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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象棋活动不仅益智，还能培养孩子在良好的静心对弈中学会自律，学会思考，

学会争与让的辩证关系，以及高效率地促进孩子多角度思考。学生在学棋时，不仅能从中获

得智力的开发，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形势判断能力、想象力、洞察力、计算能力、控制力、

注意力以及独特的创造力也能不断提高。同时通过学棋还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团队

意识及爱国主义情操，沉着冷静、戒骄戒躁、把握大局、坚韧不拔的优良品质得到磨炼。“棋

道虽小，品德最尊”，学生在学棋过程中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了讲礼节、讲文明的

良好品德。通过学棋，了解象棋的历史，了解中国文化，本文尝试在象棋活动中挖掘与提升

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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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1.象棋历史悠久 

象棋，亦作"象碁"、中国象棋(英文名 Chinese chess)，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在中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已有记载。属于二人对抗性游戏的一种，由于用具简单，趣味

性强，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在中国古代，象棋被列为士大夫的修身文艺，现在则

被视为益智的一种有益活动。主要流行于华人及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象棋是中国正式开展的

78个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是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象棋文化如同中国古代兵家讲究的是“智、信、仁、勇、义”。智：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显示中国文化中智胜于力的定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概念表现得

一露无疑。信：三军对垒，车、马为左右军，将帅坐镇中军，当上下同生共死；士相环绕，

士不离九宫，象不过河界，专心护主，忠信也。仁：棋至残局，虽大子尽失，然士相全可和

一车，小卒终局对面笑，不至于战至一兵一卒之惨烈。义、勇：春秋战国时，小卒感大将吴

起吮疮之恩，足不旋踵，战死于阵，士为知已者死，虽小卒亦知义。 

2. 树立文化自信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继承和汲取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

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营养。因此，以“三棋进课堂”为代表的棋类文化进课堂，

其实质也是在中小学生中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 

早在 2001年，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开展“围棋、国际

象棋、象棋”三类棋类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局函【2001】7号文件)，大力提倡三项棋类

走进学校课堂。通知虽然以“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三类棋类活动进课堂的名义发布，

其实质是为弘扬历史文化，传承民族之魂，提高少儿素质，其意义和内涵绝不仅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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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国际象棋、象棋”，而是涵盖了所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优秀文化。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育部和体育总局有关

“三棋进课堂”的〔2001〕7号文件和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义务教育课

程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学校开发和开展以棋育人的象棋特色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法规依据。 

记得胡荣华曾经说过：“象棋是一种文化。如果您接触过象棋古谱，光是那些序、跋，

就绝对是言简意赅、富有哲理的美文。《梅花谱》中为记录着法，用两首词、九十个不同的

字在棋盘上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坐标系统’。那‘论形势两相当，分彼此，各参商’的词句，

反映了棋谱作家深厚的学养。” 

二、理论架构 

现在很多学棋的人把象棋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我感觉，它应该更像智慧的游戏，不单纯

培养智力，而是在学习象棋的过程中，让孩子慢慢的收获更多，教会他很多生活中、人生中

的道理。象棋应该是对集体人格培养发挥积极作用的一种文化，在我国，象棋已经流传了几

千年，它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它文化的属性。同时，象棋对于精神价值的培育，是用处非常

之大的。随着中国的强大，尤其是文化自信的势头越来越好，相信象棋以文化自信的一个范

畴和一种表现，将来全世界的朋友，也会来学习咱们中国的象棋。 

（一）概念界定 

象棋：亦作"象碁"、中国象棋(英文名 Chinese chess)，中国传统棋类益智游戏，在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已有记载。属于二人对抗性游戏的一种，由于用具简单，

趣味性强，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二）特征描述 

象棋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譬如“楚河汉界”的由来，譬如马后炮，譬

如弃卒保车……，如果我们抛弃了象棋，就无法领会这些次生的文化的真实含义。 

  从军事意义上说，象棋的战略是典型的防守反击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如果你不能

理解《孙子兵法》中的“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是地址百叶”的战略思想，那么你从象棋中就

