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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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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佛教伦理本质上是
的伦理，
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
佛教伦理以
“和”

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
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
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
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
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
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
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
想内容非常丰富，
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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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深入和迅速袁以

此灭故彼灭冶遥 这是佛教的最根本原理袁也是佛教生

儒家生命伦理尧道教生命伦理和佛教生命伦理为主

命伦理形而上学的最根本表达遥 缘起论强调现象之

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研究方兴未艾袁

间的因果关系袁诸法因缘和合而有袁因缘离散而无袁

成为世界生命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遥 正如

揭示了现象存在的相对性尧依赖性尧条件性袁一切事物

享誉世界的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博士在对

的产生尧发展都是有原因和条件的袁世界万物都处在

话时达成的共识袁就是拯救 圆员 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

多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遥 在缘起的世界中袁任

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袁所以 圆员 世纪是中国的

何事物和人的存在都具有本身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袁

世纪遥 尽管此结论值得商榷袁但是足以说明袁在生命

都不是主宰者尧唯一尧中心尧永恒尧绝对者袁都需要依赖

伦理研究中袁包括佛教在内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资

他人或事物袁万事万物都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遥
缘起论构成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石袁 体现出和谐

源大有可为遥
中国佛教伦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钥对于此问题袁
学术界尚无定论袁见仁见智遥 我们认为 野和谐冶思想
是中国佛教伦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袁佛教本质上是一

在佛教伦理思想中的地位遥
渊一冤缘起论揭示了万物彼此关联尧和合共生的
客观现实

种野和冶的宗教袁佛教伦理本质上是野和冶的伦理袁理应
成为本土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遥

一尧 佛教伦理的道德哲学基础要要
要缘起论

人之所以需要道德生活袁 社会之所以需要伦理
规则袁生命科学或医学之所以离不开伦理袁从佛教缘
起论来说袁正是基于相互的依赖袁和合共生才能够彼
此存在袁伦理与生命彼此不可或缺遥佛教由此确立了

叶大正藏曳之叶佛说造塔功德经曳中言野诸法因缘

基本的道德规律袁就是善恶因果律袁即善因有善果袁

野法身偈冶的此句袁充分表明野缘起论冶是佛法的理论

由东晋名僧慧远在其著名的 叶三报论曳尧叶明报应论曳

生袁我说是因缘袁因缘尽故灭袁我作如是说冶袁被奉为
基石遥 缘起论的基本含义是野依缘而起冶袁就是一切

恶因种恶果袁善果有善因袁恶果由恶因遥 中国佛教更
将善恶因果律完善为野三世二重因果冶袁从而在现实

之有为法袁皆待缘而起袁各种现象都依赖于一定的条

中能够说明作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段有可能从

件渊缘冤才能产生尧存在尧灭亡袁正如叶大正藏曳之叶杂阿

表象上与善恶因果律不符袁但从人渊三世冤的生命历

含经曳中言野此有故彼有袁此生故彼生曰此无故彼无袁

程来考察袁并不违背此规律遥社会基于缘起的相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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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和谐袁生命科学或医学基于缘起也需要和谐袁

佛典称之为野诤冶袁外现于语言尧文字尧行动等袁但实质

佛教建立起一套以自利利他尧平等慈悲为核心的道

存在于内心遥内心的诤根源于野受冶与野想冶遥印顺法师

德规范袁构成善的和谐体系袁形成其美德伦理遥

曾经分析过不和的心因袁他指出若从受尧想二蕴推衍

渊二冤缘起论揭示了佛教的生命观袁展示了对生

开来袁内心的一切活动袁无论是感情的尧意志的或知

命本身的伦理思维观袁奠定了佛教生命伦理的哲学

识的袁凡不能正确而恰当的袁都是野诤冶袁都是野烦动脑

基础

乱冶袁不得和谐安宁遥 野若能如实知见世界的真相袁体

佛教理论体系来自于缘起论袁佛陀揭示的缘起

达空无我性而破尽无明愚痴袁 我执为本的烦恼根源

法则是人类高度智慧的结晶袁是佛陀对宇宙人生的

彻底净除袁从我执而来的嗔慢尧贪欲尧执见等袁也不再

深刻洞察遥 缘起法则从关系和过程的角度来看待宇

存在遥 这样的状态袁叫做耶无诤论处爷遥 冶 咱员暂苑源 没有了

宙生命袁认为任何生命和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袁而是在
相存相依的关系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袁并且当
这些相互依存的条件消散时袁与之相关的事物也将
消失遥 佛教常说野缘起性空冶尧野世法缘起冶尧野诸法无

