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晋特级大师王天一自述 2012201220122012年
个人赛夺冠始末

一年一度的全国象棋个人赛于2012年10月10日在浙江磐安正式

拉开了帷幕。作为象棋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96

位男子棋手，32位女子棋手捉对厮杀，为了争夺优异名次，以及晋升

象棋特级大师、大师的资格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笔者作为第三次参加

该项赛事的新人（此前在2010、2011年分获第四、第五名），自然也

希望在本次比赛中有所突破，于是赛前给自己制定了力争进入前六的

目标。十一轮战罢，笔者幸运地以五胜六和的成绩荣获冠军，晋升为

象棋特级大师。借此机会，将比赛中的全部十一盘对局心得以及棋局

的一些变招分两期做自战评注，供广大读者参考赏鉴。

第一轮 飞相对右士角炮

北京王天一（先胜）新疆张欣

1. 相三进五 …………

比赛第一轮，经过抽签，我

与代表新疆出战的张欣相遇。印

象中，小张与我年纪相仿，近两

年代表新疆多次参加个人赛、团

体赛及全国智力运动会等赛事，

表现不俗。因此我采用了飞相布

阵，意在拉长战线，与对手较量

综合实力。

1. ………… 炮２平４

2.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３

3. 车九平六 马８进７

4. 兵三进一 …………

这是较为少见的一手，以往

多走马八进九，以下黑方车 1平 2，

兵九进一，车 2进 4，车六进三，

车 2 平 6，马九进八，卒 3进 1，

形成近年来大师对局中十分常见

的套路，这对于志在求变的我来

说，是不太情愿看到的局面。所



以此时进三兵，有些考验对手应

变能力的意味。

4. ………… 车１平２

5. 炮二平四 车９平８

6.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7. 马三进四 卒３进１

8. 马八进九 炮４平５

以上几个回合，双方你来我

往，应对基本无误。此时还中炮

颇为积极，大有一副反客为主的

架势，让我临场感到有些意外。

此时稳健一些可以考虑士 4进 5，

但是平炮也应该说是较为可取的

一步。

9. 士四进五 车２进５

如图形势，面对对手气势汹

汹的攻势，我决定先补士稳住阵

脚，伺机反击，不料却等来了对

手的失误。此时进车骑河，似佳

实劣，理应走卒 5 进 1 继续贯彻

意图，冲击红方中路，演变下去

黑方不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

行拆解。而进车捉马之后，由于

黑方车立险地，结果招致红方一

系列的利用，导致形势落后，可

以说是本局的转折点。

10. 马四进三 炮５进４

11. 车六进二 车８进６

无奈，由于黑方 2 路车已经

立于红方骑河，自然不肯走炮 5

退 1 阻断车路，于是只得硬着头

皮进车保炮，使得己方子力进一

步受到牵制。

12. 兵九进一 车２退２

此时不可车 2平 7，因为红有

马三进一再车六平五砍炮简单得



子的手段；又如黑车 2平 1，又顾

忌红方将来存在炮八进一等得子

手段，于是黑车只得进而得退，

形势已明显落后。

13. 兵三进一 炮９进４

边炮轻发，可能是黑方对此

时局面的危机意识不足，没有注

意红方强力的反击手段。此时不

如走象 3 进 5，局面虽差，但尚可

支撑。

14. 车六进四 马７退５

15. 车六平四 …………

此时平车看似简单，却令黑

方头疼不已，面对红方下步兵三

平四的威胁，黑方却不知如何防

范。试演两路变化，黑如马 3进 4，

兵三平四，炮 5平 6，兵四平五，

红方得子；又如车 2平 4，马三进

二，黑也难应。

15. ………… 马５进４

如图形势，强行跳出窝心马

做最后的反扑，已有些强弩之末

的味道。以下红方得子之后，从

容布置好防线，再携多子之利反

戈一击，黑方便难以抵挡。

16. 兵三平四 …………

也可直接车四平七吃马，此

时平兵是想考验一下黑方应手。

16. ………… 士４进５

17. 车四平七 象３进５

18. 马三退四 车８平６

19. 马四进六 炮５退１

20. 车七退二 车２进１

21. 车七平八 马４进２

22. 马九进八 马２进４

23. 马八进七 象５进３



24. 兵七进一 车６平２

25. 炮八平六 象７进５

26. 车一平三 炮９平７

27.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8. 炮四进二

黑方见局势差距太大，便放

弃续弈。于是我就顺利地取得了

开门红，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了

一个不错的基础。

第二轮 五八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江苏朱晓虎（先和）北京王天一

个人赛第二轮，我与来自江

苏的朱晓虎大师狭路相逢。晓虎

年纪虽轻，但已经征战职业赛场

多年，并于去年夏天在北京举行

的“威凯杯”象棋一级棋士赛上

荣升大师，十分不易。此番晓虎

执红先行，我若想强行争胜，自

是一场恶战，棋局的发展也正如

我赛前所料……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进四 …………

晓虎大师布局纯熟，此时采

取五八炮进三兵的常见套路，看

来是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

态，也着实令我十分头疼。如果

继续依谱行棋，那么取胜的难度

将势比登天。如若强行变招，虽

然可以争取到一些取胜的机会，

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两

相权衡，令我颇感谢犹豫。最后

我临场决定变招，体验一下搏杀

所能带给我们的那种无与伦比的

刺激。

6. ………… 象７进５

7. 炮八平七 炮２平１

这步棋之前在大师对局中几

乎从未出现过，但红方临局应对

得当，很快就取胜了局面的主动。

平心而论，这手棋过于勉强，是



局势落入下风的根源。

8. 车九平八 炮１进４

9. 车八进七 车１进２

10. 车八平九 象３进１

11. 车二进六 士６进５

12. 马九退八 …………

以上几个回合，红方虽然面

对怪阵，行棋速度却未放慢，表

现出了良好的棋感。此时退马稳

健，展现了细腻绵密的棋艺风格。

如果换我来走，可能直接选择车

二平三，两种下法均为红方主动。

12. ………… 炮８平９

13.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２

如图形势，坏棋，彻底使局

面陷入被动。冷静些应改走马 7

退 6，局面尚无大碍。高车保马是

幻想着将来存在炮 9退 2 再平 7，

以及炮 1 平 2 之后再退 3 的反击

手段，但是红方接下来的几步棋

就令黑方的幻想彻底破灭。

14. 马八进七 炮１平２

15. 马三进四 炮２退２

在第 13回合车 8进 2的时候，

我原以为此时可以走炮 2 退 3，红

如车三平一（如马四进六，卒 5

进 1），马 7进 6，马四进六，马 6

进 4，黑方可战。结果却发现忽略

了红方接下来一步简单的手段，

马六进四，以下黑如车 8 退 1，车

一进一，马 4退 3，兵三进一，红

方明显占优。此时退炮实属无奈，

局面已有难以为继之感。

16. 兵七进一 马７退６

17. 兵七进一 象１进３

18. 马七进六 炮２退１



19. 车三平一 …………

红方以上几个回合行棋简明

有效，至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盘

面，胜利在望了。此时我对之前

的布局选择懊悔不已，只能继续

勉强抵抗，等待对方出现失误。

19. ………… 车８平６

20. 马四进六 卒５进１

21. 车一退一 马３退１

22. 炮五进三 炮９平７

23. 相三进五 炮７进１

无奈，此时如走车 6进 1，红

可炮五平七，车 6 平 3，前马进五，

马 6进 5，马六进七，马 5进 3，

黑方虽然通过交换多得一子，但

红方携有车杀无车之势，且多兵

多相，占据绝对优势。

24. 车一平四 马６进８

25. 车四进二 马８进６

26. 炮七平四 …………

红方主动交换之后，依然保

持着压倒性的优势，以下只要不

出大的漏洞，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了。

26. ………… 炮７退３

27. 炮五平四 马６进８

28. 前炮平三 马８退９

29. 炮四进三 马１退３

