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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3

新加坡象棋总会

新加坡象棋总会于2021 年4 月14 日出版第二
期电子书“会讯”，首页拙文《从装修本会会

所说起》刊出后短短数天，想不到很快获得以下几
方面的积极回应：

（一） 本会前会长、永久名誉会长欧阳修章先生表
示捐助2000元。

（二） 本会副会长赵金山先生表示捐助1000元。
（三） 本会永久名誉会长孙敬亭先生表示捐助 

10，000元。
（四） 我国象棋大师卢国龙先生来电表达愿意通

过他一对六多面打表演义赛，希望报名攻擂
者认捐，为本会筹款。

作为会所装修筹款主席的我，深深感受到无
比的感动和喜悦。在此，我谨代表本会向以上各位
热心人士的热情帮助，表达深切的谢意。

卢大师驰骋本会棋坛30年，参加国内外各项
大赛不计其数，战绩辉煌。不但在2018年获得本国
象棋大师称号，也在多次国际赛事中取得佳绩，为
国争光。以下是他参赛获得奖项：2007年 全国个人
赛A 组第3名；2011年 全国个人赛A组第3名；2012

令人鼓舞
  的回应  林关浩



新加坡象棋总会

李锡森	 $20，000	
孙敬亭	 $10，000	
陈国安	 $5，000	
乔彬	主席	 $4，164.06	
欧阳修章	 $2，000	
陈弈秋	 $2，000	
陈团生	 $2，000	
第37届象总理事会	 $2，000	

赵金山	 $1，000	
拿督斯里	刘恭豪	 $1，000	
彭彪	局绅	 $1，000	
冯利发	 $1，000	
洪宝兴	BBM	 $1，000	
刘思仪	 $1，000	
林关浩	 $1，000	
党斐	象棋大师	 $1，000	

年“图隆杯”第1名；2018年全国个人赛A组第2
名；2018年“挈天杯”棋王赛”第2名。

卢大师曾经代表新加坡参加2011年世界
象棋个人锦标赛，2007年、2011 年、2019年亚
洲个人锦标赛，2002年、2018 年亚洲象棋团体
锦标赛及新马杯等象棋国际邀请赛。

在我多次带队出国参加比赛的经验告诉
我，一个优秀的棋员往往在出发到机场时不但
准时甚至提早，遵守一个棋手参加比赛的规则；

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棋友团结友爱、处处以
本会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的地位，卢囯龙大师
可说是其中的一个典笵人物。

2019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象棋个人锦标
赛中，卢国龙大师大战中国郑惟桐特级大师，赛
场轰动一时；原来双方对战过程精彩绝伦，让棋
友大饱眼福。我特请卢大师为我们介绍此局，借
此欣赏卢大师的棋艺水平。

（以上资料截至2021年8月9日）

(棋局分析请翻阅第16页之“棋局回顾”)

许金德	 $1，000	
拿督陈川正	 $1，000	
蔡志河	 $1，000	
黄泗	 $1，000	
无名氏	 $500

	
总数：	 $59,6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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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敬亭（中立者）和副会长林关浩、
副秘书长陈茂然合影。

“人在杯在，力所能及！”
是孙敬亭的承诺

孙敬亭，本会永久名誉会长，今年65岁了！
孙敬亭，是南大最后一届（1980年）文学系

（社会心理学与历史系）毕业生！
孙敬亭，曾当过短暂的代课老师，然后因职

务关系派往印尼，也因此让他建立了印尼商界
的关系，最后成为新、印两头跑的柴油机零件供
应商。每两个星期都要越洋到雅加达。

回忆1997年的“胜安MI 185 客机空难”，
孙敬亭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很多和印尼有
生意来往的朋友，一般都是星期一过去印尼，
星期五就搭定期航班返新加坡，一个星期内往
返。我那时是每两个星期才去一次，因此逃过
了这场空难！”......

孙敬亭和象棋结缘早在就读当时的德明
政府华文中学。因为个人的兴趣。少年的他迷
上了象棋，

1992年，时年36岁的他，第一次参加麦波
申联络所的象棋比赛，尽然击败了棋坛高手，
后来的象棋大师苏金连，可谓“初生之犊不怕
虎”！也因为此役，使象棋成为他的终身爱好！

加入新加坡象棋总会成为会员是在上世
纪90年代末。孙敬亭参加当时象总副会长王兴
南为裁判的象总象棋比赛，被问及是不是会员
后，就毅然入会。但是，当时忙于事业的他并不
活跃。

孙敬亭回忆说：“约莫是6年前，因为哥哥因
故心情不好，人越来越憔悴，为了让他在精神上
有所寄托，便带他到象总一起活动。就此，他开

始在象总走动；2014年本会80周年会庆时，在
卡拉OK捐款时，他第一次捐款3000元。

本会副会长林关浩说：“当时，大家对孙敬
亭很陌生，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就80周年
会庆后，孙敬亭开始走进了象棋界棋友的视线！

象总85周年当晚，本会进行了一个别开生
面的竞标活动，即由当年的会长林关浩书写的
一幅书法“天道酬勤”及孙敬亭捐献五张精美
十元特别号码珍藏钞票作为标物筹款，结果共
筹得7200元，其中云伟龙以2000元 标得书法，
而孙敬亭捐献的五张精美十元特别号码珍藏
钞票，由黄海庆以3200元、云伟龙以2000元各
标得。

此后，孙敬亭更热衷于象总的活动，他慷慨
激昂的表示：“人在杯在，尽能力所及为象总！”
象总的几个比赛，都是他赞助，如每年的“全国
赛”、“擎天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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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届“千百禾”杯象棋网络
国际团体邀请赛已在7月17-18日举行。

