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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路 
 

 
图001 (黑1 – 白10) 

黑1: 这个问题主要题目是大黑小组的状
况在右上方，但是行动开始的在右下
角。 

白4: 白色设法逃脱入中心，… 

黑9: …什么黑色可能顺利地防止。 

 
图011 (黑11 – 黑19)     <1/0> 

("<x/y>"在说明右侧意味"x黑色/y白色被夺取
的石头"。) 

黑17: 在17的扑为黑色是必要的，… 

 

黑19: …，但是跟随他应该克制再做那么
用这只手的可利用的来源。 

[看见在第26页的变异] 

在这第二扑的解释在一个分开的章节跟随
。我们无法在坏结束以后发现序列那
里为黑色。 

[看见在第60页的解释] 

在右边的二个白色小组和黑一个在他们之
间构成临时雙活的部分。大黑右上小
组能只得到一只眼睛。因此黑色必须
设法与他的石头居住在底部或至少得
到足够的贵妇人，什么将使他夺取在
右下角的白色石头，解决临时雙活。 

 
图020 (白20 – 黑23) 

黑21: 交换黑色21和白色22现在是非常重
要的。否则白色将有选择使用在21她
自己，强迫黑色用手填写他的上部小
组的一个贵妇人在22。并且这块另外
的黑石头也许是有在将来被夺取的危
险不少时刻，构成白色疆土的部分。 

黑23: 黑色在角落的2-1点不可能使用。 

[看见在第26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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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4 (白24 – 黑27) 

白24: 不应该演奏这只手在25由白色(黑
色将被迫回答在24)。如果黑比这里
航行围绕等待他的陷井，他将取得一
个更好的结果。 

[看见在第27页的变异] 

黑27: 因为他无法夺取三块白色石头，黑
色必须跑在他的与27的小组生活。 

[看见在第31页的变异] 

 
图028 (白28 – 黑37) 

白28: 白色不可能给打吃在29。 

[看见在第33页的变异] 

白36: 黑色道路到左边现在是路过的白色
。在向上37黑的奔跑以后試應手。 

 
图038 (白38 – 白42) 

白42: 白色不必须允许石头黑链子有超过
二贵妇人。枷吃太慢的在这里。 

[看见在第33页的变异] 

 
图043 (黑43 – 白44) 

白44: 白色不可能顺利地阻拦黑色道路，
也是。 

[看见在第34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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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5 (黑45 – 白50) 

白46,48: 要尝试枷吃(在48或50)用这些
手不会是成功的，如显示在白色的42
变异。 

白50: 有些手白色后不会有在阻拦黑色道
路的成功。 

[看见在第36页的变异] 

 
图051 (黑51 – 白60) 

白60: 因为她不会赢取以下劫，白色无法
在59之上阻拦用这只手。 

[看见在第37页的变异] 

 
图061 (黑61 – 白70) 

黑67: 黑色现在被关闭。所以他必须切开
白色队伍和… 

黑69: …保存他的切口石头。 

白70: 白色在更低的边必须居住。她不可
以向黑右上小组求助。 

[看见在第38页的变异] 

 
图071 (黑71) 

黑71: 仅黑色选择是设法杀害在左边的白
色小组。黑色不可能夺取三块白色石
头里面他的被包围的中心小组。 

[看见在第39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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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72 (白72) 

白72: 但是在其他边白色不可能夺取黑中
心小组，也是。 

[看见在第40页的变异] 

 
图074 (白74 – 黑77) 

黑77: 明显的看的想法照看在左下意志的
三块白色石头在左边的白色生活中结
束。 

[看见在第41页的变异] 

 
图078 (白78) 

白78: 尝试连接在第三条线被谴责对失败
。 

[看见在第42页的变异] 

 
图079 (黑79 – 白82) 

黑81: 5月神色喜欢更加有效的一点低在
创造團子，但是那不会证明真实。 

[看见在第42页的变异] 

白82: 白色从扑被否认。 

[看见在第43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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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83 (黑83 – 白84)     <10/0> 

黑83: 黑色修造了在左边的过大的点眼。 

白84: 在白色捕获以后九块黑石头，足够
惊奇地她无法得到二只眼睛。 

 
图085 (黑85) 

黑85: 在另一边，黑色无法减少白色空间
注视到一更小一个。 

[看见在第43页的变异] 

 
图086 (白86 – 黑95) 

黑91: 我的问题，如果这只手可能被演奏
在92，在"问题"被谈论章节。 

[看见在第21页的解释] 

黑93,95: 黑色由二点减少右上的白色疆
土用这些手中的每一只。 

 
图096 (白96 – 黑105) 

黑97: 但是他不可以去其中任一在这立以
后促进，什么也毁坏二点白色疆土，
无需影响他的右上方小组的贵妇人。 

黑99: 在右上角的任何另外手将花费他他
的一生活消费單官。 

[看见在第44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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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白106 – 黑115) 

(在所有手数字比100伟大的图和图当前手数字
的仅前二个数字被显示。) 

 
图116 (白116 – 白122)     <15/0> 

 
图123 (黑123 – 白130)     <20/0> 

 
图131 (黑131) 

黑131: 黑色必须做着手成白色4点眼睛的
中心在左边。 

[看见在第46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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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白132)     <40/0> 

白132: 对于整体的意外是世界白色(谁小
心地听了德国級球员)现在选择不可
能为早先六十只手顺利地被演奏了的
132的一只手。 

 

她夺取二十块黑中心石头! 

 

看什么到目前为止假设得是白色的最佳的
手，请： 

[看见在第47页的变异] 

 

 
图133 (黑133)     <40/4> 

黑133: 黑色必须夺取在右下角的白色小
组。 

 
图134 (白134 – 白138)     <43/4> 

白134: 非常重要着手。 

如被提及在变异的结尾黑色99(请参见第 
44页)，白色的是一只手后边，如果
她继续采取黑右上小组的單官与134
的。这里黑色丢失一些问题的疆土。 

[看见在第51页的变异] 

 
图139 (黑139 – 黑141)     <44/4> 

白142: 山田晋次四段专家找到这托。它
比打吃给白色在最左上侧角落的一个
更好的结果一点在右边。 

[看见在第53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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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黑143) 

黑143: 黑色无法抵抗。 

[看见在第54页的变异] 

请注意:变异包含雙活。因而山田先生序
列在左边的白色小组以后只是可能的
安全地居住(那手段在采取黑中心小
组以后委员会)。 

 
图144 (白144 – 黑153)     <45/4> 

 
图154 (白154 – 黑163)     <46/19> 

黑155: 手定货真正地重要的在这里。它
是不赞同的为了黑色能连接在打吃的
他的一块石头。 

[看见在第54页的变异] 

白160: 是先手并且防止在露天场所的黑
活动在中心。 

[看见在第55页的变异] 

黑161: 黑色必须连接。 

[看见在第56页的变异] 

白162: 白色有采取的先手最后可贵的点
。 

 
图164 (白164 – 黑171)     <46/36> 

黑171: 最终黑色必须采取在右边的白色
石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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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末端" 

 
图 "比分" 

 

由2点的白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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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发阳论笫120题 
 

问题 

 

递和赢取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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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决最困难的问题永远？ 
 
有许多书关于爱好者的盲点。但是什么可

以是专家的盲点的原因这个问题的？ 

您是否在哪里记得关于选择的评论白色的
72(参见第40页)，它阐明，采取二十
块黑中心石头结束徒劳白色的？ 

 
"在及早采取黑中心以后" 

这里再显示发生的委员会位置。黑色由大
边际赢取，因为白色疆土的边界没有
被安定，并且白色不可能夺取在左边
的五块黑石头。 

 
"在主要道路安定的边界" 

但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图片显示我们是否设
法设置边界类似主要道路的路线并且
让黑采取在右边的白色石头委员会。 

