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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象棋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刘刚  郑霞 

温州大学体育学院 

 

摘要:本研究采用文献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总结并分析温州市瓯海

区三垟第三小学全国象棋特色学校相对成熟的象棋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过程中

的成果和经验，探索三垟第三小学中国象棋校本课程的领导机制、开发背景、开

发目标与原则、内容体系、评价方案、实践过程及实践效果，并分析该校在象棋

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本次研究旨在为中小学象棋

校本课程项目的开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促进温州市乃至全国中小学象棋校本

课程在学校的普及与推广。 

  

关键词：中国象棋，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学校，校本课程 

 

中国象棋蕴含着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和文化，具有德育、智育、娱乐和

社会教化等多种教育功用。象棋运动于 1956 年被列为国家体育运动的正式竞技

项目。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在学校开展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三项

棋类活动的通知》指出：“开展棋类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学生个性的塑造和美德

的培养，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质。”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改变了体育课程形式相对单一的现状，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到

学校中，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从而为学校文化建设层面提供了良好的积淀

作用。对于学校而言，校本课程的开发既丰富了课堂形式，又增加了学校生机，更加凸显了

学校的特色教学，同时也是国家课程体系的有益补充，对学校特色化教学和多样化

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调查法等。 

2 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传统象棋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 

2.1 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领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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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垟第三小学组建校本课程实施和管理小组，校长制定校本课程发展的总体

构想，从宏观上把控象棋特色建校的方向；加强教师课堂监督机制，促进校本课

程教师的良性发展，给与教师更多的培训机会，促进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素养的

提升。学生工作处负责象棋校本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并协助科学研究处进行教

师教学评估和学生成绩评定工作。科学研究处制定校本课程实施和管理小组的规

章制度并对其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反馈，并掌握学校校本课程整体的发展趋势，

学校科学研究处在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中起到了导向作用，为象棋老师在象棋校

本课程开发和实践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2.2 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及原则 

2.2.1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 

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包含学校课程发展目标、学生发展目标和教师

发展目标。其中，学校课程发展目标是通过对传统中国象棋的开发成校本课程，

完善了地方课程和国家课程的缺陷，增加了学校体育教学的多样性，促进了学校

课程的发展。再次，学生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学习中国象棋校本课程进一步使学生

学习中国象棋的棋艺技法，掌握一定象棋棋艺知识，懂得棋艺的规则与原理；中

国象棋的德育功能和智育功能在教学中得以体现，学校象棋实战教学中，注重学

生掌控全局素质的训练；在象棋比赛中，注重学生心理素质及棋德的养成，培养

学生中国象棋综合素养。最后，教师发展目标是通过中国象棋校本课程的开发过

程的参与，体育教师探索新课改下的教学新模式，通过参与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

增强了体育教师的科研和实践能力，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 

2.2.2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原则 

    合宜性原则：温州市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开发象棋校本课程的先决条件是学

校象棋的设施、师资队伍、象棋环境及学情分析。象棋校本课程的引入对于三垟

三小课程结构的优化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有突出的贡献。益智性

原则：象棋运动是一项提升智力的智慧运动，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和学习中国象棋，

在洞察力、专注力、记忆力、创新力、思维力五种智力基本因素上会有很大的提

升。传承性原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深入的对中国象棋

进行挖掘并进行校本化发展，并将中国象棋的文化理念植入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

形成具独具特色的温州本地化特色学校；同时，中国象棋的教育价值、德育价值

及身心教育价值在学校体育教学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现。社会教化性原则：儒家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象棋文化则是儒家文化中最为出彩的经典文化。中

国象棋中体现着儒家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悔棋中礼让对方表现出

儒家的礼文化，下棋时落子无悔体现着儒家的诚信文化。综合性原则：象棋活动



 

 

 

 

 

3 

的本质是智力上的逻辑训练。在对弈时，运用战术决策时需考虑到大局观及得失

率的问题，能够深刻的培养学生思维逻辑、理性分析、战术运动及果断决策等能

力。 

2.3 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体系 

2.3.1 三垟三小传统象棋校本课程的目标编制要求 

象棋校本课程的目标的设定需要本校的情况来实施，同时要兼顾老师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来完成学校的课程任务，从而达到传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象棋文化，