新加坡象棋总会由副会长赵金山担
任领队。

两日比赛后，新加坡队成人组吴宗
翰、刘亿豪、朱永吉获得第9名（本组参赛
队伍共18队）。

少年组董玮鑫、植彦杰获得第10名
（共12队）。

其它详情，请看列表。

第二届“千百禾”杯象棋 
网络国际团体邀请赛
7月线上举行

成年组 青少年组 道德风尚奖

名次 代表队 名次 代表队

菲律宾

第一名 中国福建省 
象棋协会 第一名 马来西亚 

象棋总会
第二名 日本象棋协会

第三名 欧象联队
第二名 东马象棋总会

第四名 柬埔寨棋 
联会成年队

第五名 越南队
第三名 中国福建省 

象棋协会第六名 中华台北决胜 
千里棋友会

第七名 澳大利亚 
象棋联合会 第四名 婆罗洲象棋队

第八名 印尼象棋总会

获奖名单

裁判长：崔燕  编排长：林松  大庆鹏程棋牌俱乐部 2021年7月17~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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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弈秋（原名陈国琛）是新加坡棋坛的老
前辈，他十多岁就参加新加坡象棋总

会，每年都不忘缴交会费，是一个标准的忠实
会员。

2014年当我担任新加坡象棋总会的会长
时，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欣然接受，这是
本会的荣幸。过去数年，本会各项主要活动如
新春团拜、就职典礼、周年纪念、会员大会等，
他都会出席大力支持。他一直担任本会的名
誉会长至今。

他今年已近八十高龄，但仍然精神奕奕，
思路清晰，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与他交谈永
远会觉得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总是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

近期象总会所大装修，需要近七万元的
装修费用，我特地致函给多位热心人士，请求
捐助。他收到我的信息后，马上问我，他应该
捐赠多少？我心想他是一个退休人士，平时也
无甚收入，就回复：“500到1000元吧！”想不

到他回复：“装修我会会所费用庞大，1000元
我想太少了吧？”

他续复邮：“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没
有象总，本地象棋前途茫然，怎么样都要支持
到底；我不是富翁，出点力，出点钱是应该的。
我想，我出2000元，行吗？”

“怎么给法？现在疫情猖狂，尽量减少见
面，如何？”

看了他的回复，我差点掉下眼泪。如果对象
总没有深爱，绝对不会作出如此大力的捐赠！

今天周末下午，我邀请陈兄到会所一聚！
我对他作了一个简单的访谈。

首先，我感激他慷慨解赞助装修经费。他
说：“我们都是推动棋运的，其中苦楚你知我
知。能力所及，当尽一份绵薄之力。”

想起我和他的认识。一下子记忆跌回到
1968年我在南洋大学求学时代。原来他是我
的学长，他念物理系，1970年毕业获荣誉学位。

当年，他已经是一位象棋高手。有一个晚

一位长期关心 
本会的老前辈

陈弈秋 

◀ 陈弈秋（中坐者）与作者，本会副会长林关浩（左）、
副秘书长陈茂然在会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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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同学通知我，陈弈秋和林源福（当时的
南大象棋冠军）将有一场私人对弈。我兴致冲
冲的跑去他的宿舍观战，那是第一次我见到
陈兄。也许，他们都沉醉于飞车跃马，完全不
去注意我这“璧上观”的小子。也不知经历了
多少年后，当我与陈兄见面时，大家都已在象
总当理事了。

陈兄对林源福与他交流一事，作以下补
充：“我当时是第一届南大孙炳炎杯象棋冠
军，林源福是第二届冠军。（我当时没有继续
参加比赛）。我哪时刚好也是南大孙炳炎杯国
际象棋比赛亚军（双料得奖者），就代表南大参
加南大与工艺学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国际象棋友谊赛，与当时全新国
际象棋冠军，国际特级大师对弈，哪盘棋足足
下了近五个小时，全场其他棋手都来围睹，尤
其是工艺学院棋手，怕他们的冠军会输掉，双
方势均力敌，子力相当，结果我差了一步棋输
了. 工艺学院师生都捏了一把汗呢！此是后话。
他得了冠军后来我宿舍下棋交流。”

陈兄在2000 - 2002年担任象总的秘书

长，对推动本国的棋艺发展，曾经作过很大的
贡献。由于当时象总理事会内部出现人事的
斗争情况，陈兄对此觉得心灰意冷，决定退出
理事会。然而，他对象总的爱是永恒的，是深
厚的。他一直关心本会的发展，也用实际行动
尽力帮助本会。

陈兄除了担任本会的名誉会长，也担任
中国汕头市汕头棋院名誉会长兼名誉教练、
天津市少龙棋社名誉顾问。这说明陈兄人缘
极好，与其他地区棋人结下深厚的感情。他为
人正直，德高望重，有此荣誉，也是新加坡棋
坛的骄傲。

长期以来，陈兄皆好弈，是新加坡的甲级
棋士。2019年11月象总85周年纪念活动中有
一㘯友谊交流比赛，陈兄受邀代表南京队与
高雄队碰到特大吴贵临，结果双方打平，可见
陈兄的棋力非凡。

1999年9月4日新加坡全囯象棋个人赛中
陈弈秋执红先对许信（象棋大师）的一个中局
镜头：（资料由陈茂然兄提供）

林关浩写于2021 年7 月17 日 

 
 

 
  图-1，红先 

图-1 是 1999 年 9 月 4 日在新加坡象棋总会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