30. 炮四平二 炮７平９

31. 后马进四 炮９进６

32. 炮二进一 将５平６

33. 炮三进三 将６进１

34. 炮三平七 象５退３

35. 炮二平七 炮９进３

36. 仕四进五 士５进４

37. 马六进四 象３退５

38. 炮七退五 马９进７



如图形势，以上红方紧握优

势继续扩大战果，此时迎来了简

明取胜的绝佳机会，可以考虑走

前马进二，黑方只得炮 9平 7（如

炮 2平 6，兵三进一，黑方丢子），

兵三进一，可以演变成马炮双兵

对黑方双炮卒缺象的盘面，红方

胜定。

39. 炮七平四 马７进５

40. 前马进二 将６平５

41. 炮四平五 将５平４

42. 马四进五 士４进５

43. 马二退三 马５退３

44. 炮五平六 炮２平４

45. 马三退五 炮９退４

46. 炮六退一 炮９平５

47. 兵五进一 炮４进２

48.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１

49. 兵五平六 卒１进１

50. 相七进九 马１进２

51. 相九进七 马２进３

52. 马五退四 将４退１

53. 兵六进一 卒１平２

54. 炮六退二 将４平５

55. 马四进五 马３退５

56. 仕五进四 炮４平６

57. 炮六平五 马５进３

58. 马五进三 将５平４

59. 马三退四 炮６进１

以上一段红方错失了一些继

续扩大战果的机会，不过对弈至

此，依然占据着足够大的优势，

可惜此时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一步随手的过兵给取胜平添了非

常大的难度。若改过兵这手棋为

炮五平一，黑方依旧难以谋和。

60. 兵三进一 炮６平５

经过数十回合的顽强抵抗，

黑方此时终于迎来了一线生机。

由于红方的失误，黑方得以趁机

兑死红炮，形成马卒对马双兵的

实用残局，由于这一残局属可胜

可和，红方若要取胜需要走得十

分精细，在临场时间和精神高度



紧张的状况下，黑方无疑增添了

很大的谋和希望。

61. 炮五进二 马３退５

62. 马四退五 马５进３

63. 兵三平四 马３退４

64. 兵四进一 卒２进１

65. 兵四平五 卒２平３

66. 兵五进一 …………

下兵嫌急，应保留高兵继续

纠缠，红方仍有胜机。

66. ………… 卒３平４

67. 马五进四 马４退６

68. 兵六平七 马６进４

69. 兵七平六 马４退６

70. 兵六平七 马６进４

71. 兵七平六 马４退６

72. 兵六平七 卒４平５

以下红方无奈以兵换双士，

双方以马兵对马卒光将的盘面又

纠缠了数十回合，最后我幸运地

谋得了一盘和棋。纵观全局，红

方在开中局以及残局前半段发挥

了较高的水准，抓住了黑方急于

求成的心理，稳扎稳打，一步步

扩大己方优势，可惜在进入到残

局中后段，可能久攻不下导致耐

心逐渐消磨殆尽，出现了严重失

误，被黑方顽强谋和，殊为可惜。

第三轮 五七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北京王天一（先胜）上海孙勇征

在与晓虎大师的对局中侥幸

逃脱之后，第三轮我又遭遇卫冕

冠军上海特级大师孙勇征。阴年

少成名，并在支年下半年突然爆

发，连夺第一届国手赛以及个人

赛冠军，成为了建国以来第 15位

棋王。进入 2012年以后他的状态

也保持得比较稳定，全年联赛保

持不败，并且取得了茅山杯以及

第二届国手赛季军，实力可谓强

劲，算得上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第

一只拦路虎。因此此局我虽执先，

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打起十分的

精神来对抗强敌。



1. 炮二平五 …………

平炮当头，是我这一两年来

逐渐开始采用的阵势，也显现了

我力图取胜的信念。

1. …………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3.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8. 车二进六 车１进３

9. 车九平六 炮８平９

10.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1. 炮七退一 …………

以上一段，双方落子如飞，

在职业棋手的对局中这一布阵也

不知演练了多少次。此时退炮先

避一手，除此之外，也有兵五进

一和马三进四的下法，其中兵五

进一与实战对局往往会有异曲同

工之妙。

11. ………… 马８进７

黑方略加思考，选择了较为

少见的马 8进 7，以往对局中多走

士 6 进 5或士 4进 5。此时跳马，

也颇有些出其不意的味道。

12.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１

在我冲起中兵准备以不变应

万变的时候，黑方继续选择了较

为冷僻的变例，马踩边兵，这令

我临场感到了一丝压力。如果此

时继续按照原计划走车六进二，

则顾忌黑方之前会有所准备，因

为在此前第二届国手赛特级大师

赵鑫鑫执先与特级大师吕钦的对

局中，也演变到了相同阵势，此

时红方走车六进二，黑方马 1退 2，

尽管结果以红方取胜而告终，但

我想还是尽量避开对方的赛前准

备。于是考虑了近十分钟之后，

也走了一步十分少见的跳外马，

由此一来，双方就真正进入到了

陌生的盘面之中进行较量。



13. 马三进二 炮９进４

14. 马二进三 …………

面对红方的怪阵，黑方也毫

不手软，沉思片刻便宜炮打边兵，

而我也是继续贯彻之前的意图，

以马踏卒快速冲击黑方防线，此

时如改走车六进二，我临场则顾

忌黑方炮 9 退 1 对红方中兵进行

牵制，将来还有车 1 退 2 等运子

手段，红方进取不易。

14. ………… 炮９平５

15. 仕六进五 车１平２

正着。此时如误走炮 5平 7，

红则马三退四，炮 7进 2，车六进

六，交换后红方明显占优。此时

出车是很有大局观的一步，将来

伏有车 2 进 6 献车再马 1 进 2 的

突击手段，且看红方如何应付。

16. 车六进二 马１进３

17. 帅五平六 炮２平１

如图形势，平炮坏棋，导致

局面瞬间恶化。不过局后分析，

以上两个回合双方都多少出现了

一些误算。红方高车捉炮再出帅，

是原以为黑方在补士之后，红方

可以仕五进六，谋得一子。但临

局发现黑方可以将计就计走士 4

进 5，以下红如仕五进六，炮 2平

4，炮五平七，炮 5平 7，马三退

四，车 2进 4，帅六平五，车 2平

3，车六平三，马 7进 8，车三平

四，黑方可以交换后再卒 1 进 1

得回失子，基本和势。

在我为如何进取感到头疼的

时候，黑方突然走了炮 2 平 1 弃

士，让我十分惊讶。然而在局势



拆解的过程中发现黑方此时有更

为严厉的手段，士 6进 5，以下红

如仕五进六，马 3 进 1！车六平五，

车 2平 4！我原以为红方此时可以

走士四进五，却发现黑有炮 2进 7

叫将再退 3 打死车的严厉手段，

红方瞬间崩溃。红若不补仕，则

要面临黑方右翼车马炮卒的猛烈

攻势，形势不容乐观。

18. 车六进六 将５进１

吃士势在必行，接下来我经

过缜密计算，找到了一条通向胜

利的道路。

19. 车六退七 马３进１

20. 兵五进一 马１进３

如图形势，马吃相败招，不

过此时黑方也无良策可以挽回败

局。试举一例：黑车 2进 6，红可

兵五进一，以下黑有两变：

（1）炮 1 进 5，兵五进一，

象 7进 5，车六进六，将 5退 1，

马三进五，车 2平 3，帅六进一，

车 3 退 1，帅六退一，士 6进 5，

马五退四，马 7进 5，炮五进四，

将 5 平 6，马四进三，将 6进 1，

车六平八，将 6进 1（如炮 5平 4，

车八平五，将 6进 1，马三退四），

炮五平二，红胜；

（2）车 2 平 3，帅六进一，

炮 1 进 5，兵五进一，象 7进 5，

炮七进四，车 3退 3，车六进六，

将 5 退 1，炮七平五，马 7进 5，

车六进一，将 5进 1，车六退二，

红胜。由此可见，黑方之前炮 2

平 1 弃士之误。以下红方顺风顺

水，一举突破了黑方的防线。



21. 兵五进一 马７进５

22. 马九进八 马５退３

23. 马三退五 将５平６

24. 车六进一 炮５退１

25. 车六进一

黑方见无险可守（炮 5进 1，

马八退七），遂爽快认负，我惊险

地通过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考

验。纵观全局，双方可谓是错进

错出，只不过黑方的失误更为致

命，被我抓住机会，否则的话鹿

死谁手，尚未可知。

第四轮 五七炮直横车对屏风马

河北刘殿中（先负）北京王天一

在战胜了一大劲敌之后，我

又在第四轮迎来了有“北昆仑”

