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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方式 

1.1 作者 

·Dr. rer. nat. Oliver Breitschaedel（奥利弗） 

·邮箱：oliver.breitschaedel@gmx.de 

·物理学家（研究与开发） 

·国际象棋初级和中级教练员 

·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裁判员（2008 年德累斯顿国际象棋奥林匹克

团体赛裁判）[1] 

·著名的罗伊特林根国际象棋公开赛的组织者和裁判[2] 

·参加2015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和2017年慕尼黑欧洲象棋锦标赛[3，4] 

图 1:2015 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上作者对阵所司和晴（左）。图 2：

2017年慕尼黑欧洲象棋锦标赛上作者对阵后来的欧洲冠军黄春龙（右） 

 

1.2 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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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t Wagner（诺伯特·瓦格纳） 

·邮箱：info@taichi-teehaus.de 

·斯图加特太极茶馆的经营者 

·参加2015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和2017年慕尼黑欧洲象棋锦标赛[3，4] 

图 3：2015 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上瓦格纳（左）对阵来自芬兰的

Petri Haikola（右）。图 4（右）：瓦格纳在展示中国茶道 

 

2.介绍 

国际象棋、围棋和象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棋类项目。全世界大

约有 5 亿人在下这些棋。国际象棋在全世界都很普及，但是象棋和围

棋却大部分集中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两种棋是由亚洲国家占据主

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围棋和象棋都起源于中国。本文的作者们

确信，只要欧洲的棋手了解围棋和象棋，并且能够拥有适当的学棋条

件，他们会像喜欢国际象棋一样，也喜欢围棋和象棋[5]。作者们希望

在德国和欧洲去推广、普及这两项棋类项目。 

德国的大多数体育俱乐部，尤其是很多地区的国际象棋俱乐部，

不得不面临会员人数不断递减的状况。表 1 显示了德国国际象棋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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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会员人数的变化情况[6]。根据表 1 可以清楚的看到，从九十年代早

期至今，会员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局部略有增长。尤其是从 2004

年到 2006 年，会员人数达到最高值。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2004

年在卡尔维亚（马略卡岛，西班牙）举办的国际象棋奥利匹克团体赛

上，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宣布 2008 年国际象棋奥利匹克团体赛将在

德国的德累斯顿举办。本文的第 5.1 章将详细描述这一事件。从这里

需要重点注意到的是，推动国际象棋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以此类推，

用同样的方式也有可能推动象棋和围棋的发展。国际象棋俱乐部会员

人数增长是有可能的。 

表 1：1992 年-2016 年德国国际象棋俱乐部会员人数的变化[6] 

 

当然，一些著名的赛事，如 2015 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3]和

2016 年李世石与 AlphaGo 的围棋人机大战[7]，这些比赛都有助于推



动象棋、围棋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是想要维持长时间的

突破，则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遗憾的是，中国的语言尤其是汉字，对于欧洲人来说似乎非常难

学，而且对于推广象棋也是巨大的障碍[5]。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人

都对中国文化和汉字感兴趣。据说，中国的书面语，如汉字，是世界

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8]。汉字是一门艺术，拥有悠久的历史，令欧洲

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为之着迷。可惜的是，汉字的艺术美感

与含义理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围棋，尤其是象棋，借助于棋子

上面的汉字，可以搭建沟通的桥梁，缩小这些鸿沟。 

图 5：张勇先生（左），中国著名书法家、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顾问，

与作者在 2015 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上的合影，二人手上拿的是

一幅书法作品，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8]。图 6（右）：象棋世

锦赛比赛现场，书法与象棋完美结合在一起。 

 

3.现代传媒 

3.1 期刊/杂志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印刷媒体依然十分重要。欧洲有数百种国际



象棋杂志和期刊，同时拥有成百上千的订阅用户。下面列举的是一些

最传统和最重要的杂志，其他一些小杂志不考虑在内： 

• Schach[9] 

• Schach Magazin 64[10]（德国杂志，发行于 1979 年，一年 12 期） 

• Europa Rochade [11]  

• Karl [12]（德国文化杂志，每一期都有特别的主题，一年 4 期） 

• Chessbase Magazine [13]（荷兰杂志，一年 8 期，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

际象棋杂志） 

• New in Chess [14] 

• British Chess Magazine (in the Chess world known as BCM) [15]（世界上最

古老的国际象棋杂志，发行于 1881 年，一年 12 期） 

• Chess co.uk [16] 

• Europe Échecs [17]（法国国际象棋杂志，发行于 1959 年，一年 12 期） 

• Schweizerische Schachzeitung [18] 

• Wiener Schachzeitung [19] 

 

当然，目前在欧洲没有象棋杂志，即使有也没太大意义。因为欧

洲没有真正的市场，极少有人会买象棋杂志。尽管如此，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末，德国发行了一本象棋杂志，每年 4 期[20]。这本杂志的

