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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了解其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

要院

采用自行设计的自填式问卷，随机抽取

认知、态度及满意度情况，并探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合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 664 例门诊患者进行匿名调查。采用 字2 检验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45.6%的门诊患者表示完全不了解基本药物制度；
65.5%的

门诊患者表示支持或特别支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综合满意度为

74.1%，满意度得分为 71.24 分；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参保类型门诊患者的满意度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满意度均处
合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患者基本药物制度认知度、

于较低水平，参保类型为门诊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建议加强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和培训，完善
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制度，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医保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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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曳于

以上门诊患者遥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采取

式启动遥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旨在确保

心 渊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袁CHSC冤 和 2 所

圆园园怨 年发布袁标志着我国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
群众能获得质优价廉的基本药物袁缓解野看病难袁看
病贵冶的民生问题 遥 安徽省于 2010 年 1 月正式在
咱员暂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袁包括
实行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尧统一配送袁全部配备使
用基本药物袁并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遥 患者作为基本

药物制度的主要受益者袁其满意度是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成功与否的关键和重要标准遥本研究通过对合肥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尧

分段随机抽样方法袁 随机选取 2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乡镇卫生院渊township health centers袁THC冤袁每所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均随机发放 170 份问卷遥 共发放调
查问卷 680 份袁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664 份袁有效回收

率为 97.6%遥 其中袁CHSC 339 份袁占 51.1%曰THC 325

份袁占 48.9%遥 调查问卷为自填式袁采用独立和匿名的
方式袁由调查员在门诊大厅随机发放袁并说明具体填
写要求袁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前提下进行问卷调查遥
渊二冤调查内容

态度尧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袁从门诊患者角度了解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尧 专家讨论并结合实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的成果与不足袁为促进基本药物

际情况袁 自行设计合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患

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遥

者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问卷遥调查内容包括院淤调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合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 岁及

对象的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文化
程度尧参保类型尧职业类型尧收入水平等曰于调查对象
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及信息来源途径曰 盂调查对
象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态度及原因曰 榆调查对象

基金项目院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野通过开展评价和能力建设强化中国卫生公平性研究冶
收稿日期院20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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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满意度情况袁具体包括基本药物
的价格尧品种尧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及时获得情况和基
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缓解野看病难袁看病贵冶现象的
效果等遥 问卷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计算基本药
物制度满意度袁回答包括野非常不满意冶尧野不满意冶尧

野一般满意冶尧 野比较满意冶 尧野非常满意冶袁根据满意

支持或非常不支持曰69.4%的 THC 患者表示对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比较支持或非常支持袁5.9%的患者表
示不太支持或非常不支持遥 CHSC 患者对基本药物

制度的态度与 THC 患者比较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2=15.491袁P 约 0.05袁表 4冤遥
表员

度程度分别赋 1~5 分袁得分越高说明基层医疗卫生

采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袁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采用 字2 检验进
行差异性检验袁 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前进法进行
影响因素分析袁以 P 臆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调查对象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
本 次 共 调 查 了 664 例 患 者 袁CHSC 339 例

渊51.1%冤袁THC 325 例渊48.9%冤曰男 287 例渊43.2%冤袁

女 377 例渊56.8%冤曰CHSC 患者以 60 岁及以上为主袁

THC 患者以 46~60 岁为主曰文化程度方面袁CHSC 患
者以初中尧大中专及以上为主袁THC 患者以初中尧小
学为主曰参保类型方面袁CHSC 患者以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袁THC 患者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
主曰 职业类型方面袁CHSC 患者以商业或服务业为
主袁THC 患者以农林牧渔水利业为主曰 收入水平方
面 袁CHSC 患 者以跃20 000 ~30 000 元/年 为 主 袁THC
患者以跃10 000耀20 000 元/年为多渊表 员冤遥

渊二冤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及信息来

源途径
本次调查中袁 仅有 14.1%的患者表示对基本药

物制度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袁20.5%的患者对基本
药物制度不太了解袁 而 45.6%的患者回答自己完全
不了解基本药物制度遥 CHSC 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