锦标赛出现的局面，由陈弈秋执红棋对许信弈完 24 回合形成。

实战着法如下： 

25. 马九进七  炮３进１   26. 车五进二  马４进５    

27. 炮六进四  车２退２   28. 炮六平五  车７退３    

29. 马七退五  车７平８   30. 炮五进二  象７进５ 

 

31. 车五平七  车８平５   32. 车九进三  车２平４    

33. 马五退三  车４进２   34. 兵五进一  车５平４    

35. 车九平五  车４进２   36. 车五平六  车４进４  

  

37. 马三进四  车４平９   38. 马四进五  车９平４   39. 马五进七  车４退５   40. 兵五进一  马９进８    

41. 马七退六  马８进６   42. 马六退四  卒７进１   43. 马四进五  士５进６   44. 车七平四  车４进１    

45. 车四进一  士６进５   46. 车四平二  将５平４   47. 车二进二  将４进１   48. 马五退四  马６进４ 

 

49. 车二平七  马４退５   50. 车七退一  将４退１   51. 车七平五  马５进６   52. 车五退五  马６进７    

53. 帅五平四  车４平６   54. 车五进二  马７退６   55. 车五平六  将４平５   56. 仕五进四  车６进１    

57. 仕六进五  卒９进１   58. 帅四平五  卒９进１   59. 马四进六  将５平６   60. 马六进五  车６退１ 

 

61. 马五进三  车６进３   62. 车六进四  将６进１   63. 车六平五  车６平８   64. 相五退三  车８退２    

65. 车五退一  将６退１   66. 马三退四…..黑认负 

 

图-1是1999年9月4日在新加坡象棋总会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出现的局
面，由陈弈秋执红棋对许信弈完24回合形成。实战着法如下：

25. 马九进七   炮３进１ 26. 车五进二马   ４进５ 27. 炮六进四   车２退２
28. 炮六平五   车７退３ 29. 马七退五车   ７平８ 30. 炮五进二   象７进５
31. 车五平七   车８平５ 32. 车九进三车   ２平４ 33. 马五退三   车４进２
34. 兵五进一   车５平４ 35. 车九平五车   ４进２ 36. 车五平六   车４进４
37. 马三进四车４平９ 38. 马四进五车９平４ 39. 马五进七车４退５
40. 兵五进一马９进８ 41. 马七退六马８进６ 42. 马六退四卒７进１
43. 马四进五士５进６ 44. 车七平四车４进１ 45. 车四进一士６进５
46. 车四平二将５平４ 47. 车二进二将４进１ 48. 马五退四马６进４
49. 车二平七马４退５ 50. 车七退一将４退１ 51. 车七平五马５进６
52. 车五退五马６进７ 53. 帅五平四车４平６ 54. 车五进二马７退６
55. 车五平六将４平５ 56. 仕五进四车６进１ 57. 仕六进五卒９进１
58. 帅四平五卒９进１ 59. 马四进六将５平６ 60. 马六进五车６退１
61. 马五进三车６进３ 62. 车六进四将６进１ 63. 车六平五车６平８
64. 相五退三车８退２ 65. 车五退一将６退１ 66. 马三退四…..黑认负

▲ 如图： 红方虽少一子，但利用先行之利马吃象捉车兼叫杀，以下步步夺先抡回一子，最终残局胜势取得胜利。

6



新加坡象棋总会

7

重温历程¡
新加坡象棋谱点评与
李志海口述历史

第二期
天地如棋枰，人物犹棋子，事迹似弈棋。以下对新加坡1951年以来

近80种象棋谱作介绍并试加点评。

新加坡象棋谱点评
《》表示32开，【】表示16开。

一、《星洲棋坛》杨青峰、洪机合编，1951
年星洲印，52页。谢云声题词四首及“序”，朱
铭源“序”，杨青峰“序”（2），洪机“序”。洪机论文

（一）论棋品（二）论学
习象棋的要诀（三）论起局。杨青峰论文

（一）象棋应该提倡吗（二）对象棋的一点贡献
（电台广播词）（三）棋谜（四）局谜。杨青峰、

洪机“残排局”十一局，局评三局，对局感想六

 言穆江、陈弈秋

局，棋文、笑料、棋咏、局谜，南北名手对局十
六局等。

年代久远，书脊铁钉锈迹斑驳，须用老虎
钳拔去，否则继续污损纸质。古代中国用纱线
装订书籍可见有其长期性合理性。1950年全
星棋霸赛冠军杨青峰回顾了抗战前后星洲棋
坛概况，以及与1947年全星棋赛冠军洪机合
作编写本书之缘由。两龙夭矫，雷轰电掣。叙
事缕缕，文采斐然。本书是新加坡象棋历史上
第一本棋谱，星洲象棋文化，破冰启航。



新加坡象棋总会

8

二、《炮局精华》蓝春雨、林明彦、吕青，
星洲春明书屋1953年3月初版，60页。林仰
文“序”，杨青峰“序”，对炮局布局新谱八局，
屏风马抵五七炮直横车局，周德裕征星遗局
八局，星马名手略历，星雪槟甲象棋埠际赛十
四局，星雪槟甲埠际赛纪要，残局拾遗六局，
蓝春雨马来亚擂台赛七局，星马名手对局廿
七局等。1951年全星象棋公开赛冠军蓝春雨，
亚军翁世春，季军卢焕文，殿军王柏芬。封面
照片是本书编者蓝春雨由星洲华民政务司帮
办郑惠民夫人给奖影照。“星马名手略历”介
绍陈粤樵、蒋德儿、苏勉之、胡章、郑雨苍、蓝
春雨、卢焕文、翁世春、王柏芬、杨青峰、洪机、
林明彦、吴青、王卓绍、林松根、董诗文、卓鲁

