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拿督洪敦清局绅杯” 

第 18 届大马棋王赛运动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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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111 轮轮轮轮    

R101R101R101R101 陆建初陆建初陆建初陆建初（（（（金金金金））））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日期: 18-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Village Mall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04.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４     05.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３     06. 马八进九  卒９进１ 07.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６     0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9. 车八进三  象３进５     10. 士四进五  士４进５     11. 兵三进一  车４进１     12. 炮五平四  车４平７ 13. 相三进五  车７进１     14. 炮四退二  炮２平１     15. 车八平六  车２平４     16. 车六平八  车４平２     17. 车八平六  车２平４     18. 车六平八  车４平２ 19. 车八平六  车２平４     20. 车六平八  车４平２   
R102R102R102R102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04. 兵三进一  象３进５     05. 马三进四  炮８退２     0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４     07.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08. 车九平六  炮２平４     09. 炮八进四  车１平２      10. 炮八平五  马７进５     11. 马四进五  车２进６     12. 马五退四  车２平３ 13.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３     14. 马七退五  卒７进１     15. 马五进三  卒７进１     16. 车二进二  车８进７     17. 炮五平二  卒７平６     18. 马三进四  车３平５ 19. 炮二平五  马４进２     20. 马四进二  车５退３     21. 马二进四  马２进３     22. 马四退三  炮４进４     23. 士六进五  象５进７     24. 车六平八  象７进５ 25. 车八进三  炮４退４     26. 车八平七  炮４平１     27. 车七退一  车５进２     28. 马三退五  车５平４     29. 炮五平一  车４进１     30. 车七平六  马３进４ 31. 炮一进四  炮１进４     32. 马五进四  卒３进１     33. 马四进六  卒１进１     34.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5. 炮一平六  炮１平９     36. 马七退八   
R102R102R102R102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４     04. 兵三进一  象３进５     05. 马三进四  炮８退２     0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４ 07.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08. 车九平六  炮２平４     09. 炮八进四  车１平２     10. 炮八平五  马７进５     11. 马四进五  车２进６     12. 马五退四  车２平３ 13. 兵三进一  炮８进３     14. 马七退五  卒７进１     15. 马五进三  卒７进１     16. 车二进二  车８进７     17. 炮五平二  卒７平６     18. 马三进四  车３平５ 19. 炮二平五  马４进２     20. 马四进二  车５退３     21. 马二进四  马２进３     22. 马四退三  炮４进４     23. 士六进五  象５进７     24. 车六平八  象７进５ 25. 车八进三  炮４退４     26. 车八平七  炮４平１     27. 车七退一  车５进２     28. 马三退五  车５平４     29. 炮五平一  车４进１     30. 车七平六  马３进４ 31. 炮一进四  炮１进４     32. 马五进四  卒３进１     33. 马四进六  卒１进１     34.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5. 炮一平六  炮１平９     36. 马七退八 



R104R104R104R104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雪雪雪雪））））     0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04.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４     0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06. 士六进五  车４进４ 07. 炮五平四  车４平７     08. 马三进二  炮２平３     09. 相七进五  车７退１     10. 炮八进二  车１平２     11. 炮八平七  炮３进３     12. 兵七进一  士４进５ 13. 车九平六  炮５平４     14. 车二进三  车２进４     15. 车二平四  车７平４     16. 车六进五  车２平４     17. 炮四平三  象７进５     18. 马二进四  马７退９ 19. 炮三平二  卒７进１     20. 炮二进三  象５退７     21. 车四平三  马９进８     22. 马四进三  卒７进１     23. 车三进一  象３进５     24. 车三进二  车４平８   
R105R105R105R105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06.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９ 07. 车二平三  马３进４     08.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６     09.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0. 车四退一  士４进５     11.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７     12. 炮六平三  马８进９ 13. 炮三进一  车８进６     14. 车四退二  马９进８     15. 炮三进六  象５退７     16. 车四平二  马８退６     17. 帅五进一  马６退８     18. 车八进七  车１平４ 19. 车八平二  马８退６     20.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２     21. 车二平六  士５进４     22. 兵九进一  炮９平５     23. 马九进八  炮５进４     24. 士六进五  象７进５ 25. 帅五平六  士６进５     26. 马八进九  炮５退１     27.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５     28. 相七进五  象５进７     29. 马九退七  卒５进１     30. 兵九进一   
R105R105R105R105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九  象３进５     06.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９ 07. 车二平三  马３进４     08.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６     09.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0. 车四退一  士４进５     11.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７     12. 炮六平三  马８进９ 13. 炮三进一  车８进６     14. 车四退二  马９进８     15. 炮三进六  象５退７     16. 车四平二  马８退６     17. 帅五进一  马６退８     18. 车八进七  车１平４ 19. 车八平二  马８退６     20.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２     21. 车二平六  士５进４     22. 兵九进一  炮９平５     23. 马九进八  炮５进４     24. 士六进五  象７进５ 25. 帅五平六  士６进５     26. 马八进九  炮５退１     27.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５     28. 相七进五  象５进７     29. 马九退七  卒５进１     30. 兵九进一   



R107R107R107R107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0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04. 兵一进一  象３进５     05. 炮八平九  车１平２     06.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２ 07.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６     08.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09. 车八进四  卒９进１     10. 炮九退一  卒９进１     11. 炮二平一  车９平７     12. 炮九平一  马９进８ 13. 后炮进三  卒７进１     1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15. 兵七进一  炮６平８     16. 车二平一  卒７进１     17. 马三退五  象５进３     18. 前炮平二  马８退９ 19. 车一平三  象３退５     20. 马七进六  炮２平４     21. 车八平七  车７进３     22. 炮二平三  炮８进３     23. 车七进三  炮８平４     24. 车三进三  后炮平３ 25. 炮三进五  车７退４     26. 车七平五   
R108R108R108R108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01.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４     02. 兵七进一  马２进３     03.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04. 车九平八  卒７进１     05. 马二进三  车１平２     06. 炮二进四  象７进５ 07. 炮二平七  车２进３     08. 兵七进一  炮８进２     09.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６     10. 马七退八  炮８平３     11. 车一进一  车９平８     12. 车一平六  士４进５ 13.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4. 相五进三  车８进６     15. 车六进四  车８退２     16.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６     17. 车六平四  马７进６     18. 炮九平三  炮４进１ 19. 马四进六  马６进４     20. 炮三平六  卒９进１     21. 马八进九  卒５进１     22. 马九进七  炮４平５     23. 炮六平二  炮５进３     24. 炮二进二  马４退６ 25. 马六退五  马６进５     26. 炮二进五  象５退７     27. 相七进五  马５进７     28. 马七进九  象３进５     29. 马九进八  炮３进２     30. 士六进五  将５平４ 31. 炮七平六  将４平５     32. 炮六平七  马７退６     33. 马八进七  将５平４     34. 马七退五  马６进４     35. 帅五平六  炮３退１     36. 马五退六  炮３平４   
R109R109R109R109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01.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４     02.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03.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１     04.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05.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５     06. 车六进四  马８进６ 07. 兵九进一  炮８进７     08.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9. 车六平四  炮４退１     10.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６     11. 炮八平六  卒３进１     12. 士四进五  马６进８ 13. 炮二进五  车８退４     14. 炮六进四  车２进３     15. 炮六平三  卒５进１     16. 兵三进一  车２平４     17. 车四平五  炮４进１     18. 兵三平二  将５平４ 19. 车三进四  炮４进７     20. 马九进八  卒３进１     21. 兵七进一  炮４退４     22. 兵七进一  炮４平１     23. 车五平六  车４进１     24. 马八进六  炮１进４ 25. 相七进九  车８进２     26. 马六进七  将４平５     27. 帅五平六  车８平３     28. 车三平六  



R110R110R110R110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４     02. 兵七进一  马８进７     03. 马八进七  车９进１     04. 车九进一  车９平３     05. 车九平六  士４进５     06. 马七进八  炮２进５ 07. 炮二平八  卒３进１     08. 兵七进一  车３进３     09. 车一进一  象３进５     10. 车六平七  马２进３     11. 车七进四  象５进３     12. 车一平六  卒７进１ 13. 车六进三  炮４平６     14. 马二进三  马７进６     15. 车六平七  象７进５     1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7. 车七平三  车１平４     18. 士四进五  马６进４ 19. 车三平四  马４进２     20. 车四平七  马２退４     21. 兵五进一  炮６进１     22. 车七退一  马４退２     23. 炮八进三  马３进２     24. 车七平六  车４进６ 25. 马八退六  马２进１     26. 马三进二  卒１进１     27. 马二进一  马１进３     28.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9. 马六进五  马３退４     30. 马一退二  卒１进１ 31. 马二退四  马４进２     32. 马五退六  士５进４     33. 马四进五  士６进５     34. 兵一进一  将５平６     35. 兵一进一  炮６平１     36. 士五进四  马２进４ 37. 帅五平四  马４进２     38. 士六进五  马２退３     39. 兵一进一  卒１平２     40. 马六退七  马３退５     41. 兵一平二  炮１进３     42. 帅四平五  炮１退６ 43. 马五进三  象５进７     44. 马三进二  将６平５     45. 马二退三  炮１平３     46. 马七进六  卒２平３     47. 马六退八  卒３进１     48. 马三退五  卒３平２ 49. 马八进六  将５平６     50. 兵二平一  卒２平３     51. 马六退七  卒３进１     52. 马七进九  卒３进１     53. 马五退七  卒３平４     54. 马七退八  炮３平４ 55. 马九进八  马５进３     56. 前马退六  象３退５     57. 兵一平二  炮４平１     58. 兵二平三  炮１平４     59. 兵三平四  马３退２     60. 马六进八  将６进１ 61. 相五退三  炮４平２     62. 前马退六  马２进３     63.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８     64. 兵四平五  炮８进７     65. 马六进四  卒４平３     66. 马四退六  卒３平２ 67. 兵五平四  炮８退７     68. 帅五平四  炮８平１     69. 兵四平三  炮１进９     70. 帅四进一  马３退２     71. 马八退六  炮１退１     72. 后马进八  马２进４ 73. 马八进七  马４进６     74. 马七退五  炮１退２     75. 马六进八  马６进８     76. 马五退三  炮１平６   
R111R111R111R111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0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02. 炮八平五  马８进７     0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4.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２     05.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06. 车一进一  士６进５ 07. 车九平四  马３进４     08.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09. 马三进五  马４进５     10.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５     11. 马五进六  炮５进５     12. 相七进五  车２进２ 13.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１     14. 兵七进一  象１进３     15. 车四进五  炮８进４     16. 车一平七  象７进５     17. 车四平三  车９平７     1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9. 相五进三  车２平４     20. 马六退五  卒５进１     21. 马五退四  车４进４     22. 兵九进一  炮８退２     23. 炮二平五  卒５进１     24. 炮五退一  卒１进１ 25. 马四进三  炮８进５     26. 马三进五  马７退９     27. 车三进三  马９退７     28. 兵九进一  车４退２     29. 炮五平二  车４平６     30. 士六进五  车６进１ 31. 马五进六  车６平７     32. 车七进四  车７进４     33. 炮二进八  马７进６     34. 车七平二  炮８平９     35. 炮二平一  将５平６     36. 马六退四  卒５进１ 37. 马四进五  



R112R112R112R112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0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07.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08.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09.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0. 车二进四  卒３平２     11. 兵九进一  炮６进４     12. 车二平八  车２进５ 13. 马九进八  炮６平７     14.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３     15. 相三进一  车９进１     16. 马七进五  炮３进３     17. 车八平七  象３进５     18. 炮七平八  车９平２ 19. 炮八平六  马３进４     20. 车七进四  车２进４     21. 车七平八  马４进２     22.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４     23. 炮五进一  士４进５     24. 士六进五  炮７平８ 25. 马三进二  卒７进１     26. 马二进三  象５退７     27. 炮六平三  炮８进３     28. 相一退三  卒７进１     29. 炮三平六  卒７平６     30. 炮五退一  卒６平５ 31. 炮五平三  前卒进１     32. 炮三进五  前卒平４     33. 士五进六  马４进６    34. 帅五平六  马６退５     35. 士六退五  炮８退７     36. 炮三平八  炮８平４ 37. 帅六平五  马５退３     38. 炮八退二  将５平４     39. 马三退四  炮４平１     40. 马四进六  炮１进３     41. 马六进七  将４进１     42. 马七退九  马３进２ 43. 炮八平六  炮１平５     44. 士五进四  马２进３     45. 炮六退四  炮５平１     46. 马九退七  炮１进３     47. 马七退六  炮１平４     48. 马六退七  炮４退６ 49. 帅五平六  将４退１     50. 马七进五        
第第第第 2222 轮轮轮轮    

R201R201R201R201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霹霹霹霹））））    日期: 18-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02. 炮八平五  卒７进１    0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4.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5. 马二进一  马８进７    06. 车一进一  卒９进１ 07. 炮二平三  马７进８    08. 车一平四  车９进１    09. 车四进五  马８进９     10. 炮三退一  车９平４    11. 炮五平四  炮８进５    12. 相七进五  马９退８ 13. 车四退二  马８进７    14. 车四平二  马７退９    15. 车八进六  炮８平７     16. 马一退二  炮７退１    17. 炮四平一  卒７进１    18. 炮三进三  车４进３ 19. 车八平七  炮２进７    20. 马七退八  车２进９    21. 士四进五  炮７平１     22.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４  