内容主要是一些开局理论知识，比赛的解说和残局技术。但是三年之

后，由于订阅者太少，这本杂志停刊了。 

德国有一本围棋杂志。德国围棋协会（简称 DGB[21]）的所有成

员每一期都会自动获得一本。杂志内容包括比赛报道、比赛解说、战

略战术和其他与围棋有关的话题。所有人都能够自行下载之前发行的

期刊，即使不是德国围棋协会的成员也可以[22]。 

欧洲大多数国际象棋杂志，如上文中列举的那些，里面的内容包

含由著名特级大师撰写的高质量比赛解说，严谨与幽默并存的栏目、

访谈、棋手风采、残局研究、训练任务和一些有关国际象棋的专题历

史散文。这些国际象棋杂志也有电子版，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一些杂志还有网上商店，在网络上售卖与棋有关的商品，像国际

象棋棋子、棋盘、棋钟和教材。例如“New in Chess”的网站上就有

上百种教材[14]。“Chess co.uk”上面也售卖围棋棋具（围棋在欧洲被

广泛称为“Go”）[23]。总的来说，可以这么认为，有足够的潜在人

口对围棋感兴趣。象棋的情况可能不如围棋理想，因为大部分欧洲棋

手不了解象棋。上文中提到的杂志是最好的代言人，可以为象棋和围

棋打广告。作者们确信，大部分杂志愿意分享一些有关象棋和围棋的

高质量信息。人们可以主动给编辑提供关于象棋的一系列文章。内容

可以是规则，一些简单的战术和比赛解说。对于棋手来说，学习规则

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杂志的编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

给杂志带来新鲜的血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围棋同样也

是如此。 

例如，和在德国家喻户晓的罗伯特·许伯纳博士[24]或谢军[25]

进行一个深度访谈，谈话的内容以象棋为主题，这对于棋手们来说非

常有意思。这两位都是非常著名的国际象棋棋手，谢军是 1995 年至

1997 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罗伯特·许伯纳是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早

期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这两位棋手在象棋方面的表现同样很

出色，谢军曾是北京市女子象棋冠军，罗伯特·许伯纳曾参加过 1993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并且是非华裔棋手中表现最

好的其中一位[26]。所以这两位棋手能够很好地为国际象棋和象棋搭

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此外，在国际象棋杂志上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给棋具、教材



和棋类软件做广告。如果国际象棋杂志中有关于象棋和围棋规则的文

章，那么为棋具做广告就顺理成章了。我们相信一些知名的卖象棋和

围棋棋具的网上商店，如“Hebsacker Verlag”（德国）[27]和“Yutopian”

（美国）[28]会很有兴趣在国际象棋杂志上发布广告吸引新客户。这

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此让我们来尝试这种办法吧。 

3.2 报纸 

在德国，你可以在报纸上阅读有关象棋比赛的文章。2015 年慕

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时，报纸上就有许多精彩的比赛报道[29]。有时

报纸上还会有各种比赛规则和背景信息介绍。 

例如： 

• 南德意志报[29] 

• 时代 [30] 

• 明镜[31] 

• 慕尼黑晚报[32] 

• 斯图加特日报[33] 

 

下象棋的人或者是参加各种比赛的人都非常喜欢阅读报纸，但是

这并不足以吸引新的棋手、棋迷或者新会员加入到象棋俱乐部。至于

国际象棋，你可以在许多报纸上面找到一些“国际象棋版块”，上面

有准确的比赛信息、题目、任务或者比赛解说。例如汉堡（德国城市）

的《时代》报纸上面就有国际象棋版块，德国著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Dr. Helmut Pfleger[34]每周都会在《时代》上撰写一些有关国际象棋奇

闻轶事和常识的文章，这些文章甚至还被编入书中[35]。当然，这会

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我们认为每周或者至少每月保证报纸上有一

个专栏，这对于向读者推广象棋和围棋是必须的。 



围棋所面临的状况和象棋差不多。现在的报纸上有许多文章，但

是仅仅关注一个事件，那就是李世石与 AlphaGo[36]围棋人机大战。

这里有些例子选自德国知名杂志： 

• 时代[37] 

• 明镜 [38] 

• 聚焦 [39] 

• 法兰克福汇报[40] 

• 南德意志报 [41] 

一般来说，报纸上关于象棋和围棋的信息十分罕见。如果你注意

到上文中列举的文章，将有关国际象棋的文章数量与象棋和围棋文章

数量对比，你会发现后者文章数量明显少很多，尤其当我们将过去两

年德国举行的象棋比赛考虑在内：2015 年慕尼黑世界象棋锦标赛[3]，

2017 欧洲象棋锦标赛[4]，同时还有前世界冠军盲棋车轮战[4]，德国

全国锦标赛和其他诸多比赛。 

此外，这里还应该提到一点，不仅仅象棋和围棋比赛之后要有新

闻报道，而且比赛之前也要有新闻通知。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吸引

人们对象棋和围棋全方位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棋手。这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财力，但却是进一步推广这些棋类项目的重要部分。 