形成独具特色的象棋文化校本课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突出校园特色文化建设，

打造校园品牌。三垟三小象棋校本课程分为启蒙篇、启智篇、德育篇三册，分别

在低、中、高年级段组织实施普及教学，主要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会下棋，并

逐步提高棋艺。 

2.3.2 三垟三小传统象棋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总称为“小脚丫课程”，选择小脚丫型

作为课程结构主要形状，寓意只要迈出脚丫，每一步都是精彩的。“小脚丫课程”

包括“迈实课程、迈好课程、精彩（迈活）课程”。迈实课程：科学的、规范的、

必修的学科国家基础课程；迈好课程：既是自主的合作的、发展的又是个性的、

创新的、选择性的学科拓展课程；迈活课程：浸润的、体验的、渐进的活动拓展

课程。 

传统象棋课程教材“五化”处理：一、结构化处理：中国象棋的知识结构是

在人们大脑中的组织形式，它包括各种象棋分类知识的配置比例，相关程度和协

同的关系。通过心理学的实践研究和长期的经验可知，结构化的知识能够很容易

的被人们所接受，同时又容易牢固的长期记忆。二、活动化处理：“活动性”是

中国象棋在教学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通过改变以往教学固有的理念，增强象

棋教学的灵活性和实践性。在象棋校本课程中，学生通过各种活动化的训练和对

弈，积极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三、联系化处理：象

棋教材联系化处理的过程中，做好象棋校本课程教材课内知识的前后联系及与真

实史实再现的前期工作，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史实之间进行深度的融合教学，让

学生能够形象生动的接受中国象棋知识，同时优化教学内容和结构。四、图像化

处理：新的象棋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图文并茂。各种棋局、战术图案及人物图案

声情并茂的显示在教材上，培养学生从图像获取知识的能力。在图像化处理过程

中，象棋老师始终坚持“以学生领悟为主，教师点拨为辅；学生讲述在前，教师

评价、补充在后”的基本原则，使学生学会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五、具体

化处理：传统象棋校本课程教材的具体化处理，是根据体育课程标准的要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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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教材的总括性的内容进行细化外显，以图像、注释、数据、战术图示等相关

方式进行具体阐述，能够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象棋教材，满足课程标准的要求。 

2.3.3 象棋校本课程内容构成 

象棋校本课程的内容构成分为象棋校本课程本体内容、各学科融合的棋文化

课程内容和智雅社团课程内容。 

一、象棋校本课程内容 

校本课程教学内容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国象棋。表 2-1、表 2-2、表

2-3分别是入门阶段、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校本课程教材，入门阶段主要教授

内容为认识象棋、棋子的走法、对弈规则及感受校园魅力；初级阶段主要教授内

容为残局篇、布局篇及中局篇；中级阶段主要教授内容为“守”篇、“以攻代守”

篇及“攻”篇。 

表 2-1象棋校本课程启蒙篇 

第一单元 

我们来认识象棋 

第二单元 

我们一起学习棋

子的走法 

第三单元 

我们来对弈 

第四单元 

我们美丽的校园 

认一认象棋 “车”的走法 胜负与和棋 感受校园文化魅力 

认识棋盘、棋子 “炮”的走法 记录方法 感受校园文化魅力（二） 

棋子的摆放和基本规则 “马”的走法 实战技术  

 “相”的走法   

 “士”的走法   

 “将”的走法   

 “卒”的走法   

表 2-2 象棋校本课程启智篇 

第一章：残局篇 第二章：布局篇 第三章：中局篇 

象棋残局 开局 中国象棋中局战术 

对面笑杀法 顺手炮横车对直车 谋子战术 

重炮杀法 对兵局 兑子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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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槽马杀法 仙人指路对后补中炮 运子战术 