R202R202R202R202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01. 炮二平六  象７进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4. 车二进四  炮８平９    05. 车二平六  士４进５    06.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07. 炮八平九  车８进６    0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9. 相七进五  卒１进１     10.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11. 车六平九  炮２平４    12. 炮九进五  车２进９ 13. 炮九平五  象３进５    14. 马七退八  车８平７    15. 马八进九  车７退２     16. 马九进八  车７平２    17. 炮六平八  车２平３    18. 兵七进一  车３平４ 19. 马八进七  炮４进７    20. 马三进四  车４退１    2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22. 士四进五  炮４退１    23. 马四进六  炮４退２    24. 车九进五  士５退４ 25. 马六进四  马７退８    26. 马四进三  
R203R203R203R203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01.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0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3. 马二进三  炮８进４     04.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３    05.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３    06. 士六进五  车９平８ 07. 炮二平四  象３进５    08. 车九平六  车８进４    09. 兵一进一  士４进５     10. 马四进三  车１平４    11. 兵一进一  车４进９    12. 士五退六  卒９进１ 13. 车一进五  车８平９    14. 马三退一  马７进６    15. 马一进三  炮２进４     16. 兵五进一  马６进７    17. 炮四进六  象５退３    18. 兵五进一  炮２退３ 19.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７    20. 兵三进一  卒５进１    21. 马七进五  卒５进１     22. 马五进三  马３进５    23. 炮四平二  马５进６    24. 士六进五  马６退７ 25. 炮二退二  后马退５    26. 马三进四  卒１进１    27. 炮八进七  象３进１     28. 炮二进一  马５进６    29. 炮二进二  马６退４    30.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４ 31. 帅五平六  炮３平４    32. 马三退四  马７退６    33. 炮八退八  卒５进１     34. 帅六平五  马４退６    35. 炮八平九  卒５进１    36. 相三进五  炮４平６ 37. 马四退六  前马进４    38. 炮九平六  将４平５    39. 相五退三  马６进５     40. 士五进六  马４退６    41. 炮六平五  象１退３    42. 炮二退四  马６退５ 43. 相三进五  后马进７    44. 炮二平四  象３进５    45. 马六进七  炮６平８     46. 炮五平六  马７进６    47. 相五进三  马６进７    48. 马七退六  马７退６ 49. 马六进七  炮８平３    50. 马七进九  马５进３    51. 马九退八  马３进５     52. 炮四平六  马５退７    53. 前炮平九  马６进７    54. 士四进五  后马进５ 55. 炮六平八  马５进３    56. 炮九进四  马３退１    57. 马八进七  将５平４    58. 炮八平六  士５进４    59. 马七退八  士６进５    60. 士五进四  马１进２ 61. 炮九平八  马２退１    62. 马八进九  炮３平５    63. 马九进七  将４进１     64. 炮八退三  将４退１    65. 炮八平六  将４平５    66. 前炮平五  将５平４ 67. 马七退九  马７退６    68. 炮五平六  将４平５    69. 马九退八  炮５平３     70. 后炮平四  马６退５    71. 士四退五  马１退２    72. 炮六退一  卒３进１ 73. 炮六平五  马２退４    74. 炮四进五  马４进２    75. 炮四退一  马２退４     76. 炮四进一  马４进２    77. 炮四平一  将５平６    78. 炮一退一  马５进７ 79. 炮五平四  炮３平５    80.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81.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82. 士五退六  马２进４    83.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84. 帅四平五  马７进８ 85. 炮一进四  象７进９    86. 炮四进一  马８进７    87. 帅五进一  卒３进１     88. 马八退六  象５进３    89. 炮四退二  马７退５    90. 帅五退一  炮６平４ 91. 马六进四  马５退６    92. 炮一平二  炮４平５    93. 炮二退八  马４进５     94. 炮二平五  马５退７    95. 炮五平九  卒３进１ 



R204R204R204R204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金金金金））））     0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 7     0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0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05. 兵三进一  车４进４     06. 炮五平四  马２进３ 07. 相七进五  卒５进１     08. 兵七进一  车４进３     09. 士六进五  车１进１ 10. 炮八进四  车１平６     11. 车二进六  卒５进１     12.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13. 兵五进一  车４退５     14. 炮八平三  马７退９     15. 车二平一  卒３进１ 16. 车九平六  车４平３     17.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18. 马七退八  卒３平２ 19. 车一退二  车３进３     20. 马三进四  车６平８     21. 马四进六  马３进４ 22. 兵五平六  车３平５     23. 兵六进一  士６进５     24. 炮三平五  车８平７ 25. 兵三进一  炮２退１     26. 兵三平四  车５平６     27. 车一进二  马９进７     28. 车一平三  马７进５     29. 车三进二  炮２平７     30. 兵六平五  炮５平２      31. 马八进七  卒２平３     32. 马七退九  炮７进７     33. 车六平九  炮２进２     34.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５     35. 车八进五  炮５进２     36. 马九进七  卒３进１ 37. 炮四平七  炮７平９     38. 车八退二  炮９进１     39. 帅五平六  车６平９     40. 车八平七  象７进５     41. 炮七平八  象５进３     42. 车七进二  炮５退１ 43. 车七进四  车９平４     44.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１     45. 炮八进七  车１平２     46.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３     47. 车七退九  车２退９     48. 炮九退二  炮９退５ 49. 帅五平六  炮９平１     50. 炮九平七  士５进４     51. 车七进四  车２进９     52. 帅六进一  车２退１     53. 帅六退一  车２进１     54. 帅六进一  炮５退１ 55. 车七进一  炮５进２     56. 车七退二  炮５退２     57. 车七进二  炮５进２     58. 兵五进一  车２退６     59. 炮七退一  士４进５     60. 炮七平五  车２平４ 61. 士五进六  将５平４     62. 炮五进二  士４退５     63. 相五进三  车４进４     64. 帅六平五  车４进１     65.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１     66.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67.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１     68.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69. 帅五进一  士５进４     70. 兵四进一    黑超时  
R205R205R205R205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补补补补））））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5. 车一平二  象３进５     06. 炮八进二  车１平３ 07. 马七进六  炮８进４     08. 炮五平七  士４进５     09. 车二进一  卒３进１     10. 兵七进一  车３平４     11. 炮七进二  象５进３     12. 车二平七  马３进４ 13. 相七进五  象３退５     14. 炮八退二  马４进６     15. 炮七平四  车４进５     16. 炮四进二  卒１进１     17. 车七进六  炮２进４     18. 车九平七  车８进３ 19. 炮四进二  马７进６     20. 前车平八  炮２平７     21. 车八进二  士５退４     22. 炮四平九  炮７平１     23. 炮八平九  车４进２     24. 后炮退一  车４平１ 25. 后炮进二  炮８平１     26. 炮九平七  车１平４     27. 士六进五  车４退２     28. 车八退四  马６进７     29. 车八平九  车４进１     30. 车七平六  车４进３ 31. 帅五平六  炮１平３     32. 炮七平八  车８进４     33. 炮八进一  炮３退６     34. 车九平六  士６进５     35. 炮八退七  炮３进７     36. 相五退七  将５平６ 37. 车六退一  马７退８     38. 车六平七  马８进９     39. 马三进四  车８退２     40. 炮八进七  象５退３     41. 车七进五 



R206R206R206R206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0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04.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４     05.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５     06. 马三退二  卒７进１ 07.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08.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09.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10.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６     11. 士六进五  士６进５     12. 相三进一  卒９进１ 13.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4. 相一进三  炮２退３     15.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6. 炮七进四  象７进５     17. 相三退一  炮２进２     18. 士五进六  炮２平５ 19.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20. 相七进五  马２进３     21. 兵九进一  马７进８     22. 马六进四  炮９进４     23. 马三进一  马８进９     24. 马四退三  卒５进１ 25. 炮七平八  马９进７     26.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7. 马三进五  马７退６     28. 相一进三  马６退５     29. 炮八退五  马５进４     30. 相五进七  卒９进１ 31. 相三退五  卒９平８     32. 马五进六  卒８进１     33. 炮八平七  马４进３     34. 相七退九  后马进４     35. 炮七进四  卒８平７     36. 相九进七  马３进１ 37. 炮七平八  马１退２     38. 炮八进四  象５退３     39. 士四进五  马２退３     40. 帅五平四  士５进４     41. 马六退八  马３退２     42. 炮八退一  卒１进１ 43.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１     44. 马八退六  马１退３     45. 马六进四  将５平６     46. 炮八退七  马４退５     47. 士五进四  马５进６     48. 炮八平四  马３进４ 49. 炮四进四  马４退６     50. 士四退五  卒７平６     51. 相五退三  马６进７     52. 相三进五  马７进８     53. 帅四平五  卒６平５     54. 相五退七  卒５平４ 55. 相七进五  将６进１     56. 相七退九  士４退５     57. 相九退七  士５退６     58. 相五退三  马８退７     59. 相七进五  马７退５     60. 相五进三  马５退３ 61. 相三退五  马３进２     62. 帅五平六  马２进３     63. 相五进三  将６平５     64. 相三退五  卒４平５     65. 相五进三  卒５平６     66. 相三退一  卒６平７ 67. 相一进三  将５平４     68. 相三退一  卒７进１     69. 相一进三  卒７进１     70. 相三退一  卒７平６     71. 士五退四  马３退５     72. 帅六平五  马５退４ 73. 帅五平六  马４退２     74. 相一进三  马２进３     75. 相三退一  卒６进１     76. 相一进三  卒６平７   
R207R207R207R207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04.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0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0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08. 马三进四  卒１进１     09.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５     10. 马四进五  马７进５     11.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2. 车二进五  卒７进１ 13. 兵三进一  马２退３     14. 炮五退二  马３进４     15. 炮七平二  马４进５     16. 炮五进二  马５进３     17. 车九平七  车１平５     18. 士四进五  马３退１ 19. 炮五平九  卒３进１     20. 相三进五  车５退２     21. 炮九进三  卒３平２     22. 兵七进一  卒２进１     23. 兵七进一  车５平１     24. 炮九平八  炮２平４ 25. 兵七平六  车１平２     26.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１     27. 车七进八  士５退４     28. 车七平八  士６进５     29. 兵六进一  炮４平３     30. 兵六平七  炮３平４ 31. 兵七进一  炮４进３     32. 兵七进一  炮４平１     33. 炮九平六  士５退４     34. 兵七平六  炮１平４     35. 车二退一  车１平４     36. 车八平六 



R208R208R208R208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4.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４     0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6.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7. 士四进五  车２进４     08.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５     09. 马七退八  车８进４     10.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２     11.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12. 车二进四  炮５退１ 13.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14. 兵三进一  车２平７     15. 车二平六  炮４进２      16. 马三进四  卒３进１     17.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8. 马四进六  车７平４ 19. 炮九进四  车４进１     20. 炮九进三  马３退２     21. 马七进六  炮５进５     22. 炮一平三  象７进５     23. 炮三进四  炮５退１     24. 马六进七  将５进１ 25. 马七进八  炮５平６     26. 炮三退三  炮６进１     27. 炮三进一  炮６退１     28. 炮三退一   
R209R209R209R209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01.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５     02.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3.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04.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05. 马七进六  马８进７     06. 马六进七  马７进５ 07. 车九进一  车９进１     08. 车九平四  车１平６     09. 车一进一  卒７进１     10. 士四进五  炮８平７     11. 炮二退二  车９平８     12. 炮二平四  车６平２ 13. 炮八平六  士４进５     14.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７     15. 车四平二  炮７进４     16. 车二进五  车２进３     17. 马七退六  卒５进１     18. 马六进五  车２退１ 19. 车二退三  车２平５     20. 车二平三  卒５进１     21. 炮四平三  象７进９     22. 炮三平二  卒５进１     23. 相七进五  车５进４     24. 炮二进九  象９退７ 25. 帅五平四  马３进５     26. 炮二退七  车５退３     27. 炮六平五  车５平６     28. 炮五平四  炮５平６     29. 帅四平五  炮６平５     30. 帅五平四  炮５平６    
R210R210R210R210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01. 炮二平六  车９进１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４     03. 士四进五  车４进３     04.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05. 车一平二  象３进５     06. 炮八进七  车１平２ 07. 车九平八  车２平３     08. 车二进四  马８进９     09. 车八进四  炮２平４     10.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11. 兵九进一  马９进８     12. 车二平六  车４进１ 13. 车八平六  炮４进５     14. 士五进六  士４进５     15. 兵三进一  车３平４     16. 车六进五  士５退４     17. 马九进八  卒３进１     18. 士六退五  马８进７ 19. 马八进六  卒５进１     20. 兵九平八  炮８进２     21. 兵八平七  象５进３     22. 马六进七   



