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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Mind Group
Mind Group 国际儿童思维教育发展促进会，总部位于以色列，由美恩德国

际教育集团发起，其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智利、

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土耳其等。中国于 2012 年 5 月加入该组织，成为正式

成员国。推动教育进步，持续提高教育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创造性人才是

国际儿童思维教育发展促进会的宗旨；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鼓励儿童独

立思考，学会动脑，学会动手，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是组织成员的共同心愿！OECD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11 年发布了一份文件，倡议在 2011-2013 年

间培养全球化技能：“使国家昌盛和人民更好地生活是 21 世纪的关键。鼓励创新，

鼓励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直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也可

以间接通过应用新技术和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提高劳动者能力和公司效能的方式

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国际儿童思维教育发展促进会目前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包括联合权威研究机

构，对已经实施麦博（Mind Lab）教学法的幼儿园、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等提供学

术支持，量化分析学习麦博思维建构课程后给儿童带来的变化，科学地评估麦博

教学法对提高儿童思考能力的影响，为中国教育领域关于思维创新方面的教育工

作提供切实有效的研究报告和实验数据！通过国际儿童思维教育专业技能认证课

程体系，推动麦博思考力教师学院建设，教师不仅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实践能力，成为符合二十一世纪需求的思维教育人才。

目前中国有 5万多名儿童参与了麦博思维建构课程的研究，近千名教师学习

并运用麦博教学法在此项研究中。

项目还包括促进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教育决策者以及教师等的国际交流，

把握最新的教育动态，分享先进的教育研究成果。

美恩德国际教育合作组织与数所世界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开展了深度的合

作，尤以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做出的研究为代表。耶鲁大学著名的

唐纳德格林教授带领一组由高级研究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经过了持续 8 年时间科

学严谨的追踪，其研究报告显示，参与麦博思考力课程项目实验的学生在思维能

力和生活能力方面获得了极大地提升！



在南美洲，国际儿童思维教育发展促进会从 2009年起与巴西权威调研机构

INADE 展开教育项目评估合作，每年持续跟踪调查接受麦博教学法学习的学生

和授课教师，以小学五年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学生的葡萄牙语、数学、

自然科学成绩进行前后对比调查研究，同时对教授麦博思考力课程教师前后教学

评估进行对比研究，最终得出评估报告。此项教育评估工作 09年、10年、11年

进行，并且目前仍在跟踪调查进行中（见随附报告）。

在中国，国际儿童思维教育发展促进会，2014 年起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统

计与测量研究所合作对参与“麦博思考力课程” 学生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的

影响进行了科学、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证实：通过参与麦博思考力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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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能力；帮助

学生在学会解决问题的同时学会合作，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亲社会行为、良好的自

我概念以及较高的自尊水平。（见随附报告）

唐纳德·格林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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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麦博（Mind Lab）教学法

——国际先进的创造性思维教育

麦博教学法是一种独特且创新的教学方法。麦博教学法不仅关注培养儿童的

思维技能和生活技能，同时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从受教

育者和教育者两方面同时入手，达到双向可持续性发展、教育平衡目的。

1994年，美恩德集团在以色列成立。麦博思考力课程以世界权威教育学者

的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与总结了以色列传统教育经验、并在以色列顶尖的教育

学家、心理学家和诸多诺贝尔奖得奖主的参与与支持下共同研发成功。经过近二

十年的发展，现今在全球已有 3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

亚、巴西、智利、日本、西班牙、土耳其等，近万所教育机构采用此项教学方法，

200多万名学生和 10 余万教师从中获益。可以说，美恩德集团已经成为创新思

维教育的领导者。

(一) 理论基础

根据 GAMBOA，所有的教育教学法植根于哲学、心理学、方法论、认识论

的原理，即“每个教育行为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知识、智慧、教育和学习理念的

理解的基础上。”

麦博教学法根植于知识是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理念之中，学习被理解为一

个“过程”，发生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个方法，既考虑了个人（先天

决定）又考虑了环境（环境论），知识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都是人与环境的交互

作用的结果。

通过包含相互作用的关系，第三方因素被考虑进来，我们的思考既考虑个人

（不再是先天决定论）又考虑环境变化与个人的关系。因此，人与环境交互作用

论超越了以前的研究概念，辩证地看待个人与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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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战后时期，费厄斯坦经过不懈努力，发展一种理论，能够

