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 世锦赛部分棋谱中文 
 
赵国荣 vs. 吴贵临 

轮次/Round：第 02轮 

日期/Date：1991-09-10 

地点/Venue：昆明 Kunming 

红方/Red：赵国荣 Zhao Guorong 

黑方/Black：吴贵临 WU Kui-lin 

结果/Result：红胜. Red won 

开局/Opening：E48 对兵转兵底炮对左中炮 

 
  1.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2. 炮八平七  炮８平５ 

  3. 相七进五  马８进７    4.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5. 兵七进一  炮５进４    6. 仕六进五  象３进５ 

  7. 马八进六  炮５平２    8. 马六进五  卒５进１ 

  9.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10. 马五进七  车１进１ 

 11. 车九平六  车８进６   12.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４ 

 13. 车六进五  后炮进３   14. 炮七平八  炮２进２ 

 15. 炮二平八  马２进１   16. 兵七进一  车８平３ 

 17. 兵七平六  车４平１   18. 马二进三  马１进３ 

 19. 车一平二  马７进５   20. 车六平五  马３进４ 

 21. 车五退一  车３进１   22. 马六退七  炮２退１ 

 23. 车五退一  车１进１   24. 兵六进一  车１平４ 

 25. 兵六进一  将５平４   26. 仕五进六  炮２退４ 

 27. 车五平八  炮２平５   28. 马三进五  车３进１ 

 29. 仕四进五  象５退３   30. 车二进二  车４平６ 

 31. 车二平四  车６进５   32. 仕五进四  车３平２ 

 33. 仕六退五  将４平５   34. 车八平六  车２进１ 

 35. 仕五退六  炮５平４   36. 马五进六  士６进５ 

 37. 炮八平六  马５进６   38. 车六平七  马４进５ 

 39. 马六退四 

 
 
 
李来群 vs. 吴贵临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9-14 

地点/Venue：昆明 Kunming 

红方/Red：李来群 Li Laiqun 

黑方/Black：吴贵临 Wu Kui-lin 

结果/Result：黑胜. Black won 

开局/Opening：E48 对兵转兵底炮对左中炮 

 



 

 

 
  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 炮二平三  炮２平５ 

  3.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4.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5. 马二进一  炮８平６    6.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7. 车二进六  马７进６    8.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9. 车二平五  车９平８   10. 炮三平五  车２进４ 

 11.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５   12. 马七退八  马６进４ 

 13. 车五平四  炮６平９   14. 炮五进五  象３进５ 

 15. 车四平一  车８进７   16. 兵五进一  车８平７ 

 17. 兵一进一  卒７进１   18. 相七进五  马４进５ 

 19. 相三进五  车７平５   20. 仕六进五  车５平９ 

 21.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５   22. 车一平七  车５退２ 

 23. 兵一进一  车５平７   24. 马八进七  炮９退１ 

 25. 兵九进一  炮９平７   26. 帅五平六  炮７平４ 

 27. 兵一进一  车７进１   28. 马七进八  车７平４ 

 29.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３   30. 马八进九  象５进３ 

 31. 车七平五  炮４平５   32. 帅五平六  车３平４ 

 33.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２   34. 帅五平六  车２平４ 

 35. 帅六平五  象３退１   36. 马九进七  炮５进１ 

 37. 车五退四  士４进５   38. 兵一平二  车４退４ 

 39. 马七退八  将５平４   40. 车五进五  象７进５ 

 41. 兵二平三  象１进３   42. 兵三平四  车４平２ 

 43. 兵九进一  车２进１   44. 兵四平五  将４进１ 

 45. 兵五平六  车２平４   46.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２ 

 47.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１   48. 马八进六  车１退１ 

 49. 兵七平八  车１平４   50. 兵八平七  将４退１ 

 51. 仕五退六  象５退７   52. 仕四进五  士５进４ 

 53. 仕五进四  车４平３   54. 兵七平八  车３平９ 

 55. 仕六进五  将４平５   56. 帅五平四  车９进５ 

 57. 帅四进一  车９退６   58. 兵八平七  将５进１ 

 59. 帅四退一  车９进６   60. 帅四进一  将５平６ 

 61. 仕五进六  车９退１   62. 帅四退一  车９退２ 

 63. 马六退五  车９平５   64. 马五进三  车５进１ 

 65. 马三进二  将６进１   66. 马二进三  将６退１ 

 67. 马三退二  将６进１   68. 马二退三  将６退１ 

 69. 仕六退五  车５进１ 

 
 
赵国荣 vs. 李来群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9-12 

地点/Venue：昆明 Kunming 

红方/Red：赵国荣 Zhao Guorong 

黑方/Black：李来群 Li Laiqun 

结果/Result：和局. Draw 



 

 

