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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许多思维训练课程开始引入中国，而其课程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却未证明，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基于介质学习理论和思维游戏开发的思维训练课程——麦博（Mind 
Lab)课程的使用效果。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结果发现：麦博课程能显著提高学生的识字量、

阅读能力、数学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元认知能力。在中国背景下，麦博课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促进儿童认知发展，可能在儿童高级思维能力发展中起到介质作用。 
    [关键字] 思维游戏中介学习理论认知发展 
Abstract 
Many thinking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bu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in oriental culture has not been prov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use 
of thinking training course, Mind Lab, which is based on Medi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mind 
game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results shows that, Mind Lab could 
improve students’ literacy, reading, mathematics 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of 
metacognition.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Mind Lab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a certain extent, and it may be one of the med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hinking ability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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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儿童心理发展是许多教育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儿童的认知发展一直是研究者

关注的重点。[1]为让儿童掌握思维过程，获得认知能力（如问题解决能力），许多思维训练

课程应运而生。思维训练课程的特点是将思维游戏作为一种高效能的教学工具。已有研究发

现，学生通过游戏任务学习，能够在游戏内容中获得知识，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获得技能[2]，

特别是思维游戏对于学生的高级认知的发展，例如推理和问题解决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

游戏是通过最直接最真实的经历引发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在游戏的过程中学生体验到愉悦、

着迷和兴奋，游戏的娱乐性强、参与性强，生动刺激，因此能激发孩子强烈的参与欲望，和

内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热情，这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思维游戏是基于游戏的学习活动，基

于游戏的学习蕴含了“做中学”等重要的建构主义原则[4]，这种重要的建构主义原则促进了

学生的认知发展。精心设计的教育游戏能够促进教与学，是因为其模拟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5]因此相较于传统课堂教学，交互式游戏能更加有效地提高学

生学业成就并促进其认知发展。[6]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能力是通过中介使得主客体相互作用，进而逐

步发展起来的，[7]因此在教育领域，学生的认知能力是通过安排有效的课程使师生积极互动，

进而得以发展。认知能力的获得需要中介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心理学家的认同。前苏联心理

学家维果茨基明确提出人类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需要通过中介

来实现，[8]国内学者莫雷的研究指出儿童的心理机能发展需要载体，儿童与载体（课程）的

相互作用帮助儿童形成特定的认知能力[9]。以色列心理学家费厄斯坦发展了皮亚杰和维果斯

基的理论，提出介质学习理论（Mediated Learning Theory），该理论同样认为儿童认知的发

展是在中介作用下获得的学习经验，教师需通过模拟真实问题环境来教会孩子思维的过程



(而非教内容)，思维过程应放在教学的核心地位。[10] 

因此，研究者普遍认可儿童认知能力是通过外部活动作为中介得以发展，即有效课程能

够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因此介质或载体（课程）的选择至关重要。 
本研究呈现的思维训练课程——麦博课程是基于介质学习理论，通过思维策略游戏培养

和训练学生思维的课程，适合幼儿园到高中学生。研究所使用的课程为小学四年级课程的问

题解决模块，课程设计借鉴国际象棋等游戏，教学中教师会模拟问题情境让学生解决，由此

教会学生各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如今，麦博课程作为重要的思维训练课程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推行，关于该课程的效用也有大量的研究。研究者发现麦博课程对于学生的认知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11]另有研究通过严格的教育对比实验发现接受麦博课程的学生在学业成就、

问题解决和一般思维能力有明显地提升。[12] 

然而，麦博课程设计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课程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是只在西方国

家，如美国、英国和巴西等开展过。关于该课程能否在中国这个东方文化背景下，提高学生

的认知能力，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拟采用教育实验的

方法，通过实验对比探究麦博课程对中国小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和元认知能力发

展的影响，即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麦博课程能否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2）麦博课程能否促进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 
（3）麦博课程能否促进学生元认知能力发展？ 