的认知情况与 THC 患者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字2=3.654袁P > 0.05袁表 2冤遥 调查发现袁患者获得基本
药物制度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依次为医生
渊41.3% 冤尧 广 播 电 视 渊20.1% 冤 和 家 人 朋 友 渊11.9% 冤遥

CHSC 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途径与 THC 患者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怨援愿愿苑袁P > 0.05袁表 3冤遥

渊三冤门诊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态度及原因
对 基 本 药 物 制 度 有 认 知 的 361 例 患 者 中 袁

64.5%的患者表示比较支持或非常支持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袁仅有 9.4%的患者表示不太支持或非常不支
持遥 其中袁60.2%的 CHSC 患者表示对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比较支持或非常支持袁12.6%的患者表示不太

调查对象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 咱n渊%冤暂

项目

机构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越高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窑猿缘员窑

性别
男
女
年龄渊岁冤

渊灶越远远源冤

悦匀杂悦
渊灶越猿猿怨冤

栽匀悦
渊灶越猿圆缘冤

圆愿苑渊源猿援圆冤 员圆远渊猿苑援圆冤 员远员渊源怨援缘冤
猿苑苑渊缘远援愿冤 圆员猿渊远圆援愿冤 员远源渊缘园援缘冤

员远耀猿园
猿员耀源缘
源远耀远园
远员耀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中专
本科及以上
参保类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未参保
职业类型
机关尧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员
商业尧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其他
无
年收入水平渊万元冤
臆员
跃员耀圆
跃圆耀猿
跃猿

表圆

合计

园苑园渊员园援远冤
员缘圆渊圆圆援怨冤
圆员圆渊猿员援怨冤
圆猿园渊猿源援远冤

园缘圆渊员缘援猿冤
园远圆渊员愿援猿冤
园苑源渊圆员援愿冤
员缘员渊源源援缘冤

园员愿渊缘援缘冤
园怨园渊圆苑援苑冤
员猿愿渊源圆援缘冤
园苑怨渊圆源援猿冤

园怨猿渊员源援园冤
员圆猿渊员愿援缘冤
员怨苑渊圆怨援苑冤
园愿愿渊员猿援猿冤
员园圆渊员缘援猿冤
园远员渊怨援圆冤

园源源渊员猿援园冤
园源缘渊员猿援猿冤
园怨猿渊圆苑援源冤
园源苑渊员猿援怨冤
园缘愿渊员苑援员冤
园缘圆渊员缘援猿冤

园源怨渊员缘援员冤
园苑愿渊圆源援园冤
员园源渊猿圆援园冤
园源员渊员圆援远冤
园源源渊员猿援缘冤
园园怨渊圆援愿冤

猿园怨渊源远援缘冤
园圆猿渊猿援缘冤
园怨愿渊员源援苑冤
圆圆园渊猿猿援圆冤
园员源渊圆援员冤

园源源渊员猿援园冤
园圆员渊远援圆冤
园怨园渊圆远援缘冤
员苑园渊缘园援员冤
园员源渊源援员冤

圆远缘渊愿员援缘冤
园园圆渊园援远冤
园园愿渊圆援缘冤
园缘园渊员缘援源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冤

