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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 年，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就颁布了“三棋”

进校园的文件（教体艺司函[2001]7 号）。2001 年到 2021

年的 20年间，全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将象棋普及纳入小学一、

二年级的校本课程体系或课后服务体系。 

2021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 ，“双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

和时长。小学一、二年级不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了。众多家

长拍手叫好之余，仍不免心存焦虑：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还

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业没了，课后不巩固，但期末考

试的难度并没有降低。 

一方面，学校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而另一方面，

教育“双减”让部分家长的焦虑有增无减。在很多小学一、

二年级已经开展了象棋校本课教学的背景下，如果能以象棋

教学作为“整合基点”，融入《语文》《数学》等学科的相

关内容，进行象棋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活动。既能够让更多的



同学通过学习象棋巩固《语文》《数学》等学科知识，丰富

象棋学习成果的展示方式，又能缓解家长的焦虑。同时也更

好地呼应当下的“双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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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2021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 ，“双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

和时长，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双减后的第一个学期，小学一、二年级不再布置家庭书

面作业了，新东方、学而思等机构开办的校外辅导班没了。

但期末考试的难度并没有降低，中考的分流更加严峻，高考

的选拔依然残酷。 

当家长打开孩子的期末试卷发现一堆生字表、词语表里

的字词不会写，一大把数学题不会做时，反而更加焦虑了。 

早在 2001 年，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就颁布了“三

棋”进校园的文件（教体艺司函[2001]7 号）。 文件要求：

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过



程中，要结合本地区和各学校的实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

展‚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三项棋类活动。 

2001 年到 2021年的 20年间，全国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

到象棋教育对于少年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将象棋普及纳入

小学一、二年级的校本课程体系或课后服务体系。给了小学

生们更多的接触象棋、学习象棋的机会。 

2.研究意义 

象棋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棋类活动,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象棋爱好者斗智斗勇的战

场。2016年 5月 6 日的《人民日报》曾报导：《象棋根在民

间，2 亿用户不夸张》。可见，作为中华文明的国粹，在“三

棋”中，象棋的普及程度最高。很多小学老师和学生家长同

时也是象棋爱好者，具备一定的象棋基础知识。 

在小学一、二年级已经开展了象棋校本课教学的背景

下。如果能以象棋教学作为“整合基点”，融入《语文》《数

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进行象棋跨学科综合教学活动。将

能拓宽小学生学习象棋的内容、形式和渠道，改变以前的应

“赛”教学模式，把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作为学习象棋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使更多的学生能通过学习象棋受益。 

