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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 研究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渊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袁酝酝孕冤鄄圆 和 酝酝孕鄄怨 及其抑制因子

渊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燥枣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袁栽陨酝孕冤圆 与 栽陨酝孕员 的表达水平遥 方法院选取 愿愿 例妊娠妇女袁其中 圆缘 例妊娠高血压尧

员愿 例子痫前期轻度患者尧员缘 例子痫前期重度患者及 猿园 例正常妊娠者袁 采用 耘蕴陨杂粤 法检测血清中的 酝酝孕鄄圆尧酝酝孕鄄怨尧栽陨酝孕员 及

栽陨酝孕圆 的表达水平袁并计算 酝酝孕鄄圆 净含量渊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冤和 酝酝孕鄄怨 净含量渊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冤遥 结果院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
酝酝孕鄄圆 含量显著增高遥 子痫前期重度组含量达渊圆援缘愿 依 园援猿猿冤灶早 辕 皂造袁该组 酝酝孕鄄圆 含量及净含量渊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冤较其他各组均显

著增加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相反袁 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 酝酝孕鄄怨 含量明显降低袁 而正常妊娠组 酝酝孕鄄怨 含量为 渊园援苑怨 依 园援圆园冤灶早 辕 皂造袁其

酝酝孕鄄怨 含量及净含量渊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冤较其他各组均增高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 酝酝孕鄄圆 表达增加袁酝酝孕鄄圆 可能
是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主要相关因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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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率达到 员园豫袁已成为
发展中国家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咱员暂遥孕期 圆园
周后发生的高血压可分为妊娠高血压尧子痫前期及
子痫遥研究均显示胎盘缺血缺氧是子痫前期的主要
诱发因素 咱圆暂遥 基质金属蛋白酶渊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鄄
贼藻蚤灶葬泽藻泽袁酝酝孕冤是一组具有重塑和改造细胞外基质
渊耘悦酝冤成分特性的锌尧钙依赖性的内肽酶袁其活性
受内源性 酝酝孕 抑制因子渊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燥枣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袁栽陨酝孕冤调节咱猿暂遥 已有研究发现酝酝孕鄄
圆 和 酝酝孕鄄怨 参与胎盘和子宫螺旋动脉的重塑咱源暂袁但
目前该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袁而且有关子痫前期患者
的 酝酝孕鄄圆 和 酝酝孕鄄怨 活性及含量变化的研究结果
也不相同咱缘暂遥 因此本研究旨在检测妊娠期高血压患
者外周血中的 酝酝孕鄄圆尧酝酝孕鄄怨尧栽陨酝孕员 及 栽陨酝孕圆 的
表达水平袁 并计算 酝酝孕鄄圆 净含量渊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冤
和 酝酝孕鄄怨 净 含量渊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冤袁探讨 酝酝孕泽 在
妊娠高血压发病中作用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圆园员园 年 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远 月在本院就诊的妊
娠期高血压患者 缘愿 例作为研究对象袁 其中妊娠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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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组渊匀冤圆缘 例尧子痫前期轻度组渊蕴冤员愿 例和子痫前期
重度组渊酝冤员缘 例遥 另外选取血压正常妊娠者 猿园 例作
为正常对照组渊晕冤遥 诊断及分类标准参照叶妇产科学曳
渊人民卫生出版社袁第 远 版冤遥 排除标准院妊娠前或孕期
圆园 周前发生高血压者尧双胞胎或多胎者尧有其他确诊
并发症和合并症者遥 所有研究对象孕期 猿园耀猿远 周袁年
龄 圆缘耀猿缘 岁袁各组间年龄和孕期无显著性差异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标本采集
所有研究对象早晨空腹抽血袁然后室温下离心
渊员 缘园园 早袁员园 皂蚤灶冤袁血清存储于原苑园益冰箱内以备检测遥
员援圆援圆 指标检测
酝酝孕鄄圆尧酝酝孕鄄怨尧栽陨酝孕员 及 栽陨酝孕圆 的含 量 均 采
用双抗体夹心 耘蕴陨杂粤 法袁 试剂盒为上海蓝基生物
公司提供遥 具体步骤为院淤从原苑园益超低温冰箱中取
出标本解冻遥 从 源益冰箱中取出试剂盒袁室温放置
圆园 皂蚤灶曰于空白孔加标准品各 缘园 滋造袁空白对照孔加
缘园 滋造 蒸馏水曰盂各孔中加 员园园 滋造 酶标记溶液渊空
白对照不加冤遥 猿苑益孵箱孵育 远园 皂蚤灶曰榆洗板 缘 次袁
用吸水纸把板彻底拍干曰 虞每孔依次加入显色剂
粤尧月 各 缘园 滋造袁室温下避光孵育 员缘 皂蚤灶曰愚加入终
止液 缘园 滋造 辕 孔袁 终止反应遥 猿园 皂蚤灶 内袁 在酶标仪
渊酝运猿袁栽澡藻则皂燥 公司袁美国冤上 源缘园 灶皂 处袁读取吸光
值遥 每个标本检测 圆 次袁 取其平均值遥 测得各组
酝酝孕鄄圆尧酝酝孕鄄怨尧栽陨酝孕员 及 栽陨酝孕圆 的含量后袁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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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酝酝孕鄄圆 净含量渊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冤和 酝酝孕鄄怨 净
含量渊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结果分析袁 采用