美誉的特级大师刘殿中的考验。

刘指纵横棋坛几十年，战绩辉煌，

多次闯入个人赛优异名次，位列

特级大师，堪称是象棋界的无冕

之王。除了自己的战绩出众，刘

指还致力于提携后辈，棋坛上许

多活跃着的大师、业余高手都曾

受到过他的点拨，可谓桃李满天

下。如今刘指又以六十四岁的高

龄再次征战个人赛，并且前三轮

以两胜一和的战绩与几位棋手并

驾齐驱，着实令人有宝刀不老之

感。而他的棋风又以攻杀犀利，

开局研究有素着称，因此我此番

执后手应战，还是感到了不小的

压力。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马八进九 卒３进１

5.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6. 车二进六 象３进５

在第二轮刘指执先与特级大

师蒋川的对局中，也下到了同样

的盘面，黑方此时接走车 1进 1，

以下兵五进一，炮 8退 1，黑方开

局满意，最终激战成和。我此局

选择变招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



是估计对方在布局阶段应该会有

所改进，自己难以计得便宜；另

一方面则是自己对实战采用的变

例也有些心得，希望能向刘指讨

教一番。

7.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8. 车九平六 卒７进１

9. 兵五进一 卒１进１

10.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１

11. 炮七退一 卒５进１

12. 马三进五 炮８平９

13.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９

14. 马五进四 车８平７

15. 车六进五 …………

以上一段，双方均落子如飞，

印象中在职业棋手的对局中一共

出现过两次，一是 2010年刘指先

负陶汉明，另一盘是我在今年的

蔡伦竹海杯中后手战胜金波。可

以说此番再度验证这个盘面，双

方都必定是怀揣秘密武器而来，

因此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果然红

方先对自己以往的对局做了修

正，改马四进三为车六进五，我

对此也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在自

己的对局中也见到过这一应法，

所以继续按原计划行棋。

15. ………… 车１平４

16. 车六进三 将５平４

17. 炮七平五 …………

红方果然亮出了自己精心准

备的飞刀，出手毫不软弱，而我

在此时则要承受极大的心理压

力。面对前所未有的下法，当下

盘面将何去何从，一时间令我颇

有为头疼。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

少考，我选择了一套并不太成熟

的下法，导致局面一时间险象环

生。

17. ………… 车７退１

18. 炮五进四 车７平４

19. 仕四进五 车４退４

20. 马四退五 车４进２

21. 马五进四 车４退２



22. 马四退五 车４进２

23. 马五进四 车４退２

24. 马四退五 车４进２

25. 马五进四 车４退２

26. 马四退五 车４进２

27. 马五进四 车４退２

28. 马四退五 …………

如图形势，双方重复了多个

循环之后，最终裁判介入裁决，

并最终判定黑方变招。在这里要

为读者做一个说明，如果按照以

往的棋规进行判决，红方是一捉

黑车一捉黑马，黑方是一车分捉

马炮两子，双方应是不变作和。

但在 2011年最新棋规中，红方这

两打的性质稍稍发生了变化，从

原来简单的两打变为了一步捉无

根车，一步车马联合捉子，而黑

方仍是两捉无根子，两相比较，

黑方捉子性质较重，因而判定黑

方变招。在之前 17回合车 7退 1

的时候，我也料想到了这个盘面，

不过此时若说硬要变招，确实有

勉为其难之感，不过我也只得硬

着头皮走进车骑河，摆出一副固

守的姿态。

28. ………… 车４进１

29. 炮五平九 卒３进１

30. 车三平八 炮２平３

红方占得先机之后，迅速发

动攻势，不过平心而论，这两步

棋似有操之过急之感，如在炮打

边卒之前先走车三平八过门，局

面似乎更为有利，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自行拆解，而我在走完炮 2

平 3 这手棋之后，表面上看似乎



危机四伏，但黑方前沿车马炮卒

四子刚好可以筑起一条坚固的防

线，有效地化解红方的各路攻势，

可以说此时局面已经有些扑朔迷

离了。

31. 车八进三 将４进１

32. 车八退二 …………

刘指似乎意识到局面并非之

前想象的那样乐观，于是沉吟良

久，一将一退车捉炮，弈来十分

刁钻，考验黑方应手。黑方此时

如随手走炮3进2，红可车八进一，

将 4退 1，马五进六，红方攻势猛

烈。在意识到黑炮位置尴尬之后，

我临场曾考虑到马 7退 8的走法，

但感觉过于委屈，就在我苦思对

策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发现

刚好有一条先弃后取之路，于是

经过深入计算，果断走出了一步

防守佳着。

32. ………… 马７进５

33. 炮五进四 车４退２

34. 炮五退一 …………

有嫌勉强，红方此进可以考

虑走相七进五，车 4平 5，马五进

六，对黑方继续保持一定的牵制，

尚有机会谋和。可能刘指认为局

势依然十分乐观，因此退炮继续

求战，也给了我反击的机会。

34. ………… 车４进３

进车捉马，必将得回一子，

由此黑方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35. 炮五平四 炮９平６

36. 炮九进四 车４平５

37. 炮四平九 车５退２

38. 炮九进三 车５平２

39. 车八进一 将４退１

40. 车八平七 卒３进１

41. 相七进五 卒３平４

42. 后炮平八 车２平１

43. 车七进一 将４进１

44. 炮八退七 卒４平５

如图形势，在成功化解了红

方的攻势之后，黑方携多卒多象



的优势开始进行反击，不过此时

仍有一个潜在的隐患，那就是我

的用时已所剩不多。由于在之前

的防守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此

时我的钟面已不足十分钟，而红

方依然尽力保持着对黑方的威

胁，因而我始终存在着漏洞的可

能性。此时平卒就走得有些草率，

给了红方一丝反击的机会。

45. 炮八平九 卒５进１

46. 炮九退六 车１进１

我原打算这手棋走车 1退 4，

以下红方只能车七退一，将 4退 1，

却突然发现红方有接走炮九进五

的手段，于是便放弃了这一想法，

事实上，黑方可以接走车 1平 2，

