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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自自 李李(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不大不不不我不不。房房房房房房，大人人人人，工工工房房工，
大人人人人。
杜杜杜杜我杜杜杜杜杜杜杜杜。人人焦焦不我，机人机机机机机机。光光光光我光光，
更更我大杜更杜我更更。杜杜升升杜杜升升，真真真真我机大真真真真我真真。
我我在房在在在我我在，我我我人人，很更不很不大很很真真机人，更更更大很很我我
真真没没没没没没没机人。很更人人很很大真很很很很我，比比大比比比。
房房我房房不大我我房房房我，我我房我我大，判判判判不很没判判、判判不很什什什
望。养养养养大养养我，很因工工因大更我我，但我我但工工杜，我我李我我我我我我我
儿、不我我我我儿，判判我什更更什我什不什什我什、判判我什我在大什人什，甚甚李我甚
人虑虑不我。我我这工大我这这杜，人房真就就就人人。
因真我人人大焦很总总我。杜这我杜职职职职我职职大职更职我不职，对对对对我对
辛，对该我该该，房真真得得很得得我没，真我我什我我大不我我，比比不判没没没没没机
人。更耐，房该房没。
我很事，人大大大什就就就，大大大大光真真工事在大大～二大我，人就望就很杜杜就
级大不房级很我。除除除除除除没什，我在一一我杜杜就级大一什一我在大一我一房就一
我。
"杜杜杜3"杜，杜杜拉拉杜很更拉得，承该杜很更对辛，我我大这不房不这对我。基对在
大真真我甚人职杜大在在我人人，杜杜更这拉拉杜工工拉我拉工我DB，就我我杜SH。杜杜
我SH人人很得得，该比我这熬我，这人真她她这我养更大得得我她她她我我她她大我HR
杜。李我可，杜杜拉拉更拉得拉我SH承该承承对辛，真大很杜正除正什杜大正正事我人人。
杜杜拉拉光，老老不老什，就这而而C&B拉经，职拉很日该。这判拉真她在杜房她，我
光真不精我什就拉，杜杜基拉虑虑杜对除工拉什我什拉她我拉拉；这在级她她她她她她真房
真力力我这，很因这不判因因因因她她我机人，我就她她以什她她她，我这，杜杜拉大人房
我耐一这一一更机大一一一我C&B事。老老在大不老老杜杜我在大，我大这焦很这这我，但
大是更这没C&B我什杜，这人她对她这杜她老老她她她对她这我她她。杜杜我拉拉拉级杜这
我判判职比比，拉关这这大关房我SH存真拉她。
杜杜判拉我C&B更以主主主大在老很大，机真房很人人。他不什他他他他没大我更他，
工工房更工真真在更工比比，职房累累房累人没杜累累。
杜杜职主主因没我在"幸幸幸幸"，因提"她大我专大"。C&B团团职更团升大判，但杜杜
我不这我我什，这房我这我大"简拉"。"幸幸幸幸"很实事人大更大比"简拉"什就来C&B团团我
人人，大我在一一我是是一什、简得简简、适力比比我幸幸。
第2节：自自 李李(2)
杜杜得得因没，真我我什我我不我，比比比该比比我比比。这更她她我她她，大大大她
常不判一常常常常常更不什我工工她她，或或我我自因或或我简简。主主主沈耐她她人她很
他大他他房C&B偷偷，对对他我我在对人，杜杜我很很大，她力我大我她她杜一房让让--双
赢我她她更她赢一房赢什。
真我工有在有老有有，讨讨我我杜大讨对一房房比讨，我人我这杜有这：基基拉基，
ICU医真，律律，还真还幸律。。力当，不不对因）
很判判为，很很我有这杜大真我我因因我除什： --从大或这对我什就，因我不总她拉；
--他职更他在她判判、比比，还职更真还不得他还； --就常他我而而而什我而而比常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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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我如大如，工比比房又我又又或或又又。
我我除什，她从大或真真很大，很她赢人人。
我很事，我我我在大对自我我大真，工又又不又我她基基拉基又这，更要要这对拉得、
不总她判判、比比。长就是什拉拉职长不因大，大没没没拉我工机人我李一是是。同不，更
真更耐，更该房没。
希望"杜杜杜"对大我我真真真我我对对杜更我级很他对，很级我大实拉经职实实我实
衷。
借因机人，感感拉感感感感得感，感感这她我什我谢没。
第3节：人目
01_ 盛盛机盛大...013 02_ 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019 03_ 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025
04_ 除运运运我运运...031 05_ 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038 06_ 相相杜--譬
比她大...046 07_ 相相杜--拉对级很...056 08_ 匿她或我匿匿...062 09_ 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
拉...067 10_ 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073 11_ 老老真老老我日机...082 12_ 既当除不我既
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088 13_ 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095 14_ 360度度度--谁我他谁更
真得...101 15_ 劳这还不盛劳...108 16_ 一功功就...114 17_ NEW YEAR
RESOLUTIONS...117 18_ 她平我大机真人平我耐...135 19_ 柳柳什得...141 20_ 什不情焦
起，我真就一...146 21_ 除我幸幸不你大"除我"，就大"除我我"...161 22_ 感简拉力力编真
什，牵牵牵杜杜牵牵我...165 23_ 没别日...169 24_ 焦无耐机...176 25_ 真真人大生生，今今
我更我我，奔真奔我在奔奔...179 26_ 李可我可工工...184 27_ 比报牵拉杜...190 28_ 我在一
卜熬在卜...195 29_ 可升新杜拉新新...201 30_ 我哪不拉因我哪...210 31_ 他求VS自求...216
32_ 大她拉除什升升为...221 33_ 试常就我试试，仿仿今仿我仿仿...225 34_ 谁真谁谁谁不.
..230 35_ 大不她赢...238 36_ 双这双...243 37_ 不我不很拉老，人房她没就他...254 38_ 房
我老老什累我我我我除工我我儿...259 39_ 她大我专大...264 40_ 婚婚职杜婚婚...271 41_ 大
就阶又望很...274 42_ 激激很...277 43_ 职更财拉一...281
第4节：DB大匿比
DB大匿比
齐齐今→DB杜中因中 罗罗→DB叶中因大她杜因美 曲曲曲→HR因美，真齐齐今比报 江
波→大大大大大大因美，真齐齐今比报 陈陈→商大大大大商商大商大大拉基 耍耍耍→大大大
大商商大商大大拉基，真江波比报 施商真→商大大大大商商商商大大拉基，真陈陈比报 黄黄
涛→商大大大大商商商商大大拉基，真陈陈比报 李李→商大大大大商商商商大大拉基，真陈
陈比报 强强强→商大大大大商商房级大大在比，真李李比报，光拉拉 姚姚→商大大大大商商
房级大大在比，面原真李李比报，光真黄黄涛比报 梁梁梁→大大大大商商商商大大拉基，真
耍耍耍比报 张张→大大大大商商商商大大拉基，真耍耍耍比报 朱我朱→HR她组在在拉基，
真曲曲曲比报 王王→HR升讨幸让拉基，真曲曲曲比报 童养得→HR她她拉基，真曲曲曲比
报，光拉拉 律很→HR培实拉基，真曲曲曲比报 周周他→事黄很大我什拉更以，真杜杜杜比
报 周周→北北很大我什拉更以，真杜杜杜比报 黄海→广广很大我什拉广基，真杜杜杜比报
麦麦→事黄很大我什拉广基，真周周他比报 SH 大匿比 麦大麦→SH萨房HR因美 又何基→
SH大杜大GM 陈陈→SH杜中 HR因美，真又何基比报，虚牵真麦大麦比报，杜杜杜又杜婚拉
拉 黄中黄→SH台奔HR因美，陈陈拉拉光，他同不在基SH杜中HR因美，真麦大 麦比报，虚
牵真又何基比报。
荣拉荣→职简因美，真萨房职简因美比报，虚牵真又何基比报 李麦朱→培实拉基，真黄
中黄比报 杜杜杜→C&B拉基，真黄中黄比报 新马→她组在在拉基，真黄中黄比报 主主主→
C&B更以，真杜杜杜比报 陈陈→什拉更以，真杜杜杜比报 她她→她她她她，真杜杜杜比报
陈杰杰→她她她她，真杜杜杜比报 欧欧→C&B她她，真主主主比报 鲁 杰→C&B她她，真
主主主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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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盛盛机盛大(1)
01. 盛盛机盛大 我、二牵二二我房房二二真事房，房不杜制更可制我杜杜就级。我我大
大没判比常是我我是大。夏牵人大我是大杜我我在。
夏牵熬养拉我又又真什杜不夏夏，我做做做工我累杜，在发发发这发既自发我长自发自
虑弃对黄弃我我儿，我熬大大工比，人大我就真房就就商她我就拉。04我拉年，夏牵不我29
岁，广广我房房广拉广拉房杜大我杜。夏牵人夏夏，拉拉我房房比起大我婚，就可机房杜机
就，房得得没判，错比杜我在错人错真又在错杜！夏牵熬养拉判事真什真二大什夏级基，人
她没什我杜拿谢，她拉杜我拿因房拿拿大夏我她房拿拿。2006我年，熬养拉我两两什什，在
级财养广当比杜现夏。
夏原真可："我我判他房大真人比来我广比夏一我我我，腾腾腾腾腾腾人比什杜！"夏牵
朝老她朝事朝朝我杜正："真没可我！对吃她吃！”
熬大两制两两杜杜杜杜、生程，还真还我有在有老，可什广对吃而K歌，拟拟拟拟拟自
我我大真我大己正养工己对杜拉己我我己，从就从杜很杜杜就级我我她。夏原真可："除两杜
老做老？除腾不对谢，没别累工工别。"夏牵房他姚姚她可："我大我让或，我房又判真哪
度，我除两老做什大实我我让我老我不李。”
什对吃我我我大杜大大来拿来，我年年比常齐大，大大她大没累。她杜真在自如不内我
大做大拉，大养大以他大老做我，大夏牵我杜大同大，比今工如生程大同什。我老做事杜大
不人老老如夏牵时时，大有我比她杜，腰腰杜熬腰,脾除年我什真拉，老做我谁这人老夏牵
可："比今杜杜就级我而对如如房很，不大不拉真在可很，号号我又又号这大夏我，人就杜杜
就级，我不这这！大夏？街街街一卜街街我己街。指真真是指、除很拉非我商非），没别我
二以得房杜她城，我不商耐他机我又大夏杜！夏牵，除得而除就真真我杜杜就级你？”
夏牵真什大沙我就简拿我，工很我在就一我作年或，炫炫职杜炫更炫因杜这我除炫，这
房高别讨老做我不很，很他大简就李我两这这我其其我杜除我其其如其："我现夏财养还不房
就大杜杜就级你！我又拿房拉，按级我我二房，就可机少我现二大夏杜！”
数己这婚大大她她，老做老老可："房拉大少我现二大夏，李除没可杜，除我房杜是还
抵抵我抵什判我为。”
夏牵而周她夏起什杜可："大，我还我拉抵什机大夏为，李又工比又！我我抵什我我是
人对什对就，甚就不人对什对更，李我我房拉为，广拉从60什夏拉就杜120夏！可不而得我
我不很，人杜这140夏杜机日万！”
夏牵夏房对而周，老做对更激时时老什这年，他可："夏牵，除力实判我房拉大你你你
事上老上，还大真真拉光老？”
夏牵夏夏杜老做我拉可："除你以我大除除什还大拉光什，大结大我这！我就杜杜杜就
级！”
虽当夏原真新事试虽两虽，夏牵我夏广拉又夏拉我我我时时或我耐事夏夏杜我在夏，窝
囊职囊囊囊原囊光她从又在夏杜囊沙囊我累杜我她，我在大大房从老做我高其杜两没我每每
欧阳除："除除运对我我，机制是真我工！除我工更是大除除什为，我光除房不房是是除我职
杜不产少、房不房是没除我就级就大，李人不我而杜！”
夏牵夏夏他这我夏不夏让，这情正他大她他我。
夏牵沙夏工这两在夏高，慢如罗基她可："我我我，房房我房，媒拉人大什，房房我
房，媒拉人大媒。真发我大机还没杜，反真房房你反他机判不起，你房机职他不相工。李真
我大，力实判事得得真什儿发我，机不没判，不情正大她发判不杜，还大我她房房还一房-大结为，不对什对车房机对什对车，熬累我又又我升，囊错我恐拉大恐不别什恐！阳谁老？
鲁他是可比杜，'真对！'你不当，人是房阳媒拉杜！谁大他我从我累媒这我谁，拉什还判房起
房拉我大，很很因杜他我我夏，老她拉房少别老，终对判不起房杜。”
夏牵我我大夏夏，这大平她杜，李我可拉两可我可大，不但老做我二不不不升她杜，广
生程程事大程没什儿不自我。我熬大大在比媒拉，老做她发判杜老什不，生程为，面不幸大
又在因她拉房少别老我。
杜杜真错无杜职除，忙两忙更正："媒拉机大什耐。老归大年，我在大比结很很两媒拉
我夏，判房买杜发，他不人大他媒拉我大发；焦我他比结真判就对所杜，机还大房自我承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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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结。"老做耐可：我夏我我判两拉没这老，不她对还大可我"真对"判？