3.3 互联网 

电视上很少播出国际象棋的比赛，围棋和象棋也同样如此。究其

原因，主要是这些棋类比赛太过复杂，而且观众期望从电视上看到最

精彩瞬间的标志性动作也几乎没有。像足球和篮球这类运动能够为观

众带来更多动作上的视觉冲击。但是似乎有另外一种媒体可以用来宣

传国际象棋（象棋、围棋）：互联网！ 

3.3.1 团体机构 



在德国，国际象棋是属于联赛体制。根据德国的区域划分，每个

地区的联赛多达十个级别。通常每个联赛里面有十支队伍，这些队伍

会在周末进行对抗赛。每支队伍由八名棋手组成。最高级别的联赛是

德国甲级联赛，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强的联赛[42]，因为一些外国的特

级大师会参加这个比赛，这其中就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国际象棋世界冠

军马格努斯·卡尔森、维斯瓦纳坦·阿南德、弗拉基米尔·克拉姆尼

克、阿那托里·卡尔波夫、鲍里斯·斯帕斯基，他们是这个最强联赛

的灵魂人物。无论如何，整个联赛的表现是高度专业化的。不管任何

时候只要你想看，你就能看到所有比赛的直播和回放，互联网上面就

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设计的[43]。除此之外，在后台运行的计算机程序

能够对当前的位置进行评估，使观看者更容易理解每个比赛。网站主

页由广告商赞助。许多公司会利用甲级联赛网站的主页作为推广他们

产品和服务的平台。 

在甲级联赛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整个赛季的最后会

将所有参赛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最后一轮。这对于所有国际象棋棋迷、

观众来说很特别，也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2017 年联赛的最后一

轮比赛地点是德国首都柏林[44]。 

在团体机构和培训国际象棋新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那就

是教练员的培养。作者本人拥有国际象棋初级和中级教练员执照。这

种执照是一种资质证明，用来确保教练员具有理论和实践技能方面的

教学资格。教练员执照根据等级，每隔几年必须要审核一次。这样可

以保证国际象棋教育的高质量[45]。象棋和围棋在官方的教练员资质



审核上还做得不够，未来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图 7（左）：德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赛事一览。图 8（右）：德国