本课题通过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象棋教学融入

其他学科的必要性、实现有效融入的相关措施进行了分析，

以期能够为小学象棋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效结合提供一定



借鉴。 

笔者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发

现前人的研究大都重视象棋竞技方面，小学象棋教学多学科

融合研究方面，仍属空白。本课题的研究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二）研究思路和框架 

1.研究思路 

跨学科整合是目前教育教学工作的热点，也是课程改革

的必然趋势，它是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打破学科间的界限，

以统一的主题、问题、概念、基本学习内容来连接不同学科，

使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系统的思维方式，体验知识间的联

系，淡化学科间的界限。 

（1）视角。 

在教育界有句谚语：一、二年级相差不大，三、四年级

两极分化，五、六年级天上地下！因为在小学一、二年级阶

段，孩子的成绩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欺骗性，所以考试其实没

有那么重要，孩子会运用所学的知识才是重点。 

1.1通过听课、调研，发现一年级象棋课程教学过程中，

与《语文》《数学》等科目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

因。 

1.2研究象棋融合教学对提升学生文化基础的影响，把

握其活动特征，进行有效观察与评价。 

（2）方法。 



2.1实践应用法 

在一年级象棋教学中融入《语文》《数学》科目。 

2.2对比试验法。 

在一年级每周一节的象棋校本课中，将一年级的《语文》

《数学》知识点融入象棋教学过程。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后，

对学生的语文素养、数学能力进行前后对比，了解研究实效。 

2.3案例研究法。 

    组织课题组教师，利用课题教研活动时间，积极开展象

棋与《语文》《数学》教学融合的典型案例分析，并将分析

形成资料。 

  2.4 经验总结法。 

在课题研究和教育活动中，注重积累经验，掌握第一手

资料，不断进行概括、归纳、总结，最终提炼出切实可行的、

科学高效的的课题研究成果。 

2.研究框架 

1.研究内容和目标。 

内容： 

针对目前象棋在小学教学是一门独立的课程的现状，研

究如何通过学科融合，更好地彰显象棋课程的魅力。 

目标： 

学生在象棋知识点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象棋中的形象思

维和逻辑思维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和数学能力。 



（三）核心概念界定 

1.多学科融合 

 融合：融化汇合，合成一体。具体到多个学科内容与

小学象棋教学融合为一体，是指小学象棋教学内容与多学科

内容是相关的，两者是协调的。 

“多学科融合”这个话题，应存活于学习的刚需，只是

围绕一点儿搭边的话题，几个学科的教师依次上台教学，这

是拼凑，而非融合。它没有一个独立的课程支撑,使其在常

态教学中自然运行并惠及每个学生。融合，是学习需要下的

融合。新的学习任务需要多种必要学科的必要关联，此时的

融合才有价值和意义。它打破了单学科的壁垒，活跃了多元

智能的互联共济。多角度思考问题，多形态展开学习。 

2.小学象棋教学 

本课题中的小学象棋教学特指小学低年级象棋校本课

的教学。 

（四）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

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

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

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2.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

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



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

构的方式而获得。因此，“情境”、“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3.我国小学生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接触成语故事、唐诗

宋词，具有一定的语文素养。 

4.老师们在中国象棋教学过程中创设成语、诗词等情

境，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和主动建构。 

二、小学象棋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象棋进校园夯实了我国象棋竞技后备人才基础，极大的

促进了象棋的发展。 

然而，随着象棋进校园的深入开展，也逐渐显现出以下

问题。 

部分老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少部分学棋进步快的学生

身上，教学内容向尖子生倾斜，放松或忽视了对全体学生的

培养，从而使不少学生失去了继续学习象棋的兴趣和信心，

逐渐远离了象棋。 

小学教育阶段本应该是普惠教育，但小学象棋教学却成

为了为象棋尖子生服务的的精英教育。 

三、小学象棋教学与多学科融合的必要性 

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

下简称《纲要》）中，有关课程改革具体目标第二条明确指

出：要重建新的课程结构，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科目过多和缺乏融合的现状，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

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 

象棋具有竞技性和文化性的属性，作为一门趣味性强的

课程，鼓励小学一年级学生将象棋课上所学的知识与《语文》

《数学》等学科知识相结合，而不是以往的唯竞技形式。 

四、小学象棋教学与多学科的实施过程 

（一）修订课标 

《纲要》提到，要重建新的课程结构，设置综合课程，

以适应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 

在小学象棋课程标准中，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身心发展

的特点，结合《语文》《数学》中与象棋有关联的学科知识，

提高象棋在学校的教学地位。 

（二）小学象棋校本教材建设 

目前，市面上的象棋教材的内容较适合竞技培训，无法

满足多学科内容融入小学象棋的教学需要。 

课题组在创编过程中，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出

发，从《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6年级）、《新课标

部编版小学生成语词典》、《新课标部编版小学生必背古诗

词 108首》等教材和工具书中选取成语、诗词，挖掘与象棋

知识的融合点，编写了本套校本教材。 

以一年级上学期教材为例： 

表 4-1：象棋校本课教材中体现出的《语文》内容整理 



 主题 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1 对局礼仪 中华文明礼仪 

2 中国象棋知识 成语 

3 中国象棋知识 诗词 

4 中国象棋知识 《西游记》 

5 中国象棋知识 三十六计 

 

表 4-2：象棋教材中出现的成语素材整理 

 中国象棋知识点 成语素材 

第 1 课 认识棋盘棋子及棋子的摆放 万事俱备、寥寥无几、整整齐齐、颠三倒四 

第 2 课 帅（将）的走法与胜负 赤膊上阵、运筹帷幄、自投罗网、令行禁止 

第 3 课 兵（卒）的走法与吃子 一箭双雕、事半功倍、无疾而终、按兵不动 

第 4 课 车的走法与吃子 自取灭亡、出其不意、一锤定音、无功而返 

第 6 课 单元测验 势如破竹、形单影只、直捣黄龙、严正以待 

第 7 课 炮的走法与吃子 乘虚而入、见义勇为、百万雄兵、坐以待毙 

第 8 课 仕（士）的走法与吃子 生机勃勃、死路一条、势不可挡、半途而废 

第 9 课 相（象）的走法与吃子 放虎归山、智计百出、万念俱灰、喜出望外 

第 10 课 马的走法与吃子 顾此失彼、一石二鸟、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第 12 课 级位测试——15 级 大意失荆州、防不胜防、顺手牵羊、瓮中捉鳖 

