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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
近代中国医学预科教育的典范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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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愿苑员冤

要院自 员怨圆缘 年至 员怨缘圆 年，
协和医学院委托燕京大学办理医学预科教育。燕京大学充分发挥

综合大学的各项优势，为协和医学生在其职业教育前打下坚实的通识教育基础，显示出不同于其
他院校医学生培养的特点，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创造了近代中国医学预科教育的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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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 渊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冤 与协和医学院

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要求冶遥 因此袁在认为当时我国

初由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著名高等学府袁在国内外享

理想的时候袁协和决定自办医预科咱圆暂遥 其中袁被协和

渊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袁孕哉酝悦冤 均是 圆园 世纪

各综合大学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和英文的水平不够

有很高声誉袁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人才遥 却鲜

认为水平不够的就包括刚成立的燕京大学遥

有人知道袁这两所院校曾有过长久密切的合作袁协和
医学人才的造就离不开燕大的重要贡献遥据燕京校友
陈述袁民国时期野普通一般印象袁谓燕京大学袁与协和

员怨员怨 年 袁源源 岁 的 美 国 人 司 徒 雷 登 渊允燥澡灶

蕴藻蚤早澡贼燥灶 杂贼怎葬则贼冤抵达北京袁为筹办燕京大学四处奔

走遥 当时袁他已经有了代协和办医预科的想法袁遂主

医学校袁有特殊关系冶咱员暂袁可见燕大和协和的密切关系

动与中华医学基金会接洽遥 然而主事的文森与顾临

自 员怨圆缘 年起袁协和开始委托燕大为其培养医学

顿理科袁当拭目视其成功冶袁此外一无应许咱猿暂遥 司徒雷

为当时人的共识袁其根本原因就在医学预科教育遥

预科学生袁除了 员怨源圆 至 员怨源缘 年间因抗战被迫中断袁

渊砸燥则早藻则 杂 郧则藻藻灶藻冤二人袁咸答野已决计自办袁燕京整
登受到挫折遥燕大与协和的首次接触袁就由于燕大办

合作持续了 圆源 年之久遥 本文利用藏于北京大学档

学实力尚未得到确认袁没能获得协和的青睐遥

知的历史袁考察燕京大学医学预科教育的内容与特

渊云则葬灶噪造蚤灶 酝糟蕴藻葬灶冤的积极工作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

案馆珍贵的燕京大学史料袁致力于追溯这段鲜为人
点袁或许对今日的医学预科教育有一定的启发遥

一尧从野协和医预冶到野燕京医预冶
圆园 世纪初袁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

为野中华医学基金会冶渊悦澡蚤灶葬 酝藻凿蚤糟葬造 月燥葬则凿袁又译野罗
氏驻华医社冶冤的机构袁决定接办原本由英美教会创
立的野协和医学堂冶渊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冤袁于 员怨员缘

年开始筹组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冶袁员怨员远 年在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注册遥 从一开始袁协和的创建者们就以
野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医学院冶 为目标袁

野必须用英文教学噎噎学生的入学条件应尽可能如

从 员怨员苑 年 起 袁 协 和 在 首 任 院 长 麦 克 莱 恩

大力支持下袁短期内聘到了强有力的教师队伍袁包括
斯逖弗勒渊宰蚤造造蚤葬皂 宰 杂贼蚤枣枣造藻则袁预科主任兼物理学教
师冤尧韦尔巽渊杂贼葬灶造藻赠 阅 宰蚤造泽燥灶袁化学教师冤尧派克德
渊悦澡葬则造藻泽 砸 孕葬糟噪葬则凿袁生物学教师冤尧塞文豪司渊粤怎则葬 耘

杂藻增藻则蚤灶早澡葬怎泽袁生物学教师冤尧格德瑞奇渊蕴 悦葬则则蚤灶早贼燥灶
悦燥燥凿则蚤糟澡袁英文教师冤尧博爱理渊粤造蚤糟藻 酝 月燥则蚤灶早袁生物
学教师冤尧马鉴渊中文教师冤和冯志东渊化学教师冤等
人袁开始招收预科学生遥 员怨员怨 年 员园 月 员 日本科也正

式开学遥 员怨员苑 年至 员怨圆缘 年共招收预科学生 圆园缘 名袁
升入本科的 员园园 名咱源暂遥

在自办预科的同时袁 中华医学基金会从未忘记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猿原园猿
作者简介院刘芳渊员怨愿愿原 冤袁女袁福建漳州人袁博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尧中外关系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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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实现医学院与综合大学相结合的初衷遥 协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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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本科生同等遥