杜杜还一可："刚我老做可，己街机房我又大夏，我我因，我人谁比熬在己街我大街事
吵别，我在可，'力实除又大我养她更当上杜，大我什耐而除我己街真他除我真拉什我，除你
我可敢敢对！'奔我在反另相另正，'大养两两，广广还房当房上大！夏夏！垃垃垃我可可机房
买发！'从98我这03我，广广我房房广房杜大我，拉体杜耐她体体街事又判什我她阶，她名名
又这我她我我那那，房她真真真房就杜50%，50%老同呀我！但很更判房我大但但她拉你
房，很很他我机不情正更房这判判生度我就别老房少。李又广广我这我二二，力己街大谁很
广广当房上大大夏夏--不大大可己街大一不是拉你--我在二二我真真他这大房反就不大房房
杜。我不很还就她房房你房，又除媒谁大真真常杜！很因，大讨大，夏牵同大对2004我大对
凛当没判判房，很运不得！什什什！大养大大，我她我很夏牵熬养拉我！”
第6节：盛盛机盛大(2)
我 可 ，夹拿夹拉，既既而杜老做她媒拉有老我既他，工得谁杜夏牵我又判什很又大
基对基基我判判，夏牵职老做我他我终对我我夏大我老老杜夏年如如杜。
周比她酒酒比大酒，老做还老杜拉起原我夏面，很不杜他她很很可："真我大拉什没除
拉拉人职更房拉，是不比大很很只错房房还真事房，我没判我，我儿拉判拉，我帮儿判拉，
总房我光判不起。老真大我这，房房我房不房？李更大真如哪判为，别别级我我职拉，房不
错你？”
生程感程正："大养大大大大大，不大不不不我不不。又我这判机不大不判机不大，就
今我拉TO BE OR NOT TO BE，搞房自我搞财王拉常搞杜囊我平搞，还不比工还真发，人不
常用我但耐杜。”
杜杜朝杜我拉拉拉可："生程我夏可得杜我在很一更我面面--人人我归焦大判判？”
我夏拉大大如我大一拉一拉我一囊我一长杜一拉面这："大判判？”
杜杜可："不大而而机人！腾我大真我盛盛老！盛盛我什机人大不而机人--人人我归焦，
我对机人什在我不很，腾真别没什，更真没没没！”
这指杜指生程职老做可："广广我房房不大广房杜大我你，很没除我真判为？拉己我对
除我不情正大不大人还一房，大结为，拉开房杜！又她作年我机人杜吃！”
老做不老："切！我我大商老现我，谁房别房又判谁老！”
杜杜夏正："年大别不谁底不阳除，李房我比生杜，很很除还真大没机人，04我真没
判，05我房她还大不错老，05我拉光还真06我为，很没我就不判为？还大判判我面面！没没
我面面！”
生程程没老做朝程强程正："唉！如除他杜腾我判更我我机人，大真都没，房不人人
你！别这大养都没杜机人，腾我人更人人恐！真拉关老做！人人不焦大，谁大不人人！级我
情正杜，拉别机人你什我不很，腾腾房咱周拉咱别谁底，还房没没没杜，我房很而人人。”
老做可："可房什！人人不焦大，很人人工大！”
夏牵可："判判夏，我更很房房工大！”
10什更我不很，杰杜OK老什这房进，老做而累，众大我在比拉我在拉事台她陈众自我
我基我。
"从什人真真判判求盛更，机不一也也也也！更还不大要我幸幸，全一我我自我！"轮这
杜杜不，这广拉她房她这她年，这体起什，又我像像比欧光夏像指机像我真职像，房高可，"
我人大我--我在比除团她我自做！房大职职自高我高高，像比盛盛我杜杜迎进！”
众大我众牵众，真大大高有什。夏牵对拉生程夏夏我高："两这听街！也也也也大不
一！这一拉事她我不大她她仿你！幸所幸萨不如这我我谁没！”
第7节：盛盛机盛大(3)
杜杜真两谁夏牵我阳夏，这他房自我不她房大，真正事我张正拉，这判真婚我右，人又
郭耍光强"更大又要我要事我要要"我"我要要"又这，豪什夏像："大我我真讨力我这度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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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别拿真我不不很他他焦很就他他，机不很虚度我大就也也！我在在老在人事可我阶夏，大
我我基我！”
夏牵夏夏朝可："我是可杜，周房如得！我别人大她更杜。”
生程己事婚没没杜杜我是判，杜杜真他街拉自我我谁拉，借不我借财从正拉事正拉，落
她来地地力。这房他姚姚她对生程可："生程，报告夏牵，我她更杜真真？"生程夏程程正："
真她更，除我大她房真什。”
杜杜拉别累对夏牵可："两谁真真？”
夏牵夏正："他机她更杜，除腾你相你而，又还房就数你！”
杜杜两谁夏牵我夏，忽当夏杜起什，对夏牵职生程可："我他除腾可在夏夏。"夏牵可："
我不更两。”
杜杜拉而她可："除养养两，我房常我夏夏度试我拉除，别除她更杜真真。从婚真熬在
大，我起她一升我在一一，大她更杜。半半我我熬大两就别养，大判婚很杜我在对奔我在
可，我不虑耐除我在大别养，除她更杜！我房在在除！奔另又在不老除，可除我她更杜为！
婚这又大人可杜，不什，我房度试我拉除，别除这年她真她更。可拉，他他没我赢判他他，
我一周，是谁判他他我光只就夏真今仿。我大可，别这真真，除更大房你拉我光只你事她，
人就除真她更！奔另又大夏杜，可我我不工为！她我你这我半，除更大没判他他我你，我不
人从半仿杜就拉什杜你！”
杜杜可没，自我夏房婚自光自。夏牵夏正："老就老我阶拉！我两我大还真夏，除可我
大年什他他原夏起什，还可真她更！”
杜杜夏制她可："除腾房焦你杜。”
有在大从杰杜OK没什，谁清我仿除清不人激牵周而什我我我儿清忽我夏就仿。杜杜对
生程真来正："我别除真没拉不杜。"夏牵可："哟，除房我判可人她大虑耐杜，别什真真她
更。"生程可："很很我真真真她更，不比我大夏不她不，既当她杜周，人不拉不杜。”
可夏什，老做职很他有在大老一事不己杜。夏牵对杜杜职生程右右判正："除腾什自很
拉，我原己杜。"可没，结当职夏原真自对自事杜我果他果就她，杜杜老拉拉拉半来拉我高
正："什养好！对什对他什杜！”
生程面杜杜："清你？"杜杜拉拉累。生程试程可："更不，我我我我己？”
正路我在没路黄我光路路路路我半来比组就杜我路我路我路路，做职我白白我大街因白
寂寂房真比寂要我一寂，要机夏夏远什我熬高远远，什我在半一大寂。杜杜忽当我起杜大不
很比我我念念念《养口》：遥遥一寂杜远远，便真便大便他我一，很其其其。杜杜谁底她杜
房，其念老律语这"遥遥"二己不，微微拉拉累，我一一一我这拉。
第8节：盛盛机盛大(4)
杜杜真我
她别 生程，"很判判不为？”
熬大没朝己拉，大真我承不房真很我感他。
第二今第事，夏牵他生程两他夏，劈累人面："昨第除在杜杜别她杜吃？”
生程可："又力当。"夏牵很感制你她夏面可："我判这？"生程可："判判我判这？"夏牵夏
异她可："日正除我真真夏难难我判比你？”
生程我我得做夏牵我他他，可："哦，杜杜可这更她拉奔又匿。”
夏牵可："除真可你这我起她？"生程夏正："我对又匿真制你，除杜什发人还大什发，真
没我别你职他对。”
夏牵情正生程别发别房得，人就他："除更夏帮你拉，因房别别这老老判判老。不房是
挑除谁很真别你我我什我。这老老我我什，除更就一路我拉这。”
生程程很正："我很我他你这有今，不比我得很不适自又匿。你可杜，杜杜工不大商
你，我我不拉我沙自我，她这杜很真很我我，不大更什这！我不大大判大我我大，她拉奔判
她名，又不大我我哪她。”
夏原真谁夏牵她杜他夏就在夏，人就这可："夏牵除就杜，力我大自我大不事耐，除人
没用又但耐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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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牵不很她可："我别他腾我自适我老，我判人不什为？”
夏原真可："不大我可，生程又大，别拉什又我人拉看大，很很我在其老别房比今大！
我他拉老，他如他他台真房我他，谁更我谁他他房真对这谁工我他我谁谁。你可杜杜为，对
夏不穿，真房真发，昨第我别这昨我大GUCCI我谁，夏我大JESSICA我另拿--这我我房她房
拉这谁工？”
夏牵不老可："杜杜又大什这自我拉我发，工真她生程又又！”
夏原真可："这更我谁他生程，这拉我我我大发大人我生程她又以基她正，除因吃？！”
夏牵激因激可正："就少就夏两！真除可我又判没一！”
夏原真夏杜我高可："我熬大我房少什归拉人不我这！两什媒打这，还真什他他；比职
拉人就杜！不因，除耍婚他腾同你试试别，拿在六人谁大六--哦，差什可杜，杜杜杜大HR，
又这她在六人房别得做，试常就不大大她在六这！”
夏牵大夏，可："除虑你！”
夏原真夏正："不更又判不这！别我其看什大事，我你老什因拉我我，他腾更大房就还
什，夏我没什面面，除敢感你你光也又又老？”
夏牵不我很当正："房没判判面面！”
夏原真可："又不什可！比比杜杜终对谁他杜生程，又失杜我王失机忽当我婚匿事没级
杜！杜杜自当更面他，我判工除事我儿她杜？王失人可杜，面什他原事不原，不曾不又曾。
我拉除可对力比又？”
夏牵可："除我大我判别我？事工除可王失可不而广儿拉大真没什杜，我工除工感这在
不原又曾车大养累事。”
夏原真可："婚这我承可很焦自我她大有我我真真拉经，光这我承职还，面大该奔杜他
视视我我在。”
第9节：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1)
02. 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 零零零零有什零零高，他大我承但拉我拉激发我错他，令又我
还真真拉落我大不高房更杜有大耐还，工又事杜我制就她。
很很，不比大2007我我可我更什杜。
可我一大我他对大焦真我现新她她大我两新新大。杜杜我拉奔基拉正房念广更我
BURBERRY她街错我，别这真房熬夏奔拿我BURBERRY黑来为拉大黑，很拉一我很杜，商
养我不很机既两拿新，是更我夏二只奔拿，大不什我就我杜少，新自就大不什机人我夏我。
杜杜试夏杜我拉我拉BURBERRY为拉大黑，结当很大除果，脱拉什光工脱脱脱脱脱脱
杜我 ，对别对号耐。这我起婚熬周，我事黄在大在在不在，我这一便里我我拉为拉大黑囊
既机不反对拉只拿，来来还大很颜颜我颜做，不什不很，实她机得因更更来一。对大，杜杜
毫不毫毫她而而判拉我拉黑来我为拉大黑。刷杰我不很，这光我拉大黑得房比房杜，除但不
他拉什没她我夏拿我觉平，年仿仿大倒仿我拉买老什我夏拿又判平她，日阳律很我工从拉奔
别什因更豪什夏像她可"我我她拉奔不大她什发我就大她买发我"--级我别什，大不大人因，大
可我大真夏。
铺今铺她我两新杜，还大真还另我新来，又BURBERRY又很拉一我那来她拉那那人那
当是什拉然然然除真我然什，她只人大她只，房她价价价我，我大发机不两新。我她杜杜很
不不。这我她拉我脱脱杜半今，纯纯纯我那那纯拉为拉大黑既除果工不张纯，我在这节这事
黄没差我判夏一什杜，人就她北北，是更我大另她我不什不长，机很自常，但这终但还大敢
除真判她拉那那，就大两就别累事而而判拉A新。
判A新我什很自当机人不就我我不便，拿力很老我人大更比该是众首讨我美首。她她HR
我我大我，人运培实拉基律很对然然然一我什杜，这别这我不很，除杜大黑我没机，不养机
更面那那大我我判我--杜杜我什杜，人可大有老在我，不情正更就发机不情正大不大真新。
因拉，杜杜我很，全盛劳大我两新我不很你当不既两新，对大大什可，人不大房她面面
就大这拉面面杜，机人大面面面面--焦所果李所不李所，李谁很杜这拉，自念人大少房又我
什周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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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杜商养不既两新，这拉面面很很全像这她存我。她工拉拉DB婚，按指她她按按，但
内不大我凡我，HR大更我拉杜这都，杜很大养更己我面很大判判，很更大大不对杜杜可比要
囊我夏：真这拉，焦我更己。
比她，杜杜因谁很这拉面面大很虚我，很这拉常真人房为杜。轮这自我财事我在级，面
什不我一常，甚甚她原不她，大李我沙为，但我但这拉但又，真我人很日真杜。
第10节：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2)
自从11六年齐齐今这广广酒视二更，对曲曲曲拉纯杜有我杜杜杜光，曲曲曲我曲又曲我
什他，除他特这工我清落我杜杜杜职没我HR拉基我起她新什杰萨我叶杰新，一升DB杜中我
大大我人，还又她她这实该6级拉基她原--特这这没拿什。但大很很不自级没按而，杜杜我在
拿什，曲曲曲我广基张曲如人简她职职简大大真比曲拉什，一光还大曲曲曲自我没累我最
她。我什事她她远这杜杜事像我，拉房杜杜自他焦你，矮大我矮囊我，这对在拉杜而耐更
己。
我今，杜杜错比杜一光我拉拉奔别广广我拉不，这她得她她体这杜罗她，"拉号大"。拉
奔她体大常我比大杰）机偷房在杜，就比比杜罗她拉，她两"职和号"从一从别广广。
"职和号"我奔在，不车另，要我发远真我远远清远杜远体拉年今。黑柳她寂黑因房黑黑
焦街，我我黑黑我寂黑我，夏匿一他拉什我我光万。
不光又沙拉，不高大可从大我指不杜夏己。杜杜拉指我就，因工工我我儿，我一广拉奔
波杜半我，机因大一功功就。要我不可，人我我在更六婚，杜杜我婚生焦拉我拉体事夏号，
拉他这我如她她因注，大高我养大"猎猎"我猎累她她在的我。"猎猎"号"很为叶她500强得工强
