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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12月2
日，中国棋文化（重庆·两江）峰会暨
世界华人围棋文化节在重庆两江国
际影视城开幕。此次峰会的一大亮
点，就是2017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第25轮、26轮比赛及闭幕式与峰会
同步举办，作为中国最高水平的围棋
赛事，全国的围棋高手都云集重庆。

中国棋文化峰会是由中国围棋
协会、广东棋文化促进会共同倡导
发起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推
广棋类运动的重要活动。峰会活动
形式多样，自2012年以来已举办3
届。

据介绍，峰会期间市民们除能看
到专业级的围棋比赛外，还能参与其
中，许多比赛可以免费围观。比如活
动期间，将举办“金科·御临河杯”世

界华人和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围棋邀
请赛、“融创·九棠府杯”全国名家围
棋邀请赛、“两江·御园杯”全国32强
业余围棋赛、“两江·御园杯”中国象
棋大师蒙目指导棋以及“两江国际影
视城杯”围棋大师多面打指导棋等一
系列比赛活动，日本围棋超一流棋手
武宫正树、围棋“常青树”林海峰、韩
国著名国手徐奉洙等棋坛大咖也会
到场比赛。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表示，
作为一个常来重庆的老围棋人，自己
对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由衷的
欣喜。他说，两江新区一直重视文化
体育事业的发展，峰会在两江国际影
视城举办，将为两江新区营造浓厚的
文化氛围，同时将对该区的文化旅游
产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 （记者 陈钧）当下最
牛的冠军围棋手，也敌不过人工智
能？12月2日，中国棋文化（重庆·两
江）峰会暨世界华人围棋文化节在两
江新区举行。重庆日报记者乘围棋
大咖来渝的机会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以及
重庆本土冠军棋手古力，他们都认为
即便是当下最牛的冠军围棋手，也难
以战胜人工智能。

中国棋文化峰会作为一场世界性
的盛会，邀请到的嘉宾自然都是重量
级，其中就包括“棋圣”聂卫平，还有重
庆的本土冠军棋手古力。

AlphaGo化名“Master”，已接连
挫败包括中国围棋名将柯洁、韩国围
棋冠军朴廷桓在内的顶尖高手。其连
胜 60 盘、未尝败绩的事迹，世人皆
知。值得一提的是，AlphaGo也曾战
胜过“棋圣”聂卫平。聂卫平以64岁
的年龄向AlphaGo发出挑战，一贯坚
持下30秒快棋的Master为了表达对

聂老的尊敬，主动把对局用时调整为1
分钟一手。在毫无例外的获胜之后，
Master在屏幕上打出一句话：“谢谢
聂老师。”

“我知道Master肯定是Alpha-
Go，因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有那种成
绩，和我下的时候已经连赢了53盘。在
中日擂台赛连赢11盘已经是不可复制
的奇迹，现在也没人做到。”聂卫平说。

在1976年中日围棋对抗赛上，聂
卫平刮起“聂旋风”，并从此成为中国
围棋的代表人物。如今，他仍然活跃
在一线，为围棋推广贡献自己的力
量。其实，聂卫平与重庆之间有着很
深的联系。重庆本土冠军棋手古力就
是聂卫平的徒弟。

对于AlphaGo，古力也有过一次
“深刻”的经历。今年5月，古力+Al-
phaGo与连笑+AlphaGo进行了一次
人机团队对决。最终，连笑与Alpha-
Go执白220手中盘战胜古力与Al-
phaGo。赛后，古力坦言布局时能跟
上AlphaGo节奏，但之后双方在一些
局面上有不同看法。对此，古力开玩
笑表示，“有点跟不上AlphaGo节奏，
如果它能说话，肯定要批评我。”

昨日再次由AlphaGo聊到人工
智能，古力表示，在竞技方面，人与人
工智能之间的差距会逐渐变大，因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围棋技术
的缺陷会越来越明显，但其实对专业
选手来说，也有技术上升的空间，同

时，人工智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围棋，对
围棋是种很好的推广。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罗超毅也和古力持相同观点。他
表示，体育游戏分为体力体育游戏和
智力体育游戏。前者以田径、游泳、体
操、球类等奥运项目为代表，以“优胜
劣汰”为基本原则；后者以脑力比拼为
主要方式，在发扬竞技精神的同时，更
对游戏本身为游戏者带来的启发式功
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而兼具自由
规则、平等色彩、矛盾思维、辩证观念、
策略能力、大局意识等特点的围棋堪
称智力游戏的结晶。

