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弘扬象棋文化增进友谊，促进惠州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广象棋文化的影响力，广东惠州棋类协会

一行10人，于2013年12月7日至14日，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象棋总会。本次访问新、马、泰宗旨是：“以象棋文化作媒介，

以象棋活动为桥梁，搭建惠州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惠州象棋

文化和经济发展。以棋会友，增进友谊”。

首站访问新加坡，欧阳修章府上欢聚一堂

12月7日中午，美丽的新加坡阳光灿烂，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

得到了新加坡象棋总会林关浩先生等的热烈欢迎，午餐后应邀饱览

了新加坡市区、公园及马六甲海峡全景。当天晚上七时，在新加坡

象棋总会名誉会长欧阳修章府上，惠州棋类协会全体成员在这里，

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棋友欢聚”联谊晚会。晚会上歌声阵阵，

热闹非凡。

由广东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特级大师吕钦作为领队的惠州

棋类协会，也适逢言穆江象棋大师、党斐象棋大师、田华国家级裁

判、越南女棋王吴兰香、越南两大高手范启源、武明一都在狮城，

惠州棋协访新加坡
	 	 以棋会友增进友谊 ■徐美赋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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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欢聚在这里，新加坡象棋总会理事和多

位棋坛热心棋友也受邀出席。

节目开始由欧阳修章致欢迎词：“欢迎新中越

棋友有机会相聚，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吕钦讲话：“谢谢主人盛情招待，希望明年大

家来惠州作客。”

交换纪念品，新加坡象棋总会赠送一幅书法

(由学务主任王白安挥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

千里之外。”

林关浩感谢惠州队到来，客队中领导之多，乃

历来他见到的来访队伍中之最。其中有两位领导人

陈炳楚和许盛发因公司业务不能前来，殊为可惜。

惠州队回赠一个“地球仪”━ 能在空中飘

舞，另有四副精美棋子，棋子背后皆刻有“吕钦”

大名，属于收藏精品。

本人赠送两个精装相片集(世界赛和佩雷斯杯

赛予欧阳修章、林关浩和康德荣)

下 来 由 欧 阳 汉 兴 小 弟 弟 ( 6 岁 ) 背 诵 唐

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欧阳汉 小弟弟(5岁)朗诵岳飞“满江红”

林关浩紧接唱“满江红”(陈连山竹笛伴奏)

田华诗歌朗诵“中国”

陈连山笛子独奏：敖包相会、小放牛。

2013年12月7日晚，欧阳修章(左5)在他府上接待惠州队、言穆江大师、田华、党斐、范启源、吴兰香、本会理
事等约30多位合照留念，(左4)为吕钦特级大师。

赠送给广东惠州象棋队的一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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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惠州象棋队来访本会，左2为领队吕钦特级
大师。

棋友联欢亦是文艺晚会，温馨的一夜，迷人

的夜晚⋯⋯

 

游览新加坡名胜，棋友交流吕钦表

演车轮战

12月8日，惠州棋协游览了新加坡国家植物

园、甘榜格兰、著名鱼狮公园，参观了新加坡牛

车水、花葩山、圣淘沙等景点，晚上七时，按计

划到新加坡象棋总会会所(新加坡碧山联络所)，再

次受到了棋会棋友棋迷们的热烈欢迎！

新加坡象棋总会高度重视，首先进行棋手

交流赛，双方各包干40分

钟，最终第一台惠州棋类

协会秘书长钟少卿先胜新

加坡许正豪；第二台新加

坡象棋总会秘书长康德荣

先和惠州棋类协会副会长

沈国强；第三台惠州棋类

协会会长刘青锋先负新加

坡王荣岳。双方各一胜一

负一和，皆大欢喜，握手

言和。

广东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特级大师吕钦1对10车轮战，得到了参加者

的喜欢并掀起了高潮，最终吕钦以八胜一和一负

结束。其中，新加坡棋手战绩是：第一台卢国龙

(甲级)先胜吕钦，第二台刘伟烈先和吕钦，第三

台丁苡昕先负吕钦，第四台陈瞬焯(乙级)先负吕

钦，第五台陈忠信先负吕钦，第六台李仕维先负

吕钦，第七台李永耀先负吕钦，第八台林津铭先

负吕钦，第九台曹子航(甲级)先负吕钦，第十台

郑紫贤先负吕钦。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年历史，象棋文化也

有着千年历史。开拓进取，与时俱进，让象棋走

向世界，要靠我、靠你、要靠痴迷着象棋的海内

外同仁们！“以棋会友，以棋交友，以棋益智，

以棋怡情”。惠州棋类协会二天短暂的访问新加

坡象棋总会，深刻感受到了新加坡棋友们的热情

好客，特别是新加坡象棋总会元老、副会长林关

浩先生作了周密的安排，使惠州棋类协会访问团

全体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特别感谢新

加坡象棋总会作出的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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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李锡森出任新加坡象棋总会第32届的

