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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典益智玩具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陈 菁 苏 宇

济南市兴济小学始于 2006 年的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

开发，经历了追问反思、意外发现、激发灵感、选点实验、逐
步推开、日臻成熟、大放异彩的曲折过程，在我校校本课程

开发中独辟蹊径，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反思与发现: 催生一门新课程

( 一) 忧思学生生存状态

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本应该生动活泼地学习、
幸福快乐地成长。然而现实中的孩子们远非如此。沉重的

课业负担占据了他们生存的大部分空间，苦学厌学削减着

他们的学习兴趣，死记硬背吞噬着他们的创新思维。许多

学生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成为被一只只看不见的手牵

着走的温顺的羔羊。孩子们初度人生的生存状态，令人忧

虑。究其根源，有三:

一是办学的应试导向对学生大量枯燥无味的知识灌输

和应试训练，造成学生毫无兴趣地被动学习。主动学与被

动学，快乐学与乏味学带给学生的心理体验大不一样，前者

主动释放生命能量，后者压抑生命活力。
二是背负和支撑教育教学活动的课程框架越来越大。

本来够大的国家课程，再添加日益膨胀的地方课程和校本

课程，致使教育者和学习者难承其重。
三是很多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学校相背而行。众多

家长轻者为孩子添加作业量，重者逼迫孩子上各种辅导班、
特长班，孩子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教育患了综合症。处在综合症中的学校对课程设置的

大架子很无奈，这是国家意志，学校无力改变。学校对许多

家庭的教育悖论和片面做法很无奈，鞭长莫及，无力改变。
尚能做的是在学校的职权范围里开拓“放飞小鸟”的空间，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若明若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切入

点。
( 二) 偶然发现打开忧思一扇窗

我校数学教师杜玉柱对奥数教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2002 年的一天，在解一道奥数题冥思苦想没有思路时，汉

诺塔这款经典玩具给了他极大的启发，最终攻破了难关。
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位年轻教师的深入思考。奥数对于小学

生来说枯燥无味，更不能面向全体学生。但通过研究，杜老

师惊喜地发现古典益智玩具竟和奥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玩益智玩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还能培养学生良

好的意志品质。喜欢玩玩具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它不像奥

数那样深奥难懂，每个学生都可以参与，每个孩子也乐于参

与。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2002 年—2006 年期间，杜老师

对中外的益智玩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研究中，他发现

中国古代的九连环、华容道、鲁班锁和国外的魔方、汉诺塔

这几款经典玩具适合教学。
2006 年夏天，杜老师利用假期，找了学校附近的学生

进行了初步的教学尝试。孩子通过学习，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假期，杜老师带我们开启奇妙有趣的玩具之旅。教

我们玩了九连环、汉诺塔、华容道等玩具。虽然我还没有

真正掌握他们的奥妙，但我发现这小小的玩具中蕴藏着很

多秘密，学习它们能让我变得更聪明……”这个孩子的日

记代表了参与实验学生的心声。开学后，学校马上在一个

年级成立了古典益智玩具社团。学期末，进行了益智玩具

挑战赛。挑战赛上，学生们各显神通，赢得了老师和同学

们的一致赞誉。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更加激发了杜

老师的研究动力。他潜心研究，拜访名师，反复实验，撰写

了《古典益智玩具与思维训练》一书，设计并发明了百变

鲁班锁，为课程全面开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08 年学

期伊始，学校正式把古典玩具与思维训练列入课程，在二

年级到五年级开设了益智课，成立了以业务校长为主要负

责人的益智课程研究小组，同时，把益智玩具作为师训内

容之一。

二、借鉴与思考: 提炼、概括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概念

与内涵

以色列在中小学开发了一门名为 Mind Lab 的思维训

练课程，也叫创造性思维课程，其核心理念是建立在把策略

游戏作为一种高效能的教育工具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策

略游戏有助于改善认知能力并建立一种完善的思维过程，

还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处理各种情绪反应和社会状况。柏拉

图曾说:“孩子们不应该在约束下学习，应该在玩中学。”
“与一个人玩儿一个小时对他的了解比与他交谈一年的了

解要深入很多。”小学阶段是学生大脑生理发育、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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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及学习习惯的高速发展和积累阶段，是一个决定性

