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写作：
“新网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新教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 郝晓东

2002年暑假伊始，我闯入刚创办
不久的“教育在线”，践行“朱永新成
功保险公司”每日一篇千字文的约
定，进行了长达 20年的“思想长跑”。
当年的这一“闯入”，对于我、对于之
后我所在团队的意义，无法估量。

精神意义是新教育写作的第一
意义。人类开始写作或许是为了记
事。但是，遥远的古人一定曾为自
己能用这样的符号记录生活而感到
惊讶。我想，这种强烈的精神自豪
感，不亚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那
一刻。对于个人来说，童年时第一
次拿起笔写作的那一刻，也一定带
着深刻的期待：从此，我可以用这样
的方式表达！

当一个人进入了写作，他就开始
了一趟创造性的精神之旅；对于一名
教师来说，尤其如此。新教育写作把
写作的精神推向了极致。“人能磨墨
墨磨人”，新教育写作磨砺着人的
精神。

2002年暑假开始，在教育理想的
召唤下，我开始了“菊荣行思录”的写
作。暑假过后，恰逢工作变动，我来
到吴江市教科室工作。于是，我开始
了这样一种生活：白天，与校长、老师
们在一起，在学校里汲取实践的营
养；安静的夜晚，键盘的敲击下流淌
着源源不断的思想。写作，让我把自
己与学校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一个
人与一群人联结起来时，精神生活会
高度丰富。我的求精神、弱功利的写
作取向，从那时起已扎根发芽。

我非常喜欢苏霍姆林斯基说的
“日不间断”。但要做到“日不间断”
谈何容易？难在坚持，最大的困难是
看不到“成长”。我也常常是时断时
续地写作，写了一个月，停下；写了两
个月，又停下了。有一次，我向朱永
新老师请教，我说我坚持了，却看不
到自己的成长在哪。朱老师给了我
五个字：“坚持即成长。”

“坚持即成长”，这句话包含着多
少内涵！当一个人坚持着，他的坚持
就是他的精神标识，就是他的高贵存
在。2006年 9月 1日，我正式开通博
客，宣布要做一场“思想的长跑”。这
一天也许来得有些晚，可是思想的长

跑，从哪里开始都不算晚。
这一“跑”，便是 20年。从市教科

室到城区小学，从重返乡村办学再到
主管教育集团，一路上峰回路转，我
却因为这“思想的长跑”，从未动摇过
精神的指向。

2006年“开博”的当年，“思想的
长跑”与“课堂观察”研究完美相遇。
在课堂现场，在文字的天地里，我完
全沉迷于对“课堂观察”的琢磨。我
的文字没有固定体裁，我的思维没有
限制，我的思想扎根在大地之上。直
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时记录生活、
梳理思路带来的精神满足，那是一种
纯粹的生活方式。后来，我连续在
《中国教育学刊》发表了两篇 8000字
长文，这背后，是 30万字的原始记
录。记录时我没有想到要写出几篇

“宏文”来，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还主
编出版了 17册《观课议课问题诊断
与解决》。我享受这种精神成长的
过程。

2008年暑假从教科室来到一所
当时较为薄弱的学校时，我的心情并
不好。朱老师给我的箴言是“经历就
是财富”。这一次，我选择了与阅读
相关的团队写作，在阅读与写作中，
实现精神的多方对话。我们成立了
一个沙龙组织，开始了名为“细水长
流读专著”的阅读写作活动，在学校
论坛上开辟专栏，每天用文字与伟大
思想家作穿越时空的对话，筑起了学
校的精神坐标。我们用“日不间断”
的方式，在现实教学中思考理论、展
望理想。

这种写作方式人人皆可为之，蕴
含在其中的写作精神却是高贵的。
高贵的精神不需要豪华的包装，新教
育写作倡导无门槛写作，重要的是行
动起来，日不间断地做起来。“持续
性”让写作成为一种生活，让思考成
为一种状态。

2009年，我把与苏霍姆林斯基
的“对话”方式移至新成立的汾湖实
验小学。以“周”为单位，通过思考
近 400个问题，学校创始者们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读苏”之旅。老师们甚
至没发觉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就自
然而然地过上了写作生活。我们的