R211R211R211R211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８     03.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04. 车一进一  马２进３     05. 车一平七  马３进２     06. 炮八平六  炮８平９ 07. 炮六进三  马２退３     08. 炮六进一  车８进４     09. 马八进九  马３进２     10. 炮六平三  象７进５     11.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12.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3. 车七平四  象３退５     14. 车四进三  卒１进１     15. 士六进五  车１平３     16. 炮五平四  车８退１     17.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8. 车四进一  车８平７ 19. 车四平八  象７退５     20. 车八进二  车７进４     21. 相七进五  炮９进４     22. 车九平六  车７退１     23. 兵五进一  车３平６     24. 车六进五  车７平１ 25. 帅五平六  士６进５     26. 车六进三  车６进５     27. 马九退七  车６退４     28. 马七进九  炮９平８     29. 相五进七  炮８退５     30. 炮四平七  象３进１ 31. 车六退三  炮８平７     32. 相三进五  车６进２     33. 车六进一  象１退３     34. 炮七进七  象５退３     35. 车八平三  炮７平６     36. 车三退一  卒１进１ 37. 车三平五  炮６退１     38. 马九退七  车１进２     39. 马七进六  车６平２     40. 车六平八  车２平４     41. 车八平六    
R212R212R212R212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炮八进四  象７进５     06. 马八进七  马３进４ 07. 炮八平三  炮２平３     08.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３     09. 炮五平四  车１进１     10. 车八进四  马３退４     11. 相三进五  车１平６     12. 士四进五  卒１进１ 13. 车二进五  车６进２     14. 兵三进一  炮３平４     15. 马七进六  卒５进１     16. 马六进四  车６平３     17. 车二进一  炮８退１     18. 马四进三  炮４平７ 19. 炮三平五  士４进５     20. 马三进四  马４退３     21. 兵三进一  炮７平９     22. 兵三平四  炮９进４     23. 炮四平二  马３进５     24. 兵四平五  士５进６ 25. 炮二进六  车３退２     26. 马四进三  车３平７     27. 前兵进一           



R301R301R301R301 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日期: 19-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04.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４     05. 炮八进二  卒３进１     06. 炮八平三  炮８平７ 07. 车二进五  象３进１     08. 车九平八  车４进２     09. 兵五进一  士６进５      10. 炮三进三  炮２平７     11. 车二进二  炮７平５     12. 车二平三  炮５进３ 13. 马七进五  炮５进２     14. 相三进五  车４退１     15. 车三进二  士５退６      16. 车八进六  车４平６     17. 车八平七  士４进５     18. 兵三进一  卒５进１ 19. 马五进六  车１平３     20. 兵三进一  车６平４     21. 马三进四  马３退１      22. 车七平九  车４平６     23. 马四进三  马９进７     24. 车三退三  车３平４ 25. 马六退五  卒５进１     26. 马五进三  卒５平６     27. 马三退二  车４进６      28. 车三平一  车６平８     29. 马二进一  车４平９     30. 兵三平四  车８平４ 31. 士六进五  车９平３     32. 车一平六  车３平１     33. 车九退三  车４进１      34. 车九进四  马１退３     35. 车九退三  卒６进１     36. 车九退一  马３进４ 37. 车九平四  车４平９     38. 马一退二  车９平７     39. 车四进一  将５平４      40. 车四平六  将４平５     41. 马二进三  车７平５     42. 车六进一  车５平３ 43. 车六退一  车３平５     44. 士五进四  车５平７     45. 士四进五  车７平５      46. 车六进一  车５平３     47. 车六退一  车３平５     48. 士五退四  车５平７ 49. 兵四平五  车７进１     50. 车六进二  卒３进１     51. 兵五平六  卒３平４      52. 马三进五  车７平６     53. 相五退三  卒４平５     54. 相三进一  将５平４ 55. 相七进九  将４平５     56. 相九进七  将５平４     57. 马五进六  士５进４       58. 车六进一  将４平５     59. 兵六进一  车６退１  
R303R303R303R303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06.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１ 07. 车九进一  马７进６     08. 车九平六  士４进５     09. 车二退二  卒７进１      10. 车二平三  炮８平６     11. 车六进四  马６退８     12. 车三平四  马８退７ 13. 炮五平四  炮６平７     14. 车四进四  马７进９     15. 马七进六  炮７平６      16. 马六进四  马９进７     17. 车四平三  马７进６     18. 车六进三  车１进１ 19. 车六平九  马３退１     20. 炮四进一  车８进２     21. 炮八平四  马６进４      22. 前炮平六  炮６进５     23. 车三退四  车８进２     24. 马四进三  车８平４ 25. 炮六平七  炮６平３     26. 炮七平八  车４进３     27. 相三进五  车４退１      28. 炮八退一  马１退３     29. 前马退四  卒５进１     30. 车三平四  炮３平７ 31. 炮八平三  车４平５     32. 炮三平二  车５平７     33. 炮二进七  象５进７      34.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35. 车四平八  车７平８     36. 车八进二  车８退６ 37. 车八平一  车８进６     38. 车一平九  车８平９     39. 车九退二  马３进４      40. 马四进三  车９平４     41. 马三退一  象７退９     42. 马一退二  车４退３ 43. 车九平四  车４平５     44. 兵九进一  卒５进１     45. 车四平三  车５进１      46. 兵九进一  卒３进１     47. 马二进三  车５退１     48. 马三退一  卒３平４ 49. 马一退二  车５进１     50. 兵九进一  马４进３     51. 车三进二  马３进４      52. 士六进五  马４进３     53. 帅五平六  车５平４     54. 士五进六  卒４进１ 55. 车三平七  马３退２     56. 士四进五  卒４进１     57. 士五进六  马２进４      58. 帅六进一  卒５进１     59. 马二进四  马４退５     60.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６ 61. 马四退三  卒５平４     62. 车七进三  士５退４     63. 车七退五  马５进７      64. 车七平六  车６进２     65. 马三进一  马７退６     66. 车六平五  士６进５ 67. 马一进二  象９进７     68. 车五进一  象７进５     69. 车五平六  卒４平３      70. 兵九平八  马６进５     71. 车六进一  车６平８     72. 马二进三  马５进７ 73. 帅五平六  卒３进１     74. 相五退三  车８平６  



R304R304R304R304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05.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４     06. 炮二进四  车１平２ 07.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08.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１     09. 士四进五  车８平６      10.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３     11. 马七退八  车６进３     12. 炮九进四  卒７进１ 13. 炮九退二  卒３进１     14. 炮二退二  炮４平３     15. 车二平四  卒７进１      16. 炮九平三  车６进５     17. 帅五平四  马７进６     18. 兵七进一  炮５进４ 19. 炮三平四  炮５平７     20.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21. 马三进五  炮７平６      22. 兵七平六  马１进２     23. 马八进七  马６退８     24. 炮三平二  马８进７ 25. 帅四平五  马７进８     26. 炮四进四  马８进９     27. 炮二退四  马９退８      28. 炮四平一  马２进３     29. 马五进七  马３进５     30. 相七进五  炮３进５ 31. 兵六进一  炮６平４     32. 兵六平五  炮４进２     33. 士五退四  象５进３      34. 马七退五  炮３退１     35. 炮二平三  炮４平７     36. 士六进五  马８退６ 37. 炮一进一  士６进５     38. 士五进四  炮３平４     39. 士四进五  炮４退１      40. 炮三平四  马６进８     41. 马五进四  炮４退３     42. 马四进三  士５进６ 43. 马三进一  将５平６     44. 炮四进七  炮７退１     45. 马一进三  将６进１      46. 炮四退二   
R305R305R305R305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４     02. 炮二平三  马８进７     03. 炮三进四  马２进１      04.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３     05.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06. 车九平八  卒１进１ 07. 车一平二  象７进５     08. 士四进五  士６进５     09. 兵三进一  车９平６      10. 车二平四  车６进９     11. 帅五平四  炮３进４     12. 炮八进二  炮３平４ 13. 马九进七  卒３进１     14. 炮八进三  卒３进１     15. 马七退九  后炮平３      16. 马三进四  卒３平４     17. 兵三进一  卒５进１     18. 兵三平四  卒４平５ 19.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0. 马四进二  马７进５     21. 马二进四  马５进３      22. 炮八退一  士５进６     23. 炮三退一  炮４退５     24. 炮三平七  象５进３ 25. 马四进六  象３退５     26. 马九进七  士４进５     27. 马六退五  炮４进５      28. 马七进六  炮３进１     29. 炮八进一  车２进１     30. 马六进五  象３进５ 31. 马五进七  车２平１     32. 马七进五  炮４退４     33. 马五退六  车１平３      34. 炮八平四  车３进３     35. 兵四平五  马１进２     36. 炮四平五  士５退６ 37. 炮五退三  士６进５     38. 车八进三  将５平４     39. 车八进二  



R306R306R306R306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炮８进２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05. 兵七进一  士４进５     06. 马七进六  象３进５ 07. 炮八平六  卒１进１     08.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9. 车八进六  卒７进１      10. 车二进四  炮２平３     11. 车八进三  马１退２     12.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13. 炮五进四  车８进３     14. 炮六平五  车８退１     15. 士六进五  马２进４      16. 前炮平六  炮８退１     17. 炮六平三  卒９进１     18. 炮五平九  马４进２ 19. 炮三平五  炮８平９     20. 车二平六  车８进１     21. 炮五退一  炮９退１      22. 炮五平一  炮９平７     23. 相三进五  炮３平４     24. 车六退一  车８进４ 25. 兵五进一  车８退３     26. 炮一退一  卒３进１     27. 车六平八  炮４退２      28. 车八进三  炮４平２     29. 车八平三  炮７平９     30.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31. 相五进七  车８进１     32. 相七进五  炮９进４     33. 马三进一  车８平９      34. 马一退二  车９平５     35. 兵五进一  车５进１     36. 马二进四  马２进３ 37. 兵五进一  象７进５     38. 车三平八  炮２平４     39. 兵三进一  车５平１      40.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６     41. 兵三进一  卒１进１     42. 炮九平七  马３退４ 43. 车八平四  车６平３     44. 炮七平六  马４进５     45. 车四平五  马５进６      46. 车五进一  车３平２     47. 炮六退二  炮４进８     48. 车五平九  卒１平２ 49. 车九进二  炮４退８     50.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３     51.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４      52. 士五进六  车２平４     53. 帅五进一  车４平６     54. 马四进五  车６退５ 55. 车八退五   
R307R307R307R307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马八进九  象７进５     06.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07.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４     08.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0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0. 车二进四  卒３平２     11. 兵九进一  炮６进４     12. 车二平八  车２进５ 13. 马九进八  炮６平７     14. 相三进一  马３进２     15. 兵五进一  炮２平６      16. 车八进一  士６进５     17. 车八平六  车９平６     18. 马八进六  马２退４ 19. 马六进八  马４退２     20. 炮七平八  炮６退３     21. 炮八进五  炮６平２      22. 车六进二  卒７进１     23. 相一进三  马７进８     24. 士四进五  车６进３ 25. 车六平八  炮２平３     26. 炮八退一  车６进２     27. 车八平七  炮３进１      28. 炮八退一  卒５进１     29. 炮五进三  将５平６     30. 炮五进一  马８退７ 31. 炮五平三  炮３平７     32. 相三退五  后炮进３     33. 炮三退四  马７进８      34. 兵五进一  象５进３     35. 兵五平六  炮７退４     36. 炮三平四  将６平５ 37. 兵六平七  马８退６     38. 炮四进四  车６退２     39. 炮八退一  炮７平５      40. 车七平五  炮５平９     41. 炮八平七  象３进１     42. 兵七平六  象１退３ 43. 车五平二  炮９平６     44. 兵六平五  车６平７     45. 炮七平五  炮６平５      46. 兵五平四  车７平５     47. 炮五平三  炮５平７     48. 车二进四  炮７平６ 49. 车二进二  炮６退２     50. 车二退四  炮６进２     51. 兵四平五  车５平７      52. 炮三平五  炮６平５     53. 兵五平四  车７平５     54. 炮五平三  炮５平７ 55. 车二进四  士５退６     56. 车二退二  炮７退２     57. 车二平七  象３进５      58. 炮三平八  士４进５     59. 炮八进三  炮７进２     60. 炮八平五  士５退４ 61. 炮五进一  士４进５     62. 车七平三  卒９进１ 



