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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探讨 

郭保城 

摘要：简要介绍象棋的历史背景与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意

义，阐述他们学习过程中会哪些问题与解决方法，孩子们通过学

习象棋后可以达到的目标。系统阐述学习象棋的步骤与方法，从

怎样认识棋盘、棋子，棋子的走法与吃子方法，基本杀法与混合

杀法的讲解，对顺手炮、列手炮、中炮对屏风马等十回合左右布

局的介绍。文中最后还讲述了怎样加强学龄前儿童心理素质教育

的办法。 

一、象棋的背景及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意义 

象棋是中国古代象征军事斗争的智力游戏，它起源三千多年

前西周流行的杀“枭”为胜的“六簙”，现行的象棋定型于九百多

年的北宋后期。新中国成立后，象棋运动得到了规范性的开展。

1956 年，象棋被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局）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并颁布了《象棋竞赛规则》，同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象棋锦标赛。

1962 年，中国象棋协会成立。2008年，象棋被国家文物局评定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 4 月，象棋项目正式成为世界智力

联盟成员，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象棋自古至今就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忙碌一天之后的主要娱

乐项目之一，无论是在喧哗的城市角落、街头巷尾，还是在乡间

的道路两旁到处都能看见象棋对弈者的影子，它是全球参与人口

最多的体育项目之一。相对于其他项目，象棋活动对场地、周围

环境要求很低，组织比赛与活动十分容易，深受民间广大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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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 

我国青少年象棋活动的开展十分广泛，在大江南北已经形成

一定的规模。中国象棋协会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全国性的少年赛、

儿童赛，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也会举行青少年的象棋等级赛，

诸多的年轻棋手孕育而生，取得一、二级运动员或棋协大师称号

屡见不鲜，较好地推动了象棋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孩子们取

得的成绩还增添了家庭的和谐与荣誉感。 

二、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困难 

任何体育项目的苗子都要从娃娃抓起，象棋也不例外。目前

我国对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理论还是一个空白，没有任何资料

做参考，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或老师都以“孩子太小无法教，

而拒绝早期培养”，让有些孩子不得不选择了其他体育项目。如何

让这类群体认识象棋，逐渐让他们喜欢并产生兴趣，同时也是早

发现象棋人才的重要途径。 

学龄前儿童有如下特点，即：孩子易动、注意力不够集中，

对很多事物是陌生的，而最大的障碍是不认识字，更谈不上写字，

对数字也就是初步了解（可以数数）。如何让他们进入到象棋这个

大家庭来，并让他们喜欢变成热爱这个项目是当务之急。 

三、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最终达到的目标 

通过数字及其他辅助方法，让学龄前儿童认识象棋的棋盘、

棋子，棋子摆法、走法与吃子，竞赛规则的简单介绍，简单布局

介绍，基本杀法的讲解，从一步杀逐步上升的二步杀、三步杀及

混合杀法，让他能够对弈一盘完整对局。 



 3 

注重培养孩子在困难面前不畏强手、勤于思考，敢于搏杀的

勇敢精神；优势条件下戒骄戒躁，稳扎稳打夯实自身力量，步步

为营奔向胜利沉稳气魄，为日后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奠定基础。 

四、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教学方法 

（一）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条件及时间安排 

学龄前的儿童学习前要简单掌握数字，熟练的能从 1 数到 10

甚至到 20，并能通过手指或其他办法能做 10以内的加减法。 

小朋友比较贪伴，一两个学习又比较枯燥，十几个小朋友一

起学习即热闹又有乐趣。同时小朋友之间相互干扰又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问题，前期有一名家长陪同既可以协助老师维持纪律，又

可以帮助孩子记录一些课堂讲授的知识，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授课时间应控制在一小时以内，不能无故延长时间。受小朋

友生理与心理的特点，中间必须有至少五至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让他们上厕所或放松一下，通过短暂后，使他们注意力听讲能够

