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牌世界
2017，

一步，即降级队伍从两支降至一支，而围乙
则将升甲队伍增至三支。最终实现了2017年
围甲正式扩军至14支的参赛规模。
对于扩军， 华学明表示：“这是众望所
归， 这一改革措施不会对联赛水平产生影
响， 但对于全年赛程安排造成了不小的压
力。 扩军后，围甲比赛轮次由22轮增加为26
轮，多出的比赛时间将近一周，由于围甲赛
程延长将进一步增加赛程安排的难度”。

第一次扩军至14队

本报记者 陈君 葛会忠 邢雁彬
2017金立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摘牌及
抽签仪式3月31日在中国棋院举行， 现场气
氛热烈，欢声笑语，大家对这一新的改革举
措充满好奇和热情。 殊不知，今年的中国围
甲竟然有五个历史性的第一。

第一次实行摘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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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甲数第一

年轻棋手有更多锻炼机会，“其实这是强
弱队都愿意的事情，弱队可以通过摘牌的
棋手补强自身实力，强队则可以把‘多余’
队员借给其他队获得上场机会保持竞技
状态”。

华学明主持抽签仪式。

2017 年 4 月 3 日

12支围甲参赛队从2001年第三届联赛
一直保持到2016年，从今年开始围甲参赛规
模扩军至14支队伍，这么大的参赛规模也是
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多年来，围甲扩军的呼声不断，中国围
棋协会顺应大家的要求在2015年开始做扩
军准备。时任总局棋牌中心党委书记杨俊安
就曾表示， 围棋作为体育竞赛项目之一，理
应不断创新，围甲联赛应该起到改革创新的
表率作用。
于是在2016年，围甲终于迈出了扩军第

创 办 于 1999 年 的 中 国 男 子 围 甲 联 赛
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 由于各参赛队体制
不同，棋手一直难以转会和流动。 今年初，
中国围棋协会出台了关于棋手摘牌的有
关规定，希望以此促进各队之间棋手的流
动，同时对弱队进行扶持，缩小强弱队之
间的实力悬殊， 继而提高联赛的激烈程
度。 根据规定，各队在报名保留4名队员的
同时，要将队中第5至6名棋手中的1至2人
挂牌，参与交流。
这是围甲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摘牌
仪式上，第一个摘牌的是“升班马”河南队，
挑走了华泰证券江苏队的刘曦，第三个摘牌
的上海建桥学院队将本队挂牌的胡耀宇摘
回，卫冕冠军苏泊尔杭州队第一轮摘牌最后
一个摘得陈玉侬。第二轮最后完成摘牌的是
山东队。
负责联赛组织工 作 的 中 国 围 棋 队 领
队华学明表示， 推出摘牌制的两大初衷
是：一是为了平衡各队实力，二是为了让

第一次限制外援出场次数
扩军后的围甲14支参赛队中，有11支队
伍聘请了外援， 按照今年的围甲联赛规定，
外援出场次数受到了限制，在总共26轮比赛
中外援最多只能出场13轮。
对此，华学明解释说，过去外援实力强，
各队竞相出高薪聘请外援进行队伍补强，如
今国内棋手水平大幅提高，出台这一措施是

希望能够给国内棋手更多上场机会，“通过
限制外援出场次数，让外援在队中只能起到
半个队员的作用，从而能够拉低外援与国内
棋手的薪金差距。 虽然这是无奈之举，但也
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次提高联赛奖金
2017年是深圳金立集团冠名围甲联赛的
第11个年头， 在华学明与深圳金立集团董事
长兼总经理刘立荣的积极沟通和努力下，今
年围甲联赛奖金实现了全面提高， 其中冠军
奖金由之前的50万人民币增加为80万， 亚军
奖金则由30万增至40万， 第三至六名队伍的
奖金数额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毫无疑问，奖
金的普遍提高对于各参赛队都会是非常好的
激励。

第一次与女子围甲共同抽签
3月31日的男子围甲摘牌及抽签仪式
前，先举行了第五届
“中信置业杯”中国女子
围棋甲级联赛的抽签仪式。男女围甲同场抽
签这在围甲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华学明表示， 由于此次共同抽签的效果
很好， 今后还会考虑男女甲级联赛共同开幕
的创新做法。 对于女子围甲每年都有主题的
做法，华学明很是赞同，她说，今年女子围甲
的主题是红色之旅，其中第一个赛会制5月将
让年轻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韶山举行。“
的女棋手们通过到革命纪念地参赛而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华学明
说。
虽 然 已 经 对 2017 年 的 男 女 围 甲 实 现
了多项改革做法， 但华学明并不满足于
此，她说，我们已经把明年对联赛的改革
设想向各参赛队进行了“吹风”，希望广泛
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围棋事业的
发展，改革是必须的，而且改革永远在路
上。 如此看来，明年的围甲可能会出现新
的第一次。