帮助理解当孩子遇到困难想寻找答案时，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学习了什么，老

师是如何寻找合适的方法，并把它变成实际的具体行动计划来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

费厄斯坦历史性地指出教育行为应该关注知识和信息的迁移转化，学习不只

是关注学生（先天决定论）或者关注对知识的接受与维护（环境决定论）。

当谈到迁移，费厄斯坦的理论并不认为智力是遗传条件下的、静止的、不可

改变的、可以计量的。费厄斯坦认为染色体不具有决定性。认知的可变性是属于

结构性的，不是时有时无或意外发生的，也就是，一种改变可以影响整个的认知

结构。认知过程的迁移转化有其自身的规律、节奏、范围、并有自我调节的特性。

费厄斯坦的结构认知可变性理论回答了当今教育面临的很多理论上特别是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个理论强调人是开放的、灵活的、在不断转化中的。因此，

人要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回应，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个人的认知发展水平是不

同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 FONSECA的观点，结构认知可变性理论有目的性地描述了人类是独特

的、非凡的、有多种能力改变或修正自身的认知结构，目的在于适应不断变化的

形势要求，满足外部环境特征的要求。这不仅仅是个人对外在刺激的一种反应或

对内在条件变化的一种回应，而是人的一系列意志力和故意行为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厄斯坦的理论就超越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学说，指出

了“介质学习经验”的重要性和“媒介者”的重要作用，所说的“媒介者”是把

自己置于有利于学习的各种关系之间。

介质学习中，作为媒介者的老师和学习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相互

作用是有目的性的，是媒介者有计划地介入，在学习者和外部刺激源之间架起一

座桥梁。媒介者的行为是有选择性的，关注并加强外部的刺激因素，并对学习者

的经验给予反馈意见，使学习者能更有效地学习并促进学习者的改变。

麦博教学法构建一种反思的态度，打破了知识构建的简单化，把老师看作是

媒介者。通过思维游戏，有意识地为学生模拟生活经验，培养他们的认知、社会、

情感以及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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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创设一种放松的情境，一种模拟实际生活问题的情境，没有具体的风险

和威胁的情境。这些游戏特点促进学生技能的开发，因为他们喜欢自由的行动，

从错误中学习，把握不确定性，关注个人的人际关系，思维语言。最终，个人要

学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能在游戏中获得应用。

一方面，玩游戏的体验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麦博教学法的应用最大化地完

善了游戏。在整个游戏过程中，老师作为媒介者，介入学生和问题情境之间，引

发学生探索每日生活中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激发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

实际生活相联系。

教育行为不再仅仅是增进知识，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后现代社会呼唤独创

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来应对快速变革的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教育必须发挥

在复杂多样的社会中促进人类发展的作用，为创设新知，探索新路拓展多种可能

性。

麦博教学法是一套具体而系统的教学法，以皮亚杰、维果斯基、费厄斯坦的

理论为基础，不仅仅把学生看成简单的知识和信息的接受者，而是活跃地知识的

构建者。因此，学校应为学生创设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以及失衡的情境，提供挑战

的机会。维果斯基强调智能发展过程中语言的作用，文化的融合，以及社会团体

的调节作用。

麦博思考力教学过程强调“介质学习经验”的重要性。

介质学习经验指的是通过媒介者把环境中的刺激因素进行转化，媒介者通常

指教师，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人。受意愿，文化，情绪的影响和引导，媒介者

为孩子选择并组织外部刺激元素。选择那些最合适的刺激，组织编排，决定取舍。

根据费厄斯坦的观点，刺激因素的直接介入在认知发展过程中是很重要，但

却不足以解释认知的可变性以及进入到更高一级的认知功能。

费厄斯坦的理论在于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持麦博教学法：

——“认知功能”使老师明确应该通过每个游戏、每节课、每个教学模块和教学

单元来优先培养哪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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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条介质标准”，给老师提供了作为媒介者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意向性，

教师在设计每个课程细节上均考虑教学目的和学生的能力水平；赋予学习的

意义，以及超越现在的学习的意义，鼓励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迁移到相

关学科和不同领域；同时关注每个学生，尊重个体差异性，鼓励和引导学生

之间的互相合作，共同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最后，这些标准帮助老师成

为更好的学习媒介者和专家。

——通过向老师提供持续培训，引发教师的反思，使其更深刻地理解介质学习的

要点并更好地用于教学实践中。

因此，麦博思考力课程项目在学校的实施并不仅仅局限于用游戏来上课，而

是与学校建立伙伴关系，一起合作，共同从整体上提高教育质量。对教师进行持

续培训帮助他们把理论转化为连续的、负责任的教学实践，每次提高一点点，不

但从“技术”角度上提高，而是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教师意识到自身变化的时

候，他们就会在教学实践中革新。当老师作为媒介者引导学生学习时，老师会注

意到学生发生的变化，学生会觉得学习更重要更有意义，也更愿意学了。

我们相信“老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态度，他们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信念为他们实施教育定下了基调。