 

表 4-3：象棋教材中出现的诗词素材整理 

 中国象棋知识点 诗词素材 

第 4 课 车的走法与吃子 《悯农》《所见》 

第 10 课 马的走法与吃子 《望庐山瀑布》《出塞》 

 

（三）在象棋教学中营造多学科融合的学习氛围 

以《小学生象棋课本》校本教材为指导， 在一年级象

棋教学中融入《语文》《数学》科目。 

（1）与《语文》学科的融合——棋中有成语，棋中有

诗词。 



象棋已有几千年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中国人

民智慧的结晶，象棋中蕴含着许多语文知识。 

例如： 

术语：马后炮、连环马、将军··· 

棋联：万机分子路；一局笑颜回··· 

棋诗：唐·白居易《贺春深》《池上二尽》、南宋·陆

游《春晚书怀》、明·王守仁《哭象棋诗》··· 

在小学象棋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象棋知识来挖掘学

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教学案例 1：象棋知识点和成语学习的结合。 

老师讲述象棋知识点：马的走法。 

 

引导学生用成语表达图中红马的处境：四面八方、八面

玲珑··· 



  

引导学生用马的行棋规则完成成语连线。 

 

教学案例 2：象棋知识点和诗词学习的结合。 

老师讲述象棋知识点：将军与应将。 



 

上图中，黑马将军，红帅无路可逃，红车用蹩马腿的方

法应将。引导学生用诗词的意境来表达红车应将这步棋。 

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

龄《出塞》··· 

（2）与《数学》学科的融合——棋中有逻辑，棋中有

思维。 

在象棋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一起捕捉数学信息，学生在

熟悉的象棋情景中，不知不觉地应用了数学知识。 

教学案例 3：象棋知识点和加法、减法学习的结合。 

老师讲述象棋知识点：车的走法。 



 

引导学生用数学知识加法、减法进行巩固复习。 

练习 1：在棋盘上分别标示出红车和黑车可以走到的点。 

练习 2：红车可以走到的点有（  ）个。 

++= 
黑车可以走到的点有（  ）个。 

+++= 
练习 3：红车可以走到的点比黑车多（  ）个。 

◯=（个）。 
 

教学案例 4：象棋知识点和分类、整理学习的结合。 

老师讲述象棋知识点：象棋的棋子。 



 

引导学生用数学知识分类、整理，进行巩固复习。 

练习 1：象棋有 32 个棋子，如果分成两组，可以怎样分？ 

 

练习 2：将 32个棋子，按不同的兵种分一分，填写下表。 

 

练习 3：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信息？ 

 

（四）教学成果分析 

1.分析工具的编制与实施。 

本研究中问卷采用自编问卷《天门市 X 小学象棋校本课

调查问卷》，天门市 X 小学将象棋列入一年级的校本课程。

本次调查问卷，以天门市 X小学一年级的 608 名学生为调查

对象。 



通过学期初和学期末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检视本学期象棋教学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成果、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查问卷共收回 548 份，其中，学期初 245 份，学

期末 303 份，剔除学生未做完和没有按照要求填写的问卷，

经过审查，548份为有效问卷，分为 274 组，有效率 90.1%。 

2.教学成果。 

（1）家长在家陪伴学生下棋的情况 

家长可以在家陪伴学生下棋，从学期初的 39.18％增

长到 43.23％；家长没有时间陪伴学生下棋的情况也大大降

低，从学期初的 26.53％下降至 19.47％；同时，家长因为

不懂下棋，所以不能陪伴孩子的情况也有所降低，从学期初

的 34.29％下降至 30.21％。 

 

图 1-1，家长在家陪伴学生下棋的情况 



（2）学习象棋对学科成绩的提升。 

学生和家长认为学象棋能提高语文成绩从学期初的

62.86％提升至学期末的 81.19％，认为能提升数学成绩从学

期初的 72.65％提升至学期末的 87.46％。其他各科目也都

有大幅度的增长。 

 

      图 2-1，学习象棋能提升哪些学科的成绩？ 

（3）学习成语的兴趣及成语储备量的提升 

对成语故事的了解由学期初的 86.12%，增长至学期末的

91.42%，喜欢成语故事的学生有所增加。掌握 21-30 个成语

的学生明显增多，由 12.24%增长至 17.82%。 



图 3-1，学习成语的兴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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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成语掌握调查对比 