会长。他的出现并非突然，之前他已经是名誉会

长，2009年他还担任新加坡领队出席马来西亚槟

城办的第十四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

他出席第一次象棋总会的常月理事会时

说：“我在棋坛资历尚浅，对本会会务不是很

了解，希望各位理事多多指点，我不是来领导你

们，只是想尽一点绵力帮助。”

当时，我听了为之动容。李会长就是那么谦

卑有礼。

他可说是本国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为人从

不摆架子，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永远笑脸迎

人。他下棋常有一句口头禅：“一点脾气都没

有”，意思是当他局面大占优势时，不必与对

方对杀，轻轻地走一步稳招，完全没有一点火

药味。当遇到一些特别事故，他会心平气和，聆

听他人的意见，或提出中和的解决方案，下棋如

此，处事亦如此。

这些年，他对象棋总会的贡献有以下几方

面：

 

出钱出力 筹募经费

众所周知，象棋总会每年的活动经费至少五

万~六万新币之间，主要来源依赖政府、社会热

心人士、名誉会长等捐助，捐助款项并非固定，

时有时无，象棋总会因此也曾经出现财务赤字。

李会长身负重任，自己出资之外，也向身边的友

捧着一颗心来	

━谈李锡森会长

人筹募。近来，象棋总会的财务状况不但能够应

付日常开销，还有盈余。

 

精彩一百 特别意义

2011年李会长统筹组织了一个“精彩一百”

的全国象棋锦标赛，该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

念，因此全国赛命名“精彩一百”，以纪念一百

年前那场改写了中国历史，震撼全世界的伟大革

命，为该年的比赛赋予特别意义。参加比赛人数

创下历届新高，达到200多人。同德书报社、新

加坡留台大专校友会等赞助了比赛经费，驻新加

坡台北办事处代表史亚平作为主宾出席比赛的开

幕及闭幕仪式，盛况空前。

 

带队督战 精神可嘉

李会长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宝贵，但他对主

持常月理事会非常重视，除非他是出国办公，

他都会准时到会。对于多项国际赛，他都担任

领队。例如2010年中国广州主办的第16届亚运

会、2010年东马美里承办的第16届亚洲象棋锦

标赛、2011年印尼承办第12届世界象棋锦标

赛、2012年菲律宾承办第17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新加坡队在东马美里的亚洲赛获得第四名，

在印尼的世界赛获得第三名，是历届战绩最好

的，这与李会长亲自带队督军，是有着密切的

关系的。

 

■林关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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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棋讯 提高形象

1998年~2010年之间，象棋总会出版的棋讯

才15期，李会长认为棋讯是理事会与会友间沟

通的一架桥，也可各阶层交流互动，并且可以提

高象棋总会的形象。他还建议每年出版三期，选

择在新春团拜(二月)、会员大会(五月)、中秋节

(九月)定期出版。201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七期

(16~22)，间中出现了许多波折问题，但是李会长

从不放弃，坚定不移指示务必完成，因此，每一

期都顺利如期出版。

 

结语

根据章程，会长最多只能担任两届(4年)，明

年他将任满，我问他是否还会留在理事会担任其

他职位，他又谦虚的说：“还是让给他人吧！”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李会长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光芒，将一直辉

耀这美丽的象棋天地。

李会长喜欢下棋，棋风稳正，时有神来之

着，有一次，他与象棋总会查账徐金发对弈，

徐是沙场老将，论棋力徐应略胜一筹，由于这是

首局，徐轻敌大意，十六个半回合就被击败，全

局如下：

黑方  徐金发

红方  李锡森

李锡森(先胜)徐金发

 

炮二平五 马2进3 马二进三 炮8平6

车一平二 卒7进1 车二进八 士4进5

炮八进二 炮2退1 车二退一 象3进5

炮八平二 马8进9 马八进七 炮2进3

车九平八 炮2平3 马七退五 车1平4

兵七进一 炮3平4 兵五进一 炮4进2

兵五进一 卒5进1 车八进六 卒5进1

兵三进一 炮4退4 炮二平五 炮6进1

车二平五 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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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棋士排名
晋 级 乙 级 棋 士 · 乙 级 棋 士 排 名 · 无 级 棋 士 排 名 · 乐 龄 人 士 排 名

第三届《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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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象棋总会全体同仁

同敬贺

热烈祝贺

吾会之光

本会法律顾问李亚丰大律师

荣获新加坡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长期服务奖章

新加坡象棋总会2013年下半年(9月至12月)
的几项比赛成绩汇报
2013年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公开赛
比赛日期：2013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

