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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
与拥有 14 个世界冠军头衔的韩国棋手李
世石九段在韩国首尔进行了第五局比赛，
在弈至 280 手时，李世石中盘认输。至
此，这场5局围棋“人机大战”以“阿尔
法围棋”4比1完胜李世石落下帷幕。

从最初的轻视到最终的无奈，作为这
项起源于中国的古老智力运动——围棋的
人类代言人，李世石在此次“人机大战”
中表现出的无奈、挣扎、神之一手等，浓
缩着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人类棋手对于人工
智能的态度。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中国
棋手和围棋专家正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
这次对决是深蕴东方哲学智慧的围棋带给
人类的一个礼物。

职业围棋：开辟新空间

“人机大战”的 5 盘对决，中国围棋
队的研究室里棋手们也在摆棋研究。前两
盘，“阿尔法围棋”的一些招法就已经让
棋手们感到“不可思议”。棋手李喆六段
表示，很多招法感觉“不是棋”，可是摆
一摆之后却不能立即证明那真的就是“坏
棋”。更多的棋手则坦承，围棋的千变万
化即使是职业高手们也无法算清，很多时
候只是凭借经验判断哪些棋有可能下，哪
些棋不予考虑。然而，那些“不予考虑”
的棋中往往隐藏着妙手。

这恰恰是采用了蒙特卡洛树搜索和深
度学习技术的“阿尔法围棋”的长处。通
过庞大的计算量和超快的计算速度，它下
出的每一步并不执拗于局部的优势，而在
于全局的胜率。这种招法在一些棋手看来
并“不合常规”，但它往往是职业围棋产
生新空间的渊薮。

围棋泰斗吴清源的弟子牛力力宣称：

“如果江户时代的道策引领的是第一次围
棋界革命，那么吴清源是第二次，‘阿尔
法围棋’带动的则是第三次围棋界的革
命。”前两者，都因提倡全局布局等新布
局思想而成为围棋界的一代宗师。此次对
决启示职业棋手们，围棋的多维度还远未
被包括“阿尔法围棋”在内的“棋手”参
透，正如日本棋圣藤泽秀行九段的那句名
言：“棋道一百，我只知七。”

群众围棋：吸引新粉丝

“围棋‘人机大战’，柯洁赢了。”这
是中国众多体育媒体对此次对决的一个调
侃。柯洁曾在各项比赛中以 8 比 2 战胜李
世石。“‘阿尔法狗’赢不了我”的言论
让这位拥有3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中国小将
成了“网红”，其微博粉丝数从几万猛涨
到几十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次对决对
于围棋推广的巨大意义。除去上世纪 80
年代聂卫平创造“聂旋风”时代，围棋还
从未像这次这样成为全民热议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围棋这项古老的东方智
慧竞技游戏迎来了传播到全世界的契机。
根据谷歌公司的统计，第一场人机大战就
吸引了 6000 万人同时观看，这个数字远
远超越了当年的卡斯帕罗夫与电脑“深
蓝”的人机对决。特别是在曾经普及缓慢
的欧美，人机大战的热潮也让当地人对来
自东方的黑白棋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如韩
国棋院院长洪锡炫在赛后所说：“这次比
赛估计将让欧美的围棋普及度增加5倍。”

有围棋专家表示，对于大众来说，围
棋的意义和魅力并不在于输赢，而在于手
谈。茶香袅绕，围枰对坐，在棋盘上演绎
金戈铁马，演绎人生的进退之道。这才是
人们下棋的乐趣所在。

围棋智慧：打开新世界

近年来，围棋界“重棋轻学”的现象
有些抬头，过于强调围棋的竞技色彩和功
利色彩。然而，棋力与境界并不完全划等
号。这次对决更让我们意识到，应该从围
棋本身来看待围棋的未来发展和意义。

问世于中国农耕文明之前的围棋是
一项哲理深奥、能给人以聪明和智慧的
竞技游戏。从本质来说，无论是尧造围
棋的古老奇谈还是烂柯观弈的美丽传说，
至少在明清之前，人们仍认为它是与哲学

密切相关的一门艺术、一种文化。其局部
与全局、实地与虚势、死棋与活棋、轻灵
与滞重、取得与舍弃，其“飞”、“尖”、
跳”、“扳”、“挖”等招法，所用到直观、
感觉、判断、推理、观察、经验等，都深
蕴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并在传统棋谱
中大量体现出来。而“棋如人生”的“警
世恒言”，更表明其之于人生哲学的巨大
意义。