（4）在象棋中运用成语 

在同一棋型中，仅改变成语出现的形式，答对的同学明

显增多。问卷 11 题中，正确率从学期初的 58.78％提升至

80.20％；问卷 12 题中，正确率从学期初的 71.43％提升至

85.48％。 



 

      图 4-1，问卷 11 题，象棋与成语的运用 

 

          图 4-2，问卷 12 题，象棋与成语的运用 

（5）学习诗词的兴趣及诗词储备量的提升。 

能背诵 11-20 首的由学期初的 23.67%增长至学期末的

29.04%；问卷 14 题，象棋与诗词题目的正确率由 60%增长到

73.47%。 



 

             图 5-1，诗词掌握调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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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问卷 14题，象棋与诗词的运用 

（6）学习象棋的目的。 

学生与家长学习象棋目的有所改变，期望比赛获奖的略

有下降，期望能够提升语文、数学的成绩，从学期初的

33.47％提升到了 42.57％。 



 

          图 6-1，你学习象棋的目的是什么？ 

 

研究成果表明，小学象棋教学与《语文》《数学》等学

科的融合后，更多的家长愿意在课余时间陪伴子女下象棋。

认同学习象棋能提升语文、数学等学科成绩的学生、家长人

数明显增加。喜欢成语故事的学生有所增加。掌握 20 个以

上成语的学生明显增多，能正确运用成语来描述象棋局面的

学生明显增多。学生的诗词掌握量明显增加，能正确运用诗

词来描述象棋局面的学生明显增多。 

家长也对象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习象棋的目的从期

待子女比赛获奖转移到通过学习象棋提升语文、数学等学科

成绩。 

五、结语 

在学生和家长的心目中，普遍认为语、数、外是主要学



科，象棋只是副课，在语、数、外的学习中起调节作用。 

在国家“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在象棋教学活动中进行

多学科的融合，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象棋的兴趣，让更多的

同学充分参与其中。同时，丰富象棋学习成果的展示方式。

既能提升象棋课程在学生和家长心中的地位，又能培养有利

于孩子长期发展的特质，同时也缓解家长的焦虑，更好地呼

应了当下的“双减”政策。 

由于本次课题的研究时间短暂、研究者的能力有限，本

课题的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 

 

 

附录 1 

 

天门市 X 小学象棋校本课调查问卷（学期初） 

亲爱的同学：我们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智力运动研究课题组，为

了了解我校学生的象棋学习情况。请你配合完成以下调查，问卷不需

要填写自己的姓名和班级。你的意见有助于本次课题高质量的完成，

感谢你的支持！ 

 

（1）你的年级是？（  ）（单选） 

A. 一年级 



B. 二年级 

C. 其他 

（2）除了在学校学习象棋，你有没有参加校外的象棋兴趣班？（  ）

（单选） 

A.有 

B.没有 

C.准备参加 

（3）你有没有在家玩中国象棋？（  ）（单选） 

A.有 

B.没有 

（4）家长有没有陪你玩中国象棋？（  ）（单选） 

A.有 

B.没有，因为家长没有时间。 

C.没有，因为家长不懂象棋。 

（5）下面这些学科，你喜欢哪几门？（  ）（多选） 

A.语文 

B.数学 

C.英语 

D.体育 

E.音乐 

F.美术 

G.道德与法制 



H.科学 

I.象棋 

（6）你认为学象棋能提升哪些学科的成绩？（  ）（多选） 

A.语文 

B.数学 

C.英语 

D.体育 

E.音乐 

F.美术 

G.道德与法制 

H.科学 

I.都没帮助 

（7）你喜欢阅读成语故事吗？（  ） （单选） 

A.喜欢 

B.不喜欢 

C.无所谓 

（8）目前你已经掌握了多少个成语？（  ） （单选） 

A.5 个以内 

B.6 到 10 个 

C.11 到 20 个 

D.21 到 30 个 

E.30 个以上 



（9）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此时的局面，你认为哪一个更贴切？（  ）

（单选） 

 

 

A.风平浪静 

B.风和日丽 

C.不知道 

（10）在七个兵种中，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将（帅）的价值，你认

为哪一个更贴切？（  ）（单选） 

 

 

A.无价之宝 



B.一文不值 

C.不知道 

 

（11）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过了河的兵，你认为哪一个更贴切？

（  ）（单选） 

 

