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16
2017年
10月14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情
趣

社址：：北北京京市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12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79 投递发行：６３５２６１５１ 零售：1 元 ／份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宣工商广字 ００２０ 号 广告热线：63522410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受到父亲的影响 ， 韩冬6岁
开始学围棋， 黑白棋子宛如漩涡
般深深吸引了她的视线， 从此结
下一生弈缘。

上小学时， 她每周去学一次
围棋， 学校也有围棋课， 放学后
接着参加围棋班。 她越学越有兴
趣， 五年级时还专门到北京杏泽
围棋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

7岁时 ， 韩冬第一次参加了
全国性的围棋比赛， 之后逐渐下
出了名气。

2000年左右， 她通过十一连
胜， 获得河北省围棋锦标赛女子
冠军， 后来又获得全国锦标赛团
体第三、 个人第六的佳绩， 评上
业余五段， 相当于国家二级运动
员的水平。

考虑到单纯走围棋职业道路
太窄， 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把围
棋当成业余爱好。 她拿到行政管
理和教育学两个硕士学位， 2014
年毕业后在CCTV5频道做了几个
月， 协助制作一部大型围棋纪录
片， 半年后进入清华， 如今是清
华大学工会宣传部副部长。

韩冬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围棋普及推广活动。 尽管非常辛
苦，但她却乐在其中。 她先后协助
相关部门组织举办“围棋世界行”
论坛、2015年全国职工围棋大赛、
第三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等
数十项活动，受邀参与吴清源“和
平发展贡献奖” 颁奖礼及百岁寿
辰庆祝会 、AlphaGo人机对弈论
坛、中澳围棋交流赛等盛事；还参
加了全国高校教职工围棋赛 （清
华队获得团体亚军）、第二届北京
围棋队际赛超级联赛（清华夺冠）
等赛事。

2017年3月， 韩冬在中国教

科文卫体工会挂职期间， 利用午
休开设了围棋入门培训班， 每周
一次 ， 她为此进行了认真准备 。
因为成人围棋培训很少， 没有大
规模的教学模板， 都要靠自己摸
索， 在开课的几个月里， 她把晚
上时间都拿来备课。

根据机关职工的特点， 她综
合围棋文化和围棋技艺两个方
面， 设计了围棋概论、 一小时学
会下围棋、 围棋诗词大会等十个
主题课程， 还结合业界热点， 比
如人机大战等， 深入浅出进行讲
解。 不仅线下讲， 她同时建立微
信学习群， 在群内进行要点复习
串讲、 作业点评、 分享讨论并辅
导答疑 ， 有效提升了学习效果 。
她还自己出题， 打印百余份发给
学员供课后练习。

一般的兴趣班， 往往报名的
人多 ， 以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
少。 但她的课因为教学内容贴近
实际 ， 幽默清晰 ， 学员不减反
增， 报名的有80人， 坚持上课的
达到110多人 ， 甚至需要提前占
座位，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在7月的结业式上 ， 她还请
来世界冠军常昊、 柁嘉熹， 演员
孙涛出席 ， 给学员带来极大惊
喜 。 基层工作部学员白女士说 ：
“韩老师的讲课内容丰富 ， 讲解
透彻， 引人入胜， 一看就很有大
家风范， 在机关掀起学习围棋的
热潮 。” 信息中心的刘晴因为待
产无法参加最后一堂课， 特地给
她发来微信表示遗憾并道谢。 对
外交流中心的查女士说先生也是
围棋爱好者， 特别羡慕她有这样
高水平又热心的好老师， “上了
您的课后， 我越来越喜欢围棋。”

通过为围棋文化推广做事 ，

韩冬认识了很多专业棋手， 他们
有一个小圈子 ， 常在一起下棋 。
今年她参加 “人机大战” 乌镇围
棋峰会时 ， 与柯洁等人以棋会
友， 畅聊人生。 前段时间柯洁过
生日， 参加央视一个节目， 几个
朋友悄悄到达录制厅， 躲在休息
室里。 到了祝福环节， 大屏幕先
放了一段祝福视频， 然后大门突
然打开， 韩冬他们几个一起走出
来， 让柯洁非常惊喜， 笑着直问
你们怎么来了。 韩冬送给他一个
清华的纪念品， 鼓励他 “自强不
息、 厚德载物， 以后有机会来清
华读书。”

与围棋结缘廿载心意不改 ，
黑白棋子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她
呢 ？ 说起 这 点 韩 冬 侃 侃 而 谈 ：
“围棋不仅能开发智力 ， 更讲究
大局观， 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
关系， 能够修身养性， 锻炼全局
思考的能力； 棋如人生， 围棋棋
理中蕴含了很多人生智慧， 学棋
先学德， 落子无悔， 对工作也有
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加各种围棋
活动、 比赛还能增长见识， 结交
志同道合的朋友， 提升眼界……
好处太多了。”

小小黑白子， 19×19共361个
交叉点， 蕴含着无数变化。 面对
挚爱的围棋， 她还专门写下一首
小诗表达心意：

一捧白子 化作冰山
一捧黑子 泼墨竹宣
一方棋盘 参透人间
一种牵挂 相逢随缘
……
围棋文化 源我中华
世界行走 意义深远
国际传播 启航扬帆
愿作使命 倾付华年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工工会会干干部部韩韩冬冬与与她她的的

获得过河北省围棋锦标赛女子冠军； 参与了 “围棋世界
行” 论坛、 “人机大战” 乌镇围棋峰会、 AlphaGo人机对弈
论坛等一系列高规格的围棋普及推广活动； 与柯洁等知名棋
手是好朋友……拥有如此不俗围棋经历的就是韩冬， 清华大
学的一名工会干部。

在“人机大战”乌镇围棋峰会上与柯洁合影

与美国、 欧洲围棋协会主席合影

参加 “京华杯” 北大清华棋牌对抗赛

参加中国乌镇围棋峰会留念

弈弈世世界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