古语说：“大智若愚，返璞归真，无
中生有，有中生无。”“人机大战”对于围
棋来说，这项来自古老东方的人类智慧竞
技又何尝不是一处新世界呢？

“人机大战”落幕，“阿尔法围棋”4比1战胜李世石

东方围棋智慧仍将启迪人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这些天，具备最新人工智能
的围棋软件“阿尔法狗”从一个
莫测的高度俯冲下来，对人类围
棋高手李世石一通乱咬，让那李
世石落荒而逃。人们不知是该欣
喜还是忧伤。人类已经承认不能
与“狗”斗，望着那只“狗”绝
尘而去时或许这样想，倒是人类
训练的好“狗”能不能都出来遛
遛，如果均是绝世高手的两只同
样的“阿尔法狗”互相斗斗，互
相撕咬，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两只“阿尔法狗”的较量，
或许将穷尽人类迄今的棋理智
慧，娴熟了亿万的招数变化，势
均力敌旗鼓相当。每走一步都太
过精确极其细微，每一手都是最
大的最要紧的一手，应对根本没
有什么失误，也不会下错棋出昏
招，更不会有心理压力和体力不
济。人的一颗大脑中可开发的神
经元或许是有限的，即使现在人
类还有点不服，但用不了多久，
一骑绝尘的“阿尔法狗”的思考
和计算就会高入云端，让人类望
云兴叹。但两只“狗”的输赢对
我们一般围棋人而不是电脑人来
说，意义有多重要呢？

两只“阿尔法狗”争斗，或
许结果难分伯仲难言优劣。在围
棋现行规则之下，已经难以用1/4子或半目的差距来
判断它们的高下。或者它们让中日韩三国的围棋界
都发现，现行的贴 6目半或 3又 3/4等等的贴目规则
不合理不科学。或许可以就此建立一个更加准确的
判定胜负的标准，或许大家为此喋喋不休的纷争及
闹得不可开交各自抱定的固有规则，可以就此打住
放弃前嫌，从此请“阿尔法狗”一统天下。

两只“阿尔法狗”互咬，那种人类思维难以想
象的超强较量，也许会带来一场弈理的革命。或许
可以留下一张张人类打不出来的围棋棋谱，下出很
多围棋高手都难以想到的妙招术奇手筋。现在很多
做学问和学知识的工作，电脑或电媒已经是最好的
老师，围棋也不例外，它将是最好的教练或助教。
19路围棋在人脑面前博大精深，在电脑面前或许会
变成太阳系中的一个地球而已。我们让地球上的孩
子在开发智力的时候，多分享一下太阳的光芒，一
定会成长得更加聪明阳光。

当两只“阿尔法狗”华山论剑之时，人类围棋
高手彻底拜服高速计算机和大数据的高大，但人类
并不是从此变得渺小了或者变成了孩童，而是在共
同攻克最高的堡垒之后分道扬镳了。而不是像有的
人说的李世石“丢掉人类智慧的最后一个堡垒”那
样悲凉；也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要换 25路棋盘来
为难机器人。各归各家将是不论今天还是将来都要
面对的事实：你走你的入云端，我享我的互手谈。
人类自有人类以我为主的玩法，同分级的电脑下棋
娱乐，同棋力相当的同类对弈切磋，获得其中的乐
趣，共论其中的得失，分享其中的情感。

去年当我在北京发起举办首届美林谷杯世界围棋锦
标赛暨人机大战时，利用比赛休息的一个下午举办了一
个高峰论坛，除了参加比赛的电脑专家，我们还请了中
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王谊五
段。所有的电脑专家都认为，5到10年，电脑将在围棋
上战胜职业棋手，而职业棋手则一致反驳，认为这只不
过是天方夜谭，电脑打败人脑将是50年以后的事情。然
而谁也没有预料到，仅仅过去了不到半年，一只叫“阿
尔法”的“狗”就大摇大摆地把拥有14个世界冠军的韩
国棋手李世石“打翻在地”，李世石赛后承认，电脑在
围棋上已经具备与人脑相抗衡的实力。

