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弈出风采、浙里独美 

——浙江象棋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重要窗口”的体现 

金海英 

摘要：习总书记在浙江之行中提出重要指示，浙江要

“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

标对表在新目标下如何展示，如何显现棋类项目的“重要

窗口”，唯有实干，秉承浙江精神，中国力量，方能永立

潮头，走在前列。 

习主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

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

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

来，象棋就是很好的载体。象棋这一传统的民族文化，是

我国文化几千年的创造和延续，我们要讲好中国象棋故事

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象棋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棋

盘、棋子、行棋规则等无不体现出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思

想和元素，几千年来的积淀展现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棋文

化。浙江象棋自古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沃土，在象

棋历史长河中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重要的历



史环节中无一缺席。基于现当下，习主席对于浙江的期待

和厚望，我们作为体育人、象棋人，也要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展示象棋的魂和根。浙江象棋的发展也是浙江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缩影，通过浙江象棋展示浙江智慧，呈现出浙

江精神，凸显浙江重要窗口，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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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给我们以汲取智慧、砥砺前行的力量。 

习总书记在浙江之行中提出重要指示，浙江要“努力

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我们对标对表在新目标下如何展

示，如何显现棋类项目的“重要窗口”，唯有实干，秉承

浙江精神，中国力量，方能永立潮头，走在前列。 

自古琴棋书画是我国文人的必备才艺，“棋”作为排

行第二的一种技艺和艺术，在历代都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和发展，特别是我国的象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

棋盘、棋子、行棋规则等无不体现出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和元素，几千年来的积淀展现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棋文

化。浙江象棋在象棋历史长河中也分别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环节中无一缺席。我们回望南宋，

是象棋发展鼎盛时期，地处当时的临安（现今浙江杭州）；

近代在我国生死存亡时期，来自浙江温州平阳的谢侠逊先



生担负起以棋救国之壮举；现代象棋浙江分别涌现出优秀

棋手，获得优异成绩；在普及推广上，象棋人也不遗余力

的开拓，让象棋之花开遍浙江大地，让人民感受传统优秀

文化的同时丰富了日常精神生活。这些种种无不彰显浙江

智慧，显示出浙江体育精神，突显浙江象棋的优越性，弈

出风采。 

一、传统文化载体，彰显民族精神。 

树高千丈必有根，江河万里必有源。象棋历史悠久，

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它的雏形、创制、定型至今，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着传承和发

展，朝代更迭，象棋吸收着古代传统文化的养分，每个朝

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进行不断

的改革，逐渐形成符合中华人民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

文化传统和思想价值的智力体育项目，具有浓厚的民族特

色和印迹，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

中华文化积淀的体现。 

（一）、象棋中“和”的内涵 

说文解字：和者，“和”也，四声，音声相“和”，

是为和。和也就是回应。因为回应了，然后才会转变为和

谐。象棋比赛中有胜负和的结果，当双方都没有可能将死

对方时，就形成“和”的结果。这是象棋中重要的范畴。

围棋吴清源大师曾在自著书中说：“中和”是围棋的理想。



确实当我们双方在对弈的过程中都在追求每一步的最佳一

招，那自然是平分秋色，相互牵制，难分胜负，是为和；

当双方其中一方失误或棋力不及，例如太极推手，在均匀、

缓和间不知不觉的落败，也有在气势磅礴的激战中稍逊一

筹。只有棋力相当、势均力敌的对抗中才能在看似和风润

物中和局、或在跌宕起伏中激战成和。象棋中的“和”体

现出人民的智慧，也符合我国中庸思想、和谐境界。古人

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形神合一，讲究的是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形神都要保持平和。下棋难

道不也是如此吗？行棋中不应外界的变化、人内心的波动

及其外围的干扰而影响，不悲不喜、随棋而动，无关对手，

每一招都弈出完美的一手，最终达到和谐的状态。在下棋

的过程中相互牵制，相互取舍，权衡得失，竞技争胜负的

同时最高境界是“和”。 

“和”并不是不争，不关注胜负，《论语.子罕第九》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

被自己的界限所闭塞，而达到和，进而到无我之境。 

下棋可分为三重境界：技、艺、道；技者，技术也，

属初中级阶段；艺者，艺术也；道者，追求之最高境界也。

那么象棋的最高境界为“中和”，不偏不倚是为中，和即

为和谐，这体现在棋盘上如此，对于棋手本身的修为也需

要中和的心境。 



（二）、象棋中“中心”意识 

象棋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的起源和演变中，不断

的增加兵种，演变成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审美的棋，成为我

国有兵种等级双方作战的智力项目，棋盘的构成、棋子的

摆放等都无不体现出“中心”意识，即核心意识。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的意识还是非常常见，例如