R308R308R308R308 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金金金金））））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01. 相三进五  卒７进１     02.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03.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04. 车九平四  卒３进１     05.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１     06. 马九进八  炮２退１ 07. 车四进三  象７进５     08. 炮八平九  炮２平８     09. 炮二进六  车１平８      10.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11. 士四进五  车９平８     12. 车一平四  前车进４ 13. 马八进七  士６进５     14.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15. 马三进二  卒７平６      16. 车四进四  炮９进４     17. 兵七进一  炮９退１     18. 马二退一  炮９退１ 19. 兵七进一  马７进８     20. 车四平六  炮９平３     21.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22. 马七退九  车８平６     23. 马九进八  车６进４     24. 炮九平七  马３进２ 25. 车六平二  马８退７     26. 车二平八  炮３退２     27. 马一进三  车６平４      28. 马三进五  马２进４     29. 炮七平六  车４平２     30. 车八平六  车２退２ 31. 马五进六  车２退１     32. 车六平四  炮３平４     33. 炮六平七  车２进２      34. 马六退七  车２平１     35. 车四进二  炮４进１     36. 车四进二  炮４平３ 37. 炮七平八  象５进３     38. 马七退六  车１进３     39. 车四平三  马７进６      40. 车三退三  马６进５     41. 车三平七  车１退３     42. 炮八进七  车１平２ 43. 炮八平九  车２平１     44. 炮九平八  车１平２     45. 炮八平九  马５进７      46. 马六进五  马７退６     47. 车七平四  马６进８     48. 马五进六  士５进４ 49. 车四退二  马８进７     50. 车四退二  马７退８     51. 车四进二  马８进７      52. 车四退二  炮３进５     53. 士五退四  车２平４     54. 车四平三  车４平１  
R309R309R309R309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01.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02. 炮八平五  马２进３     03.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04. 车九进一  炮８平５     05.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06. 车九平六  卒３进１ 07. 炮二平一  马３进２     08. 车二进四  炮５平３     09.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10.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1. 马三进五  卒５进１     12. 炮五进二  士４进５ 13. 炮五平八  炮３进４     14. 相七进九  车９平８     15.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16. 车六平八  马８进７     17. 马五进六  炮３平６     18. 炮八进三  车２进２ 19. 马七进六  车２平４     20. 后马退四  车４进２     21. 车八进四  车４进２      22. 车八进四  士５退４     23. 炮一平五  士６进５     24. 马四进三  车４平７ 25. 马三退五  车７平１     26. 车八退三  车１平５     27. 马五进六  车５退３      28.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６     29. 车八退三  士５进６     30. 士六进五  车５平３ 31. 炮五平七  车３平６     32. 炮七平四  马７进８     33. 车八平二  马８退９      34. 车二进四  士４进５     35. 车二退一  
R310R310R310R310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04. 马八进九  车９平４     05.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３     06. 车九平八  卒９进１ 07.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08. 马三进五  车４进２     09. 马五进三  卒７进１      10. 马三进一  炮８平５     11. 士四进五  车１平２     12. 车八进六  车４平７ 13. 马一进二  炮５进３     14.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１     15. 车八平七  车２进２      16. 马三退二  卒７进１     17. 马二退四  炮５退１     18. 相三进一  卒７平６ 19. 车二平三  车７平８     20. 车三进五  炮５进２     21. 车七退二  卒６进１      22. 车七进二  象３进５     23. 车三退五  卒６进１     24. 炮七平四  炮１退２ 25. 马四退三  炮１平３     26. 车七平六  马３进２     27. 车六平七  马２进４      28. 车七进二  车２退１     29. 车七退一  车２进１     30. 车七进一  车２退１ 31. 车七退一  车２进１     32. 车七进一 



R311R311R311R311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炮８退１      04. 炮八平六  象３进５     05.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２     06. 炮六进五  马２进４ 07.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08. 炮六平三  前炮平７     09. 车九平六  马４进２      10. 车二进七  炮７进４     11. 兵五进一  炮７进３     12. 士四进五  车９平８ 13. 车二进一  炮２平８     14. 炮五进四  马２进３     15. 车六进四  车１平４      16. 炮五平六  炮８进２     17. 炮六进二  马３进２     18. 马七进五  卒７进１ 19. 马三进二  炮８进１     20. 车六退四  马２退３     21. 兵五进一  马３进５      22. 车六进三  炮８平５     23. 车六平五  炮５进２     24. 车五退一  车４进１ 25. 相七进五  炮７平９     26. 马二退三  卒９进１     27. 车五平二  将５平４      28. 马三进四  将４平５     29. 车二平六  车４平２     30. 兵七进一  士５进６ 31. 车六平二  车２进３     32. 马四退三  车２平５     33. 马三进五  车５进１      34. 兵九进一  士６进５     35. 士五进六  炮９退１     36. 士六进五  炮９平６ 37. 车二平四  炮６平８     38.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６     39. 车二平四  炮６平８      40. 车四平二  炮８平６     41. 车二平四  炮６平８     42. 马五退七  车５进２ 43. 马七进八  车５退２     44. 马八进九  车５平３     45. 兵九进一  炮８退４      46. 车四平九  象５退３     47. 马九进七  车３进４     48. 士五退六  车３退５ 49. 车九平二  车３平５     50. 士六进五  卒７进１     51. 兵九进一  士５进４      52. 车二平六  士６退５     53. 兵九平八  炮８退２     54. 兵八平七  炮８平５ 55. 帅五平六  车５平３     56. 车六进三  车３进５     57. 帅六进一  卒７平６      58. 马七进九  象３进１     59. 兵七进一  卒６进１     60. 车六退三  炮５进４ 61. 车六平八  象７进５     62. 车八进六  象５退３     63. 车八退六  车３平２   
R312R312R312R312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4.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5.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0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07. 马八进七  炮９平７     08. 车三平四  士４进５     09.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５      10. 炮八进二  象３进５     11. 炮五平六  卒３进１     12. 兵三进一  车８退１ 13.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4.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４     15. 炮六进三  卒７进１      16.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４     17. 炮六平四  马７进６     18. 车四退一  车８平６ 19. 马六进四  炮７进６     20. 马四进二  卒７进１     21. 车八进六  卒５进１      22. 炮七退一  炮４进４     23. 炮七退一  卒５进１     24. 炮七平五  卒５平４ 25. 马二进四  将５平４     26. 车八退二  卒４平５     27. 炮五平六  士５进４      28. 车八平五  象３退５     29. 车五平六  士６进５     30. 马四退五  炮４进３ 31. 帅五平六  车１平３     32. 车六平七    



R401 陈有发（柔） 先和  黎金福（霹） 日期: 19-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02.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3.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0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5. 炮八平六  马２进３     06.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２ 07. 车九平八  士４进５     08. 马七进六  炮８进４     09. 士四进五  炮２进６      10. 马六进七  车２进３     11. 炮六平七  马３退１     12. 车二进二  炮２退２ 13.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３     14. 兵七平八  车２进１     15. 车八平九  炮３平７      16. 车九进二  卒７进１     17. 车九平八  车２退１     18. 马七进六  炮７平１ 19. 马六退八  车２进４     20. 炮五平八  马１进２     21. 马八退六  车８进４      22. 马三退四  车８平４     23. 车二平六  炮１平４     24. 马六进八  马２进３ 25. 炮七进一  车４平２     26. 炮八平七  车２退２     27. 后炮进二  车２进４      28. 车六平七  卒５进１     29. 相三进五  卒７平６     30. 前炮进四  马７进５ 31. 后炮进三  马５进７     32. 马四进三  炮８平７     33. 车七进二  卒６进１      34. 前炮平九  车２退６     35. 车七平三  炮４退３     36. 炮七退三  炮４平７ 37. 车三平七  后炮退１     38. 车七进二  后炮平６     39. 炮九平六  车２平４      40. 炮六退六  卒１进１     41. 炮六平八  车４平２     42. 炮八平六  车２进５ 43. 炮六进一  卒５进１     44. 炮六平四  卒５进１     45. 炮四进三  卒５进１      46. 相七进五  车２平５     47. 炮七平五  卒１进１     48. 车七平九  将５平４ 49. 车九进三  将４进１     50. 车九退一  将４退１     51. 车九进一  将４进１      52. 车九退四  马７退５     53. 车九平六  士５进４     54. 车六平三  炮７平６ 55. 车三平六  车５平４     56. 车六进一  车４退２     57. 炮四平六  将４平５      58. 马三进四  后炮进２     59. 炮六平一  将５退１     60. 马四进六  士４退５ 61. 炮一进三  后炮退２     62. 炮一退五  后炮平９     63. 炮一平三  卒１进１      64. 炮五进二  炮６退１     65. 炮三退一  炮６平５     66. 马六退五  卒１进１ 67. 炮三退一  马５进３     68. 马五进三  将５平４     69. 马三进四  卒１进１      70. 炮三退一  卒１进１     71. 炮三进四  
R402R402R402R402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01.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5.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06. 兵三进一  车１进１ 07. 炮八进六  车８进１     08.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２     09. 车八进八  车１平２      10. 车二进七  车２进４     11. 马四进五  马３进５     12.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3. 相三进五  卒９进１     14. 车二平四  车２进２     15. 马七退五  将５平４      16. 车四退二  车２平４     17. 马五进三  车４进２     18. 帅五进一  车４退６ 19. 炮五退二  象３进１     20.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1. 相五进七  马９退７      22. 相七退五  马７进６     23. 车四平八  车４进５     24. 帅五退一  车４进１ 25. 帅五进一  马６进４     26. 车八进四  将４进１     27. 车八退六  炮５平８      28. 炮五平四  车４退４     29. 炮四进四  士５进６     30. 兵五进一  马４进２ 31. 马三进四  将４平５     32. 马四进三  炮８平７     33. 炮四平二  马２进４      34. 帅五平四  车４退２     35. 炮二退四  炮７退１     36. 炮二进四  炮７进４ 37. 炮二平四  炮７退１     38. 车八进五  将５退１     39. 车八退五  士６进５      40. 兵五进一  车４平７     41. 车八平六  车７退２     42. 车六平三  将５平６ 43. 兵五平四  炮７退２     44. 兵四进一  炮７进２     45. 兵四进一  士５进６      46. 炮四平九  象１退３     47. 车三平四  车７进１     48. 车四进三  车７平８ 49. 车四平三  车８进６     50. 帅四进一  象３进５     51. 车三平九  炮７退３      52. 炮九平四  将６进１     53. 车九平三  车８退７     54. 车三进一  将６平５ 55. 车三平四  炮７进３     56. 车四退四  车８进４     57. 帅四退一  炮７退２      58. 车四进二  车８进３     59. 帅四进一  车８退２ 



R403R403R403R403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01. 炮二平六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04. 士六进五  马８进７     0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6. 兵七进一  车１进１ 07. 兵三进一  车４进５     08. 炮六平四  车１平６     09. 相七进五  车６进５      10. 马三进二  炮５进４     11. 兵三进一  车６进１     12. 马七进五  车６退６ 13.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５     14. 兵三进一  炮２平７     15. 车九平六  车６进２      16. 车二进二  象３进５     17. 车二平三  炮７平６     18. 车六进六  车５平１ 19. 炮八平六  士４进５     20. 车六平七  车１平９     21.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22. 车三进二  车８退２     23. 相五退七  马３退４     24. 车七平九  炮６平７ 25. 马三退四  炮７进７     26. 车三退四  车６进２     27. 车九平五  车６平３      28. 相七进五  车３平９     29. 车三进六  卒９进１     30. 车五平六  车９平２ 31. 炮六进七  士５退４  
R404R404R404R404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４     02. 炮二平三  马８进７     03. 炮三进四  象７进５      04. 马二进三  卒３进１     05.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6.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07.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08.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５     09. 车二进四  车９平８      10. 车二进五  马７退８     11. 车八进一  卒５进１     12. 炮六进四  马８进７ 13. 兵三进一  马３进４     14. 兵三进一  卒５进１     15. 马三进二  马４进３      16. 车八平七  马３进１     17. 相七进九  炮２进２     18. 相五退七  炮４进７ 19. 马二进四  车２进７     20. 士四进五  炮４退５     21. 相七进五  马７进５      22. 兵五进一  炮４平７     23. 兵五进一  炮７平５     24. 车七进四  车２平５ 25. 马四进二  炮２退８     26. 炮三平一  炮５进４     27. 相九进七  车５退１      28. 车七进三  士６进５     29. 车七平八  马５进７     30. 车八退六  炮５平７ 31. 车八平五  车５平８     32. 马二退四  车８进３     33. 帅五进一  马７进６      34. 帅五平四  车８退５     35. 马四进三  炮７退５     36. 车五进四  马６进８ 37. 帅四退一  车８平７     38. 炮六退六  士５进６     39. 车五平四  士４进５      40. 相七退五  车７进２     41. 炮一进三  车７平６     42. 车四退三  马８退６ 43. 炮六平九  炮７平６     44. 帅四平五  马６进４     45. 帅五进一  马４退２      46. 马三进二  象５退７     47. 炮一平三  炮６平１     48. 炮三退六  炮１退１ 49. 兵一进一  马２进１     50. 帅五平四  马１退２     51. 兵一进一  马２退４      52. 炮九进五  炮１进４     53. 炮三平五  象３进５     54. 马二退一  
R405R405R405R405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01.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３     0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3. 马八进九  炮８平５      04. 车九进一  炮５进４     05. 士四进五  车９进２     06. 马二进三  炮５平１ 07. 车九平七  马３进２     08. 炮八进五  车９平２     09.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0. 车七进三  象３进５     11. 车一平四  车１平３     12. 车七平五  马８进９ 13. 炮二进四  士４进５     14. 车四进三  卒５进１     15. 车五进一  炮１退２      16. 车五退一  卒７进１     17. 炮二进一  象５进３     18. 车四平二  车２平７ 19. 马三进五  车３进３     20. 兵三进一  车７进２     21. 马五进三  象３退５      22. 车五平八  卒９进１     23. 马九进七  马２退４     24. 马七进五  马４进５ 25. 车八平五  马９进８     26. 炮二进二  马８退７     27. 车五进一  车７平５      28. 马三进五  车３平５     29. 马五退七  炮１平３     30. 炮二退一  车５进２ 31. 马七退五  炮３平５     32. 马五退三  炮５退１     33. 炮二平四  卒１进１      34. 炮四退八  马７进６     35. 车二平四  马６进４     36. 马三进四 



