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胆琴心，秋实春华”--朱剑秋的遗著《最

新开局法》惊现人间 

吴若鹏 

 

一、 朱剑秋的象棋生涯 

朱剑秋，1909 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民国初期，扬

州棋风盛行，朱剑秋一边读书，一边学棋。青年时期的朱剑

秋，在扬州读过初级师范，当过小学老师。朱剑秋的棋艺在

20 岁左右就比较成熟了，他在和扬州“哼哈二将”杨万源、

朱锦堂对弈时，已经是胜多负少。1930 年，朱剑秋离开扬

州，来到高手如云的上海与众高手一较高下。初到上海，他

的对手是湖北的名手吴湘亭，吴棋风谨慎细腻，最终朱剑秋

凭借精湛的棋艺，连胜吴湘亭两局，刚到上海的朱剑秋就初

显英雄本色！ 

1932 年，浙江宁波举办象棋比赛，上海棋界推举朱剑

秋、罗天扬以及窦国柱代表上海出征。1934 年，在江苏省

举办的“江南象棋比赛“中，朱剑秋荣获冠军。朱剑秋、周

德裕、窦国柱，并称为“扬州三剑客”。 

作为一个高学历的棋手，朱剑秋深知以棋为生的艰难。

30 年代中期，朱剑秋进入了劝募公债部门，过上了亦工亦棋

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朱剑秋随公司迁往重庆，朱剑

秋多次与谢侠逊携手组织抗日的宣传和募捐工作。1939 年，



重庆举办全市象棋比赛，朱剑秋小试牛刀，经过了三天的激

烈争夺，朱剑秋夺得了冠军。朱剑秋在重庆期间，多次与谢

侠逊较量，两人棋力相当，不分伯仲。 

50 年代前期，华东棋坛许多名手，如“七省棋王”周德

裕于 1949 年西去，而窦国柱的棋力也大不如从前，早年活

跃于棋坛的万启有、张锦荣以及邓春林等名手，非老即故，

而朱剑秋正值棋艺巅峰。在上海的众多擂台赛中，朱剑秋与

何顺安轮流住持上海大世界棋坛，迎战全国各地棋手的挑战。

朱剑秋曾夺得 1960 年全国个人赛第四名，为上海队夺取

1960 年全国团体赛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建国后的第

一批象棋大师。 

70 年代之后，朱剑秋已经不再参加正式比赛。1971 年

应邀在上海市体育宫少年象棋训练班担任象棋教练，为象棋

事业发挥余热。 

80 年代，朱剑秋已经 70 多岁的高龄，仍潜心著作。80

年代中期，开始撰写《象棋鬼手百局》。八年的艰辛写作，

在书稿即将杀青之际，朱剑秋因年老体弱而摔倒造成肱骨骨

折。朱剑秋忍着病痛，凭借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完

成了书稿。 

1994 年，朱剑秋病逝于上海。 

朱剑秋编著的象棋著作一览： 

（1）《象棋开局概要》，朱剑秋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年 5 月出版； 

（2）《象棋全盘战术第 2 集·过河车专集》，朱剑秋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1961 年 1 月出版； 

（3）《象棋鬼手百局》，朱剑秋编著，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9 年 3 月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 月，将此书

又重新出版。 

朱剑秋与他人合著的象棋著作一览： 

（1）《中国象棋谱第一集》，杨官璘、陈松顺、朱剑秋、

吴南生、屠景明、冯锦诸合著，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 年

12 月出版； 

（2）《1987 年中国象棋对局选》，丁晓峰、朱剑秋、朱

永康合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出版； 

（3）《象棋对局选 3》，丁晓峰、朱剑秋、朱永康合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出版； 

（4）《象棋六冠军争雄谱》，朱永康、朱剑秋合著，蜀

蓉棋艺出版社，1989 年 5 月出版； 

（5）《象棋对局选 4》，朱剑秋、朱永康、丁晓峰合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 6 月出版。 

二、《最新开局法》的发现始末 

2017 年的 3 月 3 日晚上，我在某旧书网网上看到有一

拍卖：“象棋书印刷模版：最新开局法（8 张一套全）”，卖家

只上传了 6 张书影，我看的模模糊糊，从有限的 6 张书影里



面，我看的比较清楚的是：这应该是早期论述象棋开局的内

容。从书名的相近度来看，我初以为是屠景明上个世纪 50

年代编著的《象棋开局讲座》（1 套 3 本），但经过比对，其

并非是屠景明编著的《象棋开局讲座》。我见猎心喜，觉得

或许有值得研究一二的价值。卖家设置拍卖的初始价格为 1

元，不知是大家都看到了“最新开局法”的价值，还是卖家

有托，拍卖的价格一路飞涨，我咬牙，最终 304 元拍了下来！ 

收到这套象棋书的凹版印刷模版之后，我粗略翻看了一

下，其实有 14 张，并非卖家所说的 8 张，每张的长度约为

32 厘米，宽度约为 24 厘米。书名为：《最新开局法》，其实

也有精彩对局的评述，实用残局的讲解。 

 