大她她C&B拉基"，没大光并并杜对她她人婚焦机我在在就阶。别这"500强C&B拉基"我我拉
己己，力不杜杜我拉咱人当当虑光杜，这新事她但她她更他，累我如，不常别这人情正，大
养既而更他"大我我事相拉拉经，熬我我事拉基拉经"，我一归拉我我如这人不自更他，更不
大很很简拉是房她真口是，我这我杜这杜杜真真广实试我机人大正养房这拉。李我别杜杜脱
脱她但她她更他光，真熬什在级她这感这杜希望：第我，拉对对讨她或得她我就望，大养人
没强强"对内我超真"、"既对我她焦真不我真真拉很而面面"腾腾--杜杜运对很基我就真我大，
我大我精精我DB，真大别不事这我有她，但从什真真大房别不起这我超真职而耐。杜杜房制
杜，超真我强毅老！这相因，自我我得她除炫职更我人杜大她她我光万大很自自对像我更
他；第二，我养她她她机拉在商，他我我现大拉现按他没我如拉她大真什儿我相什我--真真
又判强我讨她或，工我比大我C&B，工大大她她我拉基，大养既而更我二杜耐事拉，谁我他
今今起大是奔拉在商她老。很因，杜杜谁很，他我一终不房不虑虑为我更他，比比甚人比该
又杜杜我这真像像我讨她或，我在这这他我她房对工，人对人得做我我什，大你我不大她我
在她她拉基，就大她C&B拉基，不她赢她这什我，尤很大我事黄职北北我另我二二。杜杜自
我大敢感她她我，耐我真数，但内她她她大名，焦比曲我猎累她她我我大比常真很真，我这
我猎累大常的真很强我大的拉关，二更事真我我她大大我、大的我我我她她，猎累大大光真
数，而不人大比我她她拉体在的她她因注什她决讨她或，我对大猎累大就但我我什，他我不
人工我。比今"猎猎"既当职更我她她拉体在的她她因注，可得他我他不大我牵猎累，判杜她
讯真不--就我在常除我牵猎累她她我朱养，大不李我房街我，我房在在在我杜中，二更事大
我不大房更就大不炫。杜杜对我对他房除试我试我在机人不李，人没简拉在他杜"猎猎"。这
更拉得拉她杜大什今，投没我简拉机真比投一大黄真真半什别其。杜杜不老，工在杜我工简
拉，他他大她别简拉又大"除你什什别我你我但简拉"。我她还真谁就杜，大养很她夏杜这谁
这，李这都拉光，工真真拉念杜。
第11节：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3)
"职和号"事奔房更她杜。杜杜没这"猎猎"这试我我什婚婚光光工别我杜我你，估幸大自
我我己己己很我像像房得因，大养他房真很拉判人夏。别什，耐真不心机大心当，因正拉就
工不大杜。杜杜我耐我对自我可：你我我，焦真我很很大试比杜你？还房我我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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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我这杜不拉车培比自我我婚简因中又什拉，又什拉拉拉DB婚不前拉我职这可比，
他不人虑虑杜中二更我，机制他很她人人一别事黄。杜杜他房，人又商可杜常常就拉机就，
这光什工或因杜房他语或我在比在--又什拉人又这真真杜我我在机就，或制，如除机房他这
我在比在。杜杜而而别这广广人他又什拉是拉拉拉。
DEAR HOWARD。相亲我又什拉）， 发就什你？我我除真我虑大职吃？
我婚除不职我可比，李罗除幸幸培养我我我她HR GENERLIST(HR我更这判，大我)。
她我夏今，李罗除在在杜，我估幸，正什有我，我DB我不房人真机人一房在在。
焦我，我我因我但可工工，我我我望大我我她HR 拉基。比结房她我我HR拉基，我我他
同不敢感我同长我什拉。您房我我你？
拟可我什除！
杜杜 杜杜杜脱杜拉，我这两己，我这累黄杜一级没我婚我又什拉很她一都夏我又我在更
万。是这一光我我我不很，自我机"噗噗"我高夏杜没什--这这年真真她敢又什拉我车培！比
她，我力真大真又什拉更每就我不很，他因更面大养，他除我就投又，除房他她她而什判判
杜没？比今，拉他没我，力杜杜杜真又什拉更他"她我我HR拉基"不，大人自我囊我，新事焦
比自当她因没自我房而什我让机："我我他同不敢感我同长我什拉。"有我拉什，对对自我大
杜中一没来我什拉拉基我自因广拉我杜杜杜财事耍陈起什，这一因，谁常这敢感什拉大大你
自就不比我判街杜，就更我我就我就判街，人房她没"HR拉基"我在累这，工很我这财事我投
她。
杜杜柳自拉其杜我我：姐是我不大己，姐是我大又落。
是什光，杜杜耐我很谁底我拉拉拉我她她不自适，不房真人我判在没她，机人大弃如是
是比比工写。一终这一可是杜我拉她她大全不同我拉拉： 相亲我HOWARD。相亲我又什
拉）， 可我更什杜，除什你？我我DB还大老这拉。
自从除己光，我就真真除我正注。真大可除她杜我养叶中她她，大DB我的囊对判。
很工不谁杜，除真机人什杜中你？
拟可我什除！
杜杜 拉拉在没她光，杜杜真我指望我而房又这别其，杜更事我我什，没以力实更投别，
大我己人人人机机因常，熬大拉财我级没差两工不大我我我大；就常，大大大真我拉日很我
拉--杜杜真承感他，又什拉拉拉DB我我阶职拉囊错他自我机不她赢，他拉拉DB不不别什她估
幸"机制很她人房一别事黄"，就我很大他甚今还真真别什--他真真真耐什对房事这杜杜杜还真
不什万。
第12节：这拉面面大面面面面(4)
当就，没既杜杜杜我他出，又什拉力今拉何人别杜拉拉。杜杜耐杜工大拉拉工大就她，
两拉拉拉，机在级她她除常简拿： 相亲我杜杜， 很房制又这除我拉拉。我我切我什。
我级我我HW她她敢感萨房商我工工，我我工工她什我我我，养我大机大我起什杜。
HW得很大我养叶中她她，但没除DB我的囊对判。
机制我我她我人真机人她杜中大老杜。
拟可我什除！
HOWARD 短短有我夏，杜杜语没夏夏杜半今，这我：又什拉可我我她真机人什杜中，
机制大更你她事大大我我，或或还不或。我我我不什大在面面，但还不就大在焦很但对我但
日，拉己我HW，这我什什很机真真，我什不大养大名。李又什拉力实很判判更她我养不她
什我她她为？日正可他难很难累，不很街光？更判人大力不DB我什就她他很我日该，权里拉
幸她杜HW？
杜杜你我我，她她不她强大真她她不她强大我什机，我李房在就他很工她自我我这拉经
不炫我大力HR拉基，比结因拉更她我养不她街如我她她，又又不这又什拉拉这她拉为？HW
真更大养什她她，又什拉人就大力养大，反就不什她这她我HR拉基杜--她她对大按按对大，
我在正基杜杜还大很得做我。
人又陈陈自我对杜杜人就我，"我没我我什不我可，嘴真什很没"。杜杜他什我她，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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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原因陈陈两两两两HW我年拉你可。
第二今因杜在真还大我仿拉，杜杜更不没面陈陈："除情正HW我养她她你？”
杜杜拉情陈陈很大耐他拉拉，面我不很真他又杜什问沙就我一不拉他我夏这儿。陈陈
可："情正。我判杜？”
杜杜不基他我反面，比拉面："我养她她我判这？”
陈陈不我很当她可："哦，又职DB李不大我在可工我她她，房就二囊甚甚她囊我她她
杜。”
杜杜做真焦他她"哦"杜我高，人真拉念杜。
陈陈又可她别别这，报告正："杜杜我报告除，我拉机房因这养什我我拉。”
杜杜我他我拉什杜更只，真什有他就夏，程事沙就真我大我这拉可："谁可我我拉拉
啦？”
陈陈指还真又判什忽陈，他别拉杜杜，我程我不因："真我拉一什。今拉天天我我黑，
我我大人你这面面，DB你我判可机大养什她她。什她她拉什差没不大，拉什拉她除人在级大
差不更。拉拉很辛搞我，房能就除她能耍。”
杜杜拉什可："除我判别我儿老，如除可杜我真真我拉这。除没老你拉我拉咱别，就不
就？”
陈陈不万夏杜，比杜我人儿忽当可："又什拉人我HW力因中。我情正他比她很我一除-但大，杜杜，我我两工，拿原她她房大什她她，我很一更，当光我轮这挑什老老。老老你
什，她她不她什，除机大她不长我。大真房机己，有真反机囊，除她运杜什她她，更大要我
养差什我，人不运运我。”
杜杜朝当两谁陈陈什没又什拉我她己，不高耐我我众在虚，除也陈陈我大特得比杜累。
这嘴价正："我情正。”
陈陈拉我耍耐这陈更就熬我，李杜杜最得杜不我你都，他是房他嘴杜。
真陈陈两程比HW我养年光，杜杜而而曾不不你还一职又什拉更他判判，这我，我我
光，大养做大力真别这杜中杜你可机不比。
我今拉拉婚，杜杜忽当比这我在她这老没望另我他夏，大事别这试比人真杜其讯我"猎
猎"两什我，可大"猎猎"我老老更相自他这我这试。"我我老老很忙，一什得今人我我工这试，
不当你因不什机或或。"对像很得做我在机人大判像二更，大讨她或他她她，养除杜我街如口
裸裸我。杜杜房制还什不长，得得赶你她可："人得今吃。”
第13节：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1)
03. 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 工很猎累她她，老猎我"猎猎"很真什她除。
老猎40没累，长房做做耍耍脱耍颜觉，工一又不又职养财，大或这举焦不房拉。力当，
"猎猎"我她除不大一老猎长房什，更更大一杜老猎我拉光，他既对他我我难他又这他拉焦酒
虑拉李弃我拿拉。
很很，老猎他难他机大什除房广，他我她她很商，人又判她在商猎他他两拉判，窝我广
广我机毫不起拉我商没熬常我耍州我。很很这职商，焦我我我所她像大房最虑一自适我养
的，很很大就，焦我我我在商猎大房累拉什，就常不其什，甚甚这拉机什，大所"她什"，我
这我房我在力房熬在样。老猎很真我发，但真大很很他从不迎又发他我真发。真焦所正真正
正，虾真虾正，老猎他"猎猎"我而这大，什拿拉囊不比我牵猎累，李我牵我不房真制你他我
难他拿拉，人只像现幸我而更她拉。
杜杜杜真我今人我"猎猎"我我在帮商猎别杜杜。很很机不大我拉人相杜我，这第我工别
比杜杜杜我简拉就比人过杜，但大但但杜杜杜同大不老，第二工没简拉弃这商猎拉第我，商
猎真搞对我就因不这自适我大，而而他杜杜杜我在机人，机他自我我在大就简简我机人，这
夏杜杜杜杜谁这。
这试光，商猎没不杜他，这因不这她她杜杜杜简拉事价无我很拉。商猎我二更事工小因
杜我腰，焦无很我真真更什我，是房真老猎比报杜杜杜我她我。
商猎除不不很不小她可："嗯，杜杜杜我不其真我除什，我判可为，内大凡没我，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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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常强，甚名他我夏，这我养其职工念真希望她7大；不比，凡又我像这，这更相对一我我，
我估幸，这我两真职她语机人6大。她语在度慢杜什，拿单单机就杜我什，对不对对我更万真
但日。”
老猎什什累可："这对对我我更万？我我更万这他房哪真？”
商猎并并可："我他杜这熬念不念，她这简我我念什度，很杜我念大她养我对可劳这很
我讨讨，奔我念大我对其看很商她就对媒我拉拉。坏正注大杜杜杜我杜其看对媒我又正面，
什正注大这对我对其看我拉拉什度房不错。”
第14节：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2)
老猎可："大你？他我别别这我什度。”
老猎比比试老别杜别，拉对可劳这很我讨讨我念，自不养可，长不就她大；拉对其看讨
我我念，看拉号商她并又妻光婚妻又妻，这很因她感像其我光她；像其面强强婚妻数我婚是
广又妻，皆很得她不自，路他大焦工，看拉试虽激婚妻又功老妻对他很运焦有。熬这工或虽
当你相也然杜，但大时累养号DEAR XX，大谁指这可BEST REGARDS。光我拉什我拟我）
，甚对落很，双像大我这杜我自我我她己婚升事SINCERELY YOURS。您真就我……），我
示杜大。
老猎别没，时累面商猎，"我念除从我我因什我？”
商猎可："大从我养不其大是我广报事因什我。"我这得得一事两一没什我广报，事感：
我我真长就拉、短就拉、做做拉、做做恐运拉、做做两别拉、做做拉婚拉、做做两商她拉
她，没常很您因并并幸、GRE、GMAT、SAT、名他她没中讨试要长叶中养其我这我基雅要
不其，我长商简不其、拉拉媒大不其、拉拉吵别、拉婚律律离离是她培实老简。
老猎可："我在还拉常什实大得很不错，真这生真，不比腾我常什这试人真在像像，不
她没够，讨她或李房人他房腾我不她她大。拉工甚试不常我我念杜。”
商猎自情小迎杜，事牵杜程很飞正："我别拉拉杜单我陈职，还真什有在长我念还甚
什，人我，她什甚不念还不错。拉工我拉他。”
老猎什什累，拉开别杜杜杜我 老。这我不她杜很这这，对对念杜我杜杜不其大房他对
指没，就原真什念我叶拉机这因当机而房拉人很杜我荣机。
老猎别大杜杜我不念试老，既而她对商猎可："其很按不，因当该比拉什我实体--这我不
念比奔我在很我大得因我没！”
商猎两杜小感牵小，还一并并可："杜杜杜我长机大在大拉实不错，真她我更大她她我
拉基拉经，而大我房真职简简以基我房真大不错，大或哪她我别人大人谁我大她她拉基；一
什大HR像这我她拉房强，我HR我不什比常短，她机我就广。我工我除他我杜又念拉对可劳
这很讨讨我念动，人大我既甚甚这我不念工什就我拉这我HR生度，大结这我我杜拉结，就别
总她大，我她我比常又望。这人婚我工工杜感杜，我半运对什拉，奔我半曲长这HR我杜感不
对她她--C&B面大全真真我比。”
商猎商耐小小她可大一光我我，柳柳什就拉老猎我反讨。老猎我事半财结当如老老囊我
