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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围棋”4：1 战胜李世石

“阿尔法围棋”攻陷人类智慧最后堡垒？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王镜宇)
全球瞩目的围棋人机大战以“阿尔法围棋”
4：1 击败前世界围棋第一人李世石九段告
终。“阿尔法围棋”是否已经彻底超越人类顶
尖棋手？人类还有没有可能反超电脑？“阿尔
法围棋”的出现会给围棋和人类社会带来怎
样的改变？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多位职业高手
和人工智能专家，看看他们怎么说。

“阿尔法围棋”是否已经彻底

超越人类？

自信是当今世界围棋第一人的柯洁九段
认为，对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下结论。柯洁表
示，在人机大战前后，职业棋手们对电脑实力
的判断变化很大，最早认为李世石会以 5：0
胜出，前三盘之后觉得李世石会 0：5 失利，
最后是电脑 4：1 取胜。迄今为止，“阿尔法围
棋”只跟樊麾和李世石下了 10 盘，还没有跟
中、日两国的顶尖棋手对决过，还不能完全确
定它的实力。

在柯洁看来，“阿尔法围棋”对于全局的
掌控优于绝大多数人类棋手，或者说几乎是
无敌的。但是，从第四盘和第五盘来看，它在
局部计算方面还是会出现一些失误。

中国围棋队总教练、对电脑编程颇有研
究的俞斌九段认为，“阿尔法围棋”还没有完
全超越人类。他说：“从这次人机大战来看，李
世石的发挥不是特别好。另外，在交锋之前职
业棋手们过于自信，对于计算机的研究不足，
也没有请教人工智能专家，到第四、第五盘才
摸到了电脑的一些脉络。如果电脑程序能够

让人类棋手公开测试 1000 盘的话，人类棋手
的胜率会超过 50%。”

不过，俞斌认为，在平衡感、大局和收束
能力方面，电脑的水平已经很高。用棋手们常
说的话来讲，电脑在棋的“境界”方面已经超
过了人类，人类要赢它得靠它出“勺子”。

计算机围棋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刘
知青认为，还不能说电脑已经完全超越人类。

“我们看到‘阿尔法围棋’的实力还是非常
强大的，但也不是没有弱点。第四盘它的发挥
暴露了一些弱点，这跟它的算法相关，还不能
说完全超越人类。电脑第四盘出现的问题和
第五盘前半盘的问题类似，都是在复杂的局
面下会有一些漏算，这样的失误跟电脑采用
的蒙特卡洛算法有关系，只有根本性的改变
才能克服这个事情。”

人类能否反超电脑？

尽管李世石 1：4 落败，年轻气盛的柯洁
依然表示自己有信心战胜现在的这个“阿尔

法围棋”。
对于柯洁或其他中国一线顶尖棋手能否

战胜“阿尔法围棋”的问题，常昊九段认为很
难回答。

“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阿尔法围棋
会不会进步，据说它会深度学习，每天都在进
步、下很多盘，这就有很多未知因素。从另一
方面说，如果机器没有太大突破，跟现在这样
的水平，我们对他了解有多少？如果对电脑了
解多一点，胜率会超过五成。李世石输在不了
解，5 盘棋都是试图去了解电脑，发挥有点不
自然，技术有点‘变形’：第二盘太保守，第三盘
太激进，第一盘想用新招去‘骗’。”

俞斌九段认为，“阿尔法围棋”跟此前的
一些电脑围棋程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
在网上接受公开测试。

“我们的顶尖棋手对它应该是五成对五
成。如果测试达到 1000 盘的话，人的胜率会
更高。现在看来，电脑在计算特别特别复杂的
地方容易算错。如果测试盘数够多的话，我们
可能会发现它大概什么时候会出错，这一点

(现在程序)不是太好弥补。另外，我们现在对
电脑打劫的能力也还没有完全了解。”

世界冠军周睿羊九段也认为，电脑最厉
害的地方是大局。“它的很多棋一开始从人的
思维看上去不觉得好，但是下着下着就觉得
落后了，这是电脑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对局势
的掌控吧。”

对于“阿尔法围棋”在第四局和第五局出
现的一些问题，周睿羊觉得这只是技术上的
问题。“这肯定是一个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
个问题就说它的水平不行。这是技术上的问
题，具备这个水平的棋手任何人都不会犯这
个错误。如果这个缺陷补强的话，它可能真的
无敌了。”

