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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象棋联合会 

第十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尊敬的会员、会友： 

根据世界象棋联合会第五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中国象棋协会将

承办2013年第十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中国象棋协会经过前期筹备，比赛时间拟定于2013年10月21日至27日

（21日报到，27日离会），比赛地点拟定为中国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届时

将召开世界象棋联合会执委会议和会员代表大会。 

具体比赛规程、邀请函、会议时间、议程等稍后发送。 

 

各地棋讯 
 
 

（一）         澳大利亚象棋联合会 

 

新春嘉年华象棋锦标赛 

  2月26日，由Fairfield市政府和湄江俱乐部Mekong Panther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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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澳洲象棋联合会协办的每年一度的新春嘉年华象棋锦标赛再度登场。

地点在卡市步行街牌坊 (Freedom  Plaza)，卡市Cabaramatta。 

比赛每方限时十五分钟，最后张高扬夺得桂冠，第二至八名是胡敬斌，

莦锦文，hey le，蔡彦，梁俊龙，孔

祥石和周流文。 

了奖金。 

王，亚军胡敬斌，季军常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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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礼上，主办单位湄江俱乐部

市场部经理再次赞扬这次赛事，并感

谢各方的大力支持。澳洲象棋联合会

理事长常虹主持并宣布得奖者名单，

湄江俱乐部市场部经理为得奖者颁发

 

 

由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区和Dooleys Lidcombe Catholic Club主办于2

月2-3日周六、周日在Fairfield Showground举行，由澳洲象棋联合会协办

的新春象棋比赛，最后由蔡彦称

 

 

（二）          加拿大象棋总会 

2月17日，由多伦多象棋会、士嘉堡耆英象棋会联合举办中国象棋快棋

赛于万锦市新旺角商场举行。 

本届比赛吸引了往届多伦多象棋公开

赛、贺岁杯冠军获得者参加。比赛用时设

置为15分加10秒，采用6回合分组循环赛制

和世象联棋例。 

最后名次为：冠军郑志伟，亚军张善

行，季军陈利。比赛其间世象联推广委员

会副主任宋德柔先生以江湖及实用残局应

众，吸引众多棋友及棋迷参加。 

 

（三）        中国象棋协会 

     

首届“财神杯”全国电视象棋快棋邀请赛 

1 月 31 日-2 月 2 日，首届“财神杯”全国电视象棋快棋邀请赛在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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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象棋赛场——广州棋院举行。比赛由中国象棋协会、广东电视台、佛山

市财神酒店有限公司主办，广州海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承办，广东省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广州棋院、广州市象

棋协会、珠江文化公司协办。邀请了 12

位全国冠军，及汪洋、谢靖、申鹏、庄玉

庭共 16 位棋手参加。棋手被分为 A、B 两

组，每组先内部进行两轮淘汰战，各决出

两员棋手入四强半决赛，半决赛采取两组

间交叉对战方式，胜者角逐冠亚军。本届

比赛得到广东电视台的大力支持，电视台

从 1/4 决赛开始进行了现场直播。 

频道播出，受到观众棋迷的热烈欢迎。 

最终，蒋川获得比赛冠军，赵国荣亚军。 

 

首届 CCTV 贺岁杯“天下棋弈·QQ 游戏”象棋盲棋世界纪录挑战赛 

 

1 月 27 日，首届 CCTV 贺岁杯“天下棋弈·QQ 游戏”象棋盲棋世界纪

录挑战赛在扬州个园举行。挑战赛由蒋

川盲目棋对阵22名中国象棋协会业余三

级以上等级棋手。比赛从8:30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 16:12，蒋川历经 7小时

42 分，以 16 胜 6 和，高达 86.4%的胜率

一举打破了 1VS22 的盲棋世界纪录。 

赛后，中央电视台特邀盲棋新记录

创造者蒋川及两名挑战者，参与录制了

“贺岁杯”特别节目，并于 2 月 1 日

12:30CCTV5

 

2 月 9 日-16 日，2013 年北京龙潭庙会棋类国手指导棋活动于龙潭湖公

园举行，象棋等五个智力项目的知名棋手将于与广大棋友进行车轮战、指

导棋等活动。王天一、唐丹、张强等特级大师参与了本次活动。 

 

（四）          越南象棋协会 

 

2 月 27 日-3 月 7 日，2013 囯年越南全 赛在胡志明市举行，比赛第一阶

段进行 7 轮积分编排制，八强赛进行 2 局制淘汰赛。最终，赖理兄获得男

子组冠军，阮陈杜宁、宗室日新获二、三名。女子组前三为吴兰香、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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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红、阮黄燕。 

