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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众所周知，苏联非常重视体育发展，包括智力运动。苏联曾创立了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际象棋学校，它培养了 7名世界冠军，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国际

跳棋学校之一。1991 年，在苏联解体后，在其领土上形成了 15个新的独立国家。

这些是俄罗斯联邦本身：欧洲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外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以及

中亚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独立 27 年后，这些国家仍然保留了一些共同点。 

首先，俄语的强势地位。在上述国家，至少老一代人仍然可以理解。在这些

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俄语仍然是主

流语言。 

其次，在后苏联国家中，许多国际象棋和跳棋选手仍然健在，他们仍然记得

曾经在国家一级培养起来的智力游戏的崇高威望。然而，国际象棋和跳棋在所有

后苏联时代的声望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但后苏联时代公民对智力休闲的需求人

仍然保持不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围棋、将棋和连珠棋这样的东方智力游戏在许多后苏联

国家中如此流行。例如围棋，就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方体育项目。连珠棋在

俄罗斯是一项正式运动，只是最近才失去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在爱沙尼亚的传播

非常迅速，使得爱沙尼亚已经成为世界上领先的连珠棋国家之一。将棋在前苏联

解体后的几个国家都得到了传播，尤其是白俄罗斯，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

将棋国度之一。 

不难看出，在所有流行的智力游戏中，只有象棋在后苏联空间中分布相对较

弱。直到最近才有了较为积极的转变，而这与明斯克象棋联合会的成立密切相关。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比赛不断举行,宣传材料不断累积,YouTube 频道功能

和年轻一代的象棋爱好者也广泛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 

俄罗斯也有象棋联合会，但其实际活动仅限于首都地区，参赛人数从未达到

10人。 

在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的影响下，乌克兰成立了第一个象棋联合会，但其为

数不多的代表至今还未参加国际比赛，联合会本身也不属于国际和地区组织。 

我们的方法包含三轮游戏宣传，每次宣传的区别在于角色的特点、方法和必

要的工具。 

第一轮是信息性的，这轮宣传通过在互联网上远程推广游戏来吸引个人爱好

者。这一阶段的目的是对游戏爱好者的一种筛选，领导者必须从这个游戏中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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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来承担传播象棋游戏的责任。这样的领导人数量其实并不多，但他们可以

彻底改变该地区的局势。在这个阶段，重要的不仅是吸引和告知人们，而且还要

不断地进行信息影响。 

第二轮是组织性的，这轮宣传是一个可持续的游戏社区的形成，并在现实条

件下由新兴的爱好者力量所推动。这一阶段包括开设俱乐部、组织全国或地方的

比赛联合会、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其中包括几十名将在该地区推广比赛的积极

分子。 

最后，第三轮是机构性的，这轮宣传与游戏培训的发展有关——教师培训和

象棋游戏在教育系统中的广泛引入。在这个阶段，学校和儿童中心开设了儿童俱

乐部，从小就有针对性地对高水平运动员进行培训，从而吸引大媒体的关注，使

这场游戏不断进入国家信息与教育领域。 

在所有后苏联国家中，只有白俄罗斯现在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开端。第

一阶段与“英语象棋”项目有关（2011年开始），激发了对象棋的兴趣，此后历

时四年（2015-2018 年），我们开始不断组织俱乐部和联合会。2019 年，我们开

始进入教育领域。 

如今，白俄罗斯象棋社团本身也掀起了波澜。在这个社交网络中，我们的

Facebook 群是东西方象棋爱好者交流的中心。这也多亏了我们的团队，来自以

色列、蒙古和哥伦比亚的玩家对参加国际锦标赛和在他们国家建立联盟的可能性

很感兴趣。然而，Facebook 在俄语使用者中效果甚微，因为有一个类似 Facebook

的俄语网站——社交网络 Vkontakte。我们在 Vkontakte有一个小组，叫“象棋

在俄罗斯”。我们在 YouTube上也有一个培训频道“AsianChessTV”，其中有来

自 Vkontakte 俱乐部的链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虚拟资源网络，可以在俄语

空间推广象棋。今天，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只能在白俄罗斯充分利用这一网络。由

于我们的这些举措，Vkontakte团体的成员(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

迅 速 从 15 人 增 长 到 62 人 ， YouTube 的 订 阅 者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nmbd7uakppzsforrk7yg）超过140

人（图片中以黄色突出人群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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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俄罗斯的人口非常少，所以象棋俱乐部的成员数量与其他游戏相比

并不理想。例如，YouTube上主要的俄语将棋频道拥有 760多名订阅者，Vkontak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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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将棋俱乐部有 2000多名成员。 

 
 

 

 

YouTube 上主要的俄语国际象棋频道有超过 19 万的订阅者，他们是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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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ontakte 上国际象棋俱乐部中的成员，其中最大的一个俱乐部有超过 10 万的

成员。 

 
 

 
 

Vkontakte上俄语使用者最主要的围棋俱乐部有 7000多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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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们的项目是专门致力于象棋在俄语空间

中的第一轮传播。我们的方法已经在白俄罗斯国内成功地进行了测试，现在我们

对它的整个行动机制有了极好的了解。让我们以方案的形式来展示第一轮游戏宣

传。 

 

 

现在，我们将详细地描述这个方案是如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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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社交网络 Vkontakte 上投放广告 

 

俄罗斯社交网络允许广告集团的帖子，就像他们自己一样，选择目标受众，

还可以设置目标受众的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和主要兴趣。最有效、最有针对性

的广告就是针对特定利益群体成员进行投放（见“目标受众选择”）。对于我们

来说，受众目标是以下几个群体中的成员：国际象棋、将棋、围棋、智力游戏、

棋类游戏、东方文化、智力发展教育学。使用 Vkontakte，我们可以接触到至少

17.1 万人，显示一千次广告的价值不超过 4 美元。为了让一个人注意到应用程

序中的广告，他应该看大约 5次。因此，该项目的全面实施涉及 85.5 万次点击，

约合 3420 美元。  

 

广告活动可以被监控和调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在白俄

罗斯境内开展的关于 vkontakte上的象棋广告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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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达 4164 人。15 名受众加入了“象棋在俄罗斯”小组。广告效率比为 1

人/278 次，17.1 万目标受众的预期效果为 615 人。当然也存在一个负面，那就

是有关加入象棋俱乐部的信息会在新闻提要中被投放到数十万网络用户中去。 

效率比也取决于广告的质量，所以我们吸引了这个项目所需要的一位设计师。

以下由保罗维奇·彼得（Paulovich Peter）所设计的使用海报，显示了最佳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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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kontakte 俱乐部：“象棋在俄罗斯” 

通过广告加入该象棋俱乐部的人们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但要想成为象棋

选手、比赛组织者或赞助商，他们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这需要在小组中

不断晋级(每周至少 2次)，可以让人联想到游戏。此外，该俱乐部旨在履行信息

中心的职能，如后果可能的话，将新成员送到 YouTube的培训频道、新闻网站和

当地俱乐部。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身处信息领域，就会开始获得稳定的兴趣。每个

加入我们俱乐部的人都可以看到那里的链接，并在互联网上继续进行象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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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ouTube 亚洲频道 

根据我们的观察，几乎每个加入“象棋在俄罗斯”俱乐部的人都成为了我们

在 YouTube 频道上的订阅者，YouTube对他们投放了广告。当一个人不需要付出

个人的努力，但有视图结构良好、可访问的材料时，“视频”是一种理想的学习

游戏的方式。我们频道的骄傲之处在于建立了俄语空间下针对初学者的第一门课

程，在这次编写中，这门课程包括 18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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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包括象棋的基本术语、与欧洲国际象棋比较的游戏特点、基本的对弈

技巧、基本的终局、战术描述、开局策略。视频课程内容如下: 

 

象棋入门教程第 1 课行和线 

本课程的第一课解释棋盘上行和线的术语，给出了象棋空间的基本概念，并

设置了基本术语，这使你能够更好地在象棋中遨游，并简化了成年人和儿童对以

下 课 程 的 理 解 。 在 观 看 之 前 , 建 议 学 习 游 戏 规

则:https://ru.wikipedia.org/wiki/Сянци 

 

第 2课进攻的棋子 

本课程的第二课是关于中国象棋中进攻的棋子。观看者将会了解进攻的棋子

的特点和有效使用它们的例子。 

 

第 3课防守的棋子和阵型 

本课程的第三节课主要针对中国象棋防守的棋子和防守阵型的特点。 

 

第 4课没什么好惊讶的! 

本课程的第四节课讲解了中国象棋的独特特点。观看完这段视频后，观看者

将了解四步杀和捉双等概念，学习如何搭配放子，以避免在第一步就犯下决定性

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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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如何开局 

在本课程的第五节课中，观众将学习如何开局。这节课将揭示开局的基本原

则，并展示象棋开局中最差的和最好的第一步。 

 

第 6课基本的杀敌技巧 

本视频课程的第六节课讲解象棋中两“将”（“帅”）对垒的基本方式。观

看者将会了解到擒拿敌王的基本技巧，如:1)马后炮，2)白脸将杀或对面笑，3)

钓鱼马，4)侧面虎，5)高钓马。  

 

第 7课双马饮泉 

本课程的第七节课继续就“将军”的技巧这个主题进行讲解。课程内容包括:1)

白马现蹄，2)双马饮泉，3)闷宫，4)列手炮，5)天地炮。 

 

第 8课铁门栓 

本课程的第八节课继续就两“将”（“帅”）对垒的技巧这个主题进行讲解。

课程内容涵盖了中国象棋的以下经典技巧：金鸡三点头、双车错杀、闷杀和铁门

栓。 

 

第 9课送佛归殿 

本课程的第九节课总结了两“将”（“帅”）对垒的基本技巧。课程内容涵

盖了中国象棋的以下经典技巧：夹车炮、侧面虎或三步虎、将军、二鬼拍门、小

鬼坐龙庭、老卒搜山、送佛归殿、太监追皇帝。 

 

第 10 课基本的终局 

本课程的第十节课讲解基本的终局。课程内容涵盖了终局的几种基本类型：

单兵对将、炮仕对双士、单兵对双士/双象。在这段视频中，观看者还将解中国

象棋中的“迫移”和“延迟”，解决象棋中的相持局面。 

 

