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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月蕴 联合概念地图方法在临床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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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是医学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在分析国内外关于

孕月蕴 教学模式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孕月蕴 探究式教学模式联合概念地图方法，并进行了
有助于促
案例讨论。孕月蕴 联合概念地图教学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进医学理论向临床实践的知识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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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教学实践中袁医学生们最常反映的问题

临床病例更能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学习兴趣的了袁故

是野教学内容繁多袁知识点分散冶尧野太多概念无法有

而在医学教育领域袁孕月蕴 也被称为 悦月蕴 渊糟葬泽藻 遭葬泽藻凿

效整合袁形成系统的知识冶以及野医学理论与临床实
践脱节冶等遥 究其原因袁除了医学知识体系本身的复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悦月蕴冤教学法遥其特点主要有三方面院教师选
择相对复杂的尧开放的尧真实的典型教例袁分解展示袁

杂与艰深之外袁与国内现行的临床医学教学模式也

设计问题情境曰 学生围绕案例收集相关文献和学习

有相当关系遥

资源袁自主学习袁形成基本认识和知识框架曰在教师

从整体上讲袁目前的临床教学模式仍以教师知

引导下袁进行分组讨论袁小组成员交流袁共同完成探

识灌输袁学生课堂听讲袁课后记忆知识点为主袁缺乏

究式学习过程遥讨论的内容一般包括院对案例相关的

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袁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研究综述尧临床路径尧指南等文献的研读和讨论曰对

题技能的锻炼袁 缺乏创新思维能力和系统思考整合

复杂病例的讨论遥以此考察学生对相关概念尧知识内

能力的培养遥 在此背景下袁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容的理解尧掌握尧灵活运用以及表述能力遥

渊责则燥遭造藻皂 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袁孕月蕴冤应运而生遥 员怨远怨 年美

孕月蕴 教学法在国际医学教育领域获得了广泛肯

国 月葬则则燥憎泽 教授首创此临床医学教学模式袁 目前已

定袁 认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方法和解决实

医学院校开展了 孕月蕴 教学的探索与尝试遥

床实践的知识迁移袁 进而发展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为全球许多医学院校所采用 咱员暂遥 近年国内也有许多

际问题的能力袁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由理论知识向临

一尧 孕月蕴 教学法优势及存在问题分析

习的技能遥 美国的 哉悦蕴粤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尧台

孕月蕴 的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临床思维的过程遥 即

以问题袁或者说病例为引导袁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袁

分析问题袁围绕问题进行医学文献的检索袁临床医学
证据的收集袁最终找到解决方案袁给出答案的探究式
教学方法遥

湾的阳明大学医学院都有很好的实践咱圆暂遥
渊二冤国内 孕月蕴 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 孕月蕴 教学模式受到广泛的推崇袁但也不乏

质疑和反对之声 咱猿暂遥 孕月蕴 模式目前正在国内多所重
点医学院校试点袁 但其运用效果和开展并不尽如人

意袁主要质疑集中在如下方面院淤孕月蕴 模式在教学上

渊一冤孕月蕴 的教学特征
孕月蕴 强调以问题为教学的中心袁 强调以学生的

自主学习为主体遥 对于医学生而言袁没有比真实的

形式大于内容曰缺乏整体 辕 顶层设计袁最终的学习效
果评估欠缺遥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教学模式袁孕月蕴 要
求学生不仅对课程的知识点和内容能够熟练掌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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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求学生具备灵活运用知识的系统思考和分析
整合能力遥 这一点对于现行应试教育模式培养下的
医学生而言袁是有难度的遥 没有老师的详细讲解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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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燥增葬噪冤提出了野概念地图冶渊糟燥灶糟藻责贼 皂葬责袁悦酝冤模式 咱缘暂遥
概念地图也被称为思维导图渊皂蚤灶凿 皂葬责冤袁是指对特