在费厄斯坦和维果斯基的书中展示了一项研究，调查高中学生认为教的最好

的老师的特点。调查问卷包括 36项观点，学生要从四个选项中选一个：“从来没

有”“很少”“总是”“经常”。最后一个问题是开放性问题“以你的观点，最优秀

的老师的最主要特点是什么？”最常提到的 4个特点包括：

A．友好，与学生关系好

B．讲解清晰

C．对所教科目掌握得好

D．因材施教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选择了费厄斯坦介质学习标准中提到的同样的好老师的

特点，特别是第一点与第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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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为介质的意向性与相互性:“我想教”我会做任何事让你“想学”。第

十点是介质的可变性意识，即教师帮助学生意识到他自己的可变性，他的智慧，

学习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国际美恩德集团的教育专家 Sandra Garcia女士会同Mark Meier于 2007年出

版了《介质学习理论》一书，书中提出了第十三项构建良好教师-学生关系的介

质学习标准。费厄斯坦教授写信推荐了这本书，声称Mark Meier 和 Sandra Garcia

做出了巨大贡献，呼吁对教师作为媒介者的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

费厄斯坦教授强调这两位作者从学生的报告中发现了教师作为媒介者的主

要特点，并揭示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用改变对产生介质学习经验的重要作用。

Mark Meier 和 Sandra Garcia通过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

格尔，马克思和维果斯基关于人类思维意识的思考带给我们很多反思，揭示了麦

博教学法的很多重要方面，也为介质学习指出了方法。不但丰富了介质学习的理

论，而且指出了它在实际中的应用。介质学习理论经两位作者提议增加了一个维

度并得到了发展，该维度反应了在介质学习理论标准中教师作为媒介者与学生相

互作用的关系的本质上的最大变化。

(二) 麦博教学法

我们定义麦博教学法为“通过思维游戏开发学生认知，社会，情感和品格能

力的教学方法，该方法强调有意义的学习和教师作为媒介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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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学校在每日的教学中培养学生全面的技能，为学生“构建技能”

的每个作用都不能减少（读，写，数学，科学操作），学校还是系统的科学知识

（不同科目内容）的传递者和沟通者，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同时，在很多

情况下培养这些技能是与学校的其他工作融合在一起进行的。麦博思考力课程项

目纳入到学校课程，重点关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能力养成是学习的重点，无论

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学习。这些能力包括“认知，社会，情感和品格”。

麦博教学法是在课堂上利用思维游戏开展，让学生获得游戏体验，在游戏中

经历，以此作为构建内部资源—策略和元认知方法—的基础，这些策略和元认知

方法不但能使学生玩的更好，更主要的是能够把游戏中学到的策略和元认知方法

迁移到其他学科，其他情境以及其他领域，超越即时所学的知识或经验。元认知

方法通过比喻的形式出现，有利于“超越此时此刻”而进行迁移。例如，红绿灯

法则表明自身省察环境的重要性，不至于冲动行事，不至于在已经想好应对措施

时不能正常行动。同时，麦博思考力教材中的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内化

所学的策略以及元认知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够学以致用。

麦博思考力课程由学校老师教授，这些老师将接受持续不断地培训：

——课程主题和对本课的描述；

——课程目标和老师教学优先培养的技能；

——课程中应用的理念，策略，方法；

——课程准备和必要的教学材料；

——一步一步的课程流程；

——在设定情境，玩游戏和思考时给老师--作为媒介者—一些实用的建议，促进

迁移活动，因为迁移对学生很重要；

——如何应用教材的指导意见，关注教材的系统性，以及整个学习过程的完整性，

使学生理解其所学东西的意义以及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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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校，幼儿园会以及教育机构建立“思维实验室”，实验室里是各种应

用麦博教学法的大量游戏，满足学生上课需要。还有很多材料是专门为帮助教师

上课设计的，例如幼儿园所用的游戏大教具和垫 www.agrademind.com 网站除了

给麦博思考力课程社区的教师提供交流经验和反思的平台，还提供其他形式的支

持。开发的教学软件起到一个补充和拓展知识的作用。

学生有“学生套装”包括一学年的教课书和亲子教具。每年的游戏套装都鼓

励学生把课堂所学的东西应用到课外环境，应用到不同学科和不同情境中，从而

对学生，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学生套装中的

亲子教具，可以促进家长和学生之间，家长和幼儿园之间三者的互动交流。

三、中国开展麦博教学法研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迅速崛起，经济每年以 10%左右的中国奇迹迅猛发展，

