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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清源

19 岁创造围棋新布局，
吴老师改变了日本几百年的围棋理论

到 AlphaGo

上发表了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的审核就需要 3 个月。
在这之前，他们闷头干了一年多，他们当时已经有自
信，
可以挑战人类最好的棋手。
同年 5 月，他们在首尔开始和李世石 PK。赛前，
几乎所有职业界的、业余界的、包括我们知道的赔率，
都是向着人类的。但是因为我长期跟电脑专家在一
起，所以我很早就通过我自己的关系跟李世石说，这
场比赛，
没那么容易。
当时在决战中第二盘，就是王安忆老师刚才讲
的，AlphaGo 下出来这一步，第 37 步，五路肩冲。看到
它走出这一步，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那时
吴清源老师刚刚离开我们一年半。他原来一直说我
要活到一百岁，他确实做到了。然后，临走的前半年，
他常常说的是，我两百岁在宇宙中还要下棋。我当时
就感觉，吴老师回来了。不仅仅我有这样的感觉，我
们很多职业的棋手，包括当时给西方讲解的麦克雷蒙
九段，还有哈萨比斯，就是做出这个 AlphaGo 的人，他
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后来在乌镇大会上特地举了
这个例子。
今年在乌镇的会上，AlphaGo 又跟中国最厉害、也
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洁对决。柯洁下到第三盘，认输
之前，他绷不住了，因为觉得怎么想都没有办法，他的
办法都想尽了。
在乌镇我也和哈萨比斯聊过，我感兴趣和我们职
业棋手期待的（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的职业棋手）、最
喜欢的部分，是觉得突然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未来的
棋谱被我们先看到了。未来 50 年甚至更久、
那个程度
的棋谱，如果不是 AlphaGo，我们是看不到的。AlphaGo 把未来，
起码 30 年到 50 年后的那个棋谱，
完整地展
现出来，未来的棋是这样下的。当时我们非常感
动，
里面有特别多吴老师临走之前研究的招法。

江铸久：吴老师 1914 年出生在福
建。他爸爸在日本留学时，曾认真学
过围棋，后来便带回了许多棋书，也让
孩子学棋。吴老师是家中的第三子。
后来家里人发现，这个三儿子太厉害
了，学棋一下子就超过了自己两个哥
哥，他爸爸最后也不是他对手。这时
候他爸爸意识到，既然社会是这个样
子，干脆让他学棋吧。他们家道已经
中落了，但这时他爸爸做了一个很了
不起的决定，从日本给他订购围棋期
刊。
他们家一个亲戚生意做大之后，
听说本家亲戚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就把他带到北京的日本棋社去踢馆，
第一个碰上的是当时日本在北京棋艺
最好的业余棋手山崎有民。吴老师时
年 11 岁。山崎有民输掉后非常恼怒，
但紧接着他就成为了吴老师的粉丝，
这个粉丝一当就是一辈子。
他积极联系日本棋界，说这有个
大天才，还直接写信给濑越老师，濑越
老师看到棋谱之后非常吃惊，极力邀
请吴老师去日本。当时困难重重。
一，日本围棋界不希望他去。二，当时
中日关系并不好。于是濑越老师找到
了犬养毅。犬养毅的女婿芳泽谦吉，
是当时日本驻中国的公使，由公使来
直接联系就方便很多。
1928 年，濑越老师在日本找到了
一个大赞助商，赞助整个吴老师这次
去日本的全部费用。犬养毅曾问濑越
老师，说你把吴清源请来了，他要是后
来把你们都干掉了，成为名人了怎么
办？濑越老师应声而答：这正是我请
他来的目的。