现在石墨小于前面，他只大约前面十四点
。 

请切记黑色实际上将演奏三+五+四+一个
扔石头填装在左边的大点眼，给十三
个囚犯白色。白色能得到另外的二或
三点在中心，提出白色的总共十五到
十六观点，什么在她的偏爱可能转动
抓阄转轮。 

因此黑色将丢失他的导致一更加伟大延伸
，越紧密我们来到末端。这个事实是
它似乎落入忘却在手72和132之间。
并且它需要爱好者显露夺取的可能性
二十块黑中心石头在唯一的片刻，它
可能顺利地被执行。 

 

此外并且我们全部将必须等 

最困难的问题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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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暗藏的意思的一块黑石

头？ 

 
"一块过剩黑石头？" 

因为我写了第一篇德国圍棋学报文章关于
这个问题，一个问题时常我想到了： 

"什么是偏僻的黑石头的暗藏的意思在第
一行的在右上方(白色)角落？" 

基于显示的对序列的我业余的理解这里从
问题设置的石头不能从委员会被去除
不莫名其妙地影响任何人它。有一个
例外：在右上的那块后面石头。 

 
"不是问题为什么象这样设定了？" 

决赛成绩不会是受影响，如果一个采取这
黑色和，即邻居白色石头委员会，在
行动开始之前。 

在他的天才，井上道節因碩想象某事与这

块石头，我是绝对肯定的。但是什么？

 
"或者象这样？" 

第二个问题，答复是远高于我的等级，是
，如果它是可以想象的去除在第一行
的那一白色石头只那里在右上角。 

那将导致黑白石头的一个相同数字在委员
会的并且修理关于这个问题的小伤疤
(记住，它是黑的递)的那在问题设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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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右上角？ 
 
右上角似乎是唯一的地方减少白色疆土。 

但是一个人必须记住白色总是有继续對殺
的选择在右上方，在她夺取了二十块
黑中心石头之后。参见这對殺，她在
主要道路使用的着手丢失三只手。 

 
"一个等值" 

如果一演奏在那對殺的其他手除了那些在
右上角，一个将得到在与显示的图是
等效的以上的委员会的一个位置。两
黑白有五單官，它是黑色轮。 

 
"在主要道路以后" 

有没有比走主要道路序列二或三点更好为
黑色？我没有发现其中任一。一个尝
试可以在第68页找到。 

怎样留下活动范围？ 

 
"留下活动范围" (黑91) 

在右上角的另一黑手党也许是这一个在91
(在主要道路黑色用这只手这时连接
在左边和白色戏剧的打吃用她92)。
这只手毁坏三点标记用白色疆土三角
，无需损害黑單官。白色在这个区域
，但是一个将需要五只手采取黑單官
(而不是以前三只手。但是记住那连
接在左边的开放打吃将花费黑色一只
手)。 

 
"双方居住" (白92 – 黑97)     <12/1> 

或许提出在旁边问题也许是可能的白色是
否能在显示的生活生活情况以后赢比
赛以上，委员会整体右下处所在雙活
将依然是。我假设比赛是极端接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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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果断问题将是防止在左上部的白色
官子与退在97是否黑色是可能的。请
注意:这只手是先手反对白色中心小
组。这个小组只现在是处于将减少的
危险中到一只眼睛，什么将强迫白色
夺取二十块黑中心石头，输掉比赛。
但是，如果白色允许黑手党在97，她
将输掉比赛，也是。 

[看见在第###页的变异92] 

我假设白色没有被迫解决与96的劫。反而
，她能开始在最左上侧的官子。 

[看见在第###页的变异94] 

 
"失去的二三点" (白92 – 黑97) 

如果白色走一条更加简单的道路，她将回
答在92，采取一黑單官。这只手也使
不可能为了黑色能得到眼睛这里。 

黑色那么迟早将必须回来到左边和连接在
93，返回到什么将跟随主要道路-
以一个果断例外： 

如显示这里用手在94，白色能防止其中一
黑色在右上角的先手戏剧，造成点的
二点好处标记用三角。 

但是染黑有另一个选择，赢取他比赛，以
我所见。 

[看见在第###页的变异85] 

因此白色必须防止那"坏形状"黑色91的手
。 

[看见在第###页的变异95] 

并且问题遗骸黑色是否及早有别的机会。 

[看见在第###页的变异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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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发阳论笫120题 
 

变异 

 

递和赢取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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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变异 结果  看见页

      

黑19  其次扑。 所有作为下面 26 / 60

黑21  在右下角。 看见白色132 

黑23  在更低的权利的2-1点。 白色胜利  26

白24  在更低正确的1-2点和…   27

 黑27 …消失。 白色胜利  

 黑27 …夺取三块石头。 黑+ 2 黑+ 4 29 / 63

黑27  三块石头捕获。 白色胜利  31

白28  打吃从外面。 黑色胜利  33

白42  枷吃。 黑色胜利  33

白44  尝试阻拦和…   34

 黑45 …夺取三块石头。 白色胜利  

 黑45 …减少單官。 黑色胜利  35

白50  尝试阻拦和减少單官。 黑色胜利  36

白60  尝试阻拦和演奏劫。 黑色胜利  37

白70  减少單官。 黑色胜利 黑色胜利 38 / 67

黑71  夺取三块石头。 白色胜利  39

白72  夺取二十块石头。 黑色胜利  40

黑77  夺取在左下的石头。 白色胜利  41

白78  尝试连接在第三条线。 黑色胜利  42

黑81  團子尝试。 白色胜利  42

白82  扑。 黑色胜利  43

黑85  里面扑下面或着手。 白色胜利  43

黑99  挤入右上角。 白色胜利  44

黑131  夺取三块石头。 白色胜利  46

白132  在左边的官子。 黑色+3点 黑色+5点 47 / 78

  没有黑21-白22。 黑色+1点  49

白134  减少單官。 黑色+2点 黑色+3点 51 / 80

白142  在左上部的打吃。 和棋  53

黑143  尝试切开。 白色胜利  54

黑155  除在左下的一块石头之外。 白色+3点  54

白160  另一先手在中心。 白色+1点  55

黑161  没有直接答复。 白色+4点  56

 

 

 

 

  主要道路 白色+2点 白色+1点 7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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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9变异 

 
图19.1 (黑19 – 白20)     <2/0> 

黑19: 扑第二次被认为不是一个好想法。 

 
图19.2 (黑21 – 白22) 

黑21: 黑色必须防止一只白色眼睛，因而
填装在一非常重要單官。哪些以当前
观点稍后是必要的在對殺。 

[看见在第60页的解释] 

 

黑色的23变异 

 
图23.1 (黑22 – 白26)     <4/0> 

黑23: 黑色在角落不可能使用在2-1点。 

白24: 白色的单一方式将使用在点由黑色
摒弃并且连接她的一块石头。 

 
图23.2 (黑27)     <4/1> 

黑27: 即使黑色演奏这块石头在A或B，他
没什么在决赛成绩会改变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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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白28 – 黑31) 

白28: 使用在角落白色是不必要的，黑色
由巨大接近的困难签字那里。她采取
外部單官。 

黑31: 在这个角落的发生的雙活真正地不
帮助黑色。 

 

  白色赢比赛。   

 

白色的24变异 

 
图24.1 (白24)     <3/0> 

白24: 没有关于这变化的声明在来源上安
排我的。这里评论与Meinhardt Joac
him一起解决了。 

 
图24.2 (白25 – 白26) 

黑25: 这个黑答复是牵强的。 

白26: 在那里这只手说谎在错误跟随包括
主要道路路线。的等待之后的一个陷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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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黑27 – 白70)     <23/0> 

