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 世锦赛部分中文棋谱
陈捷裕 vs. 赵国荣 Zhao Guorong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3-04-11
地点/Venue：北京
红方/Red：陈捷裕
黑方/Black：赵国荣 Zhao Guorong
结果/Result：和局
开局/Opening：D15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5. 车九进一 炮２平１
7. 兵七进一 车２进６
9. 车二进一 车９平６
11. 炮八平四 士４进５
13. 车六退四 炮５平４
15. 马三退五 象３进５
17. 炮五平三 炮４退４
19. 车六平四 炮１平２
21. 炮三平六 将４平５
23. 车一平四 象７进９
25. 炮二平四 卒８平７
27. 相九退七 炮２平５
29. 马五进七 车５平４
31. 炮二平一 炮４进１
33. 炮一平四 车４平３
35. 仕六进五 卒８进１
37. 车六平八 炮２平４
39. 炮四进四 炮４平５
41. 相七进九 卒３进１
43. 车八平七 车３平１
45. 帅六进一 车１退１
47. 帅六进一 车１退１
49. 车七平八 车１平４
51. 车八进二 车４退６
53. 炮三平五 象９退７
55. 炮二进三 车４进３
57. 车八退一 车４进３
59. 车八退一 车４进６

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6.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8. 炮八退一 车９进１
10. 车二平四 车６进７
12. 车六进五 车２平３
14. 相七进九 炮４进４
1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8. 炮四平三 马７退９
20. 车四进六 将５平４
22. 车四平一 卒７进１
24. 炮六平二 卒７平８
26. 相三进五 炮２进４
28. 马七进五 车３平５
30. 炮四平二 卒７平８
32. 炮三进六 马３退４
34. 车四退三 炮４进５
36. 车四平六 炮４平２
38. 车八退三 炮４退４
40. 炮三退一 马４进３
42. 车八进五 车３进１
44. 帅五平六 车１进２
46. 帅六退一 车１进１
48. 帅六退一 车１退２
50. 帅六平五 卒３进１
52. 车八退四 炮５进１
54. 炮四平二 卒８平７
56. 车八进四 车４退３
58. 车八进一 车４退３
60. 车八进一 车４退６

赵国荣 Zhao Guorong vs. 吴贵临 Wu Guilin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3-04-09
地点/Venue：北京
红方/Red：赵国荣 Zhao Guorong
黑方/Black：吴贵临 Wu Guilin
结果/Result：和局
开局/Opening：D40 中炮对左三步虎转列炮
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3.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5. 相七进九 卒７进１
7. 车一平四 马２进３
9. 仕六进五 车１平４
11. 仕五退六 马７进８
13. 马三进四 马８进７
15. 相三进五 车７平８
17. 仕四进五 炮９进４
19. 仕五退四 马３退１
21. 相九退七 卒１进１
23. 车四平一 炮９退２
25. 炮八进二 车８平２
27. 马五进七 车２进２
29. 马五退六 卒３进１
31. 车一平四 卒７进１
33.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35. 仕四进五 炮８进４
37. 车四平三 卒７平６
39. 车四平三 卒７平６
41. 车四平五 卒７平６
43. 仕五进四 炮３进５
45. 马六退七 车２平３

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4.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５
6. 车一进一 炮２平５
8.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10. 车八平六 车４进８
12.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14. 车四进一 马７进５
16. 炮八进二 车８退４
18. 马四进六 车８进８
20. 炮八平九 车８退８
22. 炮九平八 炮５平７
24. 马六退四 马１进３
26. 马四进五 炮７平９
28. 前马退五 象３进５
30. 兵七进一 炮９平３
32.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34.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８
36. 车四进二 车２进４
38. 车三平四 卒６平７
40. 车三平四 卒６平７
42. 车五平四 炮８进１
44. 相五退七 炮８平３

