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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Windsor-Plainsboro High School North， 

90 Grovers Mill Road，Plainsboro, NJ 08536 

 

2010 年 12月 5日 

秩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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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8.30AM 

 

 

1. 运动员入场 

2. 美国国歌  -  李若雪演唱 

3. 华夏普兰斯堡分校校长胡雪冰 - 欢迎词 

4. 华夏总校副总校长李久耀 – 开幕词 

5. 华夏智力运动会竞赛部部长丰云介绍裁判 

6. 华夏总校体育部部长林云宣布智力运动会开始 

7. 运动员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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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日程（12/5/2010）： 

8:00AM - -8:30AM  领队会议 

8:30AM  开幕式 

9:15AM  运动员向各组裁判报到，比赛开始 

12:30AM-1:30PM 中午休息 

1:30PM  下午比赛 

4:30PM     团体颁奖 

 

2． 比赛规则： 

 

（一）通则 

1） 所有比赛均采取瑞士制积分编排决定每轮的对手，比赛的轮数根据比赛人数确定。      

（http://zh.wikipedia.org/zh/%E7%91%9E%E5%A3%AB%E5%88%B6） 

2） 每个项目均设个人和团体赛两个单项，其中四国大战，升级，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

分别举行，个人项目每轮比赛的队友和对手均随机配对，团体赛则以同一学校的固

定搭配为队友。其他项目个人和团体为同一项目，其中桥牌以固定配对为个人，赛

前由各队指定两人（配对）参加团体赛，他们的结果记入团体和个人成绩，其他队

员的成绩只记人个人成绩。同一分校参赛不足两人（配对），该项没有团体成绩。 

3） 各分校在开幕式的表现作为作为一个加倍的单项计入总得分。 

4） 如不特别指明，比赛得分为，胜方得 1 分，负方得 0 分，和棋各得 0.5 分。积分相

同时， 以对手分分出名次。 

5） 所有计时比赛中，单方迟到五分钟，自动判负。 

6） 比赛中出现严重不文明行为，经裁判认定自动判负。 

 

（二）围棋 

围棋比赛以现行中国围棋协会棋竞赛规则为基础，附加以下规则。

http://games.sports.cn/datebase/encyclopaedia/wq/2010-07-19/2046610.html  

1） 成人组比赛共四轮，上下午各两轮。少年组共 5 轮，上午 3 轮，下午两轮。儿童组

共 6轮，上，下午各 3轮。 

2） 所有吃子必须放回棋盒，不得随意乱扔。比赛结束数子定胜负。 

3） 即黑方 185子胜，白方 177 子胜。 

 

 (三)  象棋 

象棋围比赛以现行亚洲棋联比赛规则为基础，附加以下规则。 

http://zh.wikipedia.org/zh/%E7%91%9E%E5%A3%AB%E5%88%B6
http://games.sports.cn/datebase/encyclopaedia/wq/2010-07-19/2046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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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ovesky.net/qili/qili/rules/index.htm  

    1）成人组比赛采用单方用时 20分钟，每步延迟 10 秒，超时作负。 

2） 摸子走子，悔棋判负。 

3） 先走子，后按钟，否则判负。 

4） 走子不合法，必须重走同一棋子，并记违规一次，违规三次自动判负。 

5） 儿童组和少年组比赛不计时，50 钟比赛没有结束，由裁判判定胜负。 

 

（四）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比赛以现行国际棋联比赛规则为基础，附加以下规则。 

http://www.fide.com/fide/handbook.html?id=124&view=article  

1） 成人组比赛采用单方用时 20分钟，每步加时延迟 10 秒，超时作负。 

2） 摸子走子，悔棋判负。 

3） 先走子，后按钟，否则判负。 

4） 走子不合法，必须重走同一棋子，并记违规一次，违规三次自动判负。 

5） 儿童组和少年组比赛不计时，50 钟比赛没有结束，由裁判判定胜负。 

 

    （五）国际跳棋（checker） 

国际跳棋只设儿童组和少年组，比赛以中国国际跳棋规则 64 格规则为基础。 

http://games.sports.cn/guotiaoorg/news/2009-04-14/1856882.html  

比赛不计时。 

 

（六）五子棋 

1)  所有比赛采用 15X15 棋盘，黑棋第一步必须走在天元。 

2）成人比赛单人 25 分钟包干制。实行黑棋三三禁手，四四禁手和长连禁手。 

3）儿童和少年组比赛不限时，无禁手。 

 

（七）四国大战 

将使用四国大战流行比赛规则，并使用电子自动裁判机。 

规则包括： 

1） 比赛中不得以任何方式传递信息，违者判输  

2） 第一排在布局时不得放炸弹 

3） 大本营内布子不得移动 

http://www.movesky.net/qili/qili/rules/index.htm
http://www.fide.com/fide/handbook.html?id=124&view=article
http://games.sports.cn/guotiaoorg/news/2009-04-14/1856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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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大本营的棋子不得再移动 