（《最新开局法》正面整体图） 

 

（《最新开局法》侧面整体图） 



 

（《最新开局法》第一编：得先法） 

 



（《最新开局法》第二编：破让子法） 

 

（《最新开局法》第三编：古谱评撰） 

 



（最新开局法第四编：名手对局选粹） 

 

（《最新开局法》第五编：实用残局） 

三、《最新开局法》的序言和目录 

（一）《最新开局法》的序言 

序言有二，序一为朱剑秋自序，序二为谢侠逊做序。 

序一  朱剑秋 

我们的祖国已经在建设的大道上迈进，随着人民的生活

趋入正轨和改善，文化艺术将有不断的进步和高潮到来。在

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但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而且也应该把

旧有的、好的人民大众的东西发扬光大起来。象棋就是我国

很古老的人民大众的艺术遗产，在民间流传很普遍，各阶层



都有着广大的爱好者，它是正当的娱乐，并且还能够帮助启

发智慧，陶怡性情，所以是一种值得广大普及和发展的艺术。

研究象棋同好的，大家都知道它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布局（就

是开局法），第二是中局，第三是残局。中局的变化是争胜

败的关键，假如实力相等的话，那就看开局时的形势优劣而

决定，残局是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的，假如中局还不

能决定成败的时候，那就要取决于残局了，所以“开局第一”，

这是象棋界一致公认的口号，那么象棋开局法可不可以进化

到列成公式呢？答案在不久的将来，是一定可以的。我们假

如把象棋开局的发展史仔细印证研究一下，倒是一件很有趣

的事，现在我们把它的发展情形分为五个事情：第一个时期

（明清时代）是当头炮全盛时期；第二个时期（清朝时代）

是屏风马抵抗当头炮攻势斗争时期（王再越、吴梅圣先后著

有屏风马破当头炮的梅花谱）；第三个时期（一九一一年至

一九三一年间）是士象对兵局及穿宫马等开局盛行时期；第

四个时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是当头炮五七炮

及巡河炮猖獗时期；第五个时期（最近五年）新式屏风马抵

当头炮开局法盛行——在目前，先进人士及新兴名家都在精

研它的变化，缩短它成为公式的日程。 

纵观以上发展的情形，开局法已成为研究棋艺的先决条

件。本书的开局法，里面包括有受先受子等各种攻守着法，

这仅仅是著者念几年来研究的一得之愚，错误难免，尚希先



进人士及同志们多予指正！ 

序二  谢侠逊 

一九五一年七月旅居上海，朱子剑秋携“最新开局法”

一稿嘱为序言。近年来弈界同志纷纷以撰述问世，共举提倡

之劳，惟朱子以不世出之艺人，转战万里，声誉炳彪，而独

抱残守，未有著述，棋界中莫不引为憾事也焉。余识朱子久，

尝公历一九三四年春，余在南京举办京镇苏埠际象棋赛，朱

子与常胜将军万启有积分相等，并列冠军，有新常胜将军之

盛誉。当其时余撰有赛棋艺联纪念朱子暨比赛诸同志云：“用

兵军阵法，运将帅军机，王霸竞纵横，应领略寒寺夜钟，金

峰古塔”，“袭祖圣遗风，翻棋楼战史（南京有胜棋楼），疆

场争胜负，莫辜负三春烟景，六代江山”，一时播为佳话。

嗣朱子偕窦子国柱代表华东鏖战甬江，与徐葆康、谢鸿元诸

虎将血战多旦，奏凯返沪，其在华东境内初露头角，人都称

为“白袍小将”，勇悍绝伦，迨至抗日军兴，徒步入川，与

川中名手尹子文等参加各区旅渝象棋赛，荣获冠军。嗣偕本

人出征成都，万人空巷，开华西未有之盛况，其对於象艺之

发扬，亦素为本人所赞许。今能本其枰场万战之心得，辑成

开局新法，其嘉惠后进洵非浅鲜。抑余有感者，象棋一艺，

系群众正当之艺术，举凡人类无不以今古象棋之交流，作公

馀业馀之修养，以臭棋贪吃，乳棋乱悔为大戒，以不贪近功，

不粗心暴气如开局入手之不二法门，况象棋最关紧要之中子



力为五一线位之将帅，五四线位之当头兵，今全世界各国定

五一为劳工节，五四为青年节，盖前方防御实在青年，后方

建设，功同将帅，果能於开局如意研究，日新月异，固不仅

於区一小枰内抵抗侵略，保卫和平已也，是为序。 

 