R406R406R406R406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１     03. 马八进九  车１平２      04. 车九平八  马８进７     05.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6. 炮八进四  卒７进１ 07. 车二进六  卒３进１     08. 车二平三  象７进９     09. 炮八平七  车８平７      10.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11. 兵三进一  炮１平４     12. 炮七平六  卒７进１ 13. 车三退二  马７进６     14. 车三进五  象９退７     15. 炮六平一  马６进４      16. 马三进四  炮４平５     17. 士六进五  马２进３     18. 炮一退二  马４进６ 19.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20. 马四进五  炮５进４     21. 帅五平六  炮８平４      22. 马五退七  炮４退１     23. 马九退七  象７进５     24. 前马进八  炮４进３ 25. 炮一平五  士６进５     26. 马七进五  炮５平４     27. 帅六平五  后炮平７      28. 相三进一  炮４平９     29. 马八退六  炮７平５     30. 相一退三  炮９退３  
R407R407R407R407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六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马八进九  车９进１      04. 士四进五  马２进３     05. 炮八进二  卒５进１     06. 炮八平三  马３进５ 07.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４     08. 车八进六  卒５进１     09. 车八平七  卒５进１      10. 炮三进三  马５进４     11. 车七平六  马４进６     12. 车六平四  炮４平７ 13. 马三进五  马６进７     14. 帅五平四  炮７平６     15. 车四进一  士４进５      16. 车四退六  马７进９     17. 马五进六  马９退８     18. 车四进一  马８进７ 19. 车四进四  炮５平６     20. 帅四平五  象３进５     21. 炮六平五  车１平４      22. 马六进八  炮６退１     23. 车四平七  炮６进５     24. 炮五进一  炮６平９ 25. 炮五平一  车９平８     26. 相七进五  马７退９     27. 炮一进一  车８进４      28. 炮一退二  马９退７     29. 士五退四  车４进８     30. 马九退八  车４退２ 31. 士六进五  将５平４     32. 后马进七  车８进４     33. 炮一进二  车８退４      34. 炮一退四  车８进４     35. 炮一进四  车８退４     36. 炮一退四  车８进４ 37. 炮一进四  车８退４     38. 车七退二  车８平３     39. 马八退七  车４平３      40. 炮一平三  车３进１     41. 炮三退二  车３平５     42. 炮三进四  车５平３ 43. 马七进六  车３进２     44. 士五退六  卒１进１     45. 炮三退二  车３退６  
R408R408R408R408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0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2. 马二进一  马２进３     03. 兵一进一  车１进１      04. 马一进二  卒７进１     05.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６     06. 炮二平一  马８进７ 07. 马二进一  炮８平９     08. 马一进三  炮２平７     09. 车九平二  车６平２      10. 车二进六  炮７平５     11. 车一平二  马３进４     12. 士四进五  卒３进１ 13. 兵七进一  炮５平３     14. 前车平六  车２进３     15. 炮一平五  士６进５      16. 车六进一  炮９平５     17. 车二进四  马４进５     18. 炮八平九  马５进３ 19. 炮五平一  象７进９     20. 炮九进四  马３退５     21. 相七进五  炮３平１      22. 炮九平七  炮５平４     23. 车二平五  车２平５     24. 车五进一  卒５进１ 25. 炮七平五  炮４平５     26. 车六平七  炮１平４     27. 车七进一  车９平６      28. 炮五平八  车６进３     29. 炮八进三  车６平２     30. 兵七进一  马５进７ 31. 兵九进一  炮４进４     32. 兵九进一  炮４平２     33. 炮八平九  卒５进１      34. 炮一进五  卒５进１     35. 车七退二  车２退３     36. 车七平五  车２平１ 37. 车五退二  卒５平６     38. 炮一平七  将５平６     39. 兵七进一  士５进６      40. 车五平八  炮２平１     41. 相五退七  炮１平５     42. 相三进五  车１进１ 43. 炮七进二  士４进５     44. 炮七退二  车１平４     45. 车八平七  卒６进１      46. 车七平四  车４进４     47. 车四退二  车４平９     48. 车四平五  卒６进１ 



R409R409R409R409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金金金金））））     0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02. 车一进一  马８进７     03.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4. 车一平六  车８进４     0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6. 车六进五  炮５平６ 07. 兵五进一  象３进５     08. 马七进五  士４进５     09. 车九进一  炮２进４      10.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７     11. 相三进一  车８平２     12. 炮八平六  卒７进１ 13.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4. 车六退一  车１平２     15. 炮五进三  前车进２      16. 车九平四  炮６进５     17. 车四进一  前车平５     18. 车四平五  车５进１ 19. 相七进五  车２进６     20. 兵九进一  卒３进１     21. 车六退一  马７进５      22. 兵七进一  马５进３     23. 车六平七  后马进５     24. 炮六进四  马３退４ 25. 车七平五  马５退７     26. 车五退一  车２退３     27. 车五平三  车２平４      28. 车三进二  车４平５     29. 车三进二  车５进１     30. 相一退三  马４进３ 31. 车三退三  马３进４     32. 士四进五  车５平６     33. 车三平六  马４进３      34. 车六退三  马３退２     35. 车六进二  马２进３     36. 车六退二  马３退２ 37. 车六平八  马２退３     38. 车八进三  马３进４     39. 车八平六  马４进３      40. 车六退三  车６平３     41. 马三进五  车３进２     42. 马五进六  
R410R410R410R410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补补补补））））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6.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07. 车九平六  马７进６     08.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09. 车二平四  卒７进１      10. 车四退一  卒７进１     11. 马七进五  炮８平７     12. 马五进三  士４进５ 13.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２     14. 相三进一  车８进６     15. 车四进三  车１平４      16. 车六进八  将５平４     17. 兵五进一  象５进７     18. 车四退四  车８平４ 19. 士四进五  马３进５     20. 车四进二  马５退３     21. 炮八平六  炮７平４      22. 车四退三  炮２进２     23. 车四平六  炮２平４     24. 炮六平三  象７进５  
R411R411R411R411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0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04.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５     05. 相七进九  炮２平５     06.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07. 车一进二  车７退１     08.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9. 炮八退一  炮９进４      10. 炮八平三  炮９平７     11. 炮三进二  车７进２     12. 车九平八  炮５平６ 13. 士六进五  象３进５     14. 马七进六  卒７进１     15.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６      16. 车八进五  卒３进１     17. 马五进七  马６进４     18. 马七退五  炮６进２ 19. 马五退七  士４进５     20. 马七退五  马４进５     21. 相三进五 

    



R412R412R412R412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01.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02.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５     0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5. 车九进一  车９平８     06. 车一平二  炮２进２ 07. 车九平四  炮５平４     08. 士四进五  象３进５     09. 炮二进一  车８进４      10. 炮二平三  卒７进１     11.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12. 炮三进一  车１进１ 13. 车二平四  士４进５     14. 前车进七  炮２退３     15. 前车退四  炮２平４      16. 前车平八  后炮退１     17. 车四进八  后炮平３     18. 马三进二  炮４退１ 19. 车四退八  车７平８     20. 马二退三  马３进４     21. 车八进五  炮４退１      22. 车八平七  车１平２     23. 炮八退二  马７进６     24. 车七退三  马６进４ 25. 车七平六  前马进３     26. 炮八进六  马３进１     27. 炮三平八  车２进２      28. 车六平八  马１退２     29. 车四进八  卒３进１     30. 车八退一  卒３平２ 31. 相五进三  士５进４     32. 相七进五  士６进５     33. 相三退一  车８进３      34.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９     35. 帅五平四  马４进５     36. 车四平二  车９退１ 37. 车二退六  马２进３     38. 车八退一  马５退６     39. 车八平五  马３退４      40. 马四进二  车９平６     41. 士五进四  卒５进１     42. 车五平一  马４进３ 43. 车一退一  马３退５     44. 士六进五  车６平３     45. 车一平七  马５退３      46. 马二进四  马３退５     47. 车二进一  马５进７     48. 马四退二  马７退５ 49. 马二进四  马５进７     50. 马四退二  马７退５     51. 马二进四  马５进７      52. 马四退二  马７退５     53. 马二进四  炮４平３     54. 车二平四  炮３进４ 55. 车四进一  马５进３     56. 马四退二  马６退８     57. 马二退三  马８退６      58. 车四平七  马３进４     59. 车七平八  马６进７     60. 车八退一  卒５进１ 61. 帅四平五  炮３退４     62. 马三进四  卒５平６     63. 马四进六  炮３平４      64. 马六退八  马７进５     65. 马八进七  炮４平３     66. 马七退九  马４退３ 67. 马九进七  马３进５     68. 帅五平四  后马退３     69. 车八平五  马５进３      70. 马七退六  卒６平７     71. 马六进四  卒７平８     72.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４ 73. 车五平四  将４进１     74. 马三退四  炮３平６     75. 马四退六  卒８平７      76. 马六退七  炮６进２     77. 马七退六  卒７进１     78. 车四进二  卒７进１ 79. 帅四平五  后马进４     80. 帅五平六  炮６平７     81. 车四进一  炮７进２      82. 车四平一  将４退１     83. 车一平六  将４平５     84. 兵九进一  炮７平３ 85. 兵九进一  炮３退４     86. 兵九平八  炮３平４     87. 车六平七  象５进３      88. 兵八平七  卒７平６     89. 士五进四  马４进６     90. 车七进三  马６退８ 91. 兵七平六  马８进７     92. 马六进五  马３退５     93. 帅六进一  士５进６      94. 帅六平五  马５退７     95. 帅五平六  前马退６     96. 车七平六  将５平４ 97. 兵六平七  将４平５     98. 帅六退一  马６进７     99. 兵七进一  前马退５      100.帅六平五  马５进３     101.帅五平四  马７进８     102.帅四进一  马３退２ 103.马五进七  马２退４     104.兵七平六  马４进６     105.兵六平五  马６退７      106.兵五平六  马７进９     107.兵六平五  马８退７     108.帅四退一  马７进５ 109.帅四进一  马９进８     110.帅四进一  马５进４  



R501R501R501R501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日期: 19-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兵七进一  炮２进４     06. 兵三进一  卒７进１ 07. 车二平三  炮８进４     08. 车三退二  炮８平７     09. 相三进一  马７进６      10. 兵五进一  象７进５     11.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12. 马八进七  炮７平３ 13. 车三平四  马６退７     14. 马七进五  炮２平５     15. 马三进五  车１平２      16. 炮八平七  车８进６     17. 马五进六  马３退１     18. 炮五退一  车２进８ 19. 炮七平五  车２平４     20. 马六退七  车８平３     21. 车九平八  士４进５      22. 后炮进四  车３平５     23. 相一退三  车５退２     24. 车八进八  车５平４ 25. 士四进五  后车退３     26. 车八进一  后车退１     27. 车四进三  马１进３      28. 车八退三  马３进５     29. 车四退一  马５进４     30. 车四平三  马７退８ 31. 车三平一  马８进６     32. 车一平四  马６进５     33. 炮五平六  前车平３      34. 炮六进七  士５退４     35. 相七进五  车３退２     36. 兵九进一  车３平９ 37. 车八平九  车９平１  
R502R502R502R502 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雪雪雪雪））））     01.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７     02.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03.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4. 炮八进四  车１进１     05.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６     06. 马二进三  车６进５ 07. 马三进二  车６退１     08. 马二进三  车６平７     09. 马三进五  象７进５      10.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11. 炮八平五  士６进５     12. 相三进五  车７退２ 13. 炮五退二  马８进６     14. 车八进五  车９平８     15. 士四进五  车７进３      16. 车八平四  马６进５     17.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３     18. 车一平四  炮７平９ 19. 前车进一  车７退３     20. 前车平三  车８平７     21. 车四进三  卒３进１      22. 车四平二  卒３进１     23. 相五进七  炮９平６     24. 相七退五  马５进３ 25. 炮五平七  马３退５     26. 车二进六  炮６退２     27. 车二退五  马５进７      28. 马七进六  士５进６     29. 兵一进一  士４进５     30. 兵九进一  车７平２  
R503R503R503R503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２平１     03. 车一平二  车１平２      04.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05. 车九平八  车２进６     06. 炮八平九  车２进３ 07. 马七退八  马８进９     08. 炮五进四  马３进５     09. 炮九平五  象７进５      10.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11. 兵五进一  车９平６     12. 马三进五  车６进３ 13. 兵五进一  卒９进１     14. 炮五平九  卒３进１     15. 炮九退一  炮８进２      16. 马八进七  象５退７     17. 车二进四  车６平１     18. 炮九进二  炮８平５ 19. 车二平五  炮５进２     20. 炮九平七  炮５平９     21.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2. 车五平七  象７进５  