虽然李世石在第四盘取得了胜利，但
是在周睿羊看来这并不是真正地战胜电
脑。

“它有很多部分应该比人类最高水平更
强，用正常的方式很难战胜电脑。”

“阿尔法围棋”横空出世，围

棋将会怎样？

这次人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
注，一时之间围棋成为热词。围棋界的人士认
为，这次比赛对于围棋的宣传推广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俞斌九段说：“这次的人机大战对围棋的
宣传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为围棋走向世界
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应该想办法借此
机会把围棋推广到欧美及世界。希望谷歌别
做这一次就歇了，最好是继续对抗，延续围棋
的热潮。”

俞斌还说，“阿尔法围棋”的出现会让职
业棋手的训练方式发生改变，还可能在竞技
方面带来改变。

“竞技上要做调整，要防止作弊。有的智
力项目比赛时不能拿手机，今后围棋也有这
问题。”

世界冠军、名将常昊九段说，人类棋手应
该适应人工智能给围棋带来的这些变化。他
说：“人工智能是社会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
必然。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止，关键是怎么适
应。有人觉得人类智慧的堡垒被打破，但是其
实从另一方面说这也给围棋的推广发展和在
文化挖掘的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周睿羊认为，这次人机大战对于推动围
棋发展是很好的事情。他说：“欧洲上亿人(通
过这次比赛)知道围棋。软件出来之后，将来
欧洲也能产生很高水平的棋手，这对围棋来
说是大好事。”

刘知青教授认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肯
定也会加大研究力度，“咱们国家在前期投入
和重视程度上还是不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计算机围棋也是一个特别专的领域，‘阿
尔法围棋’也不是谷歌团队一天做出来的，他
们团队里很多人都有 10 年以上的研究经验，
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也要注意严谨性和延
续性。”

“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人机大战，让
人工智能受到产业界、学术界甚至全社会热
议。有关专家认为，面对人工智能领域日趋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已从战略高度“落棋布
子”，有望通过政策推动创新，实现跨越式发
展。

挑战机遇并存

近年来，人工智能迎来寒冬后重生的鼎
盛发展期，成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全
球科技商业预言家、畅销书《失控》作者凯文·
凯利认为，未来 20 年，全球最重要的技术就
是人工智能。

国际上，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创业日趋活
跃。以创业企业为例，市场调查公司“风险扫
描”绘制的一张人工智能创业地图显示，截至
2015 年，全球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已有 855
家，横跨 13 个门类，总估值超过 87 亿美元。

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创新和创业的热点
还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地区，中国科研机构
和企业尚未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领衔。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曾表示，中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
相比仍存在差距，尤其在高精尖零部件、基础
工艺、工业设计、大型智能系统、大规模应用
系统以及基础平台与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差
距较大。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基础理
论、人才队伍和产业投资上也有距离。

不过挑战也意味着机遇。IBM 中国研究
院院长沈晓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的真正发
展才刚刚开始，中国市场有很大需求，无论从
技术创新上还是从商业上看，对中国来说都
是一个机遇，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

海量数据优势

沈晓卫表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是计算
机行业从编程时代进入认知时代的一个重要
背景和条件。谁能透过大数据智能分析，预先
把控行业发展脉搏，谁就将掌握市场和竞争
的主动权。

“阿尔法围棋”所展现的高水平棋力，背

后是数千万局对弈的数据。计算机系统根据
海量数据背后的规律进行决策上的模糊判
断，并根据数据的变化而不断拓展其智能性。

大数据之于人工智能，就像以前煤和石
油之于工业一样重要。未来企业如果缺乏大
量的数据，实际上无法实现智能化，而中国拥
有生产和消费的海量数据，占据了人工智能
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

例如，与日本相比中国就有数据优势。全
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事务局长李睿栋说，日
本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自身的人工智能发展

方向，但没有大数据作为支撑，人工智能在日
本的发展有成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强劲市场需求

据市场调查公司预测，在全球人工智能
市场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市场
规模在 2015 年约为 12 . 6 亿元人民币，在
2020 年有望达到 91 亿元人民币。

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众多应用的一个缩
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统计，2013 年，中国

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 3 . 68 万台，一举超越
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

拓扑产业研究院认为，中国近年来积极
主导经济发展转型，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
业正逐渐转型为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高
度自动化的需求水涨船高，带动机器人销量
快速增长，预计 2016 年中国机器人需求量将
达到 9 . 5 万台。

