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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悦）12月 3日，
2014短池游泳世锦赛将在卡塔尔的
多哈开幕，由河南名将宁泽涛领衔的
中国游泳队已经抵达了比赛举办地，
在未来的几天内，宁泽涛也将向自己
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发起冲击。

本次短池游泳世锦赛为时 7天，
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900 名选手
参加34项个人项目和12个接力项目
的角逐，相对于长池比赛，短池比赛
对运动员的出发和转身技术提出了
更高要求。宁泽涛报名参加的是 50
米自由泳和 100米自由泳两个项目，

在仁川亚运会夺得四枚金牌并多次
刷新亚洲纪录的他目前还缺少一个
世界冠军的头衔，此次短池游泳世锦
赛，将是宁泽涛冲击世界冠军的机
会。由于孙杨的缺席，宁泽涛可以说
是目前这支中国游泳队里的焦点人
物，为了备战此次比赛，他即便是在
假期里也坚持每天下水训练，就是为
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向冠军发起冲击。

除了宁泽涛之外，索冉和张馨
豫这两名河南女将也将出现在多哈
的赛场上，她们将参加蛙泳比赛的
争夺。④11

本报讯 （记者程 梁 通讯员
邬 盛）11 月 29 日，福建省漳州市江
夏黄氏源流研究会一行 30 人来信
阳潢川县古黄国历史文化陈列馆
寻根拜祖，并与潢川县领导商讨促
进文化和经贸交流事宜。潢川县
黄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俊说，以
黄姓为纽带的根亲文化，已逐步成
为我县振兴发展的助力。

潢川是中华黄姓的发源地。最
迟建立于西周的黄国是黄姓之源，位
于潢川县城西北的黄国故城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黄姓在全
球有 7000 余万人，是东南亚和华侨
中的望族大姓。潢川县 1995年成立
了中华黄姓历史文化研究会，2009年
在黄国故城遗址上兴建了黄国历史
文化陈列馆。之后，潢川县以研究会
为平台，先后组织规模在百人以上的
海内外黄姓后裔寻亲拜祖活动数十
次，同时以黄姓文化为纽带，进一步
加强与海内外黄姓人士的联谊，实施

“黄姓文化光耀潢川”战略。
据黄俊介绍，黄姓根亲文化在潢

川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是以根汇
智。该县创建了“中华黄姓网”网站
平台，凝聚了海内外黄姓人士对祖地
的认同归属感。二是以根扬名。近
年来，先后有美国、东南亚等 20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名黄姓人士前
来寻根问祖，潢川县在“请进来”的同
时积极“走出去”，推介潢川的资
源，发展潢川的文化旅游产业。三是
以根兴业。截至目前，该县已成功融
集社会无偿捐资 7000 余万元，陆续
注入黄国故城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建
设，使之成为信阳唯一、河南少有的
以根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潢川县委书记赵亮深有感触
地说：“黄国故城和黄姓文化是我
县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已成为我
县凝聚建设力量、构筑引资平台、
提升潢川形象、助推经济发展的一
张名片。”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1 月 30
日 ，由 中 国 农 业 电 影 电 视 协 会 、
CCTV-7 农业频道、中国网与河南
省微影协会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
万里行《中华茶道》百部系列微电
影”拍摄活动在郑州启动。

《中华茶道》百部系列微电影将
沿着古老璀璨的丝绸之路向世界讲
述茶的神奇故事，传播茶文化精髓
和实用价值，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

的故事，折射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带给大家视觉享受的同时，提升
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省微影协会
秘书长汪威表示，中华茶道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微电影作为
一门新兴的影视艺术，它的表现形
式和传播方式正在被更多的观众所
喜爱。通过微电影这种方式，能更
有效地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茶文
化。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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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体坛的头号新闻，毫无
疑 问 是 吴 清 源 先 生 的 驾 鹤 西
去。走过百年风雨历程后，先生
结束了自己瑰丽奇崛的一生，也
把永远的争论留给了世人。

单论棋艺、棋品和棋德，不
世出的吴先生是公认的古今第
一人。且不说他少年时代就崭
露 头 角 ，多 次 战 胜 日 本 职 业 棋
手，单论他 1939 年到 1956 年间，
对日本最强的 7名棋手的十次十
番棋全胜，就足以空前绝后，震
古烁今。要知道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前，日本围棋是绝对的世界
最强者。记得 1961 年日本围棋
代表团访华，一个叫伊藤友惠的

