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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Xiangqi  Federation 

世界象棋联合会 

温馨提示 

尊敬的各执委，会员协会： 

秘书处此前就以下事项发邮件至各协会，征求反馈意见，即将于7月20

日截止，特温馨提示大家。 

1、征求修订《世界象棋联合会章程》的意见（5月17日邮件） 

2、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候选人员名单（5月24日邮件） 

3、征集执委会会议、代表大会会议提案（5月24日邮件） 

 

各地棋讯 
 

 

（一）          澳大利亚象棋联合会 

3月31日，第十九届“永虹杯”全国象棋锦标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由

澳洲象棋联合会主办，湄江俱乐部协办，永虹陶瓷有限公司 (YH Ceramics 

Pty,Ltd)，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文化部，湄江俱乐部等赞助，于假座悉尼卡

市湄公俱乐部Mekong Club 举行。比赛共有三十二位棋手参加，最终，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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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雄、蔡彦、陈文雄获得前三名。 

 

（二）         加拿大象棋总会 

由新旺角广场赞助，多伦多象棋会和士嘉堡耆英象棋会联合举办的本年

度夏季快棋赛于6月9日假新旺角商场内

举行。本次快棋赛是继春季快棋赛后再次

举办，共有22 位棋手参加，最终王伟强、

张善行、郑志伟获得前三名。据多伦多象

棋会阮国衡会长介绍，适逢今年是该会创

会25 周年，是次快棋赛的举办是该会系

列庆祝活动之一。 

 

（三）         日本象棋协会 

 

4月28、29日，第40届全日本象棋锦标赛（日本象棋协会主办，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东京华侨总会、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社团

法人日中友好协会协办）在东京目黑居民中心举办，所司和晴荣获甲级冠

军，这是在40年以来的全国锦标赛的历史

上，首次由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获得冠军。

本次比赛由33名棋手参赛，进行积分编排

制7轮比赛。各组的前3名如下； 

甲级：所司和晴、山崎秀夫、冈田蒸 

乙级：小笠原嗣人、高桥淳司、曾根

敏彦 

 

 

 

（四）         中国象棋协会 

 

象棋大师进军营活动 

4月13日，中国象棋协会“象棋推广年”系列活动“象棋大师进军营”

在济南军区铁军师举行。活动期间，中国象棋协会为部队官兵作了《中国

象棋文化漫谈》讲座，象棋特级大师徐天红、郭莉萍等分别与官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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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十的车轮战表演，并向铁军师基层官兵赠送了文体器材。 

 

第五届“句容茅山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 

4月20日，第五届“句容茅山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在江苏省句容市

落幕。新科全国冠军王天一在决赛中战胜洪智夺冠，陶汉明战胜吕钦夺得

季军。女子组比赛中，胡明后手战胜唐丹夺冠，党国蕾获季军。 

 

第三届“周庄杯”海峡两岸象棋大师赛 

4月25日-27日，第三届“周庄杯”

海峡两岸象棋大师赛将在江苏省昆山

市周庄镇举行，共邀请32位海峡两岸象

棋大师参赛。最终，王天一在决赛中加

赛快棋战胜蒋川摘得冠军，郑惟桐获得

季军。本次比赛中，中华台北棋手刘安

生战胜大陆棋手一度成为媒体宣传的

焦点。 

 

广

齐聚一堂，开始了新赛季的征

程。

轮最佳对局，

最佳

g.cn/web

/art

出。

以下为特别节目完整版：http://v.qq.com/play/e0113a0u4w8.html 

 

“QQ •游戏 天下棋弈”2013 年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5 月 6 日，由中国象棋协会主办、QQ 游戏冠名赞助的“QQ •游戏 天下

棋弈”2013 年全国象棋甲级联赛在中国棋院隆重开幕。广东、湖北、北京、

西、四川、湖南以及煤矿体协等 12

支队伍

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北、上海、

 3

 

本届联赛设置了每

对局汇总链接： 

http://www.qipai.or

icle/word/id/25395 

此外，本届联赛还邀请了知名评

论家梁宏达先生制作了象甲联赛特

别节目——《老梁看象》，将在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每周五晚 12:30（即周六 00:30）《象棋世界》节目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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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淮阴• 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 

阴• 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在江苏省

淮安市落幕。比赛邀请了越南、中国澳

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欧洲象棋联

合会等组织选派棋手参加。王天一延续

了今年的良好状态，在决赛中通过超快

棋加赛击败洪智，

5 月 28 日- 31 日，第五届“淮

夺得今年第三个“杯

赛”

棋与收藏”等

方面纵谈象棋文化和发展，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象棋文化盛宴。 

冠军。许银川获得第三。 

比赛期间，象棋文化与发展论坛在

淮安市举行，特级大师胡荣华、中国人

事科学研究院陈建辉博士等与象棋爱好

者们在“象棋与军事”、“象棋与人生”、“象棋与管理”、“象

 
 

文章鉴赏 

中国象棋在多伦多

副主任，两人对中

国象

 

本文由 多伦多象棋会提供 

象棋是中国国粹，是中国五仟年文化的结晶，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

虽身在异乡，宏扬中国文化使之薪火相传，实在责无旁贷。2013年恰逢加

拿大多伦多象棋会成立25周年，今年将举办连串活动庆祝。我们特别采访

了该会会长阮国衡先生和副会长宋德柔先生。阮先生曾任两届世界象棋联

合会副主席，宋先生为现任世界象棋联合会推广委员会

棋在世界、北美及多伦多之推广发展不遗余力。 

据宋德柔先生介绍，在多伦多象棋会成立之前，伍业诚先生于 1978 年

1986 亚洲名星队访问多伦多 1987 第一届全加赛 1987 纽约多伦多埠际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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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开始举办多伦多象棋公开赛，35 年来至今共举行了 31 届，产生了 18 位