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的精彩主页[43]。所有的比赛都可以在线观看，你

可以随时切换。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可以给出实时位置评估，并显示

多种变化可能。 

3.3.2 视频直播和专业评论 

对于推广像国际象棋、象棋和围棋这类比赛来说，不仅比赛本身

很重要，而且比赛的形象和市场也很重要。 

例如，让我们来看看飞镖比赛。在过去，飞镖被当作酒吧里面的

游戏，人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对飞镖的印象，变成我们今天所

看到的精彩比赛。如今，飞镖比赛在电视黄金时段播出，在全世界拥

有极高的收视率。飞镖比赛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里程碑事件，国际飞

镖联合会的成立，全国性和世界性锦标赛的举行，还有电视技术的飞

跃发展（分屏技术：飞镖板全景和近景视角）[46]。若缺少了这些里

程碑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飞镖比赛都不会像今天这么受欢迎。在象棋

和围棋领域，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里程碑事件，即世界各地



都有象棋和围棋协会，并且举办了各种世界性锦标赛。要想实现第三

个里程碑，我们必须将 3.3 章的第一句话考虑进去。国际象棋、象棋

和围棋似乎并不适合电视，而是适合网络直播。因此让我们一起努力

吧。但是以何种方式吸引流量非常重要。为了得到报纸、电视和棋迷

的关注，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单一的流量。运用网络摄像头进行直播是

一个机智的办法。它几乎零成本，并且你可能获得数百万观众。但是

另一方面，来自网络摄像头视角的图片可能看上去质感很不好，不如

国际象棋比赛网络现场直播那样专业。 

让我们看看德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所有比赛都是自动通过 DGT

的电子棋盘同步上传到互联网。这些棋盘可以自动识别棋子在棋盘上

的位置，并且将棋子的走位实时传输到德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的主页

上[43]。因此观众可以同时在线观看所有比赛直播。这些比赛是自动

记录的，并且每一步棋都是由后台运行的计算机程序来评估。 

图 9（左）：“棋盘 1 比赛”通过网络摄像头进行直播。使用网络摄像

头成本低，并且极为明智。另一方面，它看上去像一件低成本的手工

艺术品。图 10（右）是另外一种直播方式，该图展示的是 2008 年德

累斯顿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的现场。所有国际象棋棋盘上面都有



传感器（由 DGT 提供，见 4.2 章），比赛状况能够实时传输到互联网

上。这种方式看上去更加专业，但费用高昂。 

3.3.3 国际象棋网络服务器 

国际象棋网络服务器是棋手们之间下棋的中心平台，国际象棋爱

好者、棋迷等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流切磋。网络服务器

为下棋、分析、讨论，或者观看全世界的国际象棋比赛提供设备支持。

你可以随时下棋，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不同棋力的对手。国际

象棋热门网络服务器有成千上万的会员。 

Playchess[47]和 Internet Chess Club（ICC）[48]是两个最受欢迎但

收费的网络服务器。Playchess 是由 Chessbase（见 4.1 章）提供的德

国服务器。ICC 是第一个国际象棋服务器，诞生于 1995 年 3 月。这两

个服务器在德国都非常受欢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免费的国际象棋

网络服务器[49]： 

• Chess.com [50] 

• Chess24 [51] 

• ChessCube [52] 

• Chess Live [53] 

• FIDE Online Arena [54] 

• Free Internet Chess Server [55] 

• Lichess [56] 

• SchemingMind [57] 

• World Chess Network [58] 

另一方面，能够在线下象棋的网络服务器非常少，这在亚洲之外

的地区或者非华语地区是事实。象棋网络服务器中最出名的是： 

• PlayXiangqi [59] 

• PlayOK [60] 

象棋有很多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但是大部分在德国比较不知名。

主要原因是这些应用程序大多是中文用户界面，很多德国人不会用。



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两个程序能够提供英文用户界面。日本将棋也面临

同样的窘境，极少网络服务器能够提供英文服务，将棋网络服务器中

最出名的是： 

• PlayOK [60] 

• Dojo81 [61] 

尤其是后者，因为它有英文界面，所以越来越受欢迎。无论何时

何地，你都可以和全世界一些达到七段的棋手或者计算机程序下棋。

这个程序在电脑和智能手机上都可以运行。 

小结一下，对象棋感兴趣的人们来说，网络服务器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平台，这一点必须要考虑进去。但是欧洲棋手需要一个英文界面

的网络服务器。如果这些网络服务器能够有多种语言的用户界面，那

就更好了。一个标准化的服务器是必须的，还需要制作各式各样的广

告以便欧洲人学习下棋。 

3.4 国际象棋网络课程 

对于国际象棋来说，网络功能十分强大，除了可以视频直播之外，

还能提供网络在线课程。国际象棋杂志上面都是广告。过去，这些广

告是关于国际象棋教材、计算机和软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广告跟

网络在线课程有关，例如著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国际象棋教练

Zigurds Lanka[62]和他的得意门生阿列克谢·希罗夫[63]有一个在线视

频库，里面视频数量有两百多个[64]。当然，这些网络课程是需要付

费的，不过还有一些为了测试需要的免费课程。另外，Playchess 服务

器[47]还为初学者和更厉害的棋手提供许多视频说明。除了这些，还

有一个周播的国际象棋在线节目“Chessbase TV”，包含了国际象棋比



赛现场报道、解说、采访等等。 

围棋的情况跟国际象棋很类似，条件比较优越。网络课程中有用

英文的。有些是直接从亚洲的文章翻译过来的[65]，还有一些数不胜

数的英文视频课程，或者至少有英文字幕[66]。德国汉堡的“Hebsacker 

Verlag”[27]分别为初学者和更厉害棋手提供相对应的围棋课程，由

职业棋手授课（尹映善，来自韩国的围棋职业棋手[67]）。 

至于将棋，“Hidetchi”制作了一整个有关“如何下将棋”的系列

节目，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并且免费[68]。这个系列包括规则、比赛

解说、开局等等。作者曾经通过观看Hidetchi的视频课程来学习将棋。 

不幸的是，象棋并没有这样的网络课程。也许象棋有中文的网络

课程，但在德国甚至欧洲非常罕见。因此，要想推广象棋，就必须准

备英文的网络课程。对于潜在的非华语棋手来说，这可能是激励他们

学习象棋的唯一机会。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例外。对于说英文的象棋棋迷

来说是一个亮点，那就是方浩鉴先生的网站[69]，它是我们获得有关

象棋信息的主要来源。相比其他国际象棋，象棋的信息来源则非常少。 

4.赞助/合作 

4.1Chessbase 

Chessbase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国际象棋公司，位于德国汉堡。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象棋软件销售公司。它主要销售的软件有著名

的国际象棋程序“弗里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国际象棋数据库”

