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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明与基辛格纹枰论道 
 

《围棋天地》杂志  张大勇1 

 

基辛格博士 2011 年出版新著《论中国》，其中有五段文字提到中国

围棋（参见附录）。 

2015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92 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应邀出席这次论坛。

3 月 21 日，春分之夜，京城俱乐部大使厅迎来了这位传奇人物。基辛

格在参会之余赶到中信集团，他曾经担任过中信集团的顾问，当他得知

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是围棋高手时，提出要看望老朋友，向常振明了

解一下围棋。常振明 15 岁的时候已经是北京专业队队员，和聂卫平为

队友，19 岁进国家队集训，1979 年 23 岁获第一届“新体育杯”围棋赛

季军，聂卫平冠军、陈祖德亚军。接着，善于中盘发力的常振明，退役

                                                              
1 本文原载《围棋天地》2015 年 5 期，印《参阅文稿》时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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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了。 

 

44 年前，他第一次接触东方神秘的国度 — 中国， 

44 年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东方神秘的智慧 — 围棋 

 

基辛格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常常在著述中旁征

博引，跨领域地描述政治与外交。他曾用艺术界的“颤流”描述初见毛

泽东时，感受到伟人身上所发出的力量和意志的“颤流”。他阅读过与

围棋有关的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在《论中国》中借用围棋来阐述中国的

外交与战略。不过，遗憾的是，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围棋，对于这个神秘

的东方竞技，学习的心愿由来已久。 

3 月 21 日晚 7 时，基辛格博士来到北京京城大厦，常振明董事长

及中信集团与基辛格博士熟悉的老朋友孔丹、王东明、王斌等迎接贵宾。

寒暄之余，博士的目光被桌上的一方棋枰吸引，他一见到围棋，眼中闪

出异样的光芒，就此开始了与常振明不同寻常的“纹枰论道”。 
 

 
亨利·基辛格博士学习和了解围棋的愿望由来已久 



  3

 

围棋，据说尧时发源于中国，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数千年长河

的积淀与冲刷，围棋的功能形态历经了模仿军事的智力游戏、修身养性

的雅趣活动、争夺锦标的竞技体育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其战略特性，

始终超越游戏的本质，纵横 19 条线 361 个交叉点，子与子之间没有谁

大谁小“人人平等”，黑白分明，规则简单，玄机无限，甚至达到了“千

古无同局”的极致水平。 

常振明向基辛格介绍了围棋的行棋、胜负等特性，引起博士浓厚的

兴趣。他像久经沙场的棋坛高手一样与常振明董事长面枰而坐，深邃目

光透过镜片，不时掠过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陷于冲突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

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风格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

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中西方

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围棋与国际象棋）上。 

—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基辛格博士善弈国际象棋，曾在《论中国》中以国际象棋和围棋的

不同来描述中西方战略的差异：“国际象棋崇尚决战决胜，所有棋子各

司其职地摆放在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而围棋则具有持久战特

性，围棋棋手在空旷的棋盘上布子，不仅要判断棋盘上已有棋子的价值，

还要考虑未知子力的运势。国际象棋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

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而围棋中更多

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的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

杀伤消耗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据地域，逐渐消磨对手棋

子的战略潜力。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常振明说：“我个人的体会是：每一步棋，每一块地域都存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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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最主要的特点是‘Lose the battle, win the war’（为了赢得战争全局

的胜利，可以不惜输掉局部战役）。围棋在棋盘上每个点都可以自由落

子，不像国际象棋以杀死对方的帝王为胜，而是比较谁能围到更多的地

域，比较利益的多寡。所以，国际象棋是战术的游戏，而围棋是战略的

游戏。” 

“围棋对弈的一方在棋局刚开始的时候，是心中就形成一定的战略

谋划，还是根据局势的发展逐渐形成战略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中

提到，围棋的双方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战略。不过，

他对于围棋战略的形成，仍然感觉在概念上有些模糊，很难把握。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上四颗棋子，介绍了围棋布局，接着又以更多的

棋子将棋局引向中盘和官子，阐述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性。“博士在《论

中国》中所讲的‘围棋是战略的游戏’，是完全正确的。棋手在对弈时

都有各自初步的战略构想，随着双方战略的冲突会不断形成战斗和妥

协。既有的战略往往要随时根据棋盘上对手的行动以及形势的变化进行

调整。因为作为对手的另一方是不会轻易让你的战略得逞或者顺利实

施，这就是所谓的‘博弈’。” 

