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亚冠小组赛抽签结果出炉

12月6日，2018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抽签仪
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据新华社）

亚足联官员展示写有中超广州恒大队的字条亚足联官员展示写有中超广州恒大队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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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体坛之变

国际奥委会宣布

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新华社瑞士洛桑12月5日电 国际奥委会执

委会5日在此间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加将
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邀请符合条件的运
动员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Olym-
pic Athlete from Russia）”名义参加个人或集体
项目，任何仪式不会出现俄罗斯国旗和国歌。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讨论，接受了由瑞士
原联邦主席施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做出的

《施密德报告》，该报告证实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
期间存在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资格，决定即刻生
效。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无
论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的运动员将被冠以“来自
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称谓。

此外，不允许俄罗斯体育部官员出席平昌冬
奥会。曾任俄罗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副部长
纳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取消索契冬
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
会协调委员会中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主
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职务。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保留对牵涉其中的相关
人员继续采取措施的权利。

据了解，受邀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运动员的资
格将由一个委员会决定，运动员必须经过各自项
目的选拔达到参赛标准，且不存在违背反兴奋剂
条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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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柯洁急哭了

5 月 27 日，在第三盘对决中输给阿尔法围棋

后，柯洁九段在现场的宣传板后激动洒泪。这个 5
月，对于柯洁、对于围棋来说，都有着太多可回味的

东西。

去年4∶1击败李世石、今年年初在网上对职业

高手们取下快棋 60连胜、在乌镇 3∶0零封柯洁，阿

尔法围棋和人工智能对于围棋的冲击显而易见。

“我非常荣幸能代表人类与阿尔法狗去对决，

站在人类的高度去迎战这个机器。我不会怕输给

AlphaGo而被大家嘲讽，怕就输了一辈子的东西。”

赛前柯洁说。所以，输其实早就已经在柯洁的脑海

中反复上演；所以，柯洁要面对的问题是输不可怕，

害怕输才可怕。

从狂傲到谦逊，柯洁并非没有挣扎过。

“就算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但它赢不了

我。”这是一年前柯洁看到李世石与AlphaGo对决

告负后得出的结论。

当时，柯洁还主动向AlphaGo下战书：“来吧！

管你是阿尔法狗还是阿尔法猫！我柯洁在棋上什

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让风暴再来得猛烈点吧！”

但是，2016 年年末，当“Master”出没，柯洁三

次败北后，狂傲终于渐渐成了谦逊。“人类数千年的

实战演练进化，计算机却告诉我们人类全都是错

的。我觉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沾到围棋真理的

边。”柯洁在微博中说。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中，柯洁迎来了乌镇三番棋

的对决。而在赛前，大家对于柯洁能够获胜的概

率，普遍维持在百分之十以内。最终的结果没有意

外，柯洁0∶3败北。

“我知道自己前面形势不好，之后它的每一步

棋，我担心的棋它肯定会下，它下到我想不到的棋，

仔细想想就发现其实是一步好棋。我只能猜到它

一半的棋，另一半猜不到。原来不知道，我居然跟

它有这么大的差距。”比赛结束后，柯洁这样说。

赛后，阿尔法围棋团队宣布阿尔法围棋将不再参

加围棋比赛，而柯洁也表示，将不会再和AI对弈了。

这是彼此的幸运

从最开始的狂傲到谦逊，再到接受。短短一

年时间，人工智能与围棋的角色一直在转换。对

此，马晓春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当围棋遇见人工

智能，是彼此的幸运。”

在 10月，海峡两岸围棋与人工智能邀请赛在

厦门开打。在这次比赛中，来自两岸的人工智能

机器“天壤”和“CGI”分别和聂卫平与王立城搭

档，上演了一番精彩对决。作为参赛选手，聂卫平

说：“围棋博大精深，有文化、有底蕴，并没有因为

人工智能就少了乐趣。而人工智能的大局观和布

局构思非常好，对提高人类的围棋水平有很大帮

助，这一点值得学习。”在这次比赛中，马晓春作为

挑战者，最终战胜“CGI”。赛后他说：“如果没有

人工智能，除非出现吴清源这样的人物，不然我们

可能永远不会尝试开局‘星位点三三’这类新下

法，更别说理解和掌握。这就是人工智能帮助人

类围棋成长的体现。围棋遇到人工智能，这是彼

此的幸运。”