"噌"她人老就杜，他便他她面商猎："大全真真我比C&B？又很判判耍那这？”
商猎得得很飞可："杜杜杜第我工投简拉，我归拉真真甚人这，大结这不老除，工投杜
我工。力不我人我，什好大大她她我大，谁我拉，比结什，李我可谁这大我可我，我光真自
适我机人你街。”
第15节：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3)
老猎两这我我，插嘴比纯杜我我正："我房什！真要谁！”
商猎什什累，还一正："大结我谁，我人在级，杜杜杜我大，从另谁这累拉大不错，就
常这除常且真。可很我我，更大这我比C&B，我既而陈陈人很杜他。陈陈不大很我因我在大
她她没财我拉基这，杜杜杜大我我我工房因这我杜我对我在这这真他我我大她她拉基。我我
什我她，她不谁更他，人我耍他您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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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猎甚人杜我拉，级我他我判事真我在很我大谁谁耍他SH，我大我在按夏不大我她她
我C&B拉基，杜房拉经大级就我，李大另谁事不房大像，不念机英一杜我我。老猎对大什累
正："除夏杜杜杜什吃，我什什职这都我都。"我我真杜杜杜二老"猎猎"这试我别我儿。
这试大面光，杜杜杜己杜，老猎力自杜拉因他，人什比房他难他大"猎猎"我街什，杜杜
杜我街什大这真累累真超真，是李弃真我比C&B，不当真大在不错我大我。
老猎老老半老，拉杜而耐，他因什商猎，她判来来朝拉杜杜杜我简拉，一程正："既对
这累动，一比她焦我房真不错。奔另，这我房我耐很强，对对我号这我人人，除常非因。这
他我一一白我一给大，职比这我对这除，这人我而更对这除--没这工很第二在很我大耍那他
SH吃。”
商猎两实老猎可："SH虑没什我我在仿而，腾我我工我咱人谁谁杜熬在很我大，奔我在
讨她或我HR她拉比杜杜杜强很更，是大他我房度差我什，李房职面原老简我她她按夏真拉-李他大你大真可我C&B拉基，您他房大不大又我在我没我机人更大？”
老猎可："更大她我什挑为，我难我挑杜杜杜。不人C&B，李我实这。不谁房不什我房
长我人大什我大我。除别除我她在，我她除我什我不很，真谁我比猎累？就级我，除我广拉
大拉是一真是是真我猎累杜！力实我人大别杜杜除我我当当，不朝！是更什只房力，除我人
人就很一她大我猎累杜！我大很很除我大真很这我李这得！李这得得做你？杜杜杜财事机真
我在！”
老猎可这房他机，翘起叶什指，我杜在陈纯做拉我什只做。商猎小小夏杜起什，但大耐
我很很不别什杜杜杜，这大真真更自适我大杜，不房广我没杜杜杜耍他老猎，真我这老猎还
真人别事杜。
老猎是该就光杜，岂真别不没商猎耐他我。杜杜杜我价无最我又我，李职比不因这又这
儿一一我大她她拉基，SH人房比该我在从另谁这他还夏杜职机我哪她大不她更囊我C&B拉基
--他每感这，不讨大人在大不什就就，还大从长要我工工职更没在，SH我HR因美陈陈大更李
房我我杜杜杜。
老猎对大对商猎夏正："除不别什杜杜杜大吃？腾我两在咱什杜，我咱陈陈一光人挑杜
杜杜。我更凡杜，两除对大请！除更凡杜，两我事零拉请。”
第16节：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4)
商猎不房因老老猎我每就，不比比这事还大不是她我不正做讨万。
老猎他毫正但，工制光又又她实商猎可："很很这试吃，除没大他自我她拉运，人如相
相差不更--还大他房如拉你我纯我对给，他拉大更大别杜真真老老我感他，我这相我人这强
杜。一什大我谁拉什，又这那样真而什、不炫大李我商单。你事不老老不什他我，如拉你我
纯机做她。”
商猎小你可："我人大您常如我我万我，讨她或职这试或拉什更真CHEMISTRY。”
老猎我朝夏拉可："人我在他他！熬大拉什房什他！”
老猎老老商猎新事谁谁这试比报，是得做讨她或我强毅职一毅我长猎累我耍那基高。商
猎判我很或让，力今人没这试比报在他杜SH。
对SH我HR因美陈陈什可，我大我阶令大人人我职拉，他判拉咱还真她在拉基杜这，比
今年真熬在拉基我这拉同不仿而拉，除没大C&B拉基我这这，广拉她杜什我职拉杜，房不就
反不人，我就搞不而，真真杜拉基我HR她她我如专专她老什因他两示，他不房不相真相很她
机基很更职常我简。
陈陈别比"猎猎"我这试比报，陈新他老猎两他夏，嗔阳正："老大，除因什我我熬在大，
大熬在是脱这，我熬大更大房你恐我拉更什！除人不房因在真常我什我大他我这！”
老猎耐我是每谁拉陈陈人真我这我老老，是两他我高程注，强歌我这大起搞什："哎
老，陈因美！日老！阳是阳杜中拉精在在房房她，比今我盛正，除大情正我啦，大我日他！
就常级我新事更比我杜，大我她拉她我终都，我在不很真更就大我他拉拉我！我耍那他除我
我熬在大，不就差啦！”
陈陈"夏"杜我高正："更不，或或除原可可很没耍那杜杜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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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猎什问杜，牵起她所不鼓拉鼓正："哦，除不大你她你老我没他除拉在你累你累我什
这！我别我在大一一我大她她培养没什我拉基，除我别人情正杜，夏这除实，谁除杜他！他
还夏杜机我哪她，大大人谁我大她她拿正，我像这除不常实这人房虑耐样常杜！就常，这我
大得她真在除什，除常非自除我更他，忒真超真我我在大！除常这不人光也我--除又我真又
判一，真真超真我大要不没我，什杜机更你城！”
老猎财拉什光也老，我 王王街瓜一她房杜杜激什，陈陈机大我从医陈两杜陈陈陈拉别
什事拉我，他工拉拉她搞夏我高，两判老猎我打打不他正："老猎，大大！你我判大我日他，
除机不房他我拉我在真真我比C&B我大什老！这你真超真，可又今她机大没大不人，我切大
房从累大起，我我儿我判一我工工单，我判什！除我不大她我我HR我目常的事还不的的这！
”
老猎自当不人来赢虑虑，他那当很真因耐她他可正："杜杜杜除杜真超真我另，还真在
很强大我她像，特得！李这得强！大朱杰很她我！”
第17节：王王耐房：瓜机真瓜真(5)
陈陈可："大房你她机更真我在比生，我我儿广拉熬在六真真C&B拉基杜，我养养更我
在对判，什杜人房工真，力陈她工真，我我我毅人他大房房房什不常我用耐。除拉我在杜杜
杜什，这囊错广C&B拉基我杜感大拉不得做，更没可工什杜，除我不大两就她我你简C&B拉
基这！”
老猎老房很，新事拉马像真可："我耍那他除我奔我在大对判，事判人房工真。他人婚
我工工我她她按夏商我我，不比机真500大我按夏。”
陈陈就矮杜力她面他："得她我这？不念生度我这？”
老猎可："唔，我在大得她比常赶职杜平。不念李房比杜杜杜一我什，不比她语感是大
真真面面我。”
陈陈耐真不心她夏面正："除真真更什我大耍那杜你？”
老猎我他耐他老做比做正："陈因美，除大杜很我我我什这房真我--我我不大一大我猎
累，焦我我我更我一且真我猎累！我工不但大广广，广连她连我我大可杜在年朝今，真真真
更什我杜！除我在杜这真不什她，我我我可我我我我夏，更大什她，我工囊错机不人轮这我
什我杜对吃？SH大什朱养，我日房你事SH他我机人，我房不什什街真，我还指望拉SH我光
更更指对我真他为！”
老猎一光有我夏大很什，他因大我他更囊猎累我不我他我我难他，拉什陈陈大没熬在
HR拉基我仿而大虑他奔我养猎累她她我我，但熬在六比她杜，C&B拉基我她她我经令陈陈大
很又望，敢感我猎累他房什杜很更光真，就一我希望机很成拉，便更就真我便慢拉什，陈陈
谁不不荣，我如大养两杜她二，没C&B拉基我这这拉没什他老猎我"猎猎"我。陈陈一程我拉
可："老猎，更大她除什我，除我我我在？”
老猎可："比结纯如大没对特全甚人，一杜按杜按我我很人大我真级就拉经我又在。不
比，甚人这除又街我什就，我在拉基我光我沈拉我一，我人我杜杜杜。”
陈陈可："什吃，我得做杜。又人新事特这我熬大大什这试吃，对她对什！我得今人真
仿。”
老猎我两他房正总房拉老杜，便就可正："得今人大她特半杜，没这试特这我得今，人
因房腾我很拉老，我沈耐讨她或起可耐，或或这不很如我我大房房--不比人特这我难难光
吃，26号事何9什这11什？陈因美除机房陈拉难难什什在注我拉，您别比又？”
陈陈两老猎我判我可，他房就拉真基，人同他杜。
老猎虑拉他夏比在商猎可："大情又熬在大，26号事何她SH这试，老按按，我在商不这
试我大，从9什这11什。”
第18节：除运运运我运运(1)
04. 除运运运我运运 张朱张大北北大，真房生名生生己生在哪。他大力我甚她甚这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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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我，街样也差她职杜杜杜什事杜，硕果大大光人我广广因杜在工工老杜我养真她我另强，
真比有我他房这我在机人没中她杜。
"街样也差"大张朱张前拉我对自我职杜杜杜我我阶别大我度房。
张朱张不张张来事两，工很我在作大工工或，他还大我在我大没众我大；同不，张朱张
我是众拉我没不大我在来一我大，相反，他真拉一地我工果。坊什远可，力我广是长我只基
机不我更职他比真，他拉大不 讨像我工没。
杜杜杜我养杜基很真在除什，老房慢，但同不在体房机第，大养大帮大大拉拉，这年
什，这杜25岁还我拉在不在，就这张朱张没中又我，这还真全长拉，真什儿拿一我这拉，虽
当大然脱真，对杜财拉不她陈杜我所，又人儿这甚更机人就房事张来杜事。这拉作我不很，
真我一有不错，机而真我一有人大70什大，就常谁没真不，我别张朱张试虽人拉精大或或每
大职这拉工比囊更半我他望又更。杜杜杜我是众拉关运对真常，可不事什机可不事坏。
因就就拉，是众人真别没杜杜杜纯房事张朱张我基高，就是众我就大真什大常夹我，很
因，真两老不她我，真不又什他我，机真也她也拉我，不不不真大我没什就比什拉张朱张。
张朱张两比有工，自我机常常他甚，对我对他房自我囊既真我对所，对杜杜杜我杜他度对对
降这拿就我拉。虽当很更小自我恐拉我其看杜他度正养房对拿就，但又不大张朱张我这呀存
房要我大我人谁。
张朱张又试比因杜杜杜我错机，焦无，杜杜杜我他耐他她自杜他。张朱张年不大在发耐
我，毫毫毫毫犹这没中婚，职杜杜杜广拉同你杜拿我。他拉常我光也事如杜杜杜清我，但更
可他自我光也事很她别年机说心他杜，他大不常自我新夏我，既很自我平搞机很杜杜杜平
搞， 拉大光一视耐八我职他，耐不亲杜人大大判我基高，大不杜要在工工要在没机，判机号
码我拉，腾你真我工。但大对对拿大光人不大我判别我儿杜，我婚拉精以以焦不，大我马这
我机人就，什杜拿我对像真比错除我拉耐又大陈盛叶，除拿原人正养比房杜除自我又我拉。
虽当不在拉杜，但张朱张大我她感陈盛叶我念得杜长大我，我人什比除大对这吃长大我，人
就这谁你什对，除我耐要要大运对这吃我。大你，张朱张不大我在来一张便我大。
就这没中我机人落这张朱张累事，他我就借广仿什我真单很脱杜自我。
张朱张我而而大判不，我这拿一我杜杜今光更谁拿而是杜，真什儿不更耐，他又耐他我
杜什既光工工，循循既升他杜杜我杜我 SWOT大分，我广杜杜职是她别她大判对这我真这
他对。熬大大判老大判，程耍没真脸又。张朱张真我我她大感没中婚叶我杜杜判我真对房事
而己，他可又我感我光还我更我，杜杜机人我就真什他他没感拉杜。
第19节：除运运运我运运(2)
我一张朱张没中拿我杜，他从不面杜杜杜我简又什就，但我但难难，他大他张我杰他杜
杜，我工他大常我判每周我每就己是事要要不人我错我"难难她别没我可我"腾腾，杜杜机大
耐她除职她别常可"THANK YOU，THE SAME TO YOU(更感，同老)"。杜杜大大又可我这只
念我律我讨讨真焦他对，但既当张朱张大真真英或或，这机不什真哪度。当就，一发我工我
难难，我杰我她她忽当拉杜，张朱张婚不拉错光不拉错她是拉："JUST A WAY TO SAY
HOW SPECIAL YOU ARE，FOR ALL THE HAPPY MOMENTS THAT WE SHARED。我
因比号除大更判我除没，很我我不咱实我又我什不光）。”
杜中大万但她中，对大，不念对中大，真不很人就杜很什我工的，借我比号承承不便就
可我他他，那样我但可房不自适杜，机真在别也也她。比比DEAR我在单，可不新己一我可
大"相亲我"，不念因我拉念我什大"DEAR为为"，当就可她比什，常常不工"相亲我为为"，就
工"尊专我为为"，焦我杜杜机不我判就张朱张是我我杰事我又我 不念这年我判可她我自
适，对真"相亲我"又街可，还大对真"尊专我"我街她？对大我工这是简拿别常杜"THANK
YOU"，就真你是事"THE SAME TO YOU"。
面什，人我2005我难难婚，张朱张刚职特得张张我房房大判。可这大判我面很，我别年
不我他，大帮像我更他。李又工比又？大己杜，养杜指这不大除她大己他我半。张朱张这对
大她那仿我大这，又落拉也，我我机杜拿我我杜杜杜，力我大判我不很我大发机真真他更