中国古代四大名局 中炮对单提马 弃子战术 

  表 2-3象棋校本课程育德篇 

第一章：“守”篇 第二章：“以攻代守”篇 第三章：“攻”篇 

金蝉脱壳 围魏救赵 请君入瓮 

前倨后恭 有的放矢 卧薪尝胆 

偃旗息鼓 白衣渡江 一箭双雕 

强弩之末 张驰并施 捷足先登 

  凿壁偷光 

二、各学科融合的棋文化课程内容 

表 2-4“1+X”模式下棋文化对应课程表 

中国象棋 各学科 

棋技 象棋课 

棋德 主题队会 

棋语 语文课 

棋数 数学课 

棋艺 美术课 

棋书 书法课 

棋舞 体育课 

三垟三小开展象棋校本课程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完善了各学科

育人的全面发展性结构。在教学思想上，采用各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并且整合知识，

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充分的挖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象

棋校本课程的教学成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使其最终达到“1+X”的效果，形

成了棋文化课程。例如，将棋韵方面的知识融入到语文课程的单元拓展中进行教

学，运用语文中古诗词素材来解读象棋文化，也可以运用象棋的规则文化来解决

数学问题； 

三、智雅社团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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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雅社团的创建是中国象棋在学校教学普及转向提高的重要标志。三垟三小

有中国象棋智雅社团初级班和高级班：低段的智雅社团人数为 20 人左右，一周

一节课，一二年级的课程目标主要是让学生认识中国象棋、各子行棋方法及记录

方法；三、四年级课程目标主要是熟练掌握各种残局、布局及中局战术；五、六

年级进行专项训练“攻”、“以攻代守”、“守”专项技术。高段的少年宫人数为

15 人左右，由温州市象棋协会的专家专职，平时教授的上课形式主要是破残局

（破残局、互动交流和老师讲解分析）和对弈（以 2到 3个棋局复盘、战术运用

与讲解）。 

2.3.4 象棋校本课程的教学形式与方法 

通过不同的象棋活动形式来完成中国象棋在学校的普及推广，瓯海区三垟第

三小学中国象棋教学开展的主要形式是体育课、校本课、课外一小时、大课间、

智雅社团及少年宫六种形式。体育课及校本课主要是针对全校的学生进行教学；

课外一小时及大课间活动主要是通过班主任及负责教师安排学生有计划的进行

练习并指导教学；智雅社团只要是通过班级选拔优秀棋手入选校象棋队，有外聘

的专业教师进行训练并参加相关比赛，每周有两节的中国象棋专项训练课程（智

雅社团低段学生有一节训练课程）；少年宫主要是针对有象棋兴趣的学生开设的

业余活动，主要是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促进中国象棋在学校更好的普及和发展。

三垟三小象棋校本课程教师主要运用讲解传授法、示范观摩法、测验反馈法、训

练比赛法、研究谈论法等教学方法。 

2.3.5 各项比赛设置 

为了更好地营造中国象棋特色建设的氛围，浓郁学校象棋文化,提升学校特

色品味，培养师生爱棋、学棋的兴趣，提高师生下棋的能力，活动安排的车轮战、

童叟对弈、教学相长、学生擂台四项展示活动，学校特地邀请了市棋协相关老师

跟学校学生进行车轮大战，同时邀请了乡村老人棋手和象棋老师跟学校学生进行

对弈，活动展示后中国象棋特色教学初显端倪，这样的形式与规模的“象棋节”

每年按期举办。 

表 2-5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中国象棋节文化节各项比赛安排表 

项目 对象 组织上报 

中国象棋节开幕式 全体师生 校长 

中国象棋知识有奖问答 四至五年级学生 班主任 

中国象棋棋语书法赛 一至六年级学生 全体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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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棋课堂研讨 全体教师 体育组组长 

