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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甘肃兰州象棋高手彭述圣年近花甲，远赴北平，

弈战北平及华北象棋名手，大获全胜，引起轰动，被誉为“西北棋圣”、

“大国手”等称号。彭高棋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孤身勇闯

京华，战胜华北多位高手，不仅是他本人的荣耀，也对推动西北地区

象棋运动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彭高棋的家

世、学棋经历、弈访京华的经历以及相关佐证资料的考证入手，阐述

了彭高棋弈访京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兰州彭高棋，名述圣，字明卿，生于清同治甲戌年（1874 年），

卒于 1960 年 1 月，享寿 87 岁。彭天资独厚，自幼聪慧颖悟，运思敏

捷，悟解能力特强，迥异于寻常儿童。彭述圣童年学会下棋，20 岁

打遍兰州二三流棋手，被称为尕高棋。后来，他又博采众长，自成一

家，最终独步于兰州乃至甘肃，成为西北棋坛大名鼎鼎的人物。 

民国时期，彭述圣在好友王和生的资助下，孤身一人，远赴北平，

弈战华北棋坛众多高手，大获全胜，不仅实现了个人以棋会友的夙愿，

也为促进西北与华北地区的棋艺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为棋坛谱

写了一段佳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民国时期彭高棋弈访北



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彭高棋弈访京华的动因、经过及影响 

1.见《中国象棋谱大全》萌发远征念头 

1927 年至 1929 年，谢侠逊编著的《中国象棋谱大全》第一至三

集问世，该谱集古今象棋谱之大成，喜欢象棋的人无不群相争购。兰

州王和生在中华书局购得全集十二卷一套，捧告彭高棋。彭述圣游目

涉猎一番，立即指出其中评述未尽周详之处，但也感叹谢氏能够“集

锦荟萃，熔于一炉”的精神。当他听王和生多次介绍北平（今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不断举行象棋夺标赛、高手互访赛，地区间的对抗赛

等情况，以及诸大名手的棋事轶闻之后，不禁闻猎心喜，怦然萌动挟

艺征战京沪的念头。但是，民国时期交通极其不便，而彭述圣年近花

甲，同时筹措大笔费用也十分不易，何况初出远门，人地生疏，困难

肯定不少。为此，棋友亲友极力劝阻，唯独王和生理解和同情彭述圣

这一高瞻远瞩的设想，积极筹措资金，印制名片，联系车船及北平的

下榻之处，为彭述圣远足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没有王和生的支

持和统筹策划，就不会有彭述圣的京华之行。需要介绍的是，王和生

生于 190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及东南大学体育专业，返回

兰州后在各大中学任教，业余喜欢象棋，与彭述圣交往密切，达 40

年之久，有“鞋不离脚、脚不离鞋”之称，被誉为彭高棋门下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陈毅副总理和甘肃省长邓宝珊的嘱托，撰写了《传