第 11 课马和防守棋子的对抗 

本课程系列的第十一个视频是关于马和防守棋子在棋盘上的对抗。观看者将

学习如何在终局中取得胜利的方式。马和防守棋子的对抗由四个部分组成：1)中

央线的拦截；2)把“马”移到“象眼”；3)将对方的“将”逼出底线；4)将“马”

移到对手“将”的后方，随后在三回合内让对方占优势的“士”（仕）迫移。 

“象”通常能保护自己不受对方“马”的伤害。但也有例外，如视频所示。 

 

第 12 课海底捞月 

本课程系列的第十二个视频继续讲解关于象棋终局的一些基本知识。看完后，

你将学会“海底捞月”杀法的攻击技巧，学会如何在两个防御棋子中赢得两个棋

子，在完全防御中赢得三个棋子。 

 

第 13 课雷震八荒 

本课程系列的第十三个视频以令人兴奋的终局构成来介绍象棋游戏的残局：

“踏雪寻梅”、“雷震八荒”等。该视频将展示中国象棋中“炮—象”及“炮—

马”间的神奇联合机制，以及如何在象棋棋盘上玩转足球和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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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在线学习象棋 

本课程系列的第十四个视频是为了了解学习中国象棋最重要的网络资源，是： 

——最大的英语学习网站 http://www.xqinenglish.com/ 

——中国专业人士游戏资源数据库 http://www.01xq.com/ 

——国际象棋联合会网站数据库 http://wxf.ca/xq/xqdb/xqdb_index.html 

——马克西姆项目（海参崴）“大象之战”http://maximpg.narod.ru/ 

——Facebook 上的“象棋在白俄罗斯”俱乐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ref=bookmarks 

——Vkontakte 网站上“英语和俄语语境中的象棋”俱乐部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 

 

第 15 课战术：跳炮 

在本课程系列的第十五个视频中，观看者将会了解象棋的相关战术策略。这

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跳炮。这是象棋一次特殊的双杀，是以实力最强的大师

赛为例证的。当然在这种布局中，你也会了解在在其他战术中使用这种炮的攻击

方式：一个“炮筒”活塞，类似于用 X光对对手的“炮”行进行打击，就可以在

“楚河汉界”的位置赢得一子。将“炮”“隐藏”在你自己的“马”之后，可以

在“卒”行吃掉一个“车”。 

 

第 16 课捉子 

在本课程系列的第十六个视频中，观看者将学习到在象棋中被广泛使用的获

胜技巧——捉子。观看者还将学习独特的战术，如“曲径通幽”、“避实就虚”

或车炮夹攻。 

 

第 17 课猴拉马 

本课程系列的第十七个视频专门介绍了独特的象棋基本战术——捉双。在这

段视频中。观看者将学习“捉双”的三种主要类型：猴拉马（或丝线牵牛）、天

地炮、以及了解杨官璘的借力和洪（洪智）的手法。 

 

第 18 课长捉 

在本课程系列的第十八个视频中，观看者将了解到“长捉”——一种特殊的

战术技巧，可以达到长远的战略结果。这种战术基于炮的属性来“冻结”敌方阵

营中的最多五子。观看者还将了解什么是“归心马”，以及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危

险的。 

 

该课程之后将为初学者继续扩展到 30-40课时。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ref=book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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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频道上的培训视频外，还有一部关于白俄罗斯最大锦标赛的记录片，精

选并评论了俄语运动员的对弈赛。 

 

4. 俄罗斯象棋网站 

任何组织或项目的网站都是互联网上最重要的信息资源，对象棋感兴趣的人

应该在俄语网站上找到必要的信息。 

 

网站应包含基本信息:俄语空间中的活动内容、俱乐部和象棋组织等信息，

并注明联系方式。还应当介绍有关象棋游戏的信息(历史，入门资料，理论基础，

基本任务等)、象棋玩家，关于象棋的文章。一个清晰的链接层次结构将帮助象

棋爱好者快速找到有用的和必要的信息。通过新闻推送，让象棋爱好者了解俄语

空间象棋界内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国乃至世界的主要事件。由安德烈·卡斯皮亚

罗维奇(Andrei Kaspiarovich)设计的白俄罗斯项目 cosmopolis.by 可能成为亚

洲以外第一个包含象棋新闻的网站。 

 
 

该网站的一个重要元素将是它与社交网络的连接。一个网站应该从专业的象

棋团体和社交网站页面中积累信息，这些信息是非常好的流量来源，是吸引相关

棋类团体新玩家的一种方式，以及成为象棋爱好者之间沟通的便捷渠道。 

 

5.当地的俱乐部、联合会 

在网上了解象棋的人可以联系当地的象棋俱乐部。它们的名单应该呈列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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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关的象棋网站上。如果附近没有俱乐部，情况会更困难。然后我们需要确定

并培训组织者。由于广告的受众目标主要是智力游戏爱好者，所以他们通常会有

志同道合的朋友。这足以吸引一个国际象棋棋手来玩象棋，他将从象棋俱乐部带

来十多名棋手，这些人将成为未来俱乐部的核心。然后他们可以向中国人的聚集

区、餐馆和商业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提供每周例会的场地。我们的网站上也应该

要准备未来领导者的相关材料和行动规则。在俄语空间的象棋俱乐部中即将出现

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比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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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在白俄罗斯的发展 

• 2000 年：安德烈·卡斯皮亚罗维奇(Andrei Kaspiarovich)和谢

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在国际象棋百科全书中读过关

于象棋的内容，但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没有其他人玩过的历史游戏。因此，

由于缺乏关于欧洲和中国象棋比赛的广告和信息，象棋在白俄罗斯的发展

被推迟了 15 年。与此同时，明斯克棋手们发现了有关日本将棋的信息，

并使白俄罗斯在棋手数量和力量上成为欧洲第一的将棋国家。由于互联网

上包含了邻国俄罗斯将棋比赛的信息，所以将棋看起来就像一个活生生的

游戏。对于象棋的发展而言，这项工作并非徒劳无功，由于全国的人都习

惯了国际象棋中有象形文字出现，而后，许多将棋棋手成了全国象棋俱乐

部的骨干。 

• 2011-2013年：瓦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教授

在国家少年宫组织了一个儿童俱乐部。该组的一名学生是康斯坦丁·诺德

(Konstantin Nord)，他是未来的跳棋大师和活跃的象棋选手。不幸的是，

这项运动并不受孩子们的欢迎，象棋儿童俱乐部很快就关闭了。 

• 2014 年，白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成立中国象棋委员会。委员会

主席是伊科尼科夫·瓦莱里（Ikonnikov Valery），副主席是波洛维奇·亚

历山大（Paulovich Alexander）。不幸的是，由于共和国欧洲国际象棋

的领导者对其他智力游戏持批评态度，中国象棋委员会并未与白俄罗斯国

际象棋联合会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同年，伊科尼科夫（Ikonnikov）教

授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象棋入门课程。 

• 2015 年 11月，白俄罗斯首个成人象棋俱乐部在明斯克东方文化

中心开业。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成为俱乐部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安德烈·卡斯皮亚罗维奇（Andrei Kaspiarovich）、瓦

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和亚历山大·波洛维奇（Alexander 

Paulovich）以及她的儿子彼得·波洛维奇（Peter Paulovich）作为活跃

成员加入了俱乐部。也就是说，该俱乐部团结了所有在过去参与开发白俄

罗斯象棋的人。明斯克的第一个象棋俱乐部成立时只有 8名成员，没有官

方身份。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start=39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start=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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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俄语网站(http://cosmopolitan is.by)由安德烈·卡斯皮

亚罗维奇(Andrei Kaspiarovich)创建。它有关于象棋的共同信息，有许

多链接供初学者使用。网站还报道了白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主要象棋比赛。 

http://cosmopolis.by 

• 2015 年 11 月 22 日，首届俱乐部闪电战锦标赛在明斯克象棋俱

乐部举行，共有 4名选手参加。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

彼得·波洛维奇（Peter Paulovich）、瓦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和亚历山大·波洛维奇（Alexander Paulovich）是这次活动

的参与者。首届明斯克俱乐部闪电战象棋锦标赛的所有选手都对很多棋种，

诸如国际象棋、日本象棋、六角象棋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281-blits-turnir-minsk-

20151122 

 

http://cosmopolis.by/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281-blits-turnir-minsk-20151122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281-blits-turnir-minsk-201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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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3月 5日，新的象棋俱乐部在明斯克“上海”餐厅开业。

该俱乐部由北京的中国跨文化交流协会、“一带一路”白俄罗斯—中国研

究中心和“人人享有世界”白俄罗斯共和国公共协会共同发起成立。谢尔

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成为俱乐部主席。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09-v-minske-

otkrylsya-klub-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 

 

 

 

• 2016 年 7月 14日，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第一届重要的

象棋比赛在明斯克象棋俱乐部“上海”餐厅举行，这是明斯克首届象棋锦

标 赛 。 共 有 6 名 选 手 参 加 了 比 赛 : 谢 尔 盖 吉 · 柯 棋 斯 基

（SergejKorchitskij）、瓦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

亚历山大·波洛维奇（Alexander Paulovich）、安德烈·卡斯皮亚罗维

奇（Andrei Kaspiarovich），以及两名新的象棋爱好者——维塔·萨维

奇（VictarSaevitch）和维塔利·格里舒克(VitalyGriesyuk)。谢尔盖

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成为明斯克第一位象棋冠军。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36-1st-minsk-xq-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09-v-minske-otkrylsya-klub-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09-v-minske-otkrylsya-klub-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36-1st-minsk-xq-cham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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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res 
 

  

 

• 2016 年 8 月 10 日，“象棋在白俄罗斯”俱乐部在 Facebook 上

诞生。Facebook 是世界上非常受欢迎的国际社交网络，它为推广象棋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Facebook 让俄语象棋爱好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象棋玩

家交流，成为国际象棋在线社区的一部分。该小组由来自欧洲、亚洲和美

洲的 316名参与者组成。该组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俄语。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

