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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教育机智体现了教师专业素质,也是教师必备的一种工作技能。教师教育机智表现为对教
育情境克制、理解教育对象体验、尊重教育对象主体性、临场发挥天赋等方面。教师也可以通过培养
教育敏感性、捕抓教育时机、不断反思教育实践等途径培养与提升教育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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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education wit reflects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it is also a necessary work skill
for teachers. It is manifested as restraint of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
experience,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 and playing talent on the spot. Teachers can
also cultivate and improve educational wit through cultivating educational sensitivity, catch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constantly reflecting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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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教育机智表现为对教育情景的

教育机智是一种解决教育突发性问
题的教育行为,是教育智慧的体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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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

教育者要对教育对象的经历给予开
放性、包容性的理解,而不是用一贯化

教育机智是对教育情境中“应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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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价值适切性判断与“应当如何

凡是总是要先问一问：这个体验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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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说是什么样的？学生在相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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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在第一时间快速果断地做出反应,

感性,要求教师明白何时该克制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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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味性和丰富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能会在无意中加快学习进度。而知识建

放出负面情绪。这种引导学生管理和调

1 教育机智的理解

构往往需要学生自行探索,才能完成对

控自己的情绪对学生形成健康的情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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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掌握和领会。教师可以表现出一定

验和积极个性是非常有价值的。

为：为了与他人和谐的相处而保持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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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育机智表现为尊重教育对象

地言行 。马克思·范梅南认为机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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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机智的具体表现

2.2教育机智表现为对教育对象体
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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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

要求教育者走进教育对象,站在他们身
边给予支持和引导,使其认识到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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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的地方,帮助他们更好的完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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