定主题建构的知识结构的一种视觉化尧图形化表征袁

生是否能理解并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袁建立起

即将某一领域内的知识元素按其内在关联建立起来

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钥 于孕月蕴 教学的成败受到医学

的一种可视化概念语义网络遥构建概念地图的过程实

生知识水平的限制遥 学生必须具备起码的知识结构

际上展现了某一领域知识学习与思考的过程遥 其最大

才有可能提出问题袁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袁参与讨

优点在于采用图式手段袁清晰呈现了概念尧概念与概

论袁知道讨论的核心和焦点在哪里袁否则以医学生的

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和科学原理的发生发展过程遥

自身能力所进行的讨论多数流于肤浅袁结果往往盲

作为教学工具袁 概念地图的绘制实际上反映了

人摸象袁反而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认识上的混乱袁时间

教师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和课程组织者袁 教学策略思

上的浪费以及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变数遥 盂孕月蕴 教学

考和课程设计的过程遥对于学生而言袁概念地图可以

陨蕴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遥 信息素养是指个人野能认识

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遥换言之袁概念地图其实可以被

方法对于医学生的 信息素养 渊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造蚤贼藻则葬糟赠袁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袁帮助他们厘清既有概念袁以及概

到何时需要信息袁和有效地搜索尧评估和使用所需信

视为一个领域知识的意义框架袁 一旦学生理解了这

息的能力冶遥 即要求学生能够根据探究课题的需求袁

个框架袁就有可能自主地进行后续的基于循证的尧文

检索和获取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袁跟踪最新的信息与

献资源的探究式学习袁 将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整合

学科动态遥 就目前而言袁国内医学生的信息素养良

起来遥

莠不齐袁很难达成相对一致的水准遥

传统的概念地图袁 仅仅停留在知识概念与关系

尽管如此袁孕月蕴 教学模式的优点还是有目共睹

的梳理上袁 没有将知识概念与学习资料及相关参考

的袁它可以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最大问题袁即学生

文献有机地关联起来遥近年来袁国外已有研究将概念

缺乏创新思维和系统思考能力袁理论与临床之间的

地图与知识地图渊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皂葬责泽袁运酝冤结合袁将概念

知识迁移存在脱节袁故绝不能因噎废食袁而应该探索
和优化现行 孕月蕴 教学模式的新路径遥

二尧孕月蕴 教学方法中引入概念地图
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 难以仅靠学生自我导向

地图与相关的知识资源袁如学术论文尧教材教参尧教
学视频尧教学课件尧在线课程尧网络题库等等链接袁形
成以概念知识点为导航的涵盖学习资源的知识地
图袁 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支持网络教学和自主学习的
新工具遥

的学习建构起来袁教师传授不可或缺遥 如何在教师

具有资源导航功能的概念地图袁 可以促使学生

传授与学生自主学习袁 以及医学知识体系框架的

开展基于学习资源的自主探究式学习遥 概念地图起

建 立 与具 体 的 临 床 案 例 之 间 进 行有 效 的 衔 接 袁在

孕月蕴 的教学中尤显重要袁 这也是本文要探究的重
点遥

员怨远员 年 生 物 学 家 尧 教 育 学 家 施 瓦 布 渊允燥泽藻责澡

杂糟澡憎葬遭冤提 出了 野探 究 式 学 习 冶渊藻灶择怎蚤则赠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冤 的
概念遥 施瓦布强调应在探究过程中掌握新知识袁将

知识尧研究方法与探究过程相结合袁并就教学方式提
出了 野对探究的探究冶渊藻灶择怎蚤则赠 蚤灶贼燥 藻灶择怎蚤则赠冤的元学

习模式袁即通过为学生提供一些与探究问题相关的
学术文献袁组织学生对文献中的野科学探究冶展开自
己的探究袁进而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咱源暂遥

后续袁在探究式教学实践方面又开发出了许多模式袁
例如引导发现教学模式 渊早怎蚤凿藻凿 凿蚤泽糟燥增藻则赠 皂燥凿藻造 燥枣
蚤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冤尧 学习循环 渊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糟赠糟造藻冤尧缘耘 教学模式

