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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象棋总会

从装修本会
			 会所说起

今年3月22日晚，新加坡象棋总会召开
的常月会议，议决今年内装修本会会

所，并委任我为装修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深
感荣幸。

说起本会会所，也有一段沦桑史。
本会创立于1934年，原名是“星加坡华人

棋会”，会所设于大坡广合源街。
1960年租用大坡加宾打街三郊大度三楼

书业公会为会所。
1971年会所迁入花拉公园路的体育大厦

（该建筑物于1983年毁于一场大火）。次年，
改称“新加坡象棋总会”。

1980年开始租用福州大厦五楼作为活
动中心。

1991年会所迁至芽笼八巷。
1992年由于租金及环境问题，放弃芽茏

会所。此后大部分日子，棲身于启蒙民众联
络所活动。

由此可见，会所都是租来的或借用的，前
前后后，会址搬了六、七次。

1994年，新加坡象总与围棋协会、桥牌协
会、国际象棋协会成立“棋桥中心”，并向政府
申请一个共同会所。但是，政府提供的几个地
点都不适合。

在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与当时的国家
发展部部长林勋强先生共进午餐，我向部长
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很实际及很
愿意帮助人的官员；他马上在我面前致电黄
根成部长，说碧山正在建一座民众俱乐部，是
否考虑拨一块地给“棋桥中心”？

黄部长听了马上同意。不久，人民协会
宣布决定在即将兴建的碧山民众俱乐部的
地段上，拨地让“棋桥中心”自身付建筑费盖
一座共同会所。1997年7月间，“新加坡棋桥
中心”正式建成，象棋总会才有一个永久性
的“象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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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周文忠会长、洪振钿会长时代，
以及其他三个团体的领导，为了筹款兴建会
所，大家同舟共济、全力以赴、出钱出力，令人
感动不已。如果不是前辈们的努力耕耘，哪会
有今天棋友可以在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中对
弈，乐在其中。

当年筹钱的方式，可说出尽法宝，各种方式
皆有。例如向商家及社会人士募捐、“行兼跑”、
发行珍藏地铁卡、慈善晚会、广东粤剧义演、棋
桥义赛、名誉会长、理事、会员热心捐助等。

当时的建筑费用约193万元，本会永久名
誉会长李文龙先生和林源利先生等都大力出
资赞助。担任筹款与发展委员会的秘书是陈团
生先生，他的辛勤付出，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值得赞扬。

我们的这个“象棋之家”已有20 多年了，如
今又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们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了。
天花板好几处蛀了，颜色发黄！地毯长期被

外来雨水渗入，边缘全都发霉走样了！当年周文
忠会长友人捐助的30多张典雅棋桌也陈旧不
堪！用来珍藏各地棋界惠赠的各类纪念品的柜
台也几乎破烂了！

经过几个装修商的估价，如果要全盘装修

会所，至少得花费约新币6 万元。由于本会并非
是一个盈利机构，目前，虽然还有一些积蓄，但
主要还是用来栽培象棋精英方面的开销。

因此，我对本会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长、
理事们、会友们作出呼吁，在回顾前辈努力耕
耘，无私奉献的精神之下，曾为我们提供一个
美丽的“象棋之家”，而如今，我们却要重整梅
橘家园，去营造一个更舒适美好的环境，为广
大棋友提供服务，此情此景，希望大家慷慨解
囊，大力捐助。

因此，我对本会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长、理事
们、会友们作出呼吁，在回顾前辈努力耕耘，无私奉献
的精神之下，曾为我们提供一个美丽的“象棋之家”...”

有意赞助本会的各界人士，请将支票致：  
Singapore Xiangqi General Association 
51, Bishan St 13, #01-01, Singapore 579799

由于本会是IPC公益机构，您的捐助可获
所得税回扣。

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
暨筹款委员会
主席： 林关浩
2021 年3 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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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总电子会讯》