能够体会到。象棋还能告诉人们各兵种之间的有效配合如何完成，如何最大效率地发挥每一

个字的能力。可以说，毛泽东著名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围点打援，各个击破”

的战术思想，如果不是来自于象棋，就是与象棋暗合。具体表现为： 

1.公平竞争 

从象棋的开始布局来看，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红黑双方棋子数量相

同，棋子分布也相同，各棋子的名称除了卒与兵，将与帅称呼不同主要是用来区分而已，



双方相同棋子各自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各个棋子在作用上有差别，但是里面却也体

现了公平竞争的特点，兵、卒由于单个的作用范围不广所以给他数量上的优势，这也恰恰

体现了公平性。 

2.重视集团性忽略个人英雄性 

象棋的最大的特点恰恰体现在他的团队合作上，不论是彼此配合的进攻还是相互依赖

的防守都体现了象棋的这一特点，象棋高手的走一看十就体现在这，正是因为每个棋子相

互依存，相互配合才使的每个棋子都得以保全，将帅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从来没有和其他棋

子争强斗胜，反而将更大的优势赋予其他棋子，而自己与士只身留在九宫之内，这也充分

体现了象棋重视集团性而忽略了英雄性。每当棋局发展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很多的棋子能

够挺身而出，为保全局而牺牲自己，最后缓解或直接改变局势如：弃车保（将）帅，等都

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3.将（帅）应该无为而治 

“无为”道家所倡导的一种高境界的人生态度，但“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有

所为有所不为。就象象棋里的将、帅那样，自身并不具有多大的杀伤力，而是尽量把能量

与作用赋予车、马、炮等自己从不争强斗狠，但是要是没有将、帅，棋局的存在就毫无意

义。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炮

又更有英雄性。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

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 

4.棋局千变万化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战略战术，从而使得象棋千变万化，

同一个人与不同的对手对弈，其战略战术也千变万化，各个棋子的走法步骤千变万化，由

此衍生出每个人个性的差异。 

5.游戏规则明确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没有规则游戏的设置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象棋的规则明确，其实

无形中给了所有的棋手定了一个无形的但又客观的平等环境，也真是在相同的客环境下，

才能比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不同，才能体现中国象棋存在的意义，这里涉及到一个高深的

话题，那就是有跟无的辨证关系问题，正是开始的“无”才衍生出 “有”。其中棋盘和棋

子是实物是具体存在的物质是 “有”，而游戏规则和战略战术属于“无”，如果没有这些

“无”那么棋盘棋子这些“有”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三）理性认识 

棋类是智慧的体操，“不会下棋的人就不能充分增加智能和记忆力，下棋应当作为智能

修养的科目之一列入小学教学大纲。（霍姆林斯基语）”作为智力运动项目，可以锻炼人的

抗挫能力、应变能力、思维能力、计算能力等，具有与其他棋类项目共同的素质教育功

能。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象棋，是一项集体育、艺术等学科于一体的高雅的文化和娱乐项

目，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古老文化精粹。它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计算能力和想象能

力，提高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严密性，通过竞赛等活动，自然地激发学生潜在的竞争能

力，在象棋活动中挖掘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成为可能。 

基于以上的现状与反思，我们提出《从校园象棋活动中挖掘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的实

践研究》这一课题，有利于学校课程改革的深入，有利于学校特色的精品打造，有利于发

挥以棋育人的功能，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开发具有学校特色的象棋活动课程，探索具有校园特色象棋活动实施的途径

与策略，建构象棋特色课程的教学评价机制，营造象棋特色课程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

的兴趣，健全学生的人格，养成良好的棋品人品，促进学生全面富有个性的发展。 

（二）研究历程 

准备阶段（2018 年 1月—2018年 3月）：开展调查研究，成立课题小组，组织成员学习

相关理论知识，撰写课题研究方案，进行调查预可行性论证。 

实验阶段（2018 年 4 月—2019 年 5 月）：制订实施方案、举办研修培训、聘请专家指

导、实施效果评估、课题实践反思。 

开展象棋特色课程资源开发教学实验。课题组对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内容、原则、策