2009年的 GDP高达 8.7%，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的

21世纪全球十大新闻中，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崛起排在第一位！但我国

大部分经济产值的创造，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品牌，靠廉价劳力和低廉工资取得

的“世界加工厂”地位！像圣诞树，中国生产了全世界 70%的圣诞树，但这些产

品，生产一件的利润也就是几分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技术，变“中国

制造”为“中国创造”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成

为中国教育界的共同课题！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在文学、经济、自然科学、宗教文化等领域均在全世界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更加引人瞩目的是，仅占世界人口 0.2%的犹太人在诺贝尔

奖获奖人数中就占据了 22%。

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曾在报告中介绍说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是世界

各民族中最高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研究亦证明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无显著

差异。犹太人并非具有超乎寻常的智商，他们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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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强调指出，教育工作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重视培养学生

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表达能力以及

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同时温总理在 2010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

中指出：“要瞄准世界教育发展变革的前沿，学习和借鉴世界的先进教育方法和

教育经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因而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

是紧迫而必要的。

依照以色列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鲁文·费厄斯坦的《介质学习》理论，

教师不应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应是媒介者（即Mediator），为学习者与知识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自主实践、主动探究，独立思考，

真正实现“化知识为智慧”！教师将只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合作者以及支持者！

学习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互动、交流式的学习，在这种“对话”中，孩子

和成人的思维平等交流、碰撞，从而保护和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教师

的教育态度以及教学方式都将为儿童的成长定下发展基调！所以学校进行课程改

革，除了改革教学内容，教师作为施教者，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心，要深入理

解和研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角色和定位，急需为老师提供严谨科学的学术指导和

支持，为老师提供“有效”的施教工具！

10



思维训练课程对小学生认知发展影响的教育实验研究

温红博 刘先伟 尹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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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

（Mind Lab)课程的使用效果。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结果发现：麦博思考力课程能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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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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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mind games Medi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cogni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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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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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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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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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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麦博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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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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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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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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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否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2）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否促进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

（3）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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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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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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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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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组参加麦博思考力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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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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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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博思考力课程为期一个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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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课程的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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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课程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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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博思考力课程开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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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a,b,e O2c,d,e

实验组（麦博思考力（Mind
Lab)）

O1a,b,e O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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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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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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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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对于儿童识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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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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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阅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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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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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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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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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具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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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在控制前测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后，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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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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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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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设计的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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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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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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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课程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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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博思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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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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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对问题解决能

力的效应量（0.073）大于对数学能力的效应量（0.0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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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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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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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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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的使用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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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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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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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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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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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课程对小学生社会性发展影响的教育实验研究

温红博 尹珮 刘先伟（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 与传统以学科学习为主的校本课程不同，麦博思考力（Mind Lab）课程是基

于中介学习理论，并以游戏作为教学工具而开发的课程。本研究通过教育实验，探

讨了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小学生社会性、情感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麦博

思考力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的意识，并且对学生自我概念、

自尊的发展均有影响，但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感。因此，麦博思考力课程采用

的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儿童社会性、情感与个性发展的有效教学形式。
[关键字] 中介学习理论 自我意识 自我概念 自尊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最主要的外部环境因素，认识教育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系有助于

帮助教师采用更好的教学法帮助学生成长。儿童的心理发展主要分两个方面：认知发展与社会

性、情感和个性发展，在社会性、情感与个性发展中学生的社会交往、亲社会行为、自我概念

及自尊等方面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陈琦，刘儒德，2007）。游戏在儿童社会性发展扮演重要角色

（Kim, Park & Baek, 2009；Yien, Hung, Hwang & Lin，2011）。在玩游戏（如象棋）的过程中，

游戏就像学习一样，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Yang, 2012）。已有研究（Annetta，2008； Gee,
2003； Robertson & Howells，2008；Rosas et al.，2003）把教育和游戏特征结合，将游戏当作

学习工具，并开发出一系列有趣且具有挑战性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学习。将教育教学和游戏结

合起来的游戏化教学方法的流行，使得搜集课程有效性的实证性证据十分必要。国外实证研究

对提升学习效果的验证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动机、高级思维能力、知识保持和情感态度价值