黑27: 当他跑到与27的左边在主要道路时
，黑色落入这个陷井。进一步飞行暂
时走主要道路。 

白70: 在他们到达了上端之后，但是这里
白色能夺取二十块黑石头。 

 
图24.4 (黑71)     <23/4> 

黑71: 黑色夺回。 

 
图24.5 (白72 – 白76)     <24/4> 

白72: 白色做着手，照常。 

黑75: 这个角落的具体特征在接近造成黑
困难白色石头。 

 
图24.6 (黑77 – 白78) 

白78: 与这里主要道路白色不同快速地是
决定性步骤。 

 

  白色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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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7 (黑27)     <3/3> 

黑27: 作为黑色的第二种可能性依然是夺
取三块白色石头。什么是正确的这次
，在对主要道路的相反。 

在这只手之上在任何时候是可能的在黑色
29和黑色69之间，但是这些变异是可
能此中属于作为在手上顺序的一个变
化。 

 
图24.8 (白28 – 黑71) 

白28: 白色必须防止二只黑眼睛。以后在
主要道路详细解释的那只手旅途开始
。 

 
图24.9 (白72 – 白86)     <12/3> 

 
图24.10 (黑87 – 白100) 

 
图24.11 (黑101 – 白12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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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2 (黑125 – 白132)     <22/3> 

 
图24.13 (黑133 – 白158)     <27/3> 

 
图24.14 (黑159 – 白170)     <58/3> 

 
图24.15 (黑171)     <58/16> 

黑171: 在主要道路，染黑再得到在右下
角的白色石头。 

 
图24.16 "这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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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7 "比分"  

 

  由2点的黑色胜利。   

 

黑色的27变异 

 
图27.1 (黑27)     <1/3> 

黑27: 黑色夺取三块白色石头。 

 
图27.2 (白28 – 白46) 

白46: 在阻拦黑色以后逃脱那里是二变异
，无有益于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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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3 (黑47 – 白50)     <4/3> 

黑47: 去在壁角的白色石头以后… 

 
图27.4 (黑51 – 白52) 

白52: …展示黑色一單官短小。 

 

  白色赢比赛。   

 

 

 

 

 
图27.5 (黑47 – 白56)     <4/3> 

黑47: 黑色没有在左边的未来。 

黑51: 即使黑色防止白色小组的二只眼睛
，… 

 
图27.6 (黑57 – 白58) 

白58: …他迟到一步太，照常。 

 

  白色赢比赛。   

 



27.06.2008 33 

白色的28变异 

 
图28.1 (白28 – 黑29)     <1/3> 

白28: 白色不可能给打吃这里，… 

黑29: …作为黑色将夺取在他的腹部里面
的三块白色石头。 

 
图28.2 (白30 – 黑31) 

白30: 如果白色保存她的二块石头在底部
，黑色巩固与31的二只眼睛反之亦然
。这两点是黑生活的见合，可能现在
解决在的雙活。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42变异 

 
图42.1 (白42 – 黑43)     <1/3> 

白42: 枷吃太慢的在这里。 

黑43: 黑色的最简单的措施现在是夺取三
块白色石头。 

 
图42.2 (白44 – 白4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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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黑49 – 黑51) 

黑51: 黑色由一只手赢取在角落的對殺。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44变异 

 
图44.1 (白44 – 黑45)     <1/3> 

白44: 如果白色设法限制黑色，夺取与45
是差错(因为我们以前看见了)。 

 
图44.2 (白46 – 白56)     <4/3> 

黑51: 在底部的白色小组只有一只眼睛，
但是… 

白56: …许多單官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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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 (黑57 – 白58) 

白58: 白色在角落的夺取的竞选中获胜。 

 

  白色赢比赛。   

 

 

 

 

 

 

 

 

 

 

 

 

 

 
图44.4 (黑45 – 白60)     <10/0> 

黑45: 因此黑色必须偶然发生手定货。 

黑49: 此后，在底部的白色小组减少到一
只眼睛作为以前。 

白60: 但是这里白色最终将被迫夺取被包
围的十块黑石头，以后… 

 
图44.5 (黑6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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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白62 – 白66)     <13/4> 

 
图44.7 (黑67 – 黑69)     <14/4> 

黑69: …它将是黑的，现在角落的夺取的
竞选中获胜。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50变异 

 
图50.1 (白50 – 白74)     <14/0> 

白50: 阻拦与白色50导致一种近似结果如
阻拦与白色44。 

 
图50.2 (黑7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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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3 (白76 – 白80)     <17/4> 

 
图50.4 (黑81 – 黑83)     <18/4> 

黑83: 白色是太晚一只的手。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60变异 

 
图60.1 (白60 – 黑63)     <1/4> 

白60: 白色阻拦黑色道路。 

黑61: 黑色夺取唯一白色石头并且得到一
另外的單官，使他夺取与63的三块白
色石头。由于白色在中心被妨害立刻
占领黑石头链子的二單官中的每一，
这似乎稍微是象白色的42变异(参考
第33页)。 

 
图60.2 (白64 – 白6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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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3 (黑69 – 黑71)     <5/6> 

白70: 引导由谚语，白色需要最迟劫可能
的片刻，… 

黑71: …，但是黑色安排二單官。 

 
图60.4 (白72 – 黑73)     <5/7> 

黑73: 终于，黑色收回劫。总体上那里板
是白色的没有充分劫威胁。因此黑色
能夺取在右下角的白色石头与A，连
续给白色二只手，无论哪里她喜欢。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70变异 

 
图70.1 (白70 – 黑99)     <1/3> 

白70: 白色开始减少黑右上小组的單官。 

黑71: 防止白色的二只眼睛在底部。 

黑73,75: 因为他们没有作用对對殺和原
则上对比赛的结果在这变异，这两减
少手的疆土可能忽略这里。 

 
图70.2 (白100 – 白1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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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3 (黑111 – 黑115)     <4/17> 

 
图70.4 (白116 – 黑121)     <5/34> 

黑121: 黑色由一只手在夺取的竞选中获
胜。 

 

  黑色赢比赛。   

 

黑色的71变异 

 
图71.1 (黑71)     <1/3> 

黑71: 黑色夺取三块白色石头。 

 
图71.2 (白72 – 白78)     <4/3> 

白72: 这白色着手留下黑无能为力，如以
前两次显示。在76的黑手党将由白色
74回答。在，在她祝愿时候，白色可
能采取黑石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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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黑79 – 白80) 

白80: 这解决在右边的雙活;白色夺取整
体右边并且由大边际赢取。 

 

  白色赢比赛。   

 

白色的72变异 

 
图72.1 (白72)     <21/0> 

白72: 白色夺取二十块黑中心石头。 

 
图72.2 (黑73)     <21/4> 

黑73: 黑色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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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白74 – 白78)     <24/4> 

白74: 白色做通常着手，但是这次… 

 
图72.4 (黑79 – 黑81)     <25/4> 

黑81: …黑色由非常舒适的边际赢取在角
落和比赛的對殺。 

请记住二个事实以后的： 

1.白色疆土的边界没有被安定。 

2.在左边的五块黑石头不可能由白色夺取
。 

 

  黑色赢比赛。   

黑色的77变异 

 
图77.1 (黑79 – 黑81)     <1/3> 

黑81: 黑色有成功在他的意图夺取在左下
的三块白色石头，… 

 
图77.2 (白82 – 白86) 

白82: …，但是白色在先手巩固一只眼睛
她自己的用这只手。第二只眼睛后将
升起有些手。 

 

  白色赢比赛。   

 



42 27.06.2008 

白色的78变异 

 
图78.1 (白78 – 白84)     <2/0> 

白78: 白色在第三条线试图连接。 

黑79: 但是染黑有在另一边的一些先手手
，从这只手开始。 

白84: 要采取一块黑石头委员会不提供帮
助给白色小组。 

 
图78.2 (黑85) 

黑85: 她不可能逃脱黑包围。 

 