60 多岁的老太太，一边抹着口
红，修剪着指甲，一边信手就把
中国的高手王幼宸等给收拾了，
八战胜，羞得中国棋手恨不能找
个地缝钻进去。而吴先生十番
棋的对手木谷实、高川格、桥本
宇太郎等都是当时日本棋坛年
富力强、战绩卓越的豪杰，但统
统被吴先生打成先相先，等于是
差了一个档次，于是“昭和棋圣”
就成了日本人心悦诚服之余拱
手奉上的桂冠。

在韩国的“石佛”李昌镐横
扫世界棋坛时，他的拥趸曾经有
过将李、吴一较高下的想法，但
随着李在 30岁之后就“泯然众人
矣”，吴李之争也就成了笑谈。
以至于后来韩国的李世石、中国
的古力傲视群雄时，再也没有人
敢提出类似的浅薄问题了。

除了战绩，吴先生对棋的理

解也冠绝古今。粗看他的棋，本
手居多，极少灵光一现的惊世一
击，也就是日本所称的“鬼手”、

“神手”，但事后怎么看怎么觉得
合理、合适。特别是他是在与日
本名人秀哉的比赛中弈出的开
局“三·三”和“天元”两手，震惊
了日本棋界。这是旷古未有的
走法，非吴清源这样的大气魄、
创新家，难以诞生。

但是，与对吴先生的棋艺一
边倒的赞誉不同的是，对于他的
人生选择，历来是毁誉不一。有
人说他在棋盘上打败了日本所有
的高手，是抗日英雄，但更多的人
认为他两次申请加入日本国籍，
最终终老日本，是对新中国的不
敬；有人说他曾去日本铁蹄下的

“满洲国”与溥仪对弈，在二战后
还申请了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
的护照并曾两次去拜谒蒋介石，

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汉奸”。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先

生的一生，你就会发现他承受了
太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1934
年，他第一次加入日本国籍是要
成为日本棋院职业棋手，因为只
有 那 样 ，他 才 能 靠 下 棋 养 活 全
家，而当时战火频仍、民不聊生
的中国，是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
的；他第二次申请入日本籍，则
是 为 了 孩 子 不 受 歧 视 ，顺 利 就
业。就是当年“出访”满洲国，也
是年轻的吴清源对于棋盘外的
事情缺乏了解，轻信了日本政府
对于“满洲国”所谓“五族共和”、

“王道乐土”的宣传，成了日本对
外宣传战的一枚棋子。笔者认
为 ，他 一 生 中 真 正 的 污 点 是 ，
1941 年与棋士们组成“棋道报国
会”，参加劳军；1942 年，应汪伪
顾问青木一钢邀请“慰问”驻上

海侵华日军。这是许多中国人
至今不能释怀，也始终无法原谅
吴先生的地方。

但是，吴清源本质上只是一
个棋士，一个以棋为生、以棋为命
的人，他本不想过问政治，只想安
静地下棋，在黑白世界里遨游。
如果非要追责，军阀段祺瑞是他
的知音也是他旅日的赞助者，是
否也要再给他加上一个“勾结军
阀”的罪名呢？何况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蝼蚁尚且偷生，卖国求荣
者何止千百万，吴清源为了下棋
而做了那些今日看来略有些气短
但也并非为恶的事情，是否也应
该得到理解和原谅呢？

故人离去，余音袅袅。千秋
功罪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今年
8 月 25 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授
予他“和平发展贡献奖”，也算是
对他的部分盖棺论定吧。④11

千秋功过任由人评说
□令狐一刀

浮生百年路 跌宕一局棋
围棋泰斗吴清源百岁辞世

围棋界泰斗吴清源 11 月 30
日凌晨 1 时许在日本神奈川一家
医院去世，享年 100 岁。

吴清源 1914 年生于福建省
闽侯县（今福州市）。他因小时
候患病无法从事剧烈运动，遂于
7 岁时开始学习围棋，潜心研习
其父赴日留学时带回国的日本
棋谱。他每天学棋十余小时，一
边手捧棋谱，一边落子推演，以
至于手指变形。数年后，他在当
地难逢对手，被誉为“神童”。