就像吴清源引发的围棋新布局革命一样
是围棋的第二次革命，
AlphaGo

“我两百岁在宇宙中还要下棋”
，
AlphaGo 让我感觉，
吴老师回来了
江铸久：世界上的智力运动特别多。我曾经在
2010 年 10 月把当年美苏冷战时候帮美国人编密码的
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双院士埃尔温·博林凯普 Elwyn Berlekamp 请来过，他在前面几十年因为没有解
密是来不了中国的。Elwyn 这个科学家非常着迷围
棋，
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智力游戏。
有一次在加拿大班芙的会议上他问我：
“你知道
智力游戏有多少种吗？”我说：
“据我所知，中国的这些
game 都算上的话，估计有 300 到 600 多种成规则的。”
那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Elwyn 告诉我说，有 6000
种，
全人类的智力游戏有 6000 种。他说，
除了围棋，
世
界上所有的智力游戏我们全部破解了，就这次会议你
见到的所有 IT 工程师，
只要一顿饭时间，
30 分钟，
写个
程序就能给你破解掉。
他说：
“我之所以痴迷于围棋，因为只有这一种游
戏，是电脑的能力现在还没达到的。”他说我们每年在
搜集，只要有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搜集来，就破解掉。
在这 6000 种里面，他说，我们认为，人类文化的基因，
可能就是围棋留下来了。因为它是规则最简单、变化
最无穷。所以这也是现在人工智能为什么要瞄准围
棋，一定要让人工智能把这个智力游戏的桂冠早点破
掉，
因为破别的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1997 年，当时最难的游戏之一国际象棋，当时国
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被“深蓝”击败。
“深监”
依靠大数据，穷举法，依靠死算，把他击败了。也就是
在这一年，一个 13 岁的少年看了这个比赛，他当时已
经是国际象棋职业选手水平了，他就觉得我不可能在
这块再发展了，但是我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发展，我可
以把人工智能做得更好。那位少年，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破解了围棋的谷歌团队的哈萨比斯 Demis Hassabis 先生。他们的团队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nature》

它是没用的东西里面最有用的
围棋能让人变得更加聪明，

王安忆：很荣幸请到江铸久江九段来复旦。人
工智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我们也看到
它已经进入到我们文学界，这两年科幻小说正在兴
头上。
围棋和人工智能，我觉得有一种本质上的关
系。我们有一个作家叫麦家，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
《让蒙面人说话》，就讲一个老特工，一辈子都在做
密码。我们都知道密码和数学的关系是非常紧密
的。退休之后他觉得非常失落，不晓得要干什么
好，然后他就去下围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
一些天然的关系。
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江九段和他的理论观点
呢？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你两次讲话，一次是在《锵
锵三人行》，在和他们的对话里面，你说到当 AlphaGo 走出某步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感动，好像看到
了吴清源。因为这一步棋是吴老师会下而我们谁
都不敢下的，表面上看这是一步不好的走棋。这个
说法我非常感兴趣的。还有你在《南方周末》上有
一个演讲，我特别注意到你说，AlphaGo 每下一步
棋，你都会感到很欣慰，你看到的是未来，未来在我
们上方。
我觉得在面对人工智能时，江九段所体现出来
一种精神品质是别人比较少有的，他对将来很乐
观，他在 AlphaGo 身上看到了人。这是我很感兴趣
的，我们做文学的都是对人感兴趣。因此我辗转请
来了江九段，希望你来给我们谈谈我们的未来，从
AlphaGo 谈起；还有人工智能将会在怎样的程度上
左右我们的生活。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大；
也许，
它更强大。
江铸久：谢谢王安忆老师。复旦邀请我来演
讲，我很开心。王老师来给我出题目的时候我就很
开心，她说你可以自由发挥。那么我就说，我最想
讲的是 AlphaGo、
吴清源老师。
因为我觉得这两部分是，既跟现在，我们经历
的 AlphaGo 时代，是一样的；而回望呢，又能看到吴
清源老师的影子。所以我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我
看这两部分的体会。其实，很多部分是我自己也没
找到答案的，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一块儿想答
案，
甚至可以帮我去解答一部分。
我先从围棋开始讲起。日本曾经出过的一个
非常好的漫画叫《棋魂》，后来拍成了电影。讲的是
一位古代的棋手穿越到现在，附体在一个小孩子身
上，继续在棋盘上求道的感人故事。在日本带动了
一波围棋热。
围棋本身的规则，从发明时候起就比较简单，
简单到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你看棋子放到棋盘
上，它就有四气，一个棋子四气，如果被白棋堵上
呢，它就只剩下三气了；如果把这四口气都堵上，你
就把它提起来了。
再往下看，这就是从古至今我们下棋的棋盘，
当然古代我们是十七道的棋盘。围棋的发明——
这是我自己的研究，因为我对围棋历史这部分非常
感兴趣——围棋，只能是以中国人的文化，或者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发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
我们对天象的感觉。中国人看天象，我们认为北极
星是恒定不变的，天是围绕北极星来转的，北极星
叫“天极”，所以我们围棋的中心叫“天元”。我们是
这样理解天象的。
同时，很容易大家就理解了，围棋有四个角，和
我们中国文化中许多元素是非常相符合的，比如四
季、四方。我们仔细想想，围棋最早的发明就很有
意思，它是先于文字的。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围棋
是“尧造围棋，教子丹朱”。因为围棋它规则非常简
单，但它的复杂度又非常高，它每一步都会演变出
不同的变化。我想这也是 DeepMind 团队，
也就是谷
歌团队最后瞄准围棋的原因。