  黑色赢比赛。   

黑色的81变异 

 
图81.1 (黑81 – 白86)     <10/0> 

黑81: 点眼也许看更加紧凑。 

 
图81.2 (黑87 – 白92) 

黑87: 在白色夺取了那里黑石头是在她的
形状里面之后的许多重要点，但是它
将结果那。黑色不可能占领所有，因
此白色最后得到雙活。 

 

  白色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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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82变异 

 
图82.1 (白82 – 白86)     <2/1> 

黑83,85: 两只手是先手。白色没有选择
，但是夺取唯一黑石头。 

 
图82.2 (黑87) 

黑87: 白色无法连接她的二块石头。 

 

  黑色赢比赛。   

 

黑色的85变异 

 
图85.1 (黑85 – 白90) 

黑85: 黑扑，但是白色得到与90的二只眼
睛并且居住。黑色丢失右边和中心。 

 

  白色赢比赛。   

 

 
图85.2 (黑85 – 白90) 

黑85: 如果在重要点的黑戏剧在白色里面
塑造，她得到也意味着的雙活白色小
组不可能再被夺取。 

 

  白色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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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99变异 

 
图99.1 (黑99 – 白100) 

黑99: 这只手是一个例子，黑色怎么可能
减少白色壁角疆土。 

 
图99.2 (黑101 – 白104)     <11/0> 

黑103: 它不赢利黑色不演奏这块石头和
不希望白色将有在接近黑小组的问题
。对于白色能占领这个小组其他單官
或强迫黑色采取他们中的一个他自己
。 

白104: 黑色由三点在先手减少了白色壁
角疆土。但是他通过交换99丢失了一
單官反对白色100。 

 

 

 
图99.3 - .5 (黑105 – 白138)     <41/0> 

白138: 白色现在夺取黑中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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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6 (黑139)     <41/4> 

黑139: 黑色夺回。 

 
图99.7 (白140 – 白146)     <44/4> 

白140: 并且白色现在使用她的选择持续
填装黑單官。 

 
图99.8 (黑147 – 白152)     <44/18> 

白152: 最后，白色是一只手向前在對殺
。 

但是，如果黑色不接触右上角在主要道路
，白色不会是成功的与她的显示的选
择这里。 

 

  白色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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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31变异 

 
图131.1 (黑131)     <20/3> 

黑131: 既使如此黑色在夺取在他的腹部
里面的三块白色石头以后不会是成功
的。 

 
图131.2 (白132 – 白138)     <23/3> 

白134: 白色必须困扰黑中心小组是成功
的这里。如果她否则继续采取黑小组
的單官在右上方的，黑色将赢取与三
点(它将发生在手上顺序的一个变化
与变异的白色的132)。 

 
图131.3 (黑139 – 白140)     <26/3> 

 
图131.4 (黑141 – 白142) 

黑141: 如果黑色夺取在左边的白色石头
，白色得到在右边的二只眼睛与142
并且容易地赢比赛。 

 

  白色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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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5 (黑141 – 白142) 

黑141: 如果黑色通过使用防止此在右边
，白色将给打吃黑中心小组。 

黑色太晚一只的手在这里。为黑色是必要
的他已经播放石头入白色4点点眼的
中心在左边的，在他可以充满信心之
前地夺取在右边的三块白色石头。但
是在主要道路能被看见，白色不会是
，因此提供黑色机会的种类如此做。 

 

  白色赢比赛。   

 

白色的132变异 

 
图132.1 (白132 – 黑140)     <21/0> 

这是到目前为止什么被认可了作为正确解
答。 

白132: 这只手强迫黑色采取他自己的右
上方小组單官在133。这块黑石头白
色将提供一个额外点，因为在右上方
的黑小组将被夺取，并且这块石头将
适合一个另外的囚犯。 

白134: 白色可能镇定下来和开始在左边
的官子，由于： 

1.她无法防止右下角的损失，即使她有先
手。 

2.她可以杀害在右上方的黑石头，即使她
有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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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2 (黑141 – 黑153)     <22/3> 

黑153: 这块唯一黑石头出现在白色眼睛
的中心在左边的允许黑色现在夺取在
的三块白色石头。 

 
图132.3 (白154 – 白158)     <25/3> 

 
图132.4 (黑159 – 白166)     <28/3> 

 
图132.5 (黑167 – 黑171)     <59/3> 

黑171: 再次黑色能夺取在右下角的白色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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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8 (白172)     <59/17> 

白172: 因此他可以得到白色采取在右上
方的黑小组委员会，因为她不会赢比
赛。 

 
图132.7 "这里末端"  

 
图132.8 "比分"  

 

  由3点的黑色胜利。   

 

 

 

现在我们将解释原则上交换手在主要道路
的黑色21和白色22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 

 
图132.9 (白130 – 黑133) 

没有这交换白色能使用在130(这里)她自
己，强迫黑色增加石头在131。交换
白色132和黑色133在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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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10 (白134 – 黑153)    <22/3> 

 
图132.11 (白154 – 白158)    <25/3> 

 
图132.12 (黑159 – 白166)    <28/3> 

 
图132.13 (黑167 – 黑171)    <28/17> 

 
图132.14 (白172)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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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15 "这里末端"  

在131的黑石头(点标记用这里三角)提供
白色以二个额外点。 

 
图132.16  比分"  

 

  由1点的黑色胜利。   

 

白色的134变异 

 
图134.1 (白134 – 白138)     <43/4> 

白134: 如果白色继续采取黑單官… 

 
图134.2 (黑139 – 黑143)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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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3 (白144 – 黑151)     <43/35> 

白150: …她最后将是太晚一的步。 

 
图134.4 (白152 – 黑173)     <45/36> 

白152: 在左边的官子"一切正常"。 

白172: 白色缩小在更低的权利的保持缺
口。 

 
图134.5 "这里末端"  

现在它明显地是可看见的，那白色丢失了
在更低的权利的四点。明显的黑石头
再是没有白囚犯，并且三被标记的点
现在是黑疆土。 

 
图134.6 "比分"  

 

  由2点的黑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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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142变异 

 
图142.1 (白142 – 黑163)     <46/18> 

白142: 到目前为止这打吃开始在最左上
侧角落使用的组合。 

您认为黑色还有一个问题的疆土这里与主
要道路比较。 

白152: 序列继续类似那在主要道路。 

白160: 但是在後手的白色末端，… 

黑161: …什么使黑色做最后可贵的手这
次。但是甚而这两个被赢取的点不帮
助黑色改变局面。 

 
图142.2 (白162 – 黑171)     <46/35> 

 
图142.3 "这里末端"  

 
图142.4 "比分"  

结果现在是凹道。 

 

  和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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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43变异 

 
图143.1 (黑143 – 黑157)     <45/5> 

黑143: 黑色设法夺取唯一白色石头。 

 
图143.2 (白158 – 白164)     <45/5> 

白164: 最后，所有黑努力导致雙活，意
味零的问题的角落和比赛的损失的疆
土。 

 

  白色赢比赛。   

 

黑色的155变异 

 
图155.1 (黑155 – 白162)     <45/5> 

黑155: 手定货在相反不可能被改变这里
，到在圍棋发阳论辨认的正确解答。
一保存了石手段被赢取的二点。 

白156,158: 两先手。 

白160: 这点再是没有黑疆土，并且点标
记用三角现在是白色疆土，结合对黑
色的二点损失。 

 
图155.2 (黑163 – 黑165)     <45/19> 

黑163: 这是第三点黑色丢失这里。 

白164: 前面，白色得到在委员会的最后
可贵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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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3 (黑165 – 黑173)     <45/36> 

 
图155.4 "这里末端"  

与三点损失结合的二点胜利给黑色的一点
损失比较主要道路。 

 

  由3点的白色胜利。   

 

白色的160变异 

 
图160.1 (白160 – 黑167) 