得到恢复，可以听好后半节课教学内容。 

（二）认识棋盘、棋子及棋子的摆法 

1.认识棋盘 

简要介绍什么是棋盘，介绍河界、底线、巡河线、兵（卒）

线等，重点讲九宫，可以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说明它的重要性。 

2.认识棋子 

棋子分红、黑两方，每方各 16 枚棋子。认识车、马、炮、仕

（士）、相（相）、兵（卒）的种类与个数，并能熟练找到每枚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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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棋子的摆法 

摆棋子口诀“帅（将）在中间，仕

（士）相（象）马车在两边”，然后找

什么地方有“炮花”，离底线近的地方

是两“炮”的摆放位置。再次利用讲打

仗故事的方法讲解，兵（卒）摆在“兵

（卒）线”的道理。                         图 1                                          

这样棋子就摆在棋盘上了（如图 1），之后反复巩固练习。 

（三）棋子的走法与吃子 

系统介绍每个棋子底线数字所代表的意义，用允许与不允许

过河由浅入深的介绍每个棋子的走法与吃子。用“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的方式告诉棋子是这样移动的。 

1.不允许过河棋子的走法与吃子 

不允许过河棋子是帅（将）、仕（士）、相（象）。先复习棋盘

上的九宫，讲解帅（将）、仕（士）始终不能离开九宫道理，详细

解析如帅五进一、将 5 平 4、仕六退五、士 4进 5 等是怎么走出

来的。相（象）在三（3）与七（7）线，走“田”字，小朋友根

本就不知道田字怎么写，用数字“1、2，拐弯，1、2”的方法讲

授相（象）的走法。首先知道相（象）应摆在哪条线，往前或往

后数 1、2 后停顿等待拐弯，拐弯后能否往左或往右，然后再数 1、

2 后抵达终点，若交叉点没有棋子就可以落子，如果发现有对方

棋子就可以将其吃掉后再落子。倘若发现起点到终点的对角交叉

线的点有棋子，则称为“憋相（象）眼”，这步棋就不能走，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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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行棋规定的禁止着法。最后讲一讲相三进五，象 7退 9，相

