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棋在欧洲的发展 

                                    濮方尧 

 

欧洲象棋联合会简介 

欧洲象棋联合会英文名称 European Xiangqi Federation 

（简称欧象联 EXF），下辖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

兰、芬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8 个会员国，总部设在德

国慕尼黑。德国象棋协会的耐格勒主席（Michael Naegler）

和荷兰象棋协会的陈华钟主席（Ding Wa Chong）共同担任执行主席，薛忠（Xue 

Zhong）担任秘书长。欧象联已举办欧锦赛 30 届，近年来承办了第二届世界智

力运动会象棋比赛（2012 里尔）、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五大洲巡回赛欧洲站

（2014 汉堡）、首届世界象棋公开赛（2014 柏林）、第 14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2015

慕尼黑）、第二届世界象棋公开赛（2016 赫尔辛基）、首届世界青少年象棋锦标

赛（2016 汉堡）等多项欧洲和世界级的比赛。欧象联还与荥阳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象棋文化推广战略合作协议，2017 年 7 月在汉堡大学孔子学院（汉堡豫园）

合作举办了 G20 汉堡象棋国际邀请赛暨《感知中国—楚河汉界象棋文化展》。象

棋文化首次作为国家形象推广活动内容，被中宣部纳入汉堡 G20 峰会“感知中

国”系列活动。 

欧象联会员已达 500 余人，非华越裔棋手占一半以上。近年来土耳其、爱尔兰、

西班牙、白俄罗斯先后成立了象棋协会或俱乐部，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也开始

举办象棋公开赛，为世界象棋运动注入新鲜血液。 

 

 

 

 

 

 

 

 

 

 

 

 

 

   欧象联所属 8 个会员国协会 
 

 



2017 年 1 月 27 日，是欧洲象棋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天——欧洲象棋联合会正

式在总部所在地德国慕尼黑正式完成注册。标志着象棋在欧洲正式以竞技体育的

形式规范化发展，欧洲象棋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欧象联创始会员 2017 年 1月 27 日 

 在慕尼黑注册成立 EXF 协会 

 慕尼黑法院为欧象联公益   

 协会出具的官方注册文件 

 欧象联领导人和执委会成员名单（2017-2019） 



随后在慕尼黑举行了“中国•辉南龙湾杯”第 30 届欧洲象棋锦标赛暨蒋川（Jiang 

Chuan）蒙目 1 对 26 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欧洲区选拔赛。此前曾在第 14 届世

界象棋锦标赛上战胜过中国特级大师谢靖（Xie Jing）的来自英国的老将黄春龙

（Huang Chunlong）力压群雄，获得个人首个欧洲冠军。通过此次赛事的选拔，

来自德国的福贵多（Guido Freyer）、帕斯卡（Pascal Bieg），来自芬兰的邓明高

（Mikko Toernqvist）和来自白俄罗斯的柯棋斯基（Sergej Korchitskiy）参加了 6

月 18 日在中国吉林辉南举行的蒋川蒙目 1 对 26 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并取得

了 1 胜 1 和 2 负的优异战绩，标志着欧洲棋手从数量到质量上的全面提升。 

 

那么象棋这项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游戏是如何在欧洲生根发芽的？又如何发

展壮大，演变成今天这种如火如荼的局面的呢？我们下面就来回顾一下象棋在欧

洲的发展历史。 

 

“中国•辉南龙湾杯”第 30 届欧洲象棋锦标赛暨蒋川蒙目 

1 对 26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欧洲区选拔赛 

欧洲区选拔赛的非华越裔组前四名棋手代表欧象联参加在中国吉林省辉南县举

行的蒋川蒙目 1对 26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取得 1胜 1和 2负的优异战绩。 



一、 象棋在欧洲萌芽 

随着一些来自中国、越南等亚洲的国家象棋爱好者落户欧洲，象棋也被带到了欧

洲。于是早在 1984 年，欧洲的象棋爱好者汇聚一堂，第一届欧洲象棋锦标赛就

此诞生。最终来自法国的棋手王孝仁（Taing Hao Yen）技高一筹，获得首个欧洲

冠军。从此欧洲象棋锦标赛成为了欧洲棋友每年固定的碰面、交流的机会。同时

也带动了象棋在欧洲各国的发展。 

 

随后在 80 年代后期，一些因为种种原因接触过中国文化的“老外”开始加入到

欧洲的象棋活动当中，并自发的成立了一些象棋组织，象棋在欧洲逐步开始进入

欧洲各国的主流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华人或越南人的圈子内。而中国象

棋协会也加强了和欧洲各国的交流，多名顶尖国手来到欧洲进行指导、交流，极

大程度的推动了象棋在欧洲的发展。 

 