学院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潮流影响下创办的袁

渊三冤根据前两项之决议袁由供给协和医学校经

尤其是 员怨员园 年弗莱克斯纳报告针对美国医学生水

费之罗氏驻华医社袁 允许按年发绐燕京大学理科常

保证一定的大学教育水平袁噎噎学生入学前要有至

渊四冤燕京大学医预科袁修业期限为三年袁其课程

少两年的大学基础袁 学习过物理学尧 化学和生物

标准袁须与协和医学校所订者同袁并须与协和医学校

学遥 冶正是出于此种理念袁自 员怨员苑 年起袁中华医学基

本科第一年之课程衔接遥

强其自然科学的教学条件袁使其能达到培养合乎要

程标准袁须与协和医学校看护科课程衔接遥

平低下的问题提出院野医学校要与综合大学结合袁要

金会还每年拨款资助中国各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以加

年经费之半额袁计银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元遥

渊五冤燕京大学看护预科袁修业期限为二年袁其课

求的医预科学生的水平遥 受到资助的学校有院北京

渊六冤在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三年袁升入协和医学

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尧天津南开大学尧上海圣约翰

校本科袁修业一年期满袁成绩及格袁得领取燕京大学理

大学尧南京大学尧南京金陵大学尧金陵女子大学尧东南

科毕业证书遥 但前由协和医学校自招之预科学生袁继

大学尧苏州东吴大学尧长沙湘雅医学院尧福州协和大

续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袁其原有升学资格袁如仅系

学尧上海沪江大学尧广州岭南大学尧北京辅仁大学等遥

旧制中学毕业者袁须俟升入协和医学校本科修业二年

其中袁关系最密切还要属燕京大学遥 员怨圆员 年袁燕

期满袁成绩及格袁方可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遥

大于北京西郊购得一块三百亩的土地袁用作新校址

渊七冤在燕京大学看护预科修业二年袁升入协和

建设袁展现出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次年袁协和医学

医学校看护本科修业二年袁又实习一年期满袁成绩及

院就开始与燕大讨论合作问题袁燕大生物系的学生

格袁得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咱苑暂遥

可以到协和医预科上物理尧化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咱缘暂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员怨圆猿 年 员园 月两校代表会议的

员怨圆猿 年袁中华医学基金会向燕大捐款七千五百元美

主张基本实现了袁双方还进一步细化了课程安排尧修

金袁用为理科常年经费遥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有一份

业期限尧学位领取等具体操作程序遥资助协和医学院

当年 员园 月 圆苑 日两校代表在协和医学院召开会议的

的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因此加大了对燕大的经费援

学院将于 员怨圆缘 年 怨 月终止其预科教育袁现有的预科

与此同时袁经过多年的努力袁事实上到 员怨圆缘 年袁

记录袁会上双方决定院由于燕大将移居海淀袁协和医

助袁形成一种常年经费遥

学生将被移交给燕大袁由燕大为所有学生提供住宿袁

中国国内已有多所综合大学具备培养医预科学生的

并在他们进入协和一或二年后授予其学士学位咱远暂遥

能力袁但协和唯独与燕京建立起特殊的关系袁不仅将

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两校合作的意图与诚意袁正式

大部分教师转到燕大任教袁还将教学设备移送燕大袁

确定了合作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遥

协助燕大进行基础设施与学科建设遥 很快燕大就建

员怨圆源 年袁燕大开始尝试授予完成医预课程并在

协和医学院完成学习的学生理学学士学位遥 员怨圆缘 年
秋袁按照原定计划袁协和医学院正式停办医预科袁将
预科学生全部归入燕京遥 只是燕大的新建筑工程因

立起相当完善的医预课程袁 所培养的学生从此成为
协和本科的主要生源遥

二尧燕园中的野特别生物系冶

故延迟袁全校未能依原定日期迁入袁医预科教室也就

燕京大学医预系起初没有正式名称袁 它只涵括

暂仍在协和校内遥 次年袁医预学生才随所有燕京学

物理尧化学尧生物等医药需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袁

生一道袁搬入位于海淀的新校址遥

设在生物系下袁 在学校的官方记录中也仅将医预学

除了医生人才袁协和亦委托燕大代为培养护士
的后备人才遥 员怨圆缘 年正式合作之际袁两校订立了叶协
和医学校尧 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
定曳袁这份双方正式签署的协定无疑是两校结合的标
志袁其内容包括院
渊一冤 北京协和医学校决议自民国十四年秋季
起袁 停办医预科及看护预科袁 所有预料未毕业之各
班袁归燕京大学继续办理遥