抽签现场气氛火爆。

葛峰（中）与嘉宾们共同启动比赛。

全国国跳个人赛
参赛规模创新高
张

坦文/图

“
全民棋道杯”全国国际跳棋个人锦标赛在深圳金茂
园大酒店激战正酣，共有来自国内31支代表队的130多名
棋手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
副主任、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理事长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这一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 中国国际跳
棋协会主办，广东省棋类协会承办，深圳市全民棋道棋牌
俱乐部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阳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和
深圳市天翔国际跳棋俱乐部协办。
在4月1日举行的开幕式上，葛峰在致辞中说，每年一
届的全国国际跳棋个人锦标赛是全国最高等级的赛事。
国际跳棋被列为今年全运会18个群众比赛项目之一，充
分说明国际跳棋项目在我国群众体育项目中的地位。 希
望大家珍惜比赛机会，下出精彩对局。
在130多名参赛棋手中，有100格组棋手86人，64格组
46人。 比赛共进行九轮角逐，其中100格男子个人组第一
名将获得今年国际跳棋世锦赛参赛资格。 比赛将于4月5
日结束。

丁立人问鼎深圳国象大师赛

年轻海湾创造国象推广范本
本报记者

葛会忠

坐落在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市奉贤区海
湾镇是上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城镇， 虽然
建镇时间并不长， 却和国际象棋结下了很
深的缘分。 上周“上海海湾杯”2017全国国
际象棋新人王赛在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落下帷幕，这已经是海湾镇在最近3年内连
续第四次举办高水平国际象棋赛事， 同时
海湾的“国际象棋四进活动”也为国际象棋
的普及推广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现实范本。
和国内其他国际象棋普及工作比较好
的地区一样， 最初海湾的国际象棋普及也
是从少儿群体开始切入的。“海湾镇目前拥
有星火学校、五四学校、海湾幼儿园三所公
办的学校和幼儿园。 我们在星火、五四、海
湾幼儿园大班中开设国际象棋课程， 作为
校本教材编入课程教学大纲， 目前已有
1300多人在学习。同时针对1300多名学员，
成立10个兴趣小组， 在基础课程教育的基
础上，加强课外培训，由老师进行一对一教
学，在提升兴趣的同时强化学习效果。我们
还邀请上海体育局棋牌中心国际象棋队总
教练李祖年、 女子世界冠军王频等大师开
展每周一次的面对面授课交流活动。”海湾
镇镇长吴利春对记者说， 这些国际象棋特
色活动得到了学校和学生家长的大力支
持，在本次新人王赛期间，我们还选出了16
位学生代表同8名参赛大师面对面交流切
磋，借助榜样的力量激励他们的成长。
在举办本次新人王赛之前，上海海湾国
家森林公园已经成功举办了“
翡丽百瑞杯”
2015中国国际象棋大师混双赛、“蓝箭培训
杯”2016中国国际象棋大师混双赛和
“
光明”
2016中美国际象棋大师巅峰赛等著名赛事，
叶江川、谢军、丁立人、苏伟利等中外国际象
棋大师都先后到海湾参赛，他们不仅为爱好

者呈现了精彩的棋局，而且还通过公益性的
交流互动活动亲自在海湾播下了国际象棋
的种子，也逐步将国际象棋的爱好者群体从
少年儿童扩展到成年群体。
“为了进一步丰富我们海湾居民的
文体生活，今年我们正式推出了‘国际象
棋四进活动’，邀请国际象棋大师每两周
对学校、部队、企业、社区的教练进行培
训， 然后再培训对国际象棋感兴趣的学
员。 ”吴利春说，“部队方面是我们海湾镇
最具特色的内容， 我们把国际象棋带入
部队，得到了官兵将士的热烈欢迎，这次
新人王赛期间， 我们更是非常荣幸地邀
请到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副主任、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 中国国际象棋
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老师为我们的子弟
兵讲课，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课堂上叶
江川讲的很多国际象棋的战略战术思想
引起了部队官兵的共鸣， 互动环节官兵
们踊跃上台解答叶江川的实战训练题。
“
把国际象棋带到部队，开创了我们国
际象棋普及推广的先河。”叶江川说，“过去
我们的普及推广主要是面向学生群体，面
对基层成年群体我们还有更加广阔的空
间， 特别是我们有责任为丰富部队官兵的
业余生活做出更多的努力。”据悉在推动国
际象棋四进活动的过程中， 海湾镇还将分
层次举办学校、部队、企业、社区比赛，并组

本报记者

葛会忠

“上海海湾杯”2017全国国际象棋新人王赛上周在上
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落下帷幕。 一路领跑的上海棋手徐
译成功笑到了最后，获得本次全国新人王赛的冠军。重庆
棋手刘言通过加赛获得亚军， 青岛棋手王桐森屈居第三
名。
上海棋手徐译从首个比赛日开始就一直处于积分榜
第一集团，他在战胜陈琪、彭雄健和胡豫等3位棋手之后，
原本有机会提前一轮锁定冠军， 却在第六轮的比赛中意
外失手于天津棋手戴常人。“那盘棋主要就是心态有问
题， 从头到尾不在正确的轨道上， 后来我及时调整了心
态，最后一盘下得比较稳健”，徐译说。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徐译弈和王桐森，刘言弈和胡豫，最终徐译积4.5分，赢得