  

 

1990 年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届世界象棋锦标赛，这对于象棋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

意义，象棋真正意义的走出了国门。来自法国的胡伟长（Woo Wei Cheung）、邓

清忠（Dang Thanh Trung），来自荷兰的张荣安（Cheung Wing On）、陈华钟（Ding 

Wa Chong）和来自德国的黄学孔（Huang Xuekong）5 名棋手参加了首届世锦赛。

虽然当时象棋界的高手还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欧洲棋手还并不

能成为左右世锦赛最终结果的重要力量，但是有机会能参与到世界比赛中还是让

欧洲象棋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加坚定了在欧洲大力发展象棋的决心。与此同时，

德国象棋协会的出现更让象棋在欧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期。 

 

 德国汉学家施密特（中）1986 年组织   

 12个洋棋手首次访问中国象棋协会， 

 与当时的陈远高主席会面。 
 

 

 德国许普纳（左）和中国胡荣华 1987 年 

 在柏林举行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双棋对 

 抗赛，在德国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二、 德国象棋协会的成立 

德国汉学家施密特（Rainer Schmidt）早在 1985 年就在柏林成立了象棋组织——

Xiangqi e.V.，而 1989 年乌韦（Uwe Frischmuth）在汉堡也成立了象棋组织——

Spielgemeinschaft Chinaschach Hamburg von 1989。到了 1992 年，德国象棋协会

（Deutscher Xiangqi-Bund，缩写 DXB）成立，因工作关系来到中国并因偶然机

会结缘象棋的耐格勒博士（Dr. Michael Naegler）担任协会主席。这里指的一提

的是，德国象棋协会的主要成员均为德国人，这对于象棋活动在当地深入开展有

很大的好处。 

 

前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对于国际象棋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也是一

名水平很高的业余棋手。因此，德国象棋协会把来自中国的象棋以及象棋在德国

开展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他非常认可德国象棋协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象棋的

方式进行沟通，以下是他的来信。 

 

 

 

 

 

 

 

 

 

 

 

 

 

在信里他写到： 

“这个游戏的规则 700 多年还保持

不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今象

棋软件可以作为辅助训练的科技手

段。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能通过这个奇妙

的游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

我也祝愿你们的象棋协会跟这个令

人尊敬的伟大的智力游戏一样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 

 

 

 

 

 

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的祝愿信 

（1987 年 9 月 22 日于波恩） 



于 1993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暨世界象棋联合会成立仪式上，

耐格勒博士和乌韦作为非华裔棋手代表发言，而乌韦的一句话成为了德国象棋人

及全体致力于象棋在欧洲推广的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乌韦说了什么？笔者

在此先卖个关子。当届世锦赛德国队共有 12 名队员参赛，其中绝大多数为德国

人，成为赛事中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其中国际象棋名手许普钠（Robert Huebner）

的参赛更是引发德国人的高度关注，德国的象棋热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值得一提

的是，每一届世锦赛均有德国棋手参与，而 2015 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本土世

锦赛上更是有多达 14 名棋手参赛。 

 

 

 

 

 

 

 

 

 

 

 

 

 

 

 

 

德国是 1993 年世象棋创会会员 德国棋手乌韦代表运动员发言 

2013 年惠州世锦赛开幕式德国队全体棋手与霍震霆主席合影留念 



1992 年德国开始举行全国范围的象甲联赛（Bundesliga），甚至比中国的象甲联

赛开始的还要早。从 1995 年开始，德国象甲联赛确定赛制：每年举行 4 站分站

赛，同队中成绩最好的三名棋手的总积分相加记为该队在此战比赛的团体积分，

取 3 站团体积分最高的分数相加，即为该队的赛季团体成绩，由此决出团体冠军。

同时每名棋手取成绩最好的两站比赛的积分相加，分数最高的 6 名棋手获得参加

总决赛的资格。赛季的收官战，也是德国象棋的压轴大戏——德国总决赛

（Deutsche Meisterschaft）将决出年度的个人冠军。 

 

 

 

 

 

 

 

 

 

 

 

 

 

 

 

 

 

截止至 2017 年，德国总决赛已进行了 24 届，共诞生了 11 位德国冠军，其中德

国象棋协会主席耐格勒博士共 6 次折桂，成为获得德国冠军次数最多的棋手。其

中他在 1996 年至 1998 年连续三次获得德国个人冠军，成果德国象棋历史上的第

一个三连冠。这个纪录直到 16 年后才被濮方尧（Pu Fangyao）打破，其 2011 年

至 2014 年连续四次获得德国个人冠军，成为德国个人赛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四连