三退一，象 5进 7 等走法与吃子方式。 

2.允许过河棋子的走法与吃子 

（1）车、炮的走法与吃子 

车、炮的走法与吃子遵循一个原则，横走看线进退数格，再

次领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内在涵义。通过大量走法如：炮

二平五，车 2进 9，炮三退四，车 7平 4 等大量练习来熟悉走法

与吃子，横走看线的意思就是平走，进退数格要数准确，并强调

每走的这步棋要用文字讲述出来，并为日后写对局记录做准备。 

（2）兵（卒）的走法与吃子 

强调每方有兵或者卒各 5 个，分别在河界两岸“炮花”位置

上，犹如把守家门的战士镇守在前沿。兵（卒）向前只能走一步，

重点强调不能倒退，过河的兵（卒）可以向前或向左或向右，但

走只能走一步。过了河的兵（卒）随着距离帅(将）的位置越来越

近，对对方的威胁也逐渐加大。练习兵三进一，卒 3 进 1，兵七

平六，卒 5 进 1，兵六平五等的走法与吃子，依旧强调边走棋边

把走子的步骤说出来。 

（3）马的走法与吃子 

马的走法是最难讲解的，甚至有的小朋友学棋有一段时间了，

依旧对“憋马腿”理解不够准确。马走“日”，说的简单但掌握起

来确实需要时间。马不同于相（象），首先相（象）不能过河，即

使这样它在己方只有 7 个落脚点。马走法就不同了，第一，它可

以过河；其次河口的连接线是断开的，“日”这个字必须自己联想；



 6 

第三，棋盘上的 90个交叉点它都通过走法能走到。 

马的走法依旧用数字的方法进行，就是“1、2，拐弯，1”这

类方法讲解。首先要知道马在哪条线，第一类走法往前或往后走

两步数 1、2后，停顿等待拐弯，拐弯后能否往左或往右，再走一

步并数 1 抵达终点；第二类走法往左或往右走两步数 1、2后，停

顿等待拐弯，拐弯后向上或往下再走一步并数 1抵达终点。若交

叉点没有棋子就可以落子，如果发现有对方棋子就可以将其吃掉

后再落子。 

如果走子往前或往后第一步有己方棋子或对方棋子，或往左

或往右第一步有己方棋子或对方棋子，此时的这枚棋子就称为“蹩

马腿”。马就不能往这个方向前进、后退、向左及向右移动。 

马的走法与吃子是初学者的难点与重点，要通过大量走子练

习来掌握，如马八进七，马 3进 4，马六退五，马 1退 3 等实践

深刻理解。同时还要原来可以走子的马，通过“蹩马腿”使走马

计划不能实现，憋腿的交叉点在哪里，并能够准确的指认出来。 

（4）棋子走法与吃子的补充说明 

每方都有两个车、两个马、两个炮及 5 个兵或 5个卒，若己

方两车或两马在同一纵条线上，或两车同时都可以走车五平八，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强调是前车五平八还是后车五平八，这样就能

区分到底是哪个车走子。同时还会出现前马、后马、前炮、后炮

及前兵（卒）、后兵（卒），随着学习象棋概念的加深，这些理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掌握。 

（四）象棋比赛的有关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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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习棋子的走法与吃子，这些小朋友已经将棋子的“码

高高”逐步向对弈方面的转化， 这是学龄儿童学习象棋的第一次

飞跃，一定要鼓励他们“即将成为一名合格的小棋手”。对弈前期

还要介绍将军、应将、将死、困毙、自杀的解释。 

将军：对方攻击帅（将），并在下一步能够吃掉帅（将），称

为将军； 

应将：被将军必须应将，不能装作没看见。化解对方将军的

这步棋就称为应将，应将的方法有三种，吃（用己方子吃对方将

军的棋子）、跑（动帅（将）使它不受攻击）、垫（用己方阻止对

方将军的棋子）。 

将死：无法化解对方攻击帅（将），称为将死。 

困毙：轮到己方行棋，但无棋可走，称为困毙，也称欠行。 

自杀：走子后手以离开，形成帅（将）直接对面，或在对方

将军的时候不应将，或主动送吃帅（将），这三类情况统称为自杀。 

《象棋竞赛规则（2020 版）》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长

将，违者立即判负。同时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长捉对方的

棋子，也不能长要杀对方，还不能一将军再一杀对方等，上述类

型均需在两回合内必须变着，违者判负。这些要通过举例的方式

讲解，让小朋友了解什么是将、杀、捉，并阐述一方变着的原因。 

什么是强子，强子包括车马炮，什么是弱子，弱子包括仕（士）

相（象）。讲授子力价值，用价格的方法（小朋友好理解）讲述：

车=9 分，炮=4.5 分，马=4 分，仕（士）=2 分，相（象）=2 分。

由于兵（卒）价值浮动，先忽略不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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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象棋比赛的礼仪与文明对弈 

做为一名优秀的棋手，文明礼貌应该从小做起，并且做到落

落大方。开赛前主动与对手示好，裁判长宣布比赛后，主动与对

手握手，然后走棋或开钟。行棋中棋子轻拿轻放，并且摸子走子，

落子无悔。尽量不干扰邻桌的棋手对弈，遇到不清楚的事情或者

对手犯规主动请示裁判员，并服从执台裁判的裁决。当自己形势

大好的情况下，不能用摔棋子等不良行为为自己鼓劲；遇到情况

劣势的情况下，更需要不急不躁，想尽办法努力挽回不利的形势。 

比赛结束后，及时找执台裁判登分，并核对成绩后签字认可，

然后摆好棋子离开赛场，耐心地赛场外等待下一轮的开始。 

（六）实战对弈检验教学成果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小朋友已经初步掌握象棋棋子的摆法、