观等方面（尚俊杰等，2014），而国内研究则对游戏设计领域关注较多，对实践领域关注较少（昂

娟，2013）。
皮亚杰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游戏给儿童提供了巩固他们所获得新的认知结构以及发展他们

情感的机会，他将游戏分为三类：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和有规则的竞赛游戏，分别与他提

出的认知发展的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相对应（苗红意，2007）。蒙台梭利

教学法将游戏与教育结合，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教具。由此可见，皮亚杰和蒙台梭利均认为儿童

通过触觉、嗅觉等感觉到的物体能够成为心理发展的中介。维果茨基更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

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需要通过教学、日常生活等来实现（维

果茨基，1994），此时社会交往十分重要，语言是彼此间交往的工具。国内学者莫雷同样认为，

心理机能发展需要机能载体，机能载体是指蕴涵某种机能的客体，儿童与该客体的相互作用能

够形成载体所蕴含的机能（莫雷，2006）。以色列心理学家费厄斯坦发展了皮亚杰的理论，提出

中介学习理论（MLE），该理论认为儿童社会性、情感与个性发展是在中介作用下获得的学习经

验（Feuerstein et.al, 1999）。总之，建构主义思想强调学习是活动内化的过程，内化过程中需要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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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维训练课程教学法是基于中介学习理论开发的课程，课程的核心将游戏作为教学工

具。该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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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2012），建构主义理论遵循学习者中心的心理学原则（APA,1997），即儿童在学习过程

中受内部求知欲的驱动，并且在与他人合作进行社会性的意义建构。因此，理论上麦博思考力

课程能够促进学生社会性、情感和个性的发展，但并没有实证数据证实此观点。本研究关注该

课程是否能够在学生学习中发挥载体的作用，促进学生社会性、情感和个性发展。由此本文提

出三个研究问题：（1）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否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2）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否

促进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3）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否提高学生自尊水平？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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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组学生参加麦博思考力课程，对照组学生参加以学科学习为主的校本课程，并进行前后测

对比分析。研究的自变量为思维训练课程，因变量为学生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自我效能感、

自我概念和自尊。

（二）研究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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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小学四年级 215名学生参加研究，实验

班 138人，对照班 74人。测试结束后，按照前后测均作答要求得到有效被试 166人。其中，男

生 86人（51.8%），女生 80人（48.2%），且被试学生群体中 92.2%来自城市。

（三）研究工具

研究对儿童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的测量改编自常用的 Piers-Harris儿童自我

意识量表（1969），通过学生自陈来考察学生在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三个方面的

表现，量表采用二级计分方式。

参照杨丽珠等人 2013年的研究，本研究将核心自我评价作为评估自我概念的指标，并采用

Judge（2003）编著的核心自我量表测量儿童核心自我评价，以往研究已经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和项目区分度（杜建政等，2012）。对自尊的测量改编自 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

该量表具有信效度高和简明方便两大优点（田录梅，2006）。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自尊量表均采

用李克特五点计分。

本研究工具分析结果表明，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0以上，项目区分度大于 0.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项目区分度大于

0.3；自尊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项目区分度大于 0.3。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区分度良好，适合用来测验儿童的自我

意识、核心自我评价和自尊。

（四）实验内容与程序

21



1. 麦博思考力课程实施

课程为期一个学期（六个月），共 8个课时，每个课时 50分钟。课程内容为两个思维游戏

——“巅峰时刻”和“国王棋”，每个课程上 4个课时。第 1课时分三步进行教学，分别是界定

问题、探究游戏规则以及体验游戏；第 2课时和第 3课时则教授学生不同的思维法则，让学生

使用思维法则玩游戏，第 4课时会让同学使用法则体验游戏并分享思维过程。具体课程内容可

参见《思维训练课程对小学生认知发展影响的教育实验研究》（温红博、尹珮、刘先伟，2015）。
课程内容由统一培训的老师采用同样的教学设计开展，在课程开发者的指导下教会学生摄

影机法则、侦探法则以及智慧树法则等元认知思维法，以此训练学生高级思维能力。实验班和

对照班都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教师按照学校原有安排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实验班利用校本课

程的时间进行教学，与此同时，对照班参加原来学校的以学科学习为主的校本课程。

2. 数据采集程序

麦博思考力课程开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均进行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

自我概念和自尊的测量，为期半年的麦博思考力课程结束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再次进行合

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自我概念和自尊的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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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a,b,c O2a,b,c