市场高速增长牵引产业发展。沈晓卫说，
商业化的成功是一项技术成功发展的重要衡
量标准，人工智能发展涉及跨行业、跨领域的
合作，在国内需要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打造
产学研创新链条，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构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催生新的商业模式。

政策坚定支持

在中国，人工智能已得到政策的坚定支
持。

去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互联网+”行动
指导意见》，明确人工智能为形成新产业模式
的 11 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将发展人工智能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具体支持措施，清
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制度。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首次出现了“人
工智能”一词，在“科技创新-2030 项目”中，
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成为重大工程之一；培育
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型显示、移动智能终
端等，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石，人工
智能有望为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大潮中后
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提供突破口。正如谭
铁牛在 2015 年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上预言，聚
焦人工智能，国家如此重视，未来必有大发
展。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日本公立函馆未来
大学教授松原仁对新华社记者说，人工智能
领域的研发需要中长期视野。全日本中国人
博士协会事务局长李睿栋则表示，“在以深度
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浪潮中，日本有被中
国赶超的迹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政
策文化方面”。

(执笔记者李宓，采访记者蓝建中)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角逐人工智能，中国有望下出“好棋”

据新华社首尔 3 月 15 日电(冮冶、金敬
东)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与韩国著名九段
棋手李世石第 5 局比赛在弈至 280手时李世
石中盘认输。

至此，从本月 9 日至 15 日在首尔四季酒
店举行的这场五局人机大战宣告结束。“阿尔
法围棋”以 4：1 获胜。

在今天的比赛中，从序盘到黑 39手，执
黑的李世石走得都比较顺利。但从白 70手开
始的战斗中，黑 85手较缓，让白棋掌握了主
导权。进入中盘，黑 107手打入左下角时，“阿
尔法围棋”应对无误，行棋稳健。

李世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挑战赛结束
了，我感到很遗憾。今天的这盘棋，在序盘阶
段感觉比较有优势，但最后还是感到自己能
力不够。我认为，虽然结果很遗憾，但我仍要
向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人们表示感谢。”

李世石说：“我认为‘阿尔法围棋’还没达到
至善至美，人类还可以跟它较量。下围棋是种
享受，本次比赛中我尽情享受了下棋的快乐。”

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举行的闭幕式上，
韩国棋院总裁洪锡炫为获得冠军的“阿尔法
围棋”颁发冠军奖杯和韩国棋院名誉九段证
书。

“阿尔法围棋”团队将把获胜奖金 100 万
美元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TEM 教育
以及围棋慈善机构。

请原谅我不能免俗地套
用《百年孤独》的开篇：多年
以后，面对残阳，坐在轮椅上
的李世石将会回想起公元
2016 年 3 月那个遥远的一
周。那时的李世石棋艺仍佳，
但在“人机大战”中拼尽“最
后一滴血”，仍无可奈何地以
1：4 输给了阿尔法围棋机器
人！

在最近一周，战马，一匹
科技的战马，毫无征兆地踏
入人类的领地、围棋的乐园，
在宣读了胜利宣言后呼啸而
去。也许，这是黑白世界里人
类与机器人的惟一一次交
集。之前，顶尖围棋高手不屑
于跟围棋机器人交手；之后，
围棋机器人恐怕也没兴趣与
已被超越的人类棋手过招。

因此，李世石足够幸运！
在稍纵即逝的历史节点，他
成为了历史创造者和见证
者 ！此时，再谈胜负委实无
趣！

这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
比赛！一场注定过了许多年
仍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比
赛！

李世石赢了！尽管这位
韩国棋手输掉了比赛，但赢
得了人心。一名棋手孤独地
面对一群高级工程师的智慧
集合体，李世石的斗志坚持
到了最后一刻，并在每盘中
尝试新布局 、新思路 、新招
法，力图找到“阿尔法狗”的
破绽，并成功地在第四盘破
题，为人类围棋挽回了些许
安慰和尊严！

柯洁赢了！“人机大战”

意外造就了“网红”柯洁。这
位对李世石保持着 8 ：2 战
绩的当今围棋第一人在评棋时直言“阿尔法狗赢不了我！”