 

 

• 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是白俄罗斯选手中

第一个参加欧洲象棋锦标赛的选手。2017 年 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德国慕

尼黑举行。在他的第一次欧洲象棋锦标赛上，他获得了非中国/个人争夺

赛的第三名和总冠军赛的第 11名。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36-1st-minsk-xq-champ-re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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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4-v-myunkhene-

proshjol-chempionat-evropy-po-syantsi-2017 

 

 

• 白俄罗斯象棋社区继续发展，下一步是准备在白俄罗斯成立一个

象棋联盟。2017年 4月 28日，中国象棋象棋联合会制宪会议在白俄罗斯

举行。会议在瓦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教授任教的经济

大学大楼举行。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8-uchreditelnoe-

sobranie-federatsii-kitaskikh-shakhmat

 

• 2017 年 6 月 7 日，中国象棋联合会在明斯克注册成立。这是今

后在白俄罗斯推广象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联合会领导:主席-谢尔盖

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副主席-维克托·萨维奇（Victor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4-v-myunkhene-proshjol-chempionat-evropy-po-syantsi-2017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4-v-myunkhene-proshjol-chempionat-evropy-po-syantsi-2017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8-uchreditelnoe-sobranie-federatsii-kitaskikh-shakhmat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8-uchreditelnoe-sobranie-federatsii-kitaskikh-shakh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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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vich），秘书-安德烈·卡斯皮亚罗维奇（Andrei Kaspiarovich）。

瓦莱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w）教授成为名誉主席，及审计员

-德米特里·卡马津（Dmitry Karmazin）。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9-registratsiya-federatsii-

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v-minske 

• 2017 年 7月 13日，明斯克象棋俱乐部从“上海”餐厅搬迁至中

国文化中心。从 2017 年 7 月 13 日起，中国文化中心开始举办象棋比赛、

训练和课程，新成立的象棋联合会得到了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的支持。明

斯克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白俄罗斯总领馆在白俄罗斯设立

的官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优秀典范，促进中国与

白俄罗斯文化交流与合作。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1-vstrecha-lyubitelej-

syantsi-v-kitajskom-kulturnom-tsentre-g-minska  

 

 

 

• 2017年 9月 2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馆、

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名字命名的共和国汉语研究所及白俄罗斯国

立体育大学的支持下，在明斯克举办了孔子学院日。除音乐会外，还开办

了孔子学院大师班及明斯克其他四所大学大师班。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

子学院举办了象棋大师班。 

https://minsknews.by/na-dne-institutov-konfutsiya-minchan-uchat-

chaynoy-tseremonii-ushu-i-kalligrafii/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9-registratsiya-federatsii-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v-minske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49-registratsiya-federatsii-kitajskikh-shakhmat-syantsi-v-minske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1-vstrecha-lyubitelej-syantsi-v-kitajskom-kulturnom-tsentre-g-minska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1-vstrecha-lyubitelej-syantsi-v-kitajskom-kulturnom-tsentre-g-minska
https://minsknews.by/na-dne-institutov-konfutsiya-minchan-uchat-chaynoy-tseremonii-ushu-i-kalligrafii/
https://minsknews.by/na-dne-institutov-konfutsiya-minchan-uchat-chaynoy-tseremonii-ushu-i-kalligra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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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15 日，第二届明斯克象棋锦标赛在中国文化中心

举行，14名选手参加了锦标赛。与明斯克第一届锦标赛相比，明斯克第二

届锦标赛的参赛人数从 6 人增加到 14 人。明斯克国际象棋锦标赛首次有

两名中国选手和两名当地 U18选手参加，他们分别是乌拉兹劳·哈拉莫夫

（UladzislauKharlamov）和伊万·里普里扬斯基（Ivan Liplianskij），

他们曾在中国文化中心的课堂上接受了象棋训练。谢尔盖吉·柯棋斯基

（SergejKorchitskij）第二次成为明斯克的冠军，彼得·波洛维奇（Peter 

Paulovich）紧随其后。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3-sostoyalsya-vtoroj-

chempionat-minska-po-syantsi 

  

 

• 2017 年 11 月 14 日，白俄罗斯成为世界象棋联合会成员。这一

事件发生在第 15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期间，菲律宾马尼拉酒店举行的世界

象棋联合会执委会会议上。两年过去了，白俄罗斯从一个刚刚开始认真发

展象棋的国家成为世界象棋联合会的成员国。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permalink/1

272811456153973/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3-sostoyalsya-vtoroj-chempionat-minska-po-syantsi
http://cosmopolis.by/xiangqi/xiangqi-news/353-sostoyalsya-vtoroj-chempionat-minska-po-syantsi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permalink/1272811456153973/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886876388080817/permalink/127281145615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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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选手第一次参加世界象棋锦标赛。谢尔盖吉·柯棋斯基

（SergejKorchitskij）参加了第 15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2018 年 11 月)，

并获得了非中国/个人争夺赛的奖项。 

https://mp.weixin.qq.com/s/maVW3f88wuDqGPil2oTqEg? 

 

• 2018 年 5月 10日，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

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上创建了“亚洲象棋电视”频道，发布了很多适

合俄语象棋初学爱好者的象棋视频资料。该频道共包含 144 名参与者。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nMbD7uaKPVPZsFroRk7

Yg/playlists 

 

https://mp.weixin.qq.com/s/maVW3f88wuDqGPil2oTqE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nMbD7uaKPVPZsFroRk7Yg/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nMbD7uaKPVPZsFroRk7Yg/play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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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月 19日，在布列斯特地区民族志博物馆举行了“博物

馆之夜”活动，纪念世界各国人民的运动会。该会涵盖了包括象棋在内的

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游戏，共 16个大师班。 

https://www.belta.by/culture/view/v-breste-aktsija-noch-v-muzee-

poznakomit-s-igrami-narodov-mira-302674-2018/ 

 

• 2018 年 7 月 23 日，“象棋在俄罗斯”俱乐部在“Vkontakte”

社交网络上为俄语象棋爱好者所创建。该俱乐部由 62名参与者组成。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 

 

• 2018 年 7 月 28 日至 29 日，两名白俄罗斯选手在意大利米兰参

加了欧洲象棋锦标赛。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获得

非中国/个人争夺赛第一名。15 岁的伊万·里普里扬斯基（Ivan 

Liplianskij）在中国象棋协会的资助下，获得了 4个 NCNV 头衔。 

http://razam.ru/2018/07/31exc/ 

 

• 2018 年 9月 30日，首届国际象棋锦标赛“明斯克公开赛 2018”

在明斯克举行。比赛在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芬兰

的 16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https://www.belta.by/culture/view/v-breste-aktsija-noch-v-muzee-poznakomit-s-igrami-narodov-mira-302674-2018/
https://www.belta.by/culture/view/v-breste-aktsija-noch-v-muzee-poznakomit-s-igrami-narodov-mira-302674-2018/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
http://razam.ru/2018/07/31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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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55 

 

• 2018年 11月，在莫吉列夫市 45号学校成立了一个儿童俱乐部，

教授象棋和国际象棋。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77 

 

 

• 2018 年 12 月 23 日，第三届明斯克象棋锦标赛在中国文化中心

举行。参加锦标赛的共有 16名棋手，其中 5名年龄在 18岁以下。第三次

连 续 获 得 明 斯 克 象 棋 锦 标 赛 冠 军 的 是 谢 尔 盖 吉 · 柯 棋 斯 基

（SergejKorchitskij）。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一等秘书张宏伟出席了明斯克象棋锦标赛的颁奖

仪式。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08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55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77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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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明斯克市为两个教育中心编写了一个象棋小学教

育项目。考虑到他们的身心发展，象棋初等教育的目的是教不同年龄的孩

子玩象棋。它可以用在普通学校、或为儿童提供额外教育或私人个人课程

的特殊中心。该项目用俄语编写，可以为教孩子下中国象棋的俄语教练或

教师所使用。 

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开始在小学生中有系统地普及这项运动。 

自 2019 年 1 月起，明斯克“欧里卡”（“Eurika”）儿童青少年补充教

育中心为 5 至 16岁的儿童开设了象棋课程。30名儿童被分成两组，每组

15 人，女孩和男孩混合在一起。每星期上课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孩子们

都在玩象棋，很快就能记住棋子上的字，也很容易学会游戏规则。在象棋

课上，老师还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近六个月的象棋班对孩子的发展

有很好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绩。 

位于明斯克的“欧里卡”（“Eurika”）儿童青少年补充教育中心多年来

一直在教授儿童国际象棋。孩子们在每年开学前的 8月到 9月参加学习小

组。尽管国际象棋训练已经进行了多年，象棋学习小组的招募工作也在学

年中期(1月份)进行，但仍有可能让学习象棋的孩子形成两个不同的学习

群体。 

http://evrika.minsk.edu.by/ 

http://evrika.minsk.ed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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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斯克的中国文化中心是第二个普及儿童象棋的中心。每周日，在

中国文化中心，在传统的象棋爱好者聚会期间，会开设孩子的象棋课

程。14 名儿童在谢尔盖吉·柯棋斯基（SergejKorchitskij）的指导

下学习下象棋。 

 

  

• 2019年 2月 9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美术馆在明斯克举办“春

节——2019，或东方新年”活动。庆祝节日的活动包括象棋。来过这个节

日的大人小孩都对中国象棋表现出了兴趣。经验丰富的象棋选手——中国

象棋联合会的成员——谈论中国象棋，教授游戏规则，并与初学者一起进

行训练游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馆、韩国驻白俄罗斯

共和国大使馆、日本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馆、明斯克中国文化中心、中

国研究院孔子学院都参与了 2019年春节的组织工作。 

http://russian.news.cn/2019-02/10/c_137810560_2.htm 

http://russian.news.cn/2019-02/10/c_13781056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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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 日，中国象棋俱乐部“象棋”在白俄罗斯国立经

济大学图书馆开幕。俱乐部是在英国标准协会（BSEU）孔子内阁的活动框

架下组织的，旨在在白俄罗斯大学环境中推广这种古老的中国棋盘游戏。

俱乐部第一课是由象棋教练：白俄罗斯国家经济大学信息技术系的瓦莱

里·伊科尼科夫（Valery Ikonnikov）教授和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经济

