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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 

 

相聚北京  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隆重举行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北京

市体育局、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12北京世

界智力精英运动会于12月12-1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精英运动会共有桥牌、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围棋、象棋五个项

目的比赛，其中象棋比赛进行了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比赛，共有来自中国、

越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等9个国

家和地区的12名棋手参加。 

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先生、世

界体育总会主席海因·维尔布鲁根

先生、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主席乔

斯·达米亚尼先生、世界象联主席

霍震霆先生及其他单项协会负责人

出席了开幕式。图为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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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比赛赛场                        右图：裁判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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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宣传象棋运动，

组委会举办了象棋网络赛、象棋大师进校园、棋牌文化图片展等活动。耐

格勒 劳顿和比赛辛苦，

参加

手、

过7天紧张激烈的比赛，各项前三名名单如下： 

：王天一（中国）、阮黄林（越南）、陈振杰（中国香港） 

、贾丹（美国） 

左图：男子颁奖仪式                 右图：参加清华大学公益活动 

 

本次参赛棋手由第二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男子团体前八名和女子个人前

四名的国家和地区选派，裁判员由参与第二届世界智力运动会裁判及赛务

工作的协会选派。在比赛期间，为扩大象棋项目的影响

先生、何成坚先生、莱德先生以及10位棋手不辞旅途

了于清华大学举行的公益活动。在此，秘书处向以上协会的支持和棋

裁判人员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

男子个人

女子个人：陈丽淳（中国）、高芳青（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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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棋讯 
 

（一）       日本象棋协会 

 

第17届日本全国象棋快棋赛于12月2日在日本东京目黑区民中心

(Me

轮

guro citizen centre)举办，23名选手参赛。该比赛采用单方用时10分

比赛(7轮积分编排制)，甲组的服部亚光以

冠军。 

钟，每手棋加10秒的瑞士制7

及乙组的森本浩太朗分获各组

 

（二）        加拿大象棋总会 

10月7日，由多伦多象棋协会与

光等多位当地政府官员参加了开幕剪彩仪

动。多伦多象棋会会长在接受多伦多中文电

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活动对大多伦多地区象棋活动的推广十分有利。 

办的2012年第一届新旺角杯城市象

棋锦

派

世嘉堡耆英象棋联合会举办的“蔡福如

特级大师象棋研讨会及车轮战”，在多伦多

万锦市新旺角广场举行。 

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侨务领事时晓

式。 

蔡福如为当地棋迷带来了精彩的棋局

讲解，并与八名当地棋迷进行了车轮战活

由多伦多象棋会、Orillia象棋会主

标赛于12月15日在Orillia象棋活动室进行了第一场的比赛，比赛采取

6名棋手参加，第二场将于12月22日在新主客场全队轮换制，两会各自选

旺角广场进行。 

 

（三）        菲律宾象棋协

由亚洲象棋联合会主办、菲律

开了第 17 届常务理事第三

次会

棋个人锦标赛。 

会 

宾象棋协会承办的第 17 届亚洲象棋锦标

赛于 10 月 22-28 日在菲律宾克拉克度假

城举行，比赛期间，亚洲象棋联合会于 10

月 24-25 日召

议和第 18 届会员大会，通过并产生

新一届亚象联理事。25 日，第 18 届常务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确定了由澳大利

亚象棋联合会承办2013年第 16届亚洲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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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7 轮比赛，第十七届亚洲象棋锦标赛在菲律宾落幕。由张强、蒋

天一、王跃飞组成的中国男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越南、中国香港

分获

翰

川、王

二、三名，女子个人赛中，中国唐丹、越南吴兰香、新加坡苏盈盈获

林获得。 得前三名，少年个人冠军由中国李

 

（四）        中国象棋协会

     

9 月 16-21 日，第五届“杨官璘

 

杯

399 名棋手前来参赛。在男子专业组的

比赛中，湖北洪智以九战五胜四和夺

”

。最终，广东许

银川在决赛中通过超快棋加赛击败北

京王天一，夺得本届国手赛冠军，这

棋锦标赛（个人）在浙

江磐安结束。北京棋手王天一以 5 胜 6 和的不败战绩勇夺男子组冠军，成

为我国第 16 位全国冠军，同时还获得晋升特级大师的资格。湖北洪智和广

东许

绩获得冠军，实现了全国个人赛

冠军。广东陈幸琳和河北玉思源

 

 