渊藻灶早葬早藻皂藻灶贼袁 藻曾责造燥则葬贼蚤燥灶袁 藻曾责造葬灶葬贼蚤燥灶袁藻造葬遭燥则葬贼蚤燥灶袁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冤等遥

员怨愿源 年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诺瓦克 渊允燥泽藻责澡 阅援

到知识导航作用袁 可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生
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交流遥不难发现袁探究式教学理论
与循证医学理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袁 因而对于临床
教学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袁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
科学思维遥 具有资源导航功能的概念地图建构思路
如图 员 所示 咱远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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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资源导航功能的概念地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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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孕月蕴 联合概念地图教学法
渊一冤孕月蕴 教案设计流程
孕月蕴 教案的设计一般涉及四个环节院 淤设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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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相互讨论袁形成解决问题的认识遥盂分组讨论袁探
究真相遥 学生在检索收集相关资料后袁分组讨论遥 可
以根据设定的提问以及自学发现的问题袁 展开头脑
风暴袁阐述观点袁提出可能的鉴别诊断遥在此过程中袁

案袁提出问题遥 教学案例的筛选尧设计和撰写袁区别

教师要承担讨论的引导者和掌控者角色袁 保证讨论

于一般临床案例的报道袁案例设计的标准应尽可能

能够向纵深方向进行袁达到预期教学目的遥榆归纳总

覆盖到某一领域的主要知识点和临床诊断的路径遥

结袁考核评估遥 讨论结束后袁进行课堂反馈袁教师点

孕月蕴 问题的选择要难度适当袁 应以能够引起学生的
野认知冲动冶和野思考碰撞冶为准则遥 通常分为学生版

评遥授课教师根据设定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袁评估学
生的学习收获袁并作最后的总结归纳遥

和教师版两部分遥 学生版的内容较为简单袁仅有病

渊二冤孕月蕴垣 概念地图教学方法

例和问题尧参考资料尧内容简单扼要遥 教师版的内容

上述 孕月蕴 教学四大环节中袁最困难的是设计教

较为详细袁除病例之外还包括教学目标尧引导问题的
答案尧参考资料来源尧相关注释等遥 于引导学生袁自

学病案和问题情境遥 本节将展示如何利用 孕月蕴 垣 概

念地图进行呼吸科临床实践教学过程遥 即以教学病

主学习遥 以教学病例的诊断与治疗为先导袁将学习

例为主线袁 将相关基础理论与临床基本技能融汇于

活动设置到真实的临床情境之中袁进行问题呈现曰要

病例和相关问题中袁创建领域知识的概念地图遥 表 员

求学生依据学习目标袁通过查阅专业文献书籍尧利用
数据库等网络资源收集和寻找诊断和治疗的相关证
表员

为以临床常见的野哮喘冶疾病为例进行情景引入创建
的 孕月蕴 垣 概念地图模式教学流程遥

孕月蕴 垣 概念地图教学模式的导入流程渊以哮喘为例冤

教师活动渊主导地位冤
以典型病例导入哮喘相关病理生理学知识袁 按教学大纲
要求布置必须掌握的知识点袁设计相关问题情境曰引导学生利
用各种资源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遥
以叶哮喘曳为例院
员援 以一个哮喘典型病例切入教学主题曰
圆援 根据思路联结知识点袁构建哮喘领域的概念地图袁突出重
点和难点曰
猿援 布置三类问题作为自学的重点内容院
渊员冤以掌握知识要点为目标袁阐述哮喘的发病机制曰
渊圆冤以检查基本知识为目标袁阐述机体在哮喘发作时的临床表现曰
渊猿冤以开拓思维袁检验知识运用能力为目标袁阐述哮喘时的处
理方案及理由遥
员援 教学案例设计

女性袁源园 岁袁野反复发作性咳喘 猿园 年袁 再发 员园

天冶入院遥 猿园 年前反复于冬春季节出现发作性咳喘袁

在当地医院使用抗生素静滴尧氨茶碱口服尧异丙肾上
腺素吸入后症状好转出院遥 平时无不适袁未用药遥 近
五年来发作频繁袁每月均有发作袁在当地医院反复应
用激素尧氨茶碱尧抗生素后症状可部分缓解袁在家期