走子及吃子，急需通过实践检验教学成果。两个小朋友对弈前，

让他们互相握手有礼貌，并说出“向你学习”表示尊重对方。 

对弈中观察小朋友是否行棋错误的走法，注意强调一定要等

摸子走子、对方落子后再行棋、不能悔棋等要求。重点查看小朋

友对马、相（象）运子的情况，同时自杀的三种行为也是检验的

重点之一。 

本节教学回家以后，继续练习全盘棋子的走法与吃子练习，

同时强调，请家长协助把每步运子用文字写下来，让他们尽早认

识“进、退、平、前、后”等文字的认识到熟悉，做好将来看、

写记录的准备。 

（七）象棋杀法的一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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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堂实战的练习，小朋友已经掌握了走子、吃子等方法，

最终取得比赛胜利还需要杀法来解决。 

举一步杀的例子让小朋友观察，先从车的一步杀再到炮的一

步杀、马的一步杀及兵的一步杀。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

步杀（图 2），不能只答一个就算过关，要把其他的几个一步杀也

想出来才行。与此同时困毙也可以划归到一步杀的范畴，一方行

棋后另一方无子可走“欠行”（图 3），是一步杀的特殊类型。 

      

        图 2                           图 3 

因为很多幼儿园的象棋兴趣班一周上一次课，建议放学后留

几道课题习题，回家后加以复习与巩固，同时为下节课的衔接做

准备。 

（八）象棋杀法的二步杀、三步杀 

小朋友在通过大量的练习后，基本上都能够通过观察看到一

步杀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开始两步杀与三步杀讲解。 

两步杀与一步杀相比，没有一步杀直观，并且复杂与难度加

大很多。首先，先观察己方是否有被对方一步杀，也就是说先考

虑让对方先走，是否会被一步将死，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此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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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危险性，然后再考虑去攻杀对方。除了自己想到能够将死对

方步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杀棋着法，要引导小朋友用最

佳的杀棋着法赢取胜利。多种杀法同时存在的时候，一定要让小

棋手们想到想全，有利于他们日后做事追求完美性大有帮助。 

学会二步杀加以巩固，逐渐引导小朋友们学习三步杀。学习

的方法与二步杀基本类似，先从棋盘上较少的棋子三步杀向子力

相对多一些的三步杀发展，逐渐增加难度，但我们这些教学者要

注意尺度。每次课后练习题是巩固课程有力保障。 

（九）象棋常用的基本杀法介绍 

学习完二步杀与三步杀之后，小棋手们对象棋已经有了一个

全新的认识，要想在对弈中获得胜利，学习基本杀法是必不可少

的。 

象棋基本杀法很多，但小朋友最初需要掌握的杀法有白脸将、

重炮、铁门栓、马后炮、挂角马、双车错、双马饮泉、大刀腕心、

卧槽马、天地炮、夹车炮等。课堂上先举例讲每个杀法的特点，

并详细叙述每个杀法应具备的条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加深

印象并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 

（十）象棋开局的简单介绍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朋友已经掌握了很多在对弈中的杀棋杀

法，很多同学已经在实战练习中开始应用。其中白脸将、重炮、

双车错、铁门栓几个杀法应用最为广泛。 

学习与掌握想要的象棋开局，对整盘棋的走势至关重要。学

习布局必须熟记，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格言“车勿迟、马勿急，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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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虚”，从而理解这九个字的真正内涵。由于小朋友受生理与心理

