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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石似乎有点坐不住了，黑棋
这盘棋的下法已经把自己放到下手
的位置上了，但 AlphaGo 没有丝毫
的回避，把著名的搅棋王杀得欲哭
无泪。

终于开劫了！但明显是一个牵
强附会的打劫，是在观众好奇心的
驱使下，是在局势无可奈何的情况
下，劫就这样爆发了。

劫在围棋术语中是复杂的代名
词。在棋局中依靠劫争战胜对手不
但能享受你来我往的过程，还能增
加赢棋后的快感，所以劫争必须是
针锋相对的，是不能一边倒的，是靠
对局者双方共同支撑起来的局势形
态。但我们这盘棋看到的劫争却是
在AlphaGo游刃有余，而李世石苦苦
支撑的情况下产生的。

终于开劫了！但我们希望看到
的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劫争！

明显是个
牵强附会的打劫

□李亮

（职业五段、四川围棋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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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掉头发的李世石显得比以往精神不
少，在面对一个名叫“阿尔法狗”（AlphaGo）
的机器人的挑战时，他曾经意气风发地表示
会以5比0取胜，但如今，这位韩国的围棋高
手脸上出现最多的表情却是无奈。在昨日再
次负于“阿尔法狗”后，李世石已经0比3落
后，无论最后两局结局如何，他已经失去了
拿到100万美元奖金的机会，甚至输掉了人
类的尊严。在强大的人工智能机器面前，李
世石无可奈何，虽然他几次挑起打劫，击碎
了“存在不许打劫协议”的猜测，但他最终在
劫难逃。人工智能终于在围棋，这个极其复
杂的游戏中战胜了世界顶尖高手，虽然李世
石仍然嘴硬地表示“打败我并不代表打败人
类”，但从这一刻开始，无数人终于见识到了
人工智能的强大。

劫争出现
击破“有协议”谣言

在“人机大战”的前两盘比赛中都没有
出现过复杂劫争，不少国内职业棋手在质疑
李世石赛前是否与谷歌公司签了“不许打
劫”的保密协议。在第二局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有记者直接将问题抛给了李世石，而对
方回答似是而非也让外界对于这个说法的
讨论更加热烈。

昨日的比赛中，李世石几次挑起打劫，
而后“阿尔法狗”主动挑起劫争，击碎了“存
在不许打劫协议”的猜测。但在专业棋手看
来，此次的劫争却是在“阿尔法狗”游刃有
余，而李世石苦苦支撑的情况下产生的，对
胜负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击破了外界谣
言，但对于李世石来说，结局却是一样的。0

比3的比分已经宣判了李世石的彻底失利，
虽然他仍然表示会全力取得一盘胜利来挽
回尊严，但这样的结果，对于赛前外界几乎
一边倒的支持来说却显得尤为讽刺。在之
前，李世石曾表示“阿尔法狗”只有专业三段
的水平，但结果不会说谎，冰冷的机器用他
超强的计算能力给了李世石最好的回应。

近乎完美
电脑发挥震动围棋界

对于失利，李世石坦言自己确实低估了
“阿尔法狗”，而令职业棋手们恐慌的是，这
个机器到底还能有多强，人类如何才能与之
对抗？不少人都将对抗人工智能的重担推给
了年轻的中国围棋世界冠军柯洁，但在同样
身为围棋世界冠军的古力看来，至少要5个9
段才能抗衡“阿尔法狗”。

就在李世石接连落败后，日本围棋界发
言认为，中国围棋有人能与“阿尔法狗”抗
衡。对于是否具备这样的实力，古力的态度
有些悲观，“一个团队还行，一个人的话够
呛，至少得5个9段！”在古力看来，巅峰时期
的李昌镐、吴清源都不一定能战胜“阿尔法
狗”，现在的柯洁其实更强，但也难赢。那个
时候下围棋的人少一些，现在人很多，大家
共同研究的水平比当时强。李昌镐、吴清源
都创造了围棋新的概念，就像现在的“阿尔
法狗”一样，开创新的思维。现在棋手看“阿
尔法狗”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之前是走得和
自己一样觉得还行，走得不一样就觉得比我
差。之前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柯洁
也表示，“阿尔法狗”中后期计算能力太强，
而且不会犯错，如果无法在前期取得巨大优

势很难战胜它，但人类在计算中难免出现纰
漏，正因为如此，想要一对一战胜“阿尔法
狗”，如今看来确实是天方夜谭。昨日的第三
盘比赛后，柯洁也对自己能否战胜“阿尔法
狗”有动摇，“李世石今天是彻底失败，电脑
发挥近乎完美，跟电脑下的话，相同条件下，
我输的可能性非常大。”

深不见底
“‘阿尔法狗’还会变得更强”

