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2013 年至今，弘通围棋周刊共刊出了 36 期。现将栏目名称与文章

标题汇总于下，以便关注弘通围棋周刊的棋迷朋友们检索。 

 

卷首语 

第一期：发刊词 

 

弘通评论 

第二期：当中韩战入酣境——从人才比拼到制度比拼（杨烁） 

第三期：苦手的梦魇（杨烁） 

第四期：成见不是好东西（杨烁） 

第五期：儿童围棋时代的前夜（杨烁） 

第六期：迟到是一种遗憾？（杨烁） 

第七期：复辟日•四年轮回•古力外战 100 胜•古力又一次拯救了中国围棋（临渊司马） 

第八期：聂门与木谷道场（杨烁） 

第九期：柁嘉熹够不够九段？（杨烁） 

第十期：纪录是用来打破的（杨烁） 

第十一期：八零九零后大乱斗（杨烁） 

第十二期：响在复辟歌声里的冲锋号（杨烁） 

第十三期：一人六冠与六人六冠（杨烁） 

第十四期：从农心杯败退再看日本围棋的堕落（杨烁） 

第十五期：拿什么拯救你，围甲影响力（杨烁） 

第十六期：在末日之前输给你（杨烁） 

第十七期：台湾围棋年末小高潮（杨烁） 

第十八期：一年将尽夜，万颗棋界心（杨烁） 

第十九期：老同志也有春天（杨烁） 

第二十期：再说赞助商与围棋（杨烁） 

第二十一期：别了，BC 卡杯（杨烁） 

第二十二期：总有一个机会复活（杨烁） 

第二十四期：千载之下话元白（杨烁） 

第二十五期：多赢不算赢，后赢才算行（杨烁） 

第二十六期：比冠军更难得的是智慧（杨烁） 

第二十七期：师夷长技，还是坚持自己？（杨烁） 

第二十八期：成为顶尖不容易（杨烁） 

第二十九期：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杨烁） 

第三十期：还能再巧合一点么？（杨烁） 

第三十一期：赢多了总要输一输（杨烁） 

第三十二期：下棋难，办赛亦不易（杨烁） 

第三十三期：李昌镐创下单项世界大赛连续最多届参赛纪录（杨烁） 

第三十四期：三国棋圣谁更强（杨烁） 

第三十五期：千里狂风，始于规则（杨烁） 

第三十六期：中国棋界“名誉冠军”有几多（杨烁） 

 

每周人物 

第一期：孟泰龄（第 4 届衢州烂柯杯冠军） 



第二期：欢聚太短，思念太长—写在古力李世石第 29、30 盘对局后（临渊司马） 

第三期：江维杰（第 3 届常德杯世界名人争霸赛冠军） 

第四期：崔精（第 6 届韩国元老女子擂台赛终结者） 

第五期：芈昱廷（2012 中国围棋个人赛冠军） 

第六期：李昌镐（夺得 2012 柳州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冠军） 

第七期：古力（状态恢复，孤身打入第 17 届三星杯四强，成为中国队唯一火种） 

第八期：李赫（百灵爱透杯女子业余擂台赛三连胜，使女队大比分领先） 

第九期：陈耀烨（第九届中国倡棋杯冠军） 

第十期：陈祖德 

第十一期：时越（孤身捍卫中国围棋在第 17 届 LG 杯中的荣誉，打入决赛） 

第十二期：檀啸（夺得永城杯第 25 届名人战冠军，“檀名人”诞生） 

第十三期：井山裕太（3:0 零封张栩夺得第 60 期日本王座战冠军，成为日本棋史上最年轻的

五冠王） 

第十四期：崔哲瀚（恢复状态，在农心杯第二阶段连胜王檄、村川大介，将中韩对抗的格局

延续下去） 

第十五期：李世石（连续打入三星杯、春兰杯决赛，巩固韩国围棋第一人位置） 

第十六期：李世石（2:1 击败古力夺得第 17 届三星杯冠军，成为首位蝉联弘通“每周之星”

