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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基于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
通过实地观察在某医院门诊部

发生的三起不同的医患交流，将权力策略放入具体的交涉过程中讨论，仔细研究了医方的三种权
力形塑策略与患方的三种权力突破策略，归纳了它们之间存在的顺序性与相对性规律，为重塑和
谐医患关系提供启示。
关键词院医患关系；
权力策略；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院 砸原园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源园愿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源原圆愿愿原园园缘

医患关系是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的存在袁从第三者角度看待权力实施过程袁将看起来

分袁 是指患者因就医而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之

不知所云的情况野系统的破坏冶袁来分析普通人在社

间发生的特定关系遥 在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尧医

会中的行为模式遥

患矛盾频发的情况下袁医方的地位下降袁患方的地位

对医患双方在交涉过程中的权力策略的研

上升遥 当双方发生矛盾时袁为了各自的利益袁在稳固

究袁 实际上是对权力表现形式的研究遥 权力不是

自己地位的同时袁不断争夺着交涉过程中的主导权遥

物袁因而不能交换袁权力是流动的袁因而也没有固

无论是占有有利地位抑或是交涉中的主导权袁都可

定的形态袁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模式 咱圆暂袁权力本

视为对于交涉过程中引发的利益资源的争夺袁从而

身是在社会互动过程当中形塑和突破的遥 本文便

导致的医患矛盾实际转换为野谁在博弈中能占有更

以此切入袁结合福柯和加芬克尔的理论袁试图探寻

多权力冶的问题遥

医患双方的权力实施策略规律袁 为构建理性和谐

米歇尔窑福柯渊酝蚤糟澡藻造 云燥怎糟葬怎造贼冤确信权力的问题

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袁而是应该关心
它的技术尧战术和战略咱员暂遥 不同于马克思窑韦伯渊酝葬曾

宰藻遭遭藻则冤将权力带入政治统治的范畴袁福柯将权力

放在解构主义的角度上解读袁认为权力是一种可以

医患关系服务遥

一尧研究方法与个案
渊一冤研究方法
国内的医患关系研究起步于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

流动的关系袁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袁相互影响遥 福柯将

末袁至今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袁尤其是在社会学研

权力融入到了现实生活中袁包括家庭尧学校尧工厂尧医

究方面遥 笔者以野医患关系冶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数

院等遥 由此袁用微观权力学说解构日常生活袁包括医

据库中检索得到 圆愿 缘远源 篇文章遥 之后将范围缩小到

患关系中医方与患方之间的交涉过程遥
社会学中有一门具有争议性的流派要要
要常人方

野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冶袁仅检索到 员苑缘 篇文章袁且大
多数成果通过文献研究取得遥 笔者在三线城市一所

法学袁由加芬克尔渊匀葬则燥造凿 郧葬则枣蚤灶噪藻造冤开创袁其认为日

三甲医院门诊部进行过 猿 个月的实习袁 期间参与了

性的袁并且出于各种实践目的使行动是可以诉说的遥

观察法进行研究袁以期更具实证性遥

常生活中社会成员用各种方法使得生活看起来是理

圆猿 起医方与患方之间的交涉袁在此基础上采用实地

用其看待医患关系袁不仅将整个医患关系之间的交

渊二冤个案简介

流过程看作是权力的争夺袁同时解析这些权力策略

在 圆猿 起医患交涉中袁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有 猿 个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缘原员苑
作者简介院夏智赟渊员怨怨猿原 冤袁女袁甘肃临洮人袁硕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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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员袁 患者 孕员 因为收费问题向医院提出质

责任从收费误差中剔除遥 本个案中袁 连 孕员 指出的

论遥 孕员 指出袁第二次的药单比第一次多了两味药袁但

阅圆 忽略了袁两人将这次误差直接归因于电脑系统问

询袁在医生 阅圆 的带领下到医生 阅员 的办公室进行讨
是价格却反而便宜了袁对此他表示不理解袁在咨询了
财务科之后袁到门诊部表示自己的不满袁并且要求医
院给予解释遥 阅员 与 阅圆 将出现的误差归因于电脑系