理论系的维克托·萨维奇（Victor Saevich）讲师（他教授学生国际商务

交流课程，以汉语作为学习者的第二外语）所讲授。俱乐部课程于周四

17:30 至 19:00 在英国标准协会（BSEU）图书馆举行。 

http://www.bseu.by/russian/news/201903042.htm 

http://www.bseu.by/russian/news/201903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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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月 14日，明斯克首届儿童象棋锦标赛举行。这项具有

历史意义的比赛吸引了 23名年龄在 5岁到 16岁之间的孩子参加。八个女

孩参加了这次活动。12 岁的阿琳娜·哈尔拉莫娃(Alina Kharlamova)赢

得了女子锦标赛冠军，只有 7岁的伊琳娜·梅希奇(Irina Meshich)是亚

军!伊万·里普里扬斯基（Ivan Liplianskij）赢得 U18锦标赛冠军，拉

奇诺夫·斯特潘（LachinovStepan）赢得 U12锦标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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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月 17日，在国际复活节“欢乐”的主题下，明斯克艺

术宫举办了一场面向儿童及其家长的象棋大师班。组建了一个儿童起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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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象棋大师班。这次活动是在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的支持下，由家庭

中心“爸爸可以的”所组织的。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60 

https://obitel-minsk.ru/novosti-pravoslaviya/skazochnyj-terem-

teremok-poyavitsya-v-centre-minska 

  
 

• 2019 年 4 月，CCTV-1 频道播出了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项目。在每个国家，他们选出一个人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在白俄罗斯，这

个选择落在了一个 9岁的女孩凯拉（Kyra）身上，她从 6岁起就开始玩象

棋。凯拉的故事在中国的社交网站微信上得到了象棋爱好者的病毒式传播。

几乎所有人都观看了她的比赛，包括世界冠军国际象棋大师王天一和世界

象棋联合会主席福克斯先生。在电视故事中，凯拉不仅玩象棋。在学校上

课期间，她还直接教同学下象棋；为庆祝中国新年而敲钹；还邀请记者回

家，她成为自己家庭圈子中的焦点。多亏了中国象棋，白俄罗斯女孩变得

非常有名!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60
https://obitel-minsk.ru/novosti-pravoslaviya/skazochnyj-terem-teremok-poyavitsya-v-centre-minska
https://obitel-minsk.ru/novosti-pravoslaviya/skazochnyj-terem-teremok-poyavitsya-v-centre-min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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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8 日，明斯克举行了“儿童+父母”节，这是为了

纪念两个国际节日——家庭日和儿童节。该活动在明斯克儿童青少年补充

教育中心——“欧里卡”（“Eurika”）举行。该活动在明斯克“欧里卡”

儿童和青年额外教育中心举行。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把孩子们和父母们

团结在一个创造性的家庭中，这个家庭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举办包括

中国象棋在内的创意工作坊和游乐场，在“欧里卡”中心学习象棋的孩子

们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http://evrika.minsk.edu.by/main.aspx?guid=78693 

  

 

 

 

http://evrika.minsk.edu.by/main.aspx?guid=7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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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在俄罗斯的发展 

• 象棋自 1775年在俄罗斯被熟知。1775年，在遥远的圣彼得堡出

版了一本小版本的《中国象棋棋谱著述》，由秘书列昂蒂耶夫（Leontyev）

执笔。该书概述了在中国广泛流行的象棋游戏的规则，介绍了棋盘的特点，

并解释了图形棋子移动规则，用简单的图画加以说明。阿列克谢·列昂蒂

耶夫(Alexei Leontyev)的这本书作为俄罗斯第一本有关国际象棋内容的

书而载入史册。俄罗斯象棋出版社的历史始于“对中国象棋的描述”。在

阿列克谢·列昂蒂耶夫(Alexei Leontyev)的著作中，第一次确定了俄罗

斯象棋的术语，特别是象棋人物的名字。早在十九世纪，齐戈林（Chigorin）

的《棋谱》杂志就将《中国象棋棋谱著述》列为俄罗斯“棋谱”最古老的

纪念物，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俄罗斯象棋术语纪念物。 

http://razam.ru/2018/07/leontiev-

1775/8/?fbclid=IwAR36wfey_kjRODq1BkbrDg4P7wIS_gZNJaQg

k3wl-bHLnEmNYqxfhsPi6j4 

 

 

• 1958 年，苏俄象棋月刊《苏联国际象棋》发表了关于象棋的信

息。《苏联国际象棋》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1999年之前一直在莫

斯科出版。1958年，该杂志发行量为 3.04万册。 

也许这是前苏联象棋专业杂志上第一本与象棋有关的刊物。这份出版物与

其他出版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没有描述任何游戏规则，也没有描述（象

棋）棋子的动作。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 1957 年中国象棋锦标赛的，在这

场比赛中，年轻的中国选手表现出色，杨官璘再次成为中国冠军。《苏联

国际象棋》杂志的读者了解到，象棋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游戏,

而且还有正式的象棋联合会及举办全国象棋锦标赛。 

http://razam.ru/2018/07/leontiev-1775/8/?fbclid=IwAR36wfey_kjRODq1BkbrDg4P7wIS_gZNJaQgk3wl-bHLnEmNYqxfhsPi6j4
http://razam.ru/2018/07/leontiev-1775/8/?fbclid=IwAR36wfey_kjRODq1BkbrDg4P7wIS_gZNJaQgk3wl-bHLnEmNYqxfhsPi6j4
http://razam.ru/2018/07/leontiev-1775/8/?fbclid=IwAR36wfey_kjRODq1BkbrDg4P7wIS_gZNJaQgk3wl-bHLnEmNYqxfhsPi6j4


37 

 

https://yadi.sk/d/wOekb5KFQHeJV 

 

• 1961 年，苏俄通俗科学和文学杂志《体育与运动》在莫斯科以俄

文出版了一篇关于中国象棋的信息。1961年《体育与运动》杂志的发行量

为 20 万份。那时，这本杂志几乎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图书馆里读到。

文章讲述了一个传说，森林里迷失的侏儒樵夫看到了这项他很感兴趣的游

戏，樵夫就这样和这项游戏在山中过了一百年。这篇报道介绍了象棋游戏，

描述了棋子的动作，并介绍了黑红双方的所有棋子。 

http://lib.sportedu.ru/Images.idc?DocID=100768&KeyDocID=103

15260 

 

https://yadi.sk/d/wOekb5KFQHeJV
http://lib.sportedu.ru/Images.idc?DocID=100768&KeyDocID=10315260
http://lib.sportedu.ru/Images.idc?DocID=100768&KeyDocID=1031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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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苏联第一本面向俄罗斯广大年轻读者的关于中国象棋的

出版物，出现在 1961 年的月刊《青年技术员》上。1956年开始出版的苏

联青少年科技期刊《青年技术员》在苏联迅速走红。1961年，该杂志的发

行量为 25万份。在 1961年的第二期杂志上，有关象棋的资料发表了 5页。

简要介绍了象棋的基本情况，考虑了象棋棋盘及其特点，分析了象棋棋子

的走法和象棋特有的规则，分析了将对手的王将死的几种棋局。并对其中

一种棋局作了简要的分析，以加深对中国象棋的理解。黑白图用于解释。 

http://xn-----6kcwbqeldsdd4a9ag6b6f6b.xn--

p1ai/displayimage.php?album=61&pid=4253#top_display_media 

http://zhurnalko.net/=sam/junyj-tehnik/1961-02--num90 

 

• 俄罗斯象棋锦标赛的历史始于 2003 年 10 月 12 日。这一天在俄

罗斯举行了首届象棋等级锦标赛。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

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 2006 年 5月 29日，中国象棋象棋联合会在俄罗斯正式注册。伊

琳娜·戈洛维娜（Irina Golovina）成为俄罗斯象棋联合会的主席。 

http://журнал-юный-техник.рф/displayimage.php?album=61&pid=4253#top_display_media
http://журнал-юный-техник.рф/displayimage.php?album=61&pid=4253#top_display_media
http://zhurnalko.net/=sam/junyj-tehnik/1961-02--num90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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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ontragent.skrin.ru/issuers/1065000026574 

 

•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在彼得霍夫(圣彼得堡)举行了俄罗斯首

届象棋公开赛。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六名棋手参加了这次比赛。冠军是

谢尔盖·戈洛奇金（Sergey Galochkin）。比赛的参与者在国际象棋、将

棋和其他智力棋盘游戏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http://www.shogi.ru/xq/tur/RU_1/index.htm 

 

• 2008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俄罗斯城市珀姆举行了首届国际

智力体育锦标赛“IMSA 杯”，这是俄罗斯选手为 2008年第一届世界智力

体育运动会做准备的阶段。作为首届国际象棋象棋锦标赛的一部分，俄罗

斯选手亚历山大·德明（Aleksandr Demin）和德米特里·格拉迪谢夫

（Dmitry Gladyshev）参加了中国象棋示范赛。国际跳棋世界冠军阿列克

谢·契佐夫（Alexey Chizhov）就跳棋和象棋的比较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他在采访中说：“跳棋是一种完全毁灭性的游戏。仅仅吃掉国王是不够的，

必须把对手所有的棋子都消灭掉。这是象棋和跳棋的根本区别。” 

https://wmsg.blogspot.com/2008/ 

http://am6dan.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8982.html 

 

• 2008 年 10 月 3 日至 18 日，俄罗斯参加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

一届智力体育运动会。德米特里·格拉迪谢夫（DmitriyGladishev）、亚

历山大·德明（AleksandrDemin）、达尼埃尔·佐林（DaniilZorin）(以

上均来自莫斯科)、谢尔盖·戈洛奇金（Sergey Galochkin）(来自圣彼得

https://kontragent.skrin.ru/issuers/1065000026574
http://www.shogi.ru/xq/tur/RU_1/index.htm
https://wmsg.blogspot.com/2008/
http://am6dan.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8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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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代表俄罗斯参加了第一届智力体育运动会男子快速赛、男子个人赛、