每下一步棋，
你都会感到很欣慰，
你看到的是未来
Alph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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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铸久：
下棋靠战绩说话。在职业界，
我们还是习惯别人以段位称
呼我们。因为我们的段位都是一盘盘赢来的。这个过程中我经常就在
想，
中国人是怎么发明围棋这门伟大的智力游戏的？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实
围棋最早是和天文占卜联系得非常紧的。所以围棋从人文角度起到的
最大作用，就是能让你的脑子得到很大的训练。围棋最本质的是能让
人变得更加聪明。至于其它，
围棋有什么用呢？其实围棋没什么用。但围
棋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是没用的东西里面最有用的。可能它一开始发
明，我们祖先就意识到，他对锻炼人的智慧特别有益。所以他是一份帝师
级的、
锻炼你脑子的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兵家用语、法家用语、阴谋
家用语、道家用语、儒家用语，都在学围棋用语，但都只有小部分人用。可
能我们祖先很早就意识到围棋是一项没有用的利器，这么简单的围棋，能
够锻炼出这么多，比如说攻防、逻辑、哲学，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棋类，一直是跟着人类文明的。中国围棋长期在贵族中流行，竞技上不是
那么在意。很多皇帝喜欢下棋，
中国传统文化讲
“尊重师长，
君君臣臣”
，
大
家要讲面子，如果说你的位置比他低，你是很难赢他的。所以中国围棋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走非竞技类型。
而日本不同的在哪？日本当时是朝贡国，
所以围棋经过朝鲜半岛传到
日本。在织田信长时代，他本人就很喜欢下棋，他认为围棋除了使脑子得
到锻炼，
还和他行军作战有关系。日本人非常尊敬棋手。他们采用的尊敬
办法，
是我们想不到的。我们都知道世界大赛棋手得奖会有大量奖金。德
川家康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举动，他不仅给棋手发支票，还让你享受大名待
遇（就是国级待遇）。围棋从那时开始，
在日本就走上了竞技状态。
一直到清代末期、民国时候，中国人都认为，棋当然是我们厉害了，那
是中国文化。没想到我们已经落后日本太多，
当时我们和日本是没法抗衡
的。当时就有一个人，
段祺瑞，
他自己是酷爱围棋的。他认为，
日本的厉害
是夸出来的，于是他组织过好几次棋会，组织当时中国他所能找到的最好
的人才，
和那些来中国玩的日本人下棋，
结果大败。后来段祺瑞想，
不行我
找日本的棋手来训练我们，
就请来了濑越宪作老师。
中国那时候没有竞技围棋这一说，
文人之间下着玩玩的。后来我们发
现，很多当时被称作国手的人，水平其实没法提。1928 年，日本人突然死
活要一个人，要吴清源老师。当时也震惊中国棋坛，因为那时候吴清源才
13、
14 岁。