学生活动渊主体地位冤
粤 阶段院明确学习目标袁问题呈现袁分配学习任务袁进行分
组曰选择有价值的学习资源进入学习曰
月 阶段院培养知识掌握及迁移能力尧问题解决过程技能以
及自我学习和合作能力曰
悦 阶段院分组讨论袁学习成效展示及教师点评讲析袁学习效
果测评遥
学习资源包括院
教材尧 专业期刊尧 专著尧 数据库等袁员怨怨缘 年起 郧陨晕粤
渊憎憎憎援早蚤灶葬泽贼澡皂葬援燥则早冤 一直提供有关哮喘临床指南的信息和
教育资料渊包含多媒体电子幻灯尧电子教案尧教学录像尧病例
分析尧电子课件等冤曰此外袁杂蚤灶燥皂藻凿尧孕怎遭酝藻凿尧月藻泽贼 孕则葬糟贼蚤糟藻 数
据库中有大量哮喘相关论文尧病例报道及相关信息遥

炎冶病史遥 于 体格检查院急性病容袁发绀袁气促曰两肺
散在哮鸣音曰心律齐遥 盂 胸片院两肺纹理增粗袁肋骨
水平状排列袁双膈下降遥 榆 血气分析院玉型呼吸衰
竭曰肺功能院极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曰一氧化氮
浓度测定院高遥
圆援 导入问题情境

淤 该患者的诊断考虑什么钥 从病史尧体格检查尧

间活动后即有胸闷袁夜间症状加重袁可自行闻及喘鸣

实验室检查方面各有何依据钥 过敏性鼻炎与患者的

音遥 缘 年来长期自服氨茶碱尧氨溴索及野邮购药物冶袁

诊断有何关系钥 于 该患者有 猿园 年的病史袁为何在反

作袁咳嗽袁痰不易咳出袁静息下仍有气喘袁夜间难以平

与当地医院的方案会有何不同钥为什么钥预期会取得

卧遥 自服氨茶碱尧吸入异丙肾上腺素尧口服阿莫西林

怎样的疗效钥盂疾病在冬春季节多发的原因是什么钥

效果不佳遥 淤 个人史院远 年前在化工厂工作袁与盐酸

有哪些发作诱因钥 近年来发作频繁的原因可能是什

常有鼻塞尧打喷嚏症状遥 家族史院母亲有野过敏性鼻

严重程度如何分级钥 缘 年来的严重程度如何分级钥 为

效果不佳遥 员园 天前家中装修袁闻及刺激性气体后发

气体有接触遥既往史院有过敏性鼻炎病史 猿园 年遥平时

复用药的情况下一再发作钥如果你来制订治疗方案袁

么钥 此次发病又是什么机制钥 榆 缘 年前患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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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远猿窑