仍是黑方占优，可惜临场用时紧

张，并未注意这一手段，于是简

明地走了车 1进 1，压制住红方双

炮马三子，看红方如何应付。

47.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面对黑方接下来炮 3 进 2 再

平中叫杀的严厉手段，红方也是

苦思良策，最终无奈地弃兵以通

炮路，以下黑方得回失子之后，

尽管走得并非完美，但伤势太大，

以下评注从简。

48. 炮九平二 车１进２

49. 炮二进五 炮６退１

50. 炮九平六 车１进１

就炮 3进 2，红如士五进六，

炮 3 平 4！黑方速胜。临场为了求

稳而舍弃了这一变化，反而给后

面取胜造成了不小的难度。

51. 车七退二 车１平４

52. 车七平五 卒５进１



53. 仕六进五 将４退１

54. 车五平七 将４平５

55. 仕五退四 …………

可考虑士五退六，后面可以

免去黑方的不少利用。

55. ………… 车４退２

56. 车七进二 车４退６

57. 车七退三 车４进２

58. 车七进三 车４退２

59. 车七退二 车４进３

60. 车七进二 车４退３

61. 车七退二 车４平２

由此可以看到红方退士的区

别所在，如果士在六路，红方此

时就有车七平四的手段。

62. 车七退三 卒７进１

63. 炮二进一 炮６进１

64. 车七平三 车２进９

65. 帅五进一 车２退１

66. 帅五退一 车２进１

67. 帅五进一 车２退１

68. 帅五退一 车２平８

69. 车三进五 …………

如炮二平一，以下黑方可以

卒 7 平 6，车三进五，卒 6平 5，

车三退三，车 8退 8，车三平一，

炮 6 进 5，马是黑方优胜。

69. ………… 车８退６

70.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９

71. 车三退二 车９退２

72. 车三平四 卒９进１

交换之后形成了黑方车卒对

红方车单士的实用残局，但由于

有一组对头卒尚未解决，因此红

方谋和难度极大。以下红虽尽力

支撑，但无奈局面已非，难以挽

回。

73. 车四平三 卒７平８

74. 车三平七 将５平４

75. 车七进二 将４进１

76. 车七退六 车９平８

77. 车七平六 士５进４

78. 帅五平六 车８进４

79. 仕四进五 士６进５



80. 车六平四 卒８进１

黑方见时机成熟，果断冲卒，

算准可以奠定胜局。

81. 车四退一 车８进２

82. 帅六平五 士５进６

83. 帅五平六 卒８进１

84. 车四退一 将４平５

85. 仕五进六 车８平３

86. 车四进六 …………

无奈，如车四平五，将 5平 4，

红方也无棋可走。

86. ………… 车３平９

87. 车四平六 车９平５

88. 车六退三 卒８平７

89. 帅六进一 卒７平６

90. 帅六退一 车５进３

91. 帅六进一 卒６平５

黑胜，这盘棋可谓波澜壮阔，

杀得异常凶险。黑方在中盘阶段

被迫变招，形势曾一度十分被动。

可惜红方在优势下有些操之过

急，成算不足，最终被黑方反戈

一击，颇为可惜。在艰难地赢下

此局之后，我与黑克江名将聂铁

文同以三胜一和的战绩领跑积分

榜，下一轮将在一台展开对决。

第五轮 对兵局互进右马

北京王天一（胜）黑龙江聂铁文

个人赛第五轮，我与黑龙江

聂铁文大师在第一台狭路相逢。

此前我两人同以 7 分领跑，这盘

棋的结果将对比赛的走向产生十

分重要的影响。而此番我执红先

行，自然希望能一鼓作气战胜对

手独自领先，因而也做了充分的

准备来迎接这场硬仗。

1.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聂铁文大师棋风稳健，基本

功扎实，此时选择对兵局而非卒

底炮，看来有些想避开常套，拉

长战线的味道。

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3. 马八进七 …………

布局伊始，双方便在行棋次



序上开始斗智斗勇，最终由仙人

指路开局转变成了起马对挺卒这

一流行定式。

3. ………… 车１进１

此时黑方常见的下法有车 1

进 1和马 8进 9，相对来说跳边马

更为稳健一些，聂大师临场选择

了车 1进 1，想必也是对接下来的

变化成竹在胸。

4. 车一进一 象７进５

飞象稳健。在第一轮洪智先

胜周军的对局中，黑方走车 1平 7，

炮八进四，马 3进 2，马三进四，

象 7进 5，兵九进一，马 2进 3，

车九进三，马 3退 2，车九平六，

双方争夺激烈，最终红方取胜。

聂大师熟读兵书，肯定也知晓这

一对局，因而改平车为飞象，意

在避开这一复杂变化。

5.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６

6. 车九平四 士６进５

7. 相七进五 车６进７

8. 车一平四 马８进７

9. 炮八进四 …………

以上几个回合均属常见下

法，而此时炮八进四则在之前的

大师对局中少有出现，也是我赛

前准备的成果。以往多走兵七进

一或炮二进二，双方平稳，和棋

趋势。此时过炮则明显积极一些，

希望有机会先谋实利。

9. ………… 马３进４

跃马正常，也可考虑走马 3

进 2，此时如直接走车 9平 6兑车，

红方可以交换后炮八平三，取得

多兵的小优势，黑方明显不太情

愿。

10. 炮八平三 炮８平９

11. 炮三平九 …………

这可能是黑方之前没有预料

到的一手。红炮在开局阶段连走

三步，夺得两卒，看起来有些违

反棋理，但是最为关键的是，红

方可以通过这几步运炮，成功地



封锁黑车的出路，所以总的来说

这一布局还是成功的。而且我一

直落子飞快，黑方临场感受到了

一定的心理压力，招招谨慎，为

后来时间紧张埋下了隐患……

11. ………… 车９平８

12. 炮二进四 马４进３

13. 车四进二 …………

略显稳健，可以考虑直接走

炮九平七，以下黑如马 3进 5，红

有车四平八得子的手段。

13. ………… 卒９进１

黑方见没什么好棋可下，于

是先挺卒等一步，将来伏有炮 9

进 1等牵制的手段。

14. 炮九平七 马３退４

15. 炮二平三 车８平６

兑车机警，以下红方虽多一

兵，但黑方河头马威风八面，如

何去扩大战果也让我头疼不已。

16. 车四进六 马７退６

17. 马七进六 马６进８

18. 马六进四 …………

这步棋走得略显草率，黑方

顽强的防守也在慢慢消磨了我的

耐心。不过此时如为了保持变化

改走炮三进二，黑方可以炮 2进 5，

红方一时也没有太好避免简化的

办法，取胜也不易。而实战下法

则必然形成交换，和势渐浓。

18. ………… 马８进７

19. 炮七平三 炮２进５

20. 相五退七 卒３进１

21. 炮三平二 炮２退３

以上几个回合黑方走得次序

井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形势。