在建筑中也体现出中轴，北京的故宫就是很好的展现中轴

的审美。象棋则以将帅为中心的轴线，由此中轴各兵种在

两翼摆开，双方各子大都是两两对称，各子主要围绕着将

帅进攻和防守，每个棋子都不是独立的存在，只要是棋盘

上的棋子，相互之间有着一些必然的联系，下棋者要有全

盘的统筹意识，同时又要有时刻围绕着一个中心意识那就

是---杀将或杀帅，看似每个独立的子力，投入到战场时，

这种核心意识是围绕着整盘行棋过程中，也是需要棋手时

刻保持着这种意识。 

中心意识在象棋中时常体现，在象棋的一些基本知识

里，“马缝边必死”，“海底捞月，车占中线”等出现，

从这些常见学棋知识里，我们能感受到中线的重要，象棋

作战的主战场是围绕着中间的将帅而展开，作战子力应围

绕着中间主战场进攻。无论是棋盘的设置、棋子的摆放及

其行棋的思路都是围绕着中心而定，棋中的这些中心意识、

核心意识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吻合，并通过象棋这个载



体很好体现出来。 

（三）、象棋中“对称”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就是“中轴突

出，两翼对称”。“对称美，中轴线”是我国审美中的重

要范畴，无不渗透在各个领域，体现在生活中有例如中国

的建筑、中国的中山装、及其今天我们要谈的国粹象棋。 

象棋中，我们来看看象棋的棋盘，对称美淋漓尽致的

演绎在棋盘中，中间的对轴线、楚河汉界、棋子两翼平衡

对称的摆放，双方居中的九宫，由此展开的对称和平衡，

哪怕棋盘里的小九宫，也是一个中轴线对称结构，作为棋

盘中至高无上的“帅”“将”居中，以它为中心和轴线，

由此两边排开，能力最强的子力离中心越远，越靠近将帅

的子力它所限制的规矩越多，能力也越弱，越贴近将帅接

近九宫，受限程度越大。九宫的对轴线，九宫外的对称像

极了作为古都北京城的故宫，故宫作为宫也构建对轴线，

宫外也有 7、8 公里的对称线。这就很符合古人的哲学，世

界是一分为二，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一就有二，二是阴阳

存在的，世界一切的相对概念。象棋中的对轴线两边都是

两两相对，正体现了《国语》所说的：因阴阳之恒，顺天

地之常。象棋棋盘和棋子的创造不正是符合了古人的哲学，

符合了我国人民对美的追求，这是我国几千年文化思想积

淀所体现出的一个具体载体，静态和动态中彰显出棋的美，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基于棋的这些魅力，符合人民的

精神追求，才致使其几千年长盛不衰，积淀成我国优秀民

族传统文化。 

象棋中的元素高度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是我国

历代优秀民族文化融合的载体，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二、象棋优秀传统，浙江底蕴深厚。 

象棋有着几千年历史，漫漫发展长河中起起伏伏，起

伏中有几个发展高潮，特别是南宋时期，把象棋推上了巅

峰，迎来了象棋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南宋的都城是

当时的临安，也就是目前我省杭州市，是当时的全国政治

和文化、经济中心，象棋在这个大环境下各方面都得到很

好的发展，让传统文化放出璀璨之光。近代抗日时期，我

省的爱国棋手谢侠逊，棋艺高超的同时在国家有难之时，

挺身而出募捐抗日成为美谈。历来象棋作为我国传统的璀

璨明珠在浙江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放光彩，为

现代浙江象棋发展打下深厚的底蕴。 

（一）、南宋象棋发展鼎盛，杭州成土壤中心。 

著名史学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史学家的描述中，可见当时

宋代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发展，宋代文化的发展达到中国文

化发展的最顶峰。象棋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时期，终

于在北宋末象棋基本定型，南宋时期已家喻户晓，洪遵在



《谱双.自序》中写道：“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在

张如安先生《中国象棋史》中这样写到：“体制不再发生

较大的变异，而是向着大众化、艺术化、竞技化、科学化

的方向作合理改进。正因为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那么象

棋的发展自然跟着时代的车轮前行。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

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见当时南宋繁荣景象。清初吕

留良《象棋话》云：《华阴县志》载，宋太祖落魄时，曾

游华山，与希夷老人对弈象棋，太祖负于陈，遂于即帝位

时罢免华山附近黎庶之征徭，以示不食前言，今犹有遗迹

存，可证。宋代的开国皇帝喜爱下棋，在他的影响和倡导

下，棋艺活动得到空前的发展，直到南宋已家喻户晓。杭

州作为南宋的都城自然成为棋类运动发展中心，棋弈在上

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广为流传,深入家家户户。 

南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中列

举“御前应制”至“消息”等 55 各行当，共 504 人，棋待

诏赫然在目，象棋甚至比围棋的人数还多出一倍。棋待诏

是个官职，《汉书、吾丘寿王传》中记载：“吾丘寿王，

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即塞戏），召待诏。”