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大战之所
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度，
关键在于外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战胜
人类”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与恐慌。在赛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李世石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回答，“我的棋力还无法下出完美的棋，而

‘阿尔法狗’也还未达到神的水平。有比人类
优秀的方面，但肯定还是有弱点的，能一点
一点看到些弱点。虽然‘阿尔法狗’打败李世
石，但并不能说明就是打败了整个人类。”

此次“阿尔法狗”的胜利让它的主要发
明者哈萨比斯非常兴奋。赛后第一时间他就
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赢得第三场比
赛胜利，这是历史性时刻。”不过同时他也表
达了对李世石的赞美和尊敬，哈萨比斯坦
承，“阿尔法狗”是从序盘就开始计算每步棋
的胜率。还有最后两盘棋，比赛全部结束后
他们会和大家分享更多感受。与李世石的比
赛是为了帮助“阿尔法狗”成长，未来在更多
领域得到发展，这意味着，“阿尔法狗”在不
断的比赛和经验积累中还会变得更强，最终
将无法有棋手能够在围棋上与之较量。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终于开劫仍劫数难逃

李世石：打败我不等于打败人类
古力：至少要5个9段才能抗衡
柯洁：相同条件下我也很可能输

特别提醒：
今日12时 人机大战第四场：
李世石 VS AlphaGo

终于触底反弹
恒大却付出惨重代价

昨晚，广州恒大在中超第二轮中
主场3比0完胜长春亚泰，取得新赛季
亚冠和中超两线中的首场胜利，不过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半
场两大后防中坚金英权和张琳芃先
后受伤下场，如果这两人无法在下周
中的亚冠比赛前及时恢复，对于恒大
这场关键的亚冠赛事恐怕会带来不小
的影响。

新赛季开始后，虽然恒大击败苏
宁夺得了中超杯，但亚冠和中超两线
只取得1平2负的战绩，创造了球队最
差开局。昨晚对亚泰的比赛恒大不容
有失，虽然上半场凭借 J 马和高拉特
的进球恒大顺利地以 2 比 0 取得领
先，但比赛过程却让斯科拉里高兴不
起来。本场改打左后卫的金英权在一
次拼抢中受伤，被担架抬出场外，担
架上的金英权神情严峻，显然对自己
的伤势比较担心。而仅仅过了6分钟，
张琳芃又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疑似
拉伤倒地，无法坚持的他也被王上源
换下。下半场J马又助攻郜林锁定3比
0 的比分，但恒大下周中的亚冠形势
却愈发不容乐观，前两轮1平1负的他
们将在主场对阵浦和红钻，如果这场
比赛因为后防线人员不整而不能全
取3 分的话，恒大将在亚冠小组赛中
被逼上绝境。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尽管首战告负，但四川金强队并没有如外
界有些猜测的那样丧失信心，争夺总冠军的火
焰依然在胸膛燃烧，就如同昨天训练结束后主
教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输了一场球，又
不是天塌下来了，接下来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水
平，就有希望。”对于川军来说，好消息不少，首
先是上场比赛最后阶段被韩德君拍伤右肩的
哈里斯被经过紧急治疗后伤病并无大碍，此
外，首场比赛因突发腰伤而缺阵的后卫王汝恒
恢复状况良好，有望在今晚的比赛中复出。这
也意味着，四川金强队将以最强阵容，全力冲
击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急需休息，4名主力“缺席”训练

昨天下午5点，四川金强队进行了例行训练，
持续时间1个半小时左右，这次训练没有战术方
面的内容，主要是以一对一的攻防演练和投篮为
主。球队的核心主力哈达迪、哈里斯、邓特蒙和孟

达均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主教练杨学增对此的
解释是这四名球员在上场比赛中打的时间太多，
因此要多给他们一些休息的时间，“而且今天下
午没有战术演练，所以也没必要让他们来。”

首场输球后，杨学增大度地表示辽宁队的
确比四川队发挥得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跑
轰大师内心就真的“认输”，在昨天的训练结束
后，有记者问四川队是否会因此而丧失信心
时，杨学增明确表示：“输了一场球，又不是天
塌下来了。”在分析首场比赛输球原因时，杨学
增重点指出，球队整体进攻发挥失常，外援邓
特蒙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此外，王汝恒的
突然受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球队某些
战术的执行，“上午，球队专门就首场比赛中出
现的问题开了一个会，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
我专门找邓特蒙谈了话，比赛打到现在，他有
些老伤的确会有些影响，但现在球队需要他站
出来。我相信，只要能够发挥出我们自己的水
平，就有赢的希望。”