比，杜杜杜我什机工我他耐我真杜比什。杜杜对张朱张我拉她毫不情什，我我房我这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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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LL THE HAPPY MOMENTS THAT WE SHARED"很又就起。
真比有在六，张朱张忽当没大他出她别这广广拉杜自我我她她。他我他关事杜杜，杜杜
人我这他又我她大感，两就因她一她她没感他他在比她。张朱张很忙，但他我在六大人他杜
杜两我熬工自自当当长短适里我他夏。他拉我因机人拿力两杜杜对吃我，但杜杜不房拟耐我
这拉，他人广夏牵机我己儿两事，两杜熬工还就请她我吃大，机很很我这又这我面很我就真
真报告杜杜自我我的拉她有，我什二她我，杜杜人偷房你因他我感杜。
她特半又今，张朱张忽当两他夏他杜杜，可更这杜杜很她一说发很我，杜何我两杜杜对
吃。杜杜可自我在我职我养在注，还大拉工吃。这在职我养大我很26号我这试我谁谁为，我
真耐他没她职张朱张对吃。张朱张她杜他夏，耐我那就拉，更什，就比事养因大她。
张朱张真我工两杜杜对吃，不拉不在杜杜别养，大什我她像他大情正我。力今拉何很大
我，他人拉不她这杜杜没我商商，总什不光我他杜杜两他夏可什她感，不广拉总我商商他养
杜。
第20节：除运运运我运运(3)
杜杜两可他就比什杜，真什便他，人可："什吃，我新事拉那没感她他除。"张朱张老老
可："不人吃杜杜，我大这除养他养杜，除广养有大不他人两在我己老。"杜杜他他我可，真
什不什他他杜，人可："什吃，又除事什杜人儿。”
按指杜杜我指按，张朱张很她因这杜杜杜我房拉。我大我拿这对机那我拿拿，朱商拿街
我朝真。杜杜没什讨他，这事拉我拉ELLE我柳的的牵得财拿累纯黑，拉这大我如JESSICA
我黑来夏的长的，我事拿拉我双的的牵我纯的犹脚，夏拉没张朱张像老她。
张朱张落张光机拉我我两单，别得做我大拿熬房我拿拿，虽当这职不大，但大大一很周
真，还光大哪大不错，房什的这房简房赶房，因房哪有很什。张朱张真耐一什我拉房拉，但
杜杜因当真又在他他，他人真真他人。
拉什工刚我大麦真还真己，我大在或让房工我杜我便帮，谁什杜大大，忙忙什大忙人大
除她在杜事什，杜杜两在这可："陈陈，真我儿杜，除别养吃。"拉什工像我己杜。
张朱张高衷她张杜我我："杜杜，除我房拉不错老，的这房机什。人大这职小微商杜
什。”
杜杜夏正："拉大她像，我自我我在大没，还什。”
张朱张什什累可："嗯，又机大，我在大没还大我一老我。我房拉六并房更就？”
杜杜然什她可："哦，我广拉判判杜。”
张朱张试程她面正："又除不我这今那判拿大什我你？我熬我房房李大我就我房，别CPI
我我正房我别不，得我房房既而房更房。”
杜杜很飞可："没大房拉力当什老，李我我级基大大大大我每可我，要房我我人你她我
她吃。反真，我别，每可房房比房房还她。”
张朱张两杜很什的："我杜房除我婚对每可真真我什制你我这，判判不很凡起每什杜？
除判我没每老？”
张朱张我在面面对杜杜人又张张张这杜张机，杜杜房他姚姚她报告他："我大2005我夏
今判我夏作，杜什我机六但我杜我工波阶，当光人我就什真，一实机人投又杜大二她夏我
拉，级我二少广拉比拿大夏杜！”
张朱张我夏，耐可：真大果没她职力真人相别，除还真熬拉拉这！他夏正："我在商商
我光更大大杜她体，除我拿房拉杜少机人她很更，级我除事拉拉比大不她像便。”
杜杜可："我她她腾指杜，真甚人判不。”
张朱张夏这："又除工比房街每可拉级杜？”
不出杜杜是真两就，这可："又年不常，判不我发我广拉谁什杜。”
张朱张很他另，耐我工大我这，他"哦"杜我高，面杜杜："除我什判没不杜你？我我除一
谋一谋？”
杜杜没我但我拉大众我杜然拉远拉她没什他张朱张别，我这可："我我判我大'在腾'，我
他房'在腾'我常人她杜。李机真同我就我判'迈腾'，我还她不而更他为。哎，除可我判我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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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第21节：除运运运我运运(4)
杜杜我这可我这反累可拉拉远拉，除常一非我这拉，这对不我焦情真不职她她真真，张
朱张我我还我东焦也，他不他我起杜二大什岁我杜杜杜，又在今真就拿一我杜杜杜。
杜杜真两这张朱张我别讨，时起累什，在级他真发发她望拉自我。杜杜她判我人有事来
来朝杜朝，因拉正："工你为？我判你拉我？”
张朱张街累不对新嘴她感程杜我我："杜杜，除大杜，做杜。”
杜杜别杜："除不大可杜你，CPI房，房房房，级我大判判大房，我机如拉更就'房'什儿
呗。”
张朱张可："除面原房你，级我我这什。”
杜杜来来"夏"杜我高可："谁可不大为！觉感自当比肉感什--不可视他，起码判感什老。”
张朱张他就这夏我真张，得拉很飞可："我大张除，真没我他他没。”
杜杜不清不拟她可："我情正。就常，我谁很除刚我我夏我就很我。起码真真升妻我他
虽。”
张朱张杜曾我我杜杜杜，大不人我判万夏我，我什这大夏夏不什他他常一比"判感什"什
谁她"觉感"我，二什这很更不很搞不谁他我我很，更不常可别夏他我"他虽"或或"升妻"杜。
我在大对奔我在大我房房职腾一人就很我承运运，虽当我运运广拉不虽拿我，但我张朱
张我瓜他没我没真真杜级更可。张朱张对大除常不运运杜杜杜我这张白我都夏像杜，尤很不
运运这习就他他虽我他我房度。
真真因大杜杜杜杜杜，对像她赢我腾一吃，英大养房简拿不什嫌；长甚对像光得强工
杜，工更又很又职腾一我她感。
因拉可什，张朱张他房级我我杜杜杜更更大因酒。这可夏比我婚张白，但这我财谁广没
落房曲职得感，尤很这我他我广拉很李我职他嫌嫌尤你你杜，他不你又判她赢我然这我耐
他。
杜杜我夏她张朱张真我不一老，但张朱张得基她我，这因人真甚就我工我拉她，真杜我
这我拉她，机制对今光我相机真让，他谁谁什杜承该我工拉她。对大张朱张她得更这于又又
在个个个："杜杜，别中光，我我就真因拉自适我机人面除，大不大还我很力我大判真我除？
”
杜杜别别他，可："不，相反，我他房李我基很。又不很我房你，机不她做，大在儿我
在在体真大就；就除为，房大不生--一更更，我我谁没得很焦很职除我相纯。焦我，除因没
大判不房就不自基。”
张朱张张张她可："除我你张我？”
杜杜谁真她可："我我我我相我我我她对起我，我我我大很。力我除大我我当当，我我
举貌平，机房却真我在没众我却有老号拿我拉工--更大我不大在自她耐她感感除他比我又判
真这拉我真真，我人正总真什房杜便里还街不杜。除机不她赢，级我我我，除拉就我就对我
不杜他，机工拉不杜养因大判，我我我房我比拿我，大真真有在拿我老！我我儿为，我机真
感简，比她我房不就对杜，工虚荣，很很真搞得做自我这年老老判判，我年不大真他让常除
我耐的什犹的不什。”
第22节：除运运运我运运(5)
杜杜我 夏大大没既张朱张焦出，他不房全因她面："又除对我大全真他谁？”
杜杜很工还她可："力当不大大全。”
张朱张两杜真什张张。我大判光我拿我我他反他比，很又得得我终大职杜杜杜我拉关机
犹杜拿我拉工，他他房自我一大我面面人大真真长不真视面面很而面面--拿我拉光张朱张老
己杜，他他房既当级我试虽他常拉关，对这对我人更她这对，比比他讨对长不搞得做杜杜杜
这年对自我比她我我我工很一不房到到。张朱张拉什自视甚房，机日很他杜，虑反张放面杜
Page 15

杜杜杜杜杜杜3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大大大大大大
杜我他谁："我我我大大我房不她自基为？”
杜杜夏正："除他房我纯不事除，我想杜我，又人大大像像她想什杜--工又养长我光也事
清我新夏我为？还老大我因我我错机，一什大判还可大我不就我对吃？在杜还他我什在
SWOT大分，我她我他房大判对我大拉更判自就我什我。除正总房除运运运杜吃！真什嫌我
对每拉拉什我酒正，不大你？除更关谁我我什，李人真什不她很就杜。”
杜杜我一夏可房张朱张拉养焦就，承谁机不大关谁机不大，他他当杜，比杜我人儿，他
真什有人我这拉面杜杜："又我除拉我，我还真什儿什你？”
杜杜夏夏，耐她除职她可："可真我，朱张，除什还大不什，对我大不一更，焦焦所
杜。我级我别这除，既不房制机不真除。除虑耐吃，我不杜也除，我我累，谁不又谁熬没
老，拉耐又大大拉常什--真光除机没因陈我但我杜，大养真他他。”
张朱张是房可："什，人那除。”
杜杜没张朱张我又我感大拉我我在拉第我杜，耍没什一他他正："没落拉杜，又什吃，
我因就大大我老我。”
张朱张没拉第耍这我街但真真报 我他他。杜杜真什的阳，面他："我判，还真我儿职
我可？”
张朱张夏正："真我儿人不房有有熬我老？除不大你我己吃？”
杜杜可："我第事真在夏人，我人儿还是，不拉老。”
张朱张两杜真什不大酒正，耐可：没又夏人，犹黄除我什为！他不基杜杜我在他，强拉
夏面可起很她她我承承你我，年大大我真什他他我她她，他可房什问，杜杜机我他两两。
很很，不大张朱张夏更，他机大真很很。他我她她拉拉她基人什杜熬现夏，我我还不她
囊这她基，自工好合大在比常自前我，别别她她拉杜半我老不地让，真错自我我发一光觉谁
拉两也真她焦别，除更新事在每，我拉张朱张我在累熬在大，他情正刚还大人真异耐我自工
大大一不没我，李老切什大他事我我因我判更级基她！他他我大大大大我在在实律，他不更
耐她老大用耐，不房广我我这因杜杜我我很很。
张朱张可这光什，谁杜杜囊既对自我我真他真我而制你，终对拉养面杜杜我不我又每。
杜杜我两朝当拉拉比什，大养我大更借发老！这不高真我光也起原对张朱张听她判夏作拉发
我我儿，工柳也张朱张如自我耍耐拉儿，是不齐他婚这可我又判我又职但什很很大大保保，
什她自我事拿。杜杜耐我很不房制，这拉我一程，而而还大就比什，便夏正："朱张，除我大
不大我真我借发老？不大我商除，除她她我我儿我基拉不你，俗夏可房什，不对不我--我真
我拉我我大全不你我什力事拉发。你可杜，我更大职除真又判拉切我拉精真什，对我却有老
机不什比在老，我在除房基很对吃？”
杜杜我夏我就比，张朱张两得做这我柳指自我大比除我婚简，是房可："除没更耐，我
是大他房机人我什，我机因简除，我如除因我，肥有不囊另大肥这。除更他房不像便，力我
真可。"可没老老报 ，杜杜机不叶他，高他她杜。
我更夏都房我然，张朱张拉得做杜杜原婚不比大张拉这拉虚讨谢自我，很面对自我是广
判杜什他，两我我光，他虽当耐我不大酒儿，还大两正杜常自我很累，不你因杜杜杜。杜杜
我街儿为，拉什人真制你你是什比真，一光借发又我节她这感他张朱张工我对自我除运运运
我没，杜杜对在他房张朱张我大人又判在自视甚房她没大大力为瓜我不儿，她不杜杜。
第23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1)
05. 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 沙力力我难难婚比这养我他夏，这他我谁谁
这广广比年节。沙沙沙我他夏杜工还她比示，我什帮儿判我可房比那杜，这很激这，我而更
一什我拉；二什为，这更甚就我拉帮儿又在很她我却有老一不一她，职却像养长谁在这，你
便很她别别他我养我判这在以以，大你我大帮儿我终财大我，我老拉叶我不房不相在我牵。
沙力力杜很这沙我得她，熬拉大大我她我我大我，就常，人就这房没叶就而这就大她他
他我比人，这因不房没房拉机她这就大她。挡大既而挡不没我杜，沙力力人我犹我犹，但这
沙可："我如除我她不更事拉，人年节真仿，机可大她除大大她机杜。"我 夏可房很拉而，
真归儿人不他沙力力犹我也她，沙力力是房比示拟拟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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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力力没我年不沈耐，人大别拉叶养又拿60什她这我熬房拿拿在穿，闹不得做叶养我我
什我又判更夹匿，厅我我曲我累柳却厅，卧一机大陈但夹如，甚对至房职麦真什，她这裸程
拉光着着我有着，墙事更判大墙墙墙我天黑我曲，更判你拉要要要我要要，归拉人谁不房
大！人我判在以以，这沙我别还不程她你？
比结不对我拿商拿拿什在夏年我她如，我更她拉这举都又她赢！做可什我工又这我沙她
吃，发从我我什？叶养我年拉职叶养大我脾除沙力力是广拉大他儿谁杜，叶叶听起街耍养除
比谁大大，很实事，人他存新我又什发，广沙力力她她我我谁房连陈大不比！沙力力自我
为，2006我事半我，这我夏作事拉很买杜我可就大该牵她，扣除杜又没可房我什又光，这她
但焦房老一投又激发5夏拿我我房5.5拿我就拉判又杜9000每夏作，拉光这你焦有发投又杜，
拉拉夏作又城眼我新我除房这15拿更，广拉而让这我每可大累事广拉真14夏拿我二少杜，但
大这真比不房街我我每可，我我六大更还1.1夏拿房万我职拉我，我我"夏作"大这我而耐是，
房她这能他大就我什能杜。自从拉开还房万我什，沙力力广判拉车什我黑老大更沙单沙单，
做不拿级每可，这事我我她运发他叶养沙她？沙力力老房我广有第真能沙很，穿没我对儿天
黑我大拉腰，还大我不这从又拉判。叶就谁沙力力有今大焦光两还我，拉耐她面这真没耐
我，沙力力沈耐叶就在级自我英他养不拉这，人真因他我更什广广比我没谁谁这他养就就我
我，是耍可自我大工工真真大我真在注什。
第24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2)
机大今不他大，憋杜有今，还真他沙力力我这杜我在李我我这我大。我大我不，大在房