可惜此时退炮打马略微保守，给

己方谋和增加了不小的。不如考

虑走卒 3 进 1 以攻代守，红方如

若取胜，则势比登天。

22. 炮二退一 炮２平６

23. 炮二平六 炮６退３

正着，双方再度交换之后和

势依然很浓，只不过此时黑方已



不再具备反击的实力，也就容不

得再有些许失误。如果后面始终

保持精确的应对，红方依旧取胜

不易，属可胜可和的盘面，因此

后面就看双方棋手在残局阶段的

发挥了。

24. 相三进五 卒３平２

25. 仕四进五 炮６平７

26. 马三进四 炮９进４

27. 兵九进一 …………

弃兵是为了给黑方谋和再设

置一些难度，使得黑方难以顺利

调整炮位。

27. ………… 卒２平１

28. 马四进五 士５进６

29. 马五进三 炮９平８

以上一段，黑方防守得当，

已经逐渐看到了谋划和的希望，

可惜此时在面对红方马三退二和

马三退四的双重威胁时，走得有

些随手。此时可考虑改走炮 9平 6，

以下马三退四，炮 7平 6，马四进

二，士 4进 5，兵五进一，前炮退

1，排斥黑方边卒过河，红方取胜

不易。

30. 马三退四 炮７平６

31. 马四进二 士４进５

32. 兵五进一 …………

抓住黑方的小失误，红方挺

起中兵，准备渡河捉死边卒，此

时黑方应对起来已经逐渐有些吃

力了。

32. ………… 炮８平２

33. 炮六平九 象３进１

34.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２

35. 兵五进一 象１进３

36. 兵五进一 …………



如图形势，这步棋临场花去

了我不少时间，当时考虑如果兵

五平四，黑方将 5 平 4，马二进三，

下步可以兵三进一渡河，但是黑

方借此机会也可保留双卒，而且

红方双兵位置不佳，处于被牵制

的状态，感觉若要取胜难度不小。

而实战下法虽然使局面进一步简

化，但是可以继续保持对黑方高

度的压力，于是权衡再三，以兵

换象继续纠缠。从最终的结果来

看，这步棋可能是当时更为明智

的选择。

36. ………… 象３退５

37. 炮九平一 将５平４

38. 炮一进二 象５进３

39. 马二退一 炮６平９

40. 马一退三 炮２进１

41. 马三进五 炮２平４

42. 马五进六 …………

黑方由于时间紧张，仓促地

应对了几手，使得红马偷窃运到

了舒服的位置，并且三兵可以顺

利渡河，黑方谋和的压力进一步

增大。并且尤为不利的是，黑方

此时的用时已经越来越紧张，只

有不到三分钟，因此我慢慢地看

到了一丝胜利的希望。

42. ………… 卒１平２

43. 兵三进一 炮４进１

44. 兵三平四 炮９平８

45. 炮一平二 炮８平９

46. 炮二平一 炮９平８

47. 马六退五 炮４退１

48. 兵四平五 炮８进１

以上一段黑方尽管时间紧

张，但仍体现出了良好的基本功，

一步步化解险情。此时我也再度

放慢了行棋的节奏，构思了一套

战术，希望借助黑方用时紧张，

诱使其出现失误。

49. 马五进三 炮４退３

50. 炮一退三 卒２进１

51. 兵五平六 炮８进２



如图形势，败招。此时应改

走象 3退 1，红如炮一退一，炮 4

平 3，马三退二，炮 3进 4，马二

进四，炮 8进 4，黑方仍无大碍。

而进炮则导致己方卒被打到底

线，推动了防守的效用，使得红

方马炮兵可以偷窃组织攻势，再

加上时间的压迫，以下黑方便再

难有谋和的机会了，评注从简。

52. 马三退二 象３退５

53. 炮一退一 卒２进１

54. 炮一退一 卒２进１

55. 炮一退一 卒２进１

56. 相七进九 炮４退１

57. 马二进四 炮８进４

58. 炮一进二 士５进４

59. 马四进三 象５进７

60. 兵六平五 炮８平７

61. 马三退一 象７退５

62. 马一退三 炮７平８

63. 仕五进四 炮８平９

64. 仕六进五 士６退５

65. 兵五进一 象５进７

66. 马三进五 将４平５

67. 相五进三 将５平６

68. 炮一平三 象７退９

69. 马五进三 象９退７

70. 相三退一 象７进９

71. 仕五退四 炮４平２

72. 帅五进一 卒２平１

73. 相一进三 象９退７

74. 炮三平一 炮９平７

在调整好己方士相及各大子

位置之后，红方发起了最后的总

攻。黑方此时平炮也是无奈之举，

如改走象 7进 9，兵五平六，下伏



兵六进一强行换士的手段，黑方

也是疲于应付。以下红方抓住机

会，一举破城。

75. 炮一进六 象７进５

76. 马三进一 将６平５

77. 兵五进一

黑方见难以化解红方兵五进

一的杀棋，便投子认负。这局棋

总的来讲一直较为平稳，黑方在

开中局以及残局前半段都应对得

当，一度取得了不错的形势，和

棋意味甚浓。可惜在时间的压迫

下开始连续犯下错误，导致被红

方逐步扩大了优势，最终虽顽强

防守，但仍无力回天。我在幸运

地赢下了这一关键对决之后，以

四胜一和的战绩暂时领跑积分

榜。在后面几轮的比赛中将连续

迎来多位全国冠军的轮番考验，

可以说比赛从此时开始，真正进

入到了白热化的角逐阶段。

第六轮 仙人指路对卒底炮

广东许银川（先和）北京王天一

个人赛第六轮，我与来自广

东的特级大师许银川相遇。此前

我以半分的优势领跑群雄，积分

形势对我较为有利，因此本轮执

后手便制订了严防死守的策略，

谋和即可满意。许银川在此我就

不必为广大读者做过多介绍了，

想必大家都十分熟悉。他曾多次

获得全国个人赛、各大杯赛以及

世界比赛的冠军，战线辉煌，自

上世纪 90年代便处于棋坛的领先

地位，至今保持了近二十年之外，

令人赞叹。我自出道以来多次与

之交手，未尝胜绩，也多次领略

了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可谓是广

大年轻棋手学习的楷模。在此前

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国手赛冠亚军

决赛中，我也与之有过交手，并

且曾在超快棋对决中取得过相当

不错的形势，但最终遗憾败北。



所以我这盘棋放下包袱，希望能

向强大的对手讨教一番。

1. 兵七进一 …………

许仙的布局多变，但多以散

手为主，再配合其强大的中后盘

实力，令许多职业棋手都颇为头

疼。此番选择仙人指路，乐于和

我较量流行套路，也多少有些出

乎我的意料。

1. ………… 炮２平３

2. 炮二平五 象３进５

3. 仕六进五 卒７进１

4.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6. 车二进四 炮８平９

7.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8.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9.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４