生标记为 野在协和的燕大学生冶渊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杂贼怎凿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冤袁 大概到 员怨圆愿
年后才有所谓野医预科冶的称呼咱愿暂遥 据校友回忆袁员怨猿园
年左右袁当时教育部不同意设这个专业袁所以燕大就

只设课程而没有命名袁直到后来袁才有了医预系这个
名称袁也曾长期叫做野特别生物系冶袁尤其到三四十年
代后袁叫野特别生物系冶者居多咱怨暂遥

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被专门区分开来袁医预学与生

渊二冤燕京大学决议袁自民国十四年秋季起袁办理

物尧化学尧物理等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袁但他们始终有

医预科袁及看护预科袁此项预科生之资格及程度袁与

一位自己的医预系主任袁即美国人博爱理女士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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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她 酝蚤泽泽 月燥则蚤灶早遥 酝蚤泽泽 月燥则蚤灶早 终生未婚袁一生热心于

右遥冶野以 员怨猿猿 级为例袁当年有 缘圆 名同学考入燕大医

管协和医预而转到燕大任教遥通常认为教师是同学生

不难看出袁担负淘汰任务的袁事实上主要在燕大医预

教育事业袁员怨员愿 年起受聘于协和执教袁后由于燕大接
一道于 员怨圆缘 年后转入燕大的袁但燕大 员怨圆源 年的教职

预科袁到 员怨猿远 年时袁只有 员缘 人被协和录取遥冶咱员圆暂从中
阶段遥

员名录中就已经出现这批协和教师袁他们被安排进入

燕大招收医预学生袁 曾经过一个数量变化的过

袁说明在学生移交之前袁十多位医预教

程遥 据吴瑞萍叙述袁他们作为 员怨圆缘 年第一批考入燕

本的理科师资袁协助燕大完善了理科建制袁为医预学

在入学医预科的学生质量与人数上把关甚严袁 淘汰

咱员园暂

了不同院系

师就已从协和先行来到了燕京袁一下子充实了燕大原
生的到来做好准备遥燕大也给予了他们比在协和时期
更高的职称袁甚至委以行政领导重任袁此后博爱理长
期担任生物系的主任袁 韦尔巽担任过化学系主任尧理

大医预系的同学袁全班有 圆源 人咱员猿暂遥可见在早期袁燕大

率主要体现在入学率上遥 经过燕京三年袁这 圆源 人中
后来进入协和的有 员员 人袁 而且这 员员 人最后均顺利
从协和毕业遥由此说明袁除了因为个人生病尧兴趣尧家

学院院长袁马鉴当过中文系的主任袁可见燕大并无门

庭经济等因素没能继续攻读或转专业者袁 真正被协

户之见袁对协和到来的教师极为重视遥

和淘汰的人屈指可数袁所谓协和的野高淘汰率冶袁准确

员怨圆远 年正是燕京大学大展鸿图尧誉满全国的时

说来应该指的是燕大的医预科阶段遥 到 猿园 年代以

家栋自称就是在这种号召下从东吴大学转学进入燕

由选系袁故第一学年选修医预的学生大量增加袁年年

大的遥 燕大医预直接继承的是协和医预的遗产袁办

基本在 源园 人以上遥但能在三年后进入协和的人数一

候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报考燕大医预系袁邓

学模式亦是美国标准袁即将学制四年压缩为三年袁并
采取了美国大学通用的选课与学分制袁全校课程分
为三大类院公共必修课尧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遥