5） 只有工兵沿铁道线可以拐弯 

6） 每步走子不得超过 30 秒 

7） 一局游戏中连续 20 步没有吃子则自动算和棋 

8） 每局随机决定谁走开局第一步 

9） 走棋顺序按反时针方向 

10） 司令取旗不用亮相 

11） 炸弹于任何对手同归于尽 

12） 地雷仅负于工兵 

 

（八）桥牌 

桥牌以中国桥牌竞赛规则为基础，并采用米切尔移位法（Mitchell movement）. 

http://www.yabridge.com/bridgeinfo/china_bridge_rule.htm  

（九）升级 

升级比赛以中国升级竞赛规则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2686.html?fromTaglist 为

基础，并作以下修改： 

1） 每轮比赛都是争庄，双张亮主可以反单张亮庄。亮庄必须是自己所打的级或无主。

亮错主，计违例一次。 

2） 升级：得分 0（大光头）庄方升三级，5-35（小光头）庄方升两级，40-75 庄方升一

级。80 到 115，双方不升级，120-155 对方生一级，以后每 40 分对方多升一级。 

3） 扣底，单扣底分番两倍，双扣番四倍，拖拉机扣底番八倍。 

4） 出错牌，如果出牌符合牌理，不得收回。如果不符合牌理，并及时发现，可以更

换，但记违例一次。如没有发现按藏牌处理。 

5） 藏牌，有意不按牌理出牌才。完成打牌后，在正常得分基础上，个人赛，藏牌者减

两级，朋友减一级。对方加一级。团体赛，藏牌方，减一级，对方加一级。 

6） 出牌延误 30 秒以上，计违例了一次。 

7） 提示，给朋友信号，或看牌，每发现一次提示方减一级，对方加一级。 

8） 违例，每违例两次，个人减一级。违例次数以每轮累计，不带入以后比赛。 

9） 破同分，在最后几分相同时，打庄次数多者，排名靠前，如果打庄次数依然相同，

按总抓分排名。 

 

http://www.yabridge.com/bridgeinfo/china_bridge_rule.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2686.html?fromTag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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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赛程序及奖励名额： 

项目 参赛人数 比赛方式 个人奖牌 个人奖状 团体奖牌 团体奖状 

儿童围棋 10 6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少年围棋 12 5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成人围棋 15 4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儿童象棋 8 5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无 无 

少年象棋 3 双循环 前三名 前三名 无 无 

成人象棋 10 5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儿童一组国象 30 6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儿童一组国象 28 6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少年国象 17 5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儿童五子棋 21 6轮瑞士制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少年五子棋 6 单循环 前三名 前六名 无 无 

儿童国际跳棋 4 单循环 前三名 前四名 无 无 

成人桥牌 32 8轮移动 前三名 前六名 前三名 前三名 

成人四国军棋 8 单循环 前三名 前三名 无 无 

成人升级 12 9轮升级 前三名 前六名 无 无 

       
 

4． 智力运动会裁判长： 

总裁判 孙儒林 

围棋 Paul Matthews 

象棋 李广华 

国际象棋 张平义 

国际跳棋 许喆 

五子棋 陈晓东, 石伟 

桥牌 刘筑, 孙康, 季志浩 

四国军旗 杨亦松, 张劲游 

 

5． 智力运动会组委会： 

林云,  孙儒林, 胡雪冰, 李大东, 李盛京, 丰云, 林思丹,  陈晓东, 石伟, Jaclyn Lee,  郭众, 潘佐

红，李久耀，吕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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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力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名单： 

 围棋儿童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费城 康世澄 Kevin Kang 儿童 

费城 朱凯茜 Catherine Zhu 儿童 

李文斯顿 罗扬  儿童 

李文斯顿 罗先骏  儿童 

普兰斯堡 王少龙 Matthew Wang 儿童 

普兰斯堡 吴家林 Benjamin Wu 儿童 

普兰斯堡 杨凯文 Kevin Yang 儿童 

桥水 宋卓凡  儿童 

樱桃山 钟永康  儿童 

樱桃山 钟惠玲  儿童 

 

 围棋少年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费城 刘晨阳 Johnathan Liu 少年 

费城 康越 Kaitlyn Kang 少年 

李文斯顿 魏希味  少年 

李文斯顿 宋思皓  少年 

普兰斯堡 乐之玮 Zhiwei Yue 少年 

普兰斯堡 原昱捷 JonathanYang 少年 

普兰斯堡 毕司雨 Michael Bi 少年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樱桃山  Cynthia Coleman 少年 