冠。此外张章（Zhang Zhang）和薛涵第（Xue Handi）均为三次参加总决赛，三

次均成功夺冠，同时两人均完成三连冠的伟业。德国警官霍甲腾（Karsten Hoffarth）

也在 2002 年和 2003 年两次成功问鼎，另有 6 名棋手获得过一次德国冠军。 

而德国象甲联赛分站赛截止至 2016 年共举行了 86 站比赛（21 个赛季，每赛季 4

站，其中 1996-1997 赛季和 2010-2011 赛季各 5 站），足迹遍及德国的 17 个城市

和地区。在 86 站比赛中共有总计 1461 人次参赛，平均每站 17.0 人参赛。其中

2012 年德国象甲联赛 20 周年纪念海报（汉堡豫园） 



2008-2009 赛季第一站汉诺威站的比赛中，共有 30 名棋手参赛，是史上联赛参赛

人数最多的一次；而 2011-2012 赛季第一站，同样也是在汉诺威，却仅有 5 名棋

手参赛，是史上参赛人数最少的一次。 

 

团体方面，耐格勒博士、霍甲腾以及迈亚棋（Michael Meyersieck）、高拔（Bastian 

Gollmar）领衔的林根（Lingen）队共 10 次夺得团体冠军，而老牌劲旅汉堡（Vfs 

Hamburg）队也获得过 7 次团体冠军。 

 

除了每年定期举行的联赛分站赛、总决赛外，德国各地方协会还会举行很多地方

性赛事，例如柏林夏日杯（Berliner Sommerpokal）等赛事。各项赛事、活动的

积极开展，既有助于棋友间的广泛交流，提升水平，同时也有助于象棋运动在各

地的宣传、推广。再加上德国人严谨、认真，同时又有毅力坚持等因素，象棋在

德国由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除了象棋赛事的积极开展，象棋在德国本土棋手之间的广泛开展也对象棋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不断有非华越裔棋手涌现，特别是当中有不少是年轻

人。随着年轻人的不断涌现，本土棋手的积极参与，德国象棋的繁荣景象就会一

直延续下去。 

 

当然如果仅靠德国来带动象棋在欧洲的发展，终归有些孤掌难鸣。象棋在欧洲全

面开花结果，也离不开其他象棋组织的努力，其中法国、荷兰、英国、意大利也

在当地华越名流的带领下，积极开展象棋活动，同样为象棋在欧洲的发展做出巨

大贡献。 

 

2012 年杭州棋院派队应邀参加柏林夏日杯 杭州和江苏棋院代表团与德国队合影留念 



三、 象棋活动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开展 

来自法国的黄秋鹏（Kim Laurent）和来自荷兰的陈华钟都是当地的华人界名流，

同时也是当地象棋发展的领路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法国和荷兰成为欧洲象棋发

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法国巴黎承办了前 6 届欧锦赛中的 5 届，共 8 次承办欧锦赛

个人赛。同时当时法国棋手的实力在欧洲也是顶尖水准，前 10 届欧锦赛的个人

冠军均被法国棋手包揽，而迄今为止邓清忠 8 次获得欧洲冠军，成为获得欧洲冠

军次数最多的棋手。除了王孝仁和邓清忠外，曾国强（Lim Sambat）、谢鸿合（Ear 

Har）、许松浩（Hua Say Ty）和胡伟长四位法国棋手先后获得过欧洲冠军。同时

和德国一样，法国棋手也参加了迄今为止的全部 14 届世锦赛。其中 1999 年第 6

届世锦赛上，代表法国出战的原北京名手李琛（Li Chen）勇夺世锦赛女子组亚

军，成为历史上唯一一名获得象棋国际大师的欧洲女子棋手。而许松浩在男子组

比赛中勇夺第 8 名，成为欧洲男子棋手在世锦赛上取得的最好名次。这一纪录直

到 14 年后的 2013 年世锦赛才被德国棋手濮方尧以第 5 名的成绩打破，随后在

2015 年第 14 届世锦赛上，同样来自德国的年轻棋手薛涵第以第 4 名的成绩再次

将此项纪录改写。胡伟长、邓清忠和许松浩均获得世象联棋联大师称号。 

 

荷兰象棋协会（Nederlandse Xiangqi Bond，缩写 NXB）在陈华钟主席的带领下 2

次承办欧锦赛个人赛，并诞生了多位欧洲名手。其中棋牌“五项（象棋、国际象

棋、围棋、国际跳棋、桥牌）全能”高手叶荣光（Ye Rongguang）两次在世锦赛

获得第 10 名的优异成绩，成为荷兰第一位获得世象联棋联大师称号的棋手。而

女子棋手余晓兰（Yu Xiaolan）巾帼不让须眉，在 2015 年世锦赛上夺得第 4 名，

同样获得棋联大师称号。荷兰棋手也参加了至今为止的全部 14 届世锦赛。 

 