（包含七百万盘国际象棋比赛）和多种语言的训练开局、残局、战略



战术等光盘。该公司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象棋服务器（2006 年拥有

20 万个会员[47、70、71]）。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国

际象棋网络，同世界各地都有联系。“Chessbase.com”是世界上访问

量最大的国际象棋网站。当然，对于 Chessbase 来说，最重要的是售

卖软件和盈利。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合作伙伴，既有国际象棋杂志，也

有“Deutscher Schachbund”（德国国际象棋联合会[72]）等等。 

有时候，一些关于象棋和围棋的文章可以在 Chessbase.com[73、

74]或者德国网站 Chessbase.de[3、4、75、76 和 77]上面浏览阅读。

但是数量极其有限。著名女子国际象棋棋手侯逸凡曾经参观过位于汉

堡的“Chessbase”[78]。一般可以这么认为，“Chessbase”在教学光

盘制作和国际象棋信息发布上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象棋和围棋

呢？ 

中国和中国棋手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产品

销售市场。同“Chessbase”公司合作可以说是非常推荐的，这将是

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不试着制作英文甚至是德文的象棋、围棋教

学光盘呢？讲英文的市场是存在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学习 Chessbase

的经验。 

亚洲和全世界的象棋、围棋正发生什么，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文

章似乎可以被放到英文和德文的网页上？ 

4.2DGT 

DGT（数字游戏科技）是一家荷兰的电子科技数码公司，成立于

1992 年[79]。DGT 研发和生产一系列有关游戏的周边产品，尤其是棋



类游戏，像棋钟、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电子棋盘。最出名且使用广泛

的是 DGT 时钟（数字游戏计时器），用于国际象棋、围棋和其他智力

游戏。因此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象棋和围棋也会使用。电子棋盘

可以用于注册和记录比赛，从而达到训练的目的。但是电子棋盘最高

级的用途是可以注册一个比赛，然后立刻传输到互联网上。这把比赛

的传播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够将比赛评论和其他更多东西结合

起来。目前，所有高级的国际象棋比赛都是使用 DGT 棋盘被传输到

互联网上的。例如国际象棋奥利匹克团体赛（见 5.1 章）、世界国际

象棋冠军赛（见 5.2 章）和德国甲级联赛[43]。象棋和围棋如何呢？

DGT 在主页上提供一个合作机会，希望寻找新的想法。为什么不同象

棋和围棋合作呢，这样可以将象棋和围棋的比赛直播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 

4.3 德国和欧洲国际象棋联合会 

在 3.3.1 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德国联赛体制和德国国际象棋

甲级联赛。德国国际象棋联合会是所有德国国际象棋棋手的联盟组织

[72、80]。根据联合会章程，主要任务是维护和促进国际象棋的发展，

推广其他棋类项目也是它的任务。在这一点上，象棋和围棋同国际象

棋一样，都属于棋类项目。因此训练理念、竞赛组织和许多其他委员

会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这样一来，时不时地可以组织一次讨论会，

就教育、培养和训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经

验，改进我们的教学和训练方法。德国国际象棋联合会也会同公司进

行合作，例如 Chessbase（见 4.1）和不同的国际象棋杂志。另一个步



骤是联系欧洲国际象棋联盟[ECU]，并寻求合作。欧洲国际象棋联盟[81]

是欧洲国际象棋的利益联盟，所在地设在瑞士。例如，组织欧洲个人

国际象棋锦标赛就是这个联盟的任务。根据联盟章程，维护和促进国

际象棋的发展是一项重要任务。换句话说，同世界象棋联合会、欧洲

象棋联合会等其他协会的合作符合欧洲国际象棋联盟的任务。 

5.重大赛事 

5.1 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是国际象棋界规模最大的比赛[82]。它

分为男子团体世界锦标赛和女子团体世界锦标赛，但这个比赛跟奥运

会没有任何联系，仅名字看上去像。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不仅仅

是国际象棋竞赛，还为文化活动提供了交流机会，例如展示有关国际

象棋的电影、音乐、艺术展览等等。在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举行

的同时，还有举办国际象棋业余比赛，参与者也很多。通常来讲，考

虑到参赛人数，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是夏季奥运会结束之后最大

的体育盛会。下面是关于过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的一些情况： 

• 2016 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 42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1587 名参赛选手，公开组 180 支参赛队，女子组 142 支参赛队。 

• 2014 年在挪威特罗姆瑟举行的第 41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1570

名参赛者，公开组 177 支参赛队，女子组 136 支参赛队。 

• 2012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40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1407 名参赛者，公开组 157 支参赛队，女子组 127 支参赛队。 

• 2010 年在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举行的第 39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1306 名参赛者，公开组 148 支参赛队，女子组 115 支参赛队。 

• 2008 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第 38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1277

名参赛者，公开组 146 支参赛队，女子组 111 支参赛队。 

• 2006 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第 37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1307 名参

赛者，公开组 148 支参赛队，女子组 103 支参赛队。 

• 2004 年在西班牙卡尔维亚举行的第 36 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1204

名参赛者，公开组 129 支参赛队，女子组 87 支参赛队。 



参赛人数不断增加，比赛规模也不断扩大，这是大势所趋。但是

棋手本身只是其中一部分参与者。除了参赛者之外，还有领队和其他

团队成员，如教练、医生等。这是一个展示国际象棋及其相关表演的

巨大舞台，除此之外还有车轮战和棋博会。因此，这里有许多来自世

界各地的新闻媒体、电视台也就理所当然了。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期间，居然没有来