后袁燕大放宽了对学生选系的限制袁所有新生可以自

直维持着不到 圆园 人的水平袁 可见竞争极其残酷袁燕
大医预阶段的野高淘汰率冶即是这样产生的遥 但在具
体操作上袁三年期间袁燕大为不愿或没法继续攻读医

医预学生的主修课程渊必修课冤是按照协和的要

预的学生袁提供了广泛自由的其他选择袁一是给予那

求设置的袁初期主要有中文尧英文尧生物尧数学尧化学尧

些中途改变志愿的医预生跨院转系的机会袁 再者允

物理等袁与协和自办医预期间的课程设置差别不大袁

许报考协和没有中选的同学转入生物学系袁 毕业后

遥 此外袁燕大规定袁学

取得理学学位袁 也允许医预学生在主修医预的同时

医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袁并且可

主修第二学科袁以便随时决定转向遥可以说在严格考

以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其他学科的高级课程袁以

核与自由转向的双管野分流冶后袁才留下了志向最坚

扩大知识面遥 后期袁燕大甚至还要求医预学生在选

定尧 资质最聪明并最有条件攻读完八年学制的学生

修课中必须有一门是社会科学遥 其中袁他们选修最

进入协和本科考试袁燕大医预系的野高淘汰率冶保证

多的是心理卫生等与医学心理有关的袁其次就是根

了协和医学生的高质量遥 而最后对于完成三年医预

据个人兴趣爱好选修当时在燕大的学术名家的课

学习的学生袁 要由医预系主任博爱理女士负责写推

程袁范围涉及中国通史尧西洋通史尧文学尧语言尧经济尧

荐信袁从各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业尧素质和能力袁这封

哲学等不同门类遥 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自 员怨猿员 年

信比入学考试成绩还重要袁 决定着学生能否进入协

在燕大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袁据她陈述因此结识了

和的命运遥 可见协和对燕大医预教育的重视以及这

许多选课的医预和护预学生遥

三年基础训练的关键遥

而且延续了重视实验的传统

咱员员暂

在燕大校园里袁医预学生以野人数少尧质量高冶著
称袁一直是全校关注的热点遥 不过袁光环的背后是繁

三尧燕大医预教育的丰硕成果

重的学业负担与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压力遥 协和的淘

民国期间袁燕大医预教育的历程短暂坎坷袁但却

汰率极高袁究竟高到如何的程度袁据协和人自述院野燕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袁创造了医学教育的奇迹袁体现在

大实行成绩考核淘汰制遥 大一时袁学校对学生选系

不同的方面遥

不加限制袁由于协和医学院久负盛名袁主修医预科的

一是燕大医预学生在进入协和后袁 同其他来源

人数很多袁在第一学年有时达五六十人之多袁而医预

的学生相比袁往往更为优秀遥燕京大学并非协和医学

科的课程重尧实验性强尧考试难过关遥 所以到第二学

本科生的唯一来源袁若要进入协和本科袁须得参加协

年就有一半的学生放弃医预科的学习遥 到第三年至

和举办的面向全国所有医预学生的统一招考袁 燕大

多留下二十余人遥 但他们也不是笑到最后的袁最后

学生并没有特权遥 然而袁 正由于燕大优质的教育成

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入学考试的人数大约在十五人左

果袁燕大医预学生不论在协和的入学考试中袁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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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协和之后袁都表现优异袁名列前茅遥 以 员怨猿员 年

为例袁当年燕大参加协和考试的十名医预学生袁全部
考取袁而且在前四名中占据三人遥 员怨猿远 年叶燕大友
声曳杂志专门对过去十年从燕大毕业进入协和的校

友进行了调查袁发现燕大医预生在协和校内袁依旧是
佼佼者院野协和医科所赠予的六十七个荣誉中渊每班
计得一个或两个冤袁燕大学生获得了四十六个袁占全

第 圆 期 总第 苑猿 期
20员远 年 源 月

参考文献
咱员暂

协和医校一九三八级燕京校友感言 咱允暂援 燕大友声袁

咱圆暂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 咱酝暂援 北

咱猿暂

员怨猿远袁猿渊猿冤院源原苑

京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袁员怨愿苑院缘原远

刘廷芳援 司徒雷登博士年谱咱在暂援 北京院燕京大学袁员怨猿远院
圆苑

数百分之六十八强遥 冶咱员源暂燕大医预毕业生在协和本

咱源暂

人的成绩袁十分难得遥

咱缘暂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援 燕大文史资料院第八辑咱酝暂援 北

数不超过 圆园 个袁但就是这样少的人数袁在短暂的 圆猿

咱远暂

燕京大学董事会会议记录 咱在暂援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袁

括有 员员 名院士尧员怨 名学科奠基人袁苑圆 名担任过国家

咱苑暂

协和医学校尧 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定

科生中大概只占半数袁以如此少的人数取得这样骄
其二袁从燕大到协和袁每年最终从协和毕业的人
年间涌现出众多我国生物医学界的精英袁据统计包

一级学会和全国性专业学会的学科领军人物曰员缘 名
国家最高领导人医疗组成员和组长袁圆员 名解放军
一尧二尧三级军级干部渊文职冤袁源 名中共全国党代会
代表渊含 员 名中央委员冤尧怨 名全国人大代表渊含 员 名
副委员长冤和 员源 名全国政协委员渊含 源 名常委冤袁员园