写作涉及到了教育与生活的全部。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说要把这段

“创业史”记录下来，这是学校的财
富，也是每个人的财富。36位老师，
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个“土书写作
行动”。每个人都在记录、思考，每
个人都进入了琢磨的状态，每个人
都在平常的日子里过着高贵的精神
生活。当写作成为专业生活方式，
学校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校该有
的样子。2017年，当我离开这所学
校时，8年间，老师们创作了 444本
个人“土书”。

2017年，我把这种通过日常写
作进行思考的习惯带到了吴江实小
教育集团。在学校行政群里，近两
年的时间，我日不间断地发表千字
文。我写给大家看，更是做给大家
看，让大家看到我是怎样工作与思
考的，如何在学校的现场与老师们
一起处理问题的；更是让大家看到
学校的思想如何一步步从萌发到生
长。我写的是与大家共同的思考，
是大家熟悉的生活，但我写出来了，
我的文字就引发了大家的进一步思
考……很快，一种建设学校智慧生
活的愿景扎根了，学校的学术氛围
与精神气息弥漫开来，10天一期的
《积极生长者（旬刊）》记录着大家的

成长故事，10天一期的《积极生长者
（学报）》创造着教室里的课程与教
学论坛——这两份没有节假日的小
刊物以及其中不断生长的浩瀚文
字，构起了一个教育集团的精神殿
堂，我们对它们的珍爱甚至超过了
我们发表各类作品的报刊。

最近，我又把办“旬刊”的做法推
广到了“张菊荣名校长工作室”。名
校长工作室刚成立，我就与 12位校长
做了一个约定：在 3年时间内，日不间
断地发表“每日一语”！我的旬刊系
列于是又多了一个《日知者（旬刊）》，
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积累了近
10万字。这不仅仅是文字。当一个
人每天都处于思考之中，他怎么会不
成为思想者，怎么会不拥有丰富的精
神世界？12位校长一起，又将带动起
多少人？

20年前的一次闯入，20年的思想
长跑，我把自己与一群人维系在一
起。一个人的坚持可以带来一群人
的坚持，而一群人的坚持会带动更多
个体的坚持。我始终相信，写作在，
你的精神就在；精神特质，就是新教
育写作的第一要义。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
验研讨会专业引领活动中所作的新
教育写作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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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张菊荣

2002年，我 30岁。那年暑
假，我在屯村中心小学教书，偶然
接触到了“教育在线”和新教育。
更有意思的是，我读到了时任苏
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老师的帖子
《“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业启
事》，说每天写一篇千字文，10年
后没有不成功的，不成功可以找
他“算账”。

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因为朱永新就是我们苏州市的副
市长啊，我们分管教育的副市长
难道会说话不算数？我这样想着
就写了起来，写完就发在“教育在
线”论坛上。

我写的多是学生写作文的故
事。写了一年多，2004年，“教育
在线”联系我说要出一套丛书，可
以出一本我的作文教学故事。这
下，我的写作热情更高了。到了
2004年暑假，书稿完成了；2005
年 1月，我的第一本书《魔法作文
营》在“教育在线”丛书中出版了。

如果说“朱永新成功保险公
司”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那么第
一本书的出版就是真正燃烧了
我。我当时想，既然出版了第一
本书，那就能出版第二本、第三
本，这辈子我要完成三本书。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潜力
能有这么大。2006年我出版了
《不做教书匠》，2007年出版《我
的作文教学革命》，三本书的梦想
在我 35岁时就实现了，2008年我
又评上了特级教师。我的成长跟

“教育在线”、跟新教育、跟“新教
育写作”密不可分。

评上特级教师后，我的梦想
变成写 10本书。当时我也对自
己的想法吃了一惊，身边的人可
能都认为我“吹牛不打草稿”吧。
朱永新老师有一本畅销书叫《新
教育之梦》，他说教育要有梦想，
人生要有梦想。我的梦想万一真
的能实现呢？