彭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象棋史料。 



2.鏖战华北声誉鹊起载誉而归 

1931 年春夏之交，在王和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年近花甲的

彭述圣毅然决定只身赶赴北平交流棋艺。临行之时，王和生为其印制

“象棋知家”名片随身携带，陪送至兰州中山桥、庙滩子之间的黄河

北岸登上皮筏，一路驶经急流险滩，到银川上岸，借骑沿途载货的骆

驼和马匹代步，穿越浩瀚的荒原和沙漠，从陆路经包头、呼和浩特到

张家口，搭上火车抵达北平，整个行程历时一月有余。暮春出发，抵

达终点时已入初夏，下榻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甘肃会馆。起初在舒家、

孙家棋摊观战，后在二友轩杀遍附近好手，然后在水仙亭茶社，挫败

北国棋王那健庭。此后与张德魁多次鏖战，稳占上风。继张德魁之后，

名手赵松宽、李同轩、蔡阶堂等棋坛高手与之较量均纷纷落马。彭述

圣在北平技压群雄，震撼了京华棋坛，一时声名大振，名闻遐迩。于

是，那健庭函告《天津商报》棋栏主编钱梦吾，经钱急遣东北三大名

手之一的沈阳徐词海和锦州赵文宣赴京参赛。经过三天的奋战，徐负

六局，仅和一局。赵文宣继徐词海之后，来到北平，与彭述圣战于甘

肃会馆，赵以一胜一和二负败阵。有后起之秀“三小”和“四小”之

称的侯玉山、钟绳祖、刘占鳌、杨如意、宁宝丰、杨长升、杨少如等

人，分别被让马让炮而挫败。 

1932 年初，彭述圣原计划再赴上海访弈，因日军发动“1.28”淞

沪战争作罢。故于 1932 年春离京返甘，当时陇海线火车仅通到河南

陕州，后半段路程雇乘带棚盖或轿式马车，一路风尘，历时一月有余，

方始返抵兰州。 



彭述圣的京华之行，战果辉煌，被誉为“棋国春秋五霸之首”（亦

称华东五虎之首），以及“大国手”、“棋圣”、“饶子大王”等等，可

谓载誉归来。 

彭述圣在北京弈访期间，担任《小实报》象棋专栏编辑的河北涿

州人士胡兰荪，曾以监局身份临场观战。他于 1949 年 12 月写给《象

棋月刊》主编林幼如的信中，叙述了彭述圣在北平弈战的概况，对彭

述圣推崇备至：【当今象棋名手，以鄙人所见，以兰州彭述圣为第一，

自许为“象棋知家”，刊之名剌（即名片）......彭在平与诸名手角，

皆鄙人为监局。张德魁、那健庭二国手各负二局，不开张。其他二等

手一和一负，三等手二和，三等以下反可胜一局焉（一胜一负）。每

战先问对方之等级于余，预定胜和，然后起手，自布局至终，无不从

容。例不久看，着法如有预定，名噪故都，称之“棋圣”。 那健庭十

一局，五比五，永不再斗，畏之也。张德魁不服强大，七八局一面倒，

永不胜一局焉。张、那背后皆承认不敌也。其论弈曰：凡对弈，只看

一步真先，不必多妄耗心血也。但须料定下一步对方最上之着，而为

之备耳。其当局精彩之处，每至相持人之子不可一动，而彼必有活子

闲行，所谓“跺脚发威”也。】  

3.彭张之争众说纷纭影响深远至今尚无定论 

1950 年 4 月出版的《象棋月刊》第 12 期刊登了“大国手彭述圣

的弈局”为题的二则对局，一为张德魁先负彭述圣，另一为张德魁先

胜彭述圣。其中张先胜彭的对局，王和生曾经当面向彭述圣高棋求证，



彭断然否认。胡兰荪又说“张德魁不服强大，七八局一面倒，永不胜

一局焉。”但毕竟时隔二十年之久，人的记忆会有所误差，王和生为

了慎重起见，依然将这一对局在《传彭集》里录存，未加摈弃和否定。

由于张德魁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棋界代表，在北京

棋坛声望很高，所以，棋坛人士对彭述圣与张德魁之战更加关注，一

些报刊也不惜笔墨，多所记述。兹举例如下---- 

1987年 11 月 15 日出版的第 104 期《象棋报》“北京棋话--彭述

圣大战京师”一文说：“张德魁和彭述圣下了四局，负三和一，张德

魁不服彭的屏风马的威力，一味以中炮横车或直车盘头马进攻，但总

是无法突破，因而致败。”1991 年出版的《京华棋坛风云录》一书第

249 页“曾活跃于北京棋坛的棋坛高手”一文说：“彭述圣先生来京

后，从基层杀起，首战于天桥“帽孙”棋摊。其时，赵松宽在启新棋

茶社悬奖候教，彭述圣赶至，战胜了赵松宽。接着又连胜张德魁、那

健庭等名手，一时名声大噪。”1996 年第 9 期《北方棋艺》第 44 页

“猛张飞张德魁”一文说：“张德魁在迎战西北棋杰彭述圣的棋赛中

全军尽没......据当年目击那次棋战的老棋手回忆，当时两人多是在

茶馆之类的场所进行角逐。彭老走子飞快，年轻气盛的张德魁不甘落

后，也跟着‘噼里啪啦’地下起快棋，好像唯恐行棋速度赶不上彭老。

彭老积数十年的磨砺，练就了一手‘只看一步真先手’的快棋绝技，

而平常下棋较慢的张德魁跟彭老比快，那明摆着是以短击长，连输几

盘后，对局心理难以保持平衡，所以终于让彭老大获全胜而归。”1996

年出版的《磨剑楼象棋名谱选注》一书第 11页“彭述圣挫败张德魁”