野诤冶袁内心自然平和袁待人接物袁为人处世必不违反
和谐精神遥 正如禅宗明确指出袁外部的野净冶来自心
野净冶袁外在的野和冶来自心野和冶遥面对当下中国医疗卫

生保健体系的野诤冶袁野无诤论处冶的精神有着重要的

我冶尧野因缘和合冶等都是缘起论不同方面的表述袁表

启示意义袁 有利于医德建设和构建和谐的卫生保健

现出佛教对待生命的智慧和伦理的思维遥 如野因缘

体系遥

和合冶就是教导人们从整体观和因缘观着眼看待一

渊二冤明心见性

切袁认识到这个世界本来和谐圆满袁一切矛盾冲突袁

佛教认为袁一切生命体渊众生冤都有相同的本性袁

无不由人为而致袁由人不能如实认识缘起性尧一体

具有清净本性袁都有佛性遥 一切众生都有清净本性袁

性袁 不能控制自己的贪欲嗔恨尧 不能慈爱他人而造

强调人的本来状态的无污染袁生命之初的心灵纯净袁

成遥 人与人的争斗尧医患矛盾的冲突尧卫生资源的分

人们后来的恶的行为和倾向袁是因为恶的环境影响袁

配等等不外如是遥 更应认识到野任何国家尧民族尧个

如叶大正藏曳之叶阿毗昙毗婆沙论曳所言野心性本净袁为

人都共处于一个因陀罗网中袁既各有其独立自主性

客烦扰所覆冶遥中国的禅宗尧华严宗等提倡野众生本来

渊别尧异尧坏三相冤袁又互相依存尧密不可分渊成相冤袁不

是佛冶袁具足一切佛果功德袁只不过被妄想尧烦恼所

问题尧生物科学技术的研究尧生态环境等存在的伦理

道德养成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有道德的人生遥

咱员暂

论你愿意与否袁都必然同安危尧共患难遥冶

公共卫生

迷袁不自觉而已遥 因而从本性上来说袁人人都可以在

难题袁既各有其独立性袁又需要相互合作遥 再如由

佛教传入中国后袁野修心冶尧野戒心冶尧野悟心冶尧野守

野缘起论冶而得出的野无我冶论袁从野无我冶出发袁有利于

心冶成为中土佛教修行解脱实践的要领袁到了中土化

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袁尊重自然袁保护动物袁也有利于

佛教的代表惠能禅宗那里袁就高扬野明心见性冶袁野明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袁完善基于公平正义的卫生保健

心冶就是要洞见此心具足万法尧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曰

体系等遥 正如叶小文先生所言袁野缘起论的精神内核

野见性冶袁即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袁自性本来是佛袁其把

用一个字表达袁就是耶和爷冶 遥
咱圆暂

缘起论揭示了世界万物渊包括人类冤彼此和合共

成佛的主体落实到人类的自性后袁 便成为 野无修之
修冶遥 禅宗野明心见性冶独特修心理念袁将人的身体与

生的客观事实袁为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研究奠定了哲

心灵的界限打通袁心灵可以自由地调度身体袁更是身

学基础袁显示出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

心和谐的表现形式遥随着佛教完成中国化进程袁有识

地位遥

之士认识到佛教对于野治心冶的独特作用袁宋僧智园

二尧心灵的道德和谐
佛陀以治疗众生心病的大医王自任袁教导人们

主张野修身以儒冶尧野治心以释冶袁宋儒张商英认定佛教
能治野骨髓之疾冶袁使人们在和谐身心尧净化心灵的前
提下为社会和谐做贡献遥

通过对心灵的净化袁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遥 和

在佛门野净心冶智慧的启示下袁人们会认识到建

谐社会从野心冶开始袁佛教认为野心冶为万法根源袁野心

设人间净土袁关键在于改造心灵曰建设和谐社会袁关

生则种种法生袁心灭则种种法灭冶袁因而佛教擅长野治

键在于从心开始遥 野以正确的知见尧用自己的心智打

心冶袁野修心冶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修行观遥

开尘世中为物欲尧为争斗尧为声明尧为爱憎好恶而纠

渊一冤野无诤论处冶

结的心结袁给焦灼尧紧张尧烦躁的心灵注入生活的智

佛法认为内有不和的心因袁外有不和的事缘袁彼

慧袁努力改变和平正离我们而去尧和乐正离我们而去

此相互影响袁就会形成种种矛盾尧纠纷和冲突遥不和袁

的忧虑遥 冶咱猿暂当然袁也非常有利于培养公民佛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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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提高医德境界袁从根本上袁也就是野心冶的层面化