R504R504R504R504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01.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2. 炮八平五  车１进１     03. 车九进一  车１平６      04. 车一进一  车９进１     05. 车九平四  卒７进１     06.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7. 兵五进一  炮２平５     08. 马三进五  马２进３     09. 兵三进一  象７进９      10. 车一平三  马７进６     11.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５     12. 马七进五  马３进４ 13. 马五退七  炮５进３     14. 士四进五  车９平７     15. 车四进七  车７平６      16. 车三进二  炮８平５     17. 炮五进一  士６进５     18. 相三进五  车６进４ 19. 炮二平四  马４进３     20. 兵三进一  马３退４     21.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22. 前炮平五  车８平６     23.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24. 前炮平五  车８平６ 25.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26. 前炮平五  车８平６     27. 炮五平四  前炮进１      28. 后炮进二  前炮平７     29. 前炮进二  卒５进１     30. 马七进八  卒３进１ 31. 马八进七  卒５进１     32. 前炮平五  炮７平１     33. 炮四退二  卒３平４      34. 马七进八  炮１平５     35. 马八退六  将５平６     36. 炮五平四  卒５平６ 37. 马六退七  卒４平５     38. 前炮平一  将６平５     39. 炮一平九  卒６进１      40. 帅五平四  前炮平９     41. 炮九平五  卒５平６     42. 炮五退一  象３进１ 43. 马七进六  将５平６     44. 炮四进三  士５进４     45. 兵三平四  炮５平６      46. 兵四进一  将６平５     47. 兵四进一  
R505R505R505R505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先和先和先和先和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车９进１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９      04. 马八进七  炮８平７     05. 炮八平九  车９平４     06. 车九平八  车４进５ 07. 车八进六  士４进５     08.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３     09. 马三进四  车３进１      10. 马四进六  象３进５     11. 车八进一  车１平２     12. 车八进二  马３退２ 13. 炮五进四  车３平４     14. 马六退八  车４退４     15. 炮五平一  卒７进１      16. 炮九平一  卒７进１     17.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18. 车二进三  马２进３ 19. 兵五进一  车４进２     20. 马八进七  车４平５     21. 车二进三  卒７进１      22. 马七进九  车５平４     23. 前炮平九  马３进１     24. 车二平九  马９进８ 25. 马九进七  将５平４     26. 车九平六  车４退２     27. 马七退六  炮７进１      28. 炮一退一  马８进９     29. 炮一平六  将４平５     30.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1. 兵九进一  炮７进１     32. 士六进五  卒７平６     33. 炮六进四  马９退７      34. 马七退六  将４平５     35.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6. 马七退六  将４平５ 37. 马六进七  将５平４     38. 马七退八  将４平５     39. 马八进七  将５平４      40. 马七退八  将４平５     41. 马八进七  将５平４     42. 马七退八  
R506R506R506R506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0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04.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４     05.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５     06. 马三退二  卒７进１ 07. 马七进六  马２进３     08.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09. 马二进三  士４进５      10. 炮八平七  车１平２     11. 马六进七  马７进６     12. 车九平四  马６进７ 13. 车四进二  炮９平７     14.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５     15. 马七进九  车２进２      16. 炮五平八  车２平１     17. 相七进五  马３进２     18. 炮八进一  卒７进１ 19. 炮八平三  炮７进４     20.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1. 车四平八  马２退３      22. 炮七进二  马３进４     23. 炮七平三  炮７平３     24.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5. 马三进四  炮３平５     26. 士四进五  炮５退１     27. 马四进三  象３退５      28. 马三退五  车１退２     29. 车八平六  车１平４     30. 车六进一  炮５进１ 



R507R507R507R507 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金金金金））））    先胜先胜先胜先胜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5. 马八进七  炮２进４     06. 兵五进一  炮８进４ 07.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08. 兵五平六  象３进５     09. 士六进五  车１平４      10. 马三进五  炮２平７     11. 车九平八  卒３进１     12.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13. 兵六平七  车４进６     14. 炮八进七  炮８平５     15.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16. 马七进五  车４平５     17. 炮八平九  将５平４     18. 炮五平六  车５平３ 19. 兵七平六  炮７平４     20. 兵六进一  马８进７     21. 相七进五  马７进６      22. 车八进九  将４进１     2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2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25. 车八退三  将４退１     26. 兵六平七  炮４平５     27. 帅五平六  炮５退１      28. 兵七进一  车３退４     29. 车八进三  将４进１     30. 车八退五  炮５进１ 31. 炮九平三  车３进２     32. 炮三平二  马６进７     33. 车八平六  士５进４      34. 车六退一  
R508R508R508R508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04. 兵七进一  象３进５     05. 兵三进一  士４进５     06. 炮八平六  车９平８ 07. 车二进九  马７退８     08. 马八进七  车１平４     09. 士六进五  炮２进２      10. 炮五平四  马８进９     11.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８     12. 相七进五  卒９进１ 13. 马三进四  炮６平７     14. 炮四平一  炮８进１     15. 马四退三  炮８进１      16. 炮一进三  炮８平７     17. 炮一退一  车４进６     18. 马七进八  后炮进３ 19. 相三进一  后炮进２     20. 炮六平三  车４平５     21. 马八进七  象５退３      22. 相一退三  象７进５     23. 车八进七  马３退４     24. 马七进六  车５平１ 25. 炮一平五  象５进７     26. 兵七进一  炮７平５     27. 车八退七  车１平３      28. 兵七进一  卒５进１     29. 炮五平八  车３平４     30. 车八平六  车４进３ 31.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８     32. 炮八进五  炮８退５     33. 马六退八  象７退５      34. 相五进三  炮８进２     35. 马八进六  马９退７     36. 炮三平七  象５进３ 37. 马六退八  士５进６     38. 炮八平六  马７进５     39. 炮六退三  卒７进１      40. 兵七进一  
R509R509R509R509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补补补补））））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06. 车二平三  车８进２ 07. 炮八平六  车１进１     08. 马八进七  炮２退１     09.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７      10.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1. 车八进七  卒７进１     12. 车四平五  士６进５ 13. 车五平三  马８退７     14. 车三平四  卒７进１     15. 车八平七  卒７进１      16. 车四进二  炮７平８     17. 马七进六  炮９退１     18. 车七进二  车１平４ 19. 车四平二 



R510R510R510R510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进一  炮２平５      04. 炮八平六  车１进２     05. 车一平八  车１平４     06. 车九进二  马２进１ 07. 车八进三  炮８进４     08. 士六进五  车８进４     09. 车九平八  卒１进１      10. 马八进九  炮８平５     11. 马三进五  炮５进４     12. 前车平五  车８平５ 13. 车五进一  卒５进１     14. 帅五平六  象７进５     15. 炮五进三  士６进５      16. 炮六退一  车４进２     17. 炮五退一  马１进２     18. 车八平五  马２进１ 19. 炮五平三  马７进５     20. 马九退七  车４平５     21. 炮三平八  马５退３      22. 炮八退一  炮５退１     23. 马七进六  车５平２     24. 炮八退一  炮５退２ 25. 相七进九  车２平６     26. 车五平二  车６进２     27. 炮八进一  车６退２      28. 车二进七  士５退６     29. 车二退五  车６平２     30. 马六退七  士６进５ 31. 车二平六  炮５进３     32. 车六退一  炮５平９     33. 兵三进一  炮９退２      34. 炮六进一  车２平５     35. 炮六平五  卒３进１     36. 车六平二  炮９平６ 37. 马七进六  车５进１     38. 车二进二  炮６退１     39. 马六进五  炮６平５      40. 马五进三  车５平４     41. 帅六平五  车４平７     42. 马三进四  车７退５ 43. 马四退五  马３进５     44. 车二平五  马５进７     45. 车五进二  将５平６      46. 车五退二  车７进２     47. 车五平四  马７退６     48. 炮八进三  车７进４ 49. 炮五平四  车７退３     50. 炮八退四  将６进１     51. 炮八进六  士５进４      52. 炮四进五  
R511R511R511R511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01. 炮二平五  炮２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03.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８      04.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３     05. 车九平八  炮８进２     06. 兵七进一  卒９进１ 07. 兵三进一  车１进１     08. 马七进六  车１平４     09. 马六进七  车４进５      10. 炮八进四  士６进５     11. 马七进五  象７进５     12. 炮八平七  车４退１ 13. 车八进七  炮８退２     14. 炮七进三  象５退３     15. 车八平七  士５进４      16. 车七退一  车４平７     17. 车七平五  炮８平５     18. 车二进九  马９退８ 19. 炮五平七  马８进７     20. 相七进五  马７进５     21. 相五进三  马５进４      22. 炮七平五  马４进５     23. 相三退五  卒７进１     24. 士六进五  炮５退１ 25. 兵七进一  炮５平１     26. 马三进四  炮１进５     27. 兵五进一  炮１退１      28. 马四退二  卒９进１     29. 兵一进一  炮１平９     30. 马二进三  炮９退４ 31. 马三进四  炮９平６     32.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33. 马四退六  卒１进１      34. 马六进八  象３进１     35. 兵七进一  卒１进１     36. 兵五进一  士５退４ 37. 马八退九  卒１平２     38. 兵七平八  炮６平８     39. 兵五平四  炮８进２      40. 兵八平七  炮８平９     41. 士五进四  士４退５     42. 相五退七  将５平６ 43. 兵四平三  将６进１     44. 士四退五  士５进４     45. 士五退六  士４进５      46. 帅五进一  炮９退３     47. 兵七平六  炮９进３     48. 兵三进一  炮９退３ 49. 兵三进一  将６进１     50. 马九进八  炮９平５     51. 相三进五  士５退６      52. 兵六平五  士４退５     53. 兵五平四  将６平５     54. 帅五平六  士５进４ 55. 马八退九  炮５平４     56. 帅六平五  士４退５     57. 马九进七  将５平４      58. 兵四平五  象１进３     59. 马七进八  将４退１     60. 马八退九  象３退５ 61. 马九退八  象５进７     62. 马八进七  将４进１     63. 兵三平四  炮４进１      64. 兵五进一  



R512R512R512R512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0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07. 车九进一  马２进１     08. 炮七退一  车１进３     09. 车九平八  卒１进１      10. 车八进二  炮２平３     11. 车二进五  象７进５     12. 车二平六  士６进５ 13. 马九退八  卒３进１     14. 炮七进三  卒１平２     15. 车八进一  马１退３      16. 车八平七  炮３平４     17. 马八进九  炮８进５     18. 马九进八  车１进５ 19. 士四进五  炮８进２     20. 马三退二  车８进９     21. 马八进七  车８平７      22. 士五退四  炮４进７     23. 车七平四  炮４平６     24. 车四退四  车７退１ 25. 车四平二  车１平３     26. 相七进九  车７平５     27. 帅五平六  车５退１      28. 马七进八  车３平６     29. 车二进三  车５平１     
R601R601R601R601 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霹霹霹霹））））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日期: 20-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2. 马二进三  马２进３     03. 车一进一  马８进７      04. 相七进五  象７进５     05.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06. 车一平七  马３进４ 07. 车七进三  马４退２     08. 车七退二  马２退４     09. 车七进五  马４进３      10. 马八进六  车１进１     11. 士六进五  卒７进１     12.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６ 13. 车七退一  马６进４     14. 车七平六  马４进６     15. 炮二进二  车９平７      16. 马六进七  车７进４     17. 炮二平六  炮８进１     18. 车六退一  车７平４ 19. 马七进六  马３进２     20. 炮六退三  炮２进５     21. 车九平八  炮２平７      22. 车八进三  车１平３     23. 车八平七  车３平２     24. 士五进四  炮７退１   
R602R602R602R602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车一进一  炮８平６     03. 马二进三  卒７进１      04. 车一平四  士４进５     05. 马八进七  马８进７     06. 兵五进一  炮６平５ 07. 马三进五  车９平８     08. 车九进一  炮２进４     09. 车九平六  炮２平５      10. 马七进五  车１平２     11. 炮八退一  卒５进１     12. 马五进七  卒３进１ 13. 马七进五  炮５进３     14. 士六进五  马７进５     15. 车四进三  炮５进１      16. 炮八进三  车２进３     17. 帅五平六  卒１进１     18. 炮五平八  车２平１ 19. 车四平六  车８进３     20. 前车进二  马５退６     21. 前车进二  卒１进１      22. 兵九进一  车１进２     23. 后炮平五  马６进５     24. 炮八进二  车８进２ 25. 兵三进一  车１进４     26. 后车进五  车８退３     27. 前车平七  车１退９      28. 马五进三  象３进５     29. 炮五进四 



R603R603R603R603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六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平二  车９进１      04. 士六进五  马２进３     05.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４     06.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07. 车二进四  车４进５     08. 炮六平四  卒５进１     09. 相七进五  马３进５      10. 炮八进四  卒５进１     11. 炮四进一  车４进２     12. 兵五进一  车１平６ 13. 炮四进四  马５进７     14. 炮四平八  前马进６     15. 车二退三  马６进４      16. 车九平六  车４进１     17. 帅五平六  炮５平４     18. 马七进六  马４退２ 19. 士五进六  马２进４     20. 车二进四  车６进５     21. 车二平六  士６进５      22. 兵五进一  马４退５     23. 士四进五  象７进５     24. 帅六平五  卒７进１ 25. 马六退七  车６平３     26. 马三进五  马５进７     27. 兵五进一  后马退６      28. 兵五进一  马６进５     29. 前炮平五  象３进５     30. 炮八平一  
R604R604R604R604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七  马７进６     06. 兵五进一  卒７进１ 07. 车二退一  卒７进１     08. 兵五进一  马６退７     09. 兵五进一  士４进５      10. 兵五平六  象３进５     11. 车二平三  卒７进１     12. 车三进二  车１平４ 13. 马七进五  马３进５     14. 车三退三  车４进３     15. 炮八平三  马５进４      16. 车九平八  马４进５     17. 相七进五  炮８平６     18. 车三退一  车４进３ 19. 马五进四  车４平７     20. 马四退三  车８进６     21. 马三进五  车８平９      22. 炮三进四  车９平５     23. 车八进四  卒１进１     24. 士六进五  车５平４ 25. 车八进二  车４退１     26. 马五进四  卒３进１     27. 炮三退一  卒１进１      28. 兵九进一  车４平１     29. 炮三平五  车１平４     30. 马四退三  将５平４ 31. 车八退四  炮２平４     32. 车八进七  将４进１     3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3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35.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3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37. 炮五平二  炮６平８     3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3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40.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41.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42. 兵七进一  车４退１ 4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4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45.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4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47. 炮二退一  卒９进１     4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4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50.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51.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52. 马三进四  车４退１     5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5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55.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5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57. 马四退五  车４平５      5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5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60.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61.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62. 马五退四  卒９进１     6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6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65.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6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67. 炮二平六  车５平４     6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6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70.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71.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72. 炮六平三  卒３进１ 73.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74.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75.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76.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77. 相五进七  卒９平８     78.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79.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80. 车八退一  将４退１     81. 车八进一  将４进１      82. 炮三进四  士５进６     83. 车八平四  炮８进２     84. 车四退一  将４退１ 85. 车四进一  将４进１     86. 车四退一  将４退１     87. 车四进一  将４进１      88. 炮三退五  炮８平５     89. 炮三平五  象５进７     90. 相七退五  炮４平５ 91. 炮五进一  后炮进３     92. 马四进五  车４进２     93. 车四退二  车４平５      94. 车四退二  象７进９     95. 车四进三  炮５退３     96. 车四退五  车５平４ 97. 车四平五  炮５进１     98. 相三进一  将４退１     99. 相一退三  卒８平７      100.相三进一  卒７平６     101.相一退三  炮５进３ 