林等棋手概况。
张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若

颦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

三、《南洋象棋谱残局篇第一集》黄金环（3）

著、李志海（5）校，星洲文化书局1955年印，128
页。李志海“序”，叶白水“序”，卢仰林“序”，张
正辰“序”，蓝春雨“序”，作者自序，残局一百
局。谢侠逊、吴文英、李志海题词等（6）（7）。

变化精微，招术奇妙。活脱飞动，笔墨爽利。

四、《南洋象棋谱残局篇第二集》黄金
环著，李志海、简俊清、林明彦、沈庆生校，
星洲联枢印务有限公司1962年印，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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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海“序”，林明彦“序”，简俊清“序”，沈
庆生“序”，符国华“序”，蓝春雨“序”，沈云
清“序”，作者自序，残局一百局等（8）。

神工巧造，妙着环生。怡情遣性，如饮醇醪。

五、《1963全星象棋对局选评》林明彦、简
文逸，星加坡象棋公会1964年3月印，86页。方
振雄“序”，1963年全星棋赛简记，对局评述四
十局，排局精选五局。

仓卒岁月，世事如棋。硬砍猛斫，轻灵飘
逸，每局都充满传奇。这本是1981年12月笔
者在曼谷参加第一届亚洲城市象棋名手邀请
赛期间，承新加坡林明彦兄惠赠。

六、《1965年加美表杯全星象棋公开锦标
赛》1965年4月，28页，新加坡象棋公会主办。
比赛规例与制度，赛程表，象棋公会新第六届
职员表等。这次锦标赛的全部银杯及奖品由
加美表总代理瑞兴公司报效。

要看他开诚布公，要看他宣传得力，要看
他号令精严，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布阵新
奇，要看他中变奥妙，要看他残局精细……

七、【新加坡共和国国庆周体育
节  首届东南亚象棋锦标赛】1968年
8月，新加坡象棋公会主办。献词（9），
棋赛之筹备与简史，各地象棋组织
及活动，棋赛简章等。

跳脱而出，奕奕有光。迤逶悠
扬，气雄万夫。

八、【首届东南亚象棋锦标
赛】1968年8月，新嘉坡象棋公会
主办，150页。献词，题词，对局实

录112局，成绩表，陈罗平（10）“棋赛花絮”，简
俊清、黎修锦“东南亚象棋研讨会”，东南亚象
棋规例等。为欢迎来星参加首届东南亚象棋
锦标赛的代表，简俊清填新词贺：“望海潮--地
控埼岸，门分涨海，重洋万斛由经。楼宇接云，
珠玑凑市，繁华信美狮城。国典庆昇平，听人
民腾欢，前进歌声，刚强勇猛，健儿行列共擎
旌。群雄显技棋枰，看车尘马足，指下风生。莫
道等闲，安危一着，机先凭断输赢。冠盖喜相
迎，集南龙北虎，东鳄西鲸，好展风云胜概，橘
里论豪英。”这首词顾盼雄毅，气势不凡，读之
真有芝兰玉树，生于庭阶之乐。梁羽生（本名
陈文统，撰写象围棋评文章笔名“陈鲁”，“亚
洲象联”第二届第三届编辑委员）甚为欣赏，
在香港《大公报》特稿（1978年7月22日）曾引
用其佳句--“冠盖喜相迎，集南龙北虎，东鳄西
鲸，好展风云胜概，橘里论豪英！”  

首届东南亚象棋赛明明是“香港队夺团
体冠军，个人黄冠中与张百耑并列冠军，两人
得三项冠军，亦棋坛之佳话。”（11）郑德丰（12）却
称：“陈老（罗平）……且独占第一届东南亚
象棋赛鳌头。”（13）程法培亦说：“1968年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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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举办的首届东南亚象棋锦标赛陈罗平与
马来西亚黎金福并列个人积分最高。”（14）近
期辽宁《棋友》杂志（2019年第6期）依然如此
转载。可能缺乏资料且未作认真核证，张冠陈
戴（15），这些记述以讹传讹，便令读者走入八
阵图中。

1968年新加坡首创举办东南亚象棋锦标
赛，为后来的多次亚洲象棋赛举行，以及1978
年亚洲象棋联合会成立，奠定基础，这是载入
象棋史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有意义的赛事。春
山出云，肤寸而起。披荆斩棘，天空海阔。

九、【第一届选区象棋锦标赛】1973年11
月，120页，新加坡象棋总会。献词，题诗（16），
题词，第一届选区象棋锦标赛开幕盛况辑影，
报纸报道新闻图片，对局评注四十八局，棋赛
花絮，棋话文章等。

一枰楚越，八阵纵横。绛云在霄，伸卷万
象。简俊清“象棋的起源与演变”，引经据典长
篇大论，有峡云乱卷，江树对生之势，学术味
较浓，挺有意思的论文。

十、【1978年体育节第三届全国象棋团体
赛】1978年11月，60页，新加坡象棋总会。献
词，第三届全国象棋团体赛概述，开幕盛况图
片，报纸新闻剪辑，对局评注五十五局等。

兔起鹊落，惊龙跳虎。世局纷纭，亦如是棋。

十一、《象艺》1，1980年1月，84页，新加坡
象棋总会。综合性内容期刊。郑祥福、沈云清、
严清秀、李庆先、陈团生、沈庆生等撰稿。

雷霆风雨，各极其用。文情如环无端，随
笔盘舞而出。

十二、【第二届海峡时报杯全国象棋赛特
辑】1981年6月，24页，新加坡象棋总会。献词，
简俊清“海峡时报杯全国象棋锦标赛概述”，
动态相片，全国象棋锦标赛简章、规则、通则，
林关浩“从蓝春雨的参赛精神和棋艺风格谈
起”，陈成贵、陈团生“排局创作”等。