白160: 先手，同样，但是在一个方向仅
运作。 

黑163: 黑色在中心可能现在得到一个额
外点。 

 

  由1点的白色胜利。   

 

 

 

 
图160.2 (黑163 – 白168) 

白168: 什么白色可能防止，如果石头标
记用三角在主要道路恰当地被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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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61变异 

 
图161.1 (黑161 – 白164) 

黑161: 黑色防止白色提出一观点疆土这
里。 

白162: 但是白色毁坏三点(二标记用三角
和163)黑疆土反回。因此这个组合由
二点倾向白色与主要道路比较。 

 

  由4点的白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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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发阳论笫120题 
 

第2扑 

 

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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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次级变异 结果  看见页

      

白26  采取在更低的权利的二块石头。 黑色+4点  63

白72  在右上方的對殺。 黑色胜利  67

黑97 23 在右上方的夾和…   

 黑129 …减少在左边的單官。 白色+1点  68

 黑129 …连接在打吃的石头。 白色胜利  71

黑127 27 使用在右下角和…   

 白138 …继续對殺。 白色胜利  72

  黑139 …夺取三块白色石头。 白色胜利  76

 白138 …夺取黑中心小组。 和棋  74

  黑159 …回答在左边。 白色+1点  77

白134  开始在左上部的官子。 黑色+5点  78

白136  继续對殺。 黑色+3点  80

 

 

 

 

  主要道路的变异 白色+1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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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异的解释黑色的19 
 
各种各样的来源同意黑色不能扑第二次用

他的手19，因为这将花费他在未来末
期迫切被需要的單官。 

 
图19e.1: 在图的后果19.2 

这里再显示黑色必须防止与21的一只白色
眼睛，采取上述的單官。因为白色必
须连接在22，但是他保持先手。 

不同于主要道路那里现在发生二种后果： 

1.盘旋的白色石头在委员会增加了。不仅
上面黑小组，而且下面白色的小组丢
失了他们的一單官。 

2.在点的一只白色手标记用三角不再是先
手。这里一只白色手强迫在主要道路
的黑色由他自己采取自己單官。 

在来源可利用对我没有找到的序列证明以
上提到的声明。因此我设法由我自己
发现答复。您将发现结果如下解释。 

 

 

以我所见，以后所有可数的变异其次好黑
扑末端1或2点为黑色比。因此它保持
神奇为什么应该禁止这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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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路的变异 
 

 
图19e.2 (黑23 – 白26) 

白26: 向對殺的一条路起动以这只手在右
下角的另一2-1点。 

[看见在第63页的变异] 

 
图19e.3 (黑27 – 黑71) 

 
图19e.4 (白72 – 白86)     <11/0> 

白72: 而不是挽救她的中心小组白色能开
始与黑小组的對殺在右上方。 

[看见在第67页的变异] 

 
图19e.5 (黑87 – 白100) 

黑97: 右上方角落似乎依然是作为白色可
能丢失一些额外点疆土委员会的唯一
的地方。因此怎么样在98的一只手？ 

[看见在第68页的变异] 



27.06.2008 61 

 
图19e.6 (黑101 – 白124)     <16/0> 

 
图19e.7 (黑125 – 白132)     <21/0> 

黑127: 中断在左边的序列和演奏(例如)
黑色是不可能的在右下角的这只手，
希望(错误地)另外的1点好处。 

[看见在第72页的变异] 

 
图19e.8 (黑133 – 白134)     <41/0> 

白134: 白色能跟随在圍棋发阳论的序列
与在左上部的打吃。 

[看见在第78页的变异] 

 
图19e.9 (黑135)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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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10 (白136 – 白142)     <44/4> 

白136: 这是开始在右上方的對殺的最后
可能的片刻。 

[看见在第80页的变异] 

 
图19e.11 (黑143 – 黑167)    <47/19> 

 
图19e.12 (黑163 – 黑171)     <47/37> 

 
图19e.13 "这里末端"  

黑色夺取了在明显点的一块另外的白色石
头，什么更多比补尝那一黑石头损失
第二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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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14  比分"  

因此黑色能稍微使空白狭窄。 

 

  由1点的白色胜利。   

 

由于这变异比主要道路一点更好是为黑色
，我会是非常对得到在来源提及的對
殺的知识感兴趣，在黑色失败结束。 

 

白色的26次级变异 

 
图19e26.1 (白26 – 黑29)     <4/3> 

白26: 白色尝试开始以采取在角落的二块
黑石头的变异。 

黑29: 请切记不是正确的走主要道路这里
和演奏这只手一点到左边。 

 
图19e26.2 (白30 – 黑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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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26.3 (白74 – 白100) 

白74: 在右上方的这只手(而不是81，看
见以下页)开始對殺变异这里。 

 
图19e26.4 (黑101 – 黑117)     <4/16> 

 
图19e26.5 (白118 – 白120)     <34/16> 

白120: 白色是成功的并且由一只手赢取
對殺。 

 
图19e26.6 (黑121) 

黑121: 但是染黑关闭左上部角落并且赢
比赛。在左边的所有白色石头是死的
。 

 

  黑色赢比赛。   

 

到目前为止以我所见这只手未被认可。即
使白色是成功的在白色的70变异在赢
取對殺的主要道路在右上方，她由这
只手会输掉比赛，太(没有与黑色19
的第二扑;参考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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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26.7 (白74 – 白88)     <13/3> 

白74: 通过保存她的中心石头白色选择"
平"安变异。没有第二黑扑她最后得
到了黑右上方小组。黑色反回夺取了
在左下的白色小组。让我们看，什么
结果在这里。 

 
图19e26.8 (黑89 – 白100) 

 
图19e26.9 (黑101 – 白126)     <18/3> 

 
图19e26.10 (黑127 – 白134)     <23/3> 

 
图19e26.11 (黑135 – 白15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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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26.12 (黑159 – 白172)     <58/3> 

 
图19e26.13 (黑173)     <58/16> 

 

 

 
图19e26.14 "这里末端"  

结果是相同的这里原则上。双方在委员会
的右边夺取了小组作为以前。盘旋的
白色石头否则是一黑一个(=黑色135)
，并且白色将播放在点的手134标记
用三角，采取下面黑小组的單官。 

 
图19e26.15 "比分"  

 

  由4点的黑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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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72次级变异 

 
图19e72.1 (白72 – 黑101)     <2/3> 

白72: 白色现在开始减少黑小组的單官在
右上方的，无需以前巩固她的在更低
的边的小组。 

黑73: 對殺走一条知名的道路。 

 
图19e72.2 (白102 – 白112)     <5/3> 

 
图19e72.3 (黑113 – 黑117)     <5/17> 

 
 

图19e72.4 (白118 – 黑123)     <5/35> 

黑123: 黑色夺取在右边的白色石头。再
次，白色是太晚一只的手。 



68 27.06.2008 

 
图19e72.5 "这里末端"  

 

  黑色赢比赛。   

 

 

 

白色的97次级变异 

 
图19e97.1 (黑97 – 白100) 

黑97: 这夾现在似乎是减少白色右上方角
落的一个明显的选择。以我所见必须
有原因为什么在出版来源没有被提及
。Meinhardt Joachim是很亲切的帮
助我有以下序列和评论的。 

白100: 在这个区域防止进一步黑行动。 

 
图19e97.2 (白98 - 白124)     <17/0> 



27.06.2008 69 

 
图19e97.3 (黑125 – 白134)     <22/0> 

白128: 在她在中心采取黑石头链子委员
会之前，白色必须在她的卫兵和强迫
黑色回答问题："连接或不连接？"。
否则她将提供机会染黑改变局面。 

黑129: 用手连接他的在打吃的石头在130
黑色是不可能的。 

[看见在第71页的变异] 