英国象棋协会则由黎池刚（Lai Chi Kong）老先生领衔，6 次承办欧锦赛个人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 年欧锦赛上，有 6 名来自中国的大师、特级大师参与

欧锦赛（不参与排名），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黎池刚杀出重围，成为战绩最好

的欧洲棋手，获得当年的欧洲冠军，打破了法国棋手对欧洲冠军的垄断。此外英

国棋手陈发佐（Chen Fazuo）在 2015 年世锦赛上勇夺第 9 名，获得世象联棋联

大师。黄春龙更是在当届赛事上大爆冷门，击败了中国的特级大师谢靖，成为第

一个在世锦赛上战胜中国顶级特大的欧洲男子棋手（要知道代表中国参加世锦赛

的特级大师在世锦赛上输棋总数都寥寥无几）。自 1993 年第 3 届世锦赛起，历届

世锦赛均有英国棋手参与。 

 

意大利象棋协会（Federazione Italian Xiangqi，缩写 FIX）早期由欧洲名手何志敏

（He Zhimin）领军，三次承办欧锦赛个人赛。随后获得过中国全国女子冠军的



特级大师林野（Lin Ye）移居意大利，并在 1997 年世锦赛上技压群芳，成为欧

洲唯一一位世界冠军，同时她也获得了世象联授予的最高级别的等级称号——象

棋特级国际大师。林野也是欧洲棋坛历史上唯一一位特级国际大师。和英国一样，

意大利棋手也参与了自 1993 年起的历届世锦赛。 

 

除了上述几个象棋在华越裔人群中开展的有声有色的国家外，还有两个国家和德

国类似，象棋在当地本土棋手中广受欢迎，他们就是芬兰和俄罗斯。 

 

四、 象棋在芬兰和俄罗斯的发展 

和耐格勒博士一样，在中国因偶然机会结缘象棋的 Raimo Lindroos 老先生成立了

芬兰象棋协会。出于对这项智力运动的热爱和在本国发展该项运动的决心，

Lindroos 先生从中国购置了大量的棋具，并在回国后组织成立了芬兰象棋协会。

在他和继任者艾迪莫（Timo Aitta）的努力下，芬兰象棋协会逐渐发展壮大。精

通十多种语言的邓明高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凭借会汉语的优势，邓明高不仅棋

艺上进步神速，还积极参与到各种象棋活动中。在 2014 年欧洲象棋锦标赛上，

邓明高豪取第 4 名的优异战绩，创造非华越裔棋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自

1997 年起，芬兰棋手多次参加世锦赛，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芬兰队的棋手

多为非华越裔棋手，而其整体水平也高过本国华越裔棋手。 

 

同样以非华越裔棋手为主力的欧洲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象棋协会成立时间不长，

2009 年才首次有棋手参加世锦赛。但是至今为止，俄罗斯所有参加世锦赛的棋

手均由俄罗斯本土棋手构成，其中的代表人物鲁缅采夫（Dimitriy Rumyantsev）

是水平最高的棋手，也是参与象棋活动热情最高的。 

 

除了上述几个象棋开展的比较好的国家外，其他也有奥地利、葡萄牙等国家有棋

手参与世锦赛，但因为缺少合理的组织，最终没能成为欧洲象棋的一股势力。 

 

但是随着象棋在欧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有一些国家开始筹备或已经建立了自己

的象棋组织，例如白俄罗斯、西班牙和匈牙利，相信欧洲象棋的会员会逐步增加，

象棋会在更多欧洲国家生根发芽。 

 

五、 欧洲象棋的高速发展时期 

随着欧洲各个国家象棋协会的建立，欧洲象棋活动的日益增加，欧洲棋手水平的

日益提升，加入到世界象棋发展的核心圈成为欧洲棋手普遍的共识，这也是象棋

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这一时代发展的需要，欧洲象棋第一代领路人的代



表人物黄秋鹏站了出来，于 2005 年在法国巴黎承办了第 9 届世锦赛。这是世锦

赛第一次来到欧洲，从参赛选手到比赛组织者，欧洲象棋发展迎来了第一次蜕变。

而巴黎世锦赛的成功举办，也为欧洲象棋昂首走入世界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因为种种原因，黄秋鹏逐渐淡出欧洲棋坛，而此时欧洲象棋第二代领军人物

——薛忠（Xue Zhong）又及时出现。薛忠棋艺水平了得，2010 年首次参加德国

总决赛就摘走桂冠，2013 年世锦赛获得第 10 名，获得世象联棋联大师称号，同

时精通英语、德语，组织能力极强。以他为核心的办赛团队成功的于 2012 年在

法国里尔协助世象联承办了第二届世界智力运动会。随后在 2014 年，这个办赛

团队又在柏林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象棋公开赛，同年 11 月份，第 6 届“淮阴●