什么要进行疾病严重程度分级钥 虞 此次发病症状严

像尧病例分析尧课件等曰同时袁尝试为每一个知识点绘

重袁需要进行严重程度分级吗钥 这种分级与榆中的

制分支的概念图袁据此参考相关教材尧专业期刊袁开

分级有什么差别钥 有何实际意义钥 愚 这种疾病是否

展有路径导引和指示的讨论探究袁 通过合作自主学

属于常见病钥每年的财政负担是多少钥今后的流行病

习袁形成解决问题的认识遥

学趋势如何钥 发病预期是基于什么理由钥 作为结果袁

气道炎症

是不是所有这种诊断的患者都需要住院钥 在急诊科
处理袁抑或住院有何判断标准钥 舆 该病的实验室诊

气道高反应

气道重塑

气道痉挛

断方法有哪些钥 根据这位患者的实际情况袁最适合
的方法是什么钥 或者袁你觉得患者的诊断已经是显

临床表现

而易见的袁可以不必进行实验室检查吗钥 余 请制订

诊断标准

入院后的治疗方案遥 俞 患者如果有好转袁需满足怎
样的标准才能出院钥 逾 出院后需要为该患者制订长

急性发作期

非发作期

严重程序
评估

阶梯治疗

期治疗方案吗钥 请说明理由以及如何进行长期随访
和治疗遥
猿援 构建概念地图

限于篇幅袁本文只展示哮喘鉴别诊断及治疗的

出院治疗

入院治疗

概念地图袁不展示相关的学习资源遥

控制状况
评估标准

达到控制
标准

在概念地图的绘制工具选择上袁 建议使用

未达到控
制标准

阅燥皂葬蚤灶鄄灾蚤藻憎鄄悦燥灶贼则燥造造藻则 渊阅灾悦冤袁阅灾悦 支持直接从概

随访观察
方案

的知识地图 咱苑暂遥也可以使用 孕则燥贼佴早佴袁该软件是斯坦福

图 圆 野哮喘冶临床诊断与治疗路径渊核心冤概念地图

念图中构建知识地图袁创建具有学习资源导航功能
大学医学院生物信息研究中心基于 允葬增葬 语言开发

的基于知识的编辑器袁属于开放源代码软件遥孕则燥贼佴早佴

源援 孕月蕴垣概念地图整合学习

如此众多的概念袁 灌输式的学习效率一定是低

提供了本体概念类尧关系尧属性和实例的构建袁并且

下的遥 而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以真实患者的面目

屏蔽了具体的本体描述语言袁用户只需在概念层次

出现袁学生以一个野处理实际问题的医生冶的角色参

上进行领域本体模型的构建袁因而简便易用遥

加进来袁动用自己充分或不充分的相关知识袁试着解

对于野哮喘冶的内容理解袁应包括发病机制尧临床
表现尧诊断鉴别和治疗遥 淤 发病机制以气道炎症学

决问题袁将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遥
这些经过思考或讨论的回答反馈给教师以后袁

说为主袁派生概念包括院气道高反应性尧气道平滑肌

教师将以模拟现实或反问的方式再度反馈给学生袁

痉挛和气道重塑曰于 临床表现包括院发作性气喘尧哮

引导学生通过自我思考或学习袁 得出最接近于学术

鸣尧咳嗽尧胸闷尧日间症状尧夜间症状尧讲话方式尧神志

前沿和规范化流程的结论遥 对于未经历临床锻炼的

状态尧辅助呼吸肌运动尧奇脉尧听诊表现曰盂 诊断包

学生袁这种反馈可能需要进行多个回合袁在这个过程

括院支气管舒张试验尧支气管激发试验和呼气峰流速

中学生将通过思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袁 积累所需要

变异率曰榆 治疗包括院控制药物尧缓解药物尧吸入激

的知识袁养成临床思辨的能力遥整个互动过程中切忌

素的等效剂量尧发现并减少危险因素的暴露尧哮喘的

出现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袁 而应以学生自发得

治疗流程尧哮喘的控制水平评估标准尧哮喘的阶梯治

出每一个结论为要务遥

疗尧哮喘的监测尧急性发作严重程度的评估尧住院标
准和出院标准等遥

最后袁 回到对于哮喘概念地图或者知识节点图
的系统理解和认识袁 哮喘概念地图既是对学生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袁构建哮喘诊断治疗核心概念地

历程的回顾袁 也代表了通过实践得出的高度浓缩的

图渊图 圆冤遥 这是有关哮喘最为核心与总括的概念地

理论认识遥 图 猿 即为 孕月蕴 垣 概念地图教学组织与实

图袁其中的每一个知识节点袁均可绘制分支概念图袁
如哮喘临床表现尧诊断标准尧阶梯治疗等遥 学生根据
上述概念地图袁 结合设定的问题情境袁 进行
杂蚤灶燥皂藻凿尧孕怎遭酝藻凿尧月藻泽贼 孕则葬糟贼蚤糟藻 等数据库的检索袁收