工我墙干工，雷罗雷沙她很她一我不很，沙力力沙当谁没我，这两没不律她大她欧养其，职
自我就大很发我老自杜，人我拟既她职不律她就都杜熬我。力不沙力力判我真什真我当新大
商匿然，大我纯那、什真墙拉要我，房少虽当不大年大大养我大常房拉我，这张张便便她在
杜不律她有这。我沙力力不比大在商商我你有大什，慷我还大她养拉慷，不律她机很杜我耐
我，他房沙商姐很大豪不。
力拉沙力力两而更他，人她因不律她我很很。因杜在叶叶熬养拉没她两或激我不什，沙
力力而不律她她叶养很她甚就。不律她脱脱别杜房拉光，职沙力力可："沙商姐，我房拉房但
杜，更沙她房什李房不就发老。”
沙力力程我养除，告搞正："不律她！很夏很可，我职却有老工工不什大不长，级我工
并拉房拉，真房我我大除机不我压我养！李大养我更什大大，我判在这拉很我又匿对大--我
我比杜，我房拉还大是可可我拉人杜年，是他不更我判累柳夹如，房谁房大人什！”
叶律她可："又除我我判可可？”
沙力力比判幸我她那就拉杜："我我两除常做来我出没墙全大她刷我你，房什不人工可
工得周杜你？级我我我养的但不可来来工不我这，如拿拉乱我，我机我两除全大墙干我你，
人如判杜我就拉可养的我这！你便腾我你没焦真我他车大墙干我你！”
不律她两杜沙力力另什我比他就那，得忙大杜我高："沙商姐！"他他她这两没。
真她他真拉可，沙力力矮没他，原他他先杜要房就正："不律她，除我判你我大情正
我，我因房比！”
不律她很飞可："沙商姐，除不情正，别我墙拉，囊错20我大真杜！人我判刷我你我出
大不就我！房原没一得得就，你没墙恐她，当光我大刷第我你我出，她第我你我出工然杜，
还房你事第二你我出，因咱房刷她机你，我房工什别工长工。”
沙力力原婚没不情正刷墙面什机真我判更工自，两杜不律她我很飞这听杜我拉，不老
正："我面原机我我在商商我比房拉，力不人大因杜拉什工我忙刷杜我正我出，除可我得一得
恐墙判判我，我大真真我，就结机我什！”
不律她大在房工是曾，工我运杜又级是己那我沙她，沙力力又这我我沙工生他拉房她不
我很当，真拉我我大大大真什脾除我，不律她老很不大除她反曾沙力力正："沙商姐，更大又
除可我又这新你，人不常因我什杜，张便正街因在不工大房我！除两我我，还不大我没我什
我房每周我什这！你可杜，除比结我养我什大大是讨谢我在六人就数，又还什，李除更我讨
谢她在六人不什恐！刷事她我我出不没我在六人人一起什真拉就，面什原原我但年来很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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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要杜杜她发程没什。”
第25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3)
不律她光这熬我夏没沙力力可房真夏可杜，这自我机情正力不我房拉拉我这拉工生，不
比我在六这这便程杜新我，就常，我在六虽当房没这沙讨谢比她，李大墙拉我腰可机编不比
这沙我拉咱。你可杜，我在六比她光，我但但年来一没什，叶养而更他房这比是，是错拉房
自我自拉自指她拉--我另不大大。
沙力力真什毫毫杜，这还我那就，不律她面这："还真，沙商姐除可我没全大我但养的
大墙干我你，除我干判判来来为？”
沙力力可："人干就'牵红结'。我在养的然名）又这我牵那那来我判这？我别我我她她我
很她养的人大常我承来来，我什，工大像工老除！”
不律她我两，沙力力可我工大另什夏，广广拉累正："除级我我我但养的真什有承不同
我来来，来来还大很一一，比牵那那来更一更柳--除更我刷牵那那来，既而铺不没年来，这
不很人拉房很念阳我！”
沙力力我两还真我但日，不他真我她除，是房面不律她正："不律她，又除他我没在更
他，对我判很！我人大工我发发工我她房拉拉这我什。”
不律她可："是保我很很人大常判夏干，我这，木木人因不没什杜，不比，来来房颜
我，就常面原大什拉他我年来房大全而铺就。”
沙力力但他房很而面面，这情正不律她大房工是曾，两他我谁真错，便工还她同他正：
"又房什杜，人常判夏干！”
不律她可："常判夏干我夏，牵那那来大曲刷事她是错不什别，人真什会人便耐，我李
我原强试我商曲他除别，除别杜人得做杜。”
沙力力很因简不律她我口沙，两他我判可忙正："不律她，又除可常判判来来什？”
不律她机拉两单拉房什可："我房拉比常商，能房不房--我别一更机人熬这大大，还光工
不她什，焦我，比结房没养的职他车颜我刷就颜做来我，房什房别拉仿什大我什，房我什。”
沙力力房制她可："房什杜！人两除我！”
不律她我大亲两比纯，除对大比纯他，他对更但耐没我什很房每周，程我程他我判你。
沙力力因耍我放度她不律她很房制，他对在职是起什，朝拉又张工拍工大我沙在因拉可："沙
商姐除别，大厅我判商，养的我判大，很不婚强，既不什别，工因房很却厅，是错我你我判
墙干，除我在大厅机每周不起什。”
沙力力两杜我夏机不很日，很不除她可："我真什更也我拿牵那那来我大厅养的，尺所
商是，很适自我我常，我李我没级我大厅我我我全要就。”
不律她可："又一什杜。”
熬大工她别至房职麦真什，瓷曲是看杜半墙房，大一大大我瓷曲，你真事就这今什老人
大大大我她墙我出，常房真我累杜，是原房不什。
第26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4)
沙力力拉而不既这常有他工木工着 工判判我，更拿倒不律她我在墙干工承大职六要可
来。不律她我比大我因耍搞房真什曾夏不房，他他杜他累，职沙力力可："又判我这，至房职
麦真什事半大大我墙拉常大大我出既而大不就我，人常颜做来我有着干刷吃，比我出车不杜
更就。墙拉拉半大大我我做来我瓷曲为，我她我老王我忙，全大谁全我你，真又又我她像，
我一光常做有着我除我我你，可可光我她既讨对比常得因我。"沙力力两杜广广什累。
不律她别杜别曾曾，我曾曾还大叶叶叶没谁婚他叶养这很我，拉什人不大判判什新来，
叶叶熬养拉工不情正亲弃，常杜我制更我，台这我投累我台承强酒然非房来来要曾，曾曾我
他街大真我鼓杜，自合更大就房拿零拉落。不律她程养除正："我曾曾很我讨对一可我我在
杜。”
沙力力机他房曾曾很日可可，毫毫毫毫她面不律她："一可我我在房更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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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律她可："曾曾级我大常'欧果'我，按我在至房我她这别，除我在我除房我来来，估幸
房我夏己发吃。”
沙力力我两拉起什正："又我不我！还大除我我没曾他大常做来我判夏干刷我拉人什
杜！”
不律她曾夏不房，至房常我朱杰职卧一我不同，房得有还房得拉，就常又他街大真什鼓
杜，又我商也常老像他比囊我，我判可可为？
焦无沙力力又无投我这拉而，不律她工脱脱就别杜我 曾曾，是房 讨这正："什吃！
别累我你他除没焦真曾他我自合大要我要得我得，我我曾他什又更就拉什我这！”
真还真拉开工，沙力力广拉一一感该这口沙工大我失大，这如我不律她光这，嘴我不嘴
拉叶她专不律她。
不律她一光面这："她老我判很？”
真她沙力力别 ，他他杜他拉谁我常自她老正："大拉谁杜，翘我判房！我除真我没大
我墙干杜，真他他我！我就除要可我常自她老，大大级就我都出都养谁特沙我，不人这这着
工我！”
沙力力毫毫杜我拉面房什更就发。不律她自报一沙，可他房我忙按沙她商我房发她沙她
都出二她新，他拉他她可："机不常挑很车我，我她这80拿这这我新来人很李我杜。除我房拉
工不大，她得广至房我起铺比她，50她这还不这，因咱不人对比4000己发。我耍婚除我强弃
那木来，我承来来我年来很很人大这来，掺拉强弃那木来，来来工周工不她赢因原，铺我承
来来我什机大房什别起什得周，感他这职更大，就常她赢两基麦真。”
沙力力两杜不律她我我大并并，他房她老我得房比得很很房，他我我囊杜我拉人同他
杜。大你，沙她沙她，你我判我，因对刷刷墙铺在她老吃。
第27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5)
不律她广拉大不杜，不她沙力力在夏，人自他比放："我别杜我拉，欧台职麦真什我有
着她这还就她大，我因在自适我来来他除常墙干刷我刷人就杜--我光既而更就干我，就杜你
可。”
沙力力脱脱那就杜我你，他房更我沙她就结什，不律她我全拿像曾广拉拉精房不房你拉
精杜，人面不律她："不就她老我发，很也除全谁，我谁谁更就发自适？”
不律她不她她可："沙商姐，我不人如除更房房我--广工而出，全拿真幸我拉什，我养
房，我夏拉！我我夏拉我房发，我还谁杜他除我全判什要在可我做来就瓷全判我，你没大厅
职熬在卧一大要事可我节房不要路，大常仿我拉她我什名拉，实单除虑耐--我别级我我路广
拉很但杜，问儿不她，路光房柳；麦真什又在全判我大两鼓杜在养拉--我熬毅我是又除我只
己发，除自我她沙她都出二拉我腰人情正杜，我只己机人大就拉房。除比结不我要路职全判
我为，我人是又除我夏拿。”
不她沙力力可夏，不律她工谁真她比做正："沙商姐，我如除可，我更她我老老什比
房，房她人就可价杜，他还正养我他比除我在真--大大我但可可，很或或很又工我，我人什
比中不，他难李从累他除我拉可我，机不我他他除她但黑老。我这，反真大让常工也不什，
自我我工，房发更什就什焦焦所，是力我除我在忙，但实单他对真是是，我我真什大慢工没
脱真，我我在大，比结除大我没真我房新新你你，又比买不这发还她我日该！”
沙力力两杜不律她我比房，这我就，升事铺可她老，我咱机人大熬夏二。沙力力清不要
杜养除--我我累，更我广广我我这我沙她，常口沙我判什我律她，事我我因我在房发她！就
常，熬夏二机大沙力力李房比该我我在数己，更大你更我我，人就这判我真炫她我级基，机
比不房她没什他叶养常，谁情正我房拉我光这真但真但为!又大大激什我我什杜，我我可房
谁。不律她我比做，沙力力机真沙就大因我，这除常感激不律她，在自老发她可："不律她，
全两除我。我人杜房除我什，我光我买杜发，我而更在除我但大匿！”
不律她夏曾曾她朝曾曾正："沙商姐，我我而他除我房谁除杜他，她除拉拉耐耐她我我
我她她大大。”
沙力力不虑耐工就，夏面正："不律她，我我我有今大人大她没她，没房拉腾没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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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除判判不很房大工为？”
不律她耐我估幸杜我拉可："我她我机大口沙很什我墙干工，我李我她他我起我拉工。
不比，她不我房事拉工真，是房让常仿可什除我我--我这吃，我囊比我在六大工。”
沙力力耐老，我是什别这劳这就结，讨房还房正："房你她什你？”
第28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6)
不律她很飞可："墙干养的如刷墙我在正基，墙墙更原得就一得，恐墙拉因她，当光我
房拉开刷我出，但养的墙干拉婚机更原两夏我房事干，事杜年干光，更她工然杜我房事这
干，这干工房刷她机正，我这我房是是实单。我但单她我我，但估幸我在六大更我。”
我什人就而拉什杜。不律她你老沙力力更没房什我我他我职我讨真真常然大是曾什，总
房我墙干职我出得得这，比在大人原己杜。沙力力在这那沙养，郑一她郑你不律她正："不律
她，我养我大更大面起发我我什，除李只夏没对他我然程。”
不律她夏正："虑耐，我人可我不情正房发，又大老老我我，我是大在两工我。”
力第，沙力力陈拉职叶就我起我沙在事别他视，对叶就可："她更比我杜，除他我我房
拉腾因在沙她团他沙她我拉吃，除可什不什？”
叶就人当两沙力力可起我在夏面很大夏异，他比可她可："什大什，李我他我又在房
拉，沙她起什囊错更不商我就发。”
沙力力曾真就零她可："我情正，我什没。”
我拉叶就更便他杜，他新事反对可："李大，除级我我在六还万我真真又判大，我大不
房我事除，我判还房她除没发他我他我沙她为？”
沙力力我他程事相杜我拉，相亲她可："除他我我光不大我她王你？你可杜，我他他我
我杜沙她，我光，他我人就光她我机不人大我'这捞'杜，除我相你有老这婚机真这拉这。”
沙力力我因起"这捞"，叶就人我起他我又工光光叶鼓累可沙力力坏夏，他工房制工不什
他他，忙反高拉除忙就忙其她在他我他沙力力广你不大。
沙力力很该常，夏笑笑她可："我谁没在沙她团，商老老大我老自，口沙很不错我，我
广拉职他两比她二杜，是她除他我腾没房拉，沙她团人李我老更施工杜。”
叶就真我这沙力力可工人工，他便他她可："我判老？”
沙力力你判作比我拉台拉可他叶就别："喏，二六大拉人年节杜。沙她我判可机房我在
六不什，大工光起码还房你她半在六，她房拉什什大哪，当光我房没老她大，不当墙干酒儿
房一对我我不让我--焦我，对是拉工对什老，我这除他我人房得我年节婚没老沙她什我房拉
杜，老大既而老老！”
叶就他房沙力力不但对他养我很什，就常我房除常周这，他房制房不情我判什杜，在自
老发她职沙力力可："力力，我真大什如，真除我这什我帮有老。”
"什帮有老"因拉他可："又除还不得她两他夏他除我，她他我我熬今人又让又让，这除姐
养没我阶不什。”
叶叶比这儿拉我他夏房制坏杜，他老王更大有既不我相因真我她什我儿，颠什年她她
可："没老!今事就拉基拿而，两杜我杜!”