的棋手） 

第十七期：毛睿龙（夺得第四届龙星杯冠军，获得职业生涯首冠） 

第十八期：李赫（连胜郑宇航、胡煜清，提前终结百灵爱透杯女子业余擂台赛） 

第十九期：李昌镐（打入第 31 届韩国 KBS 杯决赛，获得亚洲杯参赛资格）/弘通围棋每周

人物回顾 

第二十期：周睿羊（夺得首届百灵爱透杯冠军，获得个人世界大赛首冠） 

第二十一期：古力（新婚后棋圣战、理光杯、天元战五连胜，成为新年来“八零后”坚守的

旗帜） 

第二十二期：古灵益（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天元挑战权，状态上升） 

第二十三期：朴廷桓（2:1 击败李昌镐，获得韩国 KBS 围棋王战三连霸） 

第二十四期：时越（夺得第 17 届 LG 杯冠军，成为中国棋界第十位世界冠军） 

第二十五期：朴廷桓（连胜谢赫、江维杰，首任主帅助韩国队捧起农心杯） 

第二十六期：范廷钰（夺得第七届应氏杯冠军） 

第二十七期：井山裕太（夺得第 37 期日本棋圣战冠军，成为日本棋史上首位六冠王） 

第二十八期：金志锡（在第三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对抗赛中赢得主将战，助韩国队首次夺冠） 

第二十九期：古力（战胜张栩夺得第 14 届阿含桐山杯中日冠军对抗赛优胜，助中方十连胜） 

第三十期：王檄（夺得第 2 届中信银行杯冠军） 

第三十一期：崔精（三连胜助韩国队夺得第 2 届黄龙士杯女子擂台赛冠军） 

第三十二期：崔烘允（LG 杯预选赛连胜江维杰、常昊两大世界冠军，引人注目） 

第三十三期：金志锡（GS 加德士杯 3:0 零封李世石，夺得职业生涯第二冠） 

第三十四期：周睿羊（3:2 大逆转夺得中国棋圣战冠军） 

第三十五期：常昊（打入倡棋杯本赛，捍卫龙辈棋手尊严） 

第三十六期：陈耀烨（击退古灵益，实现中国天元五连霸） 

 

弘通擂台赛 

第三期：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重燃战火 朴文垚胜范廷钰达成五连胜 

第四期：弘通擂台赛前九局回顾 



第五期：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第十局点评（临渊司马） 

第九期：弘通杯擂台赛迎来时越表演周 95 后出局 80 后仅存古力（丁凡） 

第十三期：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尘埃落定 檀啸胜古力 90 后队夺冠（丁凡） 

第三十三期：弘通杯国家队青蓝擂台赛启幕 江维杰柯洁各擅胜场 

第三十五期：柯洁击败彭立尧守擂成功 国家队青蓝擂台赛两队战平 

第三十六期：弘通杯国家队青蓝擂台赛柯洁止步三连胜 柁嘉熹二连胜成擂主 

 

赛事传真  

第五期：北京大学生联赛览胜 

第八期：首届北林弘通杯围棋争霸赛圆满落幕 

第二十七期：第二届北京市大学生围棋联赛开幕 弘通围棋网首次承办 

第二十九期：第 2 届北京市大学生连胜第 3 轮综述（缪则皓） 

第三十三期：2013 弘通杯国家围棋队青蓝擂台赛启幕 

 

弘通棋评 

第十二期：日本围棋的真实实力（一）：井山裕太强不强？（俞斌九段讲解） 

第十三期：日本围棋的真实实力（二）：年轻人还是差得远（俞斌九段讲解） 

第十四期：日本围棋的真实实力（三）：老将到底有多牛？（俞斌九段讲解） 

第十五期：日本围棋的真实实力（四）：张栩怎会被爆冷？（俞斌九段讲解） 

第十六期：日本围棋的真实实力（五）：井山出国一盘菜？（俞斌九段讲解） 

第二十一期：2012 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一）：周睿羊胜谢赫豪取三连胜（华学明七段解说） 

第二十二期：2012 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二）：朴文垚胜范廷钰豪取五连胜（胡耀宇八段解

说） 

第二十四期：2012 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三）：时越终结范廷钰五连胜（华学明七段解说） 

第二十五期：2012 弘通杯国家队擂台赛（四）：檀啸击败古力终结擂台赛（胡耀宇八段解说） 

 

