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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运会围棋决赛成绩公告

全民乐在“棋”中 共享全运精彩

业余男子个人组
本报记者

的缘分。 从上世纪90年代离开全运舞

葛会忠

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

的台阶， 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具有民

1.江苏队 刘云程 2.广西队 唐崇哲 3.辽宁队 赵

族特色的运动。 ”

5.上海队 胡煜清 6.重庆队 于苏豪 7.甘肃队 张泰毓 8.陕西队 王天一

炎 4.福建队 骆焯凡

台再到今天的回归， 在我国体育事业

“这次我们的全运会选拔赛，覆盖

全运会的舞台上从来就不缺乏风

改革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围棋既见

到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

金秋彤与围棋结缘则是受到了爸

华正茂的青年才俊， 然而并不是全运

证了变革的发生， 也见证了人们观念

老人孩子都可以来参加选拔， 真正体

爸的影响，她在8岁的时候开始在拉萨

会的所有比赛项目都可样像围棋这样

的不断转变以及需求的不断升级。 正

现了全民参与的重要特征， 广泛实践

棋院学棋。“我爸爸喜欢围棋，刚开始

深度覆盖从儿童到老年的广泛生命周

如陈毅元帅曾经期盼的那样，“国运

了全运惠民的理念。 参与决赛阶段的

是爸爸妈妈让学的， 不过我渐渐也喜

期。在时隔24年之后，围棋作为第十三

兴，棋运兴”，如今中国围棋不仅已经

棋手中，下至不足10岁的儿童，上至年

欢上了， 围棋更像是一种很好玩的游

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 终于重返全

在竞技层面重新领跑世界， 而且在全

过半百的选手， 给全民全运赋予了更

戏，能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 ”金

运大家庭的怀抱。 于是在全运会的领

民健身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道路上正扮

深的含义。 ”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

秋彤说， 她能够通过选拔赛代表西藏

专业男子个人组

奖台上， 我们不仅看到了年仅10岁的

演着日益活跃和重要的角色。

主任罗超毅说， 围棋是中国人自己发

来到天津，已经很幸运了。 除了比赛，

1.云南队 柯 洁 2.北京队 陈耀烨 3.重庆队 杨鼎新 4.江苏队 杨鼎新
5.陕西队 陶欣然 6.辽宁队 谢尔豪 7.湖北队 李

小学生， 也看到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

“围棋重返全运会迅速激发了广

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 全民

更令她高兴的是， 近距离接触到了以

“全运老兵”。 正是因为围棋的回归，

大基层爱好者的活力和积极性”，中国

健康不只是要身体健康， 而是要追求

前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偶像， 而且这

让“全民全运” 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外

围棋协会秘书长王谊说。 作为今年我

身心的全面健康，全运惠民，乐在“棋”

些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很亲切地和她合

延， 覆盖了更加广泛的生命周期。 在

国体育事业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中， 这让全民全运的内涵愈加丰满和

影，没什么架子，这让她“很激动，也很

天津的全运赛场， 我们不仅仅像以前

容， 包括围棋在内的19个群众比赛项

充实。

开心”。

一样， 看到了年轻人在高水平竞技平

目进入天津全运会的大家庭。 一方面

台上充分张扬和释放的青春， 也深刻

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

领略了少年儿童对于体育魅力的好奇

一方面从政策出台到实施落地的时间

围棋的回归不仅深刻丰富了全民

大多数都是像金秋彤这样的草根选

和向往，同时也被老将和“老兵”们对

又非常有限，机遇和挑战并存，仅用了

全运的内涵， 也正在重新定义着全运

手。 除了62位从全运会群众海选中脱

于体育精神的执着追求所深深打动。

两个月的时间， 中国围棋协会就在全

赛场上“老将”和“新秀”的传统概念。

颖而出的草根选手， 另外男女各16名

全运惠民广泛覆盖

国范围内组织了227场全运会围棋群

围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适合下至幼

代表当前国内最高竞技水平的专业棋

众比赛项目的预选赛，共有43641名选

儿上至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

手也通过专业组的选拔获得了参赛资

手参与选拔。

的广泛参与， 所以在天津全运会的围

格， 他们的参与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我
国围棋的竞技水平， 更肩负着通过全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项