园圆猿渊猿援缘冤
园苑苑渊员员援远冤
园员园渊员援缘冤
员苑愿渊圆远援愿冤
员员愿渊员苑援愿冤
员猿愿渊圆园援愿冤
员圆园渊员愿援园冤

园员远渊源援苑冤
园源员渊员圆援员冤
园员园渊圆援怨冤
员猿缘渊猿怨援愿冤
园园缘渊员援缘冤
园源远渊员猿援远冤
园愿远渊圆缘援源冤

园园苑渊圆援员冤
园猿远渊员员援员冤
园园园渊园援园冤
园源猿渊员猿援圆冤
员员猿渊猿源援愿冤
园怨圆渊圆愿援猿冤
园猿源渊员园援缘冤

员源远渊圆圆援园冤
圆圆圆渊猿猿援源冤
圆圆缘渊猿猿援怨冤
园苑员渊员园援苑冤

园远源渊员愿援怨冤
园怨怨渊圆怨援圆冤
员猿猿渊猿怨援圆冤
园源猿渊员圆援苑冤

园愿圆渊圆缘援圆冤
员圆猿渊猿苑援愿冤
园怨圆渊圆愿援圆冤
园圆愿渊愿援远冤

门诊患者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情况 咱灶渊豫冤暂

认知情况
合计渊灶越远远源冤
非常了解
园员远渊圆援源冤
比较了解
园苑愿渊员员援苑冤
一般了解
员猿员渊员怨援苑冤
不太了解
员猿远渊圆园援缘冤
非常不了解
猿园猿渊源缘援远冤
字圆越猿援远缘源袁孕越园援源缘缘遥

悦匀杂悦渊灶越猿猿怨冤
园园苑渊圆援员冤
园猿愿渊员员援圆冤
园苑远渊圆圆援源冤
园苑园渊圆园援远冤
员源愿渊源猿援苑冤

栽匀悦渊灶越猿圆缘冤
园园怨渊圆援愿冤
园源园渊员圆援猿冤
园缘缘渊员远援怨冤
园远远渊圆园援猿冤
员缘缘渊源苑援苑冤

表猿

门诊患者基本药物制度相关信息来源途径 咱灶渊豫冤暂
来源

合计

渊灶越猿远员冤
医生
员源怨渊源员援猿冤
家人朋友
园源猿渊员员援怨冤
广播电视
园苑猿渊圆园援圆冤
报纸书籍
园圆源渊远援远冤
互联网
园员员渊猿援园冤
居委会或村委会人员 园圆缘渊远援怨冤
其他
园猿远渊员园援园冤
字圆越怨援愿愿苑袁孕越园援员圆怨遥
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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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匀杂悦
渊灶越员怨员冤
苑猿渊猿愿援圆冤
圆缘渊员猿援员冤
源源渊圆猿援园冤
员猿渊远援愿冤
园怨渊源援苑冤
员猿渊远援愿冤
员源渊苑援猿冤

栽匀悦
渊灶越员苑园冤
苑远渊源源援苑冤
员愿渊员园援远冤
圆怨渊员苑援员冤
员员渊远援缘冤
园圆渊员援圆冤
员圆渊苑援员冤
圆圆渊员圆援怨冤

门诊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态度 咱灶渊豫冤暂

合计渊灶越猿远员冤
态度
非常支持
园怨园渊圆源援怨冤
比较支持
员源猿渊猿怨援远冤
一般支持
园怨源渊圆远援园冤
不太支持
园猿圆渊愿援怨冤
非常不支持 园园圆渊园援远冤

字 越员缘援源怨员袁孕越园援园园源遥
圆

悦匀杂悦渊灶越员怨员冤
猿愿渊员怨援怨冤
苑苑渊源园援猿冤
缘圆渊圆苑援圆冤
圆源渊员圆援远冤
园园渊园援园冤

原因
支持原因
价格便宜
及时获得
质量有保证
报销比例高
不支持原因
不能及时获得
品种不能满足需求

表缘

栽匀悦渊灶越员苑园冤
缘圆渊猿园援远冤
远远渊猿愿援愿冤
源圆渊圆源援苑冤
园愿渊源援苑冤
园圆渊员援圆冤

当被问及支持或不支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原
因时袁持比较支持或非常支持态度的 233 例患者中袁
40.8%的患者觉得基本药物价格便宜袁27.5%的患者