10. 炮五平六 马４进２

11.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４

以上一段双方行棋飞快，成

竹在胸，是因为这一布阵在前几

个月的联赛中由广大职业高手已

验证过多次，可谓当下最为流行

的布局套路之一。我临场所选择

的先马 4 进 2 再炮 3 平 4 是较为

稳妥的下法，也是贯彻了赛前的

战略方针。此时如改走车 1平 4，

红可炮六退六，车 4进 6，车九进

一，黑方虽然气势汹汹，但红方

阵型扎实，足可应战。

12. 炮六退一 马２进４

13. 兵五进一 …………

如图形势，中兵渡河，在之

前的大师对局中从未出现，可见

许仙在赛前也是做了一番功课，



有备而来。此时如改走炮八平六，

炮 4进 2，炮六进四，车 1平 4，

炮六平九，炮 4平 1，马八进九，

车 4平 1，兵九进一（如炮九平一

躲炮，黑车 1平 4，红方车马被牵

制难以处理），车 1进 3，和棋趋

势。面对新阵，我临场经过一番

计算，再加上以往对网络对局的

一些了解，找到了一条较为简明

的取得抗衡之势的道路。

13. ………… 马４退６

次序井然，黑如先走车 1平 2，

红方多了一个炮八平六的选择，

有节外行枝之感。

14. 兵五平四 车１平２

15.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４

16. 马三进五 炮９进４

17. 马八进七 炮９平５

18. 马七进五 马８进７

19. 兵四进一 马７进６

20. 马五进四 车２平４

21. 兵四进一 …………

以上均属强制性招法，此时

交换也属无奈。如马四退五，车 4

进 2，依然难以避免局面简化。

21. ………… 车４平６

22. 兵四平五 象７进５

23. 车九平八 …………

经过一番大兑换，形成红方

车炮三兵士相全对黑方车炮四卒

单缺象的局面，红方稍好。此时

出车继续保留变化，如直接走炮

九进四，卒 9进 1，兵九进一，车

6平 2，炮九进三，象 5 退 7，下

步还架中炮，由于红车难以抬头，

也是和味甚浓。

23. ………… 卒１进１



如图形势，尽管局面已经简

化了许多，但慑于许仙成名已久

的鬼魅残功，我依然不敢有丝毫

大意。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盘面，

依然考虑了十分钟，才非常慎重

的落子。此时如急于简化走车 6

进 2，炮九进四，车 6平 1，炮九

平一，车 1 平 7，车八进六，红方

保留车炮兵，黑方依然麻烦。

24. 车八进九 炮４退２

25. 车八退六 …………

许仙见我不为所动，也是一

计不成又生一计，虚晃一枪，伺

机对孤象进行骚扰。此前如直接

走车八进六，黑方可以卒 3进 1，

如炮九进三，卒 3 进 1，兵九进一，

卒 3进 1，黑方不差。

25. ………… 卒３进１

26. 车八平五 卒３进１

27. 相五进七 …………

红如贪胜走车五进四，那么

黑方继续冲卒保留多卒之势，反

而是黑方如下。许仙一向用兵谨

慎，自不会留给我反扑的机会。

27. ………… 象５退７

28. 炮九平五 炮４进２

进炮准备强行还架中炮，基

本成和。以下双方又简单走了几

步，见难有进取的机会，便同意

作和。

29. 车五平六 车６平５

和棋。本局双方在布局阶段

下出了一些新意，输攻墨守，节

奏咬得很紧。在迅速进行了一番

交换之后，红方取得了稍优的局

面。无奈所剩子力无几，难以再

找到继续纠缠的机会，便接受了

和局。在顶住了强大对手的攻势

之后，我仍以半分优势领炮，准

备继续迎接后面几位强劲对手的

考验。



第七轮 五七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北京王天一（先和）浙江赵鑫鑫

在成功顶住许仙的攻势之

后，第七轮我又迎来了有“六脉

神剑”美誉的特级大师赵鑫鑫的

考验。鑫鑫与我年龄相仿，却已

是成名多年的一员大将。在 2007

年呼和浩特草原会战登顶之后，

又一举夺得了次年的世界冠军，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满贯得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2年最

近的两次交锋中，我一负一和处

于下风，并且那一和也是在落后

的局面下顽强抵抗，最终侥幸谋

和，因此赛前双方在心理对比上，

笔者还稍处下风。因而此番虽执

先手，面对攻击力超强的对手，

依然十分谨慎。

1. 炮二平五 …………

虽然是抱着稳中求胜的心

态，我还是摆下了中炮，希望能

够对对方始终保持着一些压力。

1. …………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以上双方落子如飞，然而这

步棋临场多少出乎了我的预料，

看来鑫鑫特大着实也是志在一

搏，有备而来。于是我放慢了行

棋速度，对后面的变化大致进行

了一下构思，然后接走……

6.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１

平炮是较为积极的下法，除

此以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下法是车

1进 1，以下车九平六，炮 8进 4，

车六进五，车 1平 8，炮八进四，

炮 8 平 7，车六平七，红方较为主

动。

7.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8. 兵七进一 …………

面对黑方的挑战，我也不敢

再有丝毫退缩，冲起七兵与对手



开始进行正面交锋。

8. ………… 马３进２

9.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１

10. 车九平七 …………

嫌稳，可以考虑先走炮七进

一，以下车 2进 5，车二进四，将

会形成与实战下法完全不同的格

局，双方争斗激烈。

10. ………… 炮８进２

如图形势，黑方进炮好棋。

对局至此，我突然感觉到局势有

一些不太乐观，再加上对手行棋

速度飞快，一股无形的压力向我

袭来。我赶忙屏气凝神，让自己

的心情平静下来，冷静地审视了

一下局势，发现情况也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危急，于是我接走……

11. 车二进四 车２进５

黑方依旧保持着较快的行棋

速度，此时如改走马 1进 3，车七

进一，炮 1 平 3，兵七平八，炮 8

平 3，车七平八，后炮进 7，仕六

进五，双方各有顾忌。可能黑方

考虑到这一变化过于简单，因此

放弃了这一选择。

12. 兵七平六 …………

平兵稳健，也是我在车二进

四进构思好的下法。在 2012年联

赛广东张学潮执红与赵鑫鑫特大

的对局中，红方曾走兵七进一，

以下炮 8平 3，炮五进四，马 7进

5，炮七平五，红方先弃后取，也

可一战，最终双方激战成和。为

了避开黑方赛前准备，我便选择

了弃还过河兵的下法，继续保持

小先手。此时黑方如车 2 平 3，红



可炮七平六，车 3 平 4，仕六进五，

车 4退 1，车七进五，红方稍好。

12. ………… 卒７进１

13. 兵三进一 车２平８

14. 马三进二 炮８平４

15. 马二退三 …………

如图形势，红方退马似笨实

佳，也是让黑方感到颇为无奈的

一步棋。此时黑方已是求胜无门，

只能立足于尽快鸣金收兵了。好

在红方局面虽然占据主动，但是

子力已所剩无几，和势渐浓。

15. ………… 马１进３

16. 车七进一 象５进７

17. 车七进七 …………

临场也曾设计过马九进八的

攻法，但是黑可炮 4平 5，红如车

七进七，炮 1平 6，炮五进三，卒

5进 1，车七退四，士 6 进 5，车

七平五，象 7退 9，红也难有建树。

17. ………… 炮４平５

18. 炮五进三 卒５进１

19. 车七退二 …………

如马九进八，黑可炮 1平 5，

下伏车 8 进 7 的手段，红方也难

进取，以下子力进一步交换，和

局已定。

19. ………… 炮１进５

20. 车七平三 炮１退３

21. 车三退一 车８进６

22. 车三平九 车８平７

23. 马三退五 炮１平３

24. 车九平五 士６进５

25. 车五退一 炮３退２

26.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９

27. 马五进七



双方同意作和。本局双方下

得波澜不惊，在中局阶段虽然一

度有小小的纠缠，但是双方应对

得都较为得当。红方形势始终保

持着主动，却苦于破门乏术，最

终弈和这一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第八轮 五八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河北申鹏（先和）北京王天一

个人赛第八轮，我在第一台

又迎来了一员虎将的考验——来

自河北的申鹏大师。申鹏大师基

本功扎实，棋风凶悍，是攻杀型

棋手的典型代表，许多成员高手

都曾倒在他的刀下。我与其交手

多次，总战绩虽处于上风，但是

每次对决，双方都是大打出手，

激烈异常，令我临场备感压力。

近年来申大师的棋风略有转变，

变得越发沉稳老练，之前更是以

飞相局力挫开滦名将景学义大

师，此时以半分之差紧追。面对

如此劲敌，我也是做好了充足的

战斗准备，一场恶战即将来

临……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6. 炮八进四 …………

如图形势，以上双方落子如

飞，而此时申大师飞炮过河却令

我倍感意外，搞不清对方究竟做

何打算。由于第二轮与朱晓虎的

对局中笔者已经吃过一次强行变

招的苦头，所以此番还是谨慎起



见，飞象静观其变。

6. ………… 象７进５

7. 炮八平七 车１进３

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３

9. 车八进七 炮８平９

10.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1. 车八进一 士４进５

12. 车八退七 马８进６

13. 车八平二 卒５进１

14. 车二平四 马６进８

15. 炮五进三 卒３进１

16. 兵七进一 车３进２

17. 车四平二 马８进６

18. 相三进五 车３退１

19. 炮五平二 炮９平８

20. 炮二平九 车３平１

21. 车二进六 车１进２

申鹏大师可能是出于某些战

略方面的考虑，先手稳稳地选择

了一路经典的五八炮和棋谱。我

由于积分领先，加之对对手的实

力有所忌惮，因而也便欣然接受，

至此双方同意作和。在这样一则

短和局之后，洪智和赵鑫鑫分别

击败了各自对手。八轮战罢，我

们三人便同以 4 胜 4 和的战绩领

跑，形势再一次变得扑朔迷离起

来。

第九轮 飞相对士角炮

北京王天一（先和）湖北洪智

个人赛第九轮，我再度迎来

强敌——来自湖北的全国冠军获

得者特级大师洪智。此前我们两

人与赵鑫鑫同以四胜四和的战绩

领跑，本轮我与洪在一台遭遇，

赵鑫鑫与许银川在二台相逢，可

谓是一场龙争虎斗。由于我本次

比赛开局比较顺利，所以小分一

直处于领先状态，所以我本局的

战略还是考虑先立足于不败，再

徐图进取。

1.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４

可能对于我采用的飞相这一

开局感到意外，洪特大此时并没



有马上做出应对，而是稍作思考，

选择了较为稳健的右士角炮应

法，在其以往的对局中也曾选择

过马 2 进 3 及卒 7 进 1 等下法，

双方另有攻守。

2.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5.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４