赵国荣 Zhao Guorong vs. 梅清明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3-04-04
地点/Venue：北京
红方/Red：赵国荣 Zhao Guorong
黑方/Black：梅清明
结果/Result：和局
开局/Opening：B30 中炮对反宫马后补左马
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3.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5.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7. 车八进六 士６进５
9. 车八退二 炮２平１
11. 兵九进一 车２进４
13. 炮五平四 卒７进１
15. 相三进五 车９平７
17. 炮四平二 车８平６
19. 车二平四 马３进４
21. 车四进三 车２退３
23. 马二进四 车２平６
25.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27. 炮三平一 炮８退１
29. 炮一平六 马９进８
31. 马九进八 卒３进１
33. 后炮平八 车６平４
35. 炮八进二 炮１进３
37. 炮七平八 车４平７
39. 炮八退五 车７退１
41. 炮五平四 车７平６
43. 车三平五 卒１进１
45. 炮九平七 象３进１
47. 炮七平六 象５退３
49. 仕六进五 车６平８
51. 仕五退四 车８退６
53. 炮七平五 车８平５

4.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6.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７
8. 车一平二 炮６进１
10. 车八平四 炮６退３
12. 仕四进五 炮６平７
14. 兵三进一 炮７进４
16. 马三进二 车７平８
18. 车四进五 士５退６
20. 炮二平三 炮７平８
22. 车四平三 马７退８
24. 马四进六 炮１平４
26. 炮六进二 马８进９
28. 炮一进四 炮８平４
30. 车三平二 车６进３
32. 兵七进一 马４进２
34. 炮六平七 炮４平１
36. 炮八平五 炮１平５
38. 车二平五 马８进７
40.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１
42. 车五平三 车６进２
44. 炮七平九 象１退３
46. 仕五进四 卒１进１
48. 炮六平七 炮５退３
50. 车五进三 车８进４
52. 车五退二 车８进２
54. 炮五进三 卒１平２

胡明 vs. 黄玉莹
轮次/Round：Unknown
日期/Date：1993-04-09
地点/Venue：北京
红方/Red：胡明 Hu Ming
黑方/Black：黄玉莹 Huang Yuying
结果/Result：红胜
开局/Opening：A53 仕角炮转反宫马对右中炮
1. 炮二平四 炮２平５
3.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7. 车二进五 卒７进１
9.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11. 车二平三 炮７进１
13. 仕四进五 车８平６
15. 车三平二 马３退１

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4.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6. 炮八进四 卒３进１
8. 相七进五 炮５平６
10. 炮四进四 炮８平７
12. 马三进五 车８进８
14. 车三退一 炮６平７
16. 兵五进一 马１进２

17. 马五进四
19. 兵五进一
21. 兵五进一
23. 兵五平六
25. 车七平八
27. 兵六进一
29. 车二平六
31. 马七进五
33. 相三进一
35. 仕五进四
37. 马二进三
39. 兵六平五
41. 车五平四
43. 帅五进一
45. 车四进一
47. 炮六平一
49. 车四进一
51. 车四平五
53. 车五平九
55. 马四进五
57. 车九退一

黑认负

车６平７
炮７平２
马２退３
车２进８
车２进１
马３进１
车６退１
炮７平８
车６进３
马７进５
马７退６
士４进５
马１进３
车７退１
将４进１
车４进１
将４进１
卒３进１
马４进６
马８进６

18. 炮四平一
20. 车八平七
22. 马七进五
24. 马五退七
26. 马七退八
28. 马八进七
30. 炮一退二
32. 马五进三
34. 马三进二
36. 车六平五
38. 马三退四
40. 车五进四
42. 炮一平六
44. 帅五退一
46. 车四退一
48. 帅五进一
50. 车四退一
52. 车五退二
54. 兵七进一
56. 车九进三

炮７退１
车７平６
炮２进８
车６退４
士６进５
炮７退２
马９进７
炮８进８
车６平７
马５退７
车７退３
将５平４
车７进６
车７平４
将４退１
象７进９
将４退１
马３退４
马６进８
将４进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