“围棋是否像国际象棋那样，常常有一些固定的开局方式可以遵

循，双方达成暂时的战略默契？”基辛格博士饶有兴致地问。 

“在围棋中常有一些双方均可接受的下法，叫做定式。同时，也有

均可接受的用多个定式和棋子构建的结构，叫做布局。与国际象棋一样，

围棋有很多相对固定的定式和布局套路。但是，因为围棋太深奥了，过

去认为可行的定式或布局，常常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或者被淘汰，

继而出现新的定式和布局。比如，围棋自古以来有‘金角银边草肚皮’

的形象说法，主张先行角、再行边、最后占据中腹。但这样的说法并不

绝对，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围棋理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愈来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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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中腹的重要性，对弈的先着点也不局限于先角后边再中腹的固定套

路，愈发向中腹倾斜。”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与基辛格博士纹枰论道 

 

基辛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是现代围棋的发展颠覆了几

千年来传承的观念？” 

常振明：“好像还不能说是‘颠覆’，但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围棋的

技术总是不断发展的。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像日本、韩国还有西方

国家都参与到围棋活动中来。不同理念的碰撞，使围棋的表现方式出现

了很大的变化。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围棋联盟主席，这个联盟有 70 多个

会员国，而且还在发展中，现在围棋的普及面越来越广泛。” 

基辛格对围棋中有关“势”的概念比较模糊，特地向常振明请教这

个问题。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出实地和外势的形状，介绍围棋以占据地域多少

来分出胜负，在具体的行棋中有实地和外势之分。实地是现实的利益，

可以量化出来的空间，在对局过程中棋手经常以量化出的“目数”多寡



  6

来判断形势的优劣。但还有一种外势，是无法直接量化的，它构成某种

发展的潜力、态势，但是，不一定笃定都可以兑现，需要以后的行棋来

使之发挥效用，最终也要变成量化的“目数”。 

基辛格好奇地问：“围棋的实地与外势有无优劣之分，实战中是占

据实地较好，还是谋取外势更好？” 

常振明：“实地与外势是一种棋形结构里与外的直观体现，没有简

单的优劣之分，需要看全局的配合和未来的发展。高手对弈，必须谋略

两者之间的均衡。实地是看得见、数得出‘目’的实惠，但是，过分追

求实地，追求眼下的实惠，一步一个脚印，招招都能明确数出‘目’来，

势必步调局促，缺乏发展潜力，可能在局势上吃亏；反之，过分张扬外

势，一时气势汹汹，最后力不从心，落实不了，还是白搭。所以，对弈

双方，既要争实地，也要争外势；既要注意压缩对方的实地，也不能忽

视削弱对方的外势。不同的棋手，从布局开始，包括选择定式，偏好都

会有所不同，有的侧重实地，有的强调外势。但是，谁都不能偏废，不

可一味追求实地或者一味追求外势。如何处理好实地与外势的关系，以

及在实战过程中，随着掌握好两者之间的转换，或者以外势变现实地，

或者以实地扩张外势，实在属于‘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事情，没有

办法说出哪个更好。” 

对此，基辛格表示对围棋的“实地”容易理解，但是“势”听起来

总感觉有点虚无缥缈，很难把握。 

常振明赞同基辛格的见解，他特地用计算机来举例。现在计算机的

水平已经能够战胜世界上顶尖的国际象棋高手，因为它运算的速度足够

快，人能计算的各种可能性，计算机均可以涵盖，所以能够实现“擒王

夺帅”的目标。但是，计算机在普通的围棋棋手面前，仍然是一个很低

的“低手”，连一般业余棋手都没法下，就是因为围棋中存在“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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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法量化、从而无从计算的因素。或许可能西方的思维比较现实，更

多注重能够量化的东西，像做生意一样，每一单，吃亏占便宜，都能计

算得清清爽爽。而东方的思维，有的时候，更多注重均衡和未来的发展

潜力，这在围棋的“势”中有明显的体现。当然，无论东方西方，一方

面，眼前日子都过不下去，遑论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只顾贪图眼前占

便宜，没有长远眼光，同样不可持续。 

围棋虽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却不能闷头贪图眼前小利。棋书上说，

“弃小而不为者必有图大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当前走的每一步棋，

都和继续博弈的最终胜负紧密相连。曾国藩说“人生随处有乘除”，经

济学讲就是“机会成本”。不可能好处全让你占了。真正难的是选择、

取舍和把握好眼下实利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新常态下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

中间找到平衡点，这就使我想起中国人发明的围棋，既要谋势，又

要做活。做活有两只眼，稳增长和调结构就是两只眼，做活了才能

谋大势。 

— 李克强在 12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基辛格在担任中信集团的顾问期间，与中信的历任领导都很熟悉，