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7. 马二进四 象７进５

8. 车一平三 炮８平７

9. 兵五进一 …………

以上一段均为较为常见的布

局定式，双方也都不假思索，落

子如飞。此时我直接冲起中兵准

备盘马，可能是以往对局中出现

较少的一种变例，使得一向行棋

速度很快的洪特大也马上放慢了

节奏。

9. ………… 马８进６

10. 马四进五 马６进８

从实战效果来看，这步棋有

欠妥之处，可考虑车 9平 8，双方

形势依然处于胶着状态。

11. 炮二平三 卒７进１

无奈，否则结方下一步车三

平二亮车，黑方马位将颇为尴尬。

12. 兵五进一 …………

面对黑方较为新颖的应法，

我抓住机会强送中兵，确立了一

定的优势。如改走马五进三，黑

方马 8进 7后，红方无趣。

12. ………… 车４平５

13. 马五进三 炮７进２

仅此一手，否则黑方将面临

丢子的危险。

14. 车八进七 士６进５

15. 马七进八 车５平４

16. 马八进七 卒１进１

以上一段双方应法均属正

常，此时卒 1 进 1 也颇有些无奈

的意味。黑如勉强选择炮 4 进 7

打底士对攻，红方刚好可以炮九



平七蓄势待发，面对下步马七进

六的攻势，黑方很难防范。于是

黑方先挺起边卒，红如再炮九平

七，黑方可以将边马跳出，安然

无恙。

17. 马七进五 …………

如图形势，在黑方挺起边卒

之后，我却面临较为艰难的抉择。

在临场我曾考虑过以下几路变

化，但都未能得到十分满意的结

果。

（1）士四进五，车 4 平 2，马七

进五（如车八退二，马 1进 2，红

虽稍好，但进取似乎不易），炮 7

进 3，车三进二，车 2 退 2，马五

进三，将 5 平 6，车三平四，炮 4

平 6，马三进一，马 8 退 9，炮九

平七，象 3进 5，红虽有攻势，但

成算不足。

（2）马七进八，炮 4 进 7，车八

平九（如兵七进一，车 4 进 4，下

伏车 9平 6等手段）炮 4 退 4，黑

方弃子有攻势，局面也不十分满

意。

不过局后分析，在（2）变黑

方炮 4 进 7 之后，红方可以走车

三平二！抢先亮车，这样无论黑

方如何应付，红方都可以紧紧保

持优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

拆解。在临场由于没有注意到这

一手段，再加上不愿给黑方过多

反击的机会，因而便选择了较为

稳健的马七进五。

17. ………… 车９平７

18. 炮九平七 …………

及时逼迫黑方交换，正着。



此时如仕四进五，黑可马 1 进 2

跃出，马三退五（如炮九进三，

马 2退 4）炮 7 进 5，马五进六，

马 2进 4，红方反而难下。

18. ………… 象３进５

19. 车八平九 …………

交换之后红方夺得一象，但

由于黑方几个大子都处于较为有

利的位置，因而红方优势并不明

显，由此可见之前马七进五有贻

误战机之嫌。

19. ………… 马８进６

20. 炮三进三 车７进４

21. 马三退四 车７进５

22. 马四退三 车４进２

在一系列强制性的招法之

后，黑方此时放弃边卒进车兵线，

是颇有大局观的一手，否则让结

方从容稳住阵脚之后，黑方还有

麻烦。

23. 马三进四 …………

先进马守住黑方的攻势，稳

健。黑如车 4平 1，红方可以车九

退一吃回一卒，依然可以控制住

局势。

23. ………… 车４平６

24. 仕六进五 马６进５

25. 车九退二 炮４进４

26. 兵一进一 炮４退１

27. 兵一进一 卒９进１

28. 车九平一 马５进６

29. 炮七平四 车６平１

如图形势，在又一阵大交换

之后，双方子力已所剩无几，红

方虽多一相，但由于七路兵难以

渡河，所以取胜希望十分渺茫。



以下又做了一些纠缠，无奈黑方

应对得当，我便接受了和棋，评

注从略。

30. 车一退一 炮４退１

31. 车一进五 士５退６

32. 车一退三 车１平５

33. 炮四平二 炮４平８

34. 车一进一 炮８平５

35. 炮二进七 象５退７

36. 车一平三 …………

可考虑车一平六守住肋道，

比实战效果稍好。

36. ………… 士４进５

37. 车三退三 车５平４

38. 车三平五 车４退２

和棋。在弈生洪智特大之后，

本轮许仙执后击败了强大的对手

赵鑫鑫，从而也将积分赶了上来。

九轮战罢，我、洪智、许银川同

以四胜五和的战绩领跑，而我三

人又都已相互交过手，因而下一

轮我们三人在前三台对局的结果

将直接决定冠军的最终归属，可

以说比赛的争夺此时真正进入到

了白热化阶段。

第十轮 五七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江苏孙逸阳（先负）北京王天一

在弈和湖北洪智之后，笔者带

着四胜五和的战绩进入到冲刺阶

段。本轮对阵如下：第一台洪智

先手对阵上海葛超然，第二台笔

者执后迎战江苏孙逸阳，第三台

许银川先手对阵内蒙蔚强，第四

台山东赵勇霖对湖北汪洋。从当

前积分来看，笔者与许、洪二人

的形势较为有利，若取胜则将抢

占争冠的制高点。而其中这两人

本轮又执先对阵两位非大师选

手，取胜的希望较大，因而此时

我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四

连和之后，笔者急需一场胜利来

巩固自己的积分优势，但是本轮

执后却迎来了一位十分难缠的对

手——江苏孙逸阳。小孙目前尚



未获得大师称号，但从 2012年象

甲联赛和本届比赛前面的表现来

看，实力不俗，并且在 2012年象

甲联赛中我执后手与其有过一次

交锋，最终战和。此番在形势如

此严峻的情况下交战，无疑对双

方的综合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

验。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兵三进一 …………

抢挺三兵是小孙较为喜爱的

行棋次序，由此可见其对中炮进

三兵这一布局体系信心十足。

2. ………… 车９平８

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5.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４

为了争胜，我决定抢先变招。

如果继续依谱行棋，无论对手采

用五八炮抑或五七炮的流行攻

法，我恐怕都难以计得便宜。

6.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7. 车九平六 士４进５

8.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9. 马三进四 …………

以上一段双方应对均属正

常。此时跳马显示了小孙不甘平

庸的作战风格，如改走车六进五，

则会稳健一些。

9. ………… 炮８平３

此时另一路变化是车 1平 2，

以下红有马四进六和车二进二的

下法，都是红方略为主动，这明

显是笔者所难以接受的变化。因

而我便继续主动求战，选择了这

一更为激烈的下法。

10. 车二进九 炮３进３

11. 仕六进五 马７退８

12. 车六进五 马２进１

13. 炮七退一 炮２进２

14. 车六退三 炮３平１

15. 车六平八 卒３进１

如图形势，从以往的对局结

果来看，肩普遍认为黑方选择这



一变例容易吃亏。随着象棋理念

的发展以及广大职业棋手对布局

领域的不断探索，为这一变化又

能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在 2012年

象甲联赛河北申鹏对阵山东才溢

的对局中就曾下到过如下盘面，

以下红方走炮七进二！卒 3进 1，

马九进七，炮 2平 5，炮五平三，

马 1退 2！黑方可以抗衡。小孙作

为年轻棋手的代表之一，想必对

这一变化也了如指掌，临场突然

变招，也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从实战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不过其敢于亮剑的精神还是令人