野误差可能是系统误操作而造成冶的说法都被 阅员 和
题袁将医院责任摈除在外遥 在个案 猿 中袁孕猿 因医生拒
绝为她做无痛胃镜检查而投诉遥 面对 孕猿袁阅员 说院野我
也是为你好袁 你也不知道其他医院是否会给你进行

统袁并劝说 孕员袁待院方深入调查后给予答复遥

检查遥 冶 言外之意是将可能对这次纠纷产生影响的

盾袁孕圆 指责 晕员 没有尽到护士的责任袁让其他患者插

院尧本科室之内袁并强调医生这一行为本身与他的个

个案 圆袁 患者 孕圆 在就诊时与护士 晕员 发生了矛

野其他医院冶这一因素排除袁将整个纠纷圈定在本医

队遥 之后 晕员 与 孕圆 发生了语言冲突袁孕圆 称要野向院

人意愿无关袁而是出于对患者的考虑袁从而剔除医院

了冶遥 孕圆 向医院投诉后袁医院将该事件交给门诊部医

在上述两个个案中袁阅员 都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剔

长投诉冶袁 而 晕员 反击说 野你想去投诉就去投诉好

的责任遥

生 阅员 处理遥 阅员 在与 晕员 交流后袁指导了一些在与患

除医院的责任遥 医院利用患者对医院运作和医疗知

电话沟通袁但 孕圆 依然不满医院的处理方法袁最终沟

医院方面转移到与医院责任无关的其他方面袁 从而

者打交道过程中所需的技巧袁之后 晕员 与 孕圆 进行了

识知之甚少袁采用权宜性的方法袁将患者的追究点从

通失败遥

避免更大的矛盾与冲突遥

个案 猿袁 患者 孕猿 与医生 阅猿 发生了分歧袁阅猿 鉴

于 孕猿 的身体状况拒绝为其做无痛胃镜检查袁 但 孕猿

渊二冤索引性渊蚤灶凿藻曾蚤贼赠冤要要
要化被动为主动
索引性是指在任何一个表面开展的孤立的行

认为自己的身体足以应对无痛胃镜检查遥阅猿 在劝说

动袁其本身都是整个链条上的一环袁之前曾有产生这

无用的情况下袁说了野有本事你去其他医院做冶的话遥

一行动的表达袁而这一表达之所以产生袁又是因为之

孕猿 因此向医院投诉 阅猿 的服务态度不好袁 投诉交由

前产生着引发这一表达的行动遥在这样的链条中袁不

去其他医院做无痛胃镜手术袁走前留下了野如果其他

在互动中袁索引性显得非常重要遥

门诊部医生 阅员 处理遥 在 阅员 的劝说下袁孕猿 最终决定
医院愿意做袁会再次来投诉冶的话遥

二尧医患关系中的医方权力形塑
在当今社会中袁由于强大的法律与道德基准袁为
了避免大规模的医疗赔付袁在面对医患矛盾时袁医方
为了占据有利地位袁总是采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

会有一个最终的尧不受索引性问题影响的基础遥因此
在医患关系交流中袁 医方通过不同的问题将患
方的想法导入自己希望的方面尧 控制整个话题的走
向袁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袁而不是被患方
的行为或者语言所影响遥 在个案 圆 中袁阅员 在听取了
晕员 的转述后袁 发现 晕员 在处理方式上有缺陷袁阅员 指
出院野我觉得你方法欠妥袁 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地

权力袁将患者的关注点从追究医方责任向其他方面

位遥冶并教导她应该以野老师对待学生冶尧野家长对待孩

转移遥 通过笔者的观察尧分析与归纳袁在各类不同的

子冶的方式来看待患者袁这样就不会野情绪化面对患

交涉环境中袁医方所采用的方法大致有权宜性尧索引

者袁也不会引发互不相让的情况冶遥之后袁阅员 与 孕圆 进

性和反身性三种遥
渊一冤权宜性渊糟燥灶贼蚤灶早藻灶糟赠冤要要
要剔除自身责任
加芬克尔认为权宜性是指相关性在活动中从无
序的尧无穷的空间中区分什么是与之关联的尧什么是
与之无关的遥 在诊疗环境中袁权宜性是指医方通过