”全国象棋公开赛在广东省东莞市凤

岗镇杨官璘象棋馆落幕。大赛共设有

专业男子组、专业女子组、海外组与

公开组，共吸引了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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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湖北汪洋、浙江赵鑫鑫分获二、

三名。北京唐丹夺得专业女子组冠军，

公开组冠军被河南姚洪新夺得，中国

全国象棋国手赛在浙江省温岭市举行。

比赛邀请了上半年公布的棋手等级分

男子前 12 位棋手参加

香港梁达民获海外组冠军。 

 

9 月 23-27 日，第二届“温岭杯

也是他在本赛季获得的第二个象棋全

国“杯赛”冠军。上届冠军上海孙勇

征击败谢靖，夺得季军。 

 

 

10 月 10-20 日，2012 年“磐安伟业杯”全国象

银川分获二、三名。在女子组比赛中，北京唐丹以 7 胜 3 和 1 负的成

三连冠，这也是唐丹的第四个全国个人赛

分获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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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11 月 30 日，“国弈大典”之决战名山系列赛顺利举行，系

列赛分为山东泰山站、江苏茅山站、湖北

木兰山站、山西武乡站、浙江白云山站等

11月6-7日，砂拉越象棋联合

会上介绍了各自的协会架构、组织运作和

象棋活动开展情况，中国象棋协会还选派

的

弈”象棋网络赛冠军。“天下棋弈之象棋盛

典网络赛”分为线上预赛、线上复赛、现场

庆典晚会在北京举行，协会以

“重

棋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金会、上海九城置业、内蒙古伊

世界高尔夫俱乐部等 15 个单位 获得优秀单

五个分站赛，每个分站赛共有两名全国冠

军棋手比赛（白云山站 4 名），胜者进入

决战紫禁之巅的对决。最终，来自广东的

吕钦战胜同样来自广东的许银川，赢得总

决赛的胜利。 

会一行在来京旅游期间顺访了中国象棋协

会，两会在北京交通饭店举行了交流研讨

会、友谊赛等活动。双方代表在交流研讨

 

了由部分北京大学象棋协会成员、业余棋

手组成的北京联队与砂拉越州象棋锦标赛

的优胜棋手进行了两场8对8的交流赛。赛

观了中国棋院。图为刘晓放女士与砂拉越象

礼品留念。 

“天下棋弈”之QQ游戏象棋盛典网络赛在京

迎来现场总决赛，北京棋手任刚最终以2:0

的成绩战胜北京董子仲，成为首届“天下棋

后，砂拉越象棋联合会一行参

棋联合会会长刘思仪先生互赠

 

11月12日，历时近2个月

决赛报名、现场64强决赛四个阶段。活动期

间，赵国荣、蒋川、赵鑫鑫、柳大华、洪智、

单霞丽等特级大师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访

谈活动，并与棋迷在QQ游戏平台上对弈。据统计，本次网络赛共吸引了87

万名网友参加。 

 

12 月 13 日，中国象棋协会成立五十周年

大贡献奖”、“特别贡献奖”、“优秀单位”等奖项，对 50 年来为中国象

人进行了表彰。广西银荔集团、霍英东基

泰集团获得“重大贡献奖”，宁波启新绿色

活动“特别贡献奖”，29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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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奖

生受邀参加了颁奖晚会。 

代表象棋界个人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奖”由胡荣华获得，随后由胡荣

华与

21 日晚，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播出了

《中国象棋协会成立 50 周年庆典晚会》节

部批准，中国象棋协会顺利进行换届，产生

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名单：刘思明担任主席，

人担任副主席，刘晓放担任秘书长。 

 

比赛邀请了 13 名全国 0 万元人民币奖金，

创下

，男女全国冠军 34 人获得“象棋名人堂”奖。世象联主席霍震霆先生、

副主席耐格勒先

中国象棋协会主席刘思明一起，揭幕了由胡荣华亲笔题写的将于明年

推出的中国象棋协会会员俱乐部的牌匾。 

目。 

 

13 日晚，经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

陈泽兰等 8

12 月 16-20 日，首届“碧桂园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在广州举行，

冠军参加。本届比赛冠军将获得 6

国内冠军奖金最高的记录。最终，广东许银川加赛超快棋战胜上海孙

勇征，获得首届比赛的冠军。 

 

文章鉴赏 

马来西亚象棋运动的发展
                                     文/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 谢琼高 