的阶段。多数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思维习惯在小学阶段已经

基本定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开始进入系统化思维训练，

对孩子的发展非常有利。
基于此，我们把学校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内涵定位于:

以培养学生专注思考的习惯、自主探索、创新的意志、树立

良好自信心、耐心、恒心、勇气的意志品质为主导，以培养学

生分析与比较，抽象与概括，归纳与分类，以及空间想象和

创新力的思维品质为主线，以学生动手操作、相互竞争为主

要形式的一种新型的课程形态。

三、探索与实验: 构建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框架和操作

系统

( 一) 实验预期

1． 引导学生玩中学、学中思、思中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历练灵动的思维，培养学生着眼现实情势、生成思维

路线和解决方案的新的认知能力，改变业已形成的以被动

接受书面知识、死记硬背知识点和应试训练为特征的认知

习惯。
2． 在手脑并用中历练运用多种视角、多种思维路线和

行走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业已形成的线型和定

势思维方式。
3． 在触摸和操作古典益智玩具过程中，感悟、理解古人

卓越的智慧，激发民族自豪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

精神和创造能力。
( 二) 课程布局

根据玩具的特点、解法的难易、学生的认知水平等，我

们制定了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纲要。制定了总的教学目标和

年级目标。规范并明确了各年级每学期、每周、每课时的教

学内容及重点，确保了课程实施的规范性、科学性。
二年级: 栅栏式九连环。掌握九连环的构造特点，理解

拆解思路，能够熟练地在 11 分钟内拆下并安上九连环( 左、
右手都能够熟练操作) ; 能够快速地分析九连环的残局，确

定拆解思路; 可以盲解; 能够利用拆装栅栏式九连环的经验

和规律解决其他种类的连环类玩具。
梵塔游戏: 掌握梵塔问题的移动原则，能够熟练地解决

十层梵塔问题，在 18 分钟以内，能够熟练地分析残局，确定

移动思路; 能够理解圆片数量与移动步数的对应关系。
三年级:“华容道”游戏。了解华容道游戏的发展历

史，理解华容道的解决思路，了解关键局和过渡局的得来过

程; 在网络图的帮助下能够用最少的步数来完成华容道的

可解布局; 能够掌握华容道的解决规律，在不看网络图的情

况下用尽量少的步数解决千变万化的华容道布局。
四年级: 魔方游戏。通过学习让学生认识三层魔方，了

解魔方的结构，学会七步解魔方的过程，即: 顶面十字→上

层角块→中层棱块→上层角块归位→上层角块对色→上层

棱块归位→上层棱块对色。在此基础上，有余力的同学可

以学习更高级别的解法。

原创益智玩具“百变鲁班锁”。认识与学习“百变鲁班

锁”的基本组件，通过教师指导建立鲁班锁拼装的空间图像，

学习第一类“5 +1”组合的拼装，建立各位置构件的图像。
五年级: 深究“百变鲁班锁”。学习第二、三类“4 + 2”