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首次走出国门，亮相德国汉堡。2015 年该团队临危受

命，在仅有三个月准备时间的情况下，成功的在德国慕尼黑承办了第 14 届世界

象棋锦标赛，也让世锦赛时隔 10 年后再度来到欧洲。随后在 2016 年，在芬兰象

棋协会的协助下，第二届世界象棋公开赛落户芬兰赫尔辛基。紧接着办赛团队回

到德国汉堡，成功举办首届世界青少年象棋锦标赛。三年内连续在欧洲承办 5

项世界级象棋赛事，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欧洲各地象棋运动的发展，帮助象棋真正

意义的走出国门，冲出亚洲。 

 

前文提到了乌韦在 1993 年世锦赛上的讲话，他说他希望非华裔棋手能够不仅仅

成为象棋运动的参与者，更希望能以组织者的身份加入到象棋大家庭中来——这

也是几代欧洲象棋人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黄秋鹏和薛忠领衔的办赛团队终于实

现了欧洲象棋人的夙愿，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象棋在欧洲会长盛不衰。 

 

在 2011 年前，受限于各方面条件，除了林野和李琛外，欧洲棋手，特别男子棋

手并没能在世界比赛中展现出很高的水准。但是拥有健全的组织，良好的赛事平

台，欧洲诞生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棋手也是瓜熟蒂落的事情。随后几年欧洲棋手完

成了从数量到质量的蜕变，在世界大赛中的成绩也是逐步提升。 

 

六、 欧洲高水平棋手的涌现 

前文提到，欧洲男子棋手在世界级大赛中的成绩一直属于不温不火，最好成绩是

法国棋手许松浩在 1999 年世锦赛取得的第 8 名。然而在最近 10 年，这一切发生

着重大变化： 

 

先是法国棋手邓清忠在 2007 年澳门世锦赛上取得了不败战绩，这是欧洲男子棋

手第一次在世锦赛取得不败战绩。最终他 9 战 3 胜 6 和，获得第 11 名。 



 

在 2008 年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上，法国棋手冯丹和德国棋手濮方尧先后在团体

赛对阵中国的比赛中战和象棋大师孙勇征（Sun Yongzheng），这是标志着欧洲棋

手有能力在世界比赛中和中国棋手对抗的开端。 

 

在 2011 年第三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上，德国棋手耐格勒博士先后

战和香港棋王黄学谦（Wong Hok Him）和澳门棋王李锦欢（Lei Kam Fun），拿

到了非华越裔棋手在国际比赛中对抗亚洲顶级高手的第一分。 

 

在 2012 年第二届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上，德国棋手薛忠力压多名东南亚顶尖高

手，获得第 4 名的优异成绩。 

 

在 2013 年第 13 届世锦赛上，德国棋手濮方尧 9 战 4 胜 5 和保持不败，取得了第

5 名的成绩，成为当时欧洲男子棋手在世锦赛取得的最好成绩，并成为欧洲历史

上第一位男子国际大师，同时 9 战 13 分的积分也打破欧洲男子棋手在世锦赛上

的最高积分纪录。同时薛忠也获得棋联大师称号，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世

象联称号的华越裔棋手。在当届比赛中，英国棋手黄春龙战和了世界冠军，来自

中国的特级大师王天一（Wang Tianyi），只可惜因对手分之差，无缘棋联大师称

号。 

 

2014 年第 6 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上，德国棋手濮方尧在小组赛最

后一轮战胜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获得者，特级大师赵鑫鑫（Zhao Xinxin），成为

第一位在正式比赛中战胜中国顶尖特大的欧洲男子棋手。而其取得的第 7 名的成

绩也是欧洲棋手在这一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2015 年第 7 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上，德国棋手薛涵第在小组赛中

战和特级大师赵鑫鑫，显示了欧洲棋手强大的实力和顽强的作风。 

 

2015 年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第 14 届世锦赛上，除了前文提到的英国黄春龙战胜

中国特级大师谢靖，以及英国棋手陈发佐，荷兰棋手余晓兰喜获棋联大师称号外，

德国薛涵第追平了濮方尧在前一届世锦赛上取得的 9 战 13 分的积分纪录，同时

更是将欧洲男子棋手在世锦赛上的最好名次又提升了一名。 

 

2016 年在广东东莞凤岗举办的第八届杨官磷杯象棋公开赛上，德国棋手薛涵第

表现突出，接连战胜数位越南一流高手和东南亚高手，取得了海外组第三名的好



成绩，这也是欧洲棋手第一次在世界级大赛进入个人前三名，具有历史意义。 

 