赞叹的。

16. 炮五进四 马８进７

面对红方气势汹汹的攻势，

我沉思良久，最终决定先出动大

子，考验红方的应手。

17. 炮五退一 炮２平１

18. 炮七平九 卒３平２

平卒是黑方反夺主动的关

键，也可能是红方此前忽略了一

手。以下红如车八进一，黑可马 1

进 3，炮九进四，卒 1 进 1，车八

退三，马 3退 5，黑方大优。所以

临场选择吃马，也是无奈。

19. 车八平九 车１平２

出车是此前平卒的后续手

段，如简单走炮 1进 3 得回失子，

效果则棋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20. 车九平六 …………

平车忍痛弃回失子，此时另

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炮九平八（如

误走车九平七，卒 2平 3，车七进

一，车 2进 9，仕五退六，车 2退

5，黑方占优），前炮退 3，炮八进



八，后炮进 3，马四进六，后炮平

2，也是黑方残局占据主动，不过

红方而言可能较实战效果略好。

20. ………… 炮１进４

21. 马九退七 后炮平２

22. 车六平九 车２进４

23. 马四进三 车２平１

如图形势，这手棋是黑方奠

定优势的关键，也是黑方这一套

战术手段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一

步棋，黑方此前的构思都将化为

泡影。以下红如车九平七，黑可

炮 1平 3，得车速胜。又如车九平

六，车 1平 3，帅五平六，马 7进

5，黑方在守住红方的攻势后即可

从容取胜。因而红方只能无奈地

选择交换，黑方的物质优势则慢

慢得以体现。

24. 车九进二 卒１进１

25. 仕五进四 卒２平３

26.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27.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28. 马七进八 卒３进１

29. 马八退六 卒３平４

30. 炮五平六 将４平５

31.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2. 马三退五 马７进５

33. 马五退六 马５进４

34. 马七退六 将４平５

35.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6. 马七退八 将４平５

37. 马八退七 …………

如图形势，红方在局面落后

的情况下下得并不保守，而是积

极给黑方制造威胁，希望通过以

攻代守的策略给黑方取胜造成困



难。此时退马也是给黑方设下了

一个小小的陷阱，黑如不察走卒 4

进 1，红方马七退八，黑卒处境反

而尴尬。因此我临场较为冷静地

把卒走开，准备组织第二轮攻势。

37. ………… 卒４平３

38. 马七进九 马４退２

虽然被红方吃掉一卒，但由

于黑方此时双炮马卒四个大子已

成功集结在红方左翼，即将组织

超有效的攻势，再加上时间一分

一秒的流逝，因而红方此时的形

势并不乐观。

39.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１

40. 帅五进一 炮１退１

退炮准备为马 2 进 1 打入做

好准备，红如接走马九退八，黑

有卒 3 平 2 的手段，红方十分难

受。

41. 帅五退一 马２进１

将计就计，并且为红方设下

了一个小小的圈套。

42. 马九退八 卒３平２

43. 炮六平九 炮１平４

44. 马六退八 炮４平２

在用时吃紧的情况下，红方

终于犯下了致使失误，正所谓百

密一疏。在进入残局阶段以后，

黑方以双卒的代价谋得一马，小

孙见局面已非，便无心恋战，投

子认负。而在赢下此局之后，两

位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许银川、洪

智均未能战胜各自对手，我便以

一分的优势重新独自领跑，在小

分领先的情况下，最后一轮弈和

即可成功登顶。



第十一轮 飞相对士角炮

北京王天一（先和）湖北汪洋

个人赛最后一轮，我迎来了

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来自

湖北的汪洋大师。说起汪洋，了

解象棋的读者自然非常熟悉。作

为近年来棋坛的风云人物，汪洋

大师等级分常年居全国前五位，

可以称得上是大师级棋手中战绩

最为辉煌的一位，也是最有希望

晋级为新冠军的棋手之一，只可

惜在近年的个人赛中或多或少错

失了一些机会，一直未能如愿登

顶。而正巧笔者撰稿之际，得到

了汪大师新婚的消息。那么笔者

也借此机会，在祝福其家庭幸福

的同时，祝愿其在事业上有朝一

日也能取得新的突破。

1. 相三进五 …………

言归正传，在笔者倒数第二

轮取胜之后，战局便已明朗。最

后一轮，笔者若能立于不败之地，

则必将问鼎，否则冠军将在许、

汪、洪三人中产生。而在谋和即

可夺冠的形势下，笔者的心理也

多少产生了一些波动，毕竟冠军

从未距离自己如此之近，生怕错

失了这一大好机会。而实际上，

比赛至此，对局双方技术上的较

量，已经不是比赛结果最重要的

因素，如何调整好对局时的心态，

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才是重

中之重。从实战过程来看，汪大

师由于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心

态，将心理上的包袱完全甩到了

这这一边，在对局伊始比我有着

更为出色的发挥，这从对局中便

表现得十分明显，请看对局：

1. ………… 炮２平４

2.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１

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4.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４

5.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４

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7. 马二进四 象７进５

8.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７

9. 炮二平四 …………

以上一段布阵双方轻车熟

路，此时平炮，我在国手赛和许

银川对局中采用过，因而此番再

次运用，也是信心十足。

9. ………… 马８进７

10. 马四进二 士６进５

11.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６

12. 炮四平三 车７平４

13. 仕四进五 卒１进１

14. 车八进三 车６进６

15. 车一平四 车６平７

16. 炮三平二 …………

如马三进四，黑可马 7进 8，

足可满意。

16. ………… 车４平７

17. 车八平六 炮８进３

18. 炮九平八 马１进２

如图形势，由于我一直抱着

想和怕输的包袱，走子逐渐推动

了计划必，黑方则行棋果断有力，

步步进逼，此时我已经感到局势

有些吃紧。于是我迫使自己冷静

下来，认真分析局面，发现实际

情况比想象的还稍微乐观一些，

于是心情便平复了许多，后面也

逐渐开始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

平。

19. 炮八进一 前车进１

20. 炮八退一 前车退１

21. 炮八进一 前车进１

22. 炮八退一 前车退１

23. 炮八进一 前车进１

在重复多个循环之后，我经



过周密计算，终于找到了一条可

以合理简化局面的道路，令黑方

颇为头疼。

24. 兵五进一 炮８平５

25. 马七进五 前车退１

无奈，如车 7进 1，红有炮二

平三的手段，以下黑如前车退 1，

马五退三，车 7进 1，炮八进一，

局面迅速简化，黑方欲取胜将势

比登天。

26. 车六退一 …………

如图形势，继续围困黑车，

以下黑方只有走后车进一，马五

进三，车 7退 1，炮八进一或车六

进三，红方谋和不难。由于黑方

只有取胜才能存在夺冠的希望，

因而只得进马强变，做最后一搏。

26. ………… 马２进３

27. 车六平七 炮４进６

28. 车四进二 …………

在进车守住中相之后，我感

觉此时的阵型已经固若金汤，冠

军就在眼前了。

28. ………… 炮４退３

29. 车七进一 炮４平７

30. 相五进三 后车进１

31. 车四退二 车７退１

32. 炮二平五

黑方见取胜无望，草草走了

几个回合之后便主动提和，我也

便欣然接受。这样我在成功顶住

对手猛烈的攻势之后，以五胜六

和的战绩问鼎本届磐安个人赛，

取得了笔者在棋艺生涯中又一重

大突破，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冠军

俱乐部中新的一员。回首本届赛



事，笔者在开赛伊始延续着自己

在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的良好状

态，以四胜一和的战绩打下了非

常不错的开局，奠定了小分的领

先优势。在比赛中段接连遭遇强

敌，连战连和，也是基本正常发

挥出了自身的水平，对局时的心

态也较以往更加平和。而在最后

的冲刺过程中，则成功顶住了巨

大的压力，最终幸运地率先撞线，

大大超出了赛前对自己的预期。

笔者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

能够夺得全国冠军固然可喜，但

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动力，督促自

己不断提升棋艺棋品，为象棋做

出自己的贡献，才是本次问鼎更

大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