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象棋的科学教育，将给教学带来一次革命 

——棋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中国梦进程中重要作用研究 

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

现中国梦，彰显文化自信，目前在文化界、教育界已达成共

识，特别是教育部长陈宝生强调，要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

进课堂，让琴、棋、书、画、武术走进课堂，这样，作为国

粹之一的中国象棋走入课堂、走进千百万百姓家的议题，就

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 

对比 2000 年前后，国家体委、教委等单位联合发出的

《让“三棋一牌”走进课堂》的通知，包括现在引进的棋种

“国际跳棋”，有人会问，学中国象棋，与学同样是国粹的

围棋，以及学国际跳棋、国际象棋、桥牌等，有何区别？如

果区别不大，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很尖锐。本文就将针对各种思辨，

阐述学习中国象棋的意义，通过对棋理的探索，使人们认识

到社会大棋盘、象棋大社会、象棋是社会的浓缩的道理。通

过对棋理的探究，学会象棋思维的方法论，从而指导生活、

指导工作，对社会发展有前瞻性地预判，为新时代实现中国

梦，最快速度地找到正确的思维方式。 

一、中国象棋与启蒙教育 

教育部发文，今后在学前教育阶段，不得教授超越年龄 



段的课程（如一年级的课程内容，包括拼音、识字、数字计

算等）。那么，在很多双职工家庭工作繁忙，无法带孩子，

孩子托管给幼儿园的基本情况下，怎样培养孩子的素质？ 

琴、棋、书、画、武术等类别的引入，成为必然。在玩

中学、在学中玩，作为益智类的游戏，中国象棋恰到好处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中国象棋与围棋、其他棋牌种类的比较 

同为益智类的游戏，同为国粹，很多家长认为，围棋是 

阳春白雪，象棋则是下里巴人，实际上并非如此。 

1.中国象棋的普及性与围棋的国际效应 

围棋棋子多，耗时长，非有闲阶级，不能浸心于此。这

就给圈外的人一种错觉，似乎下围棋的都是成功人士，下象

棋的都是普通百姓。我们不能因为很多成功人士都下围棋，

翻过来说它的逆命题，“下围棋将来肯定会是成功人士”也

成立。与之相反，在知识大爆炸的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捷，

生活节奏加快，要接受的知识量相当多，除了立志作为职业

的棋人之外，大多数人不可能在棋上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也

就是围棋普及程度远不如象棋的根源所在。至于围棋的广为

人知，具有一定的国际效应，纯粹是因为中日韩擂台赛宣传

的原因。而中国象棋，三十二子，性能不同，各司其责，又

互为依存，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能在空余时间，



歆享枰上之乐。这就显示出了中国象棋的优越性，中国象棋

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远非其他棋种所能比拟的。 

2. 学中国象棋体现出的效率  

学围棋，包括学其他棋牌种类，五子棋、国际象棋、国

际跳棋，桥牌等，由于这些项目的普及程度不够，无不存在

受众面的问题。就局限了这些项目，入门不易，提高更难。 

围棋受众面窄，在幼儿阶段，如果仅仅靠单纯地辅导机

构教育，孩子学棋不易，练棋更不易。在课外学棋，经济上

要有付出，长时间的对局，对局费是不小的数目，包括复盘

指点占用的时间，都要用金钱来考量的。经济投入不仅是个

庞大的数字，课下练习的训练量不足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而

中国象棋则不同，辅导机构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课下在街

头巷尾都能找到陪练，对书本知识的认知，很快都能通过实

践检验，印证。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而言，无疑雪中送炭。

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优选法所要解决的。中

国象棋的学习，就体现了优选法的最优选择问题。体现了经

济效率、实践效率，成才效率等多方面的好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象棋普及更易，步入高水平

更易。 

3.学中国象棋的入理效率 

再拿学围棋举例。一般学围棋，都要先从 7、9、11、

13 路开始教起，从死活题做起。这样孩子固然精与计算，但



大局观、其他棋理是涉及不到的，下一盘围棋要耗费大把时

间，教学中，下一盘难，复盘更不易。正常情况下，教育机

构是一次两小时的教学，并且在有多人学棋的情况下，才能

维持运转。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要想完成对多人的

对局、复盘，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完成了，让孩子养成了

快速走棋的坏习惯，不能深入思考，更是百害而无一利。相

反，象棋从初学开始，老师就通过思路树的分析，让孩子知

道思考的方法，在通过复盘查找得失关键，让孩子学会总结，

学会由术及理，再由理论指导技术，反过来指导下棋，并由

象棋思维的这些方法来指导其他学科的学习。 

三、中国象棋思路树概念与计算机、逻辑的关系 

中国象棋教学中，引入思路树概念，最早见于湖北阮

宜正先生的《象棋对策论》，书中的论述，为丰富象棋理

论，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中国象棋思路树概念 

中国象棋思路树概念，是对棋局的各种变化的例举出

来，然后在各个分支再例举探究，思路就如树岔一样，通

过对各种可能性的分析，进行对比甄别，找出最优选择。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引导学习者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无论去解决什么问题，脑海里都有这个思索：还有其