2017 年蒋川蒙目 1 对 26 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上，白俄罗斯棋手柯棋斯基成功

逼和蒋川，而德国棋手帕斯卡更是战胜了蒋川。虽然是盲棋车轮战，但作为非华

越裔棋手，能和世界冠军获得者，特级大师蒋川下出如此结果，也震惊了整个赛

事。 

 

欧洲棋手还在世界比赛中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战绩，在此不一一列举。也许这些成

绩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偶然性，但是欧洲棋手整体水平的稳步提升和越来越多的高

水平棋手的涌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欧洲棋手不仅在实战水平上迅速提升，在象棋理论和象棋文化等方面也做到了两

手抓，下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欧洲象棋人在象棋理论、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七、 欧洲象棋人在象棋理论、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 

早在上个世纪，德国汉学家施密特就翻译了中文书籍《象棋中局战理》，此后莱

德（Rudolf Reinders）也撰写了多部象棋文献资料，特别是关于象棋起源和象棋

文化发展的相关资料，成为欧洲早期了解象棋及象棋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 2014 年第二届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上，欧洲象棋联合会秘书长薛忠，副

秘书长濮方尧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就《象棋在德国的发展》和《全球棋手等级

分体系》等课题发表了演讲。 

 

随后德国斯图加特著名象棋启蒙教练王各（Wang Ge）结合自身的推广和教学经

验，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峰会上均发表论文，并获得二等奖，受到一致好评，充分

展现了欧洲象棋人对于象棋推广的深入思考和极高的理论水平。 

 

欧洲象棋人在技战术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象棋的海外推广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于是欧洲象棋人也越来越多的开始在世界象棋组织和赛事担任重要

职务。 

 

八、 欧洲象棋人在世界象棋组织和赛事中担任的职务 

法国黄秋鹏、德国耐格勒和荷兰陈华钟在欧洲的象棋推广中取得了突出贡献，三

人现均在世象联担任副主席职务。 

 



德国薛忠因其突出的组织才能和在欧洲推广象棋的突出贡献，在世象联担任副秘

书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在 2013 年世界象棋联合会执委会期间曾许诺在欧

洲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会员数，随后在推广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凭借自身和其

办赛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诺言，象棋活动在西班牙、匈牙利、白俄罗

斯、土耳其、爱尔兰都多个欧洲国家有序开展起来，并筹备加入世象联大家庭。 

 

德国濮方尧和胡伯（Siegfried Huber）因在象棋推广过程中，在竞赛（棋手等级

称号、等级分、赛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世象联担任资格审核委员会委员。 

 

在 2014 年首届世界象棋公开赛上，来自德国的国际裁判员莱德担任裁判长；在

2014 年第 6 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上，来自德国的裁判员马丁（Martin 

Berger）担任副裁判长；在 2015 年第 14 届世锦赛上，德国莱德担任副裁判长；

在 2016 年第二届世界象棋公开赛上，德国莱德担任裁判长，芬兰象棋协会主席

艾迪莫担任副裁判长；而在两届世界象棋公开赛、第 14 届世锦赛和 2016 年首届

世界青少年象棋锦标赛这 4 届大赛上，作为薛忠办赛团队的另一名核心成员，濮

方尧均担任编排长职务。 

 

此外在欧象联担任副秘书长兼竞赛委员会主任的濮方尧在 2014 年向世象联提出

了建立全球棋手等级分体系的提案，并与胡伯合作，于 2016 年 1 月建立了完整

的全球棋手等级分体系原始数据库。2016 年起，全球棋手等级分（试运行）方

案正式启动。 

欧洲象棋人在积极推广，努力提升自身水平，积极参与象棋国际组织和赛事的日

常工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和其自身规范化的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笔

者再来带着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欧洲象棋联合会的规范化运作。 

 

九、 欧洲象棋联合会的规范化运作 

早期欧象联只是起到连接各个会员协会的纽带作用，并无明确的职能部门。这一

状况在 2012 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2 年 9 月，在薛忠、濮方尧等人的倡导

下，在耐格勒、陈华钟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欧象联设立了《欧洲棋手等级称号标

准》。当时共设有欧洲象棋特级大师（EXF Grandmaster）、欧洲象棋大师（EXF 

Master）、欧洲非华越裔象棋大师（EXF NCNV Master）和欧洲女子大师（EXF 

Female Master）四个称号（后在 2016 年欧洲非华越裔象棋大师和欧洲女子大师

两个称号合并为欧洲棋联大师 EXF Federation Master 称号）。这一标准刚一设立，

就得到了广大欧洲棋友的大力支持。截止至 2017 年 9 月，共有 66 名棋手获得欧

象联等级称号。 



随即欧象联确立了两个职责鲜明的职能部门——竞赛委员会和推广委员会。2014

年 7 月，欧象联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与会的来自德国、

英国、芬兰、法国等国家的欧洲棋手对欧象联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进行了民主表决，

