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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在如歌的岁月里，伴随着

学生的成长，新知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

校学生人数从创办之初的

167

人，发展到

现在

1217

人。 建校

20

年来，学校向重点高

中输送了人才

910

人，录取二本以上学生

607

人，一大批栋梁之才从这里走向了全

国。 他们正秉承着新知的精神，有的在自

己工作岗位上， 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

智；有的在大学殿堂，继续着求学之旅，

谈起母校，他们无不感恩感怀———

在新知的怀抱里成长

，

我终于成就

了自己

刘曼丽 现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

感谢在新知三年的高中时代， 从大

爱到小恩小惠，从谆谆教诲到春风化雨，

从运动场上的激情热血到课桌上的下笔

如神，是新知让我们幸福地成长着，快乐

地学习着，激动地收获着。

我庆幸在新知度过了高中

3

年，我的

老师们如诸子百家一般，各有所长。 你总

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令自己受用终身的东

西， 专业课的知识也好， 待人接物的方

式，还有那人生哲学也好，这些如同我们

头顶的灿烂星空，指引着我坚定前行！

我们在新知学习着、践行着、摸索着和

成长着。 在这一阶段中身体和心智的成长，

像极了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

童、到意气风发的少年，再到踌躇满志的青

年，我们一路走来，感受着老师们的爱与希

冀。 恰同学少年，从大榕树下的小憩到恳谈

会上的畅所欲言， 从球场里的挥汗如雨到

阳台外的推心置腹， 从课桌前的奋笔疾书

到晚自习后的挑灯夜战， 跑道上的矫健身

影，奔跑和追逐，一年两度的班级聚会，游

戏和嬉闹，操场上练习动作，旋转和跳跃，

最难忘的还是老师们淳淳教诲， 费文秀董

事长像母亲一样的谈心和鼓励。

在新知的怀抱里成长， 我终于成就

了自己！ 在母校

20

岁生日之际，我献上最

诚挚的祝福，愿母校永远年青，永远充满

生机！

我将永远记得并感谢我的母校

苏海琳 现就读于福州大学

我是新知

2018

届毕业生， 虽然离别

母校已有一年之久，但每当想起时，记忆

中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想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我在母校中的经历，

所交的朋友， 所认识的老师， 所学的知

识。 我会永远记得老师们为了我们考上

大学而付出的努力， 我将永远记得并感

谢我的母校———新知学校。

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 而引进

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则是学校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 办学以来，新知在

人才的培养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引进人

才上不拘一格，为留住人才，确保在全员

购买社保医保的基础上， 教师的综合收

入列区县民办学校一流。 为培养人才，完

善和执行好三大制度：《教职工劳动纪律

及奖惩制度》《班主任常规工作和教师常

规工作考核奖惩制度》《教师教学质量考

核奖惩制度》。

在新知园内， 记者零距离采访了几

位老师， 感受了他们内心深处新知的情

怀，倾听他们讲述新知的故事———

下定决心扎根新知

，

这里是我实现

梦想的舞台

饶栋梁，男，29岁，先后担任过学校

工会副主席、教务处主任、团委书记，被

评为信州区优秀教师。

2013

年， 我从江西师大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毕业，经人介绍来到新知学校。 当时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 在这里工作

了

6

年。 这里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学校就

像个大家庭，让人感到很温馨，董事长文秀

像家里的大姐，对我们每个老师都很关心，

在生活上尽量为我们考虑。 我住的教师宿

舍安装了空调、热水器、电视机等等，我没

有想到的她都替我们想到了， 使我们工作

无后顾之忧。 看到我没处对象，她还热心地

张罗，帮我介绍女朋友，每逢节假日她还创

造条件，让我们开开心心地过；在工作上，

她经常和我们老师谈心， 对我们年轻老师

更多的是鼓励， 使我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

所学专业特长，更好地应用到教学之中。 在

这里，我很有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我庆

幸当初选择来到了新知， 从当初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到现在我下定决心扎根新知，把