他方法解决没有？把各种方法列举出来，哪个是最好的方

法？这种思维习惯的养成，学习者将会受益终身。 



我们拿最简单的单兵对孤将的象棋残局举例说明：图一

为象棋入门最简单的棋形： 

 
 

轮执红先走。 

思路树：第一步走法：1.帅，有 4 种走法（上、下、左

右，目前这些走法都看不到实际意义，但也没有伤及自身，

所以评估为 50 分） 



2.兵，有 3 种走法（平 4，平 6，进 1，其中前两种自杀，

为 0 分。进 1，缩短了与对方老将的距离，最有效的攻击，

得分 100 分） 

那么在红方最佳走法兵 5 进 1 的分枝下，黑方有几种走

法？将，（平 4，平 6，进 1。其中，进一，与对方兵的距

离缩短，最危险，得分 0 分。平 4，平 6，价值相同，都远

离的一步，所以得 100 分），这样，得出结论：1.兵 5 进 1，

将 5 平 4（或 6），以此类推。…… 

那么延伸思考，我们与生活学习挂钩，什么时候思维条

理性显示得比较明显？哪几门学科？学科内容? 

这样让学生们通过作文提纲的分析，通过数学的解题过

程，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 

在生活中，如衣物归类，学习中的各种归类、归纳，如

思维导图在学习中的运用。象现在推广国学教育，学历史时，

把年代画图列表，年代的大事列出来，也是思维导图、或者

说是思路树概念的延伸。 

2.思维的严谨性与逻辑、计算机语言 

教育部长陈宝生说，以后高考要考小学的内容。小学的

内容，无疑是整个学习阶段的基础，对于高中生而言，似乎

太过简单。高考怎么考小学的内容？我们可以结合一些例子

来分析： 

一、“日”字加一画能组成多少个字? 



这个题貌似简单，在象棋、书法、语文教学中，都可选

用了这个例子。但很多在校大学生、包括很多家长等成年人

都写不全。因为思维没有条理，不严谨，用个不恰当的词来

形容：胡思乱想。实际上，如果思维有条理了，问题就很清

晰了。 

（1）上加画：白 

（2）下加画：旦 

（3）左加：旧 

（4）右加空白 

（5）里加（a）加横：目 

（b）加竖（不出头）田 

（上出头）由 

（下出头）甲 

（上下都出）申 

（上下都出头的拐弯）电 

这样推理严谨，就不会有遗漏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跨界思考，让学习者体会到

动脑筋的乐趣，有体会到万事一理的道理。对养成良好的逻

辑思维习惯非常有裨益。 

二、“6 的分解”问题 

这是小学一年级下期数学功课讲数字分解时的延伸。 

小学讲数的分解，是为了给孩子讲凑十法，比如： 



8+5=？将 5 分解出 4+1、3+2。 

那么引申一下，给各年级的学生思考： 

2=1+1,3=2+1=1+1+1，那么 6 的完全分解有多少

种？ 

有学生提出加 0 的概念，可以解释为，加 0 可以无限加，

就没有实际意义，先否定了这个选项，这样就确定了最简化

分解最小数字为 1。 

假设高考出现一道 5 分的小学内容的题“6 的完全分解

有多少种？”，在海量的高考题里，在合理的时间里，把这

道题的分数拿全吗? 