征稿启事
1.  任何与象棋有关的文稿一概欢迎。
2.  任何文稿必须是未曾刊登于国内外任何

媒体，仅欢迎原创作品。
3.  欢迎以各种体裁创作，字数最好在1500字

以內，诗歌字数不超过200字为佳。
4.  一经发表后的文稿，图像，版权概属新加坡

象棋总会，本会有权另作安排发表。原稿，
原图概不退回。

5.  作者可以笔名或原名发表作品。
6.  任何作品不得涉及政治，宗教，种族，语言，

国际事务。本刊有最后的删改，取舍权，无

SafeSport-SG 
创造一个安全的运动环境
近年来，运动教练滥用自己的职权，或年

轻运动员和家长对他们的信任，而虐
待，骚扰，甚至性侵犯年轻运动员的事件在国
内外时有所闻。

有鉴于此，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从2018年起
开始制定有关安全运动（SafeSport）的政策，并
在这几年间逐步的落实了一些计划以防止此类
罪案在本地发生。其中一项政策是在体育理事
会属下的各个国家级团体内设立“安全守卫员

（SafeGuarding Officer）”，并提供相关的培训。
安全守卫员的职责包括了管理有关保护

有意投稿的朋友， 
请把大作电邮下列邮址： 
lph51421@gmail.com

运动员以避免受到虐待，骚扰或侵犯的政策，
及时上报有关事件，和给予受影响的运动员支
援和辅导，并在所属团体内宣读相关的知识和
政策等等。

作为体育理事会承认的国家级体育团体，
象棋总会也受邀请参与安全运动的事工。我们
也派遣2位理事欧木顺，陈茗芳参加了体育理
事会所办的安全守卫员讲座。这两位理事也正
式成为我们的安全守卫员。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创造一个安全的运动
环境贡献一分力量。

须作任何解释。
7.  本刊不设任何酬劳，任何文稿，图像皆为

无偿奉献。
8.  作者可以中文或英文写作。
9.  任何文稿，图像等內容，作者自负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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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to face, do we have adequate measures 
to stem out cheating? In the domain of mind 
sports, where calculative devices have been 
proven to provide significant advantage to 
players to inform them of the best moves 
available,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instances 
where players were found to have received 
external help either using hidden transmitting 
devices or by accessing their devices while 
visiting the washroom. It might thus be prudent 
for tournament organisers to consider tighter 
checks and regulations to weed out such 
offences. 

The compelling question then, is why do 
people cheat in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handbook of sports 
psychology “competitive sports often places 
the individuals in conflicting situations that 
emphasize winning over sportsmanship and 
fair play.” When players adopt a mind-set that 
prioritises short term outcomes over long term 
gains, it often results in a pursuit for quick 
desirable results in spite of risking negativ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If their goal of partaking in 
the competition is merely to win then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This certainly calls for rigorous 
measures to stem cheating and harsh punitive 
repercussions to set the tone righ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inculcate the right 
values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this 
sporting arena does not tolerate unfair play 
and more so to highlight the essence of 
good sportsmanship. The whole mission of 
uphol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port for the larger 
community is at stake. 

“Cheating is defined as acting dishonestly 
or unfairly in order to gain an advantage over 
others.” In the history of almost every sport, 
cheating has always existed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The impact is unquestionably 
negative on the sport, and may also cause 
unwanted emotional stress and scepticism 
among athletes. 

The ways of cheating varies among 
different sports, and with the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perpetrators are constantly coming 
up with more elusive means which has made 
it even harder to uncover and to establish 
evidence that cheating has taken place. 

The COVID-19 crisis has undeniably 
changed the world and saw the shift from 
physical to virtual events. Instead of face-to-
face tournaments, online tournaments have 
become the norm. This presents a perfect 
breeding ground for the opportunist to offend, 
knowing that they can easily get away while 
hiding behind their screen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on-going speculations and this has 
given rise to uneasiness and distrust, definitely 
a major impediment that discourages genuine 
and serious players to compete. 

In our current virtual arena, cheating 
detection is seemingly non-efficacious and 
even if suspicious attempts were reported, the 
outcomes are mostly left to speculation and 
guesswork. There are some proposed ways to 
potentially sieve out the cheaters though, like 
the use of software analysis to check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to software predicted moves as 
well as the use of webcams and other recording 
devices which serves as deterrents to make it 
seemingly harder for people to receive external 
help. However, no matter what the methods 
employed,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lways 
a way around it. 