黑131: 以下序列与那是等效的主要道路
。 

 
图19e97.4 (黑135 – 白136)     <42/0> 

 
图19e97.5 (黑137)     <42/4> 

 
图19e97.6 (白138 – 白144)     <45/4> 

 
图19e97.7 (黑145 – 黑169)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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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97.8 (白170 – 黑173)   <48/37> 

 
图19e97.9 "这里末端"  

在右上角的所有黑努力没有对决赛成绩的
作用。前面，白色有七点在明显区域
，包括被夺取的黑石头。 

 
图19e97.10 "比分"  

 

  由1点的白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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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29次级²变异 

 
图97n129.1 (黑129 – 白136)     <21/0> 

黑129: 黑色连接他在右上的危险的石头
。 

白色将丢失四点(三标记用三角和一在130
)，什么是充足为了黑色能改变局面
。但是尽管黑色切记黑小组必须生存
这回旋，丢失了手这里。 

 
图97n129.2 (黑137 – 白138)     <41/0> 

 
图97n129.3 (黑139)     <41/4> 

 
图97n129.4 (白140 – 白144)     <44/4> 

 
图97n129.5 (黑145 – 黑149)   <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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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n129.6 (白150 – 白152)     <76/18> 

白152: 由于黑色首先丢失了手，他是一
只手太晚在最后。白色容易地赢比赛
。 

 
图97n129.7 "这里末端"  

 

  白色赢比赛。   

 

 

黑色的127次级变异 

 
图19e127.1 (黑125 – 黑127)     <17/0> 

黑127: (除了窃取象125的这样眼睛手这
里)以后完成在白色里面的四石头形
成随时注视在左边(与93)，黑色(错
误地)可能有想法使用在右下角的3-
2点。 

那是到目前为止，因为每变异被分析的黑
色在白色以后在中心将充当这时夺取
了二十块黑石头。 

 
图19e127.2 (白128 – 白136)    <21/0> 

白128: 白色暂时走主要道路。 

因为这使成为可能为了黑色能解决它，她
不可能回答在更低的权利的雙活里面
。 

夺取二十块黑中心石头现在输掉比赛，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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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127.3 (黑137 - 白140)     <41/0> 

白138: 白色继续采取在右上方的黑單官
。夺取黑石头在中心(在140"和平常
一样")不正确的在这里。 

[看见在第74页的变异] 

黑139: 因为他的及早演奏了明显的石头
采取了他的中心小组單官，黑色不可
能夺取三块白色石头。 

[看见在第76页的变异] 

白140: 现在它是夺取黑中心小组的正确
的片刻。 

 

 

 

 

 

 

 

 

 
图19e127.4 (黑141 - 白144)     <44/4> 

白142: 白色现在不做着手，而是继续占
领黑小组的單官在右上方的。 

 
图19e127.5 (黑145 – 黑149)     <44/18> 



74 27.06.2008 

 
图19e127.6 (白150 - 白152)     <74/18> 

白152: 黑色太晚了是那一只手，他通过
使用首先丢失了在更低的权利而不是
继续"通常"在左边的序列。 

 
图19e127.7 "这里末端"  

 

  白色赢比赛。   

 

白色的138次级²变异 

 
图127n138.1 (白138)     <41/0> 

白138: 夺取二十块黑中心石头是稍微太
仓促的。 

 
图127n138.2 (黑139)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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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n138.3 (白140 – 白150)     <42/4> 

白140: 开始以山田先生托在右上方的白
色是最佳的。 

这次她在储备不做在四石头黑里面的着手
夺取与139，而是保留它。由于黑色
到位已经有明显的石头(=127)，白色
着手是後手。 

 
图127n138.4 (黑151 – 白160)     <46/5> 

黑159: 黑色一定小心这里。不是正确的
走已知的道路"通常"在左边的官子。 

[看见在第77页的变异] 

 
图127n138.5 (黑161 – 黑169)     <46/19> 

 
图127n138.6 (白170 – 黑173)     <46/37> 

 
图127n138.7 "这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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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n138.8 "比分"  

白色弄错花费了她比赛，但是黑色不会赢
取。在第二扑不是改变局面之后的足
够1点好处与主要变异比较了。 

 

  和棋.   

 

 

黑色的139次级²变异 

 
图127n139.1 (黑139)     <21/3> 

黑139: 与什么对比叫作"正确"在圍棋发
阳论的序列，不是正确的夺取三块白
色石头。 

 
图127n139.2 (白140 – 白144)     <24/3> 

白142: 关键手，首先采取一内在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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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n139.3 (黑145 – 白146)     <27/3> 

 
图127n139.4 (黑147 – 白148) 

白148: 黑色是太晚一只的手。在角落的
白色生活，得到整体右边并且容易地
赢取。如果黑色演奏147在148，在A
和捕获的白色答复每第三个黑小组。 

 

  白色赢比赛。   

 

 

黑色的159次级³变异 

 
图127n159.1 (黑159 – 白162)     <46/5> 

黑159: 它是走已知的道路的差错这里。
这只手只保存三个问题的疆土，… 

白160: …，但是白色通过在更低的权利
的这着手得到知名的4点好处。 

 
图127n159.2 (黑163 – 黑167)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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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n159.3 (白168 – 黑171)     <47/37> 

 
图127n159.4 "比分"  

 

  由1点的白色胜利。   

 

 

 

白色的134次级变异 

 
图19e134.1 (白134 – 黑153)   <23/3> 

白134: 然而在显示作为正确解答在圍棋
发阳论黑色得到白色右下角的序列，
白色夺取黑右上方小组和输掉比赛。
因为您将看见，这个结果不偶然发生
这里。 

 
图19e134.2 (白154 – 白15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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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134.3 (黑159 – 白168)   <29/3> 

 
图19e134.4 (黑169 – 白174)   <59/17> 

 
图19e134.5 "这里末端"  

 
图19e134.6 "比分"  

 

  由5点的黑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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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136次级变异 

 
图19e136.1 (白136 – 白140)   <44/4> 

白136: 在白色的134主要道路变异(136在
这里)然而，白色继续占领黑小组的
單官在右上方的和是太晚一的步。 

 
图19e136.2 (黑141 – 黑145)   <44/18> 

 

 
图19e136.3 (白146 – 黑151)   <44/36> 

黑151: 什么再保持真实这里，因为黑色
采取白色石头委员会用这只手。 

 
图19e136.4 (白152 – 黑171)   <46/37> 

白152: 白色现在开始在左边的官子(和将
丢失作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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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136.5 "这里末端"  

 
图19e136.6 "比分"  

 

  由3点的黑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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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发阳论笫120题 
 

离开战场(I) 

 

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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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次级变异 结果  看见页

      

白94  采取在左边的劫和…   

 白98 …解决在左边的劫。 黑色+1点  92

 白98 …开始左上部官子。 白色胜利  94

白102  切开在上部。 黑色+3点  88

白102  连接在上部。 黑色+2点  90

 

 

 

 

  主要道路的变异 黑色+1点  85

 

 

 

请注意本章内容根据我们的在仅非职业級水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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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93次级变异 

 
图19e93.1 (黑93 – 白98) 

黑93: 我的想法，进入我的头脑在与Mein
hardt Joachim的讨论期间。如所述"
问题"部分(请参见第21页)，黑色否
认从得到三个问题的白色的疆土这里
没有损害他的小组單官的数字。 

白94,96,98: 夺取在左边的劫能导致"生
活生活"情况，其中在左和黑小组的
白色小组在右上方居住。 

什么我们确信不知道是， 

1. 如果这劫捕获是赢的白色的一个选择
比赛和 

2. (另外)，如果白色可能不解决在左边
的劫用那里中间人。 

我是在恐惧发现答复将是为某人太推进的
位在非职业級水平上。 

为我们的研究的有些结果： 

[看见在第92页的变异] 

 

 
图19e93.2 (黑99 – 白100) 

黑99: 因为使用在100是後手，黑色在左
边连接。 

白100: 现在问题出现，如果白色能保留
二被标记的点作为疆土，减少黑手党
的好处在93到一点。要允许黑色使用
这时导致白色的2点损失。 

 
图19e93.3 (黑101) 

黑101: 但是自然染黑想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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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93.4 (白102 – 白128)     <17/1> 

白102: 坚实阻拦在102似乎最佳为白色。
其他选择将切开在104 

[看见在第88页的变异] 

或者连接在103 

[看见在第90页的变异]. 