男子团体赛等项目。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

2.pdf 

 

• 2009 年 8月 30日，在第五届世界象棋联合会大会上，俄罗斯象

棋联合会正式成为世界象棋联合会(WXF)成员。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

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 俄罗斯选手在 2009年第 11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上首次亮相。来自

莫斯科的德米特里·鲁米扬采夫(DmitriyRumyantsev)在非华裔非越南籍

棋手中排名第 20。 

http://razam.ru/2018/07/ru-players-on-wxc/ 

 

• 2011 年 9月 16日，中国象棋俱乐部在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

学孔子学院开幕。中国象棋俱乐部的象棋训练和课程由俄罗斯象棋联合会

成员、世界锦标赛选手、象棋锦标赛冠军进行。 

https://www.confucius-institute.ru/effective/xiangqi/ 

• 2012 年 2 月 10 日-12 日，在托木斯克理工学院(托木斯克市)象

棋俱乐部举行象棋比赛，共有 28名选手参赛。 

http://www.iie.tpu.ru/ru/seenews.php?IDNews=447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2.pdf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2.pdf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http://sportfiction.ru/organizations/rossiyskaya-federatsiya-kitayskikh-shakhmat-syantsi/
http://razam.ru/2018/07/ru-players-on-wxc/
https://www.confucius-institute.ru/effective/xiangqi/
http://www.iie.tpu.ru/ru/seenews.php?IDNews=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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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9月 12日，中国文化语言办公室叶卡捷琳堡校长在在叶

卡捷琳堡市图书馆第一次接触象棋。 

http://razam.ru/2018/06/ekaterinburg2012/ 

https://ya66.ru/news/newsekab/politika/6864-sjanci-ne-terpjat-

speshki.html 

 

 

• 2013 年 1月 13日，在托木斯克理工学院(托木斯克市)象棋俱乐

部举行象棋比赛，来自中国、越南和蒙古的 16 名学生参加。这次比赛是

由越南学生协会托木斯克分会倡议，在国际教育和语言传播研究所系的支

持下举办的。 

http://iie.tpu.ru/ru/seenews.php?IDNews=529 

http://razam.ru/2018/06/ekaterinburg2012/
https://ya66.ru/news/newsekab/politika/6864-sjanci-ne-terpjat-speshki.html
https://ya66.ru/news/newsekab/politika/6864-sjanci-ne-terpjat-speshki.html
http://iie.tpu.ru/ru/seenews.php?IDNews=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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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月 3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体育与智力运动会“LARIX”

期间，举办了象棋锦标赛。六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德米特里·鲁米扬采

夫(Dmitry Rumyantsev)成为“LARIX”节第一届象棋比赛的冠军。 

http://www.shashki.com/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

opic&p=76242 

 

• 2014 年 9月 25日，莫斯科国际象棋博物馆再次对游客开放。国

际象棋博物馆成立于 1980 年，由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创立。该博物馆

拥有约 3000 件展品，包括数百件来自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象棋、奖杯、绘

画、图形、文件、奖品以及俄罗斯和苏联著名棋手的个人物品。在博物馆

展出了一套中国象棋。 

https://mos-holidays.ru/muzej-shaxmat/20348/ 

https://parenting-ru.livejournal.com/197352.html 

 

http://www.shashki.com/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p=76242
http://www.shashki.com/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p=76242
https://mos-holidays.ru/muzej-shaxmat/20348/
https://parenting-ru.livejournal.com/197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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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月 17日和 24日，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交流实践俱乐部

“我们与东方，东方与我们”组织了象棋大师班。由来自弗拉基米尔国立

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担任教师，教授象棋规则。首先，俱乐部成员学习规

则，然后进行训练游戏。 

http://vrussiachina.ru/sobytiya 

 

 

• 2015 年 10月 10日，在莫斯科以普列汉诺夫(G.V.Plekhanov)的

名字命名的俄罗斯经济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象棋作为战略思维模

式”的大师班。 

https://www.rea.ru/ru/org/faculties/mngfak/Pages/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

е-субботы.aspx 

https://www.rea.ru/ru/news/Pages/universitetskyesubboty.aspx 

  

 

• 2015 年 12 月 26 日，第一届全俄青年节在莫斯科举行，这是解

决象棋问题的比赛。这项比赛是在新年文化活动的框架下举行的，目的是

让年轻一代接受智力教育，使中国象棋作为一项运动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组

http://vrussiachina.ru/sobytiya
https://www.rea.ru/ru/org/faculties/mngfak/Pages/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е-субботы.aspx
https://www.rea.ru/ru/org/faculties/mngfak/Pages/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е-субботы.aspx
https://www.rea.ru/ru/news/Pages/universitetskyesubbo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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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在学童中普及。比赛由俄罗斯国际象棋联合会和莫斯科地区儿童创

意中心主办。评审团由:主席——俄罗斯最强象棋选手德米特里·鲁米扬

采夫（Dmitry Rumyantsev）、秘书——俄罗斯象棋联合会教练兼教师兼

儿童中心“莫斯科莫斯科人”的老师亚历山大·德明（AleksandrDemin）

组成。10至 18岁的儿童被允许参加比赛。 

http://moskvorechie.mskobr.ru/main_galleries/photo/vserossijskij_

yunosheskij_festival_konkurs_resheniya_zadach_po_kitajskim_sh

ahmatam_-_syanci/ 

 

• 2016 年 2月 16日，下诺夫哥罗德国立研究型大学经济高等学院

举办了象棋大师班。大师班是为迎接春节而举办的活动的一部分。 

https://nnov.hse.ru/nnovstudents/news/175424454.html 

 

http://moskvorechie.mskobr.ru/main_galleries/photo/vserossijskij_yunosheskij_festival_konkurs_resheniya_zadach_po_kitajskim_shahmatam_-_syanci/
http://moskvorechie.mskobr.ru/main_galleries/photo/vserossijskij_yunosheskij_festival_konkurs_resheniya_zadach_po_kitajskim_shahmatam_-_syanci/
http://moskvorechie.mskobr.ru/main_galleries/photo/vserossijskij_yunosheskij_festival_konkurs_resheniya_zadach_po_kitajskim_shahmatam_-_syanci/
https://nnov.hse.ru/nnovstudents/news/175424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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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弗·基斯留克(lev Kislyuk)出版了《学会下中国象棋》一书。

这是俄罗斯出版的第一本中国象棋教材。在这本书中，象棋游戏的学习是

在一个改编版的国际象棋上进行的，其棋子由欧洲符号标记，这有助于快

速吸收游戏规则、战术和战略的基础。这本书有 85页。 

 

• 在乌苏里斯克苏沃罗夫军校（乌苏里斯克市），举办过 5场象棋

锦标赛。每一场比赛，都有 20至 40 名选手参加。 

http://razam.ru/2018/06/usvu-xiangqi/ 

http://xn--b1afiefykhaddocj.xn--p1ai/index.php/184-noyabr-

2016/1045-v-turnir-po-kitajskim-shakhmatam 

  

• 2016 年 5月 14日，阿尔泰州立大学（巴诺市）举办了中国象棋

大师班，向学生和来宾介绍了象棋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象棋的规则。然后，

通过在巴诺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指导下，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下象棋。有趣的

是，学生们对象棋规则中的一条非常感兴趣，这条规则就是——“象”不

http://razam.ru/2018/06/usvu-xiangqi/
http://уссурийскоесву.рф/index.php/184-noyabr-2016/1045-v-turnir-po-kitajskim-shakhmatam
http://уссурийскоесву.рф/index.php/184-noyabr-2016/1045-v-turnir-po-kitajskim-shakhma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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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河。这次活动是在阿尔泰州立大学东方研究系的支持下得以举办的，

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象棋和其他棋类游戏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休

闲方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哲学构成的基础。 

http://www.asu.ru/structure/news/events/20049/ 

http://razam.ru/2018/07/xq-in-barnaul/ 

 

• 2016年 9月 3日，作为乌兰乌德市 350周年庆典活动的一部分，

他们组织了一个象棋大师班。 

http://www.bsu.ru/news/14844/ 

 

 

http://www.asu.ru/structure/news/events/20049/
http://razam.ru/2018/07/xq-in-barnaul/
http://www.bsu.ru/news/1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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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月 1日，在叶卡捷琳堡组织了象棋大师班。庆祝孔子

学院日之际，在俄罗斯国立职业教育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国传统艺术和

中国象棋举办了各种大师班。 

http://china-ekb.ru/den-instituta-konfuciya-3/

  

 

• 新年期间，在托木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向俄罗斯学

生介绍了中国象棋。中国学生 Zhou Hongbo 根据中国象棋的游戏规则，用

俄语编写了一本规则手册。2016 年 12 月 24 日，托木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国际欧亚适应与教育中心举办中国象棋比赛。 

http://katpo.tspu.edu.ru/index.php?m=87&p=category&d=1&pn=1

0 

 

 

http://china-ekb.ru/den-instituta-konfuciya-3/
http://katpo.tspu.edu.ru/index.php?m=87&p=category&d=1&pn=10
http://katpo.tspu.edu.ru/index.php?m=87&p=category&d=1&p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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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历山大·德明（Aleksandr Demin）的带领下，附小“中国

象棋”部分学生参加了第二届全俄青年节解决象棋问题比赛。2016 年 12

月 24日，在莫斯科第 1517号体育馆举行了节日比赛。参赛者的训练水平

很高，所有获奖者和参与者都获得了证书，也为初学者组织了一个象棋大

师班。 

http://www.1517.msk.ru/index.php?page=our_wins&msg=233 

 
 

• 亚历山大·德明（Aleksandr Demin）出版了《象棋——战术模

拟器》，这本书介绍了你需要找到最短获胜路径的位置。任务及其解决方

案按主题和复杂性分为多个部分。这本书共有 163页。 

 

• 2017 年 11 月 30 日，伊万诺沃州立大学举办了另一场国际象棋

和跳棋比赛，来自伊万诺沃大学的俄罗斯和外国学生参加了比赛，象棋尤

其受欢迎。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学生参加了象棋比赛，俄罗斯学生学习象棋

规则，观看外国同学的比赛。 

http://www.1517.msk.ru/index.php?page=our_wins&msg=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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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vanovo.ac.ru/about_the_university/faculty/869/news/2497/ 