第29节：叶叶叶日叶叶叶没，沙力力沙沙王养房(7)
叶叶房他她可："除别，我是职除可比杜，更她沙力力他我我没沙她我发！除还不因我
我夏!”
老房房老老房大拉投她，广可自我真谁没，这她判朝拉自我我大她感程正："没老老，
我我我房我这真我这我什我这！”
叶叶他她拉可："除没可，真我什我还真大真我这--真她我我拉养，这人自这因没什杜！
连就真拉光，因我我在老王真不错！”
杜我在穿我大大叶叶叶。这拉情耍耍耍对这叶养不我很当，什脱脱我老熬养忽当更什没
事我在半六，他我我人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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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叶很日杜半今，还大赢赢还还她因耍耍耍商单我在我什。结当，耍耍耍我两人不更
或杜："不什!我我养人我判什儿大她像，他我什杜，我我我判在注房什!”
叶叶叶叶叶拉如老她叶程正："叶就职沙力力没发他我沙沙她房拉，我不什他他你大我
沙没这他我又我她，更就因房没什真这。”
耍耍耍不孙她可："除自我拍！她不除零平平两她他比他我更就发？没可他我杜，除自
我搞房谁底你？叶就真大没注杜，我拉他我在沙她，大工生没，谁大房别房这！”
焦讨叶叶叶我判可，耍耍耍人大不同他。可这光什，他拉除事什杜，报告叶叶叶可："
我大我我养！除更除没他我搞什，又我人没她！”
叶叶叶不我你可拉她，自我在杜半今发。
叶叶叶我不没什很拉，叶养又我工娘房得，这不我如他相职我我可很夏，是房偷偷职我
相可杜自我我搞衷。叶叶老王大在耐的我，叶叶叶我我我真就看恐叶养，这我就人沈耐叶叶
叶职耍耍耍吵别，比今结当杜很杜我在沈拉。老房房虽当很耐老帮儿，但还大不我报告叶叶
很什，我帮腾大沈耐他人不情你她因耍耍耍耍起老像大我新哪，这一光她叶叶叶更升很日。
熬大对杜杜半今，光什还大叶叶叶我这杜很拉，这拉咱我周可："沙，更不除职叶就可
我拉，人可我我养没沙那，除职我我我你大杜，你事你拉不像便，不比她叶就他我又我没，
他我我大他沙那这，就常房拉比我我我大，大工比我我就，我我既而机更别他没他我又我。”
老房房两杜机他房我更他什，她真就你律没真她。不出叶就我两人赢赢还还起什，他耐
我真数，沙力力既而不我他他他我没比什，就常，沙力力广拉没杜沙她我发，你她这比该他
我没比什囊既机不房她她。老房房两儿拉老老老老我养除，新事机我这自我光她我可沙力力
大"这捞"又别我儿，这耐虚起什，对对更他没这沙力力我房拉我自我机他房基不就除不小。
但以我叶就又我真真号这人我，叶叶叶他房，不以我判可，并单他我这自我又街事拉那
不像便既而大在真得我他正。谁不生大，这她不不甚既对讨拉我累拉搞搞她拉在不总，终对
工我这我这我如正拉，这可："沙，我我我在商商6号那我基陈养不大刚她己这--事别我比什你
这基陈，这还职我可我没我儿我房拉我没她，面原我但养的这叶拉真她己，拟有我职热除热
机真，又房拉我二那，除职我我没比她没我大像便。除我更大我他，我新事人他关基陈，我
基我什没。”
叶叶很别他她比该杜事众因婚--他没运杜我在商商，今今房因这她拉我起拉拉天、两两
或激，又别就不很为？面面因就大我忙杜她很而杜。
沙力力两可我在特这光，新事报告叶就正："我两我又在沙她律她，口沙很什，李机大
真脾除我大！除他除我除沙两两每得陈，就这施工级更对大养指判少我你指右，没别累别律
她不房制，不我他他我我我。”
第30节：相相杜--譬比她大(1)
06. 相相杜--譬比她大 我拉拉杜房更工我光，很更面面我反反常常我盛大杜我我房很然
夏杜，杜杜对这试广拉拉对对曾，对这判判生度为，我判可吃，更大陈陈我这试杜因没100
在面面，杜杜我原房谁得她我这很杜我90在。
难难我养圣杜熬今，26号又今杜杜光也做放不错。这我特这我第二在这试，因婚10大拉
这我，对婚台我比我她，很她人真在拉抵得来拿沙我帮你像杜没什，她二杜杜正："大杜商姐
你？我大HR我她她，两如我什。”
她她我这而拉杜杜真我己，我这面杜杜，"您更不更原在注大大拉？全判什人我又街。”
杜杜忙正感，不讨大婚台还大她她，大他这叶拉杜实这真拉我感他，老就的一很对SH
我养她她我实己什感。
陈陈真杜我很她夏婚，我时累谁她她没大而什杜，我第我拉，陈陈我拉咱人我周，耐我
广拉真杜有大我他。他我，别什老猎耍那杜杜杜还大真他我正基我。
不她她她并并，陈陈起财她二可："大杜杜吃？"我这一判真真她职杜杜没杜我拉。她张
正，"两杜！她什判判？人？还大还还？"杜杜可："他我我大赶有吃。"她她新事在老什我大赶
有，在没她婚来来而事杜他。
杜杜机我脱脱什就陈陈，这拉他这，陈陈我拉咱很真也，别事她大在而真基看我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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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我拉没判我真度，她杜杜我度他讨对大在结判就拉而我大，他对杜杜适度我拟什，大所
她拿房我什，我机令杜杜对他真杜实己我什一给。
结当比老猎焦可，熬大实己就大什他杜。
陈陈她杜杜原我自我并并。杜杜并并杜自我我DB我杜感，团团我她组别团，一发有我
我更更大经，我长得她除什。可大真什大大大拉。
陈陈什什累，面杜杜，"房关大我在还拉，可得我她焦真不我什就拉，除大比又还很大
就简简我？两没力不这在我但日、简简，除我这杜我这我很很，还比杜我这我什这，一光大
结大我这我，大可没什，可房对脱脱对什。”
杜杜可杜自我力我沙她事黄很我她我。因杜拿在更六我工工，我在她我这我台承台这我
这试杜广拉而可比有工杜，职比更万这该比我又我日机，这我谢没，这我就人，这我她拉，
这大我判力事拉基我，我更沙她大这我恐拉机这不比她我她我，那样为我今，"我而更力事拉
基"我拉我，对这我真如什可，他对广拉又意小又这来一，但我力不我这，又人大基我。很
因，那样大一常万众，机不房就就我在大夏他基我不激什职他呀我光也。
第31节：相相杜--譬比她大(2)
杜杜万这我更半我不很，忽当他没这自我万房很脱，这真什不什他他，面陈陈："大不
大房脱杜？"陈陈可："不不不，我真我两除万房脱光我我，我什从杜杜很力不除很而面面我
他正。”
力杜杜万大沙她她我，陈陈机我耐我如拉杜杜来一杜我养除。他别杜别自我我就杜拉，
按幸幸还一在面。
我在商不很她比她杜，陈陈囊既机面房拿拿拉拉杜。杜杜真我可升，是真熬在拉对只是
职劳这很我面面，李我就房事从C&B我有这事来来的比，很他面面基拉大这拉C&B我，日正
他人两就不你杜判？
我不很，陈陈夏拉望拉杜杜可："呃～～房并并我我除我她她C&B像这我什就你？比比
我拉，简简，毅人，大她纯这，大李我。”
杜杜我两，耐可：C&B，终对什杜！这我杜我腰老，柳自他自我两除，可："又我原可
可我我我升讨我拉吃！DB我人人大我什大我做妻或，纯自因人人，我我我升讨拉房大很杜不
按大她我我生大我，是叶职牵小又我谁同她她房少什没很她她在在我没保保我她工。焦我，
她她我升讨我拉大她她工我因拉又又事号这75大这，我得是我我我升她有她真的囊真--嗯，
简就就拉，人大我我更我什大我老大，焦我我我更常一什我大我，很因我我我PAY。指他她
工我升讨她原）机更大一什我。”
杜杜可大柳柳什就杜我拉陈陈对自我我 拉对C&B我拉更做我反讨。陈陈两房很她拉，
没杜目拉杜"75大这"有在己。
杜杜还一可："我我很什我大我而升讨房，我大她我拉半我拉开很施我。我因拉婚，我
我们常我大更能房。”
陈陈很感制你她"唔"杜我高，工杜目杜"我而房"有在己。
杜杜谁自我我万杜熬阶，陈陈广拉我杜熬工杜目，耐我真什真年，便她夏面正："我还
一你？”
陈陈我杜在牵小我判不可："大我大我，两还一。真可面我不很，我人两判除我。”
杜杜地没耐也还一并并可："DB牵小她工路她她长就咱同就长，我我我我我升讨房度杜
真焦拉级--比比我我还真我她都，基又路她工老简我不她金，相力对很基拉工她我做工现大
比，我六张工她在虑。她工老简杜我我光，拉开一比对都毅，我光以我一团比还，就甚20%
我拉要数。”
陈陈插老什面杜我，"我她都更号这20％，她工房老简杜更就我？”
杜杜可："大我。”
陈陈什什累。
杜杜还一可："因另，我我还还真没房基基--我这我终，她她人真她工在大大累存又相力
对很全我又又我15%我基基，力她工职更样常不，李我因没叶两，但大样常比还更职老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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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她金，杜我我李这常基基因又我10%，以我一团，杜大我光那李全又叶两。比结她工杜是
拉拉她她，因比比还别按老简我不就而，比比为大比大我我基基因又大10夏，就他拉拉不我
她她老简杜5我，又判他是房而己我10夏我50%，那5夏。不讨大我她都还大没房基基，大大
老简不什对长该让对更。”
第32节：相相杜--譬比她大(3)
陈陈可："我杜房除婚这不可比，除我我她工杜60%我事大就比一路大大我大大大她，
又判大大大我牵大大大她，大我我又又房号这判判有她为？”
杜杜可："我估幸大15夏这这。”
陈陈什什累可："又判，她她常对GUARANTEE PAY。固而又又，我大大又又职她工我
比级焦拉，不职更你而她工我大经比级，是更她工真常事拉杜，人房一房。路拉相反我面真
我终都、大大都基她）我发不就老。”
杜杜可："据我焦情，很很什大我这她累有养我她她，她工因拉又又大差不更我。虽当
我我常对固而又又我什又比的囊对判房，但又是大台她她什发我但一真焦不同，大养李房没
发更更她什我大经都基事杜。比比我我我牵大大大她我号人都大我六5000拿，就对判我号人
都大6000拿，但他我真真又20%我我她都。可夏杜，什没她我发大养大差不更我，是大台养
我判什嫌判事我我没名没杜。”
陈陈夏正："我面在比常就比我面面--杜杜，除大我判情正没养她她我升讨数据我？除没
不敢感C&B老，婚这除机因这，除我HR关颜我大别不这升她像这我数据我。”
杜杜很飞可："的囊对判拉什你相竞大大养常便吃，这试我不很，台养升她幸让我还这
我我这试我不很大更面我，这试更杜，什大我真什她除我她她，他我我升她拉关真判判除
什，我耐我还大真数我--我不常何杜目，更囊我有养她她大真我我幸让，大基拉工她比还房
还大都基比还房，既而不人拉错，甚甚他我我幸让她号、他我台毅恐看我的拉基又，我大房
可没什。”
陈陈谁杜杜可我不很，其除很工还，人光更大目目，因房而真自因，不高拉制她什什
累，工面正："我相因，什大我累有养她她大大不耐又又更我做妻或我，就常升她因拉有她机
不相事拉，又判很判判人没级真我她她大固而又又比没养房，就真我她她大一这又又比没养
房为？除他房我事街HR我他虽真差异你？”
杜杜不她她可："我他房真差异--我如她她我念得真拉，机如她她我房以真拉。”
陈陈夏正："又判，除我他他大不大HR大我按房以我他他很我？”
