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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Foreword

The following tables are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bles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a Chinese table of logarithms of numbers
published in China around 1720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huli
Jingyun. This volume covers the interval 50101–100000. These ta-
bles are described in Denis Roegel,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In-
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Japanese tables of logarithms and review
of secondary sources (second edition), 2011, and draw their source
from Vlacq’s Arithmetica Logarithmica (1628).

The beginning of the tables is at the (Western) end of the vol-
ume, as is customary in Chinese, but the page numbering follows
the Western tradition, that is, starts from the (Western) beginning
of the volume.

These tables give the exact values, and are therefore not exact
copies of the Chinese tables, which included errors borrowed from
Vlacq’s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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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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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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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百
三三三
十
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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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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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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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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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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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三三三
百
三三三
十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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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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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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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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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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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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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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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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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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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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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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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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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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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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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三三三
百
二二二
十
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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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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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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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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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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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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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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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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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三三三
百
十
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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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百
十
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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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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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三三三
百
十
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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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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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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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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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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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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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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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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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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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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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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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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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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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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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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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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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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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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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三三三
百
十
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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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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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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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三三三
百
十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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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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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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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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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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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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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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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三三三
百
零
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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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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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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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三三三
百
零
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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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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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三三三
百
零
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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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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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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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三三三
百
零
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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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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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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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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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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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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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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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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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三三三
百
零
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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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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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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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三三三
百
零
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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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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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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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百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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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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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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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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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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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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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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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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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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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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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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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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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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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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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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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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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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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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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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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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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二二二
百
九九九
十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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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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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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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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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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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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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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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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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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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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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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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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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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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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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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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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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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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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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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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二二二
百
八八八
十
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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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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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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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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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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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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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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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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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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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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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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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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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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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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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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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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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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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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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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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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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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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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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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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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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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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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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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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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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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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七七七
十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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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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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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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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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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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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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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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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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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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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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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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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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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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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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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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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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二二二
百
六六六
十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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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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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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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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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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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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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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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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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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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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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五五五
十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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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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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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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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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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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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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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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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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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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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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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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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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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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二二二
百
四四四
十
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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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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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
十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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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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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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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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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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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七七七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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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六六六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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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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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五五五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四四四 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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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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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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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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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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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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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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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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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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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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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二二二
百
三三三
十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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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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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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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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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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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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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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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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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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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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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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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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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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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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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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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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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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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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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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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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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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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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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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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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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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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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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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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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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二二二
百
二二二
十
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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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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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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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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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二二二
十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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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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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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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二二二
百
十
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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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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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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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二二二
百
十
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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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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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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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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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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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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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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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百
十
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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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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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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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二二二
百
十
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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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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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十
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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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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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二二二
百
十
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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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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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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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二二二
百
十
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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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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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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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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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十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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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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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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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二二二
百
零
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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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二二二
百
零
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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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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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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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
百
零
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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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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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二二二
百
零
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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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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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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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二二二
百
零
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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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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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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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百
零
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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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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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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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二二二
百
零
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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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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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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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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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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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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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二二二
百
零
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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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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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二二二
百
零
一一一 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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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百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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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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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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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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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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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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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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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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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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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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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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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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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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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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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九九九
十
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百
九九九
十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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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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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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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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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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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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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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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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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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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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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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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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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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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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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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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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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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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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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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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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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一一一
百
八八八
十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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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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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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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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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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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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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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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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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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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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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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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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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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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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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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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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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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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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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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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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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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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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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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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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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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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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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一一一
百
七七七
十 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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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九九九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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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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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百
六六六
十
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九九九 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 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Vlacq’s tables in Chinese (reconstruction, D. Roegel, 2010)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二二二六六六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六六六四四四三三三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三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三三三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五五五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三三三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八八八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五五五六六六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六六六#六六六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六六六四四四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六六六八八八四四四八八八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八八八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三三三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四四四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九九九三三三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三三三六六六四四四 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 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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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六六六八八八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六六六三三三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八八八二二二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六六六九九九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六六六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二二二#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四四四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二二二二二二八八八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二二二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一一一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二二二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八八八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一一一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八八八八八八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一五五五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五五五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二二二四四四四四四#二二二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八八八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六六六一一一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三三三#六六六九九九五五五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三三三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三三三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四四四#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二二二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八八八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九九九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四四四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五五五九九九#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三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六六六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七七七七七七三三三四四四七七七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六六六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九九九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六六六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七七七六六六四四四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一一一八八八一一一三三三#九九九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六六六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五五五九九九四四四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八八八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二二二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八八八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八八八 四四四六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三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一一一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六六六八八八#六六六#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六六六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三三三五五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九九九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三三三九九九七七七一一一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六六六七七七#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二二二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八八八五五五三三三五五五六六六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二二二七七七五五五七七七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 四四四七七七###一一一九九九七七七二二二七七七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九九九四四四##三三三七七七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六六六一一一四四四一一一三三三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 四四四七七七###二二二八八八三三三九九九二二二二二二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二二二六六六五五五一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六六六九九九六六六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四四四七七七###三三三七七七#五五五六六六八八八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九九九八八八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七七七八八八七七七二二二五五五五五五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四四四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五五五七七七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
五五五#二二二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九九九一一一九九九九九九四四四五五五四四四 五五五#一一一七七七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八八八七七七三三三八八八一一一二二二 五五五#一一一二二二五五五 四四四七七七###五五五四四四三三三八八八五五五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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