望袁与佛教慈悲精神相结合袁去自觉觉人尧自利利人袁

解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中的野诤冶遥

由一己之爱放大为众生的大爱袁 与佛门净心智慧相

渊三冤为善去恶袁以慈悲立心

结合袁戒除贪尧嗔尧痴三毒袁追求人生幸福袁实现社会

对于心灵的道德和谐的追求袁根本的原则是为

和谐遥正如诸缘和合是佛教的缘起论之体现袁野和冶是

善去恶袁明心见性的目的同样在于抑制尧克服尧消除

其中的核心价值袁就佛教生命伦理思想而言袁大至医

内心的恶袁扩充尧坚固内心的善袁在心灵中养成一个

疗卫生保健体系袁小至医务人员个人都离不开野和冶

坚实而不退转的道德自觉袁 形成良好的善心状态遥

字袁 都不能完全以自我的利益为出发点决定自己的

在为善去恶的过程中袁佛教构成以与乐拔苦的野慈

行为袁要有佛教的野无我冶观袁考虑和尊重他人尧社会

悲冶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袁佛以慈为心袁以慈为室袁佛教

乃至人类整体的利益袁唯有如此袁才能成功实现医学

三藏十二部经袁有无量法门与教义袁都是以慈悲为根

目的和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改革遥

本遥 如果说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是仁爱袁基督教伦
理的基本精神是博爱袁那么佛教伦理的根本精神则

渊二冤菩萨行
野未能自度先度他袁菩萨于此初发心冶袁菩萨众自

是慈悲遥 正因为如此袁被称为野大医王冶的佛陀袁全面

利利他尧圆满佛果的大行称为野菩萨行冶袁是菩萨的自

关注众生身心之疾病袁不仅修心袁而且野于诸病苦袁为

我规范与行为准则遥学佛就是学菩萨行袁依止菩提心

作良医冶袁药师佛尧药王尧药上菩萨袁都以善施医药著

而行六度万行遥 佛门戒律是佛教伦理规范的集中表

称袁大乘佛教的马鸣尧龙树等菩萨袁留下了叶医经曳尧

现袁围绕着叶大正藏曳之叶法句经曳中野诸恶莫作袁众善

叶医疗八支心论曳尧叶配方百论曳等医药学专著遥 由于

奉行袁自净其意袁是诸佛教冶这一野通戒冶的原则建立

人人皆有佛性袁人人都可修菩萨行袁人人都应培养慈

而来袁以五戒善渊不杀生而仁袁不偷盗而义袁不邪淫而

心遥 如何培养慈心袁佛陀将其具体为身业慈尧口业慈

礼袁不妄语而信袁不饮酒而智冤为底线袁以十善业道

与意业慈遥 中国佛教发展至禅宗阶段袁更说人一旦

渊不杀生而慈心与仁袁不偷盗而义利节用袁不邪淫而

慈悲闪念袁就离佛不远袁讲心性即是佛袁世间一切事

贞良守礼袁不妄语而诚实无欺袁不两舌而无争是非袁

端袁都是由心而起袁若是思量恶事袁世间就成地狱曰若

不恶口而出言慈和袁不绮语而言说有礼袁不悭贪而慈

是思量慈悲袁自己就成为菩萨袁人间就成为净土遥 事

心舍施袁不嗔恚而慈忍积福袁不愚痴而多闻增智冤为

实上袁佛教的慈悲心尧菩萨行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医

菩萨行的基石遥 在此基础上袁则是以四摄渊布施尧爱

务人员的道德自觉袁与医乃仁术有异曲同工之妙遥

语尧利行尧同事冤和六度渊布施尧持戒尧忍辱尧精进尧禅

三尧人与人的道德和谐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紧张袁医患关系更为大
众所关注热点之一遥 佛教传入中国后袁亦表现出强
烈的积极入世精神袁自觉觉人尧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