丁立人

本报记者 葛会忠文/图
2017年“读特杯”深圳龙岗国际象棋大师赛于2日下
午在深圳友和国际大酒店落幕。 中国棋手丁立人在最后
一轮的比赛中力克印度名将哈利克里斯纳， 从而以3胜7
和的不败战绩夺得本届深圳龙岗大师赛的冠军。
本次比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 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龙岗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龙岗区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鹏城国际象棋俱乐部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深圳棋
院协办，比赛得到了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的大力支持。六名
参赛选手的等级分均在世界前20名以内， 平均等级分高
达2754分，比赛级别达到21级，是亚洲地区今年最高级别
的国际象棋赛事。比赛采用双循环赛制，前九轮比赛结束
后丁立人以5.5分领跑积分榜， 荷兰棋手吉里积5分紧随
其后。
在2日进行的第十轮比赛中，丁立人执黑迎战哈利克
里斯纳。 在西班牙开局中，双方展开激烈争夺。 中局丁立
人抓住对手的失误取得多子优势，并不断向对手施压，战
至第53回合，白棋防线彻底崩溃，丁立人执黑获胜。 其他
两场比赛中，中国棋手余泱漪执黑弈和吉里，英国老将亚
当斯执白负于俄罗斯棋手斯维德勒。
全部比赛结束后，丁立人积6.5分，获得本次比赛的
冠军。 吉里和斯维德勒同积5.5分，吉里小分较高获得亚
军。 余泱漪和哈利克里斯纳同积4.5分，余泱漪小分较高
名列第四。凭借在本次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丁立人的实时
等级分上涨了14.4分，涨至2773.4分。 本次比赛的头号棋
手吉里也小有收获，上涨2.8分，涨至2773.8分。 目前吉里
和丁立人的实时等级分分别排在世界第10和第11位。

淄博市首届智运会即将启幕

叶江川为部队官兵讲解国际象棋知识。

徐译加冕国际象棋新人王

田红卫（左）和吴利春（右）为徐译颁奖。

织比赛的优胜者与国际象棋混双赛的参赛
大师开展切磋交流活动。 今年10月中国国
际象棋大师混双赛将连续第三次在上海海
湾国家森林公园举办。
目前海湾镇正在争创全国国际象棋之
乡， 以国际象棋为特色的体育文化将成为
海湾的一大亮点。 吴利春说，“我们将主打
‘运动丰富生活、健康成就美好’的城市运
动理念，通过继续开展国际象棋、马拉松、
马术、 汽车越野等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活
动， 提升海湾城市形象， 打造体育精品赛
事，通过逐步完善体育服务公共设施，细化
体育产业链，带动体育周边旅游、商业、餐
饮、娱乐等行业同步发展。 ”

本次比赛的冠军。刘言、王桐森和彭雄健同积4分，彭雄健
因为小分较低获得第四名。 刘言和王桐森的小分和胜局
数完全相同，必须通过快棋加赛区分名次。在加赛中刘言
两次战胜王桐森，获得本次比赛的亚军，王桐森获得第三
名。
“这次比赛的参赛棋手水平都比较高，我能够夺冠还
是比较幸运的。”徐译说：“
非常感谢海湾镇政府为我们青
少年棋手创造了这么好的比赛机会， 感谢上海海湾国家
森林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优美的比赛环境。 通过比赛我也
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今后会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水
平。 ”
赛后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国际象棋部主任、 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田红卫和海湾镇人民政府镇长吴利
春共同为冠军徐译颁奖。田红卫表示，2017“上海海湾杯”
新人王赛是海湾镇打造的又一国际象棋高端赛事， 相信
国际象棋将对海湾镇打造体育文化休闲小镇发挥独特的
本次比赛的参赛选手都是20岁以下的希望之星，
作用。“
他们在这个大平台上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和展示。 ”

王小岳
据山东省淄博市体育总会消息， 淄博市第一届智力
运动会将于4月拉开大幕，并将持续到今年10月。 首届智
运会设置了包括象棋、国际象棋、围棋、五子棋、桥牌、够
级、竞技二打一、魔方、素质机器人、电子竞技十个比赛项
目，以
“智随心动，慧聚淄博”为主题。
在十个比赛项目，棋牌类运动占据绝大多数，以棋牌
项目为代表的智力运动， 已经成为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目前，全国智运会已连续举办三届，淄博市举
办智运会为检阅全市智力运动的竞技水平提供了一个平
台，有利于选拔优秀的智力运动后备人才，将对智力运动
项目的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使全市全民健身
事业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本届智运会由淄博市体育局、淄博市教育局、淄博市
体育总会主办，由体育社会组织承办，这也是
“政社脱钩，
管办分离”的有力举措。除够级、竞技二打一、电子竞技等
项目在校学生不得报名参赛之外， 其余所有比赛面向社
会公开报名，自由组队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