Virtual tournaments aside, we should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compete in person 
once again. However, even when competing 

Why we need to talk 
about cheating seriously
 By Fiona Tan 

Disclaimer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the 
writer and does not necessar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any entity.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not 
intended to malign any club, organisation, company, 
individual or anyone or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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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就是利用不诚实或不公平的手段使
自己比他人占优势。

在运动历史上，作弊行为以各种形式存在
于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中。毫无疑问，作弊行
为对体育竞赛有负面的影响。它也造成运动
员不需要的心理压力和彼此的猜疑。

不同的运动有不同的作弊方法，随着科
技的进步，更难被抓住、和证明的作弊方式更
是层出不穷。

新冠病毒（COVID-19）危机无可否认的改
变了世界，更多的活动由实体被移到虚拟世界
举行。网上的竞赛成了一种新常态。这种趋势
为投机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作弊温床，因为
他们知道可以躲在屏幕的后面逃脱被抓。目
前，网上棋赛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猜测，
这使许多棋手感到不舒服和彼此不信任，也
使许多真正想参与比赛的棋手却步。

在我们当前的虚拟舞台上，作弊检测似
乎是无效的，即使收到了怀疑作弊的报告，其
调查结果也大部分基于推想和猜测。有人曾
建议一些用来筛查作弊者的方法，例如使用
软件分析来检查棋手着法与软件预测动作的
相符程度，以及使用网络摄像头和其他记录
设备来威慑和增加人们得到外部帮助的难
度。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采用何
种方法，只要有意愿，作弊者总能想出避开检
测的办法。

除了虚拟比赛，我们应该期待能够再次回
到实体比赛。但是，即使面对面的竞赛，我们是

否也有足够的措施来阻止作弊行为？
在智能运动领域，计算设备已被证明可以

为运动员提供显着的优势，提供他们最佳的着
法。在许多个案中，人们发现运动员使用隐藏
的传输设备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使用此类设
备获得外部帮助。因此，对于比赛的组织者来
说，考虑采取更严格的检查和规定，以消除此
类罪行应该是明智的做法。

那么，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人们在体
育运动中作弊？

根据体育心理学手册：“体育竞技常常使
个人处于相互矛盾的境地---是强调赢得比
赛的胜利过于体育精神和公平竞争的理念”。

当竞赛者有了短期结果优先于长期收益
的心态时，往往会导致他追求快速达到想要
的结果，尽管这样会冒着长期负面后果的风
险。如果他们参加比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赢
得比赛，那么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当然，这
就要求比赛组织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和惩罚来
制止作弊，以设置正确的基调。

向年轻人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也很重要，因
为体育竞技场不能容忍不公平的比赛，而更重
要的是要强调良好的体育精神。这是在象棋界
维护一个诚实的竞赛环境的使命。

为什么要正视作弊行为

免责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见解，而非代表任何团
体的观点。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无意损害任
何俱乐部，组织，公司，个人或任何人或任何事物。

 作者：陈茗芳 译者：欧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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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活动

共有26支队伍参
赛，规模超过上届。棋
手分别来自加拿大、马
来西亚（东马、西马）、
新加坡、日本、菲律宾、
印尼、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中国国内队伍棋
手来自江苏、福建、广
东、甘肃、浙江等地。

中新联队
领队： 刘怡辉
棋手阵容:  曹钰琛、陈瞬焯、 
 刘怡辉、郑紫贤

荣获冠军

迎新春
第三届棋联天下“千百禾杯”象棋网络团体赛 
2月12-13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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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象总队
领队 ：  李锡森
棋手阵容 ：  吴宗翰、时凤兰、林子冲、曹钰琛

荣获第四名

受邀参加2月26-28日石狮市侨联主办的
2021年元宵佳节“千百禾”杯象棋 

网络国际团体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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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不同族群中推广象棋，作为促进种
族和谐的休闲活动，是苏菲亚山扶轮社

今年新开展的社会服务项目之一。继1月9日
的《图形象棋》网络研讨会之后，2月27日（星
期六）在锡克协会开办了第一堂两小时的免
费象棋基础研习班，由陈团生授课，采用亚洲

2月27日锡克协会举办 
“图形象棋” 基础研习班 

象联的图形象棋，以英语讲解。在推广图形象
棋方面，苏菲亚山扶轮社与新加坡象棋总今
后将成为合作伙伴。

抗新冠疫情期间，研习班一堂只能容纳8个
学员。当天参加的七位学员中有三位非华裔，包
括一位美国人，一位希腊人，一位欧亚族。

研习班用的棋具：比赛常用的
亚克力棋子，贴上图案标签。

精美的图形象棋，中国河南省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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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象棋” 教练培训课程班 
3月18与20日在本会举行

图形象棋 
培训课程 
报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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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彭彪太平局绅访中华台北象协与林益世讨论棋艺

