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围棋之路（33）

表姐夫姓孙（以下简称
!），在枞阳县城的城关派出
所工作，与县机关工作人员
都很熟悉。s向县体委的陈
主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将我
吹嘘了一番，陈很感兴趣，
很快就此事向上级单位安
庆地区体委汇报，由于安徽
省政府已确定1974年举办
省第三届运动会，各地、市
都有争奖牌、争排名的欲
望，地区体委觉得假如调来
的是能获名次的运动员倒
也白捡个便宜，因此希望陈

办好此事。事实上我也够争
气，在第二年的省运会比赛
中，一不小心竟然获得冠
军，很为 s、陈主任等争了
一把脸。地区体委也因用现
代词汇而言，所谓引进人才
而受到安庆地区行政公署
分管体育的副专员盖来山
同志的大力赞赏。盖后来平
调到省体委任副主任遇到
我，还提及此事，赞扬地区
体委很有眼光，办了件实
事。（未完待续）

韩启宇

我有位表姐与丈夫同
在安徽枞阳县工作，每年
春节回浙江老家探亲，在
上海中转时都会在我家小
住几天。这年春节后夫妇
俩由浙返皖，路过上海，仍
住我家。恰逢我在上海市
比赛中做裁判，每当比赛
结束，回到家里总要晚上
10点过后，隆冬的夜晚，马
路上行人稀少，格外寂静，
大部分人家都早早熄灯入
睡。每当独自走到已离家
不远的中虹桥面，十年前
在此不慎掉入水中险些丧
命的场景即会浮现脑海，
阴影笼罩心头，恐惧感促
使我加快脚步，匆匆而过，
犹恐再遭不测。真是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缺
乏娱乐活动的年代，这个
点回家确实是太晚了。

连续数日的晚归，触
动了尚住我家的在公安系
统工作的表姐夫的神经，

担忧他的内弟会否误入不
正之道？唯恐我沦落为人
所不齿的街头小混混。后
来在我去枞阳他家忆及此
事时，我还开心地跟他讲：
正因你的职业敏感，成全
了我的围棋梦。原来就我
的晚归，表姐夫向我父亲
表示了他的担忧，及至得
知是因我喜欢围棋，担任
比赛裁判的缘故，他才释
然。父亲也与他谈及我今
后出路问题，论棋艺似有
能力走围棋之路，可是下
放农村所在的江西是围棋
空白省份，围棋之路看来
是走不通的，如能将户口转
到安徽，以后可有机会参加
安徽省比赛，则还有希望，
表姐夫当即表示，如果想转
入安徽农村插队，可待他回
枞阳后一试。由此于当年2
月份开始拉开了为我调动
的序幕，在当年这也可算一
项艰难的工程了。

表姐夫的职业敏感
成全了我的围棋梦市天一棋院总教练周唯奇勇夺冠军（有图）

“弈”闻（栏目）
澳大利亚耶贝尔杯国际象棋公开赛日前结束

日前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
拉举行的澳大利亚多耶贝尔杯
国际象棋公开赛上，天一棋院国
际象棋总教练周唯奇（"#"$ 分）
经过瑞士制9轮角逐，最终以7
胜 1和 1负积 7.5分的优异成
绩夺魁，全场表现分2681分。此
次比赛共吸引到了70多名棋手
参加A组的比赛，其中包括了7
名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

东道国棋手约翰生（2409）
和印度棋手甘古利（2619）同积
7分，经比对小分后，分列第2、3
名。赛会头号种子荷兰老将范威

利（2663）积 6.5分，列第 4名。
另外三名参赛的中国选手翟墨
和牟科均积5.5分，分列第16、
18名；袁烨积5分，列第28名。

多耶贝尔杯国际象棋公开
赛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比
赛，自1963年开始举办，今年是
第19届。除公开组外，还包括等
级分 1400~2000组、等级分
1600以下组和等级分 1200以
下组，分别采取瑞士制7轮和6
轮，吸引许多青少年棋手报名参
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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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围棋轶事

半个多世纪的常州围棋（7）
———我天天拎着菜篮在芜桥头等你
这篇的主角是薛新寿，他生前

的工作是体育场的乒乓球教练，所
以，大家都称呼他为薛教练。这是
一位性格特点都非常鲜明的人，我
写他，就从他一句独特的绝妙话语
开始。
都说赌钱的，很多人从不说自

己赢，只说自己输。你问那位，“今
天怎么样？”那位摇头、叹气、沮丧
地回答：“手气不好，输了。”哪怕他
一秒钟之前还在为赢了钱而窃窃
自喜。相反，下棋的，很多人从不说
自己输，只说自己赢。你问那位，
“今天怎么样？”那位抬头、挺胸、神
气地回答：“那还用问吗，我连赢三

盘！”哪怕他一秒钟之前还在为连
输三盘而暗暗郁闷。所以，下棋的
人会经常地、不厌其烦地、不知疲
倦地为自己比别人厉害而争论，练
嘴皮子。嘴皮子练多了，就练出了
许多颇为精彩的语言，如：

“让你X个子，彩头你说了
算！”霸道而直接。
“你叫幼儿园的小朋友，用小

手抓一把棋放在盘上再和我下。”
俏皮而逗趣。
“赢你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稳

的。”形象而生动。
“你和我下棋，那叫孔夫子搬

家，尽是输（书）。”含蓄而幽默。

“我克你，好比夜壶里屙屎，扣
客扣（常州话!"正好#的意思）。”粗
俗了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老寿星要上吊

吗？因为他嫌命长。你跟我下棋，就
是老寿星上吊。”自信满满。
薛教练却不这么说，他说，“我

天天拎着菜篮在芜桥头等你”。现
在回想起来，这句话真的绝妙。把
这句话的顺序倒过来理解，“在芜
桥头等你”是因为芜桥头有家万华
楼茶馆，等你来了，我们便去吃茶、
下棋，这是第一层含义；“拎着菜
篮”是为了赢你后可以用赢来的钱
到不远处的小河沿菜场买点菜，放

在篮里带回家，这是第二层含义；
至此，第三层含义不说自明，既能
下棋，又能赢钱买菜，这样的好事
当然要天天做，最好月月做、年年
做。这句话乡土气息浓厚，质朴无
华，反映出薛教练是个顾家的人，
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是个朴实的
人。

60年代，薛教练也是个享誉
常州围棋界的好手。1965年，他获
市赛第三名，便是很好的佐证。虽
然他没有代表过常州去参加全省
的比赛，却也代表常州迎战过一些
到常州交流切磋的外地朋友。

邵康年

"雍容闲雅#$红先%

白马卧栏（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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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围棋课堂

澳大利亚多耶贝尔杯国际象棋公开赛日前结束

市天一棋院总教练周唯奇夺冠

人生围棋

白捡的人才
却拿到了省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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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局三步杀

天一棋院供稿

答案下期公布

国际象棋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