文章鉴赏 

德国象棋队参加第二届北京智英会象棋比赛花絮 

——德国象棋协会 

第二届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于2012年12月12日-12月19日在北京成功

举办。作为2012年8月份在法国里尔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收官之

作，300多名世界顶尖高手应邀参加了棋牌比赛包括国际象棋、围棋、象棋、

国际跳棋和桥牌。 

 如果您关注象棋比赛，会发现有

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8名男子大师和

4名女子大师争夺奖牌。他们是从法国

智运会获得男子团体前8名和女子团

体前4名的国家象棋 协会选派的最顶

尖高手。在这些棋手当中，德国军团

显得格外耀眼，因为不仅薛忠出战男

子个人，吴彩芳参加女子比赛，耐格

勒会长和莱德还是组委会特邀的仅有的两名洋裁判。 

 经过7轮的单循环比赛，薛忠表现神勇，取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这是

欧洲棋手参加世界大赛迄今为止取得的最佳战绩。他取得两胜两负三和的

成绩。尤其是第四轮对阵本届冠军代表中国出战的王天一，薛忠执红在开

局阶段走出炮打底马的新着，紧接着又连挺三路、五路和七路兵，怪招连 

出；在中局设计了马跳檀溪、弃车砍

炮的一系列组合拳，逼得2012年新科

全国个人赛冠军频频长考。两匹骏马

一个卧槽马，另一个高钓马，虎视眈

眈配合车、 炮、兵五子联合攻击黑的

将府；旁边的观众都为王天一捏了把

汗，要是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抵挡不

住了。王天一把两个车左右开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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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打二还打的局面；薛忠眼看局面占优，时间又绰绰有余，顿时起了杀

心，不愿意利用亚洲棋规简单和棋的机会，主动变招，虽然最后因为误算

应胜反败，但其敢打敢拼的精神得到了棋迷的一片称赞。 

他在与世界顶尖的其他三名来自越南、澳门和新加坡的国际特级大师

的较量中，毫不畏惧，均是在优势下和对手下成平局。 

吴彩芳虽然在女子比赛中垫底，但她还是珍惜每局比赛，兢兢业业，

抱着学习的态度，但她的对手实在太强大，是来自中国、越南和美国的国

际特级大师和大师。和德 国男女两

名棋手的惊艳表现相比，两名来自德

国的大鼻子裁判显得很另类。其中耐

格勒博士作为世象联的副主席在比

赛期间受邀出席中国象棋协会成立

50周年庆典 电视转播和晚宴；他还

接受了世象联秘书长刘晓放女士安

排的另一个特别任务—给世界体育总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教授第一节象

棋课。相对于耐格勒会长的活跃的政治性角色，莱德显得比较含蓄，默默

地一丝不苟地关注着棋局，生怕辜负了其作为棋盘法官的工作。 

比赛休息期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象棋大师参加了“象棋大师

走进清华大学”的象棋普及活动（一对二车轮战表演）。在晚上德国象棋队

员似乎还有过剩的精力，他们夜访了一家位于和平里北街的象棋学校—北

京弈修堂棋苑。那里的北京业余象棋高手早就等候多时，热情地盼望着和

大鼻子洋棋手过过招。其中弈修堂棋苑 的象棋总教练北京名手魏国同还被

邀请担任德国队的客座教练。薛忠在这次比赛中的神勇表现和魏教头在每

盘棋的赛前有针对性的指导密不可分。 

德国队北京之行结束了，主办方和中国象棋协会无微不至的招待和北

京棋友的热情好客使每个棋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再见了，北京！2013年惠州世锦赛暨世象联成立20周年大会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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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棋局              

河北刘殿中 红先负 广东吕钦 

日期: 1999.1.26  地点: 荥阳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4. 车一进一  ………… 

红方另有车一平二的选择较为常见，现起横车意在避开熟套，攻其不

备。 

4. …………  象３进５ 

稳正应对，如马8进7，红兵七进一！卒3进1，车一平七，象3进5，车

七进三，红方顺利打开局面。 

    5. 马八进九  马８进７   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7. 车九平八  车９平８ 

  8. 车一平四  士６进５    9. 车八进六  车８进６   10. 车四进五  马３进４ 

 11. 车四退一  ………… 

如误走车四平三，黑炮6进4再炮6平7伏击红车。 

 11. …………  马４退３   12. 兵七进一  ………… 

红方努力挑起争端，如车四进一，马3进4，车四退一，马4退3，双方

不变作和。 

    12. …………  卒３进１   13. 炮七进五  炮６平３   14. 马三进四  ………… 

跃马出击，势在必行。如炮五平八，炮3进7，仕六进五，车8平7，车

四退三，炮2进5，车八进三，炮2平7，黑优。 

 14. …………  卒７进１   15. 兵三进一  ………… 

应车四进三，对黑方较有牵制。 

 15. …………  马７进６   16. 马四退二  炮３进

７   

17. 士六进五  马６进５ 

 18. 马二进四  马５进３   19. 马九退七  卒３平２    

20. 马四进五  炮３平２ 

    21. 车八平七（图）  卒２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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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之着！ 

 22. 马五进七  ………… 

如改走车七退二，黑前炮平3，黑方胜定。 

  22. …………  车２平３   23. 车七平三  马３退５   24. 前马退六  卒３平４ 

 25. 车三平八  车３进８   26. 车八退六  马５退４   27. 车八进七  马４进６ 

黑方以简洁有力的着法，取得优势残局。 

  28. 车八退三  车３进１   29. 士五退六  马６进８   30. 士四进五  车３退５ 

 31. 车八平六  车３平７   32. 帅五平四  车７进５   33. 帅四进一  车７退１ 

 34. 帅四退一  车７退２   35. 兵九进一  马８进７   36. 炮五平四  马７退６ 

回马踏车，伏车7进3再马6进8的杀着，黑胜。 

 

活动预报 

全国象棋锦标赛（团体） 

 

全国象棋锦标赛（团体）将于4月23-29日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

届时，将有30多支男、女队伍参加。 

 

 

 

 

欢迎大家投稿！ 

 

联系邮箱：wxiangqifs@126.com 

联系人：  张文波     联系电话：86-10-87559130 

传  真：86-10-67115732 

 

 

秘书处  
201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