樱桃山 张琳 Lynn Zhang 少年 

樱桃山 法爱伦  少年 

樱桃山 丁兆镁  少年 

樱桃山 林锐锐  少年 

 

 围棋成人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曹国梁 Guoliang Cao 成人 

爱迪生 黄克 Kevin Huang 成人 

爱迪生  Jasmine Yan 成人 

博根  Alan Liu 成人 

费城 刘小虎 Xiaohu  Liu 成人 

费城 白宇晨 Yuchen Bai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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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斯顿 仲加林  成人 

李文斯顿 张伟  成人 

李文斯顿 楼明  成人 

李文斯顿 罗峰  成人 

南部 康 伟  成人 

普兰斯堡 原勇 Yong Yuan 成人 

普兰斯堡 吴文学 Winston Wu 成人 

普兰斯堡 张逊  成人 

樱桃山 Jian Wu  成人 

 

 象棋儿童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黄明远  儿童 

爱迪生 李粤麒  儿童 

康州  Winson Chen 儿童 

康州  Kevin Tang 儿童 

康州  Michael Wang 儿童 

李文斯顿 杜安洲  儿童 

普兰斯堡 唐宝宝 Anthony Tang 儿童 

桥水 郭显德  儿童 

 

 象棋少年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普兰斯堡 Guo Sheng Ru  Jessica Guo 少年 

普兰斯堡 Guo Sheng Yi  Kaitlyn Guo 少年 

理海 周天浩  少年 

 

 象棋成人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李广华  成人 

爱迪生 陈嘉平  成人 

李文斯顿 乐树林  成人 

南部 王能家 Jefferay Wang 成人 

普兰斯堡 梁旭东  成人 

普兰斯堡 毕浩然 Haoran Bi 成人 

普兰斯堡 沈海 Hai Shen 成人 

樱桃山 项植权  成人 

中部 杨永文 Eric Yang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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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胡全 Michael Hu 成人 

 

 国际象棋儿童一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杨宇峰  儿童 

爱迪生 王伯凯  儿童 

爱迪生 苏畅  儿童 

爱迪生 潘烁宇  儿童 

爱迪生 张黎明  儿童 

爱迪生 武浩亮  儿童 

爱迪生 叶原龙  儿童 

东部  Aileen Wu 儿童 

东部  Jessica Wu 儿童 

东部  Kevin Liu 儿童 

费城 黄伯杏 Brandon Huang 儿童 

李文斯顿 孙博涵  儿童 

李文斯顿 程思睿  儿童 

李文斯顿 孙仲涵  儿童 

普兰斯堡 程嘉烨 Daniel Change 儿童 

普兰斯堡 Sarah Hu Sarah Hu 儿童 

普兰斯堡 倪全昊 Andy Ni 儿童 

普兰斯堡 李嘉发 Oscar Lee 儿童 

普兰斯堡 李子含 Mindy Li 儿童 

普兰斯堡 蔡成 Jefferey Cheng Cai 儿童 

普兰斯堡 单晓舟 Joseph Shan 儿童 

普兰斯堡 唐贝贝 Albert Tang 儿童 

普兰斯堡 Jonathan Hu Jonathan Hu 儿童 

普兰斯堡 倪全威 Winston Ni 儿童 

樱桃山  Jimmy Li 儿童 

中部 杨宇明 Victor Yang 儿童 

中部 葛嘉宁 Kevin Ge 儿童 

中部 张允真 Grace Zhang 儿童 

中部 李辰宇 Frank Li 儿童 

中部 李弈澄 Eric Li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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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象棋儿童二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林博伦  儿童 

爱迪生 曹海鹏  儿童 

爱迪生  Franklin Guo 儿童 

博根  YanTeng Zhao 儿童 

东部  David Liu 儿童 

东部  William Lu 儿童 

东部  Charles Li 儿童 

康州  Colin Zhang 儿童 

康州  Eric Gao 儿童 

康州  Alexadner Orr 儿童 

理海 周天和 Joshua Zhou  儿童 

南部 章叙有  儿童 

普兰斯堡 李鸿凯 Alexander Lee 儿童 

普兰斯堡 黄安杰 Justin Huang 儿童 

普兰斯堡 薛京 Alexander Xue 儿童 

普兰斯堡 薛闽 ChristopherXue 儿童 

普兰斯堡 沈文泉 Albert Shen 儿童 

普兰斯堡  Stephen Chen 儿童 

樱桃山  Kelly Long 儿童 

樱桃山  Bridge Liu 儿童 

樱桃山 魏子安  儿童 

长岛  Alex Liu 儿童 

长岛  Erica Chen 儿童 

中部 林夫瑞 Jefferey Lin 儿童 

中部 黄开开 Jeremy Huang 儿童 

中部 郭嘉晟 Joshua Guo 儿童 

中部 李涵宇 Kevin Li 儿童 

 