新知当作真正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舞台。

新知是我青春无悔的选择

邵宇女，27岁，九江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毕业。

今天， 很荣幸我能站在新知的操场上

带领孩子们享受着最活泼的课堂———体育

课。 两年来，这里留下了我和孩子们欢快的

身影，有为终点拼搏的汗水，更有为梦想大

学不懈的坚持与努力。

跑道上， 体育生们百米冲刺的渐行渐

远的背影给我的职业生涯增添了一份生命

的色彩与激情；班会上，“新故相推，日生不

滞；知行合一，德能兼备”的传达，让我真正

体会到当一名教师的责任与意义； 校领导

的悉心指导与关怀， 课后教师们灯火通明

的努力，日常同事欢声笑语的温暖，桌上同

学们作业本的红勾……我知道这就是我的

家，这就是我今后奋斗的地方，是我青春无

悔之处———新知学校！

记得刚来到新知的那年暑假，正逢学

校组织招生工作，我毫无头绪，无从下手，

这时， 胡晚成校长像个姐姐一样教我如何

与家长沟通，如何掌握电话联系技巧，在大

热天，晚成校长带着我四处奔波，家家户户

不厌其烦地宣传新知，站在旁边的我，学会

了很多。 今年我有身孕了，妊娠反应让我感

到非常的不适， 董事长费文秀就像妈妈一

样的关心我，嘱咐我，一定要多吃，不能感

冒，衣服多穿，要休息好！ 每次内心深处满

满的感动，有时候眼泪在眼眶打转，我很幸

运，能够成为新知人，我将继续努力着，爱

新知，爱新知的孩子们，为新知的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感动的故事

，

千言万语说不完

方春水，现年55岁，2001年加盟新知

教师队伍，在新知工作了19年，是新知园

内的老黄牛。 他先后在新知担任过教务

处主任， 管过后勤和财务， 一直执教数

学。 曾荣获上饶县优秀教师、信州区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

2001

年新知招聘教师， 我当时看中了

新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厚的教师待遇，

离开公办学校加盟了新知， 没想到在新知

从

30

多岁呆到了

50

多岁。 在这近

20

年时间

里，有同行的民办学校高薪相邀，也有朋友

请我一起做生意，但我都不为所动，我坚定

决心，要在新知奋斗余生，做好工作回报新

知。 因为在新知，我得到了尊重，得到了关

心和信任，学校董事长和校长待我如亲人，

他们对待教师和员工很诚恳很真心， 使我

们有归属感、幸福感。记得

2008

年我不小心

摔伤了腰， 站不起来， 书记胡长文抱我上

车，把我送到医院。 在治疗期间，董事长和校

长多次去医院看我，关心我的病情，为我支付

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在家休养了一年多，终于

康复，胡长文亲自开车到我家，接我回到新知

上班；还记得

2010

年，我岳父病重，学校怕我

赶不及，特意安排了一部专车送我回家，将我

岳父送到医院；

2016

年冬天，我父亲过世，董

事长费文秀冒着寒风冷雨，赶到上饶县茶亭

镇我老家慰问、吊唁……说起新知的感动故

事，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上饶新知学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爱护下，

在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家长的支持下，走

过了 20个春秋，如今新知人在费文秀董事

长的带领下，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豪情满

怀，为实现新知梦作出新贡献！

上饶市新知学校创办于

1999

年，是上饶市信州区第一所集小学、

初中、 高中为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

民办学校。 学校坐落在上饶市行政

中心区， 位于吉阳中大道

108

号，占

地面积

3

万多平米。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一句名言：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翻开