R605R605R605R605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炮八平七  卒１进１     06. 车二进六  象３进５     07. 马三进四  车１进３     08. 车二平三  炮８进７     09. 车九进一  马３进２      10. 车九平六  炮８平９     11. 马四退三  马２进３     12. 车六平八  炮２平３ 13. 车八进六  马３进５     14. 相七进五  炮３进５     15. 马八进七  车８进７      16. 马七退五  马７退５     17. 车八平六  马５退３     18. 车六退三  士４进５ 19. 车三平四  马３进４     20.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２     21. 兵三进一  车２进４      22.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６     23. 马五进三  车６退１     24. 马三退二  卒３进１ 25. 车六进二  象５退３     26. 车四退一  车２进１     27. 马二进三  车２平７  
R606R606R606R606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陆建楚（（（（金金金金））））     01. 炮二平五  马２进３     02.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６     03. 车一平二  马８进７      04. 兵三进一  车９进１     05. 炮八进四  炮６平５     06. 马八进七  车１进１ 07. 马三进四  车１平４     08. 马四进五  马７进５     09. 炮八平五  马３进５      10. 炮五进四  士４进５     11. 车九平八  车４进２     12. 炮五退二  炮２平３ 13. 相七进五  车４平５     14. 车八进九  炮３进４     15. 炮五平七  士５退４      16. 车八退六  卒３进１     17. 车八平七  卒３进１     18. 车七进一  车９平６ 19. 车七进五  车６进７     20. 士六进五  车５进１     21. 车七退五  卒７进１      22. 车二进五  车５平２     23. 车二平三  炮５进５     24. 帅五平六  车２退４ 25. 车三平二  炮５平７     26. 车二退三  炮７退１     27. 兵三进一  车６退５      28. 车二平四  车６平４     29. 车四平六  车４平６     30. 车六平四  车６平４ 31. 车四平六  车４平６     32. 车六平四  车６平４     33. 车四平六  车４平６      34. 车七平六  士６进５     35. 前车进二  车６退１     36. 帅六平五  车６平３ 37. 前车平九  车３进４     38. 车九平五  车２平３     39. 马七退六  前车退２      40. 兵三进一  炮７平１     41. 车六平九  炮１平２     42. 车九平八  前车进２ 43. 马六进七  炮２退６     44. 马七退六  炮２进６     45. 马六进七  
R607R607R607R607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森森森森））））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兵七进一  车９平８     03. 马二进三  炮８平９      04.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５     05.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6.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07. 炮八平九  车８进４     08. 车一平二  车１平８     09. 车二进五  车８进３      10. 炮五退一  车８平４     11. 车八进六  炮５退１     12. 马七进八  车４进３ 13. 相三进五  卒５进１     14. 马八进七  马７进５     15. 马三进四  炮９进４      16. 马四进五  炮９进３     17. 相五退三  车４平６     18. 炮五进一  车６进２ 19. 帅五进一  马３进５     20. 马七退五  象７进５     21. 车八平六  炮５平８      22. 车六平五  炮８进７     23. 炮五平七  车６平５     24. 帅五平四  炮９退１ 25. 帅四进一  车５平６     26. 帅四平五  士４进５     27. 炮九平八  车６平５      28. 帅五平四  车５平４     29. 车五平七  炮８退７     30. 马五进三  炮８平７ 31. 炮八进七  象３进１     32. 马三进五  车４退２     33. 帅四退一  士５进６      34. 马五进七  将５平４     35. 车七平六  车４退４     36. 马七退六  士６进５ 37. 兵三进一  卒９进１     38. 炮八退四  炮７平６     39. 炮七平四 



R608R608R608R608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补补补补））））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进一  炮８平９      04. 马八进七  炮２平５     05. 车一平六  马２进３     06. 车六进五  卒７进１ 07.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08. 兵七进一  车８进６     09. 炮五退一  士６进５      10. 车六退一  卒５进１     11. 车六进一  卒５进１     12. 车六平三  马７进５ 13. 兵五进一  炮５进３     14. 马三进五  炮９平５     15. 车三进三  士５退６      16. 炮八进四  前炮进３     17. 士六进五  车８平７     18. 马五进六  马５进６ 19. 马六进五  象３进５     20. 车三退二  马６退４     21.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22. 炮八平六  车２进９     23. 车三平五  士６进５     24. 马七退八  马３进２ 25. 炮六平八  将５平６     26. 车五退二  马２进３     27. 马八进七  卒７进１      28. 相三进五  车７平６     29. 炮八进三  将６进１     30. 炮八退一  士５进６ 31. 炮八平六  卒７进１     32. 相五进七  马４退３     33. 马七进五  卒３进１      34. 马五进四  车６平４     35. 马四进三  车４退５     36. 马三进二  将６退１ 37. 车五平三  后马退５     38. 车三进三  车４进２     39. 车三平四  将６平５      40. 马二退三  马５进６     41. 车四进一  将５进１     42. 车四退二  将５平４ 43. 马三进四  将４平５     44. 马四退三  将５平４     45. 马三进四  将４平５      46. 马四退三  将５平４  
R609R609R609R609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0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2. 炮二平三  象７进５     03. 马二进一  马２进１     04. 车一平二  车１进１     05. 炮八平五  车１平６     06. 炮五进四  士６进５ 07. 炮五退二  车６进５     08. 车九进二  马８进６     09.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10. 车二进六  炮２进１     11. 车二退二  马６进７     12. 车二进一  马７进５ 13. 相七进五  马５退６     14. 士六进五  卒３进１     15. 车二退四  炮２平８      16. 车二平三  卒３进１     17. 相五进七  前炮进４     18. 相七退五  后炮平７ 19. 兵三进一  马６进５     20. 车三平一  车６平７     21. 炮三平四  卒７进１      22. 炮五平八  车７进３     23. 帅五平六  炮８平５     24. 马七进六  炮５平９ 25. 车一进一  车８进８     26. 马六退七  马５进４     27. 炮八退三  车８退５      28. 炮四平六  车７退２     29. 车一退一  炮７进２     30. 兵九进一  车８平２ 31. 炮八平六  马４退２     32. 马七进八  车２进２     33. 帅六平五  车２进４      34. 后炮退一  车７平５     35. 车九进一  马１进３     36. 车一平四  卒７平６ 37. 车四平三  马３进４     38. 车九平六  马４进６     39. 车三退一  炮７平８      40. 前炮退一  车２平３     41. 车三平二  马６进８  
R610R610R610R610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７进１      04. 车二进六  马２进３     05. 兵七进一  炮８平９     0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07. 炮八平六  士４进５     08. 马八进七  炮９平７     09.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0. 车四进二  炮２退１     11. 炮六进六  炮７进５     12. 相三进一  车１平２ 13. 车四退五  车８进２     14. 车九平八  炮２进７     15. 炮六平七  车８平４      16. 士四进五  象３进５     17. 炮七退二  车４进４     18. 兵一进一  炮２平３ 19. 车八进九  马３退２     20. 炮七平一  卒７进１     21. 相一进三  炮３退３      22. 马七进八  车４退１     23. 兵一进一  车４平６     24. 车四进一  马８进６ 25. 马三进一  马６进４     26. 相七进九  马４退２     27. 相九进七  炮７平１      28. 士五进六  炮１进３     29. 士六进五  后马进３     30. 马一进二  马３进４ 31. 炮五进四  马４进５     32. 相三退五  卒１进１     33. 马二进四  卒１进１      34. 炮五退二  将５平４     35. 炮五平六  马２进３     36. 马四进六 



R611R611R611R611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01. 相三进五  马２进３     02.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4. 马三进二  炮８进２     05. 马八进九  车９平８     06. 马二退三  炮８平４ 07. 车一平二  炮２平１     08. 炮八平六  车１平２     09. 士四进五  象３进５      10. 炮二进四  卒７进１     11.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2. 车九进一  炮４退３ 13. 车九平七  炮４平３     14. 炮六平七  车２进２     15. 车七平六  象７退５      16. 车六进七  炮３退１     17. 炮七平六  士６进５     18. 炮二进一  马３进２ 19. 兵九进一  马２进３     20. 马九进七  炮３进６     21. 车六退四  车２进６      22. 车六平三  士５退６     23. 炮二退六  炮３进２     24. 炮六退一  车２退７ 25. 马三进二  车８平９     26. 炮六进六  炮３平８     27. 炮六平三  炮１平７      28. 车三进三  炮８平６     29. 车三平四  炮６平７     30. 马二退三  车２平７ 31. 车四退五  车９进２     32. 车二进一  车９平７     33. 车二平三  前车进４      34. 车三退一  卒３进１     35. 马三退一  前车进３     36. 马一退三  车７进５ 37. 马三进二  车７平８     38. 相五进七  
R612R612R612R612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红方缺席   *** 没有棋谱记录!   
R701R701R701R701 陈陈陈陈            进进进进（（（（玻玻玻玻））））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陈有发（（（（柔柔柔柔））））决赛决赛决赛决赛    日期: 20-04-2014    地点: 吉打双溪大年  0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3.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９      04. 相七进五  车１进１     05. 炮八平九  卒７进１     06.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７ 07. 车九平八  车７进３     08.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６     09. 车一进二  车９平８      10. 车八进四  炮２平１     11. 炮九退一  车７进４     12.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3. 车八平七  象７进５     14. 炮二平四  炮６平７     15. 士六进五  车７退４      16. 炮九平七  炮１退１     17. 马七进六  车８进５     18. 炮七进六  车８平６ 19. 炮七平三  车７退２     20. 车一平二  车７进１     21. 车二进五  炮１进１      22. 车二退二  炮１平４     23. 车二平八  士６进５     24. 车八进一  卒５进１ 25. 车八退一  车７平４     26. 马六退七  车６平３     27. 相五进七  马９进７      28. 相七退五  马７进６     29. 相五进三  马６进４     30. 炮四平六  车４平３ 31. 马七进六  车３进６     32. 士五退六  卒５进１     33. 马六退八  车３退３      34. 士四进五  炮４进５     35. 士五进六  卒５进１     36. 士六进五  卒９进１ 37. 相三退五  象３进１     38. 兵九进一  象１进３     39.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40. 马八进九  车３平１     41. 马九退八  卒５进１     42. 相三进五  车１进３ 43. 士五退六  马４进６     44. 帅五进一  车１平４     45. 马八进六  车４退２      46. 车八退一  车４退１     47. 马六进四  车４平９     48. 帅五平四  马６进８ 49. 马四进六  车９平６     50. 帅四平五  马８退９     51. 车八平六  士５进４      52. 马六进八  士４进５     53. 车六进二  马９进７     54. 帅五平六  车６退２ 55. 马八进九  象５进７     56. 马九退七  将５平６     57. 帅六退一  车６进５      58. 帅六进一  车６退３     59. 帅六退一  卒９进１     60. 车六平一  车６进３ 61. 帅六进一  车６退１     62. 帅六退一  车６进１     63. 帅六进一  车６退４      64. 帅六退一  车６进４     65. 帅六进一  车６退１     66. 帅六退一  马７退５ 