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与人

马来西亚（MALAYSIA）, 简称大马，位于东

置靠近赤道，常年都是夏天。马来西亚是一个

区所组成的国家。国土共分为两大部分，一边

岛上之北，南接印尼

概况     

口结构 

南亚的中心地带，地理位

由十三个州和三个联邦直辖

是位于马来半岛，由柔佛、

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

美兰、彭亨、槟城、霹雳、

玻璃市、雪兰莪与登嘉楼十

一个州属组成的西马来西

亚，北部与泰国相连，南部

以新柔长堤与新加坡接壤，

简称为“西马”；另一边则

是由沙巴与砂拉越两个州

属所组成东马来西亚，位于

婆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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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曼丹，简 都吉隆坡、

纳闽

 

而东马方面则有沙巴与砂拉越两个州属棋会所

联合

务理事与运动员参加国际赛方面，亦各拥

自主权。其实，这是由于亚洲区象棋发展与历史的渊源，所以造就了这两

个象

晋

棋

个

东马与西马之间隔着的是一片辽阔的南中国海，这在交通与

通讯

称为“东马”。另外的三个联邦直辖区分别为：首

以及联邦政府行政中心的布特拉再也（Putra Jaya，简称为布城）。马

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主要由巫、华、印三大种族所组成，当中华裔人数约占

人口总数的23%，约有600 多万人。华人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的民族，尤其

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所以作为“琴、棋、书、画”四大

中华文化之一的象棋，得以在马来西亚获到华社的大力支持，能够在马来

西亚的这片土壤上普遍的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有马来西亚象棋总会又有东马象棋总会？ 

马来西亚的象棋运动也一如其地理位置般，分别由两个象棋组织团体

来筹划与主导着东、西马两地的象棋发展。西马方面，有十一个州属棋会

与吉隆坡棋会所联合成立的马来西亚象棋总会（当时称为西马象棋总会，

后改为马来西亚象棋总会），

组成的东马象棋总会。多年来，这两个团体就像是大马棋坛的两个火

车头，不停地在推动着东西两地的象棋事业进展。 

有些海外的棋友非常好奇，为何在同一个国家却有两个相同的象棋组

织？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两个象棋总会还同时属于亚洲象棋联合会与世界象

棋联合会的成员单位， 在委派常

棋总会的同时成长。 

23 日，亚洲棋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亚洲棋界的领导人聚

，向全世界宣告亚洲象棋联合会正式成立。按照亚象联

国家或地区只能接纳一个正式注册的象棋团体成为会员，

总会还没有正式注册成立，所以马来西亚在亚象联只有

会员单位。 

通讯与交通的障碍影响两地的交流 

1978 年11 月

集在砂拉越的古

的章程规定，一个

由于当时东马象

西马象棋总会一

众所周知，

系统尚未发达的早前造成了这两片土地上的棋人在

沟通上出现不少障碍，两地棋界的交流几乎是乏善可陈。

为了保障东马象棋队能够名正言顺参加亚洲杯象棋团体

赛及个人精英赛，东马象运领导人于1982 年倡议筹组东

马象棋总会，并于1986 年9 月17 日获准注册成为合法

社团，同年12 月5 日，东马象棋总会获得亚象联第五届

会员大会接纳为会员。 

在早前皆属英国殖民地的时代，西马的十一个州统

称马来亚联邦，东马则有砂拉越和沙巴（沙巴旧称北婆

罗洲），两者楚河汉界，堡垒分明，不可混为一谈。1957 

东马象棋总会 

会长刘思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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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 月31 日，马来亚联邦取得独立。6 年后，马来亚联邦，砂拉越、沙巴

及新加坡（稍后于 1965 年退出）达成共识，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并于1963 