弘通对阵图 

第二期：建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各届比赛对阵图 

第三期：中韩天元对抗赛 

第四期：第 6 届韩国 GG 拍卖杯元老女子擂台赛 

第七期：第 2 届中国龙星战对阵图 

第八期：第 14 届中国阿含桐山杯（本赛阶段） 

第九期：第九届倡棋杯（本赛阶段） 

第十期：第三届苏州穹窿山兵圣杯 

第十一期：第 25 届永城杯中国名人战（本赛阶段） 

第十二期：第十届建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本赛阶段） 

第十三期：第 8 届中国威孚房开杯 

第十六期：第 17 届三星杯（本赛阶段） 

第十七期：第 5 届中国钻石杯龙星战（本赛阶段） 

第二十期：第 17 届韩国天元战（本赛阶段）/第 1 届百灵爱透杯（本赛阶段） 

第二十一期：BC 卡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本赛阶段） 

第二十二期：第 27 届中国天元战（本赛阶段） 

第二十四期：第 17 届 LG 杯（本赛阶段） 

第二十六期：第七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第二十七期：第 12 届中国西南王战 

第二十八期：第 8 届日本大和证券杯（本赛阶段） 

第二十九期：第 14 届韩国麦馨杯（本赛阶段）/第 60 届日本 NHK 杯 

第三十期：第 2 届中国中信银行杯电视快棋赛 

第三十一期：第 13 届中国理光杯 

第三十三期：第 18 届韩国 GS 加德士杯 

第三十四期：第 1 届洛阳龙门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本赛阶段） 

第三十六期：第 20 届建桥杯中国新人王战 

 

弘通等级分  

第五期：2012 年 9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出炉 

第十期：2012 年 10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出炉 

第十五期：2012 年 11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出炉 

第十八期：2012 年 12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名及年终盘点 

第二十二期：2013 年 1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 

第二十五期：2013 年 2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 

第二十九期：2013 年 3 月份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 

第三十四期：2013 年 4 月弘通国际等级分排行榜 

 

弘通数据榜 

第二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9 月 9 日） 

第三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9 月 15 日） 

第四期：富士通杯多胜排行榜 

第五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第六期：东洋证券杯多胜排行榜 

第七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10 月 13 日） 

第九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10 月 27 日） 

第十一期：中国职业棋手多胜榜（截止 2012 年 11 月 10 日） 

第十五期：2012 年全国围甲数据 

第十六期：数字三星杯 

第十八期：2012 年职业围棋数据排行榜 

第二十一期：数字 BC 卡杯 

第二十二期：中国围棋多胜排行榜（截止 2013 年 1 月 31 日） 

 

弘通之最 

第二十六期：职业棋局最长手数 

第二十七期：职业赛事终局胜负差距之最 

第三十期：围棋史上最年长冠军 top10（上） 

第三十一期：围棋史上最年长冠军 top10（下） 

第三十四期：围棋史上最年少冠军 top10（上） 

第三十五期：围棋史上最年少冠军 top10（下） 

 

年度对局 

第十八期：弘通围棋 2012 年职业棋坛十二大对局 



第二十三期：年度最佳/年度女将/年度新锐/年度纪念/年度女将/年度规则 

第二十六期：2013 年 2 月弘通围棋最佳对局 

第三十期：2013 年 3 月弘通围棋最佳对局 

第三十四期：2013 年 4 月弘通围棋最佳对局  

 

深度评论 

第一期：当围棋走向公开：围棋现代性的需要——奖金制公开赛的利与弊（杨烁） 

第二期：当围棋走向公开：盛世危言•生于 2009•死于……？（临渊司马） 

第六期：三星杯的余韵及其他（杨烁） 

第八期：农心杯夺冠必胜指南（临渊司马） 

第十八期：洪流 2012：在末日的喧嚣下乱离·谁家少年·谁家天下（一）（临渊司马） 

第十九期：洪流 2012：在末日的喧嚣下乱离·谁家少年·谁家天下（二）（临渊司马） 

第二十二期：洪流 2012：在末日的喧嚣下乱离·谁家少年·谁家天下（三）（临渊司马） 

第二十五期：洪流 2012：在末日的喧嚣下乱离·谁家少年·谁家天下（四）（临渊司马） 

 