只有一个少不更事的19岁中国棋手柯洁，仅仅因为
他在与李世石的比赛中以 8比 2领先，就放出大话，认
为他能击败“阿尔法狗”。为此，一家中国企业还起哄
地邀请柯洁作为代言人向谷歌提出挑战。除此以外，
几乎所有的中日韩顶尖高手都认为，电脑围棋水平尽
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实力的强大，已经领
先于人类。

“阿尔法狗”对全世界的冲击力是无比巨大的。尤
其让骄傲无比、自豪无比的职业棋手们一下子陷入了巨
大的失落感和不知所措中。他们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卧薪

尝胆地学棋，穷尽几十年心血却让仅仅学习几个月的电
脑一下子“打趴下”，换做谁，都会感到迷茫。

而“阿尔法狗”却轻飘飘来个华丽转身，要将深度
学习的方法运用到医疗以及其他领域中去了，围棋只不
过是他们进军人工智能的一个敲门砖。

但我认为，这次比赛应该是围棋的胜利。围棋有
4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没有像这次
比赛能引起全人类的关注。很长时间以来，它只是中
国文化的一大瑰宝，是东方古老哲学文化的代表，西
方人知之甚少。而这次谷歌的“人机大战”，对于围
棋，是一次全球大普及，让人们充分了解了围棋的文化
及其奥妙所在。不管懂不懂围棋，更多的人通过这个比
赛，了解了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游戏还有如此之深的意义
和无穷的魅力。

电脑对于职业棋手的帮助也是不言而喻的。过去千

百年来所谓的定式布局都将让人们重新思考，围棋的技
术也将发生革命性变革，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也
许，围棋进入奥运会也将是早晚的事情。

谷歌研发“阿尔法狗”对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互联
网大佬们，也将是一个深刻的启迪。科学家们将认识
到，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和世界差距究竟有多大。而
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依然在为蝇头小利做井底之蛙。

还有一点让人担忧，如果有一天机器人不听人类
的指令，反过来对人类颐指气使怎么办。但我相信，
那是未来的事情，我们的后代总会想出比拔电源更好
的办法。

“阿尔法狗”比起电脑“深蓝”，给我们的冲击要
大得多。它产生的地震波不会马上消失。
无论是围棋界还是科学界，包括各个国家
的相关决策者，都将从这次比赛中得出不
同的结论。

对于我来说，就是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朋友一起努力，用中国的电脑程序向

“ 阿 尔 法 狗 ” 提 出 挑 战 ， 以 此 证 明 ， 我
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发明了围棋，我们
后人起码也有不甘人后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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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棋 的 胜 利
陈 昭

谁是中国体坛目前最热门的新星？日前落幕的2016短道速滑世
锦赛上，中国队共收获4金1银2铜，位列金牌榜首位。其中，韩天
宇一人便贡献了3枚金牌。经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磨练，20岁的韩
天宇已然挑起了中国男子短道速滑的旗帜，迈入“偶像级”运动员
行列。

“大心脏”造就“三金王”

韩天宇在世锦赛中的闪耀表现始于男子 1500米比赛。决赛中，
孤军作战的韩天宇面对强敌围剿，艰难拿下金牌，成为世锦赛该项
目41年来的首位中国冠军。

这只是韩天宇席卷冰场的开端。随后，他又在男子超级3000米
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继李佳军之后中国短道历史上第二名男子全
能冠军，将阔别15年之久的世锦赛全能金牌收入囊中。

长距离比赛一直是中国队的薄弱环节。因此，超级3000米项目

常常成为中国选手在全能项目上的拦路虎。温哥华冬奥会后，超级
3000米不再单独计算奖牌，而只作为全能项目的最终一战。

全能决战前，韩天宇在其他比赛中的成绩并不占优势，总成绩
仅列第五。然而，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韩天宇还是以超越
对手近半个直道的优势夺得冠军，续写了中国男子速滑的全能传奇。

5000 米接力金牌，是中国队在此次世锦赛上最惊心动魄的胜
利，也堪称韩天宇的“封神之作”。作为卫冕冠军出战的中国队，直
至最后两圈时依然落后于加拿大队。最为关键的最后一棒，接棒后
的韩天宇与对手发生身体接触，瞬间拉大了两队间的差距。

