获县、市、自治区先进工作者，三次被国家有

关部委评为先进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曾担任《广西年鉴》编辑。系政协百色市

第一届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韦振林 1958 年生，广西平南县寺面镇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副教授。1983 年南宁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广西水电技工学校工作，任教师、

教务干事、教研组长；宣传组长；工会文体委员、副主席、主席；办公室秘书；学生

科副科长、科长；团委书记；保卫科长（兼）、校长助理；学生党支部书记、党办主任

（兼）；党委宣传委员、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兼）；副校长等职务。广西水电技工

学校并入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后，任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专职纪委副书



记、监察室主任，督导室主任、助理调研员；工会专职副主席、离退休党总支副书记

等职。荣获全国水利行业职工教育优秀教师、水电厅优秀科教管理工作者、全区技工

学校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区技工学校德育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授与荣誉证书与荣誉勋章。

韦祖华 1958 年生，广西宜州市洛西镇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1986 年 6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宜州市怀远中学教师、宜州市实验高中教师、教务处副主任等职。

多次被评为河池市高中教学质量优秀教师。论文《如何进行单元复习课》获第二届全

国数学素质教育论文评比二等奖；论文《从我校情况看农村高中辍学率高的原因及对

策》及论文《“差生”在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及对策》两篇论文评为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三

等奖；论文《班级管理中的心理暗示》，已收录入纪念改革 30 周年广西中小学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科研优秀成果文集《育心养德》《一书。多次被评为省级、地区级数学竞

赛优秀辅导教师。

韦文珍 1959 年生，广西上林县人，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1983

年 7 月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毕业，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

宁分院助理检察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级

调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处级调研员、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韦程瀚 1959 年生，壮族，广西东兰县东院镇人，属韩改韦支系。

大学专科学历，副主任医师。先后任东兰县长江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河

池市复退军人医院医务科长；柳州铁路局九龙康复医院医务科主任；宜

州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院长。长年致力于精神科疾病领域医学、临床、

科研、教学工作，对精神医学有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精神

分裂症、睡眠障碍、神经症、物质依赖等精神科疾病的诊疗，是河池市

精神卫生学科带头人，在同行中享有良好声誉和较高的知名度。先后在

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6 篇，引进精神科诊疗新技术新疗法 6 项，牵头实施

的《巴马地区长寿老人心理健康调查》科研课题项目荣获“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

广奖”三等奖。荣获“河池市卫生系统‘十百千’人才工程医术领头雁”和南宁铁路

局“优秀统战人士”称号，多次被河池市、宜州市评为先进个人。系广西精神科学会

常委、广西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会常委、宜州市政协委员、民革宜州市委常委。

韦珍兰 女，1959 年 11 月生，壮族，广西贵港覃塘人。中专学历，小学高级教师。

1977 年 9 月从教，先后任贵县樟木公社卢村小学教师。覃塘区蒙公乡古山小学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高占小学副校长。参加自治区教

育委员会壮文进校实验工作，总结出壮汉双语教学的“同步教学法”、“降类教学法”、



“作文提前起步”等教学方法，并在自治区壮汉双语教学改革实验学校中推广。被授

予自治区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

旗手等称号。当选中共十七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