组合与“3 + 3”的组合的拼装，能够把握这两类鲁班锁各位

置构件的特点。
( 三) 物化氛围

随着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开展，“益智”已经逐渐成为

学校的品牌特色。学校努力营造课程氛围，设立了益智长

廊、益智角。益智长廊定期对各类挑战赛的获奖学生进行

公示表彰，树立榜样，激发学生的乐趣。学校还建立了益智

教室。益智教室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进行桌椅摆放，每个桌

洞内放有学生必须掌握的九连环、汉诺塔、鲁班锁、华容道、
魔方这五款玩具。这样布置，既便于学生组内交流、组间竞

争，也便于学生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并确定学习内容。除此

之外，益智教室内的四周还放有其他的益智玩具。这样，学

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自主研究与探索。

四、聚焦与升华: 探明古典益智玩具课程的着力点

( 一) 锻炼手脑协调能力

手脑协调能力是指双手在大脑支配下顺利完成相应的

动作。手脑协调并用可以促进学生智力的开发。
以九连环为例，由九个用环杆相套连的圆环和一只长

形的框柄所组成，故而得名。圆环拿下或者装上必须经过

杆内，而且上下某一个环时，它前面的环必须在杆上。如果

不符合以上条件，圆环是取不下来的。所以学生要一边看、
一边想、一边操作，这样就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眼、手、脑协调

能力。学生在刚刚学习解九连环的时候，手的动作显得非

常笨拙，一般两节课以后手部的动作明显变得熟练了很多。
随着练习的深入，学生便都能熟练操作了。再经过一段时

间的练习，大多数学生都能在 11 分钟内完成 341 步操作，

把九个环都解下来。
( 二) 培养注意力、专注力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对教师所教知识进行感知、分析和

记忆的过程，课堂教学中“学生注意力是否集中”是教学成

败的关键。
低年级小学生的注意具有以下特点: 1． 有意注意正在

逐步发展，但无意注意仍起着重要作用; 2． 容易被一些直观

的、具体的材料吸引，对于一些抽象的道理却不能引起注

意; 3． 易于分散并不能持久。
再以九连环的学习为例，学习九连环是在实际操作中

完成的，具体直观，便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学生在解九连环

时，眼要观察，脑子要不断分析、推理，两手要根据大脑的指

挥，协调配合完成圆环的拆装，从而培养了学生的有意注意

的能力。如果分神的话，思维顺序被打乱，就不能完成操作

了，因此学生在学习九连环解法时不会像做其他事情那样，

几分钟就失去了兴趣，能够专注地玩上一节课。
在练习的中期，学生根据拆装规律自行探究，尝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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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环和前九环的拆装时，注意力明显变得集中。只有少