参加人数：56位

比赛成绩：

冠军 刘亿豪 第六名 蔡俊杰

亚军 黄荣岳 第七名 锦明

季军 姚捷方 第八名 林耀森

殿军 卢国龙 第九名   陈靖麟

第五名 许正豪 第10名 才钧

陈添源和吴家乐晋升为乙级棋士

林耀森为乐龄组第一名

洪天瑞为乐龄组第二名

余添荣为乐龄组第三名

第10届茶阳杯全国小学象棋校际赛

通校组排名

1 聚英-C 13 聚英-A

2 德行-D 14 慈

3 德行-C 15 培华长老会-B

4 启发-A 16 培华长老会-A

5 聚英-D 17 公立培群

6 光华 18 圣安东尼-A

7 公教 19 启发-B

8 立伟-A 20 立伟-C

9 德行-A 21 培华长老会-C

10 菩提 22 圣安东尼-B

11 德行-B 23 立伟-B

12 聚英-B 24 培华长老会-D

初小组排名

1 德行-D 9 聚英-B

2 德行-B 10 聚英-A

3 公教-A 11 德行-C

4 公教-B 12 培华长老会-B

5 德行-A 13 培华长老会-A

6 菩提 14 聚英-D

7 德行-E 15 公教-C

8 立伟 16 聚英-C

亚洲象棋个人赛于9月22日至26日在澳洲悉尼

举行，本会三位代表出席，许正豪得第9名，

林耀森得18名，陈茗芳得女子组第4名。

世界象棋锦标赛于201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

中国广州惠州举行，本会三位代表出席。苏盈

盈得女子组第5名，廖铭豪获第17名，许正豪

获20名，团体赛23队伍里获第8名。

刘亿豪勇夺明立善阁杯，捧走马币五千元。

我会年轻棋手刘亿豪，在马来西亚吉打州的

明立善阁象棋公开赛中，经过3天的比赛，

技冠群雄，勇夺冠军。此次象棋公开赛，共

有76位来自泰国，新加坡，文莱，印尼，台

湾及主办国马来西亚的棋手参赛。冠军刘亿

豪，亚军是台湾刘安生，季军为大马陆建楚。

1 3

4

5

2

■整理：林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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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荣

谈本会的

10大计划

【1】 成立一个健全的理事会：从现在开始至2014年5月31日会员大会，

我们得物色新的人选配合旧的理事组成建全阵容(17人)为本会十大计

划冲刺。无论是谁了解我们的计划之后，愿意扮演一个角色，我们

都会给予他一个机会。大家应该清楚明白，来当理事不为名和利，

是来奉献你一份力量的。

【2】 筹备80周年纪念活动：2014年8月22日晚上举行三庆：49周年国

庆/80周年会庆/34届理事就职典礼。当晚出版一本纪念特刊。

【3】 筹募活动经费：本会每年活动经费大约在$50000~60000之间，我

们应该成立一个筹款小组展开筹款活动。

【4】 争取良好战绩：2014年7月成立国家队，加强集训，多磨练交流，

当能提升水平。我们希望明年亚洲团体赛，我队争取前四名。

【5】 办好常年赛：除了3月全国学生个人赛和11月小学校际赛之外，6月

是全国个人赛，12月是“图隆杯”全国个人赛。很多棋友希望本会

能办一个团体邀请赛，即邀请本地8~10支象棋队参加比赛。

 初步计算，学生赛加成人赛参加总人数大约700人以下，我们希望

有朝一日总人数达千人以上。

2013年11月16日，本会名誉会长欧阳修章、本会多位理事、青年团成

员、热心棋友赵金山、庄才钧、施由炳等人在欧阳修章的府上有一个聚会，

大家畅谈以下新加坡象棋总会的十大计划如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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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日晚新加坡象棋总会名誉会长欧阳修章先生在他家里举行“棋友联欢烧烤会”，对弈、品茗、畅谈棋
坛之发展，其乐融融，左起：王福源、赵金山、林关浩、欧阳修章、王白安、庄才钧、黎德义、陈茂然、林奕寰 
站立者左起：陈吕凯、徐乃隆、黄晓华、王绍祖、陈连山、康德荣。