 

 

• 从 2018 年 5 月起，克拉斯诺雅茨克市在茶大师店(Tea Master 

shop)玩下象棋成为可能。 

https://vk.com/tea_krsk?w=wall-61234400_7749 

 

 

• 2018 年 8月 20日，第六届围棋国际多金属学生节在彼得罗扎沃

茨克市举办了象棋等游戏大师班。 

http://ivanovo.ac.ru/about_the_university/faculty/869/news/2497/
https://vk.com/tea_krsk?w=wall-61234400_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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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federation.ru/blogs/posts/779792702 

 

 

• 2018 年 9 月 8 日，由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象棋大

师班在乌兰乌德举办，庆祝该市成立 352周年。 

http://ulanude.bezformata.com/listnews/nozhnoj-volan-i-plesti-

kitajskie/50511695/ 

https://www.culture.ru/events/346238/igra-shakh-i-mat 

 

 

• 2018 年 9月 30日，作为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

的一部分，托木斯克举办了包括象棋在内的中国棋会。 

https://vk.com/confucius_tsu?w=wall-17396973_1599%2Fall 

https://vk.com/photo-17396973_456240003 

https://gofederation.ru/blogs/posts/779792702
http://ulanude.bezformata.com/listnews/nozhnoj-volan-i-plesti-kitajskie/50511695/
http://ulanude.bezformata.com/listnews/nozhnoj-volan-i-plesti-kitajskie/50511695/
https://www.culture.ru/events/346238/igra-shakh-i-mat
https://vk.com/confucius_tsu?w=wall-17396973_1599%2Fall
https://vk.com/photo-17396973_4562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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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拉里克斯”智力游戏节在莫斯科

举行。该节日的节目包括几种跳棋以及围棋、翻转棋（奥赛罗）、翻转棋

-100、连珠棋、象棋（中国象棋）、五子棋、六子棋等智力游戏。艺术节

的各项比赛共有 250人参加。在象棋比赛中，有两场比赛分别在成人(4名

选手)和 14 岁以下儿童(4名选手)中举行。这是首届在传统智力游戏“拉

里克斯”节日中的儿童象棋比赛。象棋青年比赛的冠军是马克·佩特科维

奇（Marko Petkovic）。德米特里·鲁米扬采夫（Dmitry Rumyantsev）

则成为成人比赛的冠军。 

http://festival-larix.ru/larix-2019/ 

http://64-100.com/festival-lariks-2019-shashki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43 

 

 

http://festival-larix.ru/larix-2019/
http://64-100.com/festival-lariks-2019-shashki
https://vk.com/xiangqi_in_russian?w=wall-169233361_143


52 

 

• 2019 年 2 月 8 日，在圣彼得堡库尔特尼区“塞斯特拉河上”的

儿童艺术馆举办了一个儿童和成人中国象棋大师班，以庆祝中国新年。大

师班的目的是使所有参与者熟悉游戏的情况下，了解中国象棋的历史，从

而帮助象棋游戏技能的形成，巩固棋子及其动作的知识、发展视觉想象和

逻辑、思维、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培养毅力、投入性、独立决策。

对中国象棋的第一节熟悉课程始于演示，在介绍中国象棋的历史的同时，

也展示了棋子的移动，并解释了游戏规则。在课程的第二部分中，所有大

师班的参与者都被提供了位置来进行游戏和更好地整合材料。尽管游戏对

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新的，甚至有些人还不到八岁，但他们把游戏规则都

掌握得很好。总共有 16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http://www.ddt-sestr.ru/news/225-master-klass-po-kitajskim-

shakhmatam 

  

 

• 俄罗斯于 2019 年 4月推出针对 8-15 岁儿童的中国象棋训练项目。培训计

划为期三年，培训时间为 342小时。 

毕业后，学生获得的知识包括：了解比赛目的、个人运子技巧、开局原则、

最简单的终局、组合元素和战术进攻、比赛规则。 

学员将接受实训，构成之后进一步提升完善的必要条件。 

 

课程方案: 

作为中国文化元素的象棋； 

中国象棋的历史； 

游戏的基本概念和规则； 

个人运子的游戏技巧； 

http://www.ddt-sestr.ru/news/225-master-klass-po-kitajskim-shakhmatam
http://www.ddt-sestr.ru/news/225-master-klass-po-kitajskim-shakhma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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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路数; 

战术方法; 

基础终局; 

基本策略; 

游戏的开局原则; 

运动与心理训练。 

http://1517.msk.ru/dop/140/140-2019_Compressed.pdf 

 

• 2019年 5月 24日，在以叶赛宁命名的梁赞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

举办了在中国和俄罗斯盛行的棋盘游戏大师班，它是在中国文化爱好者俱

乐部的传统会议框架下举行的。大师班的参与者学习了象棋和围棋的规则，

并了解了它们与俄罗斯常见的象棋和跳棋有何不同。在学习规则后，大师

班的参与者之间会进行训练游戏。 

https://www.rsu.edu.ru/kitayskie-shahmaty-ili-russkie-shashki 

 

 

• 弗拉基米尔•涅斯捷罗夫(Vladimir Niestierov)在圣彼得堡出

版了《中国象棋入门指南》。这本书介绍了亚洲和世界上最流行的棋类游

戏之一——中国象棋。教材分为三个部分:游戏规则，比赛和专业人士的

评论聚会，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它们所有的微妙之处和细节。如果你想加入

新的游戏，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这本书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本书

共有 150页。 

http://1517.msk.ru/dop/140/140-2019_Compressed.pdf
https://www.rsu.edu.ru/kitayskie-shahmaty-ili-russkie-shashki


54 

 

 

 

• 2019 年 5 月 17 日，弗拉基米尔•涅斯捷罗夫 (Vladimir 

Niestierov)不仅出版了这本书，还继续在圣彼得堡推广象棋。现在，每

周五，圣彼得堡围棋俱乐部“兹维兹达”（“Zviezda”）都会开设象棋

区，在这里，所有来着都可以玩象棋，并参加定期免费课程，课程开始于

19:30。近日，普京在“兹维兹达”（“Zviezda”）俱乐部举办了长达一

小 时 的 “ 中 国 象 棋 历 史 与 基 础 ” 讲 座 ， 并 发 布 在 YouTube

上:https://youtu.be/HHzbtPNHY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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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在乌克兰的发展 

•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乌克兰罗夫诺市的维克托·舍甫丘克

（Viktor Shevchuk）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一届俄罗斯象棋公开赛。 

http://www.shogi.ru/xq/tur/RU_1/index.htm 

 

• 2008 年 10 月 3 日至 18 日，乌克兰参加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

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维多利娅·柯莎克（ViktoriyaKorsak）、索菲娅·舍

甫丘克（SofiyaShevchuk）、拉莉莎·马尔曼（LarysaMalymon）、沃洛德

迈尔·科尔萨克（VolodymyrKorsak）、奥力克沙德鲁·派鲁派丘克

（OleksandrPylypchuk）和维克多·舍甫丘克（Viktor Shevchuk）代表

乌克兰参加了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女子个人、女子团体、男子快速赛、

男子个人、男子团体等项目。 

http://www.imsaworld.com/wp/wp-

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2.pdf 

http://www.imsaworld.com/wp/wp-

content/uploads/2012/05/bul_11.pdf 

http://www.01xq.com/archives/GameList.asp?eid=100000452 

http://www.01xq.com/xqplayer/xqplayer.asp?pid=2010 

  

 

• 在参加了北京 IMSA 锦标赛后，沃洛德迈尔·科尔萨克

（VolodymyrKorsak）试图在乌克兰传播象棋，但失败了。据他介绍，他

从中国带来了很多象棋套装和书籍，但乌克兰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游戏感兴

趣。科尔萨克（Korsak）自己解释了在乌克兰围棋传播的成功和象棋传播

的失败，他说围棋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游戏，但将棋和象棋与欧洲国际象棋

http://www.shogi.ru/xq/tur/RU_1/index.htm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2.pdf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02.pdf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11.pdf
http://www.imsaworld.com/wp/wp-content/uploads/2012/05/bul_11.pdf
http://www.01xq.com/archives/GameList.asp?eid=100000452
http://www.01xq.com/xqplayer/xqplayer.asp?pi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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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似。国际象棋在欧洲文化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要想赶走这项运动是

不现实的。 

http://kido.com.ru/28-kitajskie-sahmaty-v-rossii-i-

mire/0?fbclid=IwAR02i_aBTNB49MFzPEaJTVXO_1A1gvPK7pI

AzS6gT9doTw8tyFmfv0N48Ls 

• 然而，乌克兰象棋队的另一名成员维克托·舍甫丘克(Viktor 

Shevchuk)的经历，使人们怀疑这种关于欧洲国际象棋稳定状态的观点的

真实性。舍甫丘克（Shevchuk）在罗夫诺市组织了一个大型儿童智力游戏

学校，在那里他发展了围棋、将棋和西洋陆军棋。他的儿童将棋俱乐部长

期以来是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不幸的是，他对象棋的发展并不感兴趣。另

一方面，罗夫诺的儿童将棋俱乐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舍甫丘

克）试图在同一时间开发太多游戏。不管怎样，舍甫丘克（Shevchuk）的

经验表明，象棋类游戏，即使是复杂的象形文字，也可以取代欧洲象棋。 

• 2016 年 8月 21日，顿涅茨克青年图书馆和棋牌俱乐部为大家举

办了日本将棋、围棋和中国象棋大师班。 

http://fond-uv.ru/dlya-lyubiteley-nastolnyih-igr.html 

 

• 2017 年 4 月 8 日，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发现中

国”春季夏令营，有孔子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学生、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