实验组（MindLab） O1a,b,c O2a,b,c

a 自我意识量表 b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c 自尊量表

（五）研究变量与方法

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通过求平均分得到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学习效能感得分，核心自

我得分，自尊得分，研究使用 spss18.0软件分析数据，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协方

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 3结果所示，对照组学生在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学习效能感三个方面的前后测不

存在显著差异，而实验组在合作交往（t=6.410，p<0.001）、亲社会行为（t=2.645，p<0.01）、学

习效能感（t=4.660，p<0.001）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可知，麦博思考

力课程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合作交往能力、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学习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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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往M(SD) 亲社会行为M(SD) 学习效能感M(SD)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0.78(0.19) 0.80(0.16) 0.82(0.21) 0.83(0.23) 0.67(0.22) 0.69(0.21)

后测 0.91(0.15) 0.84(0.17) 0.87(0.15) 0.81(0.24) 0.78(0.19) 0.73(0.23)

配对样本

t检验

6.410*** 1.185 2.645** -0.443 4.660*** 1.119

注：p<0.001***，p<0.01**， p<0.05*

关于课程对学生自我概念和自尊的影响分析，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实验组和

对照组在自我概念、自尊两个方面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自我概

念和自尊的发展没有影响。

表 4 描述性统计结果（自我概念、自尊）

自我概念M(SD) 自尊M(SD)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3.98(0.69) 3.92(0.65) 3.67(0.47) 3.63(0.45)

后测 4.11（0.64） 3.82(0.81) 3.78(0.56) 3.61(0.53)

配对样本 t检验 1.711 -0.819 1.823 -0.252

注：p<0.001***，p<0.01**，p<0.05*

（二）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自我概念及自尊的发展变化

考虑到学生先前的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和自尊会对课程后的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及自尊产

生影响，研究采用协方差分析控制学生先前的自我意识（包括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及学习效

能感三方面）、自我概念及自尊，以此来分析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自我意识、自我概念及自尊的

发展变化。

1. 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

将前测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及学习效能感得分作为协变量，本研究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

对于儿童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及学习效能感的影响。合作交往方面，Levene方差同质性检验

不显著，F（1,164）=3.110，p=0.08，且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2）=0.05，p=0.824；亲

社会行为方面，Levene方差同质性检验显著，F（1,164）=13.809，p=0.000，另外组内回归系数同

质检验不显著，F（1,162）=0.696，p=0.405；学习效能感方面，Levene方差同质性检验不显著，F（1,164）
=3.400，p=0.067，另外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2）=0.945，p=0.333。因此，合作交

往和学习效能感符合同质性假设，两者前测对后测的影响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差异，适合

做协方差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离散情形具有显著的差别。

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测合作交往对后测合作交往的影响不显著，F（1,163）=1.409，p=0.237。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检验达显著性水平，F（1,163）=8.556，p=0.004，η

2
=0.050，这表明麦博思

考力课程会影响学生合作交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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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测亲社会行为表现对后测产生中等大小影响，F（1,163）=10.545，p=0.001，η
2
=0.061。实

验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在控制前测行为表现的影响下，后测行为表现仍旧存在显著差异，F（1,163）
=4.776，p=0.03，η

2
=0.028。因此，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增加学生的亲社会性行为。

前测学习效能感得分对后测的影响显著，F（1,163）=9.229，p=0.003，影响效应中等（η
2
=0.056）。

组间效果的检验未达显著性水平，F（1,163）=1.819，p=0.179。因此，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学习

效能感没有显著影响。

2. 自我概念

控制前测自我概念得分的影响后，本研究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对于自我概念发展的影响。

Levene方差同质性检验显著，F（1,164）=4.118，p=0.044，且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2）

=0.219，p=0.641。因此，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样本的学生自我概念情况的离散程度存在差异，

而两组学生前测自我概念与后测的线性关系具有一致性，适合做协方差分析。

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测自我概念对后测自我概念的影响显著，F（1,163）=12.886，p=0.000。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检验达显著性水平，F（1,163）=6.126，p=0.014，η

2
=0.036，因此，在控制

前测自我概念的影响后，实验组学生的自我概念仍能得到较大发展，这表明麦博思考力课程会

影响学生自我概念的发展。

3. 自尊

研究通过将控制前测自尊的影响来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自尊发展是否有效果。

Levene方差同质性检验不显著，F（1,164）=0.625，p=0.430，且组内回归系数同质检验不显著，F（1,162）
=0.231，p=0.631。因此，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自尊符合同质性假设，且其前测对后测的影响在