表示在基层医疗机构随时都能获得基本药物袁
23.6%的患者认为基本药物质量有保障袁CHSC 患者
支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原因与 THC 患者比较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27.289袁P < 0.001袁表 5冤遥 持不
太支持或非常不支持态度的 34 例患者中袁55.9%的
患者表示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基本药物品种不能满
足基本医疗需求袁44.1%的患者表示基层医疗机构
经常出现缺货断货的现象袁 导致不能够及时获得基
本药物袁CHSC 患者不支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原
因与 THC 患者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0.199袁
P > 0.05袁表 5冤遥

渊四冤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情况及影

响因素分析
对患者满意度进行评分袁非常满意为 5 分袁比较

门诊患者支持 辕 不支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原因

咱灶渊豫冤暂

悦匀杂悦

栽匀悦

字 值

孕值

怨缘渊源园援愿冤
远源渊圆苑援缘冤
缘缘渊圆猿援远冤
员怨渊愿援员冤

猿员渊圆苑援园冤
源园渊猿源援愿冤
圆苑渊圆猿援源冤
员苑渊员源援愿冤

远源渊缘源援圆冤
圆源渊圆园援源冤
圆愿渊圆猿援苑冤
园圆渊员援苑冤

圆苑援圆愿怨

约园援园园员

员缘渊源源援员冤
员怨渊缘缘援怨冤

员园渊源员援苑冤
员源渊缘愿援猿冤

园缘渊缘园援园冤
园缘渊缘园援园冤

园援员怨怨

园援远缘远

合计

圆

满意为 4 分袁一般满意为 3 分袁不太满意为 2 分袁非

影 响因素 袁 将医疗 机构 类别 尧性 别尧 年 龄 尧 文 化 程

医疗机构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越高遥 经过评

X袁 将患者综合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Y袁 纳入多元

常不满意为 1 分袁总分为 25 分袁得分越高说明基层
分袁患者满意度得分为渊17.82 依 2.05冤分袁通过百分
制换算为 71.24 分袁 患者对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

缓解野看病难袁看病贵冶的效果满意度水平最高袁对基
本药物及时获得程度及综合满意度水平最低遥 百分
制下 CHSC 满意度得分为 70.36 分袁THC 满意度得
分为 72.20 分渊表 6冤遥

为了便于计算综合满意度袁将野非常满意尧比较

满意尧一般满意冶合并为野满意冶曰将野不满意尧非常不
满意冶合并为野不满意冶遥 结果显示袁患者基本药物制
度综合满意度为 74.1%曰78.7%的患者对基本药物价

格表示满意曰82.9%的患者对基本药物品种表示满
意曰78.3%的患者对基本药物及时获得程度表示满
意曰92.5%的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缓解 野看病
难尧看病贵冶的效果表示满意遥

为进一步探讨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的

度尧参保类型尧职业类型尧收入水平等作为自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袁前进法回归分析遥 多元 Logistic
回 归 结 果 显 示院F=115.522袁P < 0.001袁 拟合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遥 参保类型对基层医
疗机构患者基本药物制度综合满意度影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P < 0.05袁表 7冤袁医疗机构类别尧性别尧年龄尧
参保类型尧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对患者基本药物制
度综合满意度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三尧讨论与建议
渊一冤基层门诊患者基本药物制度认知度较低
2011 年浙江省无锡市 83.65%的受访居民表示

了解或听说过基本药物制度咱圆暂曰同年袁上海市 82.3%
的受访居民表示知道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咱猿暂曰2012

年广东省广州市 55.1%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7 岁及
以上的门诊患者表示听说过基本药物制度 咱源暂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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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远

项目
价格
品种
及时获得程度
缓解野看病难袁看病贵冶效果
综合满意度
总分
表苑
变量
参保类型渊以其他为参照组冤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窑猿缘猿窑
渊分冤

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得分
悦匀杂悦
猿援源远 依 园援园远
猿援缘圆 依 园援园远
猿援源猿 依 园援园远
猿援苑圆 依 园援园缘
猿援源远 依 园援园苑
员苑援缘怨 依 园援猿园

