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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Sam Sloan 先生，我在 2017 年费城国际象棋联赛

上遇见他，这次机遇让我重返远离了二十年的象棋棋坛。 

 

过去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在医学领域拿到了护士学位，

获得美国国籍，并且在国际象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

人生经历都有助于我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象棋。每当人们

旅居到一个新的国家，便会与故乡产生许多比较，然而没过

多久，他们便会遗忘，因为人们都会主动适应，将新的国家

的生活方式当作常态。在这篇文章里面，我将重点研究西洋

棋（又称国际象棋）和象棋（又称中国象棋）在基层的发展

和传播。我希望通过展示国际象棋的模式，可以找到投资者，

来推广象棋在美国的传播。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国际象棋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运动，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象棋，成为象棋

在其他西方国家传播的敲门砖。 

1993 年我参加了世界象棋锦标赛，1997 年在香港，正

值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然后，由于国家经济和金融形势发

生了变化，我便去国外寻找工作和商机。最后，我留在了美

国，有了一份大学奖学金和一份工作。感谢那份奖学金，我

成为了一名护士，从急诊室的技术员到医院外科大楼的护士。

我从事的是肿瘤学和心脏病学工作。 

在美国，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象棋文化的发展，是由许多

因素促成的，有一些是社会内在因素，还有一些则是其他每

个社会都存在的。为了推动象棋在美国的发展，使其像国际

象棋一样成功，我将在这篇文章里面梳理许多措施。我非常

乐意推动象棋在西方的改革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夙愿，我

确实需要资金和物质方面的帮助。这一行为会使更多的人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不论结局如何，其价值是极具内涵的。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尊重

的社会，这只能通过了解彼此的文化和价值来实现。 

中国和美国是天生的竞争对手，一个是拥有几千年传统

儒家文化，另一个则是年轻文化，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

希腊人、罗马人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所有西方最优秀

的文化于一体。我们要牢牢抓住机会，在中美两国推动象棋

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既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



有利于两国的未来。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要点： 

1.国际象棋在校园里的发展状况 

2.成人比赛 

3.图书、棋具、视频和数据库的市场 

4.国际象棋棋手如何学习象棋，为什么学象棋 

5.如何教下棋 

6.如何在美国推动象棋改革 

7.结论 

 

1.国际象棋在校园里的发展状况 

这位是 Logan Wu，他是美国七级组冠军，截止目前为

止，他等级分 2130，在美国国际象棋界是一名候选大师，

只差 70 分就可以成为国家大师（达到 2200 分）。Logan Wu

还不知道象棋的存在。 

 



（Logan Wu 和他的父母） 

 