二、课程介绍 
本研究采用的是小学四年级课程中的问题解决模块，该模块的教学目标是教会学生使

用摄影机法则、侦探法则和智慧树法则三种思考方法，以此训练学生推理、判断、多角度思

考等高级思维能力。学生借助“尖峰时刻”的思维游戏学习摄影机法则和侦探法则，借助国

王棋学习智慧树法则。 

（一）摄影机法则 

摄影机法则的教学时间为 4 个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摄影机法则是一种解决单支问

题的思考方法，适用于解决一根链条上一个接一个相接的问题。在采取行动之前，想象自己

想要达成的目标，以结果为导向，确定阻碍，层层深入的思考，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摄影机法则的教学目标是训练学生四个思考步骤：1.明确主要目标；2.从目标出发，设想实

现目标所遇到的阻碍及需要解决的问题；3.层层深入，直至推断出问题的根源；4.描绘并制

定行动的顺序。 
学习摄影机法则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问题和阻碍的定义，并熟练掌握游戏规则。“尖

峰时刻”游戏如图 1 所示，类似我国传统游戏华容道。教师创设游戏中的问题情境如图 1
所示，学生需要让红色小汽车脱离交通要塞开到出口，教学设计如表 1 所示。 

 

 



图 1 教师所设问题情境（摄影机法则）图 2 教师创设问题情境（侦探法则） 
 

表 1 摄影机法则的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明确主要目标:红色小汽车开到出口。 

2.从目标出发，设想实现目标所遇到的阻碍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最近的阻碍是橙

色大卡车，如果可以移走橙色大卡车，那么就可以实现主要目标。 
3.层层深入，直至推断出问题的根源是深红色小车。4.描绘并制定行动的顺序。 

 
教学过程 1.教师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教具上复制该问题情境并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共

同研讨得出相应的结论，进行分享展示。 
2.在学生操作过程中，教师提出下列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游戏的目标是什么？目

标的阻碍是什么？它有阻碍吗？是什么？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二）侦探法则 

摄影机法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复合问题，此时学生需要学习侦探法则解决“尖峰时刻”

游戏中的多分支问题。侦探法强调在采取行动之前，确定主要目标，明确阻碍，通过分解次

级目标，解决次级目标最终实现目标。侦探法则的教学目标是训练学生三个思考步骤：1.
明确主要目标；2.明确阻碍因素；3.确定或分解次级目标。 

侦探法则的教学时间为 2 个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此时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如图 2 所

示，教学设计类似于摄影机法则，游戏目标依旧是让红色小车开到出口，只是在学生思考过

程中，教师需帮助学生确定次级目标。此时问题情境中有蓝色大卡车和黑色大卡车两个阻碍

因素，次级目标是移走蓝色大卡车和黑色大卡车。之后实现次级目标，就可以使用我们之前

学习过的“摄影机法则”。 

（三）智慧树法则 

智慧树法则适用于解决多种可能性的复杂问题，每种可能又衍生出更进一步的可能性。

就象自然界中的树。每棵树都有许多主要的枝干，上面伸出附属的小枝干，这些小的枝干又

会伸出更多的分支。智慧树法则分为了三个思考步骤：1.识别所有可能性；2.对可能性进行

分析和评估；3.在意识到行动所带来的结果的前提下做出选择。智慧树法则不但能帮助学生

有序思考，并且能够培养思维的广度及深度。 
智慧树法则是通过思维游戏——国王棋游戏来学习，国王棋类似我国的围棋和国际象

棋的结合。教学时间为 6个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在学习智慧树法则之前，需要学生已经

掌握国王棋的规则和威胁的概念，并能够识别威胁、潜在威胁，阻止威胁，识别所有可能性。 
教师创设国王棋中的问题情境如图 3 所示，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并且在学生操

作过程中提出问题现在黑方面临的潜在威胁，多少种移动的可能性等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让

学生凌乱的思考清晰化，有序化，最后帮助学生建立智慧树法则的思考方法。 
 



 