栽匀悦
猿援远园 依 园援园缘
猿援远愿 依 园援园缘
猿援缘源 依 园援园远
猿援苑猿 依 园援园缘
猿援缘园 依 园援园远
员愿援园缘 依 园援圆苑

合计

园猿援缘猿
园猿援远园
园猿援源怨
园猿援苑圆
园猿援源愿
员苑援愿圆

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综合满意度多元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月值

宰葬造凿 值

孕值

韵砸 值

下限

园援缘猿猿
园援怨源员
员援猿员远
圆援园愿怨

员援猿愿员
员援怨圆源
圆援远愿远
源援员缘怨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源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员援远怨员
圆援愿源苑
猿援怨怨源
远援猿园源

员援员愿圆
员援圆怨缘
圆援猿圆猿
猿援猿源员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园援源员
园援猿怨
园援源猿
园援猿苑
园援源缘
圆援园缘

怨缘豫悦陨

上限
圆援远远愿
源援缘猿猿
缘援愿员苑
愿援苑圆怨

年江苏省南京市 41.91%的受访门诊患者表示知道

而袁78.7%的患者对基本药物价格表示满意袁说明基

合肥市基层医疗机构门诊患者中 45.6%的患者回

认可曰82.9%的患者对基本药物品种表示满意袁说明

遥 本次调查显示袁安徽省

本药物制度在基本药物价格控制上得到了部分患者

答自己完全不了解基本药物制度袁仅有 33.8%的患

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物品种能满足大部分患者的日

者表示知道或了解基本药物制度袁 可见合肥市基

常用药需求曰78.3%的患者对基本药物及时获得程

层医疗机构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度较

度表示满意袁 说明基层医疗机构部分基本药物配备

低遥 为此袁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基本药物制度的宣

合理尧配送及时曰92.5%的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传力度袁组织专业人员到社区尧乡镇向公众宣传尧

缓解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的效果表示满意袁说明基本药

讲解基本药物的知识尧使用方法等袁与新闻媒体联

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野看病难尧 看病

或听说过基本药物制度

咱缘暂

合举办野基本药物知识冶科普宣传节目袁向公众宣

贵冶现象遥

传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药物知识遥 同时袁由于医疗

患者满意度评分结果显示袁 患者对于实施基本

行业的特殊性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袁在医患关系中

药物制度对缓解野看病难袁看病贵冶的效果满意水平

医务人员往往掌握着临床用药袁 而基层医务人员

最高袁对基本药物及时获得程度满意度水平最低遥出

作为基层地区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主体袁其

现上述结果的原因袁 可能是因为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情况对该制度的推行起到

之后袁药品以野零差率冶销售给患者袁这使患者切身体

重要的作用袁因此袁政府应该加大培训力度袁促使

会到价格的优惠袁利于野小病到基层冶这一目标的实

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得到更好的落实曰 医疗机构

现遥但是部分药品招标的时候价格很低袁但是基层医

也应定期开展有关培训及讲座袁 鼓励基层医医务

疗机构采购的时候不可能是大批量的袁 比如一个基

人员积极参加遥

层医疗机构采购 100 支青霉素袁药品费连配送费都不

渊二冤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水平偏低

够袁导致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袁不愿生产曰有些配送企业

2011 年江苏省南通市南部三县乡镇卫生院门

只配送两个品种袁并且使用量很少袁影响配送袁最终导

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满意度为 81.6% 曰2012

致患者不能及时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基本药物遥

年宁夏农村受访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总体满意度达

为此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需继续完善基本药物的招标

93.71% 曰2013 年浙江省绍兴市和丽水市社区门诊

采购制度袁优化采购程序袁强化基本药物供应网络建

同年袁山东省肥城尧周村和禹城乡镇卫生院 77.6%的

惠政策袁对于利润较低和需求量较小的基本药物采取

咱远暂

咱苑暂

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效果满意度为 82.46%咱愿暂曰

设袁保障药品的及时配送咱1园暂遥 政府部门可制定税收优

门诊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表示满意 遥 本次调查发

定点生产袁以确保基本药物的持续供给遥 对于交通不

现袁合肥市基层医疗机构门诊患者对实施基本药物

便地区的药品配送袁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物流设施建

制度的综合满意度为 74.1%袁 满意度水平偏低遥 然

设袁保证基本药物能保质足量送到各个地区遥

咱怨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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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猿缘源窑