 
图19e93.5 (黑129 – 白136)     <22/1> 

 
图19e93.6 (黑137 – 白138)     <42/1> 

 
图19e93.7 (黑139)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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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93.8 (白140 – 白146)     <45/5> 

白140: 在右上方的黑小组有七單官，因
此设法开始那里對殺徒然。 

 
图19e93.9 (黑147 – 黑171)     <49/20> 

 
图19e93.10 (白172 – 黑175)     <49/38> 

 
图19e93.11 "这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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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93.12 "比分" 

 

  由1点的黑色胜利。   

 

 

白色的102次级²变异#1 

 
图93n102.1 (白102 – 白128)     <17/0> 

黑103: 推挤入白色角落更加似乎是充足
的为黑色。 

黑105: 为这将花费他他的一單官，黑色
不可能夺取二块白色石头用手在108
。 

 
图93n102.2 (黑129 – 白13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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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n102.3 (黑137 – 白138)     <41/0> 

 
图93n102.4 (黑139)     <41/4> 

 
图93n102.5 (白140 – 白147)     <44/4> 

 
图93n102.6 (黑147 – 黑173)     <48/19> 

 
图93n102.7 (白174 – 黑177)     <48/37> 

 
图93n102.8 "这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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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n102.9 "比分"  

 

  由3点的黑色胜利。   

 

 

 

白色的102次级²变异#2 

 
图93o102.1 (白102 – 白124)     <16/0> 

白102: 白色连接在打吃的石头，但是有
非常坏形状这里。 

黑103: 再次，推挤入白色角落更加似乎
是充足的为黑色。 

 
图93o102.2 (黑125 – 白13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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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o102.3 (黑133 – 白134)     <41/0> 

 
图93o102.4 (黑135)     <41/4> 

 
图93o102.5 (白136 – 白142)     <44/4> 

 
图93o102.6 (黑143 – 黑167)     <47/19> 

 
图93o102.7 (白168 – 黑171)     <47/37> 

 
图93o102.8 "这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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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o102.9 "比分"  

 

  由2点的黑色胜利。   

 

 

 

白色的94次级²变异 

 
图93n094.1 (白94 – 白100)     <13/1> 

白94: 夺取在左边的劫能导致"平安的"显
示的变异以上，双方居住。 

白98: 但是白色不可能如此是解决劫的种
类，因为黑色大概将赢比赛，如此后
显示。 

[看见在第94页的变异] 

黑99: 在委员会和先手的最大的点。这只
手在中心威胁使白色小组降低到一只
眼睛，因而强迫白色夺取黑石头串，
解决在更低正确的雙活和输掉比赛。 

 
图93n094.2 (黑101 – 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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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n094.3 (黑111 – 白120) 

 
图93n094.4 (黑121 – 白130)     <13/2> 

 
图93n094.5 (黑131 – 白140) 

 
图93n094.6 (黑141 – 白148) 

我为上面官子的业余的想法道歉，但是我
没有发现丢失黑色比赛的任何序列。 

 
图93n094.7 "比分"  

 

 

  由1点的黑色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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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归对这次级²变异起点。 

 
图93n094.8 "在右上方的黑生活"  

黑97: 它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令人惊讶
的方面居住与在右上的小组没有有雙
活在委员会的恋人权利象限被解决不
赢利黑色。与主要道路比较： 

1. 黑色不会演奏另外的2块+4块+1块=7块
石头入在左边的点眼，将由白色夺取
。 

2. 白色在中心不会夺取20块黑石头串和
不会到18个问题的疆土那儿(标记用
三角)。黑色不会夺取4块白色石头反
回并且不会得到1块石头被夺回。 

3. 白色不会夺取在右下角的3块黑石头。
黑色不会夺取14块白色石头那里(标
记用金刚石)。 

4. 在中间权利的17块白色石头不会是黑
人囚犯，并且4这些石头單官不会是
黑疆土(标记用十字架)。 

5. 白色不会能得到大约5点在中心(标记
用正方形)。 

结果在白色没得到的7+20+18+1+3+5=54点
和黑色没得到的4+14+14+17+17+4=70
点中。 

因此黑色从开始是大约25点后边这里。委
员会的唯一的地方，黑色可能采取对
这缺点的报偿，是最左上侧角落。它
是黑色的当务之急能防止那白色官子
那里。 

如果白色将演奏那里第一，黑色不会有赢
取的任何机会。 

 
图93n094.9 (白98) 

白98: 不会因此白色将解决在左边的劫，
但是播放在左上部的官子。 

这劫是一非常不对称一个以我所见。黑色
将没有希望赢取它。 

而白色只需要大约5个额外点赢比赛，黑
色将必须发现劫威胁足够大补尝那25
点缺点。那是，因为最佳的黑色在中
心可能得到连接劫是回归到主要道路
的序列与夺取石头的黑串白色的。 

 

 

  白色将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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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92次级²变异 

 
图93n094.10 (白92 – 白98) 

首先，白色能结束所有讨论对此黑色"坏
形状"与93的手通过改变手定货。 

她在那点使用由她自己用她的手92并且也
许返回到在左边的打吃与98。 

 

 

 

 

因此问题出现演奏那是否黑色是可能的"

坏形状"及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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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发阳论笫120题 
 

离开战场(II) 

 

黑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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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次级变异 结果  看见页

     

  没有牺牲黑色19 *        

黑73  返回到主要道路。 白色+5点 白色+4点 101

黑73  保存小组在左边。 白色胜利 白色胜利 103

白76  开始在左上部的官子。 黑色+1点 黑色+2点 104

 白86 对手的脱先在中心。 黑色是大约6更好 107

 白88 对手的脱先在中心。 黑色是4更好 107

 白90 对手的脱先在中心。 没有区别 107

 白92 对手的脱先在中心。 没有区别 107

 白94 对手的脱先在中心。 没有区别 107

 黑121 在主要道路以后。 和棋 黑色+1点 109

 

 

 

 

  主要道路的变异 黑色+6点 黑色+7点 99

 

 
*)
在这里可数的变异的结尾在委员会的更低的正确的象限的雙活将保持未解决。或许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扑黑色19也许结果作为1点多余的牺牲。 

 

 

 

请注意本章内容，但是"白色的76次级²变异"根据我们的在仅非职业級水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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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67次级变异 

 
图19e67.2 (白68 – 白72) 

黑67: 这似乎是演奏那的最后可能的片刻
"坏形状"在右上方的手在行动之前在
委员会的左边起动。 

 
图19e67.2 (白68 – 白72) 

白68: 白色开始"通常"在左边的序列，因
为回答立刻在右上将丢失白色比赛，
我们已经看见了(请参见第85页)。 

 
图19e67.3 (黑73 – 黑75)     <2/1> 

黑73: 黑色在右上现在利用机会居住。 

如果他回到主要道路这里，黑色不会是成
功的。 

[看见在第101页的变异] 

保存石头在左边也许看起来大，但是输掉
黑色的比赛。 

[看见在第103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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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67.4 (白76 – 白86) 

白76: 白色夺取黑小组。 

但是开始在最左上侧的官子于79最好的。 

[看见在第104页的变异] 