1928 年吴老师东渡日本，到了神
户。不让他立刻去东京，因为要决定
吴老师的段位。后来他们达成一致，
让吴老师以三段的水平去下考试棋，
输了段位往下降，赢了就三段。结果，
一路下来，吴老师全胜，就输给了木谷
实。
这个环境对吴老师太有益了，特
别是濑越老师的教棋办法，是研究棋
而 不 是 学 棋 。 吴 老 师 19 岁 的 时 候 ，
1933 年，和木谷实携手，研究围棋新布
局。新布局在日本棋界引起了极大的
轰动，认为是围棋的极大创新，这个创
新一直延续到 AlphaGo 诞生。
“ 我们一
直在享受着新布局带给我们围棋理论
的优惠。”1933 年的吴老师创造了这么
伟大的布局，那个时候他是才 19 岁的
孩子。
吴老师改革了日本几百年的围棋
理论。
日本有这样的传统，会请最优秀
的懂棋的文人来写观战记，当时给吴
老师写观战记的是川端康成。川端非
常喜欢汉文化。他和吴老师谈《大学》、
《中庸》，
发现吴老师的精神世界是非常
丰富的。
川端康成说：
“吴清源是一个生活
上像僧侣一样的人。”川端康成问吴清
源老师：如何在下棋的时候处理争胜
的欲望？吴先生说他欲望特别过剩的
时候，
就会背诵白乐天的诗《对酒》“
：蜗
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
贫随富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
而当
没什么动力的时候，他就会背诵文天
祥的《正气歌》。

江铸久：1961 年，吴老师出了车祸，由于治疗不及时，开始头疼。
我碰上吴老师的时候，
他已经和比赛没什么关系了，
但吴老师还在研究
棋，然后提出，要研究二十一世纪的围棋。他把自己的布局理论就叫
“二十一世纪的围棋”
，
称之为
“六合之棋”
，
并且认为自己以前的战绩不
值一谈，
现在研究的棋，
才是将来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围棋。他对学生指
出，
你下棋最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大，
不要拘泥于小。二十一世纪的棋一
定是全局的棋。
一直到 AlphaGo 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
它所有招数中用得最多的，
就
是吴老师的招，很多就是六合之棋。哈萨比斯虽然只有业余一级左右
水准，
但是他确实是厉害，
他在演讲中举的唯一例子，
是说：
“我认为 AlphaGo 可以说是围棋的第二次革命，
就像吴清源引发的围棋新布局革命
一样。
”
哈萨比斯，
他先通过策略和价值网络估值我们的棋，
尤其是有价值
的地方，
大大降低了他的搜索量；
加上谷歌当时提供了大量后台支持的
数据，
等到跟柯洁对阵时，
他又把它的搜索量省下来百分之九十。
我们原来觉得经过千年的进步，
特别是最近几百年的努力探索，
人
类对围棋的了解已经很可以自豪了。但是现在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
上升空间，未来，也依然还有空间。要说战胜人工智能（AlphaGo），可能
是我们现在正在教的这些小朋友，
我们要教他们大局观，
叫他们和人工
智能结合，
来研究出更好的人工智能。
听众：吴老师从还是十几岁小孩子时起，在 20 世纪信息那么不发
达的时候，完全依靠自己内心求知欲的拼搏和个人的才华去把自己提
升到那样的高度。AlphaGo 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我个人的感觉，就像李
小龙这种武术大师去参加机枪大战，AlphaGo 有没有给您带来这种感
觉？您对 AlphaGo 还有些别的看法吗？
江铸久：AlphaGo 最早研究的时候，输入了人类棋谱 16 万张。我自
己粗略计算了一下，下得好的棋手，胜 1000 盘，也就是优秀的棋手，下
得多的话，一生也不会超过两千盘。赢一千盘，输不会超过一千盘。
AlphaGo 输入人类优秀棋手的棋谱数据，达 16 万张。我估计我看过的
棋谱，大概也只有几千张。AlphaGo 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
说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您说的冷兵器选手来到机关枪时代，这也是我
觉得它令人感动的地方，
它是从人类以前的经验中借鉴上来的，
速度是
真的很快。我们要学这些棋谱，
怎么也要经过一段时间，
但是电脑的速
度非常快，
而且一部分计算的时间，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的。而对于人类
来说，
再天才的人类，
前面的积累也必须要做。
但是人类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的一上来的感觉和视野，
这部分我觉
得可能是比机器更厉害。就从棋上来说，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选手，
在看
了 AlphaGo 的棋之后，
他能够下出来一些很精彩的棋甚至还超过 AlphaGo。但是你很难把它完美地从头到尾演绎下来。AlphaGo 和人类的关
系还是很紧密的。
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