翻江搅海，匪夷所思。

十 三 、《 第 二 届 亚 洲 杯 象 棋 团 体 赛 专
辑》1982年5月出版，84页，新加坡北斗象棋
研究会。

专心致志，心境宁静。弈者得路步步推进，
犹如英雄豪杰立丰功树伟业。英雄豪杰之智
能，即弈者之技巧也。英雄豪杰之成功，舍智
能外有幸运。弈者之决胜，除技巧外有精神。
同一理也。

十四、【北斗棋讯】第1期至第5期，1982
年，新加坡北斗象棋研究会。综合性内容期刊。
第三期有“彝鼎杯”新加坡、香港、台北三角赛
全部对局四十八局。

北斗七星，众星之所环拱也。有威势，有声
响，有棱角。安顿细心，笔墨激射。千军万马，目
不暇易。

十 五 、【 北 斗 象 棋 研 究 会 成 立 纪 念 特
刊】1982年8月，132页，新加坡北斗象棋研究
会。祝词，本会活动图片，各地棋坛动态，胡荣
华、黎民良、陈瑞权、丁章照、崔鸿传、陈建新、杨
明忠、葛文俊、沈庆生、李国勋、言穆江等撰稿。

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
对非常之景。触手成趣，闲心妙笔。写得参差
蓬勃，声音情状都有。

八届亚洲杯对局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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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2） …… 迨七七事变，余任职于交通部无线电台，受

命服务前线；时吾师刘金泉受委为大刀队长，余
时往助教……日寇既败，星洲光复，余从荒村遄
返，棋友重逢，仿佛更生。于是歌舞升平之际，突
然车马临门，炮兵交迫，士象纷披，主帅弃甲。或
剖仙子之橘，或烂樵夫之柯，或借梅花之魂，或夺
金鹏之魄。君嘘桃李，让春色之平分；我挟雷霆，
羡苍松之独秀。既而小院夜深，笑参野狐之禅；空
谷人静，吹送林间之韵。斯道之蓬勃，一时有如雨
后春笋。余见猎心喜，复出而重作冯妇。先夺中马
之擂台杯，继参星雪空中象棋赛，近获星洲棋霸赛
冠军。棋友洪机，去年邀余合作，选写象棋局评，按
期刊登报上，藉资提倡。自是四方同志，多驰函赐
教，勉励有加，或劝以集而出单行本，余以不才辞。
洪君曰：“吾等系以发扬国粹及提倡正当娱乐为宗
旨，才不才，亦各言其志也，其可乎？”余敬诺。遂付
剞劂……（杨青峰序）

（3） 黄金环，星洲书局老板，南洋棋界有“残局圣手”美
誉。陈弈秋（4）读中学时常到书局与黄公弈棋、求
教，受其影响亦创作一些排局，与黄有师生之谊。

（4） 陈弈秋，南洋大学毕业，物理荣誉学士，曾任新加
坡象棋总会第26届（1998--1999）副秘书长、第27
届（2000--2001）秘书长，哥南亚逸象棋会会长，
新加坡象棋总会多届名誉会长；及广东汕头棋院
名誉会长，天津少龙棋社名誉顾问等。工作之余
陈热心棋会事务，并在中小学校、工艺学院、民众
俱乐部象棋班讲授，全心全意投入象棋，这样的
乐龄老师狮岛还有郑祥福、林关浩、林耀森、陈团
生、王绍祖、陈福来（1937--2019）等，教学象棋传
承国粹，培育新人不遗余力，活到老做到老（日本
人观念：自己的事自己做，不给别人添麻烦；活到
老干到老）!

（5） 李志海，1929年生，广东新会人。李与杨官璘志
同道合，感情深挚，曾在香港罗便臣道一所楼房
同住，对弈、拆局，钻究棋艺，他俩合著有《弈林秘
笈》。李著《橘中乐》《炮马争雄》《李志海南游象棋
战谱》初集二集等。声誉著于海内外的香港李志
海，无论在竞赛著述、社会服务和培育后学等方
面，都有较大的贡献。近数十年的香港棋坛，继曾
展鸿、周德裕、董文渊、钟珍等之后．杨官璘、陈松
顺、黎子健、曾益谦、李志海等相继崛起。20世纪
50年代开始，杨、陈成为广州棋坛柱石。香港棋人
中，特别是李志海，在国弈会的大旗下，建树极丰，
他是棋艺界之星。李在星马的重要棋赛中，差不多
取得全胜，后来他还在擂台赛中，广泛接触了星马