（《最新开局法》的序言） 

 

（二）《最新开局法》的目录 

序一  朱剑秋 

序二  谢侠逊 

第一编  得先法 

一先开局法 

（1） 顺炮直车七路炮攻直车（七变） 

（2） 列手炮直车七路炮弃车攻沉炮（四变） 

（3） 五七炮直车攻屏风马巡河炮（五变） 

（4） 五七炮直车攻单提马（四变） 

（5） 当头炮急性中攻反宫马（四变） 

二先开局法 

（1） 顺炮直车攻横车（三变） 

（2） 顺炮横车攻直车（四变） 

三先开局法 

当头炮过河炮攻还炮局一、二式（各三变） 

第二编  破让子法 

光马开局法 

（1） 单提马直车抵当头炮（让左马）（三变） 

（2） 单提马横车抵当头炮（让左马）（二变） 

马一先开局法 



（1） 当头炮横车攻士象局（让左马）（四变） 

（2） 顺手炮横车攻直车（让右马）（六变） 

马二先开局法 

（1） 五七炮禁马局（让左马）（三变） 

（2） 列手炮双弃马争先局（让左马）（三变） 

马三先开局法 

过河炮进中兵攻穿宫马（让左马）一式（四变），二式

（二变） 

双马开局法 

（1） 顺炮破巡河炮弃马夺先局（七变） 

（2） 屏风马破巡河炮（四变） 

第三编  古谱评撰（朱剑秋评释） 

（1） 无双品（四局全）  周廷梅原著 

（2） 象戏勾玄（二局）  周德裕遗著 

第四编  名手对局选粹（朱剑秋评） 

第五编  实用残局（陈效渭、许弼德、王正明作） 

四、《最新开局法》凹板印刷模板的考证 

《最新开局法》14 张凹板印刷模板，每张的背面均有 

“务本严记制版所☆宝昌路五七四号☆纸型”的圆形戳印，

并标注日期，个别甚至附有人名的印章。 



 

（《最新开局法》的戳印之一） 



 

（《最新开局法》的戳印之二） 

 

（《最新开局法》的戳印之三） 



仔细核对了一下，14 张凹板印刷模板的标注时间分别如

下： 

第 1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 

第 2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 

第 3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4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5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6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 

第 7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 

第 8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9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10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11 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第 12 张：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 13 张：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 14 张：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务本严记制版所☆宝昌路五七四号☆纸型”的圆

形戳印，以及标注日期等信息，我们可以推敲得出：这 14

张《最新开局法》的凹板印刷模板，来自“上海宝昌路五七

四号”的“务本严记制版所”，标注日期为审核的日期，附

有人名的印章，表示其为审核人或审核负责人。 

 



   五、《最新开局法》部分手稿和打印稿的发现 

2019 年的 7 月份，我从某一书贩子手中，购买了原上

海著名棋界人士陈效渭遗留的一些象棋书籍，不意之下，惊

喜地发现了《最新开局法》的部分手稿和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的部分手稿，共有 76 张，内容只有前

四编，缺少了第五编、序言和目录的内容。手稿用纸为：鲁

迅稿纸（20×25）横直两用 A,稿纸长 27 厘米，宽 20 厘米。 

 

 



 

（《最新开局法》的部分手稿） 



 

（《最新开局法》第一编·手稿） 



 

（《最新开局法》第二编·手稿） 

 



 

（《最新开局法》第三编·手稿） 

 



 

（《最新开局法》第四编·手稿） 

 



 

（《最新开局法》手稿 76 张） 

 

《最新开局法》的打印稿，一共有 18 张，内容包含第

一编～第五编，仅仅缺少了序言和目录。打印稿的纸张不佳，

均已发黄发脆。第 1 张长约为 38 厘米，宽约为 27 厘米；第

11 张长约为 26 厘米，宽约为 19 厘米；其他张数相同，长

约为 31 厘米，宽约为 28 厘米。 
 



 

（《最新开局法》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第一编·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第二编·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第三编·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第四编·打印稿） 

 