最终法国黄秋鹏成为欧象联永久名誉主席，德国耐格勒和荷兰陈华钟任第一任主

席，德国薛忠任秘书长，德国濮方尧和芬兰邓明高任副秘书长。同时薛忠和邓明

高分别兼任推广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濮方尧和马丁分别兼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和

副主任。这次会议相当于欧洲象棋界的“遵义会议”，对欧洲象棋的规范化发展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17 年 1 月，欧洲象棋联合会在总部所在地——德国慕尼黑正式完成注册，标

志着象棋在欧洲将以一个正式的竞技体育项目的形式规范化运作。 

 

当然欧象联发展到今天也和中国象棋协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象棋协会就多次派国内的大师、特级大师访问欧洲，进行指导、

交流，对推动象棋运动在当地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十、 中国象棋协会和欧洲象棋之间的交流 

中国象棋协会多次在欧锦赛期间委派国内的大师、特级大师赴欧洲进行指导，例

如前文提到的 1994 年阿姆斯特丹欧锦赛，6 位来自中国的高手参与到比赛之中，

能和来自中国的顶尖高手在正式比赛中交手，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但是

这种方式也多少对最终的成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中国代表团更多的采用车

轮表演等方式进行推广、指导，例如 2010 年汉堡欧锦赛，特级大师徐天红（Xu 

Tianhong）和张国凤（Zhang Guofeng）在比赛之余和欧洲棋友进行了车轮表演，

大师陈信安（Chen Xin’an）也对当地象棋爱好者进行了指导活动，同样取得了

显著的效果。 

 

 

 

2010 年欧锦赛期间陈信安大师指

导吴松月和吴林亭兄弟俩 
徐天红特大车轮战指导德国当地棋友 



除此之外，中国象棋协会于 2009 年世锦赛前夕在北京开设了首届非华越裔棋手

培训班，聘请世界冠军获得者、特级大师徐天红为总教练，对来自德国、芬兰的

多位非华越裔棋手进行系统的培训。学员们在短短的几天培训中获益匪浅，而世

锦赛赛场上对徐特大的拜师仪式更是令人充分领略了这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在培训班结束后，欧洲队和北京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抗

赛，虽然面对实力远高出自己一筹的对手，但是欧洲队还是充分发扬了不畏强敌

的精神，将之前几天学到的东西充分运用到实战当中，最终来自德国的女子棋手

吴彩芳（Wu Caifang）战和中国大师刘君（Liu Jun），爆出一个冷门。 

 

 

 

在 2011 年世锦赛前夕，中国象棋协会在南京组织了中德象棋对抗赛，德方为出

征世锦赛的原班人马，中方则由象棋大师李国勋（Li Guoxun）领衔江苏地方高

手，最终中方实力还是明显高于德国，但是德国濮方尧在不利的情况下顽强逼和

李国勋大师成为德国队的一大亮点。随后德国队移师武汉，中国象棋协会开设了

第二届培训班，特级大师徐天红再次担任教练，对欧洲棋手进行培训、指导，象

棋大师郭瑞霞（Guo Ruixia）、马天越（Ma Tianyue）也参与了指导、交流活动。 

 

在 2017 年 7 月，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作为 G20 峰会“感知中国”

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象棋联合会和河南荥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

G20 汉堡象棋国邀请赛和河南荥阳“楚河汉界象棋文化展”，来自德国、荷兰、

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等国的欧洲棋手汇聚一堂，河南楚河汉界天伦队作为

特邀嘉宾参赛。在活动之余来自河南的象棋大师党斐（Dang Fei）进行盲棋一对

八车轮表演。 

 

2009年 10名德国和芬兰洋棋手参加了

中国象棋协会举办的首届非华越裔棋

手培训班 

2009 年德国队和北京队在中国棋院

举行教学对抗赛 



 

2017 年 9 月，由世界象棋联合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四川航空杯”2017

全球象棋双人邀请赛在中国成都举行，并在赛事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象棋文化推

广活动。此前积极参与世象联各项活动的欧洲棋手获得了多个参赛名额，最终来

自荷兰的纳布斯（Joep Nabuurs）与来自中国的特级大师郑惟桐（Zheng Weitong）

搭档获得亚军，来自德国的吴松月（Lucas Gitter）与同样来自中国的特级大师孙

勇征搭档获得季军，来自德国的薛涵第与来自柬埔寨的非华越裔棋手邱亮

（Chamnan Heng）搭档获得第四名。 

 