上饶市新知学校的发展史， 探寻新

知成就的背后， 我们不得不把它和

董事长费文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记者在采访中读到了一颗滚烫的爱

心：爱学校、爱教师、爱学生、爱社

会、爱父母、爱家人。

费文秀是信州区第四届政协委

员，曾获江西省青年管理能手、上饶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她是

北京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高素质教

育人才，

20

年前年仅

30

多岁的她选

择下海创业， 创办了信州区第一所

十二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 组建了

一支卓越的教育管理团队， 她团结

带领学校班子研究制定出各项规章

制度，制定出办学宗旨和理念，新知

的办学宗旨是：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

负责，为学生的成功幸福夯基；育人

理念：目标引领，习惯养成，以教师

的智慧和激情唤醒学生成长的内动

力。 办学目标：初中部打造重点高中

优质生源基地， 高中部文化生和特

长生的培养相得益彰， 让不同起点

的学生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小学

部做上饶市中心城区寄宿制小班化

小学。

20

年来费文秀正是带着一颗火

热的爱心和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在

新知园内默默耕耘， 贡献着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 点点滴滴不断创造出

新知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在费

文秀的带领下， 新知学校推行实施

“

123

工程”， 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 为不断优化生源，费文秀采取的

招生策略是信任新知， 立志上大学

的学生，招。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或

留守儿童，招。 确保能够正常上课上

早读晚自习的走读生，招。 对那些想

读书而又读不起书的贫困学子，新

知敞开大门， 帮他们张开梦想的翅

膀。 优秀学子潘真俊在新知高中三

年，学校免除了他的费用，后他考入

南昌大学； 上饶县学子黄圣涛在新

知三年，学校免除了他的一切费用，

黄圣涛

0

元读书，发奋努力，后考入

中国国防大学； 现在新知读高二的

方莹是上饶县茶亭镇人， 父亲患有

肺气尘，家境困难，费文秀得知这一

情况，向她抛来了橄榄枝，从初中到

高中， 给方莹免去了学杂费、 食宿

费。 像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近

5

年

来新知共资助了

80

多名贫困学子在

校读书，资助总费用

100

多万元。

学校以六个变为总体思路，推

行“三个而异” 的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因学科而异、因年级而异、因

教者而异。 六个变，即：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变“一切教着学”为“尽

量让学生自己学”，变一刀切为因材

因人施教，变统一目标为分层要求，

变课外训练为课内落实， 变题海战

术为精准训练。

费文秀倡导以人为本， 处处体

现出人文关怀， 使学校营造出一种

浓厚的教学氛围， 处处彰显团结互

助勤奋好学的校风， 充分调动了广

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了教师

的教学水平， 点燃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 有力推动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开

展，由于设计科学，管理严谨，在新

知园内，不论是高分和低分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

得到快乐的学习和成长。 新知的这

一教育理念， 得到了广大学生和家

长的认可，形成了家长放心送、孩子

安心学、教师全心教的喜人局面。 学

校每年的升学率不断提升， 各类竞

赛捷报频传，每年高考成绩斐然。

不忘初心 行稳致远

探寻上饶新知学校20年打造民办名校之旅

本报记者 张明金

在上饶市中心城区，

有这样一所莘莘学子求

学的理想圣地———

这里闹中取静，绿树

成荫，环境优雅，空气清

新，每天清晨朗朗读书声

在校园响起，让人欣慰也

让人沉醉；

这里交通便捷，位于

上饶市委市政府旁，9路、

20路公交车直达校门口；

这里教育教学功能

设施先进，均按城市一类

学校标准配备， 微机房、

实验室、画室、多媒体教

室、舞蹈练功房、田径场、

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

乒乓球场等一应俱全；

这里师资力量雄厚，

现有教职员工137人，聘

用了一批在教育战线卓

有建树的知名教师，党支

部书记胡长文是华中师

大教育管理专业博士，有

21人次被评为市、县（区）

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

作者称号；

这里教学质量一流，

办学理念先进，学校先后

获得全国发展性课堂教

育研究实验学校、全省先

进社会组织、上饶市物价

收费A级诚信单位、上饶

市民办教育诚信示范学

校、 上饶市优秀民办学

校、文明单位、安全学校、

上饶市先进社会组织等

荣誉称号。

说起她的名字，广大

学子无不深深感怀，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点赞，她叫

上饶市私立新知学校。新

知二字取之于“新故相

推，日生不滞。知行合一，

德能兼备”。

● 新知：一所莘

莘学子求学的

理想之地

● 新知：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 新知： 一个好家庭，我

们在这里快乐地学习

● 新知： 一个好舞台，帮

我们实现人生的梦想

新知学校校址：信州区吉阳中路 108号 电话：0793-8255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