新加坡象棋总会

缅怀林益世兄

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于1978年。
十年后，在棋坛前辈李志海先生的推荐

下，1988年中华台北象棋协会正式加入亚洲
象棋联合会。当时中华台北的两位代表是姜维
宙先生和林益世先生。

1988 年之前，中华台北象棋协会虽然没有
参加亚洲象棋联合会，但是，在中华台北象棋协
会秘书长林益世先生的统筹下，他曾经组织过
多项国际赛事，如新港台三角赛、中山杯及佛
乘杯世界赛等。赛事吸引了各地高手云集竞技，
也大大增加了各地棋人的联系和友谊。我就是
在那些年认识林益世兄及许多的棋坛好朋友。

林兄为人热情豪爽、处事认真、谈吐风趣幽
默、又是一名象棋高手，对外地的棋友皆盛情款

待。他在中华台北是七段高手。
还记得1992年新加坡主办了一个六队邀

请赛，中华台北队林益世配吴贵临，荣获冠军。
这次的战役，林兄个人取得二勝三和。当年，中
国是派了深圳队。由此可见林兄的棋力之高。

 林关浩

1987年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访问台北，受林益世（左）
及吳贵临（右）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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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益世兄在推广象棋事业的发展中，曾作
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表扬。为了推广国粹，他还
主编出版了《宝岛象棋》前后共20期，并与新
加坡北斗象棋俱乐部联合出版《胡荣华飞相百
局》等书！

2010 年中国广州主办第16 届亚洲运动会，
象棋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在林益世兄的大力推
荐和策动之下，中华台北队得以参加比赛。高
懿屏先后顶和中国王琳娜、越南吴兰香，获得
女子组铜牌（回台可获新台币一百万元奖金）。

林兄从1988年至2011 年担任亚洲象棋
联合会的常务理事。每一次他出席亚洲象棋联
合会常务理事会会议时，都不忘爭取承办亚洲
赛。但由于客观的种种因素，导致他每一次都
失望而归。也许，这是他终生遗憾的一件事吧！

2020年8月30日他不幸病逝，终年77岁。我
是在中华台北棋坛老前辈王仲平先生的脸书上
才得知他病逝消息。棋坛热心人士为了纪念这

位棋坛前辈的逝世，特在2020 年9 月18 日举
行一个“追思”公祭活动。

以下介绍一则中局是1995年中国河北队
访问中华台北，由台北林益世执先对河北特级
大师刘殿中经过20 回合尘战的一个镜头。

如图黑方弃马进车捉相，若红炮9平7吃马，
车7 平5，士6 进5，车5 平3 优势。所以，红方走马
7 进6 ，炮2 进3 ，炮9 平5，士5 进6，士5 进6，卒3 
进1，车4 进3 ，炮2 平4，兵7 进1，车7 平5，车4 进
2，将5 进1，车4 平5，将5 平6，车5 平3，炮4 退4，
炮2 退1！炮4 平8，车3退1，将6 退1，车3 平2，炮8 
平9，车2 退8，车5 平3，车2 平1，车3 退3，车1 进
2，马3 进4 ，炮5平4，车3 进5，车3 退3，士4 进5，
车3 平1，炮4 退7，车1 平5，车1 平6，马4 进3，车
6 进7，將6 进1，车6 退1，将6 退1，车6 平5！车佔
中，以下炮4 进1，出帅后可胜，余者从略。

写于2020 年9 月11 日

红方林益世

黑方刘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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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下旬应邀参加新加
坡象棋总会85周年纪念活

动，躬逢其盛，为此笔者准备了“新加坡历年
象棋谱”展示。

六十多年，近80种棋谱，把棋谱封面拍摄
图片，分别请陈茂然（新加坡象总秘书长）、赵

重温历程¡

迎（江苏淮阴的象棋国家级裁判）精心制作成
各自一套幻灯片，以确保展示时放映成功。

12月1日新加坡象棋总会举办论坛，笔
者与陈赵协力之“作品”做闹场锣鼓，打头炮
首先启动，幻灯片投影放映效果还不错。放
映中笔者对每本棋谱作了讲解，从象棋文化

新加坡象棋谱点评与
李志海口述历史
 言穆江、陈弈秋

绪 言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1）。

编者按：本文长达27187个字，曾参加过2020年10月在杭州的峰会上作论文发表，复由峰会主办方在其“杭州
智力运动文化”公众号发表。由于文长过万，未能一期刊完，本期是第一部分，编者求读者阅读方便，作了分段
重组并加上“绪言”小标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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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方面展示新加坡象棋总会85年之光辉
历程，获得主办方和参会嘉宾的高度赞扬。笔
者亦感欣慰。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具有完整连续性
的伟大文明，虽然经过无数危机和困难，但从
来没有中断过。近代以来中国追求富强的努
力，新中国发展奋斗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创
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大平台，这些大平台是
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基础。在这个大平台上，中
国人追求美好生活，力争上游，创造未来之决
心和勇气，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象
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象棋文
化指象棋对人们开化、教化、提高智慧、促进