一文说：“福州的《象棋月刊》第八期载有胡兰孙致林幼如信，叙述

了彭在北京棋战的概况。胡当时担任监局，所述是可信的。”1998 年

出版的《象棋近代国手名局》一书的第 6 页《一片棋心闯京华——且

说西北棋圣彭述圣》一文说：“北京大名手张德魁闻知彭的情况，邀

之与斗，共弈七八局，未能一胜，不得不甘拜下风。”2008 年出版的

《象棋百科》一书的上册第 164 页“西北彭高棋彭述圣”一文，也摘

录了上述说法。2006 年出版的《大国手彭述圣传奇》一书的第 156

页写道:首局张德魁执先，张惯用中炮，彭起马相迎，弈至二十多（回）

合，彭述圣一步马 6 进 4，巧妙地将对方主力隔断红尘，尔后步法紧

凑，一举陷城。次局换先，彭述圣习惯起马，但这次却以牙还牙，也

架中炮。弈至中局，又是一步“天马行空”，乘虚而入，再下一城。

张德魁额头冒汗，依然不服，于是再战。谁知霉运当头，屡战屡败，

战至后来，几乎气急败坏，终于罢手不战。据王和生《传彭集》记载，

那年彭、张之战，‘七八盘一边倒，张德魁一壶未开’。2007 年内部

印刷交流发行的《西北棋圣彭述圣传纪和遗局》一书的第 17页中说：

“张德魁不信彭艺有如此之高强，但双方角逐结果，张竟然七八局‘不

开和’，始终未胜一局，成一面倒之势……”。 

由此可见，彭述圣北平之行对张德魁之战，确实占据上风。但是，

要说永无一胜，则可能有些绝对。因为，彭述圣在北平期间，对阵徐

词海和赵文宣时，就有败绩，对阵二流棋手孙剑林，对他的“弃卒变”

阵势极不适应，多次战平。张展在 2011 年出版的《棋闻弈事》一书

的第 332 页“应战彭述圣 并非无胜局”一文认为：据作者搜集到的



反映，彭张之战，总成绩张德魁确实输了，但仅是“小负”，非“七

八局一边倒，永未胜一局焉”。张展通过分析张胜彭对局的开、中、

残局，和对张负彭对局的比较，认为张胜彭的对局“完全符合张德魁

先生的行棋规律，同样也符合彭老的行棋规律。”根据彭在北平的战

绩衡量，笔者还是倾向于《劳动午报》记者张展的说法。因为，王和

生在编辑《传彭集》时极为慎重，没有采取一边倒的说法，将这一对

局收入《传彭集》，并做了评注，说明王和生不否认张德魁战胜过彭

述圣。王和生的做法，为后世客观公平评价彭高棋北平之行保留了一

定的余地。 

 

二、彭高棋弈访京华的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交通不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从甘肃到北平，彭高

棋水陆并进，日夜兼程，历时一月，个中艰辛可以想像。他与北平众

多高手及华北各路高手鏖战经年，鲜逢对手，不仅在华北棋坛引起轰

动，也引起新闻媒体的格外关注。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小日报》、《小

实报》、《拓报》、《象棋月刊》等报刊，对其事迹予以大力宣传，产生

了诸多社会效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彭述圣高棋弈访京华，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 