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差异，适合做协方差分析。

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前测自尊水平对后测自尊影响显著，F（1,163）=7.325，p=0.008。实验

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检验达显著性水平，F（1,163）=4.370，p=0.038，η
2
=0.026，因此，在控制学生

前测自尊水平后，实验组学生自尊仍能得到提升，这表明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显著影响学生自

尊发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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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

均表明，基于游戏开发的课程效果优于传统课程效果（Yang，2012）,本研究从学生情感及社会

化发展这一方面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本研究发现，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提高学生合作交往意识，

亲社会行为意识，良好自我概念的形成以及自尊水平。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游戏具有以下特征，如趣味性、规则、目标性、挑战性（Huang & Johnson，
2008；Prensky，2007；Garris et al，2002）和互动性（Prensky，2007），这些特征有益于学生学

习。麦博思考力课程以游戏为教学工具，游戏的挑战性和互动性使得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需

相互协作，因而学生的合作交往意识及亲社会行为意识得到提高，21世纪社会不仅需要学习能

力，同样需要协作能力。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学业成就的预测变量（Namok，2005），因而该课程

对良好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能够从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虽然参与麦博思考力课程的学

生前后测有显著差异，然而当控制前测效能感的影响后，实验组学生和对照组学生并不存在显

著差异，这或许是由于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测量的是学生的一般效能感，与和具体的认知活动

相结合的效能感存在差异，例如学生的学习效能感高并不代表学生对语文或是数学的效能感高，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与具体学科相结合的效能感发展的角度探讨麦博思考力课程对学生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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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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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思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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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麦博思考力课程的使用效果，为介质学习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提供实证性数据。

如表 3和表 4结果所示，传统以学科学习为主的校本课程（对照组）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合作交

往、亲社会行为和学习效能感、自我概念及自尊等社会性、情感与个性方面的发展，而麦博思

考力课程通过游戏模拟出学习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情境，帮助学生在学会解决方法的同时，学

会合作，在交往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亲社会行为，良好的自我概念以及较高的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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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游戏课程促进

儿童情感和个性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1. 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提高学生自我对合作交往、亲社会行为的意识，对学生学

习效能感无影响；

2. 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

3. 麦博思考力课程能够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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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NADE研究报告（2009）
2009年，美恩德国际教育合作组织与 INADE研究组织合作，共同开展研究

活动，评估麦博教学法的实施对五年级学生数学和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

评估的对象是 13个学校（公立和私立）的 1000多名学生。在 8-12月期间，

学生们跟自己学校的老师学习“资源管理”模块（纳入校本课），每周一课，50

分钟一课时。这些老师在授课前都参加过麦博教学法 20小时的初期培训，并在

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参加每月举办的教学督导会议。

该研究应用项目反应理论(TRI)和（国家基础教育评估）SAEB等级进行评

估，INADE研究组织对该标准进行解释。

本研究使用的评估工具包括客观的葡萄牙语和数学测试，各自回答约 30个问

题。这些问题结合“资源管理模块”优先考虑到问题专为该研究设计，“资源管

理模块”是麦博思考力课程的一部分（见附件 1)，是 INADE研究矩阵法的一部

分（见附件 2 ）这些矩阵法符合巴西基础教育官方文件法规，通过多重选择问

题测试技能。社会，情感与品格超越了本研究工具测量的范围，要用特殊工具进

行评估（调查问卷法）。

对葡萄牙语和数学的两次客观测试分别在：2009年 9月中下旬和 12月中下

旬。评估工具由 INADE密封送达，问卷上有每位接受测试者的名字。该测试同

时在不同学校由校方人员进行（但教麦博思考力课程的老师回避）。由 INADE 培

训的官员监测整个过程确保评估过程和评估方法科学合理，评估结果可靠。在

12月测试中，学生也要回答调查问卷的问题以评估他们在社会，情感与品格等

方面的理解。测试结果由学校按年龄和班级（不是每个学生）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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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实施项目的 3个月期间）数学的平均水平在 SAEB 等级上比

预 期 高 100% ， 葡 萄 牙 语 水 平 高 20% 。（ 要 了 解 更 多 ， 请 见

www.mindlab-brasil.com.br）

SAEB标准测试平均成绩的提高情况

数学

葡萄牙语

参加项目后提高：8.53

没参加项目的预计提高：4.25

由于参加项目而逐步提高：100%

参加项目后提高：4.49

没参加项目的预计提高：3.75

由于参加项目而逐步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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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B等级包括四个水平：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下图显示麦博思考