1923 年，他随父北上，在北
京和顾水如等当时全国顶尖棋
手切磋棋艺。后在顾水如引荐
下下，，他和段祺瑞对战他和段祺瑞对战，，事后获其事后获其
赞助学费赞助学费。。不久不久，，吴清源这一吴清源这一

““天才少年天才少年””名震京城围棋界名震京城围棋界，，其其
天赋受到濑越宪作等在华日本天赋受到濑越宪作等在华日本
棋手赏识棋手赏识。。

19281928 年年，，吴清源东渡日本吴清源东渡日本，，
当时年方当时年方 1414 岁岁，，第二年被日第二年被日本棋

院授予三段资格。1933 年，吴清
源和日本棋手木谷实创造出新
布局打法，引发一场围棋革命。
不久，两人合著的《新布局法》一
书出版，风靡一时。

1939 年至 1956 年间，吴清源
在“十番棋”对局中击败桥本宇太
郎、坂田荣男等全日本顶尖的 7
位 超 级 棋 手 ，被 称 为“ 昭 和 棋
圣”。他以“95盘擂台赛式”的“十
番棋”，令当时日本棋坛所有大师
全部降级，创造“吴清源时代”。

1984 年退役后，吴清源仍刻
苦钻研，先后出版《21 世纪围棋》
等著作。年逾 90 岁后，他还在围
棋杂志上发表战局解说文章，对
围棋的激情从未衰减，一直孜孜
不倦地探寻围棋世界的真谛。晚
年，他发明“21世纪围棋”，抛弃功
利性，改为提倡艺术价值，揭示围
棋的高远境界。他还希望通过围
棋实现世界和平，“均衡、和谐”可

谓吴清源一生追求的围棋信念。
引退后，吴清源还专注于栽

培年轻后辈，得意门生包括日本
名誉天元林海峰、世界围棋史上
第一个女子九段棋手芮乃伟等
棋坛名人。他还经常举办棋艺
研究会，毫无保留地热心指导后
起之秀。

2012 年，在日本《围棋周刊》
评选的“受欢迎、受尊敬棋手排
行榜”中，吴清源名列第一。

步入暮年后，吴清源在神奈
川县小田原的一个养老院静养。
据《读卖新闻》报道，今年 6 月，在
百岁生日宴上，亲朋好友合唱生
日快乐歌时，他还面带微笑，精神
矍铄。吴清源还在生日宴上说，
期待中日通过围棋进一步加深友
好关系。但在 11月 30日凌晨，其
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不幸离世。
有人说，他只是换一个世界下
棋。④11 （据新华社电）

简 介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高峰论坛是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河南省工商联直属 45个协会鼎力支持的集聚区年度盛会，
每年都会有 300多位金融界、投资界、企业界、工商界精英聚首，是目前我省规格最高、影响最大、最权威的集聚区发展专业论坛，今年是第三届。

本论坛以河南日报《产经天地》专版为媒体支撑，致力于打造三个平台：一是宣传平台。截至目前，《产经天地》专版刊发集聚区理论文章、招商信
息、发展思路、领导访谈 100篇，为全省集聚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二是招商平台。立足媒体优势，团结全国专业招商机构，各商会，帮助全省各
集聚区招商，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为 3个集聚区实现成功招商。三是研究平台。2013年，成功组建河南日报产业集聚区研究中心，签约全国区域经济
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知名咨询机构、园区运营机构等领域的专家，为我省集聚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主题: 新常态 新产业 新趋势

暨第三届河南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暨第三届河南产业集聚区高峰论坛

主办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特邀主办特邀主办：：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试点园区

不能错过大会的五大理由
1.权威发布：本次会议上，将发布“河南省 2014年集聚区发展报告”，掌握全省集聚区发展最新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最新依据。

2.高端对话：近距离对话我省知名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专家，了解国家经济下一步发展动向，更好调整、借力区域经济发展。

3.传经送宝：学习了解全国最前沿、最先进园区的招商、运作经验，接触全国骨干园区运营商，为园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商会直击：本次会议将组织全省如河南省浙江商会、河南省江苏商会在内的多家直属商会，各集聚区可紧密交流，扩大招商。

5.案例分享 ：通过优秀园区的案例分享、互动性极强的设计环节，如圆桌会议、快速社交论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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