A.生机勃勃 

B.与世隔绝 

C.不知道 

（12）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车的走法，你认为哪一个更贴切？（  ）

（单选） 

A.横冲直闯 

B.横眉竖眼 

C.不知道 

（13）你目前会背（  ）首古诗词。（单选） 

A.5 首以内 

B.6 到 10 首 

C.11 到 20 首 



D.20 首以上 

 

 

（14）如果用一句古诗词来描述红车捉两个黑卒这步棋，你认为哪一

句更贴切？（单选） 

 

A. 春种一粒粟——唐·李绅《悯农》 

B. 意欲捕鸣蝉——清·袁枚《所见》 

C.不知道 

（15）你学习象棋的目的是什么？（  ）（多选） 

A.比赛获奖 

B.陶冶性情 

C.变得聪明 

D.静下心来 

E.提高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成绩 

F.不知道 

 

 



 

 

 

附录 2 

天门市 X 小学象棋校本课调查问卷（学期末） 

亲爱的同学：我们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智力运动研究课题组，为

了了解我校学生的象棋学习情况。请你配合完成以下调查，问卷不需

要填写自己的姓名和班级。你的意见有助于本次课题高质量的完成，

感谢你的支持！ 

 

（1）你的年级是？（  ）（单选） 

A. 一年级 

B. 二年级 

C.其他 

 

（2）除了在学校学习象棋，你有没有参加校外的象棋兴趣班？（  ）

（单选） 

A.有 

B.没有 

C.准备参加 

（3）你有没有在家玩中国象棋？（  ）（单选） 

A.有 



B.没有 

（4）家长有没有陪你玩中国象棋？（  ）（单选） 

A.有 

B.没有，因为家长没有时间。 

C.没有，因为家长不懂象棋。 

（5）下面这些学科，你喜欢哪几门？（  ）（多选） 

A.语文 

B.数学 

C.英语 

D.体育 

E.音乐 

F.美术 

G.道德与法制 

H.科学 

I.象棋 

（6）你认为学象棋能提升哪些学科的成绩？（   ）（多选） 

A.语文 

B.数学 

C.英语 

D.体育 

E.音乐 

F.美术 



G.道德与法制 

H.科学 

I.都没帮助 

（7）你喜欢阅读成语故事吗？ （   ）（单选） 

A.喜欢 

B.不喜欢 

C.无所谓 

（8）目前你已经掌握了多少个成语？  （  ） （单选） 

A.5 个以内 

B.6 到 10 个 

C.11 到 20 个 

D.21 到 30 个 

E.30 个以上 

（9）图中，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红黑双方只剩下一兵一卒，都已（  ）？

（单选） 

 

A.繁荣昌盛 

B.精疲力尽 



C.不知道 

（10）图中，黑将（ ），吃掉红帅后获胜？（单选） 

 

A.如鱼得水 

B.胆小如鼠 

C.不知道 

（11）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图中，红兵前进一格捉黑将这步棋，你

认为哪一个更贴切？（   ）（单选） 

 

 

A.尽心竭力 

B.笨手笨脚 

C.不知道 

 



（12）图中，有了红帅助攻，红车（  ），向右平移三格，一步将死

了黑将。（单选） 

 

A.如虎添翼 

B.胆小怕事 

C.不知道 

（13）你目前会背（）首古诗词。（单选） 

A.5 首以内 

B.6 到 10 首 

C.11 到 20 首 

D.20 首以上 

（14）如果用一句古诗词来描述黑车捉红马、红相这步棋，你认为哪

一句更贴切？（单选） 



 

 

A.意欲捕鸣蝉——清·袁枚《所见》 

B.春种一粒粟——唐·李绅《悯农》 

C.不知道 

（15）你学习象棋的目的是什么？（多选） 

A.比赛获奖 

B.陶冶性情 

C.变得聪明 

D.静下心来 

E.提高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成绩 

F.不知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S］.新

华网，2021.7.24 

【2】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摘要）

［S］.小学教学，2016.9.1 

【3】潘照团，多学科整合课应深植于学习的刚需［J］.浙

江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中国教育网，2022.1.07 

【4】贾会巧，张志霞.核心素养下小学中段中国象棋课程开

发的实践探索［J］.晋州市和平小学，河北石家庄.教

育实践与研究，2019年第 16期/A(06) 

【5】张洁.利用中国象棋为载体促进幼儿智力发展［J］.小

学时代（教育研究），2014，（16)：72 

【6】李林霞，“双减”让学习回归校园.山西日报,202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