图 3 教师创设问题情境（智慧树法则）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分派控制组前后测设计，被试以班级为单位随机分配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参加麦博课程，对照组参加以学科学习为主的校本课程，并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研

究涉及的分析的学生认知因素包括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和元认知能力，学业成就

分为语文和数学两个方面，其中语文包括识字和阅读两部分。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工具包括语文测试卷、数学测试卷、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卷、元认知调查问卷，

其中语文、数学和问题解决测试卷前后测均采用锚题进行等值处理。 
语文测试卷包括识字和阅读两个部分，识字采用温红博等人（2015）编制的《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识字量测验》。该测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难度适当、区分度好，测验编制合理，

能据此推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识字量水平[13]。阅读测试卷主要参考了温红博（2005）的

研究[14]。语文测试卷有 28 道识字题，33 道阅读题，均采取（0-1）计分方式，语文测试卷

前后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8 以上。 
数学测试卷主要参考陈方（2006）[15]，王津（2007）[16]等人的研究编制，题型有选择

题和建构题两种，选择题采用（0-1）计分，建构题采用多级计分方式。前测 38 道题，后测

36 道题，数学测试卷前后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8 以上。 
关于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根据 PISA2003 中问题解决能力的内涵，并参考陈会（2012）

[17]和郭新春（2012）[18]专门针对小学生编制了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题共 18 道题，其前后测

试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8 以上。 
元认知能力测量采用刘晓明（2008）编制的《学习困难儿童元认知监控能力问卷》[19]，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评价学生元认知能力，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9 以上，具有较高的信效

度。 
综上所述，测试卷和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区分度良好，适合用来测验学生学业

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及元认知能力。 

（三）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随机选自北方某市的两所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其中在A 学校抽取 4个自然班，

B 学校抽取两个自然班，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A 学校有 2个班级作为实验班，2个班

级作为对照班；B 学校的两个班级均作为实验班，共有小学四年级 212 名学生参加研究，实

验班 138 人，对照班 74 人。参与学生年龄在 10-12 岁之间，所有被试都参与了测试卷和调



查问卷，测试结束后，保留前后测均作答的被试，最后得到有效被试 170 人。其中，男生

91 人（53.8%），女生 78 人（46.2%），一人未填性别。 

（四）实施程序 

1. 课程实施过程 
麦博课程为期一个学期（六个月），每周一次课。课程授课教师由本学校任课老师担当，

一名数学教师、一名语文教师；由课程开发者负责对实施麦博课程的教师进行培训指导，采

用同样的教学设计开展课程。实验班与对照班全体学生均参加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

实验班学生利用校本课程时间进行麦博课程学习，对照班学生在校本课程时间参加学校原有

的校本课程活动。 

2. 数据采集程序 
麦博课程开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均进行语文、数学测试并填写元认知量表，为期

半年的课程结束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再次进行后测语文和数学能力测试，并回答元认知

量表中的问题。数据采集程序如下表： 
表 2  数据采集程序 

组别 前测 后测 

对照组 O1
a,b,e O2

c,d,e 

实验组（麦博（Mind Lab)） O1
a,b,e O2

c,d,e 

a 语文前测测试卷 b数学前测测试卷 c语文后测测试卷 d数学后测测试卷 e 元认知量表 

（五）研究变量与方法 

阅读、数学和问题解决得分均通过单参 Rasch 模型估计学生能力值，进而转化成 T 分

数（平均数为 50，标准差为 10），学生的绝对识字量是每道题的加权得分的总和。元认知量

表通过求平均分得到每个维度（计划、监控、调节）的得分，并将各维度得分加总得到元认

知得分。研究使用 conquest、spss18.0 进行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在语文、数学、问题解决和元认知四个方面的前测与后测表

现。从表中可看出，除对照组前测问题解决得分较之后测得分有所下降外，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后测得分均高于前测得分。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实验