集哮喘相关论文尧病例报道及哮喘临床指南尧教学录

施流程遥

四尧总结与建议
作为一种开放的教学模式袁孕月蕴 可以实现跨学
科尧 基础与临床知识的整合袁 帮助学生早期接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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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学习

构建概念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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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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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月蕴 教学模式知识系统性欠缺等不足袁 有助于整体
渊顶层冤设计和知识整体性尧情景化方面的优化袁提升
临床教学的效果和质量遥

本研究认为在 孕月蕴 教学模式中引入概念地图

将会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探索遥
参考文献
咱员暂

成果汇
报展示
教师评
价总结

悦

孕月蕴垣概念地图教学组织与实施流程 渊图中 粤尧月尧悦 的

涵义见表 员 所述冤

床尧接触病例袁明确学习目标曰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多

神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现代高等教育中的教师并不
仅仅是一个课程的讲授者尧学生学习的监督和审查

入具有资源导航功能的概念地图袁有助于弥补单纯

员原怨

上海交通大学援 诊断学精品课程 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咱圆园员猿原园猿原

咱猿暂

杂澡葬灶造藻赠 孕援 探索临床前医学教育中案例学习的新模式

咱源暂

园缘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躁责噪糟援泽澡泽皂怎援藻凿怎援糟灶 辕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泽 辕 责遭造躁曾葬造援澡贼皂
咱允暂援 复旦教育论坛袁圆园园愿袁远渊员冤院愿苑原怨员

施瓦布援 学科结构的概念咱酝暂 辕 辕 瞿葆奎袁李

平援 教育学

文集窑课程与教材院 上册援 北京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袁员怨愿愿院

圆员园

咱缘暂

晕燥增葬噪 允阅袁 郧燥憎蚤灶 阅晕援 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澡燥憎 贼燥 造藻葬则灶 咱酝暂援

咱远暂

悦葬泽贼造藻泽 砸 蕴燥澡葬灶蚤 灾运袁运葬糟澡则燥燥 孕援 运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皂葬责泽 葬灶凿

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 哉运院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孕则藻泽泽袁员怨愿源院远圆

贼澡藻蚤则 葬责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 贼燥 泽贼怎凿藻灶贼 葬灶凿 枣葬糟怎造贼赠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 咱悦暂援

猿愿贼澡 粤灶灶怎葬造 云则燥灶贼蚤藻则泽 蚤灶 耘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悦燥灶枣藻则藻灶糟藻袁圆园园愿院

者袁教学资源的设计者与导航者袁以及学生群体学习
课程袁此亦 孕月蕴 教学之精髓遥 在 孕月蕴 教学模式中引

枣燥则贼赠 赠藻葬则泽 燥灶援 粤 则藻增蚤藻憎 燥枣 蚤贼泽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灶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葬灶凿

咱圆暂

者袁而更应该是教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者和课程开发
的组织者和协作者遥 换言之教师应设计并管理整个

晕藻增蚤造造藻 粤允援 孕则燥遭造藻皂鄄遭葬泽藻凿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葬灶凿 皂藻凿蚤糟葬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责藻则枣燥则皂葬灶糟藻咱允暂援 酝藻凿 孕则蚤灶糟 孕则葬糟贼袁 圆园园怨袁 员愿渊员冤院

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袁尤其是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意
识尧创新精神尧批判性思维尧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第 员 期 总第 远园 期
20员源 年 圆 月

咱苑暂

杂源粤怨原 杂源粤员源

悦则葬皂责藻泽 酝袁 砸葬灶憎藻扎 杂袁 灾蚤造造藻则凿 允袁 藻贼 葬造援 悦燥灶糟藻责贼 皂葬责泽

枣燥则 凿藻泽蚤早灶蚤灶早 葬凿葬责贼蚤增藻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皂葬责泽咱允暂援 陨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灾蚤泽怎葬造蚤扎葬贼蚤燥灶袁圆园园远袁缘渊猿冤院圆员员原圆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