开局/Opening：C45 中炮过河车互进七兵对屏风马平炮兑车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7. 马八进七  士４进５    8. 炮八平九  车１平２ 

  9. 车九平八  炮９平７   10.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1. 车四进二  炮７进５   12. 相三进一  炮２进４ 

 13.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14. 相一进三  炮７平３ 

 15.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6. 马七进五  车８进３ 

 17. 马五进六  车８平４   18. 马六退七  车４进３ 

 19. 车八进一  车４平３   20. 车八平四  马８退７ 

 21. 炮九平八  炮２平９   22. 马三进一  车２进７ 

 23. 炮五平三  车３平７   24. 相七进五  马３进５ 

 25. 车四退二  车２退５   26. 后车进一  卒５进１ 

 27. 马一退二  车７平４   28. 仕四进五  马５进６ 

 29. 炮三进一  象７进９   30. 炮三进四  车２平７ 

 31. 车四平七  车４平１   32. 车七进三  士５退４ 

 33. 车七退三  车７平８   34. 马二退四  卒９进１ 

 35. 车七平一  车１平９   36. 车一平九  士６进５ 

 37. 兵七进一  卒９进１   38. 车九退二  车９平５ 

 39. 马四进三  车５平７   40. 马三退四  车８平５ 

 41. 车四平二  车７平６   42. 马四进三  车６平７ 

 43. 马三退四  车７平６   44. 马四进三  车６平７ 

 45. 马三退四  卒９进１   46. 车二进七  士５退６ 

 47. 车二退四  卒９平８   48. 兵七平六  车７平６ 

 49. 兵六平五  车６平５   50. 马四进二  马６进７ 

 51. 马二退四  马７退６   52. 马四进二  马６进７ 

 53. 马二退四  卒８平７   54. 马四进三  卒７进１ 

 55. 兵五平六  士６进５   56. 车二平五  后车平６ 

 57. 车九平五  车５平８   58. 相五退三  卒７进１ 

 59. 车五退二  车６进３   60. 车五退一 

 
 
 
马仲威 vs. 赵国荣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9-11 

地点/Venue：昆明 Kunming 

红方/Red：马仲威 Ma Chung Wei 

黑方/Black：赵国荣 Zhao Guorong 

结果/Result：和局. Draw. 

开局/Opening：D23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5.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４    6. 车二进四  车１进１ 

  7. 炮八平九  车４进５    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４ 

  9. 仕四进五  前车平３   10. 车八进二  炮２平１ 

 11. 炮五平四  车４平６   12. 炮九退一  炮１进４ 

 13. 炮四平五  车３平４   14. 马七进八  车４进２ 

 15. 炮九进一  车６平２   16. 车二平三  炮５平４ 

 17.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18.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9. 车八进一  士４进５   20. 车三进二  卒５进１ 

 21. 车三平七  马３退４   22. 炮五平六  炮１退２ 

 23. 炮六进七  士５退４   24.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３ 

 25. 炮九进二  炮４进３   26. 马八退六  车２进５ 

 27. 炮九平五  士６进５   28. 马六退七  车２平７ 

 29. 车七平九  车７进１   30. 相七进五  炮４平２ 

 31. 仕五退四  车７退１   32. 车九退一  车７平５ 

 33. 炮五平七  车５平９   34.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35.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３   36. 车八平九  炮１进１ 

 37. 马七进九  车３平６   38. 炮七退一  炮１平２ 

 39.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１   40. 兵七平六  炮１退１ 

 41. 车八退一  炮１退１   42. 仕六进五  炮１平３ 

 43. 车八平七  炮３进２ 

 
 
 
张荣安 vs. 徐宝坤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9-08 

地点/Venue：昆明 Kunming 

红方/Red：张荣安 (荷兰) Cheung Wingon (Holland) 

黑方/Black：徐宝坤 Choi Pou Kuan 

结果/Result：黑胜. Black won 

开局/Opening：D05 顺炮横车对直车巡河 

 
（二）荷兰 张荣安 先负 澳门 徐宝坤 

（1991年 9月 8日于昆明） 

第二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进一  车９平８    4. 车一平六  车８进４ 

  5. 车六进七  马２进３    6. 车六平七  炮２进２ 

  7. 马八进九  车１进２    8. 炮八平六  车８平４ 

  9. 仕六进五  卒７进１   10. 车九平八  马７进６ 

 11. 炮六退二  马６进５   12. 炮五平六  车４进３ 

 13. 仕五进六  马５进３   14. 仕四进五  马３进２ 

 15. 马九退八  车１平２   16.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17. 车七进一  士６进５   18. 车七退一  卒５进１ 