在他那个组的 169 名棋手中，我计算了一下，有 32 名

具有中国姓氏。这 32 名小孩不懂象棋，但是热爱国际象棋。

全国锦标赛是需要精心准备、研究和训练的，而不是随意的

偶尔去参加。这 32 个中国家庭，他们为什么教小孩国际象

棋而不是象棋？ 

原因显而易见，国际象棋是有组织的。通常来说，国际

象棋被认为是很重要的，许多大学会提供奖学金，而且学生

们可以将国际象棋增加到学术课程中，用来显示其智力优于

其他同学。但是，国际象棋也是生意，尤其是校园里面的国

际象棋。1 月份的时候我们州的国际象棋协会举办了一场州

立校园联赛，仅仅是报名费这一项，他们的账户就收入了超

过 25000 美元，而组织这场比赛他们产生的费用不超过

5000 美元，净赚了 20000 美元。 

 校园里面的国际象棋对国际象棋老师来说，也是一门

生意。我们州教授国际象棋历史最悠久的教学机构每年可以

赚 400 万美元，在不同的学校雇佣几十名教师。同时，这对

酒店和餐厅来说也是生意。2018 年 4 月，在亚特兰大有一

个全国锦标赛。比赛为期四至五天。酒店房间每晚的费用是

120 美元至 150 美元，再加上参赛的餐费、报名费、交通费，

每个家庭仅仅在交通、酒店和设施上大约要花费 500 美元



-1000 美元。在这个全国联赛中，大约有 1600 名儿童参赛

（我数了一下大约略多于 800 台），可能会为当地增加 160

万美元的收入。 

国际象棋在校园里如此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接下

来要提到的一项研究。许多已发表的论文证实，国际象棋可

以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事实上，国际象棋把学习和提升之间

的点连接起来了。一个孩子国际象棋学得越多，那么他在比

赛中的成绩提升得越多。与其他课程相比，对个人没有那么

明显的反馈。 

不过，我自己也做了研究。我是我居住的这个州里，最

强的 50 名国际象棋棋手之一，比较有威信，我有机会可以

接触到前面提到的所有具有中国背景小孩的家庭。我采访了

他们的父母，没有让他们知道我在采访他们。我会问他们是

否知道如何下象棋。所有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在中

国居住的时候学过，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游戏，在学校的时

候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参加过象棋

比赛。 

但是 Logan Wu 是一个个例吗？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更

好的：Awonder Liang。 



 

他是 2003 年出生的，2011 年 4 月，他成为全美国际

象棋最年轻的高手（这意味着他的等级分达到了 2000 分），

当时他才八岁零七天。2012 年 3 月，他成为了一名国际象

棋大师，等级分 2200 分。让我们继续向前看，2017 年他成

为一名国际特级大师（这是国际象棋最高头衔，它的评判基

于三个标准，等级分达到 2600 分及以上，参加的联赛中其

他国际特级大师和国际大师的等级分都要至少 2500 分。获

得国际特级大师头衔的技术条件有很多，这并不是本文所要

论述的主要目标）。我们说的是一位 14 岁，拥有顶尖国际象

棋专业水平的棋手，他并不知道象棋的存在。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提到了一名男性棋手 Logan Wu，



那么女性棋手呢？ 

让我们来看看 Yuanling Yuan。 

 

她生于上海，5 岁移居到加拿大。最早她在一个俱乐部

下国际象棋，现在她是加拿大最顶尖的国际象棋女棋手之一，

曾经五次代表加拿大参加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她还资助了

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图书馆里的国际象棋。现在她为美国

最顶级的国际象棋杂志撰稿。她写过一篇关于一个年轻的美

籍华裔小女孩的文章。这个小女孩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几乎

赢得了全美女子冠军，而且她仅仅 15 岁。 



 

Annie Wang 生于 2002 年，加利福尼亚。当她大约五

岁的时候，在当地公园目睹了一场车轮战，于是她开始对国

际象棋感兴趣。你们知道她为什么会开始下国际象棋吗？因

为她觉得这些棋子看上去很有意思！象棋也有一些非常漂亮

的棋子，对于孩子来说，这很有可能成为进入一个奇妙而兴

奋世界的入口！ 

但是让我们继续来谈论 Annie，因为遗憾的是她不知道

中国象棋的存在。她的父母从中国移居到加利福尼亚，然后

每周都把她送到当地的国际象棋学校上课。对于象棋，她父

母也做了同样的事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加利福尼亚，华人

人口众多，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有 4000 万人口，其中华人就

有 500 万人。 



在九年不到的时间里，Annie 从一个没有等级分的初学

者，到赢得了 U16 世界锦标赛，并且在 2018 年美国女子锦

标赛上获得了第二名！但是，她是否会对象棋产生兴趣，并

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呢？（在最近的一次联赛中，她的表现超

越了 2500 分的冠军，大概是国际特级大师的水平）。 

现在，在做出错误假设之前，国际象棋在美国并没有特

别受欢迎。美国主流的运动有：足球、棒球和篮球（高尔夫

也非常受商业人士或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的欢迎）。国际象棋

并不是以前共产主义国家像苏俄或者前苏联遗留下来的财

产。但是 2016 年美国国际象棋队赢得了国际象棋奥林匹克

团体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校园里的国际象棋是如何创

造就业机会的，例如下面这则国际象棋春令营的广告： 

“CCSCATL 国际象棋春令营” 