文明的一种文化现象。象棋文化包括象棋竞
技、象棋艺术、象棋科学、象棋教育和象棋文
学等方面，充满历史底蕴又与时代同步。

杭州棋院已连续八年举办棋文化国际峰
会，阐扬国粹，其初衷意图应是：提供更好的
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
生活的需求，同时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和
价值高度，看到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
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

再者，通过跨文化交流和沟通，通过“和
而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对话，通过经典
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持续传播，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让中国发展
过程能得到更有力的文化支撑。

书籍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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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1）唐代常建诗中之破山寺，即江苏常熟兴福寺，因寺中奇石，左观“兴”、右看“福”得名。寺“三绝碑”
（常少府诗、米南宫书、穆大展刻，享誉江南）作“竹径通幽处”（寺内水溪的踏板均竹子，亦值回味）。清乾

隆年间襄阳知府言如泗（子游夫子75世裔孙）任上偶得米芾书法，嘱名师刻石，交家乡兴福寺。

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象棋书谱是象棋文化
的重要载体，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认真看书
勤于思考，必有收获。收藏象棋书谱，如仅仅
注重大量收集，却不阅读不研究，只是孤芳
自赏，束之高阁（古代藏书家往往“以独得为
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那样就失去了收
藏之完整意义。我们收集收藏象棋书谱不单
纯是欣赏名手对局，精彩佳构，更重要是能
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以及
象棋特有的艺术魅力，藉以提高增进我们的
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加深对棋理之领悟，
还有对地理知识与风土人情等增长见闻，拓
宽我们的眼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收藏也应
该包括与友人共同研阅，欣赏品评，以及在有
机会时公开展出，供同好品鉴研究。

当阅读和研究历史书谱时，不时联想起
与前辈名手以前多次倾谈中所了解到的一
些棋坛实况回忆。

在1980年澳门“第一届亚洲杯象棋赛”
和1981年曼谷“第一届亚洲城市象棋名手
邀请赛”（笔者是赛员）这两次比赛前，也就
是“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之前，东南亚棋坛
曾有过七次亚洲象棋赛。前六届亚洲象棋赛

中国队均未参加，第七届亚洲象棋赛中国队
已经报名，但由于签证迟迟未下来，中国队
在北京边集训边等候，苦苦等候一个多月，结
果还是不能成行。又如，马来西亚山打根象棋
协会编印的《第五届亚洲城市象棋名手邀请
赛》，辑有上海胡荣华自战解说两局及香港
劳勉之、新加坡林关浩、河北阎文清、香港翁
德强、四川程明松等名家评局，文化学者杨柏
伟甫看到此书当即惊叹：“胡荣华这两篇作品
国内还从未见过，以后要补入《胡荣华妙局精
萃》中去。”再者，“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初期
编发的几期油印《亚洲棋讯》，资料亦十分难
得，反映出创业阶段之艰难不易。

从风帆时代，东西海上交通开始的时候，
新加坡海峡就是东西贸易及文化交流必经的
通道。位居海峡最重要位置的新加坡，地扼太
平洋与印度洋航运的咽喉，从宋代起发展成
为转口贸易港。1819年英人辟为商埠后（据载
中国上海开埠于1843年），更成为东南亚的转
口贸易中心。宋元时这里叫凌牙门，又叫龙牙
门或淡马锡（Tamasik）明代译名新加步，一
般认为出自巴利文（Pali）意思是狮子城，开
埠初期华人常称新州府，又名星洲。

象棋书谱是象棋文化的重要载体，温故知新，继往开来。
认真看书勤于思考，必有收获。收藏象棋书谱，如仅仅注重大量
收集，却不阅读不研究，只是孤芳自赏，束之高阁（古代藏书家
往往“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那样就失去了收藏之
完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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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间，本会为了介绍图形象棋给更
多的非华裔人士学习下棋，决定邀请