因素影响，选择布局激烈，短兵相接，立刻就能展开决斗的对局

比较恰当。如：顺炮局、列炮局、屏风马布局等。 

讲授顺炮、列炮局中，先介绍红方走炮五进四，黑方走炮 8

平 5（或炮 2 平 5），红方随后走炮五进四后，造成的不好的效果，

就是导致红车晚出，然后再介绍双方正确的应法。最后讲解双方

的正确布局着法，要求在小朋友逐渐熟悉的基础上记下来。即：

1.炮二平五，炮 8 平 5，2.马二进三，马 8进 7，3.车一平二，车

9进 1,4.马八进七，车 9平 4,5.兵三进一，卒 3进 1,6.车二进五，

马 2 进 3,……。 

学习中炮对屏风马的布局也是一样，当红方走完炮二平五，

为什么要走马 8 进 7 保护中卒的原因，挺兵（卒）制马同时还有

活动自己马路的道理等，让小朋友明白每走一步棋的目的性。即：

1.炮二平五，马 8 进 7,2.马二进三，车 9 平 8，3.车一平二，卒

7进 1,4.车二进六，马 2进 3,5.兵七进一，炮 8平 9,6.车二平三

（这时也要把车二进三换车的变化讲授清楚），炮 9 退 1,7.马八

进 7，士 4进 5,8马七进六，炮 9平 7,9车三平四，马 7进 8，……。 

（十一）象棋中、残局的简单介绍 

学龄前棋手由于受年龄、发育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与他们谈

论中、残局确实有些过早，但这些环节又是一盘对局不可缺少的

过程，我们变换一种说法浅谈一下这类问题。 

首先对弈之中尽量少犯错误，强调当对方犯了错误要想办法

抓住。其次，自我分析当时局面优劣，怎样在优势情况如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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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劣势下顽强抵抗的方法。此外，一定看准步骤再行棋，尽量避

免自己的棋子送吃对方的情况发生，以邀兑或交换简化复杂的棋

局，逐步向残局推进。 

进入到残局，主要是考察基本杀法及混合杀法知识的储备量。

如何用最佳的杀棋着法赢取胜利，同时另一方怎样用最合理的着

法抵御对方的攻杀，拓展小朋友自幼就考虑事情的全面性思维。 

    （十二）授课的内容与注意事项 

学龄前儿童每次学象棋约为一小时，中间休息五至十分钟，

这样能够保证有一个好的听课效果。 

当天上半节段授课，以复习上一次讲课的内容为主。布局复

习可以把小朋友分成两组，通过接龙的形式，让每个小朋友一步

棋，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加以巩固，当中途出现错误着法及时制止，

并做纠正，一遍之后两组交换先后手行棋，再进行第二遍加深与

巩固。对部分基本杀法较难的试题，用诱导的方法把最佳的杀棋

着法做完整，与此同时对小朋友那些错误的杀棋不成立的原因也

要讲清楚。 

短暂的课间休息后，进入到了当天后半节课的授课。以讲解

新的布局，新的基本杀法为主。无论是布局还是杀法的举例，都

要把行棋的因果关系讲解清楚。课后布置一定数量的家庭作业，

作业内容包括：布局的内容需要进行记忆，基本杀法与混合杀法

的习题。把自己业余时间和联系方式告诉小朋友，随时解决作业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五、如何培养学龄前儿童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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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教授学龄前儿童学习象棋的老师，要学会与他们做朋友，

通过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让这些孩子从陌生象棋上升到喜欢象

棋，不断激发他们的兴趣。由于孩子们年龄太小，他们都有坐不

住、好动、很难专注听讲的不好习惯，要想出一个适合他们注意

听讲教学方法。与此同时，对那些反应稍慢的一些小朋友更要多

鼓励，避免让孩子们之间拉开距离，影响课程的连贯性。 

    加强小朋友的心理素质教育。第一，对比赛期间心理素质加

强，用深呼吸等方法调整自己心里过度紧张，因局面处于劣势，

也可以去室外或去卫生间等方法，把压力反加给对方；第二，进

行合理思想教育，为孩子们树立自己未来远大的理想，正确看待

人生观与价值观；第三，加强以与他们接触，通过关心与关爱，

减轻他们的内心心理压力；第四，适应比赛出现各类错综复杂对

局，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当局势处于劣势与外界因素干扰，

能够坦然面对，当局势优势或比较主动，能够沉着应战，向胜利

的方向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