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获得“2014年度江苏

省十大最具品牌价值体育赛事”称号。 此赛事在淮阴本地办了

五届，去年的第六届移师德国汉堡，今年的比赛将在港澳举办。

以后，“韩信杯”还要走遍五大洲。

这个赛事如此红火，如此成功，从韩信故里走向世界，奥秘

何在？ 且听淮阴区体育局局长丁睿谈“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

名人赛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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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清明时节，一场春雨，让桃红柳绿

的淮阴区体育场显得更加妩媚、清

新。 听说“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

名人赛被评为江苏省十大最具品

牌价值的体育赛事，我们特地来到

这里，找到正在组织淮安市第九届

“白玫杯” 象棋锦标赛的淮阴区体

育局局长丁睿先生，就“淮阴·韩信

杯”的发展和影响作了一次访谈。

传承历史文化，

打造经典品牌

《淮周刊 》

：丁局长，听说“淮

阴·韩信杯” 象棋国际名人赛被评

为江苏省最具品牌价值的体育赛

事，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向

您表示祝贺！广大象棋爱好者和晚

报读者都很关心这件事，您是这项

大赛的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请你

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丁睿

：在最近召开的江苏省体

育产业大会上，由江苏省体育产业

研究服务中心和江苏省体育竞赛

管理中心评选发布：“淮阴·韩信

杯”象棋国际名人赛被评为2014年

度江苏省最具品牌价值的体育赛

事之一。这是我省首次进行这样的

评选，我区的韩信杯就获得了这一

殊荣，实属不易。同时入选的“环太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扬州鉴真

国际马拉松赛”、“无锡斯诺克国际

精英赛”等都是规模大、赛期长、耗

资多的“高大上”的体育赛事。 相比

起来，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只能

算是“小而精”，却能够跻身其中，

主要在于它既传承了历史文化，又

植根于群众生活，还体现了国际化

特色，是一项集历史性、群众性、国

际性于一体、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体育与文化完美结合的赛事。

《淮周刊》：

这项赛事为什么命

名为“韩信杯”？

丁睿

：淮阴是秦时置县的千年

古县。 一个“漂母饭信”的故事，几

千年来彰显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

良和伟大无私的母爱，凸显了淮阴

东方母爱之都的地位以及韩信文

化的内涵；一个“韩信造棋”的故

事， 让淮阴和象棋从此密不可分。

淮阴象棋主题公园里由著名文史

专家葛以政先生撰写的铭文在向

世人讲述着韩信作为“象棋之祖”

发明象棋的故事。 象棋古谱里像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

战”、“十面埋伏” 等韩信经典战例

演绎的象棋古谱数不胜数。 许多象

棋史志也有韩信造棋的记载。 美籍

华人李祥甫先生利用大英博物馆

以及世界著名图书馆的大量史料

出版了一本《象棋家谱》，证明了韩

信发明象棋的历史， 同时指出，源

于阿拉伯的国际象棋也是发源于

中国的象棋。 韩信发明象棋的学说

见诸历史典籍，广泛流传，成为用

文化演绎战争艺术的不朽经典。

“志存高远，忍辱负重，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勇于进取”的韩信精神

和“知恩图报，以德报怨，诚信待

人，尽义尽责”的韩信美德，是韩信

故里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也是象

棋文化的精神价值。“淮阴·韩信

杯”象棋国际名人赛正是这一优秀

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象棋之乡”，

成就经典品牌

《淮周刊》：

早就知道淮阴是

“全国象棋之乡”，这与“淮阴·韩信

杯”成为最具品牌价值体育赛事一

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丁睿

： 淮阴是一块象棋的热

土。 淮阴每一个乡镇都有象棋组

织，都有象棋人口。 象棋鼻祖的家

乡热心象棋的人多，学象棋、会下

象棋的人自然也多。 多少年来象棋

活动在这里长盛不衰。“白玫杯”象

棋锦标赛作为淮阴办得最早、最具

群众基础的象棋赛事，从2007年开

始已经办了九届，并且升格为淮安

的市级比赛；“欧蓓莎·韩信杯”象

棋苏北名人赛今年已经办到了第

八届；其它各种级别的“韩信杯”象

棋赛事也办得红红火火。 一个地

方，体育部门在配合国家专职机构

办好“高、大、上”的国家级、国际级

品牌赛事的同时，积极组织当地的

象棋协会等民间组织开展群众性

的象棋活动， 其中包括象棋进校

园、进社区、进乡村等系列活动，受

到了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人

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发表文章称

淮阴象棋活动的方式为象棋的“淮

阴模式”； 中国象棋协会成立五十

周年庆典时淮阴区政府被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突出贡献奖”；同时还

被中国象棋协会授予了唯一的县

区级“全国象棋之乡”称号。 所以

说，“韩信杯”这个品牌立足于坚实

的群众基础。

《淮周刊》

：党和政府一直把促

进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具体到“韩信杯”