不过，年轻气盛的韩天宇再次上演高光时刻，通过一圈的滑行
追赶上对手之后，他又在最后一圈从内道强势超越，率领中国队卫
冕成功。

身处绝境，强势逆袭。韩天宇在世锦赛上的“大心脏”，显示出
了他的过人实力与强大心态。他的火热状态让韩国电视台的解说嘉
宾发出了“可怕”的赞叹。两年后的平昌奥运会，韩天宇有望成为
冰场上举世瞩目的焦点。

轮滑少年到速滑冠军

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到世锦赛的3枚金牌，在中国速
滑队主教练李琰看来，经过两年的成长，20岁的韩天宇已经拥有了
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与成熟。

从幼年时，韩天宇就显露出了出色的运动天赋。6 岁时，他开
始练习轮滑，没多久就把全省冠军和全国冠军拿回了家。从 2002
年到 2006 年，韩天宇拿到了轮滑项目的8个国家级冠军和5个省级
冠军。

10岁那年，一个偶然机会改变了韩天宇的命运。他的父亲与后
来的国家队队员梁文豪的父亲关系不错，听说短道速滑是奥运项
目，有前途，于是也让韩天宇到吉林长春练习短道速滑。

很快，韩天宇就通过不俗的天赋和艰苦的训练展露头角。2011
年，他获得了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全能冠军；2012年，在澳大
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短道速滑少年锦标赛上，年仅15岁的韩天宇
获得 500米银牌；同年，他又在世界青年短道速滑锦标赛上摘得超
级1500米金牌，成为历史上首位夺得该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

韩天宇真正引起关注是在两年前的索契冬奥会上。在并不被
看好的情况下，他一路闯入决赛，并战胜了自己的偶像、曾经的
韩国天王安贤洙夺得银牌，追平了中国在冬奥会该项目上的历史
最佳战绩。

李琰曾评价韩天宇说，他的技术动作比较好，脑子聪明，属于
比赛型选手。并且在比赛中的把握能力比较强，让人意识不到他的
年龄那么小。

从踏入冰场，到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韩天宇仅用了 8年的时
间。世锦赛后，他的目标已经瞄向了奥运会冠军领奖台。

世界冠军追逐奥运冠军

“这是在韩国比赛，2018 年平昌冬奥会也在韩国。我想，这要
是奥运会的比赛就好了。当然，我会努力，争取2018年再次回到韩
国比赛时，还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唱国歌。”韩天宇说。

谈到两年来的变化，韩天宇认为，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方面都有
很大提高，这也离不开教练的帮助和鼓励。

有实力、有“颜值”，年轻的韩天宇如今已经成为很多冰迷心中
的偶像。他的出色发挥也让短道速滑项目的关注度提升了不少。如
今，中国速滑无论从整体水平还是人才厚度上，都显示出了不俗的
潜力。尤其是男队的强势崛起，让人们对平昌冬奥和北京冬奥充
满信心。目前，武大靖、石竟男和韩天宇已然成为中国男子速滑
的“三剑客”。而陈光、徐富、任子威、安凯等更年轻的小将也
在崛起。

从这个奥运周期到下一个奥运周期，中国速滑队有望继续为中
国体育创造惊喜和奇迹。这其中，韩天宇将书写更为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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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 （前右） 与“阿尔法围棋”在韩国首尔进行
第五场对弈。 新华社发

图为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 （前右） 与“阿尔法围棋”在韩国首尔进行
第五场对弈。 新华社发

“跑动中国”跑步盛典举行

本报电“跑动中国”新浪体育2015年度跑步盛典日前在北京举
行，此次评选共有全国1009个跑步团体参与，代表了中国跑团的主
要力量。其中，454万跑者投出了6495万支选票。2015年度国内最
受跑友欢迎的跑步服装、跑步智能设备、跑步APP、跑友们最想跑
的马拉松赛事以及年度十佳跑团等奖项在盛典上揭晓。中国跑步论
坛同日召开，跑步界相关专家、马拉松运动员、跑团团长等就跑步
产业发展、路跑与打造城市名片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据介绍，中国的跑步团体最早出现于2007年。随着中国全民健
身热潮不断深入，近年来参与跑步的人数明显增长。新浪高级副总
裁魏江雷认为，跑步的终极目的是强身健体，跑团可以帮助不同水
平的跑者参与跑步，帮助他们跑得更长、跑得更健康。图为韩天宇 （前） 在男子超级3000米决赛中。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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