·2018 年 4 月 2 日-5 日 



·可选 3 天、2 天或 1 天 

·地址：亚特兰大国际象棋俱乐部和教学中心，佐治亚州

30076，旧阿拉巴马路 2500 

·和国际特级大师 Ben Finegold 一起度过两天的春令营

生活，包括早课或者任意对局，每天下午会有一场有趣的比

赛。该春令营适合所有水平的国际象棋棋手，根据年龄和棋

力水平进行分组。 

·春令营是周五至周一，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也可以

选择一天）。早上共三节课，每节课 45 分钟，每天下午会有

不分级的比赛（下午 12:45-15:45），根据积分或年龄分组。

午餐提供披萨（中午 12：00-12:45），早上和下午会提供小

吃。 

·报到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九点。春令营和比赛适合 5 岁

-14 岁的孩子。比赛是不分级的。 

·4 天——3 月 24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250 美元；4 月

1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300 美元，现场支付则为 350 美元。 

·3 天——3 月 24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195 美元；4 月

1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235 美元，现场支付则为 275 美元。 

·2 天——3 月 24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135 美元；4 月

1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165 美元，现场支付则为 195 美元。 

·1 天——3 月 24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75 美元；4 月 1

日之前支付，费用为 85 美元，现场支付则为 100 美元。 



·额外每个兄弟姐妹参加 3 天或 4 天的春令营，可优惠

30 美元；参加 1 天或两天的春令营，可优惠 15 美元；另外

还额外为 CCSCATL 会员打九七折。 

·小孩课后看护为每个 10 美元，直到下午五点半。 

 

但是每当夏季，美国的学校放假时，会有更多高级的国

际象棋夏令营，大约持续一周左右，通常费用要超过 1200

美元-1500 美元，因为它会提供食宿，而且教练都是国家大

师、国际大师或国际特级大师。 

这是一个在东南地区非常受欢迎的国际象棋夏令营的

链接：https://www.castlechess.org/。 

每个星期的周末，他们都会举办一次国际象棋联赛，奖

金大约是 13000-15000 美元，具体如下： 

组别和奖金：大师组（2200 分及以上）：2100 美元-1250

美元-750 美元-450 美元； 

U2400 组:1050 美元-650 美元。 

高手组（2000 分-2199 分）：900 美元-650 美

元-400 美元； 

B 级组（1600 分-1799 分）：600 美元-400 美元

-250 美元； 

C 级组（1400 分-1599 分）：500 美元-300 美

元-200 美元； 

https://www.castlechess.org/


D 级组（1200 分-1399 分）：400 美元-250 美

元-150 美元； 

1200 分以下组（100 分-1199 分）：350 美元-200

美元-100 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比赛，每个周末在

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然而，还有一些

美国的比赛，奖金相当高。例如，通常在七月份举办的费城

世界公开赛，最低总奖金为 225000 美元，根据参赛情况，

奖金还可能增加，以下为奖金分配情况： 

·公开组：20000 美元-10000 美元-5000 美元-2500 美

元-1300美元-1000美元-800美元-700美元-600美元-500

美元，全胜奖金 500 美元，顶尖国际棋联 2300 分-2449 分

为 5000 美元-2500 美元-1500 美元，顶尖国际棋联 2200

分-2299 分为 5000 美元-2500 美元-1500 美元，顶尖国际

棋联 2200 分及以下为 5000 美元-2500 美元-1500 美元。

如果并列第一名，则要进行快棋加时赛来争夺冠军头衔和奖

金。国际特级大师和国际大师都可以参加。国际棋联规则。 

·2000 分-2200 分：12000 美元-6000 美元-3000 美元

-1500 美元-1000 美元-8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元-400 美元，超过 2100 分（不含以下）2000 美元-1000

美元，无等级分的 2000 美元以内。 

·1800 分-2000 分：12000 美元-6000 美元-3000 美元



-1500 美元-1000 美元-8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元-400 美元，超过 1900 分（不含以下）2000 美元-1000