行了交涉袁阅员 说院野我在岗时间也不长袁 所以我觉得
这事我也有责任袁我也会把此事向上级反映遥 冶用这

样一番说辞开脱了大部分责任袁 又忽略了如何处罚
晕员 的问题袁且试图把问题拖延遥

这种方法在处理医患矛盾中经常被运用遥 在双

语言将与医院有关的尧无关的责任从患方的想法中

方进入交涉阶段之后袁 把握主动的人便能够把握整

剔除袁使患方不再追究医院的责任遥

个交涉过程中的权力袁 适时引导对方进入对己方有

个案 员 中袁在短短 猿园 分钟的交涉中袁阅员 首先将

利的情景中袁将己方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遥从

与医院相关的责任从不确定原因中剔除遥 而当 孕员

模式理论的角度来说袁 医生试图将整个诊疗环境控

听了两位医生的解释后袁阅员 直接说院野如果那边不显

制在医生对患者的单向作用中袁 使得医生在诊疗中

示的话袁很可能是电脑系统故障的问题遥 冶这个回答

拥有绝对的权威性袁 并使得患者没有任何自己参与

收费处不可以更改什么的袁没有权限遥 冶再次将医院

皂燥凿藻造冤咱猿暂遥

则直接忽略了人为因素遥 阅员 接着说院野院里有规定袁

诊疗的意志袁 即主动要被动模式渊葬糟贼蚤增蚤贼赠鄄责葬泽泽蚤增蚤贼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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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反身性渊则藻枣造藻曾蚤增蚤贼赠冤要要
要缓解对立立场

环境下袁患方只有通过对已有环境的否定袁重新将环

反身性是指参与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参与的事态

境回归到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下袁并重新定义野什么与

因为获得知识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偏见袁都不具有

之有关袁什么与之无关冶袁才会有机会扭转不利环境袁

完全的独立性袁两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袁而且相互决

重新追究医方应负的责任遥

定袁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遥 简而言之袁反身性即相
互决定性遥
在医患关系交涉中袁野换位冶 是一种权力策略遥
但这种思考不是真正站在患方角度思考问题袁了解
患方困境袁以达到双方互谅的目的袁而是医方试图缓
解矛盾袁将患方的关注转移到与医方无责方面的一
种策略遥 个案 员 中袁当 孕员 将关注点放在野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问题冶 时袁阅员 的答复是院野我是确实为你考

在个案 员 中袁阅员 将问题归因于电脑系统问题袁

但 孕员 却始终认为是医方责任袁 在 阅员 和 阅圆 的强势
下袁他虽极力突破但效果不佳遥 在 阅员 表示 孕员 可以

先回去而不是一直在门诊部等待的时候袁孕员 表示
野我就是想不明白袁为什么你们没有药袁而其他地方

都有遥冶从中可见袁孕员 并不相信 阅员 所说的电脑问题袁
他想要 阅员 查明真正原因袁甚至愿意等待遥 但这次沟
通试图将问题从电脑方面突破没有取得效果袁 两位

虑袁不浪费你的时间冶曰当 孕员 表示不在意而要求给

医生都坚决表明了医方本身没有责任袁 问题出在电

留下袁让我们后续通知你出现的问题遥 冶听到此回答

地点袁将整个环境扩展到社会大环境中袁将其他不同

出答复时袁阅员 仍然表示是为了 孕员 着想院野你把电话

脑上遥在个案 猿 中袁孕猿 不断否定 阅员 的野本医院冶这一

后袁孕员 很气愤袁夺门而去遥 在本个案中袁这种方式没

医院的设备条件尧医疗技术引入考虑范围遥 阅员 从本

有得到 孕员 理解袁但在个案 猿 中却取得了较好效果袁
即 孕猿 对 阅猿 不让她做无痛胃镜检查很纠结袁阅员 很
耐心地解释院野距离上次你做胃镜已六年了袁你年龄
比较大尧血压高袁作为医生袁我实在不敢冒这个险遥
另外还要全身麻醉袁会影响你的脑部活动遥 冶孕猿 最终
接受了解释袁只将这一纠纷归因于野医院水平差冶遥