各组均有显著性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在子痫前期重

度组最小遥 子痫前期轻度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的
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 值无显著性差异渊孕 跃园援园缘袁图 圆冤遥
愿

运则怎泽噪葬造造 宰葬造造蚤泽 检验袁并采用 蕴杂阅 法进行各组的两
两比较遥
圆
圆援员

结

远
源

果

各组 酝酝孕鄄圆 与 酝酝孕鄄怨 的表达水平
子痫前期重度组患者外周血中的 酝酝孕鄄圆 含量

圆

最高袁达渊圆援缘愿 依 园援猿猿冤灶早 辕 皂造袁而血压正常妊娠组外

园

周血 酝酝孕鄄圆 含量为渊园援源苑 依 园援员远冤灶早 辕 皂造袁前者是后
者的 缘援源苑 倍遥 子痫前期重度组患者外周血中的

表 员 各组 酝酝孕鄄圆尧酝酝孕鄄怨 尧栽陨酝孕员 与 栽陨酝孕圆 的表达水平
渊灶早 辕 皂造袁x 依 s冤
晕组
指标
匀组
酝组
蕴组
酝酝孕鄄圆 园援源苑 依 园援员远 园援苑苑 依 园援圆猿盂 员援缘员 依 园援圆愿于 圆援缘愿 依 园援猿猿淤
酝酝孕鄄怨 园援苑怨 依 园援圆园淤 园援源苑 依 园援员苑榆 园援猿远 依 园援员园 园援猿园 依 园援员员
栽陨酝孕员 园援缘源 依 园援员员 园援苑猿 依 园援员缘盂 员援圆缘 依 园援圆怨淤 员援园源 依 园员苑于
栽陨酝孕圆 园援源怨 依 园援员猿 园援源园 依 园援员员 园援远远 依 园援园怨于 园援苑愿 依 园援员猿淤

淤院与其他各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于院与 晕尧蕴 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