美元，无等级分的 1000 美元以内。 

·1600 分-1800 分：12000 美元-6000 美元-3000 美元

-1500 美元-1000 美元-8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元-400 美元，超过 1700 分 2000 美元-1000 美元。 

·1400 分-1600 分：12000 美元-5000 美元-2500 美元

-1300 美元-900 美元-7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

元-400 美元，超过 1500 分 2000 美元-1000 美元。 

·1200 分-1400 分：8000 美元-4000 美元-2000 美元

-1300 美元-900 美元-7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

元-400 美元，超过 1300 分 1600 美元-800 美元。 

·1200 分以下组：4000 美元-2000 美元-1000 美元-800

美元-600 美元-500 美元-400 美元-400 美元-300 美元-300

美元，超过 1000 分 1600 美元-800 美元。 

本文非常有必要花费一些篇幅来描绘 50 年至 100 年前

人们是如何看待国际象棋，以及近 20 年来这种看法发生了

怎样的转变，使其朝着发挥吸引年轻棋手的积极作用转变。

在一开始的 50 年-100 年里，国际象棋界十分排斥女棋手，

国际象棋仅仅是男棋手的活动。而且，国际象棋俱乐部里面

也没有小孩，几乎都是抽烟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年纪逐渐

增长，他们生活困顿，看上去像无家可归一样。这种情况在



那些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国际象棋中的高手中尤为普遍。事

实上，在西方国家有一个叫 Robert James Fischer 的国际

象棋界传奇人物，他是第十一个世界冠军，但最终也穷困潦

倒而死。但是据说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俄罗斯人也处于同样的

困境。他们其中有很多棋力水平高的国际特级大师和国际大

师，因为健康问题和酗酒，有许多都英年早逝（大约 50 岁

或者稍老一点）。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国际象

棋俱乐部，该俱乐部也开始启动校园计划。Peter Giannatos

是一名大师水平的棋手，他从小就喜欢国际象棋，但是他不

喜欢棋手看上去无家可归、生活困顿的样子，他很清楚的意

识到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母不会接受国际象棋，所以他发

誓要将来改变，因为他想要将国际象棋中心变成一个全家都

可以消遣的地方，一个人们愿意去消磨时间的地方，就像美

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星巴克，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喝咖

啡或者进行社交活动。 

 

（Peter Giannatos 在夏洛特国际象棋中心工作） 



 

这是夏洛特国际象棋中心的外部图片。 

 

 

在前文中我提到的 Fischer，从 1972 年开始的传奇冠军。

在他那个时代，全世界大约有 90 个国际特级大师！想象一

下那个时代，全世界有 35 亿人，只有 90 个棋手超越其他人。

现在，大约有 1500 个国际特级大师。这要归功于赛事组织

和水平的提升，而这一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无法做到的。 

在西方社会，成年人身上肩负着许多责任。在婚姻、孩

子和事业之间，很难再增加新东西。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却

不是这样。孩子们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新事物。

美国的校园课程运作得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孩子们的需求。 

让我们再看看别的例子，我不直接参与其中，以便让人

能够了解国际象棋在校园里的普及程度。银色骑士团创建于

2006 年左右，是由当地一位知名棋手创办的机构。一开始，



他在费城的四所学校里面教学，现在这个机构壮大到遍布弗

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三个州，在 200 所学校里

有 5000 个小孩学习国际象棋，教师有 100 多人。为了更方

便理解，他们每周教 5000 个小孩国际象棋，大部分都在一

个城市（华盛顿特区）。 

这个机构有六种不同的课程（根据棋手棋力水平的不同，

会安排不同的课程以及学生在学期结束后应该掌握的知识。） 

 

2.成人比赛 

 