在医患关系矛盾中采用这样的方法会收到两种

院角度出发袁 强调在本医院中 阅猿 的水平已经非常

高袁真正使得检查无法进行的原因是 孕猿 身体状况遥
对 阅员 的解释袁孕猿 直截了当反问院野为什么其他医院

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检查钥 冶野你又怎么知道其他医院

对我做不了这样的检查呢钥 冶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袁
最终是 孕猿 换医院就诊袁阅员 负责处理 阅猿 服务态度
问题遥

截然不同的效果袁一种是得到患方的谅解袁达成双方

患方通过否定医方建立的环境袁 表示与医方不

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袁另一种是患方看穿了医方的

一样的看法袁将更多的变量引入双方之间的交涉袁不

想法而变得更加气愤遥 尽管如此袁这种方法依旧被

再让医院完全掌握所有方面袁 进而为自己获取更多

广泛采用袁因为医患双方之间存在着地位不对等尧专

的利益遥

业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状况袁所以作为患方即便知道

渊二冤坚持己见要要
要反对索引性

医方的出发点并不单纯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

医方通过各种策略将医患关系中的问题引导到

适度退让遥

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袁但在交涉的过程中袁患方也同样

以上三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形塑方法都不尽完

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将重心重新引入自己一方袁 坚持

美袁 患者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来突破医方的权力

自己最初提出的解决条件袁 争取获得交涉中的主动

形塑袁避免被医方完全控制而失去自己的想法遥

权并拒绝医方提出的条件袁力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遥

三尧诊疗环境中的患方权力突破
在医患矛盾中袁患方并不满足于被医方所控制袁
不断寻找主张自己权力的突破口袁通过对已有医方

在个案 圆 中 阅员 与 孕圆 交涉时袁孕圆 意识到 阅员 通

过不断地讲述医院的处罚措施袁 试图让自己接受医
院对 晕员 的扣分处罚遥 但 孕圆 认为袁医院的扣分处罚
没有她最初提出的扣奖金处罚有力度遥 而且扣分处

权力形塑的否定来确立自己的权力遥 这种患方的权

罚并不能真正起到避免此种情况再次发生的警示作

力突破往往会导致医患关系的强烈反弹袁由于医方

用袁医院也不会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好好对待患者遥最

处理不了患方强烈的权力突破袁从而导致医患关系

后在她的一再坚持下袁双方无法取得共识袁交涉不欢

矛盾和冲突的一再重演遥 一般来讲袁患方应对医方

而散遥 经进一步了解得知袁孕圆 是在某大型企业中做

权力形塑大致有重新定义尧各持己见和了解自身三

人力资源工作的袁 十分了解在交涉中可能遇到的各

种权力突破方法遥

类问题袁也善于运用问题还击 阅员 的索引性问题袁一

渊一冤重新定义
在医患纠纷中袁医方将活动置于对自己有利的

直坚持自己最初提出的扣奖金处罚的说法袁 阻止了
阅员 的权力形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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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索引性问题时袁不断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袁
不为他言所惑是最好的还击方法遥 对于患方来说袁
他们迟早会意识到医方的索引性问题的存在袁也会
意识到索引性问题是医方权力形塑的一种策略遥 在

窑圆怨员窑

逃避责任袁如个案 猿袁患方会坚持否定医方所建立的
环境袁带入其他变量遥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医方会采用
第二种方法要要
要运用索引性问题袁 在不断的交谈过
程中袁医方希冀于患方了解医方的难处袁并尽量把医