略等进行探索。1—6 年级每周安排 1 课时。各年级实验组分别就各个文本进行校本课的实

验。具体完成以下任务： 

师资培训：请专家做主题报告，培训实验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明确课题的价值、意义，

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 

进行校本课实施实验。每学期组织主题综合活动课观摩研讨活动和教学成果汇报会；收

集学生、家长对校本课实验的态度、意见及建议；参与区综合实践优质课竞赛和市、区两级

教学改革成果评选；组织专家完成阶段性评价论证，完成阶段性综合实验报告。 

总结阶段（2019 年 5月—6月）：整理研究资料，分析研究结果，完善研究操作系统。

撰写研究报告。  

（三）路径设计 

1.课程理念 

以象棋特色课程为载体，象棋特色文化的营造，丰富多彩的象棋活动的开展，参加各

级各类竞技比赛的实践活动等，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

力，展现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能，磨练学生意志，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从而达到以棋育

人的目的，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2.实施原则 

做好以棋育人的象棋特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完善课程结构，丰富课程内容，深化课

程教学和评价的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引领学生充分认识丰富多彩的棋类世

界，将棋文化教育与学生学习、学会做人教育相结合，从而推进素质教育。 

研究中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1）主体性原则：体现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创设主体参与的时机，

留足参与时空，保证参与权利。 

（2）层次性原则：本课题要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体现学段教学要求，尊重个

体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适合的课程。 

（3）实践性原则：创设实践的机遇与环境，引导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亲身实践，让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在实践中自我发展。 

（4）创新性原则：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以强烈的探究欲、好奇心，大胆想象，不断观察，

积极反思。鼓励标新立异，积极创新。 

四、实践操作 

（一） 象棋文化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言说 

为了更好的宣传象棋，营造良好的象棋文化。我们在教学楼的走廊布置了很多有关象

棋的基本知识、象棋与名人的故事、象棋的历史。还组织学生、教师一起描绘象棋文化

墙。学校因地制宜，在操场西侧的树荫下安放了 10张刻有象棋棋盘的石桌，形成象棋“连

廊”，这些棋桌布置得错落有致，是静思、读书、下棋的好去处。每当清风徐来，树枝摇

曳，同学们在树下对弈、读书、学习、倾谈，凸显了棋、人、自然和谐统一的优雅氛围。

活动课或放学后，教师、学生可以来此摆开阵势，互相厮杀一番，别有一番风味。 

（二）象棋活动激活学生的象棋情结 

“活动是载体，活动是激励，没有活动就没有活力”。我们始终认为可以通过开展活动

来促进学校象棋的发展，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课内外象棋活动，为学生提供较

为宽阔的空间和较多的锻炼机会。我们成立“棋乐无穷”社团，开展校园棋王争霸赛、亲

子赛、每日一棋、象棋嘉年华（百人同下一副棋、班级内部赛、班级对抗赛、“我和象跳的

故事”征文、破残局大赛、象棋游园会）等系列活动，承办区象棋等级赛，通过活动，让

学生参与其中，并能够得到棋类文化的熏陶，逐步养成热爱象棋的感情基础。 

（三）相关棋类格言提升学生的棋品人品 

“棋道虽小，品德最尊”，学棋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互相学习，形成讲礼节、

讲文明的良好品德。“红先黑后”，说的是礼让；“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棋无悔大丈夫”，说

的是为人处事”；“胜败内兵家常事”，讲的是心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则有启迪与警

示的作用。我们结合象棋课程的学习，每课时都安排学习一句与棋相关的格言，既有助于



棋艺的增长，又有助于棋品的提高。 

我们把象棋对孩子行为和性格带来的影响，总结如下：赛前握手 ，他学会了与人交

往；遵守规则，他学会了控制自己；时间控制，他学会了专注；亲子协作，他懂得了亲情

与合作；比赛失败，他学会了面对挫折；从哭到笑，他学会了情绪调整；比赛成功，他学

会了与人分享。 

（四）竞技性比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棋的对弈，要求参与者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有全盘谋划和战略战术，能透过棋子活