老兵新秀共享精彩

本次全运会共有94选手获得了围

“各地的热情非常高，但是留给我

棋赛场上，90后乃至95后一代都绝对

且从第一届全运会开始，这

们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如果不是因为

称不上新秀，80后甚至是70后都不能

运会的舞台推广围棋的重大使命。 特

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

时间限制， 达到十万级别的选拔规模

以老将“自居”，因为在这里，即使是00

别是对于金秋彤这样的草根选手来

正式比赛项目，就

是完全可以的。 ”王谊说，以前在很多

后的小朋友也可以登上冠军领奖台，

说，能够和自己的偶像共享全运，既是

与全运会结

人的印象里， 围棋往往被贴上了高精

而60后的全运老兵也依然有实力笑傲

一生中难得的机会，也是特殊的荣耀。

下了很

尖的标签， 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体

全运赛场。

会到围棋并不是小众的阳春白雪，从

在天津全运会围棋比赛中， 来自

围棋专业女子组的比赛中，“全运老

目前我国围棋的群众基础和各地的普

西藏的金秋彤只有9岁，同样是来自西

兵”芮乃伟所展现出的执着求道精神，

及推广情况来看，如果下一届全运会

藏的强巴绕杰已经54岁， 两人的年龄

就深深感染了众多围棋爱好者。 此前

还有围棋项目，那么全运会预选

跨度多达45岁， 这一老一少非常有力

芮乃伟曾经在1987年和1993年两度登

赛完全可以达到更大的规

地丰富了“全民全运”的内涵。“在高

上全运会围棋团体赛的冠军领奖台。

模，“未来我们协会将

原上不适宜进行长时间的剧烈运动，

如果不是第13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

更加努力地做好

围棋可以让人在动中寻静， 慢慢平复

的举行，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30年前的

爱好者的

心境。 你既可以在高雅的民族音乐中

全运会冠军， 竟然能够在54岁的年龄

服 务

细细品味棋的真谛， 也可以随时随地

再度登上全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特别

找到棋友进行对弈。 ”强巴绕杰说，他

值得一提的是， 在芮乃伟首夺全运冠

早在大学时代就学习了围棋， 至今已

军时，她在天津全运会上所遇到的7位

经有37年的棋龄，“围棋非常适合

年轻对手都还没有出生。“这次全运会

在西藏进行普及推广，希望借

不同于以往，除了专业组的比赛，还有

着全运会的机会，在各方

很多业余棋手参与业余组的比赛，看

的共同支持下可以

到了很多学围棋的小朋友， 他们都非

让西藏围棋走

常可爱， 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围棋事业

上 一 个

后继有人。”与很多在年轻时代战绩显

▲
葛会忠摄
强巴绕杰

周游摄

按

新

40岁甚至50岁以后退出一线。 芮乃伟

对弈前棋手互相鞠

说，如果退居二线教棋，肯定就难以专

躬致意。

心致志地下好棋， 她更愿意以自己对

周

游摄

更多青少年。
无独有偶， 江苏小学生吴依铭也

金秋彤 周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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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北队 6.广西队 7.吉林队 8.安徽队

“

中招”免费体验 从此情有独钟

吴依铭

本报记者

葛会忠

不仅渴望胜利、 敢于胜利，还

周

游摄

落子如飞，很快就确立优势。 不料
意外情况再次发生，她在开启听装
饮料准备喝水时， 不小心划破了

在天津全运会的赛场创造了不同以往

能以最大度的方式赢得胜利，年仅

手。 丁波赶紧找医护人员给她贴

的精彩。 这位只有10岁的小朋友与队

10岁的吴依铭在全运赛场上的“成

上创可贴， 看着教练比较担心，吴

友刘云程合作， 为江苏队夺得了围棋

熟”表现，完全配得上全运冠军的

依铭竟然主动安慰教练，“没事的，

业余混合团体赛的冠军。 从10岁到54

荣誉。

一点都不疼。 ”接下来吴依铭也的

岁，吴依铭和芮乃伟已经证明，全运冠

毕竟还只是一个好胜心强烈

确没有受到这段小插曲的影响，她

军的荣耀不仅仅属于青壮年。 只要我

的孩子， 吴依铭和很多小朋友一

一鼓作气赢下比赛，携手队友刘云

们敢于播下体育梦想的种子， 就有机

样，输掉了不该输的比赛，也会哭

程，帮助江苏队赢得围棋业余混合

会共享全民全运的精彩。

得稀里哗啦。在围棋业余女子个人

团体赛冠军。

一次全运 终生圆梦
葛会忠

喆 8.江西队 辜梓豪

赫的棋手不同，芮乃伟并没有在30岁、

统的文化礼仪，

围棋的执着求道精神， 去影响和感染

本报记者

5.江苏队 吴依铭 6.四川队 杜雪雯 7.广西队 黎念念 8.辽宁队 金曦潼

在这次天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

照中国传
芮乃伟

1.贵州队 方若曦 2.江西队 王梓莘 3.北京队 张梦瑶 4.河北队 李雪萌

棋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他们中的绝

目， 围棋不仅是我国的的国粹，而

深

业余女子个人组

赛1/4决赛中， 吴依铭以半目之差

一不小心成了全运赛场最年

惜败于最后夺冠的方若曦，最终名

轻的冠军，吴依铭一下子成了全运

列第五。 这场失利对吴依铭的打

会上的小明星。其实吴依铭与围棋

击比较大。“她在房间哭了一个晚

的结缘非常偶然，在4岁半的时候，

上， 我们一起做她的思想工作，到

幼儿园老师发了一张‘围棋免费体

底是年纪小，性格也非常好，她很

验课’的票，由于吴依铭平时非常

学棋，后来到了北京，在葛道和聂道都

他很早就认可刘云程的实力， 但是过

比赛，特别是业余组比赛的设立，为刘

快在后面的比赛中平复了心情。后

活泼好动，爸爸为了让她能够安静

学过，然后又从北京去了杭州棋院。 ”