确实，阿尔法围棋的横空出世，对于围棋来

说，最初的冲击正在慢慢褪去。从人工智能的下

法中开阔思路，学到更多东西，这已成为广大围棋

选手们统一的想法。

不可否认，阿尔法围棋对于围棋的很多概念

是颠覆性的。从已结束的对局看，阿尔法围棋突

破了人类对“大局”的理解，时而天马行空，时而朴

实无华，但却牢牢将优势握在手中。很多职业棋

手们在反复研究阿尔法围棋的对局后，都感叹原

来围棋还可以这样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阿尔法围棋给人类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对

此，江铸久九段说：“未来，很多小朋友的围棋老师

可能就是人工智能。AI如同一个利器，一个非常

有利的工具，人类可以借助它发展自己的文明，如

同在日常生活中借助于自行车、汽车。这对于现

在的围棋少年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当然，围棋的魅力依然无法阻挡。对此，常昊

九段说：“虽然胜负很重要，但胜负并非围棋的全

部，围棋还追求艺术性和文化性。虽然现在人类

已经下不过AlphaGo了，但围棋中还有很多美，还

有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另一方面，数千年来，

人类对围棋的探索和发展，并非一无是处。人

们一直在探索围棋正确的下法，其中的变化

非常多样，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下法，这

也说明围棋博大精深，这是围棋的魅力

之一。”

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人类围棋

也不是参照物，而是前进路上的风

景。事实上，在专家们看来，围棋

因其特点，是人工智能突破运算

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技术的最好

的工具和平台，人工智能的目

的是提升识别、决策、生成等

核心应用能力，最终解决

医疗、教育、金融等不同

领 域 的 各 种 复 杂 问

题，造福于人类。

这只是开始

但是，当人工智能走进智力运动，又怎能只是
戛然而止。乌镇的三番棋注定只是一个开始，接
下来，AI以棋手身份参加了梦百合比赛，
阿尔法围棋再升级。一切都显示，
人工智能与围棋乃至整个智力
运动之间的互动仍在不断
升级。

6 月，第三届梦百合世
界围棋公开赛举行，来自日
本、持外卡参赛的人工智能
围棋程序DeepZenGo的亮相
引人关注。这是第一次在世
界大赛中，有人工智能围棋程序
以 旗 手 身 份 参 赛 。 首 场 对 决 ，
DeepZenGo执白速胜韩国 18岁新
锐申旻埈五段，取得开门红。然
而，就当大家以为 DeepZenGo 会
横扫接下来的对手时，它却在第二
轮比赛中输给了中国棋手王昊洋
六段。“人类棋手是具备击败人工智能
的实力的。”赛后，王昊洋说。

然后，升级版的阿尔法围棋再度横空出
世。10月19日上午，中国多位顶尖围棋选手都在
微博中关注了新版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 Zero。
在谷歌下属公司 Deepmind 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从完全空白起步，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棋谱经验，
经过自我对弈训练，仅仅 3 天后，阿尔法零就以
100∶0完胜了此前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的阿尔法
狗版本。自我对弈 40天后，阿尔法零变得更为强
大，超过了此前击败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的‘Mas⁃
ter（大师）版’阿尔法狗。”

1.阿尔法狗最先出现在公众视野，是
2015年10月5∶0完胜欧洲冠军樊麾二段。

2.2016年 3月 9日至 15日，围棋人机大
战在韩国首尔举行，阿尔法狗向李世石这
样的人类现任顶尖职业棋手发起挑战，阿
尔法狗最终4∶1获胜。

3.2016年12月29日晚起到2017年1月
4日晚，阿尔法围棋在弈城围棋网和野狐围
棋网以“大师”为注册名，依次对战数十位
人类顶尖围棋高手，取得 60 胜 0 负的辉煌
战绩。今年 5月 23日到 27日，在中国乌镇
围棋峰会上，阿尔法大师以3∶0的总比分战

胜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
4.10月份，阿尔法狗已经升级到阿尔法

零版本。阿尔法零与上一个版本阿尔法大
师的 100 番棋战绩为 89 胜 11 负，与去年 3
月和李世石对弈的阿尔法狗的 100番棋战
绩为100胜0负。 （李 立）

4版阿尔法狗数据

中国队选手姜东旭在比赛中投壶中国队选手姜东旭在比赛中投壶。。

冰壶奥运落选赛

中国男女队双迎“开门红”

新华社布拉格12月5日电 2018年平昌冬奥
会男、女冰壶落选赛5日在捷克皮尔森打响。率
先出场的中国女队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上演
绝地反击，通过最后阶段的连续偷分成功以7∶6
逆转战胜东道主捷克队。