的棋手，可说是所向披靡。当时李志海年仅24岁。
南洋人士认为李的战绩，“即前七省棋王周德裕，
棋坛总司令谢侠逊亦有不及”。

 将帅雄才志士猷，权威早已树神州。炮声震撼山河
动，马迹纵横草木愁。万象包罗归妙算，轻车突击
出奇谋。大兵到处皆披靡，战绩堪称第一流。（孙崧
樵 癸已秋月）

 罗胸经略漫纵横，枰艺香江独擅名。审是神机安象
局，果然快战下狮城。传闻北马棋坛震，尽说中华
弈术精。胜利操持觇大势，使君步着按分明。（邱立
才题于槟城）

 李志海成就卓越，蜚声海外。概略说来，他在香港
公开赛中击败号称“新七省棋王”的董文渊和华
东名将何顺安。1953年至1954年征战新加坡、马
来亚、缅甸、菲律宾、泰国数十埠，所向克捷。他先
后获得星槟港澳金牌棋王赛冠军、雪港澳棋王赛
冠军、泰港棋王金杯赛个人冠军等，因而有“东南
亚棋王”称号。李志海豪迈奔放，不仅长于棋战，
而且能作雄谈，口若悬河，很有纵横家气味。当他
声誉鹊起的时候，香港丽的呼声电台礼聘他广播
棋艺。香港电台开设棋艺广播，是从李志海开始
的。他南游时先后在星洲、吉隆坡、槟城向民众广
播棋艺，所到之处，棋艺民众都听到他的声音。那
时他主编香港星岛日报和晚报、周报的棋艺专栏。
随着他的足迹所至，新加坡南洋商报、快活报、吉
隆坡中国报、槟城光华日报、印尼新中华报等，都
请他主持棋栏笔政。

 岭南绝艺旧知名，竝世人谁与子争。笼袖百年无
几着，提戈万里不离枰。肆前想悟河图数，台畔欣
聆月旦评（君近主丽的呼声电台象棋讲座）。解得
此书中秘诀，何愁无计取宣城。（文少可）

 当年曾经携手同行的杨官璘和李志海，一在国内
目空今古，一在海外名传远近，各有天下。

（6） 星洲有橘士，圣手名早孚。不创全局谱，只排残局
图。全局多变化，攻守各有殊。原拟攻方胜，一变
可成输。支变又自变，变中无穷途。残局虽有变，
和胜有定趋。红寡常巧胜，黑众势反孤。觑定先手
着，破敌如摧枯。方惊是鬼斧，忽疑有神扶。解却河
图教，再来演洛书。掠过横空雁，又浮五色鱼。排局
尔多智，解困我轩渠。蕉窗对逸品，仰视椰云舒。从
兹参弈理，不悟是真愚。（杨青峰）

（7） 倦向棋坛斗短长，偏从棋谱露毫芒。匠心运就惊神
妙，残局拟来媲竹香。水秀山明呈眼底，峰回路转
入仙乡。行看一纸争雄日，天外有天自不常。（林
南星）这首七律对仗工整，韵脚整齐，引喻恰当，



新加坡象棋总会

12

思绪飘逸。半个多世纪前的象棋谱诗词，韵味深
长，今天读来其艺术魅力灿烂辉煌仍光芒四射。

（8） 世事如棋变万千，宣扬国粹继前贤。排图巧妙其中
乐，着法高深别有天。初试啼声知杰作，再来续集
更精研。祝君奋起如椽笔，誉满南洋振祖鞭。（苏天
雄）

 一集残排早夺魁，玄机十万见宏才。商山乐隐三冬
橘，南国花开二度梅。（杨青峰）

（9） 盟结东南第一声，八方俊彦会狮城。棋枰初见屠龙
着，战鼓频催逐鹿情。避实击虚调悍卒，蹈墩抵隙出
奇兵。从容布局争先手，象艺如今超水平。（方振雄）

（10） 丰神奕奕小陈平，纸上纵横任将兵。百战功来
犹马上，英雄本色属书生。橘隐无端弥战云，象坛
旗鼓斗纷纷。一兵一卒浑闲着，妙用都为得力军。
背水还须又背城，书生雄略鬼神惊。支持一霎垂
危局，涌出胸中万甲兵。工夫如汝岂寻常，决胜曾
经百战场。海外相逢谁敌手，擂台一角许称王。菲
岛棋坛健将家罗平侄雅属·明玉题。载陈罗平《菲
岛象棋谱 初集》1954年香港新力书局。著名诗人
陈明玉为陈罗平叔父。

（11） 载香港1974年7月《象棋世界》第二期。张百耑

亦亲口告我甚详。另李志海1997年《香港象棋总
会史略》道，香港队参加亚洲赛“六度出师，三冠
三季，成绩相当优异。”存笔误，应为四冠二季。

（12） 郑德丰（1922--2006），有“厦门虎将”之称。20
世纪40年代菲律宾华侨象棋会理事。1964年
厦门市冠军。70年代起任香港象棋总会理事。著

《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人民体育社1966年出
版，《最长连照胜排局》新加坡北斗象棋研究会
1983年出版。

（13） “前无棋人 后难继起”载成都《棋牌世界》2003
年第12期，及菲律宾《世界日报》“象艺”专栏2004
年1月18日。

（14） “亚洲棋坛一功臣”2013年王首成编审《陈罗
平象棋人生录》页64。  

（15） 西马象棋总会主办的第五届亚洲象棋赛1975
年4月在怡保举行，前三名泰国、西马、菲律宾，个
人成绩以西马黎金福、菲律宾陈罗平、泰国朱一
雷为最佳。见黄聪武“历届亚洲象棋赛纪实”，载
1978年东马象棋公会《第七届亚洲象棋赛特刊》。

（16） 飞车走马各争先，英雄岛国重青年。首席谁登
龙虎榜，降心王道少烽烟。（魏雅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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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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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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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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红先胜

棋局测验 第2期答案
8. Ｈ＋－３ Ｋ５＋１ … … 
黑另有将5平6的走法，变着-B；
9. Ｈ３－４ Ｋ５－１ 
10. Ｈ２－４  Ｋ５－１ …….. 
黑另有将5平6和将5进一的走法，
请参考 变着-C，变着-D；
11. Ｈ＋＋６  Ｋ５＝４ ……..  
黑另有将5进1的走法，变着-F；
12. Ｈ４＋５  Ｋ４＋１ 
13. Ｈ５＋４  Ｋ４＝５ 
14. Ｈ４－３  Ｋ５＝４ 
15. Ｈ３－５  Ｋ４＝５
16. Ｈ６－４  Ｋ５－１ 
17. Ｈ４＋３  Ｋ５＝６ 
18. Ｈ５＋６  Ｋ６＋１ 
19. Ｃ１－１……..红胜