 国际象棋少年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廖琳  少年 

爱迪生 曹天源  少年 

爱迪生 武浩亮  少年 

李文斯顿 徐凯文  少年 

普兰斯堡 李子明 David Li 少年 

普兰斯堡 黄安迪 Andrew Huang 少年 

普兰斯堡 梁天悦 Tommy Liang 少年 

樱桃山  Joyce Li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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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山 舒东浩 Ed Shu 少年 

樱桃山  Rui Zhang 少年 

樱桃山  Alexander Liu 少年 

樱桃山  Mac Tan 少年 

樱桃山 刘宇欣  少年 

长岛  Dylan Chen 少年 

中部 董少寅 Vincent Dong 少年 

中部 范琳琳 Eva Lin Feindt 少年 

中部 桂格雷 Grace Gui 少年 

 

 国际跳棋儿童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普兰斯堡 潘心怡 Michelle Pan 儿童 

普兰斯堡 孙丹   Danny Sun 儿童 

爱迪生 刘婷婷  儿童 

爱迪生 熊仕堃  儿童 

 

 

 五子棋儿童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中部 潘智羽 Eric Pan 儿童 

中部 董少辰 Grant Dong 儿童 

爱迪生 熊仕泊  儿童 

普兰斯堡 程嘉一 Daniel Cheng 儿童 

爱迪生 陈昊  儿童 

博根  Kevin Liu 儿童 

中部 曾龙龙 Steve Zeng 儿童 

爱迪生 丁杰深  儿童 

普兰斯堡 邵凯仑 Kellen Shao 儿童 

博根  Alexander Wei 儿童 

普兰斯堡 彭松涛 Alvin  Peng 儿童 

普兰斯堡 尹邦豪 Edward Yin 儿童 

博根  Eric Li 儿童 

中部 潘智星 Jonathan Pan 儿童 

爱迪生 黄孔骏  儿童 

东部  Jonathan Qi 儿童 

爱迪生 丁杰夫  儿童 

普兰斯堡 王海钥 Jennifer Wang 儿童 

长岛  Tiftang Guo 儿童 

桥水 章丽雅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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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 章艾伦  儿童 

 

 五子棋少年组： 

普兰斯堡 孙溪 DoroSun 少年 

博根  Eric Liu 少年 

普兰斯堡 彭嵩渊 Alina  Peng  少年 

长岛  Richard Tang 少年 

爱迪生 刘慜  少年 

爱迪生 刘慧  少年 

 

 桥牌成人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丁崴  成人 

爱迪生 刘建  成人 

爱迪生 刘筑  成人 

爱迪生 孙康  成人 

爱迪生 赵轲  成人 

爱迪生  Shawn Xie 成人 

爱迪生  John Yin 成人 

爱迪生  Yubing Luo 成人 

爱迪生  Yongyi Bi 成人 

爱迪生  Wensheng Miao 成人 

李文斯顿 谭叶军  成人 

普兰斯堡 甘锐凯 Eric Gan 成人 

普兰斯堡 陈介山  成人 

普兰斯堡 颜端丽  成人 

普兰斯堡 杨勇  成人 

普兰斯堡 王沛  成人 

普兰斯堡 甘川勇 Gary Gan 成人 

桥水 张漪朝  成人 

桥水 杨本章  成人 

桥水 袁智  成人 

桥水 黄晓白  成人 

长岛  John Yu 成人 

长岛  Qun Yang 成人 

长岛  Yijian Cao 成人 

长岛  Wei Wan 成人 

长岛  Angqing Ren 成人 

长岛  Shaojei Zhou 成人 

长岛  Jimmy Wu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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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  James Zhou 成人 

 

 四国军旗成人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普兰斯堡 龚林国 Linguo Gong 成人 

爱迪生 潘硕  成人 

普兰斯堡 卜柯玮  成人 

普兰斯堡 周晓明  成人 

普兰斯堡 周详基  成人 

普兰斯堡 张劲游  成人 

普兰斯堡 杨亦松 Yisong Yang 成人 

普兰斯堡 汪涌孝 Steve Wang 成人 

 

 升级成人组： 

学校 姓名 英文名 组别 

爱迪生 杨军  成人 

普兰斯堡 吴铮  成人 

普兰斯堡 徐文约  成人 

普兰斯堡 杨公 Gong Yang 成人 

普兰斯堡 刘志辉  成人 

普兰斯堡  Grace Wang 成人 

普兰斯堡  David Zhou 成人 

桥水 李金辉  成人 

桥水 高宏文  成人 

中部 董均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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