成人棋手也很认真。他们全年有很多重要的比赛要参加。

有一些是州立锦标赛，有一些是奖金丰厚的大赛（像前文提

到的），还有一些仅仅是为了积累经验的比赛。 

例如，有一个由意大利主办的国际业余锦标赛，会给获

胜者大师级称号（根据组别）。可想而知，即使是业余水平，

要想获胜也非常困难（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超过 2200 分的人

来说）。 



但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上面的日历。6 月 2 日至 3 日举

办的有赞助商的比赛，3 月份就开始筹备，所以所有的棋手

大约提前两个月都已经知道了。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律师给

获胜者 200 美元，失败者 50 美元，还有 100 美元给了国际

象棋俱乐部用于制作比赛全程的采访视频，并且在 Youtube

上发布比赛的评论视频。 

城堡国际象棋联赛的比赛日期是在2018 年 1月宣布的。 

日历上面最近的一次比赛是卡罗来纳州传统赛事，也是提前

计划，以便安排酒店，4 月 21 日宣布比赛在 6 月举办，为

预定酒店和请假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成人国际象棋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虽然不及校园里面。

现在仍然有成人州立锦标赛和世界成人锦标赛。成人比赛和

校园比赛最大的区别在于比赛的规范。在成人比赛中，没有

随意走动，任意请求和棋或者不遵守规则。一般来说，国际

象棋棋手，尤其是成人棋手，他们都相当固执，而且喜欢奖

金，而小孩更喜欢奖杯。但是，上文提到的 Annie Wang，

她在美国女子锦标赛上获得第二名，奖金大约有 20000 美元。 

 

3.图书、棋具、视频和数据库的市场 

Chessbase 是第一家创建国际象棋专业数据库的公司。

他们是按照当时的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要求做的。最初的

数据库是在一台非常原始的电脑上制作完成的，是为了帮助



卡斯帕罗夫迎战对手而准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斯帕

罗夫这位世界冠军接受挑战，加入以色列国家队（过去曾参

加国际奥林匹克团体赛），并且在车轮战中打败了四位国际

特级大师。这种效应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当人们看到卡斯帕

罗夫这么做，于是他们也想这么做，因此 Chessbase 也应

运而生了。 

通过他们的互动培训系统，人们可以练习分析局面，观

摩最新的比赛，看视频从一些职业国际特级大师的讲解中学

习。他们的数据库收录了从 1500 年到 2018 年的棋谱，大

概超过了 800 万盘。数据库每两周更新一次。曾经由

Chessbase 开辟的商业市场，如今逐渐扩张成有众多竞争对

手的大市场。 

Youtube 上面有许多国际象棋视频，这些视频是由职业

棋手或业余爱好者制作的。许多公司提供国际象棋的视频课

程，主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如开局、中局和残局等等。这些

视频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平台上，即使一开始只有英

文和德文的 Chessbase，现如今也开始拓展法语和西班牙语，

以吸引更多的人气。国际象棋图书的市场更是一边倒。仅仅

是 2018 年，新兴的 Thinkers 出版社即将发行 32 本新的国

际象棋图书。Thinkers 出版社主动出击，积极挑战其他资历

较老的出版社，并且凭借其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国际象棋棋手

来撰写新书，以此来占据市场。 



 

4.国际象棋棋手如何学习象棋，为什么学象棋？ 

在国际象棋业余界，棋手们的水平也都很高超，这逐渐

成为一种痛苦。有些人不参加比赛，因为如果对手等级分很

低，那会和棋或输棋导致等级分降低（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可

能的，而且分值差异最高有 400 分）。还有一些人不参加比

赛，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充分，或者他们害怕输棋，因为这意

味着他们在国际象棋界的地位会受到损害。是的，等级分就

意味着地位。等级分在 2100 分左右的国际象棋棋手，他们

可以被认定为候选大师，他们以教棋为生，但是他们不参加

比赛，因为一旦他们输棋了，那么他们会名誉受损，甚至可

能会失去学生。 

总之，我们都见到过很多棋手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下棋。

我采访过我们州和其他一些州的顶尖棋手，他们承认的确错

过了下棋的精彩时光，但同时，他们也承受不起失去学生或

者名誉受损的后果。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参加更好水平

的国际赛事，但是费用过高。虽然对于国际特级大师和国际

大师来说食宿是全免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头衔的棋手

来说，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最近，我偶尔看到一篇关于象棋在德国发展情况的文章。