从学前孩子到大学学生（大学生有 5 人）到旁听的家长

（家长近 50 人，有大学文化的过半）近 100 人来做抽样测

评，学生家长没有一个做全的，小孩子仅有两个四年级的列

举到 9 个的，仅有一个高二学生(高中学生近 30 人)写满 10

个的，但延伸到 7 的分解时，高中学生也卡壳了，写不全了，

并且耗费了大量时间。当探讨讲解时，用降幂或升幂有序排

列，思维会很严谨也很容易自纠，学习者都有一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 

这种推理的过程，其实就是逻辑分析的过程，也是象棋

思路树分析在其他学科的延伸，也是计算机语言的前身。 

四、中国象棋与历史、语文学习的关系 

中国象棋之所以成为国粹，盖因其源远流长，回溯到 



楚河汉界的起源、红黑子的来历，可以讲到讲荥阳、讲楚汉

之争，从而引发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并通过图表的绘制，把

上下五千年历史列出来。这样就达到了历史学习与语文学习

的目的。 

1. 由楚河汉界的起源讲历史。楚河汉界的来历，是项羽 

和刘邦争天下，在河南荥阳划出界限，后来引用到象棋上，

作为两军对垒的分界线。红黑子的来历，实际上过去是红、

绿子。项羽的军队服装是墨绿色的，刘邦自称赤帝之子，所

以他的部队着红色。引导学生把上下五千年历史用图表列出

来。 

2. 从象棋技术知识延伸讲语文。我们每下一盘棋，在 

双方无棋具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双方相距甚远的情况下，如

何进行棋局探讨呢？这就需要掌握对局记录的知识了，延伸

思考，也让我们知道了盲棋是如何产生的了。 

象棋的边上，从右至左，写着 123456789 等数字，这就

相当于坐标，通过两条线的纵横交叉，锁定某一点的位置。

因为沿用古人读书的习惯，所以保留了古文从右至左从上至

下写字（古人读书点头）的方式。与之相反的是现代从左至

右、横向排列（读书摇头）。这么一讲解，就让学习者能够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包括成语“无出其右”的来历，以右

为最前面，出不了其右边，那么就是最好的了。例如对联“从

上到下看《左传》，书往右翻；由南至北吃西瓜，皮向东甩”，



这个对联把古人看书写字的方向都涵盖了，并且把方位词都

用上了。让读者记住古书的特性，懂得方位词的变化，顺序，

虚词的变化使用。从“海底捞月”、“猴子捞月”“炮碾丹

砂”、“凤凰三点头”这些残局的名称，也让学习者认识到

汉语的博大精深与趣味。 

五、中国象棋与学科的关系 

中国象棋的设计与产生，与军事斗争息息相关，因此，

反过来讲，从尺寸棋枰上，也折射出军事学的很多理论，如 

军事运筹学。 

1. 基形、复形、真相、假象、疑形概念。这些概念的 

引入，最早见于棋坛名宿贾题韬先生《象棋残局概论》的阐

述。贾题韬先生以其博学与深邃的洞察力，化繁入简，将象

棋残局的理论阐述得相当透彻。贾先生将最基本的杀形（和

形）定义为基形，将复杂的杀形（和形）归纳为都可以分解

到基形的形，将之定义为复形。从基形复形的概念中，我们

又可以把得出正确的基形叫真相，对从复形到基形的还原过

程中，错误的认知或容易把 A 误为 B 的判断称为假象，把模

糊概念称为疑形，明晰了象棋残局理论。 

2.与军事运筹学的关系。我们拿中炮布局为例。由炮平

中直接威胁对方老将，引出中心区域、非重要区域、要点等

理论，又由此总结出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由炮的轻发，引出

一系列的问题，总结出兵法“孤军深入”大忌的讲解；又由



此引申出来，协同、配合、控制中心区域的道理；又如小兵

卡肋的升值作用，引申到奇兵作用，与现代战争特种兵的运

用相仿佛，无不彰显出军事运筹学的力量。 

3.中国象棋与哲学、数学的关系 

在上一章节，讲到“孤军深入”时，关联讲出“脱节”

的弊端，反证呼应、连锁之重要，提出火力配置组合覆盖

率、deltaΔ（德尔塔值，变量。最早出于阮宜正先生《象

棋对策论》），子力价值在占位不同时，会被赋予 deltaΔ

变量的增值，当火力配置组合达到某个值域时，就基本达

到了制胜条件。目前流行的象棋对弈计算机软件，分值的

判断，与本节阐述的道理是一致的。 

通过对协同多兵种作战、速度、效率的讲解，延伸理

解到军事运筹学、军事管理学等方面，树立大局观，同时

又看到局部与大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忽视视局部作战，

养成总、分、总的严谨的逻辑思维。通过对小棋盘棋理的

探究，总结出方法论，上升到哲学高度，认知到“万事一

理”的道理，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人脑在某一具体领域

对事物规律的认知，思维规律都是一样的，引出通感概念。   

目前小学阶段的教育，尽管数学难度要远远大于 30 年

前，语文的深度也远远超过以往，但老师不知自己讲得啥，

围绕着什么在深入，学生不知学得啥，不知这些学科的学



习究竟能干啥，成为困惑启蒙教育的一大问题。而中国象

棋的科学化教育步入校园，让孩子学会分析，学会思考，

学会最优选择，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将给启蒙教育阶段

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实现中国梦，提高民族素质是关键。一个健康

的肌体，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而不是象目前体育比赛

的指导思想，选几个姚明、刘翔之类的优秀选手去参赛，

获得了奖牌之类的，似乎就代表全国人民的总体体育水平。

个别的高水平，不能说明整体的水平。同理，一个优秀的

国家，一个国民素质高的国家，每个人的高素质，才是真

正的高素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可以预见，

中国象棋的科学化教育步入校园，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飞

跃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