我所在的学校每天下午 16：30放学，每天 17：
15-17：45这半小时是我记录写作的时间，寒暑假则
是我整理书稿的时间。 2009年我出版了《一线教
师》。2010年出版了“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的《我的
作文教学主张》《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第二版）《我的
作文教学故事》三本。2011年的《我的作文训练系
统》，2012年的《我的作文教学课例》，2013年的《我
的作文评改举隅》和《教师成长的秘密》，2014年的
《我的作文教学六讲》和《一线表扬学》……“行动就
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10本书写作、出版的梦想居
然在我 40岁出头就完成了。要知道，我的父母都是
农民，母亲不识字，父亲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学，我从
小学到初中，家里没有一本课外书。这样的写作成
果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这个时候，我又有了新的梦想。我想，退休前应该
要完成 20本书。我还是坚持每天半小时的写作和记
录，在寒暑假整理书稿。2015年，我出版了《管建刚和
他的阅读教学革命》。2016年出版的《和女儿谈》，是
我的“新教育家庭写作”，是我写给女儿的信。这一年
我还出版了《我的全程带班录》共三本。2017年出版
《我的语文观》和《我不是班主任》，2018年出版《一线
带班》和《我的下水文》，2019年出版《指向写作：我的 9
堂阅读课》《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答疑版）》。

就这样，20本书的目标又完成了。我不知道以后
还能再写几本书。我只知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我只知道，“行动就有收获，坚持必有奇迹”。

从 2002年到 2022年，20年里我出版了 20多本书，
我从一名农村中心小学的普通教师逐渐成长为特级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以及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最令我难忘的却还是 20年前那个《“朱永新成
功保险公司”开业启事》的帖子。

二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对于个人成长是如此重要，
“教育写作成就教师”不是一个神话、一句空口承诺，而
是一定会成为现实的大道理。

我们工作室的老师们也都在新教育写作的感召
下，坚持行走在教育写作的路上——范天蓉老师的《我
的作文教育故事》、潘非凡老师的《作文：教在“学”的起
点上》、贾凤莲老师的《画中有画——低年级作文起步
探秘》、田希城老师的《班级管理中的“经济学”》、薛卉
琴老师的《你不知道的留守儿童》……工作室成员已陆
续出版了十余本书。樊小园老师即将出版《教师写作
和教育奇效》。她的学生说，每个星期樊老师都要求他
们写一篇 500字的作文，而她自己写一篇 1000字的作
文。樊老师的教师写作不只改变了学生的作文水平，
更改变了班上一个又一个让人头疼的学生，每个星期
樊老师都会写一个后进生，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郑重
其事地刊发在《班级作文周报》上。樊老师创造了“没
有回家作业，考试依然第一”的神话，这些都与她坚持
写作分不开。

新教育写作倡导的“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
迹”，这句话道出了我 20年来走过的写作路。“做得精
彩才写得精彩”，这是我反复跟团队成员说的话。不知
不觉中，新教育写作的思想和理念，已经如此深刻地影
响了我和我的团队。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专业引
领活动中所作的新教育写作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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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师”全称新教育网络教师
学习中心，是新教育实验下属的教师
培训机构。“新网师”遵循新教育教师
成长理论，用生命叙事增进职业认
同，用“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
往”促进专业发展，以“自主学习、自
主管理、自主评价”为特征，以“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愿景，是
面向全国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在线专
业学习共同体。从 2009年成立至今，
累计 5万余名教师参加学习，目前在
册教师约1万名。

“新网师”借助网络组织教师写
作，主要呈现 3个特点。一是写作人
数多，在“新网师”学习，每个教师都
写作。二是写作数量大，一年写二三
十万字，在“新网师”是普通现象。三
是写作质量高，不少学员的文章经常
在报刊上发表。

大家都知道，教师写作普遍存在
4个困难：一是不愿写，二是不会写，
三是没空写，四是难久写。为什么在

“新网师”，教师写作却成了“家常便
饭”呢？“新网师”推动教师写作的具
体做法如下。

一是开设写作课程，指导写作方
法。“新网师”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
李镇西老师常年开设教育写作课，同
时不定期组织各种有关教育写作的
培训和论坛。今年围绕教育写作主
题，还组织了多场在线论坛。