模式理论中袁患方试图与医方建立其他的模式类型袁

方所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遥但当面对固执的患者袁如

即便无法建立两方完全平等尧双方协商的共同参与

个案 圆 中的 孕圆袁 医方反被患方控制了话题走向袁只

模式渊皂怎贼怎葬造鄄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贼藻 皂燥凿藻造冤 咱圆暂袁也试图建立患方

有条件地表达自己的意向袁接受医方的治疗方案的
指导要合作模式渊早怎蚤凿葬灶糟藻鄄糟燥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冤 遥
咱员暂

能听取患方的见解遥 当上述两种方法都无法取得效
果的时候袁 医方便会采用第三种方法要要
要反身性换
位思考袁可是当患方识破医方用意后袁双方极易产生

渊三冤了解自身要要
要否定反身性

话题上的偏差袁双方话题关注点不在同一层面袁导致

从反身性的角度出发袁医方所进行的换位思考

无法交涉遥因此袁医方经常将方法二与方法三交替使

并不是真正为患方的利益考虑的袁提出的解决方式

用遥 而患方的权力策略也会有同样的应对顺序遥

也不是最优于患方遥患方只要明确自身真正的想法袁
便极易发现医方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只是为了缓解

权宜性

当时的矛盾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遥 只有坚
持自己的想法袁否定反身性袁才能在最短时内解决问
题袁达到己方利益最大化遥

否定场景
索引性

在个案 员 中袁阅员 说院野我是真的为你好袁 你陪我

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吗钥 冶但 孕员 认为袁如果现在回
家袁并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遥 他说院野无所谓袁你只要
帮我查就行了遥 冶交涉到最后袁他说院野我就是不明
白袁为什么你们没有这个药袁其他地方都有遥 冶而
阅员 依旧说要为患者节约时间袁 要弄清楚电脑的问
题遥 双方形成了交涉盲区袁不欢而散遥 在个案 猿 中袁

坚持己见
反身性
了解自身

图员

医患双方权力策略顺序图

在福柯的理论中袁野话语权力冶 是其中的核心思

阅员 对 孕猿 反复强调是从她的身体状况考虑袁 但是

想遥话语尧空间尧权力是一个结构系统袁但话语权占有

孕猿 不相信自己身体不能承受检查袁她坚持认为 阅猿

主导地位袁话语权反映了权力的介入和干预遥以此分

是出于其他原因袁野为什么我不能做呢钥 我只有五

析医患双方的交涉袁 无论是在医方将场景界定在本

十多岁袁 我六年之前就做过袁 恐怕是你们水平不

医院袁抑或是患方不承认医方的换位思考袁都是运用

够袁做不了吧遥 冶双方彼此不能说服袁孕猿 前往其他医

了不同的话语技术遥 在患方突破医方权力形塑情况

当患方发现反身性的换位思考不是想真正地了

到与医方谈判的地位遥而交流过程中袁医方掌控能力

解患者的想法后袁无论医方怎样忽略或者否定袁患方

逐渐失去袁从而将双方不断谈判袁不断争夺权力的模

都不会被医方的想法完全掌控遥 以上三种患方的权

式定型袁进而将整个医患关系定位为野非控制型交涉

力突破方法袁都是为了应对已有的医方权力形塑策

机制冶遥 当这种机制形成后袁医方不满原本可以控制

略产生的遥 没有医方的权力形塑袁也就没有患方的

的局面被转换为必须听取患方的意见袁 而患方则不

权力突破遥

满医方无法与其建立平等交流的平台袁 医患关系交

院就诊遥

四尧讨

论

下袁 才有可能将自己从原先被支配的地位渐渐推进

流的障碍由此形成遥
通过理论分析袁发现权力策略始终充斥其中遥依

综上袁在纷繁复杂的医患关系矛盾中袁医方在不

据福柯的理论袁若视医方为水袁患方为鱼袁权力从医

断形塑自己的权力袁患方也在进行自己的权力突破遥

方流向患方又从患方流向医方袁 在整个社会大环境

仔细研究双方的权力策略可以发现双方的权力策略

中不停流动遥 而推动这种转变的便是加芬克尔提出

存在顺序性和相对性渊图 员冤遥 一般来说袁当患方向医

的生活中的权力策略遥 这也就要求广大医护工作者

方投诉问题之时袁医院采用的第一种方法便是从权

在用自己专业知识扮演着上帝的同时袁 也要修炼心

宜性的角度看待整个问题袁将医院的责任完全剔除袁

术袁仁心应该走在仁术的前面遥一名合格的医生应该

以此规避问题遥 但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使得医方

有两把刀袁一把用来拯救患者生命袁一把用来剖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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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和谐遥