似乎在 1985 年只有 12 名棋手下象棋，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 2017 年（如果计算正确的话），大概有 34 名棋手下象



棋。从 1985 年至 2017 年，总共经历了 32 年。如果我们将

最初的那 12 名棋手从 2017 年的 34 人中减掉，则还剩 22

名棋手。这意味着德国象棋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平均每年增

加不到一人，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为什么？ 

因为德国国际象棋联盟有 2500 家俱乐部，总共有

90000 多名棋手。如果只有 1%的国际象棋棋手接触过，或

者学过象棋，那么至少应该有 1000 名象棋棋手。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这 2500 家俱乐部每家只有 1 名棋手对象棋

感兴趣，那么也应该有 2500 多名象棋棋手。事实上，32 年

来，我们只有 34 名象棋棋手。我害怕去统计欧洲其他国家

的象棋发展情况，因为像德国人这么有组织又聪明，32 年来

也仅仅只有 34 名象棋棋手。 

 

5.如何教象棋 

有些人认为教象棋应该用 3D 棋子，就像国际象棋一样，

或者用有西方符号的扁平棋子。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观点。

最主要原因是我热爱中国文化。我相信中国文化必须要原汁

原味地呈现。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欣赏文化的博大精深，

而不是想要改变，去迎合那些浅薄的人。 

现在，我通常会根据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教象

棋。例如如果我教的是经验丰富的国际象棋棋手，他们会问



我“为什么这些符号是中文？”我用的是苏格拉底问答法，

教他们使他们掌握已有的知识。例如，我会告诉他们：“你

是一名国际象棋棋手，那么请告诉我在军队面前你会发现哪

枚棋子？”指着一排中国士兵，然后他们会立刻回答：“兵”，

因此他们的大脑立刻会反应过来这些棋子是什么，即使他们

不知道中文的名字，或者这些棋子怎么走，但是他们大脑中

已经联想好了。 

如果学生是小孩子，那么我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首先，

我会找一套简单的表意文字，像在书本里写的那样。然后，

我会温习一遍这些表意文字，给他们讲故事，告诉他们这些

表意文字是什么意思，每个笔画意味着什么，因为用这种方

法，他们可以将表意文字和大脑中的图像紧密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我让他们画一些东西，如有河流的棋盘，我会让他

们填充一些颜色上去，当然河流里面的水是蓝色的，因为我

的言语，我的解释需要与行为，与他们能摸到、感受到、闻

到的真实事物联系在一起。我用这种方法教他们象棋，他们

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跨越文化的鸿沟。为了更好地教育

儿童，西方科学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促进儿童教育。经证实，

最好的启蒙教育年龄是 6-7 岁，象棋教育必须通过借助一些

故事、语言、迷你游戏或小活动来推广。 

教象棋的好处可以通过教人生道理的方式传达给父母。

例如，在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控制周围的事物和环境，但



是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应变，这就是象棋所要做的事情，教孩

子们如何应对人生大事。同时也要注意到，象棋是一个万能

均衡器，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好的父母或坏的父母，可以富有

或者贫穷，但是在棋盘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站在

同一起跑线上。 

 

6.怎么样使它发生？ 

如今，整个世界变得比以往更繁荣，人口更加兴旺。我

们调查了周围的土地和空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遵循着一

个非常古老的世界生存法则，即仇恨、战争和种族屠杀统治

着人类。如果我们想要超越这一切，那么我们需要采取不同

的行动，但是我们本身就是动物，如何从中挖掘出人性呢？

所以，老天爷赐给我们象棋，只有我们能够使用，让我们进

化变得有灵性，超越现存的动物。 

20 世界 90 年代，我开始下象棋，在那个年代，中国在

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我依稀还记得

当时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一共花了三十几个小时。当然不

仅仅是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们那代人都很熟悉那些火车

是什么条件。现在这趟行程仅仅只需要几个小时。中国这些

年所取得的进步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尤其是像我这样的

老人家。但是与此同时，在 25 年之后，我又重新开始下象

棋，可是象棋的发展完全停滞不前，没有任何变化。国际象



棋的发展已经彻底超越了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国际

象棋是一项成人或者老年人的运动，大约有 60-80 人参加比

赛。现在在美国，有国际象棋校园联赛，平均每场比赛有

1000 名棋手参加。总共有 5000 多名小孩来自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显然，国际象棋在美国并不像篮球或足球那么流行，