年9 月16 日，正式宣告成立。故基于此政治历史缘由，东马成立象棋总会，

以东马区之名义申请加入亚象联乃名正言顺，并无抵触亚象联所规定的“一

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接纳一个正式注册的象棋团体成为会员”的章程。另一

方面，除了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外，东

马也是亚洲象棋联合会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和

东马

这是更有利于象棋运

动的

迅速崛起，近年来东西马两地棋界的互相交流也日益增多。

亚象

来

东

自

坡

美

棋

由马来西亚象棋总会主催的第8 届全国青年象棋锦标

的发起成员单位之一，（此外，

象棋总会亦是世界象棋联合会的发起会员单位。）所以组织总会加入亚

象联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之事。其实，这种情况并非马来西亚独有，同

属一个国家的中国象棋协会、香港象棋总会与澳门象棋总会的情况亦然（编

者注：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华台北为亚奥理事会成员）。从整个

象棋的发展进程中，在亚洲区也好，乃至世界棋联，

发展。 

加强两地联系再创棋运高峰 

随着时代的齿轮不断地前进，互联网科技的发达所带来的通讯便利以

及廉价航空业的

2010 年，由马来西

佛州举行，受邀前

多位高手，首次为

 2011 年，来

24 届全国象棋锦标

家队，出席在新加

队取得胜利。 

棋总会主催的第25 届全国国庆日象棋锦标赛在柔

参赛的沙巴象棋联合会的亚洲大师詹国武力压西马区

马取得全国个人赛冠军头衔。 

砂拉越象棋联合会的钱光煌在吉打象棋 公会主办的第

赛中荣获男子组个人赛亚军，并于翌年代表马来西亚国

举办的“第25 届马新象总杯赛”，立下战功，为国家

2012 年5 月，砂拉越象棋联合会的三员猛将在森

兰的全国赛中表现优异，其中两位棋手名列前八，女

手则获全国亚军和季军，并仅以微差之分与全国团体

赛冠军的荣衔擦身而过，摘下全国团体赛亚军。8 月，

赛更是飞越南中国海，交由砂拉越象棋联合会主办；古

晋象棋公会承办。来自全国各州的年轻象棋好手（30 岁

或以下）聚集在猫城古晋，上演了一场飞车跃马的精

彩棋战，并获得平面媒体超乎预期的广泛报道。赛会

期间，古晋棋友透过面子书（facebook）的象棋专页

作及时报导，吸引了不少象棋爱好者浏览和热烈讨论战情，点击率数以千

计。 

马来西亚象棋总会 

会长拿督林祥才 

这种种的迹象显示，只要东西马两大象棋总会的领导人互相尊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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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努力，必然可以取得共识，在以各拥棋会内政事务主导权的前提下，彼

积极地参与、支持与协助推动两地的棋艺交流，加强联系，提升棋员福

我

的

发展。这一片繁荣的景象并非是凭空想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指

此

利，完善与营造出良性竞争的竞赛制度，从而带动棋运的整体性发展。

们相信，双方若这般的展开精诚合作，马来西亚棋坛必将呈现出更蓬勃

日可待。 

（特别感谢古晋象棋公会会务顾问黄聪武先生与亚象联秘书长林关浩先生

提供资料。） 

 

精彩棋局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4. 

  2005年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重庆洪智  红先胜  上海林宏敏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6. 马七进六  车９平６ 

如图，黑方应改走车1平4，以下马六进四，

车9平7，兵七进一，卒3进1，炮八平七，车4进1，

车九平八，马3进4，炮七进七，士4进5，黑方可

战。 

7. 马六进七  车１平４ 

如改走车6进4，兵七进一，车6平3，车二进

五，车1平6，相七进九，车3进2，炮八进二，卒

7进1，车二平三，马7进6，车九平七，红优。 

 

8.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２  9. 车九平八 车６进４ 

10. 相七进九 卒７进１ 

如改走炮2进4，马七退八，炮2平3，兵七进一，车4进2，兵七进一，

马3退1，马八进九，车4进1，仕四进五，炮3平5，马九进八，前炮退2，炮

七进七，士4进5，炮七平九，车6进2，马八退九，红有攻势。 

11. 车二进六 马７进６ 12. 车二平四 车６进１ 13. 炮七进一 车６进１ 

14. 士六进五 车６平７ 15. 车四退一 炮５平８ 16. 车八平六 车４进６ 

17. 帅五平六 象７进５ 18. 车四平八 炮２平１ 19. 车八进三 炮１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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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车八平六  炮１平５ 21.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改走士6进5，马七进五，将5平6，炮七进四，炮8平3，车六进一，

将6进

如

1，马五退三，炮3平7，车六平三，红方胜势。 

22. 马七进五  （红胜） 

 

活动预报 

第十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年是世界象棋联合会成立20周年，由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的第十三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将于2013年10月在中国广东举行，届时将同期举行世界

象棋联

 

 

欢迎大家投稿！ 

 

联系邮箱：wxiangqifs@126.com 

联系人：  张文波     联系电话：86-1

传  真：86-10-67115732 

 

 

 

秘书处  
2012年12月 

 

明

合会会员大会。 

 

 

 

0-87559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