的居民、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居民、中国文化爱好者等 70 多人参加。在这

一天，孔子学院举办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师班，以及中国象棋和其他棋类

比赛的训练和比赛。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

%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

%B8%D0%B9-

%D0%BB%D0%B0%D0%B3%D0%B5%D1%80%D1%8C-

%D0%BE%D1%82%D0%BA%D1%80%D0%BE%D0%B9-

%D0%B4%D0%BB%D1%8F-

%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www.univer.kharkov.ua/ru/general/univer_today/announce?n

e 

http://kido.com.ru/28-kitajskie-sahmaty-v-rossii-i-mire/0?fbclid=IwAR02i_aBTNB49MFzPEaJTVXO_1A1gvPK7pIAzS6gT9doTw8tyFmfv0N48Ls
http://kido.com.ru/28-kitajskie-sahmaty-v-rossii-i-mire/0?fbclid=IwAR02i_aBTNB49MFzPEaJTVXO_1A1gvPK7pIAzS6gT9doTw8tyFmfv0N48Ls
http://kido.com.ru/28-kitajskie-sahmaty-v-rossii-i-mire/0?fbclid=IwAR02i_aBTNB49MFzPEaJTVXO_1A1gvPK7pIAzS6gT9doTw8tyFmfv0N48Ls
http://fond-uv.ru/dlya-lyubiteley-nastolnyih-igr.html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confucius.univer.kharkov.ua/08-04-2017-%D0%B2%D0%B5%D1%81%D0%B5%D0%BD%D0%BD%D0%B8%D0%B9-%D0%BB%D0%B0%D0%B3%D0%B5%D1%80%D1%8C-%D0%BE%D1%82%D0%BA%D1%80%D0%BE%D0%B9-%D0%B4%D0%BB%D1%8F-%D1%81%D0%B5%D0%B1%D1%8F-%D0%BA%D0%B8/
http://www.univer.kharkov.ua/ru/general/univer_today/announce?ne
http://www.univer.kharkov.ua/ru/general/univer_today/announ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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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在 2017年 6月 15日，乌克兰第一届“中国象棋联合会”在

德尼普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卡明斯克市注册成立。这是白俄罗斯象棋发

展的播种效应。在国际象棋联合会正式注册之前，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的

领导人与乌克兰非传统象棋爱好者进行了不懈的合作，成功地创办了国际

象棋联合会。 

• 2018 年 7月 22日，中国象棋联合会举办象棋推介会，这次推介

会共有 6个人参加。体育记者维克多·库连科（Victor Kulenko）的在城

市报纸“Dneprodzerzhinsk”的《历史、体育、文化》版面上发表了一篇

随笔：《卡门赞（Kamenchane）对中国象棋的习得》。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5275-

kamenchan-priobshchayut-k-igre-v-kitajskie-shakhmaty-

syantsi?fbclid=IwAR2wM99pFWciFjnAxRGmF6clXaSnoh70cgRE

3-yg83vhFfdYZznRB188YbU) 

 

 

• 2018年 6月 30日，“象棋在乌克兰”俱乐部在 FACEBOOK注册。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92945764100046/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5275-kamenchan-priobshchayut-k-igre-v-kitajskie-shakhmaty-syantsi?fbclid=IwAR2wM99pFWciFjnAxRGmF6clXaSnoh70cgRE3-yg83vhFfdYZznRB188YbU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5275-kamenchan-priobshchayut-k-igre-v-kitajskie-shakhmaty-syantsi?fbclid=IwAR2wM99pFWciFjnAxRGmF6clXaSnoh70cgRE3-yg83vhFfdYZznRB188YbU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5275-kamenchan-priobshchayut-k-igre-v-kitajskie-shakhmaty-syantsi?fbclid=IwAR2wM99pFWciFjnAxRGmF6clXaSnoh70cgRE3-yg83vhFfdYZznRB188YbU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5275-kamenchan-priobshchayut-k-igre-v-kitajskie-shakhmaty-syantsi?fbclid=IwAR2wM99pFWciFjnAxRGmF6clXaSnoh70cgRE3-yg83vhFfdYZznRB188Yb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929457641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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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月 30日，乌克兰举办首届象棋锦标赛，共有 8名选手

参加，这次比赛在当地城市报纸上有报道。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6570-

kam-yanchani-stali-pershoprokhidtsyami-gri-v-syantsi-v-

ukrajini?fbclid=IwAR2l9E3grzSYsaX7_LHnCnTXxvkF6doUuEFhD

CLYMTwdG3-LWXcKyFh1NJ0 

 

• 在俄罗斯网站 Razam.ru: 

http://razam.ru/2018/07/1xq-tour-ua/?fbclid=IwAR27f-

YmWmG-

_veQvmEw_ik8Qab1k_lDwKffl2LfUmo_enDdmAYeQFSq9jY 

  

• 2018 年 7月 28日，乌克兰举行了第二届象棋锦标赛。参与者玩

闪电战(30秒/步)和节奏战(15分钟/场)。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6570-kam-yanchani-stali-pershoprokhidtsyami-gri-v-syantsi-v-ukrajini?fbclid=IwAR2l9E3grzSYsaX7_LHnCnTXxvkF6doUuEFhDCLYMTwdG3-LWXcKyFh1NJ0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6570-kam-yanchani-stali-pershoprokhidtsyami-gri-v-syantsi-v-ukrajini?fbclid=IwAR2l9E3grzSYsaX7_LHnCnTXxvkF6doUuEFhDCLYMTwdG3-LWXcKyFh1NJ0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6570-kam-yanchani-stali-pershoprokhidtsyami-gri-v-syantsi-v-ukrajini?fbclid=IwAR2l9E3grzSYsaX7_LHnCnTXxvkF6doUuEFhDCLYMTwdG3-LWXcKyFh1NJ0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6570-kam-yanchani-stali-pershoprokhidtsyami-gri-v-syantsi-v-ukrajini?fbclid=IwAR2l9E3grzSYsaX7_LHnCnTXxvkF6doUuEFhDCLYMTwdG3-LWXcKyFh1NJ0
http://razam.ru/2018/07/1xq-tour-ua/?fbclid=IwAR27f-YmWmG-_veQvmEw_ik8Qab1k_lDwKffl2LfUmo_enDdmAYeQFSq9jY
http://razam.ru/2018/07/1xq-tour-ua/?fbclid=IwAR27f-YmWmG-_veQvmEw_ik8Qab1k_lDwKffl2LfUmo_enDdmAYeQFSq9jY
http://razam.ru/2018/07/1xq-tour-ua/?fbclid=IwAR27f-YmWmG-_veQvmEw_ik8Qab1k_lDwKffl2LfUmo_enDdmAYeQFSq9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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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扎韦托夫卡（Elizavetovka）乡村俱乐部的第一个象棋儿童

组开启了象棋教育的进程，这个小组共由 7个孩子组成。 

  

 

• “中国象棋象棋联合会”锦标赛在“太阳”（SOLAR）商店举办。

2019 年 7月，乌克兰“中国象棋象棋联合会”共有 8名成员: 

1.莉巴·爱德华德(Lyba Eduard)2.基里洛夫·尼古拉（Kirillov Nikolay） 

3.尤丝·尼克莱（UssNicholay）4.基里亚诺夫·德米特里（Kiryanov 

Dmitry） 

5.巴本科·伊万（Babenko Ivan）6.山德加·斯坦尼斯拉夫（Shandyga 

Stanislav） 

7.基里洛夫·伊万（Kirillov Ivan）8.波哥马兹·迈克尔（Bogomaz 

Michael） 

 

• 2019 年 1月 20日，“中国象棋象棋联合会”成员利巴·克里肯

特（Lyba-Krikent）和基里扬诺夫斯（Kiryanov-Uss）在乌克兰进行了首

场象棋对弈。这对选手对弈赛在卡缅斯科耶（Kamenskoye）(第聂伯罗捷

尔任斯克 Dneprodzerzhinsk)市的中央图书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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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7062-u-

kam-yanskomu-projshov-parnij-match-po-

syantsi?fbclid=IwAR1xGMDXfYB2B6NT26_Us9cvDC2XIOK4u

S0TeVqjWL8u-XPIhiqzXQaAt1M 

 

• 2019 年 5月 15日，伊莱扎维托夫卡（Elizavetovka）镇举行了

乌克兰首届儿童象棋锦标赛。比赛由卡曼斯基（Kamensky）象棋联合会主

席爱德华·利巴（Eduard Lyba）组织举办。伊丽莎白学校七个年级的学

生在一次循环锦标赛中筛选出了最强的棋手。一年级学生阿纳斯塔西

娅·巴拉巴耶娃（Anastasia Balabaeva）虽然一分未得，但在全国儿童

象棋锦标赛中，她作为最年轻的选手被载入史册，没有人能逃离失败。这

次比赛获胜者是 R·库里奇克（R. Kulichenko），共赢得了四场胜利。这

场象棋比赛共有六个孩子参加。 

http://kstati.dp.ua/content/pod-kamenskim-deti-vpervye-v-

ukraine-sygrali-v-turnire-po-syanci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7062-u-kam-yanskomu-projshov-parnij-match-po-syantsi?fbclid=IwAR1xGMDXfYB2B6NT26_Us9cvDC2XIOK4uS0TeVqjWL8u-XPIhiqzXQaAt1M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7062-u-kam-yanskomu-projshov-parnij-match-po-syantsi?fbclid=IwAR1xGMDXfYB2B6NT26_Us9cvDC2XIOK4uS0TeVqjWL8u-XPIhiqzXQaAt1M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7062-u-kam-yanskomu-projshov-parnij-match-po-syantsi?fbclid=IwAR1xGMDXfYB2B6NT26_Us9cvDC2XIOK4uS0TeVqjWL8u-XPIhiqzXQaAt1M
http://disk-sport.com/index.php/sport/logicheskie-igry/7062-u-kam-yanskomu-projshov-parnij-match-po-syantsi?fbclid=IwAR1xGMDXfYB2B6NT26_Us9cvDC2XIOK4uS0TeVqjWL8u-XPIhiqzXQaAt1M
http://kstati.dp.ua/content/pod-kamenskim-deti-vpervye-v-ukraine-sygrali-v-turnire-po-syanci
http://kstati.dp.ua/content/pod-kamenskim-deti-vpervye-v-ukraine-sygrali-v-turnire-po-sya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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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象棋迷维塔利·伊什琴科（VitaliyIshchenko）在 YouTube