黑77,79: 在最左上侧的黑色答复，得到
指向，当威胁白色中心小组的第二只
眼睛时。 

黑81: 什么跟随是官子的一个业余的想法
。黑色似乎是大约前面五点。 

 
图19e67.5 (白76 – 白96)     <9/1> 

 
图19e67.6 (黑97 – 白106) 

 
图19e67.7 (黑107 – 白116) 

 
图19e67.8 (黑117 – 白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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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e67.9 "比分"  

 

 

  由6点的黑色胜利。   

 

如果他不播放与黑色19的第二扑或许黑色
也许1点更好是。在更低的权利的雙
活不解决，因此这证明，当一只失去
的手现在。 

 

 

黑色的73次级²变异#1 

 
图67o73.1 (黑73 – 黑83)     <2/0> 

黑73: 黑色走主要道路。 

黑79: 现在是确切黑色丢失了在右边的一
只手。 

黑81: 黑色在左边被迫做他的右上方小组
的二只眼睛，因为白色生活。 

 
图67o73.2 (白84 – 白100)     <3/1> 

白84: 什么跟随再是官子的一个业余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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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o73.3 (黑101 – 白112)     <3/2> 

 
图67o73.4 (黑113 – 白118)     <10/2> 

 
图67o73.5 (黑119 – 白126)     <12/2> 

 
图67o73.6 (黑127 – 白138)     <12/3> 

 
图67o73.7 "比分"  

 

 

  由5点的白色胜利。   

 

如果他不播放与黑色19的第二扑或许黑色
也许1点更好是。在更低的权利的雙
活不解决，因此这证明，当一只失去
的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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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73次级²变异#2 

 
图67p73.1 (黑73 – 黑97) 

黑73: 黑色在左边保存他的石头。 

白74: 白色剥夺黑色在右边的二只眼睛。 

黑75: 因此黑色必须再返回到主要道路。 

黑81: 必要防止白色左边小组的二只眼睛
。 

白82: 白色可能现在进入黑色微弱的最左
上侧角落。 

 
图67p73.2 (黑73 – 黑97) 

黑83: 黑色不可能放弃他的在打吃的石头
。 

 
图67p73.3 (黑73 – 黑97)     <2/1> 

 
图67p73.4 (白98 – 黑101)     <2/3> 

白98: 白色开始黑色不可能赢取的双重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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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p73.5 (白102 – 黑103)     <3/4> 

黑103: 迟早黑色必须夺取在角落的那块
白色石头。 

 
图67p73.6 (白104 – 黑109)     <6/5> 

白108: 在最左上侧的白色生活并且由大
边际赢比赛。 

 

 

  白色赢比赛。   

 

白色的76次级²变异 

 
图67n76.1 (白76 – 黑85)     <3/1> 

白76: 白色在返回开始在左上部的官子到
在左边的黑小组之前与84。 

黑85: 从这里的手继续从韩国的，现在住
在汉堡的尹暎善五段专家的建议，德
国。特别由于尹先生，是很亲切的帮
助我有这里正确官子的。 

 
图67n76.2 (白86 – 黑95) 

白86-94: 它在中心不赢利白色对与这些
手之一的脱先使用。 

[看见在第107页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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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n76.3 (白96 – 白102)     <10/1> 

 
图67n76.4 (黑103 – 黑113) 

黑103: 它在委员会的最大的点。 

白104: 先手。在107的后续手为黑色是不
堪忍受的。 

 

 

 

 

 
图67n76.5 (白114 – 黑121)     <10/2> 

白114,116: 手正确定货。 

黑119: 此后仅1点官子s是可利用的。 

黑121: 它是走主要道路的差错。被夺取
的白色石头补尝点黑色下面丢失了。 

[看见在第109页的变异] 

 
图67n76.6 (白122 – 黑131) 

白130,黑131: 因为二劫不同的颜色是开
放的，劫战斗不会开始这里。 



106 27.06.2008 

 
图67n76.7 "比分"  

 

 

  由1点的黑色胜利。   

 

如果他不播放与黑色19的第二扑或许黑色
也许1点更好是。在更低的权利的雙
活不解决，因此这证明，当一只失去
的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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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86,88,90,92,94次级³ 

变异 

 
图67n86.1 (白86 – 黑91)     <4/1> 

白86: 如果白色戏剧在中心，她有这8点
官子，根据尹先生。 

黑87: 但是染黑得到在右上方角落的更多
赢利。 

 

 

 
图67n86.2 (白88 – 黑91) 

白88: 白色无法夺取一些黑石头在中心。 

 

 

 
图67n88.1 (白88 – 黑89) 

黑89: 在右上角的这官子值得大约黑色的
12点。因此白色是4点更坏的。 

 

 

 
图67n90.1 (白90 – 黑99)     <4/1> 

黑91: 在右上角的这黑官子有8点的价值
，也是。因此结果未改变地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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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n92.1 (白92 – 黑99)     <4/1> 

黑93: 再次，在右上角的黑官子有8点的
价值。因此结果未改变地依然是。 

 

 

 
图67n94.1 (白94 – 黑101)     <4/3> 

 

黑95: 第三次有在右上角的黑官子与8点
的价值。因此结果未改变地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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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121次级³变异 

 
图67n121.1 (黑121 – 白130) 

黑121: 黑色走主要道路。 

白122: 白色连接。这只手危及一点黑疆
土，但是叶子没有开放劫后边。 

白128: 先手。并且拿走一个黑劫威胁，
什么非常重要更晚。 

 
图67n121.2 (黑131 – 白140)     <13/3> 

黑131: 黑色夺取一块白色石头，但是无
法赢取以下劫战斗。 

(在这里图没显示的手采取劫。) 

 
图67n121.3 (黑141 – 白170)     <21/8> 

 
图67n121.4 (黑171 – 白188)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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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n121.5 (黑189 - 白190) 

黑189: 黑色没有没有其他手。没有任何
地方劫威胁。 

 
图67n121.6 "比分" 

 

  和棋 !   

 

如果他不播放与黑色19的第二扑或许黑色
也许1点更好是。在更低的权利的雙
活不解决，因此这证明，当一只失去
的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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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找到一部分的这本小册子内容在互联网在 

 
www.dgob.de/dgoz/trmdpe/index.htm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送他们 
 
problemecke@dgob.de 
 
 
 
 
 
 
 
 
 
 
 
 
 
 
 
 
 
 
 
 
 
 
 
 
 
 
 
 
 
 
 
 
 
从英语到汉语的翻译与 

 

 BABEL FISH。 

 

请为所有配错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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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最困难的 

圍棋问题 
 

 

 
递和赢取的黑色 

 

 

在这个标题之下从"囲碁發陽論"(历

史的日本问题收藏)的第120个问题在德国

围棋学报的3个拷贝详细解释了(在拷贝4/

2005，6/2005，5/2007)。 

 

西部世界由杂志围棋世界的拷贝29接

受了这个问题知识。那里藤沢秀行九段专

家和他的学习小组找到被描述的解答道路

。他们使用了1.000小时。 

 

 

 

 

 

 

 

 

 

 

 

这个问题也作为中国围棋发阳论笫和

"囲碁發陽論"的韩国语版本的部分。评论

可能在互联网也找到。他们的正确解答与

彼此不同有些细节的。 

 

然而，共同对所有是：在非常根本片

刻他们不考虑最强的抵抗。Meinhardt 

Joachim揭露这。他是从德国的一个級球

员。所以一次黑胜利的问题宗旨没有被到

达。最终白色向前。  

 

什么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在这本小册子

上半，您将发现。 

 

在与Joachim的讨论期间找到一些新

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前三个章节在来源包

含在没找到的有些细节的解释。这些主要

在非职业級水平。我们会是非常喜悦得到

在这本小册子的一些反馈。特别是对这些

新的问题。 

 

是我们的希望给从而协助仍然提供这

个问题给解答与它的宗旨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