（《最新开局法》第五编·打印稿） 

值得一提的是，第 1 张打印稿，有“严记”的戳印，并

标注：“务本严记××，1951-10-5”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敲

得出：这些打印稿，应是 1951 年 10 月 5 日，由“务本严

记××”打印，做校对之用。 

 

（《最新开局法》第 1 张打印稿·戳印） 

 

六、《最新开局法》的价值和意义 

（一）《最新开局法》，为朱剑秋编 1951 年秋编著，第

一编：得先法、第二编：破让子法，介绍了让子让先的棋局，

比上海的另一名手何顺安 1953 年冬编著出版的《象棋让先

专集·弈径》，早了 2 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新开局



法》，应是棋界首部介绍让子让先的棋书，意义不可谓不重

大！ 

 

（《象棋让先专集·弈径》封面） 



 

（《象棋让先专集·弈径》目录） 

 

1、从两书的内容来比较: 

（1）《最新开局法》介绍的二先开局法有 2 局：顺炮直



车攻横车、顺炮横车攻直车；《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

二先开局法有 8 局：当头炮直车盘头马攻屏风马、当头炮横

车盘头马攻屏风马、顺手炮直车攻法、顺手炮横车攻法、当

头炮攻反宫马、当头炮巡河炮攻屏风马、当头炮七路马攻屏

风马；当头炮七路马攻单提马。 

（2）《最新开局法》介绍的三先开局法有 1 局:当头炮过

河炮攻还炮局; 《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三先开局法有

2 局:顺手炮、当头炮盘头马对屏风马。 

   （3）《最新开局法》介绍的让单马开局法有 2 局：单提

马直车抵当头炮（让左马）、单提马横车抵当头炮（让左马）；

《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让单马开局法有 2 局：单提马

对当头炮、屏风马巡河炮对当头炮。 

（4）《最新开局法》介绍的让马一先开局法有 2 局：当

头炮横车攻士象局（让左马）、顺手炮横车攻直车（让右马）；

《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让马一先开局法有 2 局：当头

炮攻让左马局、列手炮局。 

（5）《最新开局法》介绍的让马二先开局法有 2 局：五

七炮禁马局（让左马）、列手炮双弃马争先局（让左马）；《象

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让马二先开局法有 2 局：左中炮局、

右中炮局。 

（6）《最新开局法》介绍的让马三先开局法有 1 局：过

河炮进中兵攻穿宫马；《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介绍的让马三



先开局法有 1 局：右中炮局。 

（7）《最新开局法》介绍的让双马开局法有 2 局：顺炮

破巡河炮弃马夺先局、屏风马破巡河炮；《象棋让先专集·弈

径》，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介绍。 

2、通过《最新开局法》和《象棋让先专集·弈径》，二书

的内容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让子让先内容，并不完全相

同，可谓相得益彰；《最新开局法》介绍了让双马开局法，

则是《象棋让先专集·弈径》所没有提及的。 

（二）《最新开局法》是朱剑秋 1951 年秋编著，恰逢新

中国成立不过 2 年的时间，从朱剑秋的自序来看，其对于新

中国和象棋的热爱，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象棋的让子让先，

多为旧社会棋坛名手闯荡江湖、秘不示人的技艺，朱剑秋能

坦然大方地在《最新开局法》的第一、二编，给予详细的介

绍，可见其宽广过人的胸怀！ 

（三）象棋运动发展兴盛，凝聚着数代人的心血！我们

当饮水思源，追忆象棋前辈们的峥嵘岁月，铭记象棋前辈们

的丰功伟绩！象棋前辈们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们要好好地发

掘和整理，让它们流传于世，而不是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对于象棋前辈们，是一种慰藉！对于棋迷，是一种幸福！

对于棋坛，是一件幸事！ 

（四）《最新开局法》的重现于世，也给了我们极大的

启发：如果我们能精心地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很多佚



失的棋谱，也许能重现于世，它们必定能为象棋的文化增添

耀眼夺目的光彩！ 

七、《最新开局法》留给后人的不解之谜 

（一）《最新开局法》，系朱剑秋编写于 1951 年，从其

手稿、打印稿、印刷模版来看，其内容完备，印刷模版甚至

还有商业广告，完全具备正式印刷出版的条件，但当时究竟

是什么原因，以致于《最新开局法》未能问世呢？ 

（二）《最新开局法》，为朱剑秋的处女作，从其手稿来

看，编写认真严谨，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但为何在其后长达

40 多年的时光中（朱剑秋 1994 年去世），不再寻求此书的

出版呢，甚至于从未披露过此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