吾丘寿王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早的棋待诏。宋代也专门设

置了棋待诏一职，大大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加快社会

各界人士的参与，例如文天祥、李清照、陆九渊等，留下



一些脍炙人口的好局，还开创了盲目棋、擂台赛等多种赛

制。期间还出现了有记载的第一位女棋待诏——沈姑姑。

由于棋艺活动的重视和盛行势必带动棋的各方产业，例如

大量棋具的衍生，大量棋谱和棋书出现，大量的文人雅士

把棋的元素运用到古诗词中去，让后人在欣赏学习诗词中

感受到当时期棋艺运动的发展状况，可从中找到一些发展

痕迹。 

南宋象棋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历史潮流中的鼎盛时期，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虽偏安一偶，但丝毫不影响它的

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正因有这些发展，象棋在历史

的长河中不断的演变、定型、逐渐成为最赋有中华民族传

统特色的国粹，并在这土壤中不断的发展和成长，深深的

扎根于人民中长盛不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二）、近代抗日时期，浙江涌现爱国棋手。 

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象棋发展也是如

此，经历南宋的鼎盛，元明清的起伏，近代的不稳定，中

间受到来自各方打压，象棋的发展沉沉浮浮，但作为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益智项目，已深深的扎根在人民群众中。 

到了近代，社会动荡，“家国存亡，匹夫有责”我省

温州籍爱国象棋家谢侠逊，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爱国

象棋家，人称“百岁棋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国

家特使只身两度赴南洋诸国以弈棋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动员侨胞为祖国募捐，支援抗日，并动员 3000 余华侨青年

归国投身抗战，为祖国神圣的民族解放大业作出贡献，被

誉为“古今以来以象棋报国之一人者”，周恩来总理曾赞

誉他为“爱国象棋家”，谢老还与周总理在重庆手谈《共

抒国难》残局，留下一段佳话。谢老不仅爱国还博学，一

生的著作甚丰，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知识宝藏，最具有代表

作的有《象棋谱大全》、《象棋指要》等，这些书籍都是

后辈棋手们学习的书目，特别是《象棋谱大全》是我国象

棋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棋书，该书分共 12 册，计 200 余万

字，出版后大受欢迎，至 1945 年，已再版九次。谢老有着

高超的棋艺和棋品，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怀，是中国现代象

棋运动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近代象棋史上的特殊地位，

有着“棋坛总司令”和旷世棋王之美誉。 

近代我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对象棋

事业的繁荣也确有影响，但还是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象棋

名手，让象棋星火相传。 

（三）象棋资料鼎盛时期，浙江爱棋文人辈出 

随着象棋在北宋末南宋初定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象棋理论著作、棋谱和棋诗大量涌现，丰富了象棋的内涵

和底蕴，后人也可从这些丰富的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感受和

目睹当时期象棋的发展情况，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精神食粮。

浩瀚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浙江籍文人，在诗词中大量

https://baike.so.com/doc/1163315-1230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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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出棋的元素，让我们可以一睹古人对象棋这一古老

项目的态度和兴盛状况。 

唐末五代著名画僧贯休，浙江兰溪人，他在《别卢使

君》诗中写到：杜宇声声急，行行楚水濆。道无裨政化，

行处傲孤云。幸到膺门下，频蒙俸粟分。诗虽曾引玉，棋

数中埋军。山好还寻去，恩深岂易云。扇风千里泰，车雨

九重闻。晴雾和花气，危樯鼓浪文。终期陶铸日，再见信

陵君。 

宋代诗人赵师秀，浙江永嘉人，他的一首小诗《约客》

中写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

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写出了约客人迟迟未来时的焦躁

心情，通过敲棋这个小动作体现当时的心境，也可从中感

受到象棋在当时的盛行，家里随处都备有象棋。 

宋代诗人陈著，浙江宁波人，他的一首《饮于梅山弟

家醉书八首》诗中写到：象棋一局酒三杯，此乐都从静处

来。明月清风不轻与，青山流水要相陪。从诗中可见象棋

作为当时文人雅士聚会时常态出现的一种活动，其流行普

及可见一番。 

南宋诗人陈允平，浙江鄞县人，他在《观弈象棋》中

写到：阵势频分合，机锋互应酬。马飞关塞月，炮落汉天

秋。不问知心友，翻成敌面仇。谁能劳胜负，独立大江流。

诗中把象棋对弈的情况描写的淋漓尽致，让人身临其境的

https://www.shicimingju.com/chaxun/zuozhe/2257.html


感觉；并通过象棋来感叹世态炎凉。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徐再思，浙江嘉兴人，他的一首散