组的识字量、阅读、数学、问题解决、及元认知都有显著提升，而对照组除识字量及阅读有

显著提高外，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元认知变化不显著。 
因此，麦博课程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问题解决能力和元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影

响。 
 

表 3 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与元认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语文 M(SD) 数学 

M(SD) 
问题解决 

M(SD) 
元认知 
M(SD) 识字量 阅读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对照组 



前测 1511.83 
(389.99) 

1412.49 
(364.30) 

57.64 
(6.48) 

57.85 
(6.36) 

55.30 
(4.38) 

54.92 
(3.80) 

54.09 
(5.20) 

54.08 
(5.11) 

11.0511.00 
（2.41）（1.99） 

后测 1867.42 
(448.43) 

1654.27 
(464.29) 

64.89 
(8.50) 

61.61 
(8.48) 

58.40 
(7.06) 

55.73 
(5.83) 

56.43 
(7.63) 

52.84 
(6.59) 

12.1011.50 
（2.14）（2.19） 

T 检验 9.30*** 3.94*** 9.94*** 4.27*** 5.71*** 1.30 3.81*** -1.73 3.59***1.301 

注：p<0.001***, p<0.01**, p<0.05* 
 

（二）协方差分析结果 

考虑到学生先前的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和元认知能力发展产生影响，因此研究采用

协方差分析控制学生先前的识字量、阅读、数学、问题解决以及元认知，以此来分析对照组

和实验组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 
1. 对语文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研究将前测识字、阅读得分作为协变量，分析麦博课程对于儿童识字、阅读发展的

影响。对于识字得分，Levene 的方差同质性检验不显著，F（1,165）=1.400，p=0.239，且组内

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3）=0.128，p=0.721；关于阅读部分，Levene 的方差同质性

检验不显著，F（1,164）=1.350，p=0.247，另外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2）=1.255，
p=0.264。结果表明，识字和阅读符合同质性假设，前测识字量对后测识字量的影响在实验

组和对照组不存在差异，适合做协方差分析。 
协方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前测识字得分对后测识字得分的影响是显著的，F（1,164）

=72.458，p=0.000，η2=0.351。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检验达显著性水平，F（1,164）=4.58，
p=0.034，η2=0.033，表明麦博课程会影响识字能力的发展。同样地，前测阅读得分对后测

阅读得分的影响是显著的，F（1,163）=70.087，p=0.000，η2=0.301。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检

验达显著性水平，F（1,163）=8.567，p=0.004，η2=0.05，麦博（Mind Lab)课程对学生阅读能

力发展产生了显著地影响。因此，在控制先前的识字和阅读能力下，麦博课程能够显著提高

儿童识字能力和阅读能力。 
2. 对数学能力发展的影响 

将前测的数学得分作为协变量，使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对数学能力进行分析。Levene 的

方差同质性检验不显著，F（1,171）=1.230，p=0.269，符合同质性假设；且组内回归系数同质

检验不显著，F（1,169）=0.051，p=0.821，表明前测数学得分对后测数学得分的影响在实验组

和对照组不存在差异，能够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前测数学得分对后测数学得分有显

著影响，F（1,170）=84.503，p=0.000，η2=0.332。在控制前测数学全卷得分后，实验组和控制

组存在显著差异，F（1,170）=7.091，p=0.008，η2=0.04，麦博课程对学生数学能力产生影响。

因此，控制前测数学全卷得分的影响后，麦博课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数学能力。 
3. 对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影响 

将前测问题解决得分作为协变量，使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对问题解决能力发展进行分析。

Levene 的方差同质性检验不显著，F（1,171）=1.462，p=0.228，符合同质性假设；且组内回归

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9）=0.059，p=0.808，表明前测问题解决得分对后测问题解决得

分的影响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差异，能够进行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前测问题解决得分对于后测问题解决得分有显著影响，F（1,170）=72.827，

p=0.000，η2=0.300。在控制前测问题解决得分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问题解决得分存在显