这件事，说真的，一连办了六届，并

且要继续办下去，每次投入资金上

百万，不是小事。 这其中领导的关

心支持是大事。

丁睿：

在淮阴这块象棋的热土

上，“淮阴·韩信杯” 象棋国际名人

赛成为最具品牌价值的体育赛事，

除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

的群众基础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更得益于地方领导对象棋文化和

象棋赛事的重视和扶持。 多少年

来，地方党和政府一直把发掘韩信

故里历史文化遗产，打造“象棋之

乡”城市品牌，作为弘扬民族文化，

发展文化体育事业的一件大事来

抓。市委书记姚晓东同志就韩信杯

海外办赛作出批示，支持淮阴借助

韩信杯象棋文化这个平台，提高淮

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经济建

设的发展。

从韩信故里走向世界

《淮周刊》

：“淮阴·韩信杯”在

淮阴本地办了五届，去年的第六届

移师德国汉堡，听说今年的比赛已

经确定在港澳举办，以后，韩信杯

还要走遍五大洲。请你给广大读者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或者说对

“韩信杯”作一个展望。

丁睿

：“淮阴·韩信杯” 象棋国

际名人赛从2009年开始，连续举办

了五届，每年都有来自海内外的12

位象棋顶级高手走进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淮安，来到千年古县、象棋

鼻祖韩信的故里淮阴，在这块物阜

民丰、 人文荟萃的象棋热土上，一

代象棋精英挥洒豪情， 展示风采。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体育

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以及

新浪、腾讯、凤凰网等海内外主流

媒体都在比赛期间作过全面的跟

踪报道，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象棋爱

好者通过这些媒体关注“韩信杯”，

关注淮阴，“韩信杯”让淮阴走向世

界，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淮阴。

第六届“淮阴·韩信杯”象棋国

际名人赛，在中国象棋协会的大力

支持下，作为中国象棋海外推广计

划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千年古县、

东方母爱之都的一张文化、体育名

片，应汉堡市政府之邀，走进德国，

来到汉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

使者，在当地引起了重大影响和广

泛关注。 比赛期间，德国国家电视

一台、汉堡电视台、欧洲华商报等

国外媒体积极报道赛事，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香港卫视等海内外

媒体派记者现场全程报到赛况。 中

国驻汉堡副总领事刘志平女士、汉

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康易清博士

等对本次赛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

指出， 淮阴借助象棋走出国门，意

义深远影响深刻。

作为“韩信杯”第二个五年计

划———“走遍五大洲”的第一站，第

六届“淮阴·韩信杯”（欧洲站）在德

国汉堡的成功举办，为“韩信杯”走

向世界，为继续办好的其它海外比

赛积累了经验。 今年的五大洲巡回

赛第二站———亚洲站比赛，将于紫

荆花盛开的五月，迎着维多利亚港

湾醉人的海风，在东方明珠香港举

办，同时在澳门举办一系列象棋文

化推广活动。

接下来，将计划到北美、大洋

洲、 南美或非洲继续推广赛事，让

韩信杯走遍世界五大洲。“韩信杯”

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寻求与世

界象棋联合会合作，办成像丰田杯

那样的洲际对抗赛，办成全世界范

围的象棋盛会，让中国象棋名副其

实真正走向世界。

《淮周刊》

：您对“韩信杯”的发

展，一定还有更多的思考？

丁睿

：作为全省最具品牌价值

的体育赛事，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

蕴的文化体育活动，“淮阴·韩信

杯”也面临着更多的思考。 是的，每

一个时代都有他当时的文化现象，

只有那些穿越时空的才是经典。

围绕韩信杯，我们要有更多的

传承和更深的发掘，要在它的市场

化和走向产业化方面，特别是为地

方的旅游文化的发展，提出一些新

的课题，以赋予韩信杯久远的生命

活力。

第一届“韩信杯”名为“振达·韩

信杯”，2009年5月在淮阴振达钢管有

限公司举办，冠军许银川。

第二届“淮阴·韩信杯”2010年5

月在淮阴国信大酒店举办，许银川蝉

联冠军。

第三届“淮阴·韩信杯”2011年5

月在淮阴国信大酒店举办， 冠军蒋

川；同时举办了“韩信象棋文化研讨”

和“江苏省象棋办赛研讨会”活动。

第四届“淮阴·韩信杯”2012年5

月在淮举办，许银川三获冠军。

第五届“淮阴·韩信杯”2013年5

月继续在淮举办， 冠军为新人王天

一； 同时邀请胡荣华等名家举行了

“全国象棋文化与发展论坛” 系列活

动。

第六届“淮阴·韩信杯”2014年11

月在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江

苏棋手王斌首夺冠军，并在荷兰鹿特

丹与当地棋友举行了车轮大战。

“淮阴·韩信杯”象棋

国际名人赛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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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棋手和淮安棋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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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睿局长向媒体介绍韩

信杯赛况

从韩信故里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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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棋手相互切磋

“韩信杯”颁奖盛况

———“淮阴·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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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棋手许银川和

中国香港棋手黄学谦在

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