哈里斯“诈伤”，吓坏球队队医

可以说来到本溪后，四川金强队一直不
顺，先是主力后卫王汝恒在比赛当天上午的训
练中急性腰扭伤，意外缺席首场比赛；接着在
比赛的最后阶段，哈里斯在一次争抢篮板球
时，被韩德君拍伤右肩，不得不立刻接受治疗。
但霉运似乎逐渐在走开，先是哈里斯赛后接受
诊断，被证实只是普通扭伤，而且回到酒店接
受球队按摩师的治疗后，伤情已无大碍。有意
思的事，这个习惯搞笑的大个子还狠狠地“涮”
了队医一次：昨天上午当队医询问他情况时，
哈里斯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自己的右臂已经
抬不起来了，这可把队医吓了一大跳，“当时我
都要哭了，马上准备给他联系医院，结果他看
我这么认真，哈哈大笑着抡着右臂转圈，我这
才明白他是在恶作剧……”

王汝恒的腰伤，也在敷了新伤药膏，并且接
受按摩后，恢复得不错。昨天下午的训练时，他

围着队医临时买的护
腰，先是自己进行了
20多分钟的运球跑，接
着还单独进行了投篮
练习。从训练来看，王
汝恒手感不错，似乎伤
情已经无碍，他自己也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感
觉再休息一晚上，问题
应该不大。但主教练杨
学增还是非常谨慎，表
示将根据今天上午的
情况，再决定是否派王
汝恒出场。

成都商报记者 何
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
博 发自辽宁本溪

哈里斯并无大碍，王汝恒恢复状况良好

伤员有望回归
金强今日全力冲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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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在前晚的比赛中受伤离场

俄核潜艇
将同时试射两枚“布拉瓦”

据俄罗斯媒体 11 日报道，俄“北
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弗拉迪米尔·
莫诺马赫”号将在今年 6 月试射两枚

“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德国《图片
报》等媒体日前报道，俄计划在北极
地区进行最大规模核潜艇导弹试射，
两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尤里·多
尔戈鲁基”号和“弗拉迪米尔·莫诺马
赫”号将发射远程导弹，以检验俄潜
艇的战斗力。

“北风之神”是俄罗斯最新型战略
核潜艇，“布拉瓦”是专门为“北风之
神”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俄海军在
2020年前计划建造8艘“北风之神”级
战略核潜艇，“弗拉迪米尔·莫诺马赫”
号是其中的第三艘，2014年列装俄海
军。目前有4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入列俄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

据新华社

李世石表情失落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华罗庚金杯”
少年数学邀请赛（以下简称“华杯赛”）
进行决赛的日子，这是国内小学阶段
规模最大、最正式也是难度最大的比
赛，今年也是该项赛事举行的 30 周
年。成都地区昨天也有超8000名考生
参加考试。

考试结束后，在小学高年组的考
生普遍反映：其中一道解答题在辅导
资料上见过一模一样的题，而这本
辅导资料的作者正是“华杯赛”命题
组成员之一。而据一位不愿具名的
老师透露，这位命题组成员还是一
个知名辅导机构的顾问，并且还在
该机构授课。

昨天决赛结束后，试卷也相继公
布了，而很多奥数教练和有心的家长
们却发现：决赛试卷 B（小学高年级
组）的 13 题是一道 15 分分值的几何
题，同作者为周春荔的《少年数学竞
赛备赛宝典：几何问题十讲》一书中
的87页例8题完全相同，而周春荔正
是“华杯赛”主试委员会委员、副主
任，也就是出题人之一。

记者了解到，此次华杯赛测试
的试卷总分为150分，分值最高的15
分题只有两道，该题正是其中之一。
很 多 家 长 认 为“ 这 是 一 种 变 相 泄
题”。在周春荔的个人简介上，他的
身份是中国数学会会员、中国数学
奥林匹克首批高级教练员、数学科
学方法论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以
及现任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主试委员会副主任。一家名为“学而
思培优”的教育机构官网上显示，周
春荔还是该机构“高考研究中心”的
数学学科顾问。

出差在外的“华杯赛”组委会办
公室主任唐保玲昨日接受了成都商
报记者的采访，她表示，“华杯赛”并
没有规定禁止出现公开出版的教辅
资料上的原题，而且所出题目经过
命题组集体讨论，并非某个人就能
决定。针对有命题组成员在培训机
构任职的情况，唐保玲说，“华杯赛”
组委会除了要求命题组成员在出题
期间禁止同培训机构接触外，对其
他时间没有明确要求。唐保玲认为
即使出现“原题”，也跟“泄题”完全
不同，所以也不会进行重考。但她也
表示，之后将核实此事，并对命题组
提出相关建议。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唐智增

华杯赛决赛昨日举行
分值最重考题是
出题人教辅资料原题
有家长提出质疑，
组委会称不打算重考

围棋人机大战第三局，李世石再次不敌AlphaGo，已失去拿到100万美元奖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