动，揣摩对方的心理；要承认对方，尊重对方，实事求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

的思路；要谦虚谨慎，把克敌制胜的气概付诸一招一式的行动中；要善于抓对手破绽，遇

到困难时等待迂回，百折不挠，顺利时稳扎稳打，敢于取胜，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坚韧不拔

的意志和毅力，团结协作精神。在进攻退守的行动中，心理素质和个性品质就得到了良性

发展。同时，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力、综合解决能力的能力都会

得到提高。以上这些，是课堂说教、集体讨论所远不能比的，只能通过不停的训练、比赛

中来体验、感悟——我们虽然是新手，但是我们不惧怕失败。 

（五）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发展 

通过构建以棋育人的多元评价模式，逐步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有别于教学质量评价

方法，有利于学生棋艺水平、品德修养和实践能力提高的，能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体现

学生个性要求的评价体系。以技能等级评定与多元化个性展示评价相结合，开展棋士等级

评定、每日一棋、十佳小棋手评选、小棋王争霸赛系列活动，让学生以棋为载体，在各个

方面大显身手。 

（六）了解象棋历史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 

关于象棋的起源, 可谓众说纷纭, 既有神农氏、黄帝造棋的传说, 令人迷惑。我们组

织、指导学生通过百度搜索、翻阅资料、学习古谱。了解象棋的起源、历史、典故，知晓

象棋的特点，理解象棋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易经、哲学、科学、兵法等

相结合, 而向知识化发展, 使象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一方面与中国的文学、绘画、建

筑、书法等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 使象棋充满迷人的艺术魅力；一方面与中国人的人生

理想、精神世界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 使象棋与中国社会密切相联。通过学习、了解象

棋，使学生自然而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喜欢。 

五、研究成果 

（一） 以“棋文化”促进“棋品”提升 

首先，学校开展象棋活动时，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学棋上。一方面，学校努力将棋知

识、棋技能训练和陶冶道德情操结合起来。如象棋拓展性课程的教材上有许多下棋的礼仪

和棋的小故事，注重培养学生的棋品棋德。做到：尊重对手，谦虚有礼；观棋不语，落子



无悔；下手勿傲，上手不惧；胜不骄，败不馁。学生把学棋中养成的良好品行，迁移到日

常学习生活中，优化了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有效开展象棋活动是项目研究活动的重要形

式。借助平时课堂中的对弈情况，每月评出“班级象棋之星”。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大型的

象棋棋王争霸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夺“棋王”荣耀。力求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

中展示自我，获得锻炼。同时积极开展有关象棋文化的班会课，让学生展示棋礼仪、棋故

事、棋名人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棋品的提升。 

其次，学校在创建棋类特色文化过程中，把下棋中的许多规范礼仪，迁移到学生行为

规范的训练中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加强象棋活动中“文明礼仪”要求和规定：

弈棋前必须与老师、对手点头问好；弈棋时坐相端正，双手放于膝盖上，克服下棋时用嘴

不用脑的不良习惯，落子无悔；弈棋后双方点头致谢，认真整理棋具，放于规定的地方。

这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行规内容，由班主任老师、象棋课程的老师严格训导，并由老师督促

检查，使得各项行规训导取得极佳效果。最值得一提的是象棋室，那是全校各班学生最集

中的地方，每当课余时间，这里聚满了同学，但可喜的是，棋室始终是静悄悄的，学生们

在静悄悄地下棋，有的在认真做记录，有的在认真思考。 

我们努力将棋知识、训练棋技能和陶冶道德情操结合起来。把学棋中养成的良好品

行，迁移到日常学习生活中，优化了日常行为习惯养成。力求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展