个人冠军。其中有些人曾获多届冠军。据记录，宋德柔共获 4 届冠军与阮

有福并列榜首；北美象棋冠军郑熙明和世界象棋女子冠军黄玉莹亦获 3 届

冠军。现宋先生已退居幕后，身兼多伦多象棋队总教练，主要负责培肓新

过数届比赛后，一班志同道合的象棋爱好者终于 1988 年成立了

多伦

在这悠长默默耕耘的25年里，多伦多象棋会除自身举办比赛外，还参

加两年一届的全加拿大及北美象棋锦标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共获得8次团

体及3次个人冠军。于1993年成为世界象棋联合会会员，每两年派队参加世

界象棋锦标赛。其中最突出是1995年黄玉莹取得世界象棋女子冠军。多伦

棋会发展至今属下已

有奥

进棋手。经

多象棋会，至今已有 25 年。 
               

多象棋会20多年来曾多次邀请中国象棋全国冠军及特级大师进行访问及表

演。除广为人知的杨官麟、胡荣华及蔡福如外，还包括：柳大华、吕钦、

徐天红、赵国荣及陶汉明等。对多伦多中国象棋的推广、普及贡献良多。

多伦多象棋队有一名非华裔成员BILL BRYDON，他2014年将代表多伦多参加

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非华越裔象棋邀请赛。多伦多象

199 莹 3 杨官璘、吕钦等访问多伦多 1994 蔡福如，柳大华访问多伦多 1995 世界冠军吕钦和黄玉

拉玛市和万锦市两个分会，10多年来与士嘉堡耆英象棋会也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目前他们仍在积极开拓其他地区。 

2013年是多伦多象棋会成立25周年纪念周年暨多伦多象棋公开赛举办

35周年，该会将举办一连串庆祝活动。其中包括7月13日江苏棋院及南京少

年宫访问多伦多；2013年个人象棋公开赛于7至8月举行；8月18日举办25周

年会庆；10月中份派队参加在中国广东惠州市举行的第13届世界象棋锦标

赛，期间并将计划访问澳门，香港和广州等主要城市交流棋艺、增进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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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预计邀请纽约，芝加哥、等城市举行城市象棋锦标赛。人生有几个10

年？多伦多象棋会已25岁，四分之一个世纪。在此我们祝愿多伦多象棋会

，为宏扬中国文化继续努力！ 

 

有更多个10年，更多个25年

精彩棋局    

 

棋甲级联赛第九轮 

象棋队严俊 

    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进一  车１平４ 

一 1

平 3 ，炮

可满

 11. 马七进八  炮７平８ 

捉马，意图争先取势。 

出胜负手。如走车四平三保马，

红方

 

 马八进七  前炮进３ 

图 )  … … … …                             

（图

马九进七，将 5进 1，前炮退一，马 3退 1，

炮九 仕四进五，车 7平 1，车八进二，士 5退 4，车四进七，后炮退 1，

车八 ，象 5退 3，马八退七，红方胜。 

，入局妙手！ 

象 5 退 3，马八退七，象 3 进 5，车六

进八

车７进２ 

退四  车７退２   23. 士四进五  车７平２ 

7 平 1 吃炮，则炮九退一！马 3退 1，马七退六，红胜。 

24. 车四进八  前炮平９   25. 车四平五 

红胜。 

          

“QQ 游戏·天下棋弈”2013 全国象

上海金外滩赵玮（先胜）湖南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5. 车一进一  象３进５    6. 车一平四  士４进５ 

    7. 炮八平九  炮２进４    8.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７ 

9. 相三

黑方出贴身车，对攻意图明显。另可选择弃 7路卒，介绍 例如下：卒 7进 1，车八进七，车

9 平 7，炮五平六，车 8 进 4，黑，相一进三，炮 8 进 8，仕四进五，炮 8 平 9，车四平一

意。 

10. 车八进七  马７进８  

12. 炮九进四  马８进７   13. 炮五平九  车４进７ 

黑方进肋车

14. 前炮进三  ………… 

红方沉底炮，弃马强攻，放

无先手。 

14. ………… 车４平７ 

15.

16. 相一退三  车７进２ 

17. 马 七 进 九 （

) 

如图形势,红方弃车，马奔卧槽，取胜关键！ 

17. …………  车８进１ 

黑方如走：甲、马 7进 6，则车八进二，士 5退 4，

进六，红胜；乙、车 7退 2，

平六，将 5平 4，马九进八

18. 车八进二  士５退４ 19. 车八平六  ……… 

红方再弃车

19. …………  将５进１ 

黑方如走将 5 平 4，则车四平六，将 4 平 5，马九进八，

，红胜。 

20. 马九进七  车７退２   21. 士四进五  

22. 士五

黑方如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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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

国赛 

4日-8日，由印尼象棋总会主办，印尼象棋总会首都专区分会协办

的第十二届印尼象棋

中国全国象棋青年、少年、儿童锦标赛将于7月26-8月15日在浙江、河

北、江苏等地陆续举办，届时将有全国各地近1500人次棋手参赛。 

 

 

 

.com 

系人：  张文波     联系电话：86-10-87559130 

  真：86-10-67115732 

 

 

秘书处  
2013年6月 

报 

第十二届印尼象棋全

7月

全国赛在雅加达举办。 

 

中国象棋青年、少年、儿童锦标赛 

 

欢迎大家投稿！ 

 

联系邮箱：wxiangqifs@126

联

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