1. 促进了西北与各地棋坛的交流与了解 

彭高棋是甘肃省有史料记载以来首位远征外地的象棋高手。当年，

他威镇西北重镇兰州，鲜逢对手，但是，外地高手的水平如何？差距



多大？由于没有跨地区大型比赛，也没有相互交流，不同地区之间的

棋手，基本上属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彭高棋勇闯京华，大获全胜，

使华北地区象棋高手对西北地区高手的棋艺水平有了初步的了解，而

且彭高棋携带“象棋知家”名片，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西陲城市，

提高了兰州的知名度。 

彭高棋弈访归来后，名声大噪，不仅省内西至酒泉，东至庆阳，

南至天水的象棋高手纷纷慕名挑战学习，外地高手也不远千里，上门

求教。譬如北平宁宝丰、陕西赵鹏程、马云德等人专程前往兰州切磋

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陕西五虎上将之首的赵鹏程，他于抗战期间

步行将近 1000 公里，专程前往兰州向彭高棋请战，大战四局，一胜

一和二负，赵鹏程失利，但两人不打不相识，结下了深厚友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彭高棋八十高龄，依然在城隍庙悬牌应众，接

待南来北往的象棋爱好者。河北保定胡玉麟和江苏徐如祥等人在出差

时专门绕道兰州，上门求教，对彭述圣的高超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

西北棋王钱洪发 18 岁时只身来到甘肃兰州谋生，特意去城隍庙向彭

高棋学习，被让双先而连负两盘。许多年后，钱洪发晋升为象棋大师，

拥有“西北棋王”桂冠，但在提到彭高棋时，依然充满敬意，声称“获

益良多！” 

彭高棋有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让先、让双先、让马、让炮、

让车甚至让全士相的绝招，令人称奇。他还总结了“等、撇、困、扼、

顶、拿、恒、闪、腾”等弈棋口诀，在实战中运用，并以此指导后辈



作为棋战的规律，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2.成立象棋研究室举办比赛培养新秀嘉惠后学 

彭高棋从京华返回兰州，深感兰州棋手在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方

面与外地棋手有较大的差距。于是，他在城隍庙成立象棋研究室，邀

请王和生佐助，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彭高棋一直住隍庙东楼

象棋室，执兰州市象坛牛耳，以艺会友，启迪后昆。对一些古谱变着

进行研究、分析、拆解，对棋迷提出的有关开、中、残局方面的问题，

进行解疑释惑，兰州棋坛高手大多数在彭高棋的指点下，水平得到显

著提高，成为彭述圣之后的一代高手。比如临夏州武延福、兰州魏长

林、管必仲、魏玉山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全国象棋大赛，均有

出色表现，其中武延福于 1959 年夺取全国第六名，成为西北地区首

位成为国手的象棋高手。同时，彭高棋受南方棋坛举办象棋争霸赛夺

鼎赛交流赛等形式的影响，民国时期（1942 年）在城隍庙举办了两

次有奖象棋比赛，马骏、黄占彪等人先后夺取冠军，在兰州棋坛反响

巨大，有力地促进了当地象棋活动的蓬勃开展。 

3.与名人互动交流提高了棋人的社会地位 

彭高棋弈访京华之后，声名远扬，不仅贩夫走卒普通棋迷对其格

外崇拜，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也对其青睐有加，与其邀约对弈，奉为

座上宾，使棋手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1947 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将军主政西北期间在兰州行署