定尧智慧冤为核心的野菩萨行冶善业遥 这充分体现出佛
教和谐伦理的层次性遥正如赵朴初所言院野发了大心袁
依照戒定慧三学修习袁实行四摄六度袁经过无数的生
死袁最后才能成为佛果遥 冶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袁就是深广菩提心袁凸显菩萨

道袁契合已立立人尧己达达人的伦理主张袁有助于人

道的过程遥从东晋开始袁佛教的高僧开始投入贫民救

与人的道德和谐遥

济与医疗疾病的社会事业袁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袁

渊一冤野无我冶

到了唐朝处于鼎盛阶段遥菩萨行不仅在历史上袁而且

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渊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冤的关系

至今对和睦医疗人际关系具有积极作用遥 正如印顺

不和谐主要缘于利益的纷争袁佛教伦理的道德哲学

法师叶华雨集曳所言院野如是做医师的袁为病人服务袁治

基础缘起论运用于社会领域则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相

疗身病袁心病袁更引导病人去挖掘身心苦恼根源的烦

互依存尧关联互动的关系遥 人类社会是诸多因缘和

恼病袁从而使其生起根治烦恼病之心之力袁从自己所

合一起构成的系统袁个人离不开他人和社会而孤立存

知所行而引人学菩萨行遥 冶在医疗卫生领域袁仅以十

在遥 正如没有病人袁医师尧医疗机构也就无法存在袁反

善业道为例袁野不杀生而慈心与仁冶 体现医学尊重生

之亦然遥 由缘起智慧而得出的野无我冶说在于破除野我

命尧关爱生命的精神袁野不妄语而诚实无欺袁不两舌而

执冶袁佛教认为野众生正是妄执非实性的我为实我而使

无争是非袁不恶口而出言慈和袁不绮语而言说有礼冶

人生充满种种苦难和烦恼遥 冶咱源暂由于有我袁种种欲望必
然与他人欲望产生冲突袁矛盾纠纷也就难以避免遥

野无我冶并非完全否定自我袁在大乘佛教看来袁

野无我冶 的意义在于节制个体乃至组织的过多的欲

是为野口冶的四善业则对医患沟通及医德修养有着重
要启示遥 深入体会野五戒十善冶和野四摄六度冶为基础
的野菩萨行冶袁其内含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为和睦人
际起着重要作用袁立足点为野和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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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怨亲平等

应该尊重生命和善待其他生命袁 因而佛教提出对动

与儒家野爱有差等冶的仁德不同袁佛法的慈悲是

物应野戒杀护生冶遥戒杀是从消极善的角度袁不只是禁

没有差别的袁对各种有情生命都要有慈心袁一视同

止伤害人类自身袁更是广泛地包括动植物等曰护生则

仁袁不加伤害遥 中国佛教极力推崇佛教的平等思想遥

是从积极善的角度袁要求爱护动物的生命遥佛教提倡

宋代僧人清远说院野若论平等袁无过佛法遥 唯佛法最

放生和素食即是对待动物的态度袁 不仅要求不伤害

平等遥 冶佛法的平等袁不是局部的袁而是全面的平等袁

其生命袁 更要求不干扰其生活状态袁野不损恼一切有

牟尼建立僧团确立的野六和敬冶的原则就是体现遥第

教要求野戒杀护生冶袁岂不阻碍医学或生命科学发展袁

包括以下层次院第一层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遥 释迦

情冶咱缘暂遥 在医学或生命科学中袁动物实验常常发生袁佛

二层是众生与无情的平等遥 佛教认为自然界是我

甚至对植物也护生袁人岂不饿死钥 在动物实验中袁佛

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器世间袁称为野依报冶曰我们的根

教的保护动物尧 不虐待动物思想符合国际生命伦理

身称 为 野正 报 冶袁依 报 和正 报 同 属 于 众 生 内 心 所变

学 提 倡 猿砸 渊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袁则藻责造葬糟藻皂藻灶贼袁则藻枣蚤灶藻皂藻灶贼冤 运 动