并且评论围棋裁判不专业，讲棋嘉宾“看不懂我的棋”，棋手
们不注重着装……言语所及，“血溅五步”！但不能不承认柯
大侠所言极是，柯洁的微博粉丝也呈几何级数暴涨。在任何
时代，任何社会，讲真话的人总是讨人喜欢！中国体育界，太
需要柯洁这样有趣、率真的选手当形象大使和市场代言人
了！

科技赢了！尽管“人机大战”是一场明眼人都能看清的
商业策划，但其显现的科技威力和魅力仍让人甘愿入彀。在
人机大战前，科技圈外的人预想“阿尔法围棋”大概计算能
力、形势判断要强一些，但还不至于能挑战李世石这样的高
手，我自己赛前也认为“电脑迟早要超越人脑，但这次赢不
了李世石”。估计人工智能专家彼时一定在偷着乐。结果“阿
尔法狗”的表现让人类大吃一惊，连赛前对机器人不屑一顾
的聂卫平也表示要对其“脱帽致敬”！蒙特卡罗树搜索、深度
学习、搜索功能和价值评估等这些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帮助
“阿尔法狗”一夜之间从一名学步婴儿蜕变成伟岸巨人。我
们惊讶地发现，围棋机器人居然具有了“思维能力”，虽然这
仅仅是物理层面而不是生理层面的“思维能力”，但我们仍
惊叹于科技的日新月异。

“阿尔法狗”的胜利是科技的胜利，也是人类的胜利！作
为宇宙智慧体，人类的伟大在于能最大限度地调用自身的
智慧和能力，更在于能用科技发明扩展人类的能力！人类无
法摘星揽月，这种梦想只能存活于古诗中。我们的手不够
长，但我们可以借助科技的手臂帮助人类遨游太空！人类要
探究暗物质、反物质，以后或许能通过扩充虫洞的方式抵达
遥远的外星系。如果宇宙中真的有刘慈欣所言的“黑暗森林
法则”，人类还要仰仗科技的力量守护我们的“地球坐
标”……科技不是万能的，甚至有时不是至善的，但科技带
给人类的福音不容置疑。在这次人机大战中，我们理应拥抱
科技的进步！

围棋赢了！至少在短短的一周内，围棋从一个小众项目
变为了大众热门项目。这是多少围棋人梦寐以求并孜孜不
倦为之努力的梦想，结果借助一只“机器狗”实现了！难怪韩
国棋院要给“阿尔法狗”颁发名誉九段证书！

真的不必为人类输给机器人而失落和伤感！这本质上
是两个体系。当围棋机器人超越人类，绝尘而去时，人类的
围棋世界依然星光灿烂。把上帝的归上帝，把凯撒的归凯
撒。以后，阿尔法狗可以跟微软猫、脸谱猴比试谁是人工智
能领域的围棋最强者。而柯洁、李世石、古力们则可以继续
上演“王朝的兴衰”，在不完美中完美展现围棋的魅力！

尧帝丹朱、当湖十局、耳赤之手中的精神……围棋是竞
技、是文化、是历史、是教育！问世于中国农耕文明之前的围
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如果我有柯洁那样率真的年
龄，我一定把“之一”也断然去掉。

茶香袅绕，围枰对坐，轻轻地落子，无言的手谈。棋室的
清怡，却掩不住棋盘上金戈铁马，剑气氤氲。这份乐趣，是人
类的专利，“阿尔法狗”怕是享受不到了！

围棋，是最好的辩证法教科书和人生指南！与其他竞技
项目不同，围棋强调的不是单一思维，而是复合思维。围棋
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早先的“好手”此后有可能变为
“恶手”，一切都取决于大局，依托于变化。所以，弈者永远要
想着“大局”，永远需要选择，战略的选择，战术的选择。有时
需要执着，有时却需要“放弃”，而“放弃”往往是更高的境
界。人生如棋，参透了围棋，你就懂得了人生！

围棋不朽！爱围棋，直到天荒地老！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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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狗”的胜利是科技的胜

利，也是人类的胜利！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最大限度地调

用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更在于能用科

技发明扩展人类的能力！我们的手不

够长，但我们可以借助科技的手臂帮

助人类遨游太空！如果宇宙中真的有

刘慈欣所言的“黑暗森林法则”，人类

还要仰仗科技的力量守护我们的“地

球坐标”……科技不是万能的，甚至有

时不是至善的，但科技带给人类的福

音不容置疑。在这次人机大战中，我们

理应拥抱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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