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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淡忘也并不全是坏事，
至少身上的压力会小很多。有志
者是不甘于以平凡落幕的，在我
们看不到的地方，党毅飞默默拔
剑、挥剑。既然不能做引领时代的
人物，就再来一次异军突起吧！本届
LG杯，党毅飞又悄悄“杀”了出来，
预选赛击败安成浚、洪旻杓、邬光亚
等强豪，在轻松战胜中华台北的林君
谚后，党毅飞迎来了日本最有希望的
年轻棋手一力辽。这盘棋党毅飞没有给
对手太多的机会，一直牢牢控制着局面
最终轻松胜出。仿佛在告诉日本棋手中
国围棋的厚度不可逾越。

8强战党毅飞面对彼时状态正佳、
在百灵杯决赛中2比0领先柯洁的陈耀
烨。从名气到排名到状态，党毅飞似乎
都是不被看好的一方。然而在这场比赛
中，他却发挥出超强的毅力，在序盘不
利的情况下奋力拼搏，最终半目逆转以
官子著称的陈耀烨而杀入四强。

半决赛中党毅飞遭遇韩国当红小
生申真谞，从未赢过小申的党毅飞序盘
同样落入下风，但在中盘战斗阶段信心
爆棚的党毅飞敏锐地抓住申真谞对杀
中的随手棋一局制胜。赛后申真谞没有
复盘就落寞地离开了赛场，而中国棋手
则又一次包揽了世界比赛的冠亚军。

党毅飞在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
中从预赛开始连胜打进决赛。在决赛
中，党毅飞面对的是在半决赛中力克
韩国第一人朴廷桓、并因计算力超强
而被称为“阿尔法羊”的棋手周睿羊。
赛前，成都棋院院长蒋全胜和整个团
队对党毅飞的三盘棋做了分析，认为
他获胜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但是
没想到他的表现超出了想象。周睿羊
近期状态火热，经受了人工智能熏陶
的他曾在比赛中祭出“阿法流”，等级
分也升至全国第二。同样交手战绩落
后、同样赛前不被看好，党毅飞又一次
为人们带来惊喜。

之前党毅飞也与阿法狗有过交战，
在棋手争相学习阿法狗的背景下党毅
飞显得比较传统：“之前和阿法狗交手
过，我确实不是阿法狗的对手，也学不
到阿法狗的招式，有的招它能掌握但我
控制不了。”首局党毅飞下得行云流水，
在下面打入后取得局面主动，随后利用
对手求胜心理一直牢牢把握局面取得
完胜。次局凭借劫财优势取得领先，并
最终获胜。

去年11月党毅飞打入本次比赛决
赛后，以两次世界大赛亚军的成绩自动
升为九段。但党毅飞明显对自己不满
意：“我是想拿世界冠军升入九段，而非
靠两个亚军。”虽然围棋的人工智能时
代已经开启，但是人类的职业棋手依然
在求道的路上坚持不懈，在耐心等待五
年之后，党毅飞终于圆梦世界冠军。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何鹏楠

党毅飞
夺冠路
第一轮：
轮空
第二轮：
胜安成浚六段
第三轮：
胜洪旼杓九段
第四轮：
胜朱元豪四段
决胜轮：
胜邬光亚六段
32强战：
胜林君谚六段
16强战：
胜一力辽七段
八强战：
胜陈耀烨九段
半决赛：
胜申真谞六段
决赛：
胜周睿羊九段

昨日，第21届LG杯
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三番
棋第二局在韩国战罢，来
自成都棋院的党毅飞九段
在赛前不被人看好的情况
下连胜陈耀烨、申真谞等
名将，并在决赛中以总比
分2比0战胜同胞周睿羊
九段并获得了自己的第一
个世界冠军。四川围棋一
直是国内劲旅，成都更是
有“棋城”之称，本次党毅
的夺冠，也实现了成都围
棋和四川围棋世界冠军的
零的突破。党毅飞昨日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平和地表示：“2012年BC
卡杯决赛的失利是因为心
态不成熟，这次比赛我想
的是一定要拿下来。”

来自成都棋院的党毅飞在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中夺冠
这位四川围棋史上首位世界冠军昨日接受成都商报采访

出生于1994年6月的党毅飞
原籍山西，自幼学弈，与诸多冲段

少年一样，有着“天才”之誉。不过与
他年龄相仿的学弈者中强豪林立，党

毅飞并不显得特别突出。2005年，党
毅飞夺得大韩生命杯世界儿童国手赛

冠军，但那个比赛分量一般，并未在圈
内掀起多少波澜。2006年，党毅飞参加华

山杯全国业余棋王赛，力压诸位业余天
王夺得冠军，不过这个冠军有一点运气成

分——输了两盘的党毅飞小分太高，把只
输一盘的鲍云绕圈了。业余强豪们似乎也

并不因此认为党毅飞就可跻身“天王”行列
了，言语之中多有“不服”。2007年，武汉江城

大酒店，全国定段赛，四百余名冲段少年接受
命运的考核。党毅飞一直苦战到最后一轮拿

下，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定段，在赛场门前看着
对阵表，计算着小分，内心的期待与焦虑溢于言