医德和患德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产物袁但究竟哪
个在先呢钥 如果只有医德没有患德袁或者只有患德

参考文献

没有医德该怎么办钥 当它成为一个问题时袁可能是

咱员暂

严峰援 权力的眼睛要要
要福柯访谈录咱酝暂援 上海院上海人

咱圆暂

郑丹丹袁杨善华援 夫妻关系野定势冶与权力策略咱允暂援 社会

咱猿暂

王锦帆袁医患沟通学咱酝暂援 圆 版援 北京院人民卫生出版社袁

其中任何一方出了差错袁当它尖锐到矛盾激化时袁医
患这对孪生兄弟谁也脱不了干系遥 做一名好患者袁
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袁需要一种宽以待人的感恩情
怀遥当一名好医生袁医者仁心袁兼济天下袁需要的是一
种敬天爱人的崇高担当遥 由此袁紧张的医患关系方

民出版社袁员怨怨苑院员苑圆原员苑猿
学研究袁圆园园猿渊源冤院怨远原员园缘
圆园园远院猿远

栽澡藻 责燥憎藻则 责燥造蚤糟赠 燥枣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凿怎则蚤灶早 责则燥糟藻泽泽 燥枣
灶藻早燥贼蚤葬贼蚤燥灶泽
载蚤葬 在澡蚤赠怎灶袁蕴蚤 杂澡怎葬灶早噪怎蚤

渊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袁郧葬灶泽怎 粤早则蚤糟怎造贼怎则藻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蕴葬灶扎澡燥怎 苑猿园园苑园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月葬泽藻凿 燥灶 贼澡藻 贼澡藻燥则赠 燥枣 皂蚤糟则燥鄄责燥憎藻则 云燥怎糟葬怎造贼 葬灶凿 郧葬则枣怎灶噪藻造 燥则凿蚤灶葬则赠 皂藻贼澡燥凿燥造燥早赠 遭赠 枣蚤藻造凿

燥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泽 枣则燥皂 贼澡则藻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葬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藻曾糟澡葬灶早藻 燥糟糟怎则泽袁憎藻 责怎贼

贼澡藻 责燥憎藻则 责燥造蚤糟赠 蚤灶贼燥 糟燥灶糟则藻贼藻 灶藻早燥贼蚤葬贼蚤燥灶泽 凿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凿蚤泽糟怎泽泽蚤燥灶袁葬灶凿 糟葬则藻枣怎造 泽贼怎凿赠 贼澡则藻藻 责燥憎藻则泽 燥枣 贼澡藻 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蚤凿藻 燥枣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责燥憎藻则泽 贼燥 泽澡葬责藻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蚤泽噪 燥枣 泽蚤凿藻 遭则藻葬噪贼澡则燥怎早澡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援 栽澡藻灶 憎藻 泽怎皂皂葬则蚤扎藻 贼澡藻

燥则凿藻则 贼澡葬贼 藻曾蚤泽贼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皂 葬灶凿 则藻造葬贼蚤增蚤贼赠 造葬憎泽 贼燥 则藻泽澡葬责藻 葬 澡葬则皂燥灶蚤燥怎泽 凿燥糟贼燥则鄄责葬贼蚤藻灶贼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蚤灶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凿燥糟贼燥则鄄责葬贼蚤藻灶贼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曰责燥憎藻则 责燥造蚤糟赠曰则蚤早澡贼 贼燥 泽责藻葬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