盂院与 晕 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榆院与 蕴尧酝 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各组 栽陨酝孕员 与 栽陨酝孕圆 的表达水平
栽陨酝孕员 在子痫前期轻度组患者外周血中含量
最高袁达渊员援圆缘 依 园援圆怨冤灶早 辕 皂造袁较其他各组的 栽陨酝孕员
含量均显著增加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是血压正常妊娠组
栽陨酝孕员 含量的 圆援猿猿 倍遥 子痫前期重度组患者外周
血中的 栽陨酝孕圆 含量为渊园援苑愿 依 园援员猿冤灶早 辕 皂造袁较其他组
增加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血压正常妊娠
组 栽陨酝孕圆 含量最低袁是渊园援源怨 依 园援员猿冤灶早 辕 皂造渊表 员冤遥
圆援猿 各组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鄄圆 与 酝酝孕怨 辕 栽陨酝孕员
子 痫 前 期 重 度 组 患 者 外 周 血 中 的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 值最高袁 较其它各组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 值均显
著增加渊孕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血压正常妊娠组外周血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 值最低袁妊娠高血压组与子痫前期轻度组的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 值无显著差异性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图 员冤遥
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 值在血压正常妊娠组最大袁 较其他

晕组

图员

源

酝酝孕鄄圆 含量较其他组增加均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酝酝孕鄄怨 在 血 压 正 常 妊 娠 组 含 量 最 大 袁 为
渊园援苑怨 依 园援圆园冤灶早 辕 皂造袁较其他各组 酝酝孕鄄怨 含量增加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渊孕约园援园缘冤袁 而 子 痫 前 期 重 度 组
酝酝孕鄄怨 含量最低袁是渊园援猿园 依 园援员员冤灶早 辕 皂造遥 酝酝孕鄄怨
外周血含量在子痫前期轻度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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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酝酝孕圆 辕 栽陨酝孕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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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各组 酝酝孕怨 辕 栽陨酝孕员

论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子痫前期的主要病理改变袁
而 酝酝孕鄄圆 活性增加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咱远暂遥
酝酝孕鄄圆 还可以调节子宫自然杀伤细胞的蛋白酶活
性袁而后者参与调节滋养细胞的侵袭性和子宫螺旋
动脉的重塑咱苑暂遥阅葬增蚤凿早藻 等咱愿暂研究发现子痫前期患者
外周血中的 酝酝孕鄄圆 明显增高遥 本研究发现 酝酝孕鄄圆
含量较血压正常妊娠组明显增高袁其中子痫前期重
度组增高最显著遥 这提示 酝酝孕鄄圆 含量可能与子痫
前期病情严重程度有关遥 酝酝孕鄄圆 可以通过裂解血
管活性肽降低子痫前期患者血管舒张功能而增加
血管收缩功能遥 血压正常妊娠者不同妊娠期 酝酝孕鄄
圆 含量可以正常调节袁而子痫前期患者的这种平衡调
节能力被严重损害咱愿暂遥 本研究还发现虽然子痫前期患
者外周血中 栽陨酝孕圆 含量也显著提高袁 但 酝酝孕鄄圆 辕
栽陨酝孕圆 即 酝酝孕鄄圆 净含量还是以子痫前期重度组增
加最明显遥 这与 孕葬造藻蚤 等咱怨暂研究报道相类似遥 匀怎则泽贼
等 咱员园暂 发现 栽陨酝孕鄄圆 主要存在于初级蜕膜组织袁参与
调节蜕膜组织侵袭袁而葡萄胎及绒毛膜癌组织中的
栽陨酝孕鄄圆 蛋白含量及 皂砸晕粤 均显著降低袁这提示 酝酝孕泽鄄
栽陨酝孕泽 不平衡与这些疾病的发生有关咱员员暂遥有研究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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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患者在尚未确诊之前袁 其外周血中的 酝酝孕鄄圆

含量已经明显提高

遥 子痫前期内皮细胞产生释放

咱员圆暂

酝酝孕鄄圆 的量明显高于正常细胞咱员猿暂遥 因此 酝酝孕鄄圆 的净活
性增加也许是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促成因素遥