力课程 3个月之前与之后在各个水平上的不同表现的学生的百分比：

MIND LAB 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学生平均成绩提高状况

MIND LAB 对葡萄牙语成绩的影响

学生平均成绩提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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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数学与葡萄牙语测试时学生在不同水平上的百

分比。显然，“不及格”学生的百分比在两种测试中均减少（葡萄牙语减少 10.98%，

数学减少 2.47%）。而葡萄牙语测试在其他水平上的学生的百分比均增加，如“及

格”（ 2.47%）“良好” (5.52%) 和“优秀” (2.99%)。在数学测试中，“及格”

减少 4.72%，而“良好” (12.52%) 和“优秀” (5.83%)分别增加。

调查问卷的数据发现，从学生角度看，麦博教学法极大提高了学生技能，帮

助学生处理各种情况，如应对失败与成功，在学业上的表现，团队合作，与朋友

和家人以及老师的关系。结果显示当学生与老师关系好时学生的满意度高。这个

事实鼓励我们思考把麦博教学法应用到教师教学实践以及其他课程中可能带来

的影响力。

两次考试水平比较

科目—测试 不及格 及格 良好 优秀

葡萄牙语—第一次测试 34.58% 37.55% 24.52% 3.35%

葡萄牙语—第二次测试 23.60% 40.02% 30.04% 6.34%

数学—第一次测试 41.35% 27.16% 30.05% 1.44%

数学—第一次测试 27.71% 22.44% 42.57%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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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角度对项目进行评估

在 0-10 级的评估标准中，学生打出了 8、9、10 分。

从学生角度对 MIND LAB 活动进行评估

MIND LAB 活动的贡献

从学生的角度对教师的评估

你的老师在活动中

从学生的角度对同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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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调查问卷的回答用于制作学生和学生家庭背景档案，显示下面的数据，

如学生性别，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及家里可供利用的资源。

学生与家长的情况

性别

性别 学校

男 50%

女 50%

家长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学校教育

母亲 父亲

无 2% 2%

1~5 年 7% 8%

6~9 年 10% 11%

高中 22% 21%

大学 60% 58%

家里所拥有的资源

资源
学校教育

无 一种 很多

订阅的报纸 74% 19% 7%

订阅的杂志 59% 24% 17%

网络杂志 81% 13% 6%

有线电视 32% 52% 16%

卫星电视 38% 40% 22%

电脑 10% 52% 38%

网络 16% 63% 21%

DVD 5% 51% 45%

汽车 8% 45% 47%

保姆 48% 44% 8%

吸尘器 26% 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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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扩展研究

2010 年，该研究继续深入展开，在不同方面扩展：

1. 增加人数：大约 50 个学校（公立和私立）参加，包括新的学校和从 2009 年

就参加该研究的学校，参加的学生大约 2000 人，使用 “资源管理”模块。

2. 研究过程包括进其他人：参加该项研究的学校的(约 2000)学生家长,还有(应

用该方法上课的 500 名)老师完成调查问卷。

3. 测试科目增加:数学,葡萄牙语和自然科学。

最后的想法

2009年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应用麦博教学法所带来的益处的定量研究结果。

这个研究成果从教授麦博教学法的授课教师所收集的定量数据中就可以看出，这

些定量数据是由监控麦博教学法实施的老师收集而来,该项目从 2007年就在学校

实施了。老师，学校的管理者与协助者，学生和家长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看到

学生在认知、社会、情感与品格方面的进步,他们持续不断地表达他们的满意之

情。这种情况在学校可见,在学校的活动中可见,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亦可见.。

2009年学习麦博教学法的学生群体包括 13个学校的所有 5-12岁学生。他们

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据 INADE称，为了研究在 2009年基础上深入与扩展的 2010

年的研究数据，有必要保留一些以前的调查参数，还要增加一些新的数据。因此，

在做 2010年的研究计划时，在 2009年的一些调研特征仍然保留的基础上，还增

加了一些以前没有收集的细节。

人文学科在发展，特别是 20世纪晚期和 21世纪早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

包括教育领域,重大的技术与理论水平加速发展。然而对于学校来说,鉴于其在当

代社会所起作用的复杂性，要想一直跟上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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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相信麦博思考力课程项目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实现发展

21世纪的学校的想法，麦博思考力课程的核心内容正如 Delors 报告中描述的：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生存(Morin, 2000)。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毫无疑问，学校要培养

未来一代，负责建设人类 21世纪的家园。我们希望 21世纪是和平的，不断改善

人类的生活质量，保护大自然，人类更有造诣，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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