 19. 车七平六  炮２平４   20. 车六平七  卒５进１ 

 21. 马八进九  卒５平６   22. 相三进五  卒６进１ 

 23. 马九进七  卒６进１   24. 马七退六  卒６平７ 

 25. 马六进八  炮５平９   26. 马八进六  炮９退１ 

 27. 车七进一  象７进５   28. 车七平九  车２进４ 

 29. 兵九进一  马３进５   30. 车九退三  马５进４ 

 31. 车九退一  炮９进５   32. 车九平六  马４进６ 

 33. 车六进一  马６进７   34. 帅五平四  炮９平８ 

 35. 车六平二  炮８平４   36. 车二进三  士５退６ 

 37. 车二平四  将５进１   38. 车四退六  炮４平５ 

 39. 炮六进一  马７退５   40. 炮六平七  马５进７ 

 41. 炮七进一  前卒平８   42. 车四退二  卒８进１ 

 
 
张心欢 vs. 胡明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9-10 

地点/Venue：Kunming China 

红方/Red：张心欢 Teo Sim Hua 

黑方/Black：胡明 Hu Ming 

结果/Result：和局. Draw 

开局/Opening：B52 五七炮对反宫马左横车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兵三进一  马８进７    4.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5. 马八进九  车９平４    6.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４ 

  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8. 车八进六  士４进５ 

  9. 仕四进五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３ 

 11. 炮七进一  炮２平１   12. 车八进三  马３退２ 

 13. 炮五平七  车３平４   14. 相三进五  象３进５ 

 15. 车二进六  炮６进２   16. 车二平三  炮６平４ 

 17. 车三平四  马２进４   18. 车四退二  车４平６ 

 19. 马三进四  炮４退２   20.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21. 炮七进三  马４进２   22. 前炮退一  炮１进４ 

 23. 马四进六  马７进６   24. 炮七平三  象７退５ 

 25. 炮七进三  马２进３   26. 炮七平一  卒１进１ 

 27. 炮一退一  卒１进１   28. 炮三进一  象５进７ 

 29. 炮一平四  马３进２   30. 兵一进一  马２退４ 

 31. 炮四退一  马４进２   32. 兵一进一  炮４平５ 

 33. 炮四平三  象７退９   34. 马六进五  象７进５ 

 35. 炮三退一  马２退３   36. 炮三平九  卒１进１ 

 
 
马仲威 vs. 胡荣华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1-08-01 

地点/Venue：Kunming CHina 

红方/Red：马仲威 Ma Chung Wei (Chinese Taipei) 

黑方/Black：胡荣华 Hu Ronghua (China) 

结果/Result：黑胜. Black won 

开局/Opening：A28 飞相转屏风马对左中炮 

 
  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5.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４    6.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7. 仕四进五  车２进４    8.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５ 

  9. 马七退八  车８进４   10.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11.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12. 马三进二  炮４平３ 

 13. 炮二平三  车７平８   14. 炮三进七  士６进５ 

 15. 马二退三  车８进５   16. 马三退二  卒３进１ 

 17.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18. 相五进七  马１进３ 

 19.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0.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５ 

 21. 帅五平四  马７进６   22. 炮三退五  炮３进４ 

 23. 相七进五  炮５平６   24. 帅四平五  马５进４ 

 25. 仕五进四  炮６平５   26. 仕六进五  马４进６ 

 27. 帅五平六  马６进４   28. 仕五进四  马４进３ 

 29. 帅六进一  炮３平４   30. 炮三平六  马３退４ 

 31. 马三进四  炮４平５   32. 马四进六  后炮平４ 

 33. 炮九进四  炮５退３   34. 炮九退二  马４进３ 

 35. 马六进八  炮４退１ 

 
 
CHOI Pou Kuan vs. Zhao Guorong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Unknown 

地点/Venue：Kunming 

红方/Red：CHOI Pou Kuan 

黑方/Black：Zhao GuoRong 

结果/Result：Black won 

开局/Opening：B36 五八炮对反宫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5. 炮八进四  士４进５    6. 马八进七  象３进５ 

  7. 马七进六  卒３进１    8. 兵七进一  车１平４ 

  9.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８   10. 车二平四  象５进３ 

 11. 炮五平六  马３进４   12. 炮六进三  车４进４ 

 13. 炮八退四  炮６平４   14. 马六退七  车４进４ 

 15. 炮八平九  炮２平３   16. 车四平六  车４退３ 



 

 

 17.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５   18. 马六进八  炮３平２ 

 19. 马八退七  车８平２   20. 马七进五  象７进５ 

 21. 马五进四  马７进６   22.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４ 

 23. 炮九平六  马６进４   24. 炮六进五  士５进４ 

 25. 车九进二  士６进５   26. 相三进五  车２进３ 

 27. 车九平六  马４进２   28. 车六进一  炮２退１ 

 29. 前马退二  马２进３   30. 车六退二  炮２平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