自象棋或者是围棋的报道。这个棋界盛会绝对是向世人展示象棋和围

棋的一个绝佳机会。中国国际象棋队属于世界一流水平，特别是中国

女子国际象棋队赢得过五次团体冠军。 

2018 年和 2020 年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将分别在格鲁吉亚

的巴统和俄罗斯的斯汉特-曼西斯克举行[83]。象棋和围棋协会应该尽

力在那期间组织一场旗鼓相当的竞赛。我们相信大部分国际象棋奥林

匹克团体赛的参与者会注意到的，而且，车轮战和棋博会将有利于推

广象棋和围棋。 

印象中的 2008 年德累斯顿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现场。图 11（左）：

第一轮比赛之前的宁静。图 12（右）：女子组比赛现场 

5.2 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国际象棋届的最高头衔。虽然特级大师

和国际大师有很多，但是世界冠军只有一个。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由

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FIDE）组织[84]。通常来说，这场比赛是卫冕

冠军和他的挑战者之间的对抗。每个赛季都有亮点，且是一个持久战。

这个比赛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85]。每个国际象棋爱好者都知道这

些列出来的世界冠军（男子）： 

• 奥地利的威廉·斯坦尼茨 (1886-1894) 

• 德国的埃曼纽尔·拉斯克 (1894-1921) 

• 古巴的何塞·卡帕布兰卡 (1921-1927) 

•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阿廖欣(1927-1935, 1937-1946) 

• 荷兰的马克斯·尤伟 (1935-1937) 

• 苏联的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 (1948-1957, 1958-1960, 1961-1963) 

• 苏联的瓦西里·斯梅斯洛夫 (1957-1958) 

• 苏联的米哈伊尔·塔尔 (1960-1961) 

• 苏联的提格兰·彼得罗相 (1963-1969) 

• 苏联的鲍里斯·斯帕斯基(1969-1972) 

• 美国的鲍比·费舍尔 (1972-1975) 

• 苏联的阿那托里·卡尔波夫(1975-1985) 

• 苏联的加里·卡斯帕罗夫(1985-2000)* 

• 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2006-2007)   

• 印度的维斯瓦纳坦·阿南德(2007-2013) 

• 挪威的芒努斯·卡尔森(2013- today) 

这些比赛中有一些较为特殊，例如 1972 年（雷克雅维克）鲍里

斯·斯帕斯基和鲍比·费舍尔的对决被誉为世纪之战[86]。全世界的

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都报道过这场比赛。这为国际象棋做了一个广

告。从来没有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能吸引如此多的关注。 

*1993年卫冕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和他的挑战者奈杰尔·肖

特从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中脱离，组织他们自己的世界冠军赛[87]。

1993 年至 2006 年，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用不同的模式组织比赛，如

单淘汰赛和双循环赛。这些比赛很精彩，也很令人振奋，但却不像之



前的对抗赛那样受到欢迎。2006 年，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决定恢复

到以前的对抗赛。 

有趣的是，在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赛中，传统的对抗赛也比其

他竞赛模式要更加吸引人。从 2010 年初开始，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

军赛改为每年一届[88]。2 名棋手进行对抗赛的传统模式和 64 名棋手

参加的淘汰赛模式，这两种比赛模式交替进行。从棋手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比赛更加有意思，因为更多的棋手能够有机会参赛。但是从卫

冕冠军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比赛和传统的国际象棋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反而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赌博。所以，国际象棋世界女子第一侯逸凡[89]

拒绝参加这样的比赛也就并不奇怪了。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和国际象

棋界对于侯逸凡的决定表示遗憾。现在，侯逸凡不再是世界冠军，但

她依然是国际象棋世界第一。 

那这对于世界象棋锦标赛意味着什么呢？世界象棋锦标赛诞生

于 1990 年，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参加的公开赛[90]。2017 年第 15 届世

界象棋锦标赛将在菲律宾举办。全亚洲尤其是中国都很关注这项赛事。

但是欧洲呢？除了一些象棋爱好者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我们认为，卫冕冠军和他的挑战者之间的比赛，在亚洲以外的地

区更受到重视。关于特定数量的比赛的争夺。一场真正的对抗赛，棋

手面对面坐在棋盘面前，通过现场直播发布到互联网上。这将是世界

冠军赛的最好模式。为什么不试着思考一个新的世界冠军赛模式呢？ 

对于观众来说，另外一个好处是：更容易记住棋手的名字。 



图 13（左）：国际象棋女子世界第一，前世界冠军侯逸凡在德国巴登

巴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图 14（右）：卫冕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芒努斯·卡