表。终于，结果出来，党毅飞8胜5负，因小分高而
排名男子组第16位。当时规定是男棋手前十四名

直接定段，再在年龄小于15周岁的棋手中按照名次
录取4人，13周岁的党毅飞惊险成为职业棋手，与他

同期入段的有现在叱咤风云的芈昱廷、连笑。

成为职业棋手的党毅飞在2008年加入成都棋院，
同年成了国家队选手，现已加入四川籍。他在2008年首
次参加西南王赛便淘汰李映九和古力打进四强，声誉
鹊起，但随后又回归平淡。出征围甲后战绩不俗却也未
能出人头地，在各项国内大赛中被定位为“有竞争力的
棋手”，不过很难上升到“夺冠热门”的高度。

那段岁月正逢中国年轻棋手竞相崛起，在国际赛
场上崭露头角，中国围棋快速追赶韩国步伐并逐渐超
越。党毅飞隐于人群之中默默寻找突破良机，他通过预
选赛出现在世界大赛本赛舞台上，2011年杀进第三届
BC卡杯32强后不敌古力，但他找到了喷发的底气。

2012年3月17日，第四届BC信用卡杯世界围棋
公开赛32强战频曝冷门，第二阶段一场焦点战中，18
岁的党毅飞四段执黑243手战胜韩国第一人李世石
九段，昂首挺进16强。党毅飞16岁时，曾直言最喜欢
的棋手是李世石，也希望从业余豪强中杀入职业的自
己能走出一条偶像李世石的道路。不料两年后，迅速
成长起来的党毅飞不仅获得与偶像对弈的机会，还漂
亮地取得胜利！十六强战党毅飞淘汰当时的中国等级
分第一人檀啸，八强战再挫韩国世界冠军朴永训，半
决赛击败中国世界冠军朴文垚，简直是神一般的表
现！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战成名的时候，他最后遗憾
地负于韩国棋手白洪淅而屈居亚军。

此后党毅飞回归平静，或者说是沉寂。他重新经历
起不温不火的职业生涯，大赛中经常有他的影子，但总
是不能走到最后。难道世界亚军就是他能达到的最高
点？就像当年韩国的崔明勋、睦镇硕，甚至是昙花一现的
韩尚勋。黑马也分运势的，朴正祥、白洪淅能够溃围而
出、直上云霄，党毅飞难道只能成为棋史中的背景人物？

夺冠后心态平和
奖金交给家人

年少成名
随后沉寂

黑马顶翻
“阿法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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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亚冠出局
2.7亿元投入打水漂？

在昨晚亚冠资格赛上海申花主场
对阵布里斯班狮吼之前，中超球队总
共七次出战亚冠资格赛，全部顺利晋
级，包括前天3比0轻松淘汰素可泰的
上海上港。但这个光荣传统却在申花
这里戛然而止，他们0比2布里斯班狮
吼，无缘小组赛。亚冠正赛尚未开始，
中超军团就折一支，BIG4惨变BIG3。

在今年的冬季转会中，申花的动
作颇大，以重金引进了特维斯、毛剑
卿、孙世林、朱建荣、栗鹏等内外援，加
上 840 万欧元从阿根廷竞技引进后、
又因足协缩减外援名额而被租借给阿
拉 维 斯 的 罗 梅 罗 ，目 前 中 超 冬 窗
TOP10中申花就独占三席，俱乐部冬
季转会总投入高达2.7亿元！再加上请
来新帅波耶特，球队一副要在2017年
大干一番的架势，春节期间申花也只
是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放假两天，
其他时间都在全力备战与布里斯班狮
吼这场亚冠资格赛。而澳大利亚对手
近期遭遇15天5战的紧密赛程，还有
多名主力没有随队来沪，赛前外界普
遍认为这场比赛悬念不大。

但比赛开局却让人跌碎眼镜，比
赛才进行2 分钟，申花就因为门前漏
顶而让对手破门得分。上半场结束前
申花门前漏人，再次被对手包抄得手，
2 比 0！亚冠正赛尚未开始，申花已经
提前离开，本赛季的超高投入有很大
可能会打水漂，毕竟今年中超争冠的
难度大过从亚冠资格赛突围何止数
倍。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昨晚，2016-2017 赛季 CBA 联赛
进行了第 33 轮的比赛，尽管主场作
战，但核心外援哈里斯赛前突然被中
国篮协禁赛，单外援出战的四川品胜
队主场经过一场血战，最终仍然以86
比 108 不敌目前排名第二的新疆队。
这实在是一场血战，四川队全场只有
单外援出战，哈达迪从头到尾没休息
过，两名国内内线蔡晨和徐涛先后满
犯被罚下，尽管最终输掉比赛，但由于
季后赛的竞争对手北京队和山东队也
都输球，四川队依然排名第九，晋级季
后赛的形势并未因此恶化。