与 酝酝孕鄄圆 表达相反袁 有研究发现子痫前期患者
外周血及胎盘组织中的 酝酝孕鄄怨 表达均减少咱员源暂遥 这些
与本文研究结果类似袁 本研究发现 酝酝孕鄄怨 在血压
正常妊娠组含量最高袁 子痫前期重度组含量最低遥
另外与 孕葬造藻蚤 等 咱员缘暂 报道相仿袁本文发现子痫前期组

外周血的 栽陨酝孕员 含量显著增加袁 血压正常妊娠组
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尧即 酝酝孕鄄怨 净活性最高遥但是子痫前
期轻度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的 酝酝孕鄄怨 辕 栽陨酝孕员 值

无显著性差异遥 这提示 酝酝孕鄄怨 可能是正常妊娠的
重要调节因子袁因为正常妊娠者外周血中的 酝酝孕鄄
怨 与孕期相关咱员源暂袁而抑制 酝酝孕鄄怨 活性可以阻滞滋养
层细胞侵袭袁酝酝孕鄄怨 基因敲除大鼠胎盘植入受限袁最
终发展为子痫前期表现咱员远暂袁因此 酝酝孕鄄怨 变异被认为
是预测发生子痫前期的易感指标咱员苑暂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子痫前期重度组 酝酝孕鄄圆 净含
量最高袁而正常血压妊娠组 酝酝孕鄄怨 净含量最大袁这
提示 酝酝孕鄄圆 可能是妊娠高血压发病的主要相关因
子袁联合监测 酝酝孕鄄圆 与 酝酝孕鄄怨 净含量有利于观察
和判断病情变化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匀怎贼糟澡藻燥灶 允粤袁蕴蚤泽燥灶噪燥增葬 杂袁允燥泽藻责澡 运杂援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燥枣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葬灶凿 贼澡藻 燥贼澡藻则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咱允暂援 月藻泽贼 孕则葬糟贼 砸藻泽 悦造蚤灶 韵遭泽贼藻贼 郧赠灶葬藻糟燥造袁
咱圆暂

圆园员员袁圆缘渊源冤院猿怨员原源园猿

郧则葬灶早藻则 允孕袁粤造藻曾葬灶凿藻则 月栽袁蕴造蚤灶葬泽 酝栽袁藻贼 葬造援 孕葬贼澡燥责澡赠泽蚤鄄

燥造燥早赠 燥枣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院造蚤灶噪蚤灶早 责造葬糟藻灶贼葬造 蚤泽糟澡藻皂蚤葬 辕 澡赠鄄

责燥曾蚤葬 憎蚤贼澡 皂蚤糟则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赠泽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咱允暂援 酝蚤糟则燥糟蚤则糟怎造葬鄄
咱猿暂
咱源暂
咱缘暂
咱远暂

贼蚤燥灶袁圆园园圆袁怨渊猿冤院员源苑原员远园

灾蚤泽泽藻 砸袁晕葬早葬泽藻 匀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 葬灶凿 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燥枣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院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袁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葬灶凿
遭蚤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咱允暂援 悦蚤则糟 砸藻泽袁圆园园猿袁怨圆渊愿冤院愿圆苑原愿猿怨

陨泽葬噪葬 运袁哉泽怎凿葬 杂袁陨贼燥 匀袁藻贼 葬造援 耘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枣

大

学

咱苑暂

学

第 猿源 卷第 员圆 期
20员源 年 员圆 月

报

圆园园缘袁缘源渊源冤院员愿远原员怨圆

晕葬则怎泽藻 运袁蕴葬泽澡 郧耘袁陨灶灶藻泽 月粤袁藻贼 葬造援 蕴燥糟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葬鄄
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 渊酝酝孕冤鄄圆袁酝酝孕鄄怨 葬灶凿 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鄄

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枣燥则 酝酝孕泽 渊栽陨酝孕泽冤蚤灶 怎贼藻则蚤灶藻 灶葬贼怎则葬造 噪蚤造造藻则 糟藻造造泽