尔森在 2015 年德国汉堡进行车轮战。 

5.3 车轮战 

5.3.1 盲棋车轮战 

国际象棋盲棋车轮战是一种特殊的比赛形式，令所有观众印象深

刻。即使是不懂国际象棋的人们，也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国际象

棋以其复杂而闻名，即便不是盲棋。国际象棋盲棋历史悠久[91]。有

一点很重要，这样的比赛形式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我们可以利用这

种比赛形式来推广我们喜爱的象棋和围棋。 

国际象棋盲棋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米格

尔·奈多夫。1947 年在巴西圣保罗，他同时面对 45 名对手。这个记

录一直保持了 64 年。2011 年 11 月，德国棋手马克在德国的松特海

姆/布伦茨创下了 1 对 46 的盲棋车轮战新世界纪录。许多报纸都报道

了这一新闻，总之，这为国际象棋在德国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93、

94、95 和 96]。2016 年 12 月，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雷耶夫（乌兹别

克斯坦）以 1 对 48 刷新了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97]。 



目前，象棋盲棋记录的保持者是前象棋世界冠军蒋川（2011）。

2013 年蒋川进行了一场 1 对 22 的比赛。遗憾的是，不管在互联网上，

还是报纸、杂志上，都没有英文或者德文的报道。蒋川在德国非常有

名，因为他曾在 2015 年欧洲象棋锦标赛期间，同 8 个对手下过盲棋

指导棋。关于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至少有一篇德语的文章报道此事

[4]。将来会有更多的文章，这只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有

望将象棋带到德国和欧洲媒体面前，因此未来阅读更多的文章是有希

望的。同样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仅仅要在比赛之后写报道，还

要提前宣传比赛，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记者（见 3.2 章）。

2017 年 6 月，蒋川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即 1 对 26 的象棋盲棋

记录。中国媒体通过网络、手机直播进行了大量的宣传[98]，但很遗

憾，在德国媒体这边没有任何水花。不过仍然有一个例外，作者在

Chessbase.de 上用德文写了一篇文章[99]。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将

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代表团身上，其主要成员有芬兰的 Mikko 

Törnqvist、白俄罗斯的 Sergei Korchitskij、Guido Freyer、Pascal Bieg 和

薛忠（后三人来自德国）。除此之外，作者还解释了国际象棋盲棋和

象棋盲棋之间的不同。国际象棋盲棋可能更容易记忆，因为比较静态。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象棋则更加的动态化，所以更难记忆。除此之外，

象棋相较国际象棋而言，前者一般比赛时间更长。 

在围棋盲棋比赛中，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是鲍云（中国），他于 2015

年 5 月创下 1 对 4 的记录。但是这一记录在欧洲鲜为人知，只是在互

联网上有一个非常简短的报道[100]。 



图 15（左）为 2015 年慕尼黑欧洲象棋锦标赛期间，象棋前世界冠军

蒋川正在进行 1 对 8 盲棋指导棋。图 16（右）为 2011 年在德国的松

特海姆/布伦茨，马克正在创造 1 对 46 的国际象棋盲棋世界纪录。 

5.3.2 特殊的车轮战 

没有比儿童或者年轻妇女的特别表演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了。棋类

项目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表演，并且有过很多案例，每一个都可以成

为象棋和围棋的广告。一张非常出名的老照片还原了 1920 年 8 岁的

雷舍夫斯基进行车轮战的场景[101]。当作者看到照片中的小雷舍夫斯

基（见图 17），至今都念念不忘。伊丽莎白在德国家喻户晓，是国际

象棋的活招牌。她在德国国际象棋女子中排第一位，2002 年和 2005

年两次获得国际象棋青年世界锦标赛冠军[102]。作为德国的天才少年，

她在报纸和电视上很受关注。她的国际象棋车轮战直到现在都备受瞩

目。 

中国棋手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下象棋和围棋的青少年实力要远远

超过大部分欧洲棋手。他们可能会给德国和整个欧洲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在下一次德国游历期间，他们可以参观国际象棋俱乐部，并且进

行一场车轮战。记住，不要忘记通知报纸和电视媒体，在车轮战之前



做好宣传工作。 

图 17（左）是 1920 年 8 岁的雷舍夫斯基进行车轮战的场景。图 18

（右）是伊丽莎白正在进行车轮战。她总是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引

起人们的注意。 

5.4 玩具博览会 

在德国，有很多玩具博览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南部最大的斯

图加特玩具博览会[104]和纽伦堡国际玩具博览会[105]。这两个博览

会每年都会举办。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和游戏贸易博览会，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 2700 名参展商在该博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游戏和产品。

通常来说，你可以在这种博览会上测试和体验大部分展出的游戏。同

样，国际象棋和围棋也有摊位，可以用来宣传比赛规则、发布信息。

遗憾的是，没有关于象棋的信息。同其他参展商寻求合作非常有用。

特别是巴登-符腾堡国际象棋联合会每年在德国南部玩具博览会中有

一个很好的摊位，吸引了非常多的参观者[106]。 

5.5 文化大使 

日本将棋协会[107]负有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将棋的使命。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们组织比赛、会议和研讨会，同时他们还支持