曲《水仙子·夜雨》写到：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

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

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此曲写出作者

愁闷的心情，通过一局未收棋局的道具写出了惆怅之情。 

元代文学家和诗人杨维桢，浙江绍兴人。他的《又湖

州作》诗中写到：湖州野客似玄真，水晶宫中乌角巾。得

句时过张外史，学书不让管夫人。棋寻东老林中橘，饭煮

西施庙下莼。无雨无风二三月，道人将客正嬉春。 

清朝文学家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古诗《春日偶吟》

中写到：拢袖观棋有所思，分明楚汉两举时。非常欢喜非

常恼，不看棋人总不知。诗中写观棋时人复杂的心境。 

除了以上的浙江文人描写象棋外，还有宋代文学家周

密《朝中措东山棋墅》、南宋词人吴文英《汉宫春 寿玉虔

州》等等也都涉及到象棋。古代文人往往喜欢在茶余饭后

吟诗作赋，通过诗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思绪。浙江自古

文人辈出，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象棋在各个时期的

发展状况，领略到在达官贵人和宫廷中及其平常百姓家下

棋是常态，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现代象棋，浙现辉煌。 

近代象棋受到国内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发展



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和象棋活动得到高度重视，

使象棋从“娱乐活动”上升为“体育运动”，慢慢的恢复，

从而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浙江象棋在新中国日新

月异的蓬勃发展和前辈们打下的良好底蕴下，得到空前的

发展，人才辈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建国后省队建立，前辈们打下良好的根基。 

江南辈有人才出，浙江历来棋风鼎盛，象棋文化积淀

十分浓厚。除了有百岁棋王爱国象棋家谢侠逊，还分别有

杭州刘忆慈、董文渊，温州沈志奕等国手。1956 年象棋举

办了第一届全国象棋锦标赛，杭州刘忆慈获得第三名的好

成绩。国家成立象棋主管部门，相继出台棋手的等级标准

和裁判等级标准，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专业队，象棋在全国

范围内开始逐渐的步入正轨。 

70 年代中后期浙江省体委筹建象棋队，逐渐进入男女

队员，其中最为优秀是陈孝坤国际大师和于幼华特级大师。

陈孝坤于 1981 年获得首届亚洲城市名手赛冠军，多次全国

象棋锦标赛前六名；于幼华特级大师在队期间多次获得全

国象棋锦标赛前六名；后两位成浙江队教练，期间分别招

进象棋专业队的队员有胡容儿（男）、马天越(女)、厉晓

秋（女）、周群（男）、顾韶音（女）、金海英（女）、

陈寒峰（男）；期间两人（马天越、厉晓秋）获得运动健

将称号，男女团体多次进入前六名。93 年受全运会冲突，



省象棋队解散，保留教练员编制，队员分配工作，小队员

继续读书学习。象棋的发展受到影响，前辈们在解散期间，

不遗余力的为象棋发展奔走，同时保持原有解散队员平时

的联络和棋艺交流，队散人不散，这些种种努力为后期的

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浙江经济发展，人民富足，自然带动精神文化的需求，

象棋在这大环境下，自然发展的飞速，人民参与度很高，

形成了很好弈棋氛围，这就给象棋发展打下良好的沃土。 

（二）、社会相助，恢复队伍，创辉煌，显重要窗口。 

人在艰难的环境下，才能感受到事情的不易，珍惜每

一次机会，感恩每一次帮助。 

省专业队解散，大多数队员进入单位，小队员保留编

制读完 9 年制义务教育，省体育局保留了教练员陈孝坤老

师的编制。期间进入长达十多年的社会办体育模式，很多

前辈象棋人为浙江象棋发展做出努力和付出，也得到社会

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杭州园文局，96 年开始进

行长达 12 年的省队地方办的形式。期间名誉领队施奠东先

生、领队惠润生先生、教练陈孝坤、队员马天越、金海英、

陈寒峰，长期进行训练，成绩在此期间新的突破，获得浙

江象棋建队来最好的成绩，队员金海英实现了全国、亚洲、

世界大满贯，让象棋全国冠军建国后首次进入浙江省，实

现零的突破。在此氛围的带动下，浙江象棋越来越好，逐



渐也慢慢恢复省队的建设，在陈孝坤老师积极推动下，体

育局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下，男队恢复省队已成雏形，分别

进了于幼华（最初省队解散后去杭州铁路局，代表火车头

协会拿了个人最好成绩全国锦标赛冠军，现又回省体工队）

赵鑫鑫、程吉俊、黄竹风等，男队逐渐进入良性的人才梯

队建设。07 年是浙江象棋收获之年，全国棋坛称是“浙江

象棋年”，9 月赵鑫鑫获得全国锦标赛个人冠军，同时黄竹

风和程吉俊晋升国家大师，12 月浙江于幼华和金海英包揽

首届名人赛男女冠军，同月浙江陈寒峰获得全国大师赛冠

军，晋升为特级大师，浙江象棋队把本年度重量级赛事的

冠军囊括麾下，实现大丰收，成了名副其实的“浙江象棋

年”。 

2008 年，随着金海英调入浙江省体育技术学院当教练

后，园文局象棋队自然的全回到省队，男女队慢慢的都回

归省队，历经长达 12 年的地方办体育模式告一段落，正因

为园文局历任决策者的大格局，让浙江象棋走出了社会办

体育的新型模式，实现省象棋成绩的历史突破，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男女队全都归队后，通过象棋人的努力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开始慢慢的走上发展新时期。特别是这几年

连创辉煌，2015 年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陈青婷获得专业