变着-A，卒5平4：
6.  ……………… P５＝４    
7. Ｋ６＝５ Ｐ４＝５    
8. Ｈ３－２ Ｋ６＝５    
9. Ｈ＋－３ Ｋ５＝４  
10. Ｈ３＋４ Ｋ４＝５   
11. Ｈ２－４ Ｋ５＝６   
12. Ｈ＋－２……红胜

变着-B，将5平6：
8. ……………… Ｋ５＝６   
9. Ｈ３－５ Ｋ６＝５   
10. Ｈ５＋７ Ｋ５＋１  
11. Ｃ１－２……红胜

变着-C，将5平6：
10. ……………… Ｋ５＝６   
11. ＋Ｈ＋６ Ｋ６＝５   
12. Ｈ４＋３ Ｋ５＝４ 

13. Ｈ３－５ Ｋ４－１   
14. Ｈ５＋４ Ｋ４＋１   
15. Ｃ１－１……红胜

变着-D，将5进1：
10. …………….     Ｋ５＋１    
11. Ｈ＋＋６ Ｋ５＝６ ……
红也有前马进三的杀法，变着-E  
12. Ｈ４＋２ Ｋ６＝５   
13. Ｈ２＋３ Ｋ５＝６  
14. Ｈ６－５ Ｋ６－１   
15. Ｃ１－１ Ｋ６－１   
16. Ｈ３－５ Ｋ６＋１   
17. Ｈ＋－３ Ｋ６＝５  
18. Ｈ３＋２ Ｋ５－１   
19. Ｈ５＋４……红胜

变着-E，前马进三：
11. Ｈ＋＋３ Ｋ５＝６   
12.Ｈ４＋２ Ｋ６－１ ……. 
红也可以改走马四进六；
13. Ｃ１－１ Ｋ６－１ 
14. Ｈ３－５ Ｋ６＋１ 
15. Ｈ５－３ Ｋ６－１ 
16. Ｈ３＋２ Ｋ６＝５
 17.Ｈ－＋４…..红胜

变着-F，将5进1：
 11.  ……………       Ｋ５＋１  
12. Ｈ４＋３       Ｋ５＝４  
13. Ｈ３－５       Ｋ４＝５  
14. Ｈ６－４      Ｋ５－１ 
15. Ｈ４＋３       Ｋ５＝６  
16. Ｈ５＋６       Ｋ６＋１  
17. Ｃ１－１…..红胜

1. Ｈ－＋４ Ｋ５＋１ 
2. Ｈ４＋３ Ｋ５＝６ … … 
黑如改走将5退1，红有马六退四，将5平
6，炮一平四杀棋；另外，黑若将5进1，红
走马六退七杀棋。
3. Ｈ６－５ Ｋ６－１ 
4. Ｃ１＋３ Ｒ８－４ 
5. Ｈ５＋３ Ｋ６＋１  … … 
黑如改走将平中：
5. ……..  将６平５
6. 马三进二  将５平６  
7. 马三退二 红胜；
6. Ｈ－＋２ Ｐ５＋１ … … 
黑另有卒5平4的走法，变着-A；
7. Ｈ３－２ Ｋ６＝５ 

第二期的棋图测验，没人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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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测验图：

首10位 答对者将会获得一个小磁铁棋盘、棋子

13



新加坡象棋总会

14

临门一脚
 陈茂然

图-1，红先

图-1是2019年图隆杯，陈世昌（红方）对周劲
程（黑方）弈完35回合时的局面。当时，黑方提
和，但是，红方不接受，双方继续对弈至70回
合，红方才破掉黑方一个卒，实战着法如下：

36.Ｒ６－２ Ａ４＋５ 37.Ａ６＋５ Ｐ７＝６ 
38.Ｋ５＝６ Ｐ６＝７ 39.Ｒ４＝３ Ｐ７＝６ 
40.Ｒ６＝７ Ａ５－４ 41.Ｒ３＝１ Ａ６＋５ 
42.Ｒ１＋１ Ａ５－６ 43.Ｒ１＝７ Ｐ３＝４ 
44.Ｒ－＝６ Ａ６＋５ 45.Ｒ７＝１ Ｐ６＝７ 
46.Ｒ１－２ Ａ５－６ 47.Ｅ５－７ Ｐ７＝６ 
48.Ｒ１－１ Ｐ６＝７ 49.Ｒ１＝５ Ａ６＋５ 
50.Ｒ５＝９ Ｐ７＝６ 51.Ｒ９＝１ Ａ５－６ 
52.Ｒ１＝９ Ａ６＋５ 53.Ｒ９＋１ Ｐ４＝３
54.Ｒ６＝４ Ａ５－６ 55.Ｒ９－２ Ａ６＋５         
56.Ａ５＋６ Ｐ６＝７ 57.Ｅ３＋５ Ｐ３＝４ 
58.Ｒ４＝６ Ａ５－６ 59.Ｒ９＝５ Ｒ５＝６ 
60.Ｒ５－１ Ｒ６＝５ 61.Ａ４＋５ Ｒ５＝６         
62.Ｒ５＝１ Ａ６＋５ 63.Ｒ１＋９ Ａ５－６ 
64.Ｒ１－３ Ａ６＋５ 65.Ｒ１＝３ Ｒ６＝５ 
66.Ｒ３＝４ Ａ５－６ 67.Ｋ６＝５ Ａ４＋５         
68.Ｒ４＝９ Ａ５－４ 69.Ｒ９＝６ Ａ４＋５ 
70.Ｒ－－１…..黑认负。