我与中国象棋故事比赛 一至五年级学生 班主任 

中国象棋节节徽征集赛 一至六年级学生 美术老师 

班级棋王棋后选拔赛 一至六年级学生 中国象棋课程教师 

年段棋王棋后争霸赛 各班级棋王棋后 中国象棋课程教师 

棋协友谊对抗赛 
教师代表、棋协成员及家长

代表 
副校长 

中国象棋课堂展示 象棋教师 教研室主任 

中国象棋车轮展示 各年段棋王棋后 各年级主任 

各班级学生象棋对弈 一至六年级学生 
中国象棋课程教师、全体班

主任 

2.4 传统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机制 

《棋与人生》作为学校的特色课程，着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

主要为：一是形式上是否符合学校“每一步课程”总体规划的要求，是否有课程

实施的说明，是否有课时保证；二是内容上是否尊重学生的兴趣与自主发展需求，

是否符合学校实际和特色，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与其他课程融会贯通；三是在成

效上是否广泛学生参与，是否有活动展示、创新设计、棋艺成长档案袋记录等形

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家长、学生的满意度。 

    《棋与人生》课程管理小组每学年组织教学科研处、学生工作处等部门，根

据上述标准对全校象棋课程教学与实施情况进行认证与评估。学生学习成绩

（100%）=过程性评价（40%）+成果性评价（60%）。过程性评价包括出勤、态度、

课堂表现情况、课外象棋活动等；成果性评价包含竞赛成绩、棋士晋级赛等；学

生成绩评定等级分别为等级一（A）、等级二（B）、等级三（C）、等级四（D）。学

生成果性评价过程中，象棋学习的档案袋评价可以一学期进行一次，也可以定期

开展。根据教学预设的目标，学期结束时通过本人评价、同伴评价及老师评价综

合给出评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让学生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棋艺水平；同时，

过关晋级测试是象棋棋艺水平一种客观、量化的评价方式，能够准确测评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学习中出现的基础性错误并予以纠正。主要以班级生

生对弈、年段过关、校级棋士晋级、各类区级以上竞赛等形式进行晋级评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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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一至九级小棋士，并颁与“小棋士”奖章。 

3 瓯海区三垟三小象棋校本课程的实践效果 

通过对实践调研进行分析，学生参加中国象棋比赛动因从高到低依次为“兴

趣爱好”、“调节学习状态”、“取得等级证书及奖状”、“提高中国象棋技术”、“表

现自己的才能”、“提高参赛经验”、“提高心理素质”；同时，通过实践调研观察

得知，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对于看见小巧精致的东西都会有一种好奇，学生们在课

堂上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也会练习象棋技术，积

极的参与有关中国象棋的活动，通过同学之间对弈获得对于胜利的满足感。根据

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接受知识的能力进行设计课程，所表现出的数据合理

分布，说明象棋校本课程的内容选择及课时安排很合理；各个年级的绝大多数同

学能够很熟练的掌握课程目标内容，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复杂性象棋技术的学

习呈现增加趋势，棋艺的熟练程度上在呈现提高趋势，瓯海三垟第三小学中国象

棋校本课程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调研可知，同学们想考取棋士等级证书的

意愿非常强烈，说明学校校本课程实施的大环境中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很高。 

通过对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体育老师和外聘教师进行调查得知，他们能够很

熟练的掌握中国象棋的教学技能，100%的外聘教师能够很熟练掌握中国象棋的教

学技能。外聘的专家比本校的体育教师掌握更为全面的中国象棋技艺，象棋专家

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水平，对于教授学生中国象棋技能有很大的效果，体育教师更

侧重于中国象棋的教学方法上的运用，更加注重校本课程的普及化教育，外聘教

师侧重于教学及象棋队的比赛训练工作。 

4 结语 

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中国象棋校本课程依托有利的开发背景，依据象棋校本

课程开发的目标，遵循象棋校本课程开发的原则，将其开发的内容体系分为教学

内容体系和比赛内容体系；其评价机制包含课程评价内容、学生评价及教师评价

三个方面。通过对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象棋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过程进行总结和

分析，提炼适合象棋校本课程目标设定、内容构建、赛事举办、校园文化创设及

科学的评价和反馈机制，为其它开展中国象棋校本课程的学校提供宝贵的借鉴作

用。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传统体育项目校本课程的指导和推广，建立长效的体育教

师培养机制，促进传统体育项目校本课程教师队伍专业化，大力普及和推广传统

体育项目的优秀文化。同时，不断完善“以棋育德”的德育特色模式：将象棋特

色与学校课程、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相结合，出台棋德评价机制；构建棋文化课程

群，推进学校特色文化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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