【6】 青年团的任务：促进青年棋手象棋活动(Scape 活动)、开拓新加坡/

中国著名大学之间象棋队互访交流、主办“棋友杯”、鼓励非华裔

下棋。棋赛日期定在2014年3月8／9日。

【7】 棋讯／网站：应该有一组人去处理，棋讯/网站的报道很重要，是本

会与广大棋友及全球互动的一座桥梁。

【8】 等级分、世界性统一段位级别：本会将实行棋手等级分制度。我们

也希望世界象棋联合会将来实行世界性统一的段位级别(业余棋手)，

这对推广象棋活动有很大帮助。

【9】 开发象棋教学计划：已经开始邀请言穆江大师编写全年教程，若开

发得好，会让更多少年人学习下棋，棋会的财务状况也会改善。

【10】 2016年本会承办亚洲象棋锦标赛，本会得筹大约12万来办赛。

本文完成于2013年12月31日

9



第三届《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公开赛
中局片段

左攻右守  弃子入局

图1：红方潘满意  对 黑方苏盈盈

20. ⋯⋯ 炮５进１ 21. 兵三平四 炮５平４   

22. 车九平八 车３平７ 23. 后车进五 车７进３   

24. 前车进一 士６进５ 25.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６   

26. 兵四平五 象７进５ 27. 兵七平六 马７进８   

28. 马一进二 车７进２ 29. 后车退一 车７平８   

30. 兵六进一 炮４平３ 31. 炮四平五 炮３进５   

32. 后车平六 后马进６ 33. 炮五平六 马６进５   

34. 士四进五 车８平５ 35.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５   

36.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９ 37. 炮六平五 炮９进２  

38. 帅六进一 车６进５ 39. 车八退六 炮９退１  

40. 兵六平七 车６平５ 41. 帅六退一 炮９进１

中炮逞威  冲卒擒王

图3：红方李家俊  对 黑方许正豪

39. ⋯⋯ 炮９平４ 40. 车二进一 炮４退２

41. 车二进二 炮４平５ 42. 士四进五 车３平６

43. 兵九进一 卒６进１ 44. 车二进一 卒５平６

45. 车二平一 前卒平７ 46. 炮九进一 卒７进１

47. 车一平二 卒６进１ 48. 车二平五 卒７进１

49. 车五平二 卒７平６ 50. 车二退四 士５退４

51. 炮九退二 后卒平７ 52. 车二平三 卒７平８

53. 兵一进一 士６进５ ⋯⋯

图1：黑先走

图2：红先走

图3：红先走

车炮争雄  海底先得月

图2：红方刘亿豪  对 黑方卢国龙

65. 车六平四 车６平４ 66. 士五进六  炮６平４

67.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２ 68. 炮四进五  炮４平５

69.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４ 70. 帅六平五 炮４平５

71.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４ 72. 帅六平五 炮４平５

73. 帅五平六 车２进３ 74.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75.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76.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77. 帅六退一 炮５平４ 78. 帅六平五 车２退６

79. 炮四平七 将６平５ 80. 车四平五 将５平６

81. 炮七退七 炮４平１ 82. 相五进三 炮１进４

83. 炮七进九 车２进７ 84. 帅五进一 车２平６

85. 炮七平三 炮１平５ 86. 车五平七 炮５平１

87. 车七进三 将６退１ 88. 车七进一 将６进１

89. 炮三平四 车６平７ 90. 车七退三 ⋯⋯

红认负

红胜

黑胜

■陈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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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茶阳杯”全国
象棋小学校际赛颁奖典
礼，由大会主宾蓝平昌先
生颁奖予优胜队伍。

德行小学副校长蔡美青
(中间)与本会副会长林
关浩及颁奖主宾蓝平
昌合影。

全体照

言穆江象棋大师(左2)主
持“象棋提升班”与部分
学员合照，左1林关浩，左
3李锡森，左4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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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
2月9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 
地点：本会会所

第19届“茶阳杯”全国学生象棋个人赛
3月15 ~ 23日 
地点：待定

第6届“棋友杯”象棋团体赛
3月8／9日 
地点：本会会所 
主办机构：本会青年团

邀请本会派队参加新柔百人赛
4月27日 
地点：居銮

第 2 7 届 新 马 “ 象 棋 杯 ” 暨 第 2 0
届“少年杯”
5月24 ~ 25日 
地点：新加坡

常年会大会及选举第34届理事会
5月31日下午1 时正 
地点：本会会所

第55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6月份 
地点：本会会所

第3届“佩雷斯杯”象棋邀请赛
6月27 ~ 30日 
地点：广东惠州

蔡厝港全国象棋个人赛
7月19 ~ 28日 
地点：蔡厝港民众俱乐部 
本会协办

49周年国庆、80周年会庆、第34届
理事会就职典礼三庆晚宴
8月22日晚上7时30分 
地点：待定

中秋节象棋活动
9月份 
地点：待定

第11届茶阳杯全国小学象棋校际赛
11月份 
地点：待定

第18届亚洲象棋锦标赛
11月份 
地点：中国石狮市

第4届“图隆杯”全国象棋个人赛
12月份
地点：本会会所

2014年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
12月份 
地点：中国北京

2014年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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