蚤灶 藻葬则造赠 澡怎皂葬灶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咱允暂援 匀怎皂 砸藻责则燥凿袁圆园园怨袁圆源
咱愿暂

渊猿冤院缘缘猿原缘远员

晕葬则怎皂蚤赠葬 匀袁在澡葬灶早 再袁云藻则灶葬灶凿藻扎鄄孕葬贼则燥灶 悦袁藻贼 葬造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鄄圆 蚤泽 藻造藻增葬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责造葬泽皂葬 燥枣 憎燥皂藻灶

憎蚤贼澡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咱允暂援 匀赠责藻则贼藻灶泽 孕则藻早灶葬灶糟赠袁圆园园员袁圆园
咱怨暂

渊圆冤院员愿缘原员怨源

孕葬造藻蚤 粤悦袁杂葬灶凿则蚤皂 灾悦袁粤皂葬则葬造 蕴酝袁藻贼 葬造援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遭藻鄄

贼憎藻藻灶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 渊酝酝孕冤鄄圆 责燥造赠皂燥则责澡蚤泽皂泽
葬灶凿 酝酝孕鄄圆 造藻增藻造泽 蚤灶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鄄
糟赠咱允暂援 耘曾责 酝燥造 孕葬贼澡燥造袁圆园员圆袁怨圆渊圆冤院圆员苑原圆圆员

咱员园暂 匀怎则泽贼 孕砸袁孕葬造皂葬赠 砸阅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藻灶凿燥早藻灶燥怎泽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凿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鄄

燥凿 蚤灶 贼澡藻 则葬贼 怎贼藻则怎泽咱允暂援 砸藻责则燥凿 云藻则贼蚤造 阅藻增袁员怨怨怨袁员员渊苑鄄
愿冤院猿怨缘原源园圆

咱员员暂 韵噪葬皂燥贼燥 栽袁晕蚤怎 砸袁再葬皂葬凿葬 杂袁藻贼 葬造援 砸藻凿怎糟藻凿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 燥枣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渊栽陨酝孕冤鄄圆 蚤灶 早藻泽鄄

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蚤糟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 咱允暂援 酝燥造 匀怎皂 砸藻责则燥凿袁
圆园园圆袁愿渊源冤院猿怨圆原猿怨愿

咱员圆暂 酝赠藻则泽 允耘袁酝藻则糟澡葬灶贼 杂允袁酝葬糟造藻燥凿 酝袁藻贼 葬造援 酝酝孕鄄圆 造藻增藻造泽

葬则藻 藻造藻增葬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责造葬泽皂葬 燥枣 憎燥皂藻灶 憎澡燥 泽怎遭泽藻择怎藻灶贼造赠

凿藻增藻造燥责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咱允暂援 匀赠责藻则贼藻灶泽 孕则藻早灶葬灶糟赠袁圆园园缘袁圆源
渊圆冤院员园猿原员员缘

咱员猿暂 酝藻则糟澡葬灶贼 杂允袁晕葬则怎皂蚤赠葬 匀袁在澡葬灶早 再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责则藻鄄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葬灶凿 燥曾赠早藻灶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燥灶 藻灶凿燥贼澡藻造蚤葬造

则藻造藻葬泽藻 燥枣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鄄圆 咱允暂援 匀赠责藻则贼藻灶泽
孕则藻早灶葬灶糟赠袁圆园园源袁圆猿渊员冤院源苑原远园

咱员源暂 酝燥灶贼葬早灶葬灶葬 酝袁蕴蚤责责蚤 郧袁粤造遭蚤藻则燥 粤袁藻贼 葬造援 耘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 圆 葬灶凿 怨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泽 蚤灶 责澡赠泽蚤鄄

燥造燥早蚤糟 葬灶凿 责则藻鄄藻糟造葬皂责贼蚤糟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 咱允暂援 允 悦造蚤灶 蕴葬遭
粤灶葬造袁圆园园怨袁圆猿渊圆冤院愿愿原怨圆