看了以上着法，红方可有赢棋的捷径？ 笔者分
析了此局，找到了较快的胜出法：

图-1：
1.Ａ６＋５ Ａ６＋５ …….黑另有车5平6、士4进
5和卒7平8。 
2.Ｒ６＝３ Ａ５－６ 3.Ｒ４＝３ Ｐ７＝６
4.Ｒ－＝６ Ａ４＋５ … … 迫 使 黑 补 右 士，形
成“将门相对”！黑若改走卒6平7，红有帅五平六
的走法。
5.Ｒ３＝６  …….. 霸王车封住黑方将门，红胜定！     
5. ……… Ｐ６＝７ 6.Ｋ５＝６ Ｐ７＝６       

7.Ｒ＋＋２……良好的等着，迫使黑方动6路卒。
7.    …………  Ｐ６＝７ 8.Ｒ－＝８ Ｒ５＝４       
9.Ｒ６－５ Ｐ３＝４
10.Ｒ８－１…..捉死黑卒，红胜定

变着-A:	黑改走车5平6，兑车：
1. ………. Ｒ５＝６
2.Ｒ４－１ …… 红也有车六平五的胜法
2. ……….     Ｐ７＝６ 3.Ｒ６＝４ Ｐ６＝７ 
4.Ｒ４＝５ Ａ４＋５
5.Ｒ５－３ …. 捉死黑卒，红胜定	。

变着-B:	黑改走补右士：
1. ……… Ａ４＋５ 2.Ｒ４＝６！ Ｐ７＝６
3.Ｋ５＝６ Ｐ６＝７ 4.Ｒ－＝９ Ｒ５＝４
5.Ｒ６－３ Ｐ３＝４ 
6.Ｒ９－１ …. 破卒，红胜定。

变着-C:	黑改走卒7平8：
1. ………. Ｐ７＝８ 2.Ｒ６＝４ Ａ４＋５
3.Ｒ－－１ Ｐ３＝４ 4.Ｒ－＝５ Ｐ４＝５
5.Ｋ５＝６ Ｐ８＝７ 6.Ｒ４＝９ Ａ５－４
7.Ｒ９＝５ Ａ６＋５ 
8.Ｒ５－３ …. 抽掉黑卒，红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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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红先

图-3，红先

图-2是2014年6月7日在新加坡象棋总会举行
的第55届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公开A组）第7
轮出现的局面，由陈靖麟执红棋对林耀森弈完
78回合形成。实战着法如下：

79.Ｃ５－２ Ｈ９＋８ 80.Ｒ６－２ Ｈ８－７ 
81.Ｒ６＝７ Ｒ５＝４ 82.Ｒ７＝６ Ｒ４＋５ 
83.Ｋ６＋１ Ｈ７＋５ 84.Ｋ６－１ Ｐ９＋１ 
85.Ｐ９＝８ Ｐ９＋１ 86.Ｐ８＝７ Ｐ９＝８ 
87.Ｃ５＋７ Ａ５＋４ 88.Ｃ５－３ Ｐ８＝７ 
89.Ｐ７＋１ Ｐ７＝６ 90.Ｃ５＋２ Ｈ５＋３ 
91.Ｋ６＋１ Ｈ３－４ 
92.Ｐ７＝６    …. 双方握手言和。

当时，身为裁判长的我，对此局印象深刻，因
为前天刚好把“车炮仕胜车双象”的残局温习
了一遍，一眼就看到兵六进一的好棋：

79.Ｐ６＋１ Ａ５－４ 80.Ｒ６＋６ Ｋ５＋１
81.Ｒ６＝４ Ｈ９＋８ 82.Ｃ５－２ Ｈ８－７
83.Ｒ４－５  ….. 红弃兵破掉黑方双士后，炮镇中
路牵制黑车，同时，车帅占肋道管着黑将，黑方只
有眼巴巴看着红兵走近九宫成杀。

图-3是2016年图隆杯，骆锦源（红方）对陈世昌
（黑方）弈至完25回合时的局面，轮到红方走。

黑偏王又缺了双象，红方双车炮位置极佳，红
方优势。此时，双方都捉着对方的马，红方果
断吃马出击，实战着法如下：

26.Ｒ７＋２ Ｒ８＋９ 27.Ｒ７＋２ Ｋ４＋１ 
28.Ｒ７－１ Ｋ４－１ 29.Ｃ５＝３ Ｒ８－９ 
30.Ｒ４＝８ Ｃ９＋１ 31.Ｅ３＋１ Ｒ８＋９ 
32.Ｅ１－３ Ｒ８＝７ 33.Ａ５－４ Ｒ４＋１ 
34.Ｋ５＋１ Ｒ４－１ 35.Ｋ５＋１ Ｒ７－２ 
36.Ｃ３－５ Ｃ９－２   …. 红认负。

红方先手很大，红方却未能入局。为什么？原因
在于“临门一脚”有问题，第30回合，红方平车
催杀有误，少了一个过门。且看着法：

30.Ｒ４＝２ …..漂亮的顿挫，迫使黑车躲到暗处，
黑方攻势也就被阻挡了。  
30. ……… Ｒ８＝７ 31.Ｒ２＝９ Ｋ４＝５        
32.Ｃ３＝５ Ａ５－４ 33.Ｒ９＋２ Ｃ９＋１        
34.Ｅ３＋５  …..黑没有杀着，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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