但是象棋呢？完全未知。大部分西方人看到象棋时，会认为

它是一种跳棋。从我开始下象棋到现在，大概有 25 年多了。

象棋这项可以给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带来爱与和平的

运动，至今无人问津。 

我们已经尝试过 WXF 方法。显然并没有什么改善，而

且我认为如果你们去问问周围的国家，你们会发现，在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国际象棋棋手

的数量远远超过象棋棋手。这是一个信号，如果想要在中国

和世界推广象棋，那么必须改变方法。 

中国应该为象棋而感到自豪，大方地将象棋分享给世界

上所有人。这项运动能够跨越政治分歧、种族或宗教信仰、

国土边界。象棋能够紧紧地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的

责任，中国人民要肩负起这一重任，赢得胜利，就像他们在

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样。如果放弃责任，继续像过去 25

年那样，那么不会有任何结果。 

美国，凭借其发达的市场经济，是推广象棋最好的国家，

再加上中国人民对美国很向往，“美国”，美好的国家。中美



之间的友谊要维系，中国必须把象棋带给美国人民，美国人

民也可以分享中国文化的美丽、友爱和伟大。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呢？每个人都能轻松

的给出答案：“钱！钱！”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

是如果没有商业计划，没有长远计划，能够阐释关于在像美

国一样的国家如何推广象棋的真正目标，所有的行为都是浪

费钱，就像过去 25 年来一样，花了很多钱，但没有实现任

何改变。 

我们的目标是从我们开始推广象棋，10 年以内，要使美

国的象棋棋手达到 50000 人。象棋棋手的定义是学中国象棋，

一年至少参加一次比赛的棋手。对于一年参加一次比赛需要

做一点说明：这并不是某个协会或者俱乐部的想法，而是教

学活动的最终目标，就像我们每学期结束后有期末考试一样。

这是展示学生们辛勤学习的机会，但是教学活动和比赛一开

始必须与真正的竞争区分开来。通过这种方式，家长们会很

乐于帮助，并且享受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这么健康的活动的快

乐时光。 

创办一个非营利的机构：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可以向企业

募捐，并且这些捐款是免税的。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捐款是

有意义的，尤其是那些想投资国际象棋和象棋的企业。通过

这种非营利的模式，这些机构可以有不同的责任。直到不久

之前，USCF（美国国际象棋联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



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更多的棋手，组织更多的比赛。遗憾的是，

这样做的话会错过许多热爱下棋，但是不喜欢竞技的棋手。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想推广象棋，那

么你可以直接和不同的公司合作。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问

题凸显，许多老年人都是需要养老的人群，孤独对他们来说

是最大的挑战。象棋可以帮助克服这一点。学习中国象棋意

味着可以延缓老年痴呆，同时可以享受有棋友陪伴一起下棋

的快乐时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将自己局限在竞技棋手的

狭窄圈子里，会是一个大的绊脚石，阻碍象棋在不同层次的

群体之间发展。 

这个非营利机构需要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来组织和指导。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董事会的组建，必须由董事会来设定目