他多次到访中信集团，也多次去荣毅仁先生的家中作客。当时他曾听荣

先生说过，中信是邓小平先生倡导创立的，成立之初国家只给中信两个

亿。基辛格还曾经怀疑这个公司能否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发展下

去。没有想到今天中信会发展成为资产近五万亿的大公司，就像中国这

35 年来的巨大变迁一样，令他震惊。 

常振明介绍说，中信是 1979 年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

毅仁先生创办的。成立以来，中信集团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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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开辟出一

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

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如今中信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

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

资产管理、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

产业等行业和领域，具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 
 

 

基辛格博士参观中国中信集团 
 

基辛格博士虽然年逾 90，思路依然敏锐，很快将话题转到经商上，

认为常振明既然是围棋高手，以围棋的谋略来排兵布阵，经商应该有很

大的优势。 

常振明介绍说：“在商业活动中，我们总要与别人合作，合作时有

竞争也有妥协，这一点与围棋是相通的，要有战略与舍取。不久前，李

克强总理以围棋来比喻中国的经济，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时，形象

地将稳增长和调结构比喻成围棋的两只眼，既要谋势，又要做活，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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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才能谋大势。” 

“我想，围棋与外交的法则也是相通的。对弈的时候，需要诱导你

的对手如何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然后以自己的策略打败他。”基辛格

博士又敏锐地将话题转到外交上。 

常振明回应道：“问题在于对弈双方都会这样想，这样希望，希望

对手会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所以，这就要求双方，特别是高手对弈，

充分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意图。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不同的策略，是

围棋竞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仅事先要相互了解，而且在实战过程中，

从对方每一个落子，判断并且读懂对方的思路和考量。所以，我们也称

对弈为‘手谈’，就是不用语言的相互理解、对话，甚至包括情绪的表

达。‘谈’到什么程度？你看围棋，很多顶级的重大比赛，常常有中盘

结束的。明明下了一半，半边棋盘还是空的，决没有象棋那样，老将被

围逼住，不能动了，不是‘将’死了，中盘就结束了，不用再下了。这

样的胜负结局，其他游戏好像不多。因为明明没有走完嘛，继续走下去，

对方还可能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行棋，甚至还可能出‘昏招’，下错棋

呢。没有侥幸，没有万一，结束了。不仅对弈的双方，包括看棋的观众，

似乎已经超出了在信息搜集和掌握意义上的了解，而是对棋局、棋理本

身的理解了。围棋能够达到这种理性境界，所以是谋略最深厚的竞技。

所以围棋的思维，有的时候，可以和军事、外交、哲学以及商业等联系

起来。三国时期关羽刮骨疗毒、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等，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军事家弈棋的传说，正是因为与其它战术类的棋类游戏的不同，

围棋是具有战略高度的游戏。” 
 

中信出版社于 2012 年 10 月出版了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这次

访问，基辛格欣然在中国版的《论中国》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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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虽然读到、甚至还写过和围棋有关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

见过真正的围棋，今天能够见到，并且了解一些围棋知识，尤其围棋高

手对围棋的理解，实在很有意义。希望中信出版社能出版有关围棋战略

的书籍，我会以读者的身份阅读。” 

基辛格博士通过与常振明董事长这次不同寻常的围棋交流，越发感

受到围棋哲学的深奥。临别时，博士意犹未尽地说：“我们要是一直聊

围棋，可能会聊上好几个小时。” 

常振明董事长希望基辛格博士经常关注围棋，围棋的魅力在于，即

使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意境。 

 
 

附：基辛格《论中国》中的围棋论述节选 

 

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棋盘上横竖各

19 条线，对弈开始时棋盘上空无一子。对弈双方各有 180 枚棋子可用，

子与子没有差别。两位棋手轮流在棋盘任何一点上落子，占据有利地形，

同时设法包围吃掉对方的子。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

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

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

的地盘犬牙交错，一方常常仅占有微弱的优势。对于一个外行人，从棋

盘上并不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 

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方将死，即把对手的王或后

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绝大多数的国际象棋比赛靠消耗对方实力或

偶尔靠一着妙手取胜。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

希望获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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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中，毛泽东和他的左膀右臂们使用“防

止战略包围”这个围棋的概念来看待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令外部世界

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阵营，只要中国政

府认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 

…… 

中国人本能地运用围棋思维，在他们看来，美国出兵朝鲜，派舰队

进入台湾海峡，等于在棋枰上下了两颗子，有意形成对中国的包围，这

着正是中国最担心的。 

…… 

1979 年 2 月，邓小平离开美国。回程中他在围棋棋盘上布下最后

一颗棋子 — 途经东京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