陈团生开办一个“图形象棋”教练的培训课程。
课程为时两个钟头，陈君以中英双语讲解。

由于疫情关系，每次出席人数仅限八人。以下
为两晚出席名单：翁文龙、林奕寰、陈中和、杜
耀宗、 陈茂然 、陈添源、许冠铨、卢俊宇、卢国
龙、谢长君、吴祖愿、刘怡辉、林关浩、欧木顺、
刘荣扬。

课程中，陈团生引述一段象棋棋子的历史
和介绍运用象棋桥 ccbridge 软件进行教学，让
学员学习如何用图形棋子来技术操作。

参加者皆可免费获赠一本由导师陈团生先
生编著的《Yes Xiangqi》。

完成课程者也颁给一份图形象棋教练合
格证书。 图为上课情景及陈团生编著的《Yes Xiangqi》 一 书

图形象棋
教练培训课程走笔



新加坡象棋总会

 图-1，红先胜

棋局测验 第1期答案
11. Ｃ２＝９ Ｐ８＋１
12. Ｃ９＋１ Ｐ８＝７
13. Ｃ９＝３ Ｈ１－２ 
14. Ｃ３＋１ Ｈ２＋４
15. Ｃ３＝６ Ｈ４＋６ 变着-C
16. Ｃ６＝７ Ｈ６－４ 
17. Ｋ５－１ Ｈ４－３
18. Ｃ７＝１ Ｈ３＋５
19. Ｃ１＝５  ……. 红胜

变着-A： 黑改走卒8平9
5. ……………. Ｐ８＝９
6. Ｅ３－１ 变着-D Ｐ９＝８
7. Ｃ９＝３ Ｐ８＝７ 
8. Ｅ１＋３ Ｈ１＋３
9. Ｃ３＋２ Ｈ３－４
10. Ｃ３＝６ Ｈ４＋６ 
11. Ｃ６＝７ Ｈ６－４
12. Ｋ５－１ Ｈ４－３
13. Ｃ７＝１ Ｈ３＋５ 
14. Ｃ１＝５  ……  红胜  

变着-B： 黑改走卒8平9
8. ……………. Ｐ８＝９
9. Ｃ９＋１ Ｐ９＝８

10. Ｃ９＝８ Ｈ１－２
11. Ｋ５－１ Ｐ８＝９
12. Ｅ３－１ Ｐ９＝８
13. Ｅ１－３ Ｐ８＋１
14. Ｃ８＝１ Ｐ８＝９
15. Ｃ１＝３ Ｈ２＋４
16. Ｃ３＋８  ……. 红胜

变着-C： 黑改走马4退3
15. ……………. Ｈ４－３
16. Ｃ６＝１ Ｈ３＋４
17. Ｋ５－１ Ｈ４＋６ 
18. Ｋ５＋１ Ｈ６－５
19. Ｃ１＝５ ……. 红胜

变着-D： 红改走炮九进一
6. Ｃ９＋１ Ｐ９＋１
7. Ｃ９＝８ Ｈ１－２
8. Ｋ５－１ Ｐ９＝８ 
9. Ｃ８＋１ Ｐ８＝９
10. Ｅ３－１ Ｐ９＝８
11. Ｅ１－３ Ｐ８＋１ 
12. Ｃ８＋１ Ｐ８＝７
13. Ｃ８＝１…….. 红胜。

1. Ｋ６＝５ Ｈ２－１ 
2. Ｋ５－１ Ｐ９＝８ 
3. Ｃ９＝１ Ｐ８＝９ 
4. Ｃ１＝２ Ｐ９＝８ 
5. Ｃ２＝９ Ｐ８＋１ 变着-A

6. Ｃ９＝１ Ｐ８＝９ 
7. Ｃ１＝２ Ｐ９＝８ 
8. Ｃ２＝９ Ｐ８＋１ 变着-B
9. Ｃ９＝１ Ｐ８＝９ 
10. Ｃ１＝２ Ｐ９＝８

一共有三位棋友答对，他们是 ：（1）陈团生；（2）Alex Tong; (3) 刘荣扬。

测验题（由副秘书长陈茂然提供）：
如图，红先胜

参加方式：
从刊登于象总网即日起，为期一周内， 
请把答案电邮到 mychan1934@gmail.com

第2期测验图：

首10位 答对者将会获得一个小磁铁棋盘、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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