标和战略。 

创建机构总部：需要有一个地方用来存放物件，不管是

追踪会员信息的电脑，或者是用来教下棋的、赞助的辅助用

品。当然，总部里面还必须要有专门用于上课的教室，或者

是比赛的赛场。 

制作视频：对于国际象棋来说，最早市场上只有

Chessbase，它是唯一一家制作视频的公司，后来有越来越

多的公司加入进来，这些公司雇佣国际特级大师，并且制作

完全不同的视频。新一代的年轻人喜欢通过视频学习，并且

关注他们喜欢的国际象棋棋手。应该提倡用英语来制作视频。 



创建网站：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等

智能产品。通过这些智能产品，人们可以在上面下国际象棋。

我们需要让他们把时间花在下象棋上。虽然他们能够很容易

地学会表意文字和棋子的走法，但是他们不可能去使用中文

网站。因此，需要创建一个类似于 chess.com 的象棋网站。

25 年来，WXF 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全世界尤其是所有的西方

国家来做这样的事，来推广象棋。这个网站应该由两部分组

成：官方部分用来登记比赛成绩和等级分，而另外一个主要

部分则要让西方人来下象棋。 

文学创作：棋手们一般都博览全书。虽然现在新一代的

年轻人越来越依赖在 Youtube 上面看视频，但是他们也通过

互联网阅读各类信息。把象棋书籍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西方

语言，是帮助棋手学习和提升象棋的首要任务。 

创新教师培训方法：想要像熊熊烈火一样推广国际象棋，

有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教师的培养。如果明天每个学校

都想要设置放学后的课程，很明显，全美都找不到足够的教

师来教国际象棋！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创新一套教师培训方

法，根据指导方法来培训小学里的普通教师。这个方法同样，

也应该用到象棋上。 

进行科学研究，证实学习象棋对幼儿的重要性：为了吸

引更多家长的参与，需要证明他们的小孩能够从中获益。国

际象棋已经被反复证实，有利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健康（现



在也被认为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技能

统计列表，由于学习国际象棋，儿童可以在这些方面获得提

升。如果儿童能够学习象棋，并且有一个严格、有组织的环

境，像美国的国际象棋那样，那么同样也会提升： 

·国际象棋有利于提升社交技能 

·国际象棋有利于提升阅读技巧 

·国际象棋有利于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 

·国际象棋有利于提升创造力 

·国际象棋有利于提升职业道德 

·国际象棋有利于增强问题解决能力 

·国际象棋有利于增强计划性和预见性 

不同于其他体育运动，这不会对膝盖或大脑造成不可修

复的伤害。国际象棋或象棋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有利于增强

身体健康。 

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推广象棋的目标，是要进行科学

研究，来支持一个观点，即学习象棋有利于提升素质，是当

今社会精英所必须具备的。象棋和国际象棋一样，下棋都能

避免吸毒，因为下棋会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并且教会孩子遵守纪律，专心致志，富有耐心去实现自己的

目标。 

树立公众意识：在许多训练场馆里，有一群从来没有接

触过象棋的人，他们对于学习象棋非常感兴趣。首先是国际



象棋俱乐部，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下国际象棋，并且他们很快

能够转向象棋。许多国际象棋棋手也有棋钟，使他们能够很

完美地融入到象棋比赛中。国际象棋棋手也很有可能被吸引，

因为许多业余水平的棋手，他们不想下国际象棋，因为等级

分可能会降低，或者不受学生们的尊重。但是他们仍然需要

下国际象棋，以此在国际象棋界立足。 

图书馆里也会运营国际象棋俱乐部，最好的办法是能够

在当地的国际象棋俱乐部进行演讲，最终目的是上象棋课程。

一旦有一群人对此感兴趣，那么就可以进行车轮战，这是一

个吸引未来棋手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训练场地：学院、大学、课后

课程等。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象棋是一个很好的休闲福

利项目。 

 

7.结论 

现在是本文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来探讨实现的目标和

真正的目的。 

我有一个梦想，我期望能够看到来自各行各业的象棋棋

手齐聚一堂。FIDE，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的座右铭是我们是

一家。我相信象棋也是如此。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

付出很多努力，而且最重要的是钱。没有投资，就无法实现

目标。到目前为止，似乎投资十分有限，或者这些投资给了



那些完全不懂如何在全世界推广和促进象棋发展的人。如果

我们继续把钱给这些人，那么 50 年后，依旧还是这种情况。

相反，如果我们投资给合适的人，那么十年内我们将会看到

象棋会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如果你真的热爱象棋，请仔细思考这些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