示自我，获得锻炼。同时积极开展有关棋文化的班会课，让学生展示棋礼仪、棋故事、棋

名人等方面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棋品的提升。其次，学校在创建棋类特色文化过

程中，把下棋中的许多规范礼仪，迁移到学生行为规范的训练中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以“棋活动”促进“人品”的完善 

为有效促进学生人品的发展，学校还将象棋活动与队会、主题班会、阳光体育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等结合起来，使孩子们在棋乐融融的文化氛围中，接受胸怀全局、顽强拼搏

等美好品德的熏陶，经受逻辑顺序、辩证分析等思维品质的训练。通过开展“班级对抗

赛”“亲子对弈”“班级小棋迷说棋”“小名师讲棋”“棋文化海报征集”“棋文化小报评比”

“棋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让学生懂得“开开心心学下棋，踏踏实实学做人”的道理，

把象棋视为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以棋会友、友谊第一、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互相帮

助、共同进步的学生多了；懂得学海无涯，棋艺无止境的道理，学棋时虚心好学，认真听

讲，积极思考，努力学习同学的长处用以弥补自己的短处的多了；赛棋时能克服心浮气

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心平气和的多了；遇到挫折不气馁，树立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

必胜的信念的多了。 

为多途径促进学生人品的发展，学校还在班级内开辟“象棋角落”，悬挂师生象棋活动

的图片、象棋礼仪标语或“班级象棋之星”宣传照，让班级内彰显象棋文化氛围，促进学

生学习期间对象棋文化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样，校园内，遇见老师行礼问好的孩子

多了；楼梯上，拥挤碰撞的现象少了；作业时，细致检查的多了，急躁粗心的少了……这



些，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象棋活动强化了学生的自律行为，使学生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

从而有效促进学生人品的发展。 

（三） 以“棋技术”促进“能力”的提升 

通过象棋活动的开展，提升学生的专注力、训练了学生的观察力、培养了学生的记忆

力、丰富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计算能力、增强了学生的挫折承受能力。同时，在非智力

因素上的帮助也是明显的，如毅力、耐心、细心、心理自我调节、思考方式等习惯的培

养。通过几年的实践尝试，学棋的孩子在以下方面得到锻炼： 

增强了抗挫能力。只要下棋就会有输赢，学会正确对待下棋中的输赢，坦然承认输

棋，就是对抗挫折能力的最好锻炼，赢得起却输不起的人是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提高了应变能力。棋盘上的局势瞬息万变，而棋手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根据局势变化做

出正确应对，孩子在大量的对局中学会对弈，逐步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激发了思维能力。在对弈过程中，棋手的脑子需要高速运转，既需要进行正向思维，

又需要进行逆向思维，在综合思维中得出最佳落点，而思维能力也将在对局中得到极大提

高。 

培养了精准的计算能力。任何对弈都需要精确计算，谁计算的准确和深远谁就可能获

胜。对局量越多，对计算能力的锻炼也就越大。 

（四）以“棋评价”促进“个性”的发展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智能是多元的。这些智能包括：语言智能、

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肢体运动智能、人际和内省智能及自然观察智能。

这 8种能力是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存在着的、与特定的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但每

个人身上的这 8种能力并不是均衡的，都有自己能力倾向。构建“以棋育人”的多元评

价，促进学生品行提升；擦亮特色名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吸取象棋精髓，陪伴学生健

康成长。 

六、结论与思考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在当今社会，很多的年轻人总认为月亮是外国的圆，总是夸夸

其谈的说外国怎么样的好，殊不知，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华文化，多么值得我们骄

傲，其中的中华文化多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棋文化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本文借助

“棋文化”活动在校园的开展，助力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抛砖引玉，衷心希望中国文化

在更多人的心里扎根、发芽、成长，做一个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 

象棋， 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缩影。我们相信, 随着对象棋文化不断的深入研究, 它

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理解、接受； 随着象棋进一步与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 它必

将一如既往地敞开宽阔的胸怀, 去寄寓人类的共同理想、进取精神, 为人类添一笔独特的

精神文化财富。 



前方的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定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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