派人邀请彭高棋到长官公署对弈，一则领教彭之高超棋艺，二则以解

苦闷心情。起初，彭述圣高棋从未与社会上层人士对弈过，不敢应战，

后来在王和生的陪伴和暗示下，与张治中手谈两局，均以和棋收场。

《和平日报》全国十余家分馆同时以《和平将军下和棋》为题进行了

公开报道，彭述圣高棋再次扬名于天下。 

1950 年，朝鲜访华团代表团莅临兰州，甘肃省省主席邓宝珊命

王和生代邀彭高棋至五泉山公园表演象棋，与客人进行交流。 

 1951 年，青海省长赵寿山途经兰州，邓主席又邀彭高棋至邓家

花园（今广武门外鱼池子）陪赵寿山对弈，王和生陪同并从旁暗示，

下成一胜一和。弈后，赵寿山对彭述圣的棋艺十分敬佩，建议邓主席

给予优遇照顾。晚上，邓宝珊主席留下王和生了解彭高棋的情况，得

知彭述圣独身一人，生活困窘时，邓宝珊主席特聘彭述圣高棋为甘肃

省文史馆馆员。从此，彭高棋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心情格外舒畅。林

幼如在《象棋月刊》称其为中国象棋史上“食俸第一人”，意即在此。 

1956 年 6 月，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后

返京，行经兰州时，邓宝珊主席陪同陈毅游览名胜兴隆山，特邀彭述

圣一同登山。在休息时间，彭与陈手谈三局，以一胜一和一负而平分

秋色。然后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陈毅面谕邓宝珊主席将在甘谷县工

作的王和生调回兰州撰写《传彭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1956

年，彭高棋被聘为第一届全国象棋比赛的副裁判长，其年八十三岁，

系赛场最高寿者。返兰州之后，彭高棋又多次组织兰州市和甘肃省象



棋比赛，带动了全省象棋运动事业的蓬勃开展。彭高棋晚年一直在城

隍庙坐镇，每日手谈两局，风雨无阻，让无数棋迷受益，被称为“皋

兰人瑞”。 

总之，彭述圣高棋晚年能够与多位政界名人手谈交流，得益于他

高超的棋艺水平以及在民国时期京华之行的巨大影响。反之，与政界

知名人士对弈，也极大地提高了彭高棋乃至棋人的社会地位，为推动

陇原象棋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彭高棋弈访京华的现实意义 

彭高棋弈访京华将近一个世纪了，但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历久弥新、

余波荡漾、持续不断、连绵至今，对于促进甘肃乃至西北象棋事业发

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彭高棋成了甘肃的一张名片 

甘肃省主席邓宝珊多次接待嘉宾时说：“甘肃诸事落后，唯有象

棋享有盛誉。”他说的享有盛誉者，就是指彭高棋。彭高棋一度成为

甘肃省当年对外宣传和展示的一张名片。 

彭高棋横跨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一直以棋为生，他高

超的棋艺，传奇的经历，被棋界人士津津乐道。彭高棋于 1960 年 1

月去世后，至今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譬如“拳不往东打、棋不往

西下”，尽管有过誉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棋迷对他的敬仰之



情。 

彭高棋去世后，他的八大弟子继承衣钵，弘扬棋艺，为甘肃象棋

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最著名者，当数王和生，他是清华大学高材

生，夺取过清华大学大学生比赛冠军，与彭高棋相识之后，交往达数

十年之久，不仅资助了彭高棋的北平之行，还义务担任彭高棋的助理，

协助处理棋坛事务，举办象棋比赛，成为彭高棋之后甘肃棋坛又一代

执牛耳者。1947 年，王和生在新创刊的兰州《拓报》开辟“棋坛”

专栏，记载棋人棋事，后来又撰写《传彭集》，“集彭艺以传”，将彭

高棋的棋艺和事迹刊诸史册，发扬光大。甘肃著名藏谱家瞿新范先生

继承王和生的遗愿，于王和生去世以后，撰写《彭高棋传》，在《甘

肃日报》、《棋友》、《弈海新友》等报刊连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

世纪初，甘肃棋坛知名人士、西北五省唯一的一位国际级裁判韩宽先

生挖掘梳理了兰州棋坛掌故，写出《大国手彭述圣传奇》专著，在《棋

艺》杂志和部分象棋网站连载之后反响巨大，正式出版之后好评如潮。

2014 年，甘肃象棋爱好者邹涛与李双胜联袂挖掘整理了王和生的《传

彭集》等系列著作，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列入“陇上学人文存”予以出

版，为甘肃棋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 

2.彭高棋促进了甘肃棋坛事业发展 

兰州彭高棋不仅是甘肃棋坛的一张名片，也是一面旗帜。他的影

响力，不仅在甘肃乃至西北，甚至在全国也广泛流传，名播遐迩。他

对象棋事业的痴迷，感召了无数棋迷。因此，甘肃虽然处于西部落后



地区，但在象棋事业发展方面，却不甘落后，涌现出不少知名人士，

举办了多次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赛事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 