法遥 第三层是众生与佛的平等遥 叶大般若经曳说院野上

恺先生叶护生画集曳言院野护生者袁护心也遥 去除残忍

在本质上都具足真如佛性袁同样具有成佛的可能袁

生的主要目的遥 冶 佛教通过 野戒杀护生冶 来净化此

现袁所以有野依报正报不二尧有情无情同体冶的说

的趋势袁而佛教的对动物野戒杀护生冶目的正如丰子

从诸佛袁下至傍生袁平等无所分别遥 冶一切众生与佛

心袁长养慈悲心袁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要要
要这是护

佛教讲众生虽以人类为重点袁 但众生平等思想可

野心冶袁野心冶生慈仁袁则天下太平袁人间和谐遥

有效地化解人类中心主义袁 同时极大地缩短了众
生与佛的距离遥
可见袁佛法的平等不单说人与人平等尧佛与佛平
等袁而且人与佛尧人与动物尧人与天神鬼狱都是平等
的曰不单说有情平等袁而且一切心法尧一切色法尧心法

渊二冤野敬畏生命冶

圆园 世纪中叶以来袁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

贝特窑史怀泽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 野敬畏生命冶理
念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遥 野敬畏生命冶提出不仅对
人的生命袁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袁都必须保

与色法尧因法与果法都是平等的遥这种等视怨亲的野平

持敬畏的态度遥史怀泽认为野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

等之心冶袁破除对野私我冶的深深执着袁有助于建立一种

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的意志遥

国与国之间尧民族与民族之间尧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

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遥 对他来说善是

的和谐的人间秩序遥 佛教的怨亲平等袁体现在医疗卫

保持生命尧促进生命袁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

生保健体系中袁不局限于卫生资源分配尧公民生命健

价值遥恶则是毁灭生命尧伤害生命袁压制生命的发展遥

康权利平等尧医务人员爱无差等等平等观袁更内含尊

这是必然的尧普遍的尧绝对的伦理原理遥 冶咱远暂野敬畏生

重自然尧尊重生命尧保护动物等生命伦理思想资源遥

四尧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
佛教是热爱生命的宗教袁佛教本身也是为了解

命冶理念的提出袁对于人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人与
自然的道德和谐有积极的启发意义遥 其生命伦理学
的观念与罗尔斯顿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 渊环境伦理
学冤提出的野把土壤尧高山尧河流尧大气圈等地球的各

决生命本身的困境和疑惑而诞生的宗教遥 佛教的生

个组成部分袁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冶咱苑暂等观点相呼应袁

命观袁不仅包括人类袁而且对动物尧植物尧山川都予以

共同体现出对地球上一切生命尧 一切事物内在价值

积极的关爱遥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袁作为其中的一类

的尊重和保护遥

生命体袁应当也必须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万物的固

这种野敬畏生命冶的思想与佛教的野戒杀护生冶尧

有价值袁因此袁人在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类型和存在

野无情有性冶尧野依正不二冶 思想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是

物的相处中袁佛教的和谐思想体现出对于动物和生
态的关注遥

息息相通的袁佛教不仅敬畏生命渊有情冤袁对于有情众
生之外的无情万物尧山川尧草木尧大地等自然物袁佛教

渊一冤对动物的野戒杀护生冶

也主张尊重其自然价值遥这说明无论东方与西方袁过

佛教对动物的生命伦理观袁一是基于心性平等袁

去与未来袁人类对生命有着相同的热爱袁在本质上都

佛教主张人和其他动物在生命本性上并没有差别袁

希望能够善待自身和其他生命袁 生命在人类的所有

都内含佛性袁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袁生命的价值都是相

价值中永远被赋有最高价值遥佛教基于缘起尧业报和

同的曰二是基于缘起论袁认为每一种存在物都是众因

同体共生的思想所形成的野戒杀护生袁敬畏生命冶思

缘和合而生袁本无自性袁万法相同遥如何对待动物呢钥

想是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有利于人

佛教认为既然每个生命都希望趋向善乐的果报袁就

与自然的和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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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可为今天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提供重要

语

的思想资源遥

中国佛教伦理是野和冶的伦理袁野和谐冶在佛教生
命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袁在当代社会有其