二是提倡公开写作，激发写作兴
趣。公开写作指在朋友圈、公众号、
小打卡、简书、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写
作。相对于纸媒时代的封闭写作，公
开写作让读者得以及时关注、轻松点
赞、实时点评，扩大了作者和读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增加了写作兴趣。

三是撰写课程作业，夯实学习过
程。与其他在线培训不同，“新网师”
每门课程都会布置课前预习或课后
作业。很多学员一学期学习结束后，
仅作业的字数就会达到四五万字。

不少学员将作业加以修改，就能作为
论文刊登在专业期刊上。

四是撰写生命叙事，增进职业认
同。生命叙事分为“一日生命叙事”
和“年度生命叙事”。“新网师”公众号
每天会刊发一篇“一日生命叙事”。
学员的叙事引起多家教育媒体关注，
经常被转载刊发。每年年底，“新网
师”要求学员撰写年度生命叙事，并
组织评选，优秀的生命叙事还会结集
出版。

除了以上 4点，“新网师”还倡导
书写“一周观察”，记录、总结、反思一
周内学校、班级的教育故事；鼓励撰
写“课程综述”，在自己授课或听了他
人的课后如实记录，并加以分析、
评价。

由此可知，“新网师”之所以能克
服教师不愿写、不会写、没时间写、不
能长期写的难题，是因为 3点原因。
一是“写作有伴”。参与共同体写，能
够相互影响、相互激励。二是“写作
有用”。这些写作不是为写而写，不
是虚构故事，更不是文学创作。写作

是一种工作、学习、生活方式，写作是
为了教育实践，源自教育实践，记录
教育实践。教师通过写作促进了对
教育教学的反思，也促进了自我的专
业发展和学生的生命成长。三是“写
作有趣”。丰富的写作内容、多元的
写作形式、及时的外部反馈，让写作
过程充满乐趣，不再枯燥乏味。

通过网络写作，不少“新网师”学
员学会了深度思考，提高了写作水
平，促进了专业发展，点亮了教育
生活。

“新网师”学员鲁正群是四川省
成都市第十一幼儿园教师。在“新网
师”学习中，她坚持每天阅读、批注、
打卡。《儿童的人格教育》打卡 148天，
《静悄悄的革命》打卡 146天，《教育学
经典解读》126天，《发展心理学打卡》
128天，《人是如何学习的》课程8次作
业累计近 4万字……她说：“在学习过
程中，我唤醒了专业自觉，锻炼了逻
辑思维。”

“新网师”学员智静是山西省定
襄县实验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她在

微信朋友圈以“静心思语”“读与思”
“观察随笔”为栏目书写每天的所见、
所闻、所行、所思，累计写作 50多万
字。她在班级发起“班级漂流日记”
和“星空班一日叙事”，师生共写随
笔。一年下来，全班 60名学生已完成
18万字的写作。她说：“书写随笔让
知天命的我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
奇与热爱，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
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学习。”

总结“新网师”提升教师写作素
养的实践经验，我想借用《学会写作：
自我进阶的高效方法》中的 3个观点
来说明。

一是调整写作心态。要暂时接
受“写得差”这个事实。有的老师觉
得“我写得如此差，怎么好意思写”，
其实应调整为“我写得差，得赶紧开
始写”。有的老师认为“为什么你们
随随便便就能写几千字，我写几百字
都困难”，其实应调整为“没有谁能随
随便便写几千字，都是在坚持练习中
达成的”。

二是完成比完美重要。要降低
目标，调低预期，从写好一段话开始
每天练习，不要有“准备好了，再一炮
打响”的念头。好文笔是练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先写起来，就成
功了一半。

三是必须公开写作。借助外部
审视，能提升写作标准。只要公开写
作，就会写得更认真。借助外部激
励，能驱动写作动力。读者的点赞、
留言、转发都会让写作者更有动力。
借助外部反馈，能提升写作技巧。阅
读数、点赞数、评论数都是反馈的表
现，没有反馈也是一种反馈，说明你
的文章没有打动任何人。读者的质
疑和批评能帮助我们发现不足，引起
对写作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系作者在 2022年新教育实
验研讨会专业引领活动中所作的新
教育写作叙事）

——我所经历与理解的新教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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