部分思维出现困难、不能继续拆装的学生才会向老师或同

伴求助。
在全部掌握九连环的拆装方法后，老师会安排学生反

复拆装，并计时，在反复练习中会发现每次成绩都比上次

快。学生有意注意保持的时间更长，思维更加敏捷灵活，常

常是在安安静静中，一节课就不知不觉结束了，而学生们仍

然在玩着。
( 三) 训练学生的记忆力

盲解练习，有效提高学生的记忆力。通过一段时间的

练习后，70%的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盲解下或安上前七个

环，40%的学生能够盲解下或安上全部的环，完成 341 步操

作，有效训练了学生的记忆力。
魔方还原练习，快的学生在 40 秒内完成，很多学生可

以在两三分钟完成。魔方还原的最高境界就是盲拧，即先

记住魔方的状态，再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将魔方复原。这

是对短时记忆的极大挑战。
( 四) 进行左右脑练习，开发全脑思维

九连环换手练习，均衡地锻炼学生的左右脑，开发全脑

思维。在教学的过程发现学生拆解安装的过程并不相同，有

学生擅长用左手拆装，有学生喜欢用右手，极少有学生能够

左右手一样熟练。右手的运动是左脑控制的，左手的运动恰

恰是通过右脑来控制的。所以换手训练，唤醒了学生沉睡中

的右脑，让学生的整个大脑思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魔方

复原更是需要左右手配合完成的，同样进行了右脑锻炼。
( 五) 提高自信心，培养耐心、恒心和勇于挑战的人格

拆装九连环比赛，同样的任务以用时间少的为胜。学

生可以挑战自己的纪录，也可以同伴比赛，看谁拆装动作灵

活，用时少。还会出现某个时间段停留很长时间无法进步

的时候，这就需要学生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盲解九连环

或者盲拧复原魔方比赛，更是对记忆力、空间想象力的考

验。每一次练习，都是一次超越先前速度的过程; 每一次进

步，会让学生获得一份自信。想成为一个益智玩具高手，就

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 六) 提高学生竞争和竞技能力

结合益智课程教学，我们在校内设有益智玩具挑战赛，

能够锻炼孩子的竞技和竞争能力。每一项都设有学校记

录，比如: 完成九连环拆解 4 分 26 秒，魔方复原 37 秒，十层

梵塔移动 12 分 26 秒等等，打破记录，成为冠军，不断激励

着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探索。许多学生开始当众参加

魔方比赛时会出现手指发抖的情况，经过多次的竞赛，学生

的心态就会放平和，当众表演不再紧张，更加沉稳，更善于

调节自我的心态。对比赛中好名次的愿望，激发了学生的

斗志。

五、结果评价: 古典益智玩具课程产生多重效应

( 一)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典益智玩具课程以玩为主，玩中学，玩中练，玩中赛，

整个学习过程是宽松的、积极的、主动的，没有硬背任务，没

有考试压力，不会用一张试卷衡量学习成绩，孩子在“玩与

学”、“玩与赛”的游戏中享受过程和成功的快乐。一位学

生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体会:

“学习魔方过程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在课余时间我

们玩魔方，比复原速度。有一次，我和张浩宇比魔方复原速

度，李佳霖当裁判。他把魔方打乱，然后递给我们。李佳霖

一声令下:‘开始’，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复原魔方，魔方在

我们手里就像一个皮球一样飞速转动，发出咔咔的响声。
还不到一分钟，我俩差不多同时复原好了魔方。李佳霖说

我们俩这是不相上下，我们玩得很开心。”
( 二) 历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古典益智玩具课的突出特点是动手，孩子们在拆拆装

装、拼拼接接、掰掰转转、分分合合、抖抖落落中历练手脑并

用的能力。刚开始玩玩具时，学生的小手显得很笨拙，由于

是可以玩的课，让他们觉得十分新鲜，学习积极性很高，反

复练习，熟能生巧。把九连环全部解下再装上去，共需要

682 步的操作，有的“快手”能在 11 分钟内完成。
( 三) 历练了学生的注意力、观察力、思维力

记住实物并通过观察、比较、综合操作等方法理解抽象

概念及原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在这方面，古典益智玩

具课程具有独特优势。一位学生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体会:

“我学过的益智玩具有九连环、汉诺塔、魔方和华容道等，

每一种玩具都让我收获颇多。九连环虽然简单些，但玩完

一轮需要时间挺长的，非常考验我的耐心，同时它锻炼了我

手脑协调能力。汉诺塔虽比不上玩九连环的时间长，但它

考验了我思维的缜密和注意力的集中。首先，要迅速做出

判断，第一环到底要放在那个柱子上才行。在做的过程中

容不得一点马虎。有一个环节放错了位置，整个游戏就结

束了。魔方和华容道锻炼了我的空间思维，提高了我的注

意力和观察力，让我的大脑时刻保持高速运转的状态。在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比试谁玩得更快更好，不仅

增加了智慧，还拉近了同学之间的距离。”
我校还成功地开发了拉丁舞、排球、合唱、水彩画、书

法、田径、小号、秘密花园、健体等课程。这些课程在激发

学生兴趣、历练学生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等方面与古典益

智玩具课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披满岁月风尘的古

典益智玩具课所散发的智慧光芒、乘载的民族精神、流淌

的中华血脉、彰显的独特魅力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它告诉

我们: 古老的、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过时的、失效的东西，

反而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在大力倡导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今天，挖掘传统文化中诸如古典益智玩具之类的被边

缘化了的“碎金式”遗产，比拾捡西方的“玻璃碎片”更有

价值。我校古典益智玩具课收获的意外惊喜，便是明显的

例证。

( 作者单位: 济南市兴济小学，山东济南 250022)

( 责任编辑: 高 原 丁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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