参考文献

积极的价值遥 一方面袁作为信仰者的道德生活指南袁

咱员暂

王月清袁刘

咱圆暂

叶小文援 从心开始的脚步咱酝暂援 北京院宗教文化出版社袁

咱猿暂

王月清援 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咱允暂援 江海学刊袁圆园园愿袁缘员

起着净化人心的作用袁促进人心灵的和谐尧人与人尧
人与自然的和谐遥 另一方面袁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作
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其体系和内
容的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袁 远不如儒家生命伦理
学发展之迅速袁 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儒家生命伦
理学研究袁 面对西方生命伦理学原则主义存在的
缺点袁 中国台湾李瑞全先生以不忍人之心作为儒
家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观念袁 而由不忍人之心推展
出仁尧义尧礼尧智的表现模式袁把西方生命伦理学中
的四个主要的中层原则进行吸收遥 笔者以为袁佛教
生命伦理思想亦可由慈悲之心渊行善原则冤推展出
怨亲平等渊公平原则冤尧戒杀护生渊不伤害原则冤尧无
我渊尊重原则冤袁统一至佛教伦理的和谐思想袁此观

丹援 佛学和平思想研究咱酝暂援 南京院南京出

版社袁圆园园愿院猿怨
圆园园远院猿缘

渊源冤院源远原缘员

咱源暂

张有才援 中国佛教伦理中的和谐思想 咱允暂援 河北理工大

咱缘暂

董

咱远暂

阿尔贝特窑史怀泽援 敬畏生命咱酝暂援 陈泽环袁译援 上海院上

咱苑暂

点尚 待商 榷袁然 足以 说 明 野和 谐 冶作 为 佛 教 生 命伦

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员园袁员园渊员冤院圆圆原圆缘

群援 汉传佛教的和谐思想研究咱允暂援 道德与文明袁

圆园园苑袁员缘员渊远冤院圆源原圆愿

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袁员怨怨缘院怨
叶

平援 生态伦理学咱酝暂援 哈尔滨院东北林业大学出版

社袁员怨怨源院苑远

栽澡藻 遭蚤燥藻贼澡蚤糟泽 蚤皂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澡葬则皂燥灶蚤燥怎泽 贼澡燥怎早澡贼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蕴蚤 再燥灶早

渊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匀藻葬造贼澡 孕燥造蚤糟赠 葬灶凿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造赠 蚤泽 澡葬则皂燥灶蚤燥怎泽 藻贼澡蚤糟泽援 匀葬则皂燥灶蚤燥怎泽 贼澡燥怎早澡贼 蚤泽 增藻则赠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援 栽澡藻 贼澡藻燥则赠 燥枣 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燥则蚤早蚤灶葬贼蚤燥灶 蚤泽 贼澡藻 枣燥怎灶凿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燥则葬造 责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 蚤灶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援 酝燥则葬造 澡葬则皂燥灶赠 燥枣 澡藻葬则贼 蚤泽 贼澡藻 则燥燥贼 燥枣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援 月藻糟葬怎泽藻 燥枣 燥怎贼藻则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燥枣 澡藻葬则贼袁葬灶凿 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藻曾蚤泽贼 皂燥凿藻泽 蚤灶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澡怎皂葬灶袁泽燥糟蚤藻贼赠 葬灶凿 灶葬贼怎则藻袁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 则藻责则藻泽藻灶贼泽 皂燥则葬造 澡葬则皂燥灶赠

燥枣 澡怎皂葬灶 葬灶凿 澡怎皂葬灶 燥则 皂燥则葬造 澡葬则皂燥灶赠 燥枣 澡怎皂葬灶 葬灶凿 灶葬贼怎则藻袁憎澡蚤糟澡 澡葬增藻 则蚤糟澡 遭蚤燥藻贼澡蚤糟泽 糟燥灶贼藻灶贼泽 葬灶凿 贼澡燥怎早澡贼泽援

匀葬则皂燥灶蚤燥怎泽 贼澡燥怎早澡贼 蚤灶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 藻贼澡蚤糟泽 蚤泽 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增藻则赠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贼澡燥怎早澡贼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泽 蚤灶 贼澡藻 糟燥怎则泽藻 燥枣
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灶早 悦澡蚤灶藻泽藻 遭蚤燥藻贼澡蚤糟泽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月怎凿凿澡蚤泽皂曰 遭蚤燥藻贼澡蚤糟泽曰 澡葬则皂燥灶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