咱愿暂

咱怨暂

的一大奇迹咱员缘暂遥 老协和人是新中国医学体系的奠基

原则袁直到今天遥

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源院员员远远
再允员怨圆圆园园员

咱酝暂 辕 辕 王学珍援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 渊员愿远员要要
员怨源愿冤援 北京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缘缘远原缘缘苑
燕大学刊咱在暂援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袁再允员怨圆愿园员圆

各学院课程简章尧本科入学试验科目说明及试题尧入学
简 章 尧 教 职 员 学 生 名 录 咱在暂援 北 京 大 学 档 案 馆 藏 袁

咱员园暂 各院系课程一览袁招生简章袁教职员学生名录尧报告书尧
给理事部的年度报告及年度会议记录咱在暂援 北京大学档

人浴 当他们功成名就尧能够掌握协和医学教育命运
的时候袁长期坚持的是与综合大学合办医学预科的

出版社袁圆园园员院源园原源员

再允员怨猿愿园园远

名白求恩奖章尧全国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等全国
荣誉称号获得者遥 这被视为是我国医学史尧教育史

董炳琨援 协和育才之路咱酝暂援 北京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案馆藏袁再允员怨圆源园园远
咱员员暂 刘士康袁冯传宜援 燕京大学医预系历史的回顾咱酝暂 辕 辕 燕
大文史资料编委会援 燕大文史资料院第八辑援 北京院北京

第三袁燕大的医预毕业生绝不只会死读书袁预科
期间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早早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
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遥 他们求学尧工作身处的是中
国最动荡的年代尧变迁最剧烈的社会袁他们是医生袁
更是医学家尧教育家尧科学家尧卫生行政专家和社会

大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源院员员愿
咱员圆暂 董炳琨袁杜慧群袁张新庆援 老协和咱酝暂援 保定院河北大学
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愿苑

咱员猿暂 吴瑞萍援 燕京精神伴我终生 咱酝暂 辕 辕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

会援 燕大文史资料院 第八辑援 北京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袁
员怨怨源院员猿缘

改革者等遥 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抗日战争救死扶
伤的队伍袁许多人为培育更多的医生尧护士辛勤工
作袁还有许多人深入社区尧乡村袁为改变中国落后的
医疗卫生和社会生活状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咱员源暂 燕大学生在协和医科咱允暂援 燕大友声袁员怨猿远袁猿渊猿冤院愿原怨

咱员缘暂 丁磐石援 名医辈出的燕京大学医预系 咱允暂援 书屋袁员怨员圆
渊源冤院源原愿

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院 酝燥凿藻造 燥枣 责则藻鄄皂藻凿蚤糟葬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蚤灶 皂燥凿藻则灶 悦澡蚤灶葬
蕴蚤怎 云葬灶早

渊匀蚤泽贼燥则赠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袁 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愿苑员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 渊孕哉酝悦冤 藻灶贼则怎泽贼藻凿 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责则藻鄄皂藻凿蚤糟葬造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 枣燥则 蚤贼泽 枣怎贼怎则藻 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枣则燥皂 员怨圆缘 贼燥 员怨缘圆援 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藻曾藻则贼藻凿 贼澡藻 葬凿增葬灶贼葬早藻泽 葬泽 葬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怎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贼燥 造葬赠 葬 泽燥造蚤凿 枣燥怎灶凿葬贼蚤燥灶 燥枣 早藻灶藻则葬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枣燥则 孕哉酝悦 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遭藻枣燥则藻 贼澡藻赠
葬糟糟藻责贼藻凿 责则燥枣藻泽泽蚤燥灶葬造援 栽澡藻 责则藻鄄皂藻凿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 燥枣 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憎葬泽 泽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枣则燥皂 燥贼澡藻则泽 葬灶凿 蚤贼 澡葬凿
糟怎造贼蚤增葬贼藻凿 皂葬灶赠 皂藻凿蚤糟葬造 藻造蚤贼藻泽袁 憎澡蚤糟澡 憎葬泽 葬 憎燥灶凿藻则 燥枣 责则藻鄄皂藻凿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蚤灶 皂燥凿藻则灶 悦澡蚤灶葬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责则藻鄄皂藻凿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曰 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曰 再藻灶糟澡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曰 早藻灶藻则葬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曰

责则燥枣藻泽泽蚤燥灶葬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