和赞助国际比赛。关于日本将棋，已经有文化大使在日本之外的地区

推广将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在象棋和围棋上看到这样特

殊的人物。没有人比青野照市职业九段更适合这个工作了[108]。他写

了很多将棋教材，其中一部分还被翻译成英文。这些书在德国广受好

评。 

在德国，青野照市讲授将棋课程，还下车轮战。所有参与者都非

常享受，并且能够从青野讲授的将棋知识和经验中收获很多东西。 

文化大使这一职位似乎在象棋和围棋是空白的。至少在欧洲没有

人知道。当然，有时会有优秀的棋手在俱乐部授课或者下车轮战，但

都不是中国象棋协会或者中国围棋协会官方主办的，以致于并没有很

高的名气。文化大使可以在欧洲参观国际象棋俱乐部、玩具博览会和

中国文化节的时候，为象棋和围棋打广告。首先，欧洲人必须知道有

象棋、围棋这样有趣的游戏，文化大使要传递有关这些游戏的信息。

其次，文化大使必须深度挖掘这些游戏的策略和历史，并给予帮助和

建议。 

前中国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具有成为象棋宣传大使的潜力[25]。

她在德国知名度很高，并且她象棋下得很好。在她 10 岁的时候，她

成为了北京市女子象棋冠军。因此，不管是国际象棋还是象棋，她都

可以胜任，而且还可以国际象棋和象棋举行研讨会，以此来吸引更多

的目光。 



图 19（左）：2013 年 10 月，在德国路德维希港举行的德国国际将棋

节上，将棋文化大使青野老师正在授课。图 20（右）：2015 年第二届

德国国际将棋节上，一些其他的将棋文化大使（非官方）渡边明（九

段）和广濑章人（八段）[110]。他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赛后这两位

棋手在观众面前进行复盘，分析了他们走棋时的想法。 

图 21：渡边明和广濑章人在下车轮战。图 22（右）：另一位将棋文化

大使（非官方）。高田尚平，职业六段，2014 年六月在德国卡尔斯鲁

厄举办将棋研讨会。 

5.6 中国茶馆和中国餐馆 

在德国，如果你问别人到哪里能够找到有中国文化的地方，那么

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是中国茶馆或者中国餐馆。这些地方通常是由中

国人经营的。这些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许他们还知道象棋和围棋



规则。 

有一些中国餐馆非常大，里面有独立的包厢，可以用来庆祝生日，

比较私密。这样的地方非常适合下象棋或者围棋。至少请求在中国餐

馆里面放置一些象棋、围棋棋具来吸引人气是非常值得的。我经常看

到一些对于中国菜感兴趣的人，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

说，应该在这些餐馆里面放一些解释象棋和围棋规则的传单。 

中国茶馆同中国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同象棋和围棋的关系也很

紧密。例如，斯图加特的太极茶馆[111]就是来自德国和中国的象棋、

围棋爱好者们每周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一边喝茶，一边探讨棋

艺或者下棋。这一切使得茶馆变得舒适，环境良好，氛围轻松，追随

者众多。 

太极茶馆提供国际象棋、象棋和围棋的棋具、教材，并且还分发

这些棋类项目的宣传小册子。更多关于茶馆的信息可以在

aivita.de[112]上面找到，这是一个致力于向德国人民传播中国文化的

协会。它成立于 2015 年 2 月，时常举办一些关于中国茶道和书法的

文化研讨会。“aivita”的字面意思是“热爱生活”。aivita.de 的会长是

诺伯特·瓦格纳，本文的共同作者，斯图加特太极茶馆的经营者（见

1.2）。 

6.结论 

在这一部分，我们用简短的语言总结本文中提到的所有可以帮助

推广象棋和围棋的想法： 

• 在国际象棋期刊、杂志上面刊登关于象棋和围棋的文章 

• 在报纸上面刊登更多关于象棋和围棋的文章 



• 象棋和围棋专业现场直播（附带点评） 

• 象棋、围棋网络服务器的建立（英文） 

• 象棋、围棋网络在线教学课程（最好免费） 

• 同国际象棋有关的公司合作，如 Chessbase 和 DGT 

• 同德国和欧洲国际象棋联合会合作 

• 在一些大型赛事期间为象棋和围棋打广告，如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和

世界国际象棋冠军赛 

• 车轮战 

• 玩具博览会时进行摆摊 

• 设立文化大使 

• 在中国茶馆和中国餐馆里面打广告 

附录：照片集锦 

以下照片展示的是“我们”最爱的棋类项目——象棋、围棋、国

际象棋和将棋，这些照片令人感到身临其境，可以很好地推广这些项

目。让我们努力在全世界推广它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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