上注意到，在“象棋在俄罗斯”的播放列表下包含三个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ZUSdnmdgg&list=PLX_

KtkkmHLgpETnlY9mkCB0hCXu1fhYF_ 

我们和他有联系，他对象棋游戏至今仍感兴趣。 

• 在社交网络“Vkontakte”中，有一个乌克兰的象棋俱乐部。 

https://vk.com/club73957642 

但在该组织的 70名成员中，只有 15名乌克兰人。根据该小组乌克兰

组织者的数据，信息活动的主要中心位于克梅尔尼茨基市

（Khmelnitsky）。尽管现在没有活跃的玩家，但还是有一些人对象

棋游戏感兴趣，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参与象棋游戏的推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ZUSdnmdgg&list=PLX_KtkkmHLgpETnlY9mkCB0hCXu1fhYF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ZUSdnmdgg&list=PLX_KtkkmHLgpETnlY9mkCB0hCXu1fhYF_
https://vk.com/club7395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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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在其他后苏联国家 

阿塞拜疆 

• 2015 年 7 月，在阿塞拜疆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举办了中

国象棋象棋公开课。 

阿塞拜疆语言大学中心主任阿巴索夫（RafigAbbasov）教授介绍了阿

塞拜疆与中国在体育领域的合作，及阿塞拜疆参加中国区世界智力游

戏的历届选手。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地方研究与国际关系“汉学”系的

学生们讲述了中国象棋的历史和发展，以及象棋的游戏规则、棋子的

走法特点和象棋的开局理论。阿塞拜疆语言大学的老师、中国驻阿塞

拜疆使馆工作人员都出席了这次公开课。 

http://russian.news.cn/2015-

07/30/c_134460950.htm?fbclid=IwAR1C2tQttlQQKfZtVFVR-

xaT2wOYkE4o_KGEcNgtbF9YXaIlwLyom4fx-lk 

https://russian.dbw.cn/system/2015/07/30/001001184.shtml 

https://azertag.az/ru/xeber/873995 

 

• 2017 年 9 月，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纪念国际孔子

学院日和孔子诞辰的节日活动。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举

办了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象棋和中国结艺艺术研讨会。 

http://russian.china.org.cn/international/txt/2017-

09/28/content_41663262.htm?fbclid=IwAR3fneR2iADJ2b4EWn

Z0caz2o0s0sASKTkWmH4YF3SJd4m-Q3mECzEsiq38 

 

• 2019 年 5月 21日，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阿塞拜

疆与中国智力游戏”活动。来自阿塞拜疆语言大学的汉学学生讲述了中国

传统智力游戏——围棋和象棋——的历史、规则和变化。 

https://www.azertag.az/ru/xeber/1285175?fbclid=IwAR2uh0XS

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

RXt8p7uvR6Oj0 

http://russian.news.cn/2015-07/30/c_134460950.htm?fbclid=IwAR1C2tQttlQQKfZtVFVR-xaT2wOYkE4o_KGEcNgtbF9YXaIlwLyom4fx-lk
http://russian.news.cn/2015-07/30/c_134460950.htm?fbclid=IwAR1C2tQttlQQKfZtVFVR-xaT2wOYkE4o_KGEcNgtbF9YXaIlwLyom4fx-lk
http://russian.news.cn/2015-07/30/c_134460950.htm?fbclid=IwAR1C2tQttlQQKfZtVFVR-xaT2wOYkE4o_KGEcNgtbF9YXaIlwLyom4fx-lk
https://russian.dbw.cn/system/2015/07/30/001001184.shtml
https://azertag.az/ru/xeber/873995
http://russian.china.org.cn/international/txt/2017-09/28/content_41663262.htm?fbclid=IwAR3fneR2iADJ2b4EWnZ0caz2o0s0sASKTkWmH4YF3SJd4m-Q3mECzEsiq38
http://russian.china.org.cn/international/txt/2017-09/28/content_41663262.htm?fbclid=IwAR3fneR2iADJ2b4EWnZ0caz2o0s0sASKTkWmH4YF3SJd4m-Q3mECzEsiq38
http://russian.china.org.cn/international/txt/2017-09/28/content_41663262.htm?fbclid=IwAR3fneR2iADJ2b4EWnZ0caz2o0s0sASKTkWmH4YF3SJd4m-Q3mECzEsiq38
https://www.azertag.az/ru/xeber/1285175?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https://www.azertag.az/ru/xeber/1285175?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https://www.azertag.az/ru/xeber/1285175?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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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 

• 2019 年：卡拉干达国家技术大学孔子学院举办象棋班。 

http://zh-

hant.kstu.kz/?page_id=2220&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

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http://zh-hant.kstu.kz/?page_id=2220&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http://zh-hant.kstu.kz/?page_id=2220&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http://zh-hant.kstu.kz/?page_id=2220&fbclid=IwAR2uh0XSKToWB_Cw8A6A8mhgg-ZFKm_KJ0z4K9zlS4HaR-RXt8p7uvR6O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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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总统图书馆在其网站中提到，由香港“洲际”酒店馆

长捐赠的中国象棋，也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President Nazarbayev）的

收藏礼品中。 

http://presidentlibrary.kz/ru/news/gruppa-turistov-iz-kitaya-

posetila-biblioteku-

elbasy?fbclid=IwAR1qKGFgcabjEGiyDdbRezy1ZlTYh193ipB0DX

6YQV0afdT0pnbfa_VexeA 

 

吉尔吉斯斯坦 

• 在象棋语境中，吉尔吉斯斯坦只被提及过一次。尽管这篇文章名

为《在吉尔吉斯斯坦下中国象棋》，但它几乎没有触及象棋的主题，而是

提出了政治话题。有趣的是，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合作是从象棋的角度来讨

论的。 

• 文章指出，“中国古代象棋与欧洲象棋有些相似，并且它们的棋

子数量也是一样多的，但游戏遵循的规则与通常的象棋规则大不相同。同

样，中国的政策也是以其原则为基础的，其中包括缓慢、不马上说“是”

的习惯，但首先都是要彻底权衡一切。 

https://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7396 

http://milli-

firka.org/%D0%BA%D1%8B%D1%80%D0%B3%D1%8B%D0%B7%D1%81

%D1%82%D0%B0%D0%BD-%D0%B8%D0%B3%D1%80%D0%B0%D0%B5

%D1%82-%D0%B2-%D0%BA%D0%B8%D1%82%D0%B0%D0%B9%D1%8

1%D0%BA%D0%B8%D0%B5-%D1%88%D0%B0%D1%85%D0%BC%D0%B

0%D1%82/ 
 

  

http://presidentlibrary.kz/ru/news/gruppa-turistov-iz-kitaya-posetila-biblioteku-elbasy?fbclid=IwAR1qKGFgcabjEGiyDdbRezy1ZlTYh193ipB0DX6YQV0afdT0pnbfa_VexeA
http://presidentlibrary.kz/ru/news/gruppa-turistov-iz-kitaya-posetila-biblioteku-elbasy?fbclid=IwAR1qKGFgcabjEGiyDdbRezy1ZlTYh193ipB0DX6YQV0afdT0pnbfa_VexeA
http://presidentlibrary.kz/ru/news/gruppa-turistov-iz-kitaya-posetila-biblioteku-elbasy?fbclid=IwAR1qKGFgcabjEGiyDdbRezy1ZlTYh193ipB0DX6YQV0afdT0pnbfa_VexeA
http://presidentlibrary.kz/ru/news/gruppa-turistov-iz-kitaya-posetila-biblioteku-elbasy?fbclid=IwAR1qKGFgcabjEGiyDdbRezy1ZlTYh193ipB0DX6YQV0afdT0pnbfa_VexeA
https://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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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后苏联时代，传播象棋的最佳地点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虽然规模小，人

口少，但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发展非传统国际象棋的领导者之一。20 世纪，格林

斯基的六角象棋（或波兰象棋）在白俄罗斯得到了积极发展；21世纪，白俄罗斯

成为日本象棋——将棋的主要欧洲势力。最后轮到中国象棋。成功的秘诀是与中

国文化中心合作，由在媒体和青年中推广棋类游戏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智力游戏

爱好者组成的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从而在城市中心提供了场地和库存。此外，

让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中国象棋协会的积极协助，该协会在为世界和欧洲象棋联

盟的白俄罗斯最佳棋手提供财政和关注的同时，还邀请他们参加比赛。象棋游戏

的未来取决于儿童俱乐部的发展，这是全国联合会领导的主要目标。 

所有后苏联国家中，象棋历史最悠久，影响地域最广的，非俄罗斯莫属。该

游戏自 18 世纪以来就在该国广为人知，在苏维埃时期被各大杂志广泛报道，在

后苏维埃时期又被孔子学院和汉学家积极推广，但当时并没有举办很多象棋游戏

活动。从这个大国的西部到远东，象棋游戏热爱团体和一些个人爱好者在诸多地

方逐渐兴起，但只有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永久性的俱乐部。现在，

关于圣彼得堡象棋发展的最新消息令人鼓舞。此外，白俄罗斯象棋联合会在互联

网上创建的俄语领域的象棋信息，可能会给俄罗斯象棋带来积极的变化。 

后苏联时代最年轻的象棋联盟起源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象棋联

合会不同，乌克兰象棋联合会还不是欧洲和世界象棋联合会的成员。然而，有能

力推广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出现在乌克兰，因此加入国际组织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个后苏联国家，智力游戏在传统上很受欢迎。有许多围棋、国际象棋、跳棋

和将棋选手，他们可能也对象棋感兴趣。另一方面，这项运动的发展竟然在欧洲

的这个国家遭到了令人震惊的贫困的阻碍，象棋运动选手很难去参加比赛，甚至

连邻国的赛事都很难参加。不过，在外界的支持下，象棋运动也将在乌克兰逐步

开展。 

其他后苏联国家中，就都没有象棋联合会或象棋俱乐部了。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学院在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大力推广这项运动。然而，这些只是个别事件，

尚未导致当地居民对象棋产生持续的兴趣。希望在中亚国家，由于中国的经济影

响力和地理位置毗邻，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将会增加，真正的象棋爱好者将会

在未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