组女子个人冠军，实现运动会专业冠军的突破；2019 年第

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创下历史新高，获得了四块金牌，成



为本次赛事的最大赢家；2021 年第十四届全运会象棋再一

次刷新历史，获得两块金牌，实现全运会金牌突破，让浙

江象棋站在了历史巅峰，创新的辉煌。 

浙江象棋随着专业队的恢复，慢慢步入正轨，教练建

设、人才梯队建设等逐渐完善，大家狠抓训练，把训练抓

实抓细，让象棋的竞技成绩走在全国前列，显示重要窗口。 

（三）、象棋进基层，与民同乐，突显共同富裕 

象棋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项目，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自古以来广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深深的扎根在人民

群众中久经不衰。浙江自古就有浓厚的下棋氛围，北宋南

渡，迁都临安，建立起偏安的南宋，杭州有了“诗酒琴棋

歌舞地”的美称，也成为全国棋类运动的中心。文人雅士、

达官贵人、宫廷王室、市井小民无不喜爱，出现了鼎盛时

期。到了现代，江南富庶，象棋也得到很好的发展，在竞

技赛事上处在全国前列，展示出重要窗口。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提出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对于浙江寄于厚望，

希望打造共同富裕的示范区。那么象棋人作为社会的一分

子，倍感荣幸，为着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

做出新的贡献。 

为了让象棋这一国粹走入大中小学和社区文化礼堂，

让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

专业象棋人走进基层、走进学校，把我国的传统文化象棋



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丰富普通大众的精神生活，实现落

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政策。浙江近几年在政府、体育局及其

各个部门支持和努力下，象棋走进学校，培养了许多象棋

特色学校和象棋共建学校，让象棋在校园中开花，让同学

们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同时也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

世界。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那么基层是象棋人的“衣食父

母”，浙江象棋队送棋进社区、文化礼堂，并举办了几百

场进文化礼堂的赛事，让人民大众参与进来，与民同乐，

享受浙江象棋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感受棋的魅力，在下

棋中得到愉悦，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实现了习主席说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

新期许。 

象棋人积极的进学校、下基层，让象棋这精神食粮进

入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实现“共同富裕”，

提升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象棋这一传统文化在基层发光发

热。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赋予浙江省“努力成为新时

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

新目标新定位。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战略决策，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的核心任务，是扛起“五大历史使命”的总牵引。



在这历史发展关键时期、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为新发展阶段浙江的高质量发

展、竞争力提升和现代化先行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如此大

环境下，浙江象棋敢于争先、勇于争先，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勇扛使命、勇闯新路，探索建设人们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竞技体育成绩上争创一流，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展现“重要窗口”。 

象棋作为竞技体育和民族传统文化等多重属性，在历

史发展的长河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新时代社会主义

发展下，浙江象棋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勇攀高峰，争创优

异成绩，实现了超越，弈出浙江精神！浙江风采！走在全

国前列。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上浙江也走在前列，进校园、

进社区文化礼堂弘扬棋文化，满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和成绩双丰收。浙江象棋竞技发展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制度

“重要窗口”的展现，在文化传播和传承上实现人民大众

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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