咱员缘暂 孕葬造藻蚤 粤悦袁杂葬灶凿则蚤皂 灾悦袁粤皂葬则葬造 蕴酝袁藻贼 葬造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鄄
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鄄怨 责燥造赠皂燥则责澡蚤泽皂泽 葬枣枣藻糟贼 责造葬泽皂葬 酝酝孕鄄怨 造藻增鄄

藻造泽 葬灶凿 葬灶贼蚤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贼澡藻则葬责赠 则藻泽责燥灶泽蚤增藻灶藻泽泽 蚤灶 澡赠鄄

责藻则贼藻灶泽蚤增藻 凿蚤泽燥则凿藻则泽 燥枣 责则藻早灶葬灶糟赠咱允暂援 孕澡葬则皂葬糟燥早藻灶燥皂蚤糟泽
允袁圆园员圆袁员圆渊远冤院源愿怨原源怨愿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 圆 葬灶凿 怨 蚤灶 澡怎皂葬灶 贼则燥责澡燥遭造葬泽贼泽

咱员远暂 孕造葬噪泽 灾袁砸蚤灶噪藻灶遭藻则早藻则 允袁阅葬蚤 允袁藻贼 葬造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鄄

孕葬造藻蚤 粤悦袁郧则葬灶早藻则 允孕袁栽葬灶怎泽鄄杂葬灶贼燥泽 允耘援 酝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鄄

泽蚤葬 葬灶凿 蚤灶贼则葬怎贼藻则蚤灶藻 早则燥憎贼澡 则藻泽贼则蚤糟贼蚤燥灶 咱允暂援 孕则燥糟 晕葬贼造 粤鄄

咱允暂援 孕造葬糟藻灶贼葬袁圆园园猿袁圆源渊员冤院缘猿原远源

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泽 葬泽 凿则怎早 贼葬则早藻贼泽 蚤灶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咱允暂援 悦怎则则
阅则怎早 栽葬则早藻贼泽袁圆园员猿袁员源渊猿冤院猿圆缘原猿猿源

杂澡蚤遭葬澡葬则葬 匀袁杂怎扎怎噪蚤 栽袁运蚤噪怎糟澡蚤 运袁藻贼 葬造援 杂藻则怎皂 皂葬贼则蚤曾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贼藻蚤灶葬泽藻 葬灶凿 贼蚤泽泽怎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 燥枣 皂藻贼葬造造燥责则燥鄄

贼藻蚤灶葬泽藻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蚤灶枣藻则贼蚤造藻 憎燥皂藻灶 葬糟澡蚤藻增藻凿 责则藻早鄄

灶葬灶糟赠 枣燥造造燥憎蚤灶早 陨灾云鄄耘栽 咱允暂援 粤皂 允 砸藻责则燥凿 陨皂皂怎灶燥造袁

贼藻蚤灶葬泽藻鄄怨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责澡藻灶燥糟燥责蚤藻泽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责则藻藻糟造葬皂责鄄
糟葬凿 杂糟蚤 哉 杂 粤袁圆园员猿袁员员园渊圆苑冤院员员员园怨原员员员员源

咱员苑暂 砸葬澡蚤皂蚤 在袁砸葬澡蚤皂蚤 在袁杂澡葬澡泽葬增葬灶凿蚤 酝韵袁藻贼 葬造援 酝酝孕鄄怨 渊鄄
员缘远圆 悦院栽冤责燥造赠皂燥则责澡蚤泽皂 葬泽 葬 遭蚤燥皂葬则噪藻则 燥枣 泽怎泽糟藻责贼蚤遭蚤造蚤鄄

贼赠 贼燥 泽藻增藻则藻 责则藻鄄藻糟造葬皂责泽蚤葬 咱允暂援 月蚤燥皂葬则噪 酝藻凿袁圆园员猿袁苑
渊员冤院怨猿原怨愿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源原园苑原园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