著差异，F（1,170）=13.455，p=0.000，η2=0.073，麦博课程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具有影响。因

此，在控制前测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后，麦博课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4. 对元认知发展的影响 



将学生元认知量表得分作为协变量，分析麦博课程对学生元认知发展的影响。经检验，

Levene 的方差同质性检验和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均不显著，满足进行协方差分析的前提

假设。结果显示，前测元认知能力对于后测元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F（1,163）=2.516，p=0.115，
η2=0.016。在控制前测问题解决得分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问题解决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F（1,163）=2.67，p=0.127，η2=0.07，麦博课程对学生的元认知发展不存在影响。 

五、讨论 
学生对游戏的兴趣以及基于游戏学习课程的流行，使研究者开始探究课程效果。本研究聚焦

以下三个教育目标：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研究结果发现，基于中介学习

理论设计的麦博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解决能力及元认知能力。 
以往研究结果发现，思维训练课程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11][20]，本研究证实了

在中国的东方文化背景下，麦博课程作为一种思维训练课程能够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已有研究者认为，在基于游戏的学习中，学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元认知监控[21][22]，

学生若具有较高的元认知能力, 就能对自身的学习进行及时监督、调节, 有效地提高学习效

率。本研究发现，将策略游戏作为核心教学法的麦博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在采

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当控制前测元认知对后测的影响后，该课程对学生

元认知的发展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元认知能力更偏内隐，加

上实验时间较短，课程无法对元认知能力产生可观察到的影响，虽然 T 检验结果显示元认

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麦博课程的影响，然而证据不够充分。未来期待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

教学实验或是追踪研究为课程对元认知能力发展的效果研究提供充分证据。 
如何提高问题解决能力，有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四步教会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基本策

略：第一，引领学生学会识别问题；第二，指导学生用多种形式进行问题表征；第三，教会

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第四，促使学生反思解决问题的过程。[23]在“尖峰时刻”游戏中，

麦博课程使用者让学生明确目标后识别达到目标所遇到的问题，形成正确的问题表征，再教

会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目标是否达到反思其自身解决问题的过程，提高学生问题解决

能力。和传统课程相比，麦博课程更关注教会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教授概念化的知识。

此外，游戏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学生能够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获得

知识。[24]另外，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麦博课程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效应量（0.073）大于

对数学能力的效应量（0.04）。麦博课程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大于对数学的影响表明，相

较于数学认知能力的发展，麦博课程对于更为一般的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影响更大。换而言之，

麦博课程，作为一个思维课程对于更为一般的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发展更具有影响。 
引领 21 世纪教学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建构主义思想，它对传统教学观念提出尖锐的批评，

并对学习和教学提供一系列的改革思想，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教学模式，如基于认知灵活

性理论提出的随机通达教学，基于情境认知理论提出的抛锚式教学，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者提

出的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麦博课程是基于费厄斯坦的中介学习经验提出的一套思维训练

教学方法，介质学习理论强调“介质学习经验”的重要性和“媒介者”的重要性。本研究的

创新之处在于，分析麦博课程的使用效果，为介质学习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提供实证性数据。

教学过程中，游戏模拟出学习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情境，而教师（中介者）超越具体问题而

向儿童传授一般策略和规则（“侦探法则”、“摄影机法则”等各种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方法，

学生习得这种元认知策略并且能够迁移到其他的环境中，由此学生的学业成就和问题解决能

力都得到提升。因此，麦博课程为儿童高级认知能力习得提供了中介学习介质经验，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也发挥其重要他人（媒介者）的作用，儿童自身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将其所蕴涵的

策略内化，形成及完善自身认知能力（尤其是高级认知能力）。 
同时，研究发现，由于本研究中的控制组实施的是以其他的校本课程，可见其他校本课



程对儿童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效果。当然，限于样本量不多、实验组对照人数相差大，

实验干预时间不长，思维训练课程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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