围甲视点 

第二期：第 14 轮：上届亚军绝尘而去•卫冕冠军踏向深渊（临渊司马） 

第六期：第 15、16 轮：终点急速迫近•保级圈组成渐明•领头羊的第一个错误（临渊司马） 

第九期：第 17 轮：对冲之轮•悬念重燃•悬念依旧•领头羊的第二个错误（临渊司马） 

第十一期：第 18 轮：终点临近•悬念丛生•领头羊犯下了第 3 个错误（临渊司马） 

第十三期：第 19、20 轮：当围甲还剩两轮•谁能笑到最后•谁将沉沦深渊（临渊司马） 

第十四期：第 21 轮：降级悬念解开 贵州狼顾重庆（临渊司马） 

第十五期：第 22 轮：这一年走向尽头•重庆不再踏入同一条河流（临渊司马） 

第十七期：盘点围甲——六个不易觉察的有趣瞬间（临渊司马） 

第二十九期：围甲各队展望：在变与不变之间 固守或突围（临渊司马） 

第三十期：围甲外援之辩：这是外援最多的一年·这足以说明一切（临渊司马） 

第三十一期：第 1、2 轮：大幕拉开·又一年围甲·又一年胜胜负负（临渊司马） 

第三十五期：围甲第 3、4 轮综述：骇然复活的僵尸军团，以及艰难求生的升班马（临渊司

马） 

第三十六期：围甲第 6 轮综述：乱世重开 or 一枝独秀 每支队伍都有一台折翼（临渊司马） 

 

擂争往事 

第三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楔子·无字枰书（杨烁） 

第四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一回·擂台重启（杨烁） 

第六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二回·梦魇重现（杨烁） 

第七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三回·冰河谷底（杨烁） 

第八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四回·铁门无敌（杨烁） 

第九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五回·上海一夜（杨烁） 

第十二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钢丝上的连霸回评（杨烁） 

第十三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六回·梦幻之役（杨烁） 

第十六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七回·铁幕旧人（杨烁） 

第十七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号外：从中日擂台赛，到真露杯，再到农心杯（杨烁） 

第二十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八回·鏖战烽烟（杨烁） 

第二十一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九回·铁门难撼（杨烁） 



第二十四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回·新人辈出（杨烁） 

第二十五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一回·白发青山（杨烁） 

第二十八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二回·一夫当关（杨烁） 

第二十九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从奇迹到奇迹回评（杨烁） 

第三十二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三回·雄关失陷（杨烁） 

第三十三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四回·痛失良机（杨烁） 

第三十六期：《二十年，谁的擂台》 第十五回·擂台英雄（杨烁） 

 

棋坛人瑞 

第三期：杉内雅男再次刷新世界棋坛最年长赢棋纪录 

第五期：85 岁杉内寿子刷新女棋手最年长赢棋纪录 

第七期：91 岁 11 个月，杉内雅男更新世界棋坛最年长赢棋纪录 

第十一期：陈老当年的对手 

第十四期：85 岁杉内寿子击败梅泽由香里 

第十五期：独家！92 岁杉内雅男最新对局棋谱 

第十七期：85 岁杉内寿子击败矢代久美子，将与藤泽里菜展开超时空大战 

第二十四期：85 岁杉内寿子击败青木喜久代，取得新年第二胜 

第三十二期：杉内夫妇同日告负 93 岁杉内雅男新年三连败 

 

域外传真  

第二期：小林光一加冕名誉三冠（AGUA） 

第五期：赵治勋实现 1400 胜，成为日本棋坛第一人（AGUA） 

第二十期：井山裕太：2013 年年初挑战棋圣 憧憬全冠制霸（AGUA） 

第二十八期：井山裕太：成为六冠感到非常光荣 感谢妻子让自己安定（AGUA） 

 

永恒的纪念 

第十期：弘通围棋网纪念陈祖德专稿 

 

赛事资料库 

第十期：日本本因坊战 

第三十二期：LG 杯国际综合预选赛 

 

周刊索引 

第十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