周琦发飙被驱逐

本场比赛前，中国篮协以“哈里斯
通过社交网络发表暗示裁判员不公正
的言论”而被禁赛一场，这对四川队整
个的备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单外
援出战的四川队在首节表现顽强，在
哈达迪的带领下，四川队只落后5分。
第二节风云突变，双外援尽出的新疆
队迅速将比分差距拉开。

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
二节中段，在一次争抢篮板的过程中，
哈达迪搂住周琦的脖子，周琦勃然大
怒，转身后重重一拳打在哈达迪脸上，
这立刻引发了一场混乱。最终裁判员
在观看了录像之后，判罚哈达迪违体
犯规，而将周琦罚出场。有现场观众透
露，此前周琦罚篮时，现场观众高呼

“火箭队”，这可能刺中了周琦被火箭
队选中却无法成行的痛处。

川军晋级仍有望

尽管周琦被罚出场，但新疆队深
厚的板凳实力让他们并未因此受到太
大影响，反倒是四川队方面因此而情
绪有些急躁，尤其是哈达迪，频频强打
内线，结果反而出现了大量的失误，新
疆队抓住机会内外开花，最多时将比
分差距拉大到了30分。至此本场比赛
的胜负基本确定，但四川队方面并未
因此而放弃，他们顽强地追赶着比分，
并在第四节还剩6分钟时将比分缩小
到了10分。不过此时四川队方面的体
能也基本耗尽，未能逆转。好在季后赛
的竞争对手北京队和山东队本轮也都
输球，四川队依然排名第九，晋级季后
赛的希望依然存在。

四川队主教练杨学增认为：“哈里
斯复出后状态不错，而且我们的战术
是建立在他跟队友之间良好的配合基
础上的，他的缺席，让我们在进攻上缺
了一个角，而且全队运转受到影响，球
员的进攻一直放不开，不敢出手。”不
过，杨学增也强调，新疆队本身实力就
在四川队之上，但他并不认为这场失
利会影响到四川队冲击季后赛的决
心，“我们的形势并没有因此而恶化，
全队上下一定会坚持到底，打好后面
的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实习生 毕丹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周琦拳打哈达迪
四川品胜主场不敌新疆队

“天道酬勤”、“苦尽甘来”等形容词
放在每一位冠军身上都没错，但用此来
赞誉党毅飞显得有点单薄，说这位不满
23周岁的四川围棋队青年又一次表演了
传奇的黑马大戏可能显得更加贴切，相
比之前，这一回他“黑”得更加彻底，一跃
攀上了棋界巅峰。

昨日刚刚结束比赛的党毅飞语气比
较平和，听不出来得冠军之后的兴奋，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因为
自己太兴奋所以睡得不是很好，但对冠
军的渴望让他实现逆袭。“今天感觉有
点紧张，中间有一段出现了失误，但周
睿羊没能扩大领先优势，在后面的比赛
中对手出现的失误让我抓住了。”其实
早在 2012 年党毅飞就离世界冠军只有
一步之遥，他在 BC 卡杯世界围棋公开
赛中进入决赛，最后遗憾地负于韩国棋
手白洪淅屈居亚军。

这次冲顶失败后，党毅飞一直沉默到
2016年。“2012年的决赛输了对我影响很
大，当时年纪太小心态不成熟，我知道自
己有实力，但每次比赛心态就是把握不
好，但自己如果再不出成绩就有可能离开
国家队让我的压力很大，这次比赛想的是
一定要拿下来。”这段党毅飞的内心独白

让成都棋院副院长宋雪林感触颇深：“在
我眼中，党毅飞是一个聪慧、顽强的棋手。
每一次下棋都会坚持到最后，不到最后关
头不会放弃。小党给我的感觉是讷于言而
敏于行，平时话不多，这几年他一直没出
好成绩，但感觉他是憋着一口气，去年围
棋甲级联赛经历了六连败，小党的信心有
点动摇，受到了打击，但他一直是四川队
很看重的主力选手，经历了这六连败让四
川队都有点不知所措。所幸到了联赛中途
党毅飞开始发力，状态好转过来。”

此次LG杯的冠军独享3亿韩元（约
180万元人民币），对奖金的分配党毅飞
很淡定：“我首先是代表国家围棋队出战
世界比赛，冠军奖金是由国家棋牌管理
中心来分配，可能能拿到一半吧，这笔钱
大部分都交到家里，我父亲为了我下棋
舍弃了很多，前两年我有点贪耍好玩，
现在想来心里比较愧疚。”随党毅飞到
韩国比赛的主教练李亮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四川方面的奖励由领
导定。我们直属成都
市体育局，市体育
局肯定有奖励。”

制图 李开红

党毅飞（右）昨日战胜周睿羊

隐忍的党毅飞
终于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