2016年至2017年，围棋人工智
能AlphaGo分别在韩国首尔、中国乌
镇击败人类顶尖棋手，代表着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等技术发展到新的境界。
虽然冠军棋手可能永远无法击败人工
智能，但无论胜败，都让围棋文化在世
界广为传播，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大有益处。

冠军围棋手真的不敌人工智能？
的确！至少罗超毅古力都这么说

本报讯 （记者 夏婧）锣鼓声
中，“猴王”迅速爬上十来米的长杆，
向观众作揖后，顽皮地在挂于长杆
上的圆环内自由穿梭……12月 2
日，江津区石蟆镇清源宫人山人海，
石蟆镇第三届清源宫庙会文化节在
此举行。来自重庆、四川、贵州的游
客在此缅怀治水先贤李冰，并欣赏
了当地点灯祈福仪式与“石蟆百戏
伎艺”等非遗表演。

据了解，石蟆镇清源宫庙会始

于明代，已有500余年历史。清源
宫庙会主要内容是百姓缅怀蜀国郡
守李冰，并祈求风调雨顺。昨日，来
自渝、川、黔等地的香客或手棒香
烛，或抬着供品从清源宫巡游到当地
文化广场。清源宫内还举行了点灯
祈福仪式，60多盏灯被一一点亮升到
空中。随后，当地民间艺人向游客展
示了市级非遗“石蟆百戏伎艺”，其
中，“猴子爬杆”“高空舞狮”“闹莲
花”等绝活让观众无不拍手叫绝。

江津石蟆镇举办清源宫庙会文化节

12月1日，“中国新现实——西
部力量”展览在四川美术学院虎
溪校区 CAEA 美术馆开幕。据了
解，本次展览由国家艺术基金管
理中心和四川美术学院共同主办。
作为一场毕业作品展，本次展出的

作品均由参加“丝路新语——西
部少数民族艺术骨干培训提升新
计划”的学员所创作。此次展览
将持续到 12 月 9 日，免费向市民
开放。
记者 熊明 黄琪奥 摄影报道

“中国新现实——西部力量”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
2 日，2017 重庆市羽毛球俱乐部
联赛（总决赛）在北碚区缙云体育
馆举行。来自重庆本土的17家羽
毛球俱乐部的近400名业余羽毛
球选手云集于此，展开了激烈的
角逐。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
然参加此次比赛的都是业余选手，
但他们依然表现出极高的技战术
水平。“选手们水平很高，很多场比
分打得很接近，说明咱们有很多羽
毛球民间高手。”主办方有关负责
人表示。

2017重庆市羽毛球俱乐部联赛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
者 于佳欣）针对美政府日前拒绝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事，商务部有关
负责人2日回应指出，美政府做法为罔
顾世贸规则，将“替代国”和“市场经济地
位”搅在一起是混淆视听，中方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日向记者表

示，美政府已向世贸组织正式提交书面
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待遇。

据悉，美方此次在世贸组织提交的

这份文件是其作为第三方参与中国诉欧
盟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案而根据程序要
求提交的书面陈述意见。该案争议的核
心是2016年12月11日后，欧盟是否有
权再依据《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对
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

做法。
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表示，该案件

与“市场经济地位”无关，世贸规则也没
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标准。美国并
不是该案的当事方。中国已另案将美国
类似做法诉诸世贸组织。

该负责人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
方敦促美欧等世贸成员信守国际承诺，
切实履行世贸义务，终止在反倾销调查
中对中国歧视性使用“替代国”的做法。

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商务部回应：美政府做法罔顾世贸规则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发布，今年1
至10月，全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
查处危险驾驶涉案人员16万人，目
前已有5.9万人被判处刑罚，其他
案件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

中。
在查处的危险驾驶案件中，醉

酒驾驶案件占99.25％。为了让大
家深刻认识到危险驾驶的危害，公
安部交管局从审结的危险驾驶案件
中，还公布了十个典型案件。

今年前10月全国共查处
危险驾驶涉案人员16万人

醉酒驾驶案件占99.25％
围棋高手云集重庆

中国棋文化峰会在两江影视城开幕，并同步举办2017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12月2日，古力在围棋甲级联赛上迎战对手。 （两江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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