此外欧洲多位棋手还受邀参加各类中国象棋协会主办的诸如“淮阴●韩信杯”象

棋国际名人赛、九城置业杯中国象棋年终总决赛。此外中国各地方协会也积极邀

请欧洲棋手参加国内高水平的赛事，例如 2014 年德国队受邀参加了第三届佩雷

斯杯惠州象棋邀请赛，2017 年欧象联队受邀参加了石狮杯象棋国际邀请赛。 

 

不仅仅是赛事方面，在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欧洲和中国的各地方政府有着广泛的

交流。在受邀参加“淮阴●韩信杯”期间，多位欧洲棋手参与了淮安市淮阴区政

府，淮安市体育局举办的“象棋文化与发展论坛”和象棋收藏展览等活动。作为

中国象棋文化策源地的河南荥阳，邀请欧洲象棋联合会参加多次象棋文化推广活

动：2016 年 5 月，欧洲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莱德和副秘书长濮方尧受邀参加了第

十九届亚洲象棋锦标赛暨第二届亚洲象棋嘉年华启动仪式；2016 年 8 月，时任

G20 汉堡象棋国际邀请赛暨感知中国—楚河汉界象棋文化展 



荥阳市市长王新亭带领的团队亲赴欧洲，在德国汉堡与欧洲象棋联合会就一系列

象棋文化推广方面的课题打成共识，并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6 年 10 月，

欧洲象棋联合会秘书长薛忠，副秘书长濮方尧和王各再次受邀参与了首届“楚河

汉界世界棋王争霸赛”活动。 

 

除了和中国象棋协会及中国各地方政府、协会的交流活动之外，国家汉办、欧洲

各国孔子学院也对象棋在欧洲的推广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汉堡大学孔子学院所在

的汉堡豫园茶楼就承办了 2010 年欧锦赛、2014 年“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

人赛、2016 年世界青少年象棋锦标赛等多次大赛。此外薛忠为核心的象棋推广

团队还于 2014 年 2 月在慕尼黑孔子学院组织了象棋推广活动。真正形成以棋为

媒，文化搭桥，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局面，为象棋，乃至各类中国传

统文化在世界的推广树立了典范作用。 

 

在规范化的建制，良好的竞赛平台之上，加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中国象棋乃至

中国文化在海外推广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相信象棋在欧洲的发展将有着更为

美好的前景和广阔的空间。 

 

附录 1： 

欧洲象棋联合会执委： 

名誉主席：黄秋鹏（法国） 

执行主席：耐格勒（德国）  陈华钟（荷兰） 

副主席：  艾迪莫（芬兰）  阮泰东（法国）  莱德（德国）   

古贝蒂（意大利）伊莲娜（俄罗斯）黎池刚（英国） 

秘书长：  薛忠（德国） 

副秘书长：濮方尧（德国）  邓明高（芬兰）  王各（德国） 

推广委员会： 主任：薛忠（德国）  副主任：邓明高（芬兰） 

竞赛委员会： 主任：濮方尧（德国）副主任：马丁（德国） 

 

附录 2： 

欧洲棋手英雄谱： 

截止至 2017 年 9 月，共有 1 名欧洲棋手获得世界象棋联合会颁发的象棋特级国

际大师称号：林野（意大利）。 

共有 3 名欧洲棋手获得象棋国际大师称号，分别是：李琛（英国）、濮方尧、薛

涵第（德国）。 

共有 14 名欧洲棋手获得棋联大师称号，分别是：胡伟长、许松浩、邓清忠（法



国）、耐格勒、Claus Tempelmann 、Joachim Schmidt-Brauns、亨克、薛忠（德

国）、叶荣光、余晓兰（荷兰）、大卫杨、郭淑珑、Alain Dekker、陈发佐（英

国）。 

 

同时，欧洲象棋联合会共诞生欧洲象棋特级大师（EXF Grandmaster）13 位，他

们分别是：邓清忠、胡伟长、许松浩（法国）、黎池刚、陈发佐、黄春龙（英国）、

张荣安、叶荣光、纳布斯（荷兰）、何志敏、薛洪林（意大利）、濮方尧、薛涵

第（德国）。 

欧洲象棋大师（EXF Master）18 位，他们分别是：陈特超、高国志、冯丹、黄

永祥、阮泰东（法国）、吴永生、王以昆、王辉川（荷兰）、哈思维、张章、薛

忠、陈峻、耐格勒（德国）、大卫杨、张国涵（英国）、江楚城（瑞典）、胡允

锡、方定良（意大利）。 

此外还有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芬兰等 8 个国家的总共 35 名棋手获得了欧洲

棋联大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