重的压力让他往往会在关键时刻背上

云程这样的棋手开门了更加广阔的新

来在业余混合团体赛中，两人再次

一点， 就带她去上了免费体验课，

每一位冲段少年， 都怀揣着一个

和大多数围棋冲段少年一样， 刘云程

包袱，容易掉链子。 以前，对于像刘云

天地， 让他们可以在更大的全运舞台

相遇，吴依铭上演大逆转战胜了方

没想到吴依铭一下子就爱上了围

成为职业棋手的人生梦想， 江苏棋手

的冲段之路走得异常辛苦， 他辗转多

程这样的冲段少年来说， 要想在围棋

上，放下包袱尽情展示自己，而不用必

若曦，这也是她第一次在正式比赛

棋，而且为了挤时间学棋，她干脆

刘云程当然也不例外。 今年15岁的刘

个地方学棋，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过重

这条道路上证明自己， 就要想方设法

须去挤定段赛的独木桥。

云程在4岁半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围棋，

的冲段压力。江苏队教练丁波说，其实

挤过“独木桥”。 但是现在全运会围棋

中赢方若曦。 ”江苏队主教练丁波

把以前很喜欢的舞蹈和画画课都

“此前他如果定段成功了，反而就

觉得，弟子能够在全运会这么重要

停掉了。吴依铭7岁时，国家围棋队

并早早显现出过人的天赋， 并且从

没有这次全运会围棋业余比赛的参赛

的比赛中，迅速完成这样的成长和

领队华学明在一次围棋公益普及

2009年开始他就踏上了冲段之路。 尽

机会了，只能与专业棋手一起竞争。 ”

转变，要比拿冠军还让他高兴。

活动中让三子下指导棋，吴依铭取

管天赋异禀，但是有“围棋高考”之称

丁波说， 正是全运会为像刘云程这样

小依铭的可爱之处还体现来

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国家围棋队总

的全国围棋定段赛， 无疑是比高考难

的业余选手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锻炼机

她对待比赛的方式上。按照规定全

教练俞斌的表扬，这次经历让吴依

得多的“独木桥”，多年来刘云程每次

会，也是非常好的展示平台。“通过全

运会围棋比赛采用零迟到规则，也

铭对围棋更加情有独钟了。

冲段都是满怀希望参赛， 带着失望归

运会的比赛，他不仅证明了自己，也收

就是说，一旦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

今年5月吴依铭在全运会围棋

来， 直到天津全运会围棋业余比赛的

获了信心。 ”

的时候，还没有在座位上坐好的那

预选赛江苏赛区的选拔赛中，以全

“来天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自己

一方就要被判输棋。团体赛最后一

胜战绩夺得女子组冠军，获得了参

在天津全运会围棋业余男子个人

竟然会有这样的表现。 ” 刘云程说，

轮，吴依铭早早来到赛场，眼看着

加天津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资

组的比赛中， 刘云程力克胡煜清、赵

全运会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继续

开赛时间就要到了，这时候对手才

格，同时也替爸爸圆了全运梦。 此

炎、唐崇哲等业余高手，勇夺本届全运

追逐围棋梦想的决心。 走下全运会

刚刚走到门口，着急忙慌地四下搜

前依铭爸爸作 为 一 名 游 泳 运 动

会的首枚围棋金牌。 随后他又与年仅

的冠军领奖台， 刘云程随即转战今

寻自己的座位。担心对手可能因为

员， 曾多次参加全运会选拔赛，

10岁的吴依铭合作， 为江苏队摘得围

年全国围棋定段赛的赛场， 结果这

迟到被判输棋，小依铭迅速跑过去

却一直没能叩开决赛阶段的大

棋业余混合团体冠军， 成为本届全运

一次他轻松捅破了挡在他眼前的那

拉着对手说，“跟我来，我知道座位

门。 而这一次，年仅10岁的女儿

会的唯一一位围棋双冠王。

一层窗户纸， 如愿成为一名职业初

在哪儿。 ”

不仅来到了天津， 还赢得了一枚

举行，让他终于抓住了圆梦的机会。

“小时候我在爸爸的带领下开始

刘云程

周游摄

段棋手。

双方坐定，比赛开始，吴依铭

沉甸甸的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