象棋人才方面，魏长林自幼受彭高棋的指导，参加首次全国比赛，

进入复赛，名列第 14 名，按现在的标准，可以晋升为象棋大师；武

延福受彭高棋的点化，水平稳步提高，1959 年夺取全国第六名，跻

身国手行列；钱洪发青年时代受二先与彭高棋对弈二局，被彭的高超

棋艺震惊不已，此后努力精修，名列三甲，成为首批象棋大师，被誉

为“西北棋王”；李家华在钱洪发大师于 1987 年夺取全国第十名，后

来两次夺取西北五省区象棋赛冠军，被誉为新西北棋王。之后还涌现

了左永祥、何永祥、梁军、焦明理、何刚等一批全国知名的青年高手。 

甘肃棋坛知名人士王和生是清华大学高材生，他与彭高棋认识以

来，交往近四十年，被誉为“彭氏门下第一人”。他虽然一直没有参

加比赛，但为彭高棋写下了传记，记录了棋谱，将彭高棋的棋艺传承

下来；另外，他还继承彭高棋的遗志，多次主持举办甘肃象棋比赛，

发现和培养了许多新人，为甘肃棋坛注入了活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

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甘肃省先后举办了“敦煌杯”、“奔马杯”、“民百

杯”、“电力杯”、“天龙杯”、“新闻杯”、“兰交会省市冠军邀请赛”等

多次有影响力的象棋比赛，邀请了多位知名特级大师、象棋大师及象

棋名手参加，在全国棋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近年来又举办了“敦煌

杯”、“轩辕杯”、“平凉二建杯”、“果老杯”、“秦皇杯”等一系列大型



公开赛，其中“敦煌杯”和“轩辕杯”连续举办三届，已经成为全国

知名品牌赛事，受到体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后，甘肃新一届象棋协会负责人决心继承彭高棋的

遗志，重振甘肃棋坛威风，与当地知名企业联姻，组建甘肃象棋代表

队，两次夺取全国团体（乙组）冠军，晋升为甲级队参加全国甲级联

赛，被誉为“西北狼”。甘肃省移动通信公司原董事长、中国象棋协

会原副主席、甘肃省象棋协会原执行主席姚世宏先生说：“追根溯源，

这些都与彭高棋的影响有关！” 

兰州作为彭高棋出生的地方，也高举彭高棋这面大旗，在彭高棋

去世半个世纪之后，为了纪念这位棋坛先贤，兰州棋协先后举办了多

届“彭述圣杯”象棋公开赛，成为当地的知名品牌赛事。 

    

3.彭高棋的家世及民间传闻考证 

关于彭述圣高棋的家世情况，王和生在其著作里只提到居住在

“大水北门（今永昌路北段）”和“甘家巷 9 号”，没有提及彭高棋的

家世情况。 

甘肃省唯一的国际级裁判韩宽先生在其专著《大国手彭述圣传奇》

一书中写到：“且说兰州城以北二十公里处，有一沟沟壑壑的村落，

它就是隶属于皋兰县忠和乡的丰登村。因地势北高南低，且山沟纵横，

川塬相间，又天然形成了两个小自然村：烟墩沟村和尖湾村......未来

的一代棋王就降生在烟墩沟村一户彭姓农民的家中。”由于韩宽先生



的著作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许多棋迷也以为烟墩沟村就是彭高棋的家

乡。其实是大错特错！《大国手彭述圣传奇》一书出版后，彭高棋的

侄重孙彭孝华、彭孝如等人发现这一错讹。韩宽先生和文史学者赵麦

雄等人根据彭氏祖上传说和家谱记载，经过考证，确定彭述圣高棋的

祖籍地为巩昌府彭家崖湾（今属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彭述圣祖上

到兰州卖腊肉为生，后定居兰州。彭述圣父亲彭晓儒生七子一女，即:

德圣、礼圣、敬圣、述圣(1874- -1960 年)通圣、汝圣、思圣；一女因

脸上有几粒麻子，昵称“麻姑”。因战乱瘟疫、赌毒之因，仅剩德圣述

圣两支。【据陇西文史资料第 6 辑】 

    总之，彭述圣于民国时期的一次京华之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探

访之旅，更是一次西北与华北棋坛的大交流大碰撞，至今仍在历史的

深处，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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