渊三冤患者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患者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
不同参保类型的患者对基本药物制度满意度得分差

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13袁13渊2冤院93-96
咱圆暂

异有统计学意义袁说明参保类型是患者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针对农村人口尧城镇非就
业人口分别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尧城镇居民基

咱猿暂

本医疗保险制度袁制度建立以来袁覆盖范围不断扩
大袁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袁制度运行持续平稳袁对于健
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尧满足群众基本医疗保障需求尧

咱源暂

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袁然而袁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袁两项制度城乡分割的弊端逐步
显现袁待遇不够公平等问题日益突出袁导致了不同参

咱缘暂

保类型门诊患者对药品报销比例不同袁即其实际负
担的药品费用不同袁随着患者药费负担的变化袁其满
意度也随之发生改变遥 为此袁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

策尧统一保障待遇尧统一医保目录尧统一定点管理尧统

咱苑暂

一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袁加快构建保障更加公
平尧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尧医疗资源利用更加有效的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袁使得城乡居民公

咱愿暂

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城
咱怨暂

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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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藻凿蚤糟蚤灶藻泽 杂赠泽贼藻皂 葬皂燥灶早 悦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匀藻葬造贼澡 杂藻则增蚤糟藻 悦藻灶贼藻则泽 渊悦匀杂悦冤 葬灶凿 栽燥憎灶泽澡蚤责 匀藻葬造贼澡 悦藻灶贼藻则泽 渊栽匀悦冤 蚤灶 匀藻枣藻蚤袁
葬灶凿 蚤贼泽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粤 泽藻造枣鄄凿藻泽蚤早灶藻凿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憎葬泽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 葬皂燥灶早 远远源 燥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悦匀杂悦 葬灶凿 栽匀悦 蚤灶 匀藻枣藻蚤援 悦澡蚤鄄泽择怎葬则藻 贼藻泽贼 葬灶凿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枣燥则 凿葬贼葬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源缘援远豫 燥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藻曾责则藻泽泽藻凿 贼澡藻蚤则 糟燥皂责造藻贼藻造赠 蚤灶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燥灶 蚤灶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赠泽贼藻皂援 栽澡藻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 凿藻早则藻藻 憎葬泽 苑源援员豫 袁 贼澡藻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 泽糟燥则藻 憎葬泽 苑员援圆源 葬灶凿 贼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蚤灶 贼澡藻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 泽糟燥则藻泽 葬皂燥灶早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蚤灶泽怎则葬灶糟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栽澡藻
葬憎葬则藻灶藻泽泽 则葬贼藻 葬灶凿 贼澡藻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 凿藻早则藻藻 燥枣 燥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燥灶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赠泽贼藻皂

憎藻则藻 造燥憎援 陨贼 蚤泽 泽怎早早藻泽贼藻凿 贼澡葬贼 憎藻 泽澡燥怎造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蚤灶早 责怎遭造蚤糟蚤贼赠 葬灶凿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 燥枣 贼澡藻 泽赠泽贼藻皂 葬糟贼蚤增藻造赠袁 蚤皂责则燥增蚤灶早 贼澡藻
遭蚤凿凿蚤灶早 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泽袁 葬灶凿 泽责藻藻凿蚤灶早 怎责 贼澡藻 蚤灶贼藻早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怎则遭葬灶 葬灶凿 则怎则葬造 则藻泽蚤凿藻灶贼泽爷 皂藻凿蚤糟葬造
蚤灶泽怎则葬灶糟藻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赠泽贼藻皂曰 燥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曰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曰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