R702R702R702R702 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沈毅豪（（（（砂砂砂砂））））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李家庆（（（（雪雪雪雪））））     01.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2. 炮二平三  象３进５     03. 马二进一  车９进１      04. 车一平二  车９平４     05. 炮八平五  马８进９     06. 马八进七  车４进２ 07.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４     08. 车二进四  车１平２     09. 兵一进一  炮８平６      10. 车二平六  车４进２     11. 马七进六  炮２进３     12. 马六进四  士４进５ 13. 车八进三  马９进７     14. 车八平六  车２进１     15. 炮五平六  马４进２      16. 兵三进一  马７进５     17. 车六进二  卒３进１     18. 兵三进一  炮２退１ 19. 车六退一  马５进３     20. 炮六退一  士５退４     21. 相三进五  马３进１      22. 炮六平二  车２平４     23. 车六进四  马２退４     24. 炮二进八  马４进３ 25. 马一进二  马３进１     26. 马四进五  后马进２     27. 马五进七  将５进１      28. 马七退六  炮６平４     29. 马六退八  马２进３     30. 帅五进一  马１退２ 31. 炮三退一  马３退４     32. 帅五退一  卒３进１     33. 士四进五  马２进４      34. 兵五进一  卒３进１     35. 马二进四  后马进２     36. 马四进三  将５平４ 37. 马三进四  将４平５     38. 马四退三  将５平４     39. 马三退五  象７进５      40. 兵三平四  马２退３     41. 马五退六  马３进５     42. 兵四平五  马５进７ 43. 炮二退六  炮４平２     44. 兵五进一  象５进３     45. 相五进三  炮２进７      46. 炮三进一  将４平５     47. 马六进四  马４退６     48. 炮二平七  
R703R703R703R703 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杨添任（（（（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蔡勇兴（（（（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车一进一  车９平８      04. 车一平六  士６进５     05. 马八进七  马２进１     06.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４ 07. 马三进四  车８平６     08. 车六进三  卒１进１     09.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４      10. 炮五平四  车６平８     11. 车六进一  卒５进１     12.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3. 炮八进四  卒７进１     14. 兵三进一  车８平７     15. 相七进五  车７进２      16. 士六进五  炮５进４     17. 车六平五  炮５平２     18. 炮八退二  车２进４ 19. 车五平八  炮２退２     20. 车八平六  车７平９     21. 车六进五  车９平６      22. 马四进三  象７进５     23. 车六平五  卒３进１     24. 车五退二  车６退３ 25. 马三退四  车６平８     26. 兵七进一  象５进３     27. 马七进六  象３退５      28. 车五进二  炮２退３     29. 炮四进一  车８平４     30. 马六退七  马１进３ 31. 炮八平七  车４进６     32. 士五退六  马３进５     33. 炮七平五  炮２进５      34. 炮四平五  马５退３     35. 前炮平七  炮２平３     36. 马四进六  马３进４ 37. 马六进五  马７进５     38. 马五退三  象３进５     39. 炮五进一  马４进３      40. 炮七退二  马５进７     41. 炮五退一  马７进８     42. 炮七退一  炮４进６ 43. 马三进五  将５平６     44. 士六进五  马８退６     45. 炮五平四  马６进４      46. 炮四平七  马４进３     47. 炮七进六  将６进１     48. 马五退三  将６进１ 49. 相五进七  马３退２     50. 炮七退三  炮４退５     51. 马三进二  将６平５      52. 马二退三  将５平４     53. 马三退五  炮４平５     54. 炮七平六  马２退４ 55. 相七退五  马４退２     56. 炮六退五  马２进１     57. 马五进七  炮５进２      58. 马七退九  马１退２     59. 马九进八  将４平５     60. 马八退七  炮５进１ 61. 马七退五  马２进１     62. 马五进四  马１进２     63. 马四退六 



R704R704R704R704 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刘文义（（（（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黎金福（（（（霹霹霹霹））））     01. 马八进七  卒３进１     02.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3.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4.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5. 车一进一  象３进５     06. 车一平六  炮８进４ 07. 兵五进一  炮２进４     08. 车九进一  士４进５     09. 车六进五  车８进４     10. 车六平七  车１平３     11. 车九平六  卒７进１     12. 兵七进一  炮２平７ 13. 马三进五  马７进６     14. 车六平三  卒７进１     15. 炮八进三  炮８平５     16. 马七进五  车８进５     17. 炮八平四  炮７进３     18. 士四进五  卒７平６ 19. 兵五进一  卒６进１     20. 马五进六  卒６进１     21. 马六进七  卒６进１     22. 兵五进一  卒６平７     23. 兵五进一  象７进５     24. 炮四平五  车８退７ 25. 车七平二  车８平７     26. 马七进五  士６进５     27. 后炮进五  将５平６     28. 车二平四  车７平６     29. 后炮平四  将６进１     30. 炮五退四  车３平７ 31. 炮五平四  将６退１     32. 前炮进二  将６平５     33. 前炮平五  士５进４     34. 兵七进一  
R705R705R705R705 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陆光铎（（（（槟槟槟槟））））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姚威和（（（（彭彭彭彭））））     01. 相三进五  炮２平４     02.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03.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4. 车九平六  车１平２     05. 马八进九  车２进４     06. 车六进五  士６进５ 07. 兵九进一  卒７进１     08. 车六平七  炮４退１     09. 兵三进一  车２平７        10. 炮八平七  炮４平３     11. 车七平八  马３进４     12. 车八退一  炮３进６ 13. 炮二平七  象３进５     14. 炮七平八  士５进４     15. 马二进四  车９平８     16. 兵五进一  炮８进４     17. 马四进二  士４进５     18. 炮八平六  车８进５ 19. 车一平三  车７进５     20. 马二退三  马４退３     21. 车八进二  马３退４     22. 马三进四  炮８平６     23. 炮六进七  士５退４     24. 车八平六  车８平５ 25. 车六退四  车５平６     26. 马四进二  车６退１     27. 兵一进一  马７进８     28. 马九进八  炮６进２     29. 马八进九  炮６平８     30. 马九进七  士４进５ 31. 马七退五  车６退１     32. 车六平五  炮８进１     33. 士四进五  车６平７     34. 士五进六  马８进９     35. 马五退四  车７进６     36. 帅五进一  车７平４ 37. 马四退三  马９进８     38. 马三退二  车４平８     39. 马二退三  车８平４     40. 车五平二  车４退２     41. 车二退二  
R706R706R706R706 陆建初陆建初陆建初陆建初（（（（霹霹霹霹））））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林炳源（（（（彭彭彭彭））））     01. 相三进五  卒３进１     02. 马八进九  马２进３     03. 车九进一  马８进７     04. 车九平六  象３进５     05. 兵三进一  炮８平９     06.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7. 车一平二  车８进４     08. 车六进五  卒７进１     09. 车六平七  车１平３     10. 炮八进三  车８进２     11. 兵三进一  象５进７     12. 炮八平三  象７进５ 13. 炮三退一  炮２进５     14. 炮二平一  车８平７     15. 车二进七  炮９进４     16. 炮一进四  炮２平７     17. 炮一进三  象５退７     18. 炮三进五  



R707R707R707R707 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刘勇尧（（（（吉吉吉吉））））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许钟铭（（（（槟槟槟槟））））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三进一  卒３进１     05. 炮八进四  象７进５     06. 马八进七  马３进４ 07. 炮八平三  炮２平３     08. 车九平八  车１进１     09. 车八进六  车１平４     10. 车八平七  炮８进４     11. 兵七进一  卒３进１     12. 车七退二  炮３进２ 13. 兵九进一  车４平６     14. 马七退五  车６进２     15. 炮三退一  马４退３     16. 马三进四  车６平８     17. 马五进三  马３退５     18. 炮三平六  马５进３ 19. 炮六进一  前车进１     20. 兵三进一  前车平７     21. 车二进三  车８进６     22. 马四退二  车７进３     23. 车七进一  车７退１     24. 车七进二  车７平８ 25. 炮六进二  马７进６     26. 车七进二  车８平５     27. 车七退五  马６进７     28. 炮六平九  
R708R708R708R708 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林苍泉（（（（补补补补））））    先先先先    和和和和        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蔡云山（（（（霹霹霹霹））））     01. 相三进五  炮８平５     02. 马二进三  马８进７     03. 马八进七  车９平８     04. 车一平二  炮２平４     05. 车九平八  马２进３     06. 炮八平九  卒３进１ 07. 兵三进一  车８进４     08. 炮二平一  车８进５     09. 马三退二  马３进４     10. 马二进三  车１进１     11. 车八进六  卒３进１     12. 车八平六  马４进２ 13. 车六进一  马２进３     14. 兵七进一  马３退５     15. 士六进五  马５退６     16. 马三进四  卒５进１     17. 马四进六  卒５进１     18. 炮九平七  士４进５ 19. 车六平七  象３进１     20. 炮七平六  炮５平６     21. 马六进八  车１平４     22. 车七平九  马６退５     23. 车九退一  车４进２     24. 兵七进一  炮６进１ 25. 车九进三  士５退４     26. 马八退六  车４平２     27. 马六进四  车２平６     28. 兵七平六  车６进１     29. 兵六进一  车６平４     30. 车九退三  马５进６ 31. 兵六平五  马６进７     32. 兵五平四  卒７进１     33. 兵三进一  车４平７     34. 炮一平三  前马退８     35. 炮三进五  车７退２     36. 车九平五  车７平５ 37. 车五平六  士４进５     38. 兵四平五  车５平７     39. 兵一进一  马８进７     40. 车六平九  马７退９     41. 兵五平六  士５退４     42. 炮六平八  车７平２ 43. 炮八平七  车２平３     44. 炮七平八  象７进５     45. 兵六平七  车３平２     46. 炮八平六  马９退７     47. 车九退二  士６进５     48. 车九平七  马７进６ 49. 车七平五  马６进４     50. 士五进六  车２平１     51. 兵九进一  卒９进１     52. 车五平七  车１进１     53. 兵七进一  车１退１     54. 士六退五  卒９进１ 55. 兵七进一  车１退１  
R709R709R709R709 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黄立添（（（（甲甲甲甲））））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苏亚强（（（（柔柔柔柔））））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马２进３     04. 兵七进一  卒７进１     05. 车二进六  炮８平９     06. 车二平三  炮９退１ 07. 马八进九  车８进８     08.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09.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0. 车四平三  马８退７     11.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2. 车四平三  马８退７ 13. 车三平四  马７进８     14. 车四平三  炮７平５     15. 炮八平七  马８进７     16. 车九平八  车１平２     17. 士六进五  炮２进４     18. 炮七进四  象３进５ 19. 马九退七  炮２进１     20. 马三进五  炮２平３     21. 车八进九  炮３退４     22. 炮五平七  炮３平７     23. 炮七进五  马７进６     24. 帅五平六  炮７进６ 25. 马七退五  炮５平６     26. 车八平六  将５进１     27. 前马退四  车８平６     28. 车六退七  车６平５     29. 车六平五  车５平６     30. 车五平三  炮６进８ 



R710R710R710R710 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陈隆德（（（（隆隆隆隆））））    先先先先    胜胜胜胜        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林利强（（（（砂砂砂砂））））     
黑方缺席   *** 没有棋谱记录!    

    R711R711R711R711 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张芝维（（（（沙沙沙沙））））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张忠勇（（（（丹丹丹丹））））     01. 炮二平六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马八进九  炮８平９        04. 车九进一  卒１进１     05. 车九平四  车８进４     06. 车一平二  车８平２ 07. 炮八平七  马２进１     08. 车四进三  车２平４     09. 士四进五  炮２平４     10. 炮六平五  士４进５     11. 车二进六  卒７进１     12. 车二平三  象７进５ 13. 炮七平六  炮４平２     14. 兵九进一  卒１进１     15. 车四平九  炮９退２     16. 兵五进一  炮９平７     17. 车三平四  炮２进１     18. 车四退三  马１退３ 19. 车九进五  马３退１     20. 兵七进一  车４平２     21. 兵五进一  卒５进１     22. 车四平九  马１进３     23. 马九进七  车２进５     24. 相七进九  马７进６ 25. 车九进二  车２退３     26. 马七退六  炮２进１     27. 车九进一  炮２退１     28. 车九退一  炮２进１     29. 车九进一  炮２退１     30. 车九退一  马６进７ 31. 炮五平四  马７退５     32. 马三退二  马５进６     33. 士五进四  车２进２     34. 帅五进一  卒５进１     35. 车九平五  车２平３     36. 炮六平八  炮７进９ 37. 车五退一  炮７退１     38. 车五平六  马３进１     39. 车六退一  卒７进１     40. 帅五退一  炮７平９     41. 马二进三  炮９退１     42. 炮八进二  卒７进１ 43. 马三退二  炮９平１   
R712R712R712R712 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叶振松（（（（雪雪雪雪））））    先先先先    负负负负        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曾显威（（（（甲甲甲甲））））     01. 炮二平五  马８进７     02. 马二进三  车９平８     03. 车一平二  卒３进１     04. 兵三进一  马２进３     05. 马八进九  卒１进１     06. 炮八平七  马３进２ 07. 车九进一  象３进５     08. 车二进六  车１进３     09. 车九平六  炮８平９     10. 车二进三  马７退８     11. 兵五进一  马２进１     12. 炮七退一  士６进５ 13. 车六进二  马８进７     14. 马三进四  马１退２     15. 马四进三  炮９退１     16. 炮七平二  卒５进１     17. 兵三进一  卒５进１     18. 炮二进五  车１退２ 19. 马三进五  象７进５     20. 炮五进五  将５平６     21. 车六平四  炮９平６     22. 兵三进一  马７退８     23. 炮二退四  车１进２     24. 炮五退二  马２退３ 25. 炮二平四  士５进６     26. 车四平二  炮６进６     27. 车二进六  将６进１     28. 兵三进一  车１平７     29. 车二退一  将６退１     30. 车二进一  将６进１ 31. 车二退一  将６退１     32. 车二进一  将６进１     33. 车二退一  将６退１     34. 车二进一  将６进１     35. 车二退二  卒１进１     36. 马九退七  卒５进１ 37. 马七进六  炮６退３     38. 马六进七  炮６平３     39. 车二进一  将６退１        40. 兵三进一  炮３进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