男子方面，中国队派出的是一垒臧嘉亮、二
垒姜东旭、三垒徐晓明和队长、四垒刘锐的阵
容。中国队凭借稳定的发挥以7∶4战胜对手，同
样取得开门红。

我省选出8名乒球高手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12月6日，记者从省体

育局获悉，第五届“乒乓在沃”中国联通乒乓球挑
战赛江西省选拔赛日前在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乒乓球馆落幕。

共有来自我省11个设区市的180名选手参加
了本次省内选拔赛。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各显身
手，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竞技水平，呈现了一场精
彩的赛事。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7个组别的第1
名（混双组2人）共8名选手将组成江西代表队，
于12月中下旬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总决赛，与
全国乒乓球高手过招。

我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本报赣州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胡循锋）

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由江西省体
育局主办，赣州市体育局承办，信丰县体育局协
办的江西省第六届“运动·同一片蓝天”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活动12月5日在信丰县启动。

该项活动以志愿服务与对口支援少数民族
贫困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活动现场，志愿者
们向正平镇球狮村小学赠送了篮球、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等深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体育器材。随
后根据孩子们的运动兴趣，由足球、武术、跳绳、
毽子、篮球、跳绳、健康课6个项目的优秀体育指
导员分别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明日上映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片中的梵高形象

梵高，世界绘画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
一，他在 28岁才开始拿起画笔，只用了 8年
多的时间，就站在了艺术的巅峰。而他在37
岁时开枪自杀的惨烈，也见证了一位天才画
家内心的痛楚和忧伤。7年前，125位在全球
5000名画家中选拔出来的艺术家们聚在一
起，他们通过手绘的方式，对照梵高生前创
作出作品的真实地点和他的绘画作品，画出
了 65000张油画，用电影的形式讲述了梵高
在开枪自杀一年后发生的故事，这部名为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世界首部全手绘油
画电影将于12月8日在内地上映。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制作班底是曾
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英国著名动画工作
室BreakThru Films，以众筹的形式，耗时7年
之久打造的一部纪念梵高的油画电影。125
位艺术家以每秒钟12幅油画的频次，让梵高
美学成为一场专属视觉的“流动的盛宴”。

影片讲述的是梵高去世后一年，一位年
轻人受托找寻梵高去世的原因，在追寻的过
程中，他通过跟受访人直接的对谈，逐渐了
解到梵高在自杀时内心的绝望和痛苦，也深

刻体会到了梵高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情怀。
影片中文版中梵高的配音演员是著名音乐
人张亚东，这也是他第一次给电影配音。张
亚东昨天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绘画，2015
年还专门去荷兰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梵
高绘画展，“当邀请我给片中梵高配音的时
候，我深感压力，但也觉得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他在 8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都是一个
人在摸索，除了跟弟弟提奥的书信交流，他
没有别的倾诉渠道，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可以
让观众了解到梵高的伟大之处。”对于自己
的配音效果，张亚东笑称，“不太敢看自己的
配音版，因为我配音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
配完音了，我其实非常煎熬，但是我用心和
尽力了。”片中男主角“邮差”的配音由赵天
宇完成。

影片的动画总监莫妮卡也专门来到北
京，她透露，影片其实是用真人演员先演了
一遍，然后这些画家们，将这些演员的戏再
用画笔展现出来，“最困难的是，这些艺术家
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为了在风格上贴
近梵高的作品，他们需要隐藏起自己的个

性，这非常困难。”
影片的引进方代表吴妍妍是已故导演

吴天明的女儿，她透露，自己早在几年前看
了《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片花，就决定将
这部电影引进中国，中间也经过了不少波
折，但好在这个愿望终于达成了。影片在今
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动画片
奖。吴妍妍还感慨地说，上一次为了吸引观
众走进电影院观看吴天明的电影《百鸟朝
凤》，发行方代表方励以“下跪”的方式吸引
院线和观众的关注，影片最终收获了8000多
万的票房，“希望这一次不用这样的方式，也
能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因为这样一部优秀的
艺术电影，完全对得起观众的票价。”

多名圈内人士对于该片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演员梁静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激动不
已，“当看到加歇大夫在临死的梵高床边大
哭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好的艺术作品，
就是会击中观众的内心。”而导演易小星也
表示，影片不是廉价的赚眼泪，“观众的情感
会在电影结束后才开始释放，这是一种更高
境界的抒情，我被打动了。” （王金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