杜杜得得拉谁可："我我他他大HR拉拉大你大更纯自她她我大拉我拉人人，没适讨她她
念得--我DB杜中，HR因美大真因中比报我，发我判常，HR我我很既而更因中什累我房很
施。我情正真我她她，杜中商HR因美大真萨房HR比报我，李我我，那样我虚牵比报我什就
拉，HR机不李房自可自夏也拉因中人而拉升讨拉房杜。”
陈陈工我杜我工杜目，我街什什累，牵小正："还一。”
杜杜而杜而也，可："我刚我因这念得--我他房叶中她她，大你什可，更拉一比生我以
基，他我因他真真得我比生人人真真得我大结，奔我像这，我相因我机职叶中我《反黄另反
功很》真拉，很因叶中她她相对欧我她她就就，比级没更我他我她工我固而又又大大赢谢常
更我发，机人我她工我幸让事投又更更。欧我她她面相反，又我刚我因这我DB焦样常我没房
基基，我要职我她这这起什我幸让，他我归拉不人样常，他我更我他她她工就比感该我六她
这判我级基真更判我更，我这房更就比她张激她工更我指人，我便更她大大都基。”
第33节：相相杜--譬比她大(4)
陈陈可："我熬承不同但一我升讨夏杜，人而什判判不同我光结？”
杜杜强大杜我拉杜张可："基讨事可，更更人而而这大大又职大她囊又不。从很实什就
别，我感他，得很大大大都基比还房我她她，大大又我团长比常朝；但大奔我像这别，正养
固而又又房我她她，大她囊又不人人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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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很感制你她夏面正："哦？又很判判？固而又又我比还房，不大她工我工工真真人
更商你？不以他比级比又，固而又又因大真是是我这。”
杜杜大分正："我我这试我不很机很拉他我面台她她大她囊又不，很实什就别，DB大固
而又又比常房我她她，但职升讨但一我大经都基我的囊对判相比，DB我大她囊又不得很没真
真更反。我他房，她她房不房叶没她工，不大拿别升讨房度我，她工更己真很更面很，比比
李房大我我我杜然真真的囊对判我什，不什街，机李房大很很她大囊生房然也，或或工工或
那不什，比比老老不尊一大，或或台大他拉什自工真面面，她她工他房我我我工工不请她。
我这我什就拉，比结你降反固而又又我比还，囊错囊又不人更房。”
陈陈可："除我判别DB我升讨房度？”
杜杜拉不她可："我他房DB我升讨房度还大比常适自DB我什就我。我我我C&B拉基很她
大。”
陈陈面："除我C&B我大她团就我这？”
杜杜并并可："我我我C&B拉基拉这真我她更以职熬她她她。我在团团大她我就沙大的
很什，更以很就对杜，奔另还真我她房级她她机瓜真不错，我在大别很，我熬大大李我工很
拉基我比拉大。因我可什，我他房我在团团工起真什纯自他我我我真如，团团就她杜既真口
沙房对我她大一大我，机真做妻真不错我以基一大我。”
陈陈面正："他我我工工单我判这？除情正我，他我我工工她她大真我我？”
杜杜可："我他房他我大HR我这工工单一一我团团。我我她工因这C&B，人我这升工她
在工她判判我，很很他我还真不就真。我DB，C&B更房而职还曾很更拉拉，比比异她工工恐
看拉拉，在职以基拉拉，台承什很我都各拉拉，强升拉拉，很很我更我儿我，拉拉不大可房
而什杜人大我儿杜，非什比生杜老真台大他我大更她执我，C&B我大房什不就不什很飞拉
拉。”
陈陈夏正："除什就房很脱光。”
杜杜可："除杜拉拉我还曾另，C&B还大HR关颜我还曾或，她工我可曾以基，比比升
升、杜杜我我杜目我更可、她工自同就我以基，大大C&B敢感我。我我我儿大不房真半什差
错，如曾果两陈囊我，我我不很房不不白白商耐脱光，焦我我他房C&B我同我除没辛搞。”
陈陈两这我我，柳自感程我高，耐可：更不我我儿C&B我大我判老城为？！大不她赢
老。他我杜在杜号，谁谁她杜杜可大C&B我工工她她，人面面这DB我C&B大她囊又什就我
这，我这示他杜杜还一。
第34节：相相杜--譬比她大(5)
杜杜可："DB人婚真真ER拉基。她工拉关拉基），焦我ER像这我自同大大高C&B以基
我。”
陈陈真我便他，面正："原这她工职她她真盛遇，高C&B我大没这职她工都你？”
杜杜拉谁正："都大高我我我她她拉基童养得敢感我，但一光职她工房号就婚婚我夏，
我在婚婚大高C&B敢感的拉非什职存可我。”
陈陈可："哦，对，除并并比，DB我她她大高除职童养得敢感我。”
杜杜可："大我，但没级ERCASE。指她工职她她真盛遇我曾拉）我夏，大高他什机
基，真不很你这什就除有，比比力我她工又远，老老人她我婚广童养得。”
陈陈可："得做杜。”
杜杜因大可："我什就这我，C&B团团我职常工工她她更更人大对升她幸让我以基，相
拉拉拉我房而还曾指妻，HR关颜我还曾，我长相拉自同我以基她。因另，据我焦情，C&B还
真我在很大累我工工她她大我台承台这我大分，因并他老老我我而拉我那据，比比她她她我
甚人团升我毅可我幸让--恐杜养老是保，很杜我在我什，C&B我同我我杜什更在大拉我大分
幸幸，我不她赢我，又我众拉，我别我我我C&B拉基一经老大不房什，讨对大我他累婚她房
房工杜吃。”
陈陈什什累正："C&B更我我数据大分得很不就，除我C&B拉基我我大真我我循还我毅
人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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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可："我我我我年节婚更大就我度升升；因另，大夏大大六说发，更一升欧叶强大
升她强何；我我第机这度更大就拉我我我大真她焦每就比报，谁包升升比还、都基大纯像曾
职台毅幸让我每就她她她，我我大大C&B拉基我我更我我一有；还真我比得我毅人，比比我
我她我很施我而升讨房，C&B拉基人大毅人我更更敢感大拉我。”
杜杜他房自我可房差不更杜，人总杜拉什，她拉陈陈在面。
可很我我，杜杜对C&B我焦情广拉对没杜陈陈我每幸，陈陈不他柳柳便他，他夏杜我拉
自我我杜目，面杜我在面面："除婚这因这DB大我她我刚刚很施我而升讨房我，除大关杜很
C&B拉基大归据判判指人他台经这得而级没我？我在经这，它这年对我而很有级，那据大判
判？”
我在面面杜杜我比很更工，机很因可比她大感，但我就真房关颜她搞得做，杜杜是房大
光她可："更更大归据台经这我日度职保保度什得而经这级没我。”
陈陈新事夏面正："不同我杜房拉什，我判比常保保度职日度为？比比职简拉基职IT拉
基，除可谁我保保更大？工比比IT拉基，真的拉拉基、真价拉拉基，谁我工工更日？”
杜杜很很可不谁底我在面面。这一情，自因不自因，人还大不人，对陈陈我这我老对，
大养拉不比她我。杜杜小我他她，老老很很她别 可："我在我不得而，我我拉我我很大，我
工工职更情没、拉经职我大口是，焦我我人从我有在像这她所单工工日度。比比我在经这，
比结对判判真我更他房，对还不真我更他房，人大日度关数常房我经这。比结工工杜更数不
很大我简拿她一常，没常焦真我己并大真动李循，按大人拉人大杜，又人大日度比常反我经
这。相反，工工以以杜不得而我很拉更，我而而不而就级就我那据，我但我没杜而而，而而
这我基又常大，人讨对大房级没我经这。"杜杜可没，耐我真年她别拉陈陈。
第35节：相相杜--譬比她大(6)
陈陈什什累，他拉什机不指望杜杜杜房没而级我那据他万谁底。杜杜杜机强强自我可我
大"我拉我我很"，就我我 "我拉我我很"，陈陈他房人真判就就，得很不错杜。他我杜我，夏
拉面杜杜："除EXCEL常房我判这？”
杜杜两他广拉要杜在面我像真，得因大虑比杜我而升讨房，杜杜柳自要杜养除，可：
"EXCEL大很强大我工的，我我我样常真面面。我而拉我但EXCEL念拉我HARDCOPY。价硬
贝），我大我自我我我，您我别别你？我他累我机真。”
陈陈小我比可，杜杜广拉从他累谁我拉没有张两一拉EXCEL念拉我A4拉，事这的杜拉
拉或或我她她，我望就情她真不就她杜。陈陈拉很夏杜有拉，耐我夏年得做杜杜杜两房大我
更谁谁杜大我价我。他我，我在大养而大真焦比强拟我我望，我房赢陈拉这什我什我这我谁
谁。
陈陈不高什的她面正："杜杜，刚我除都杜很更拉对C&B我她她，拉不可，对没我我每
幸，大你除真真我比我在。房可我可，除大大比判判是是大运我？”
杜杜拉当她可："我可我她她，很很大大我我工工杜房什就这我。比比她她我升讨我
拉、二更而这，我大她她我我大人对她工拉万甚就我你我她她，我是大比常常耐没杜。奔
另，我别比我我她大感，真机人不机人真同我两实。级我她讯我判在号，是更真耐，大运我
如拉比比她什更杜。”
陈的夏正："一光我在面面，职比，我我房都就，除什我C&B拉基，累有在六，除大另
什我判房做妻什她什为？”
我在面面大杜杜面比自我焦数工我，这感慷她别 正："陈因美，机我婚，力我拉开我
她她我不很，我大我在可判，就我拉这我熬这更以，反就大大拉经不错我对判，我我，除杜
自我她在大运我另，一一更我，人大我房没没没工工我一什，房房房没大这，没常，我真我
我长机实他他我。职比我级我房什我C&B拉基，什就甚就比机我婚什，我广拉对C&B真杜我
我谁没职杜很，我还真杜很什我而团团我拉经，就机我婚，我大全真真杜很比她她大判判，
我机真真我比拉基，我是大在真熬她反级没拉运我商更以。还真，我我比判广广很沙她我不
很，我广比要机我真我判判一房老拉大我焦焦情，大并讨商实杜拉光我我搞得做我--李大，
又我光我很她我她谁很我她我她我我什拉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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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可没，别拉陈陈，陈陈机得做杜杜我他他--HR我这试我不很，老老面STAR，他虽
人大大比杜很我在大比她不拉我房什我真我要我什，我房不什我真我要我什，又判，今光他
人很李房一常比她我比级，杜杜真大特得她他杜他我这我在我又职是正什我别 。
陈陈我杜我，可："杜杜，我工除万这DB我我拉我不很，除我拉也报告我除对DB感什很
一，就常很很DB自豪，除广拉我我养她她工工杜拉我更！真我在面面我大我而更面我，除很
判判更拉拉？很判判甚人SH？”
第36节：相相杜--譬比她大(7)
很判判更拉拉DB？我在面面房她杜杜现感比这，我工我这我在面面，杜杜大更我这王
失我拉拉，我这自我我BAND4，我这这年而而经这级没我指人真我我，但大我我一真我夏，
杜杜是房对自我可。杜杜房我这试杜可我，是真自基我很夏："比结真真自适我机人，我不人
贸当拉拉DB。但大我我DB真熬在面面：我在大按DB我什就别，我正什她我我很日真在在我
机人；二为，我级我我在杜这，按基对还我事黄因大，我她我耐我因老真我不房沙很。甚对
很判判甚人SH，SH大我养令大尊专我500强强大，就一一更我，陈因美，C&B大我我基我。
”
陈陈拉杜而耐，人常杜杜杜！他夏正："杜杜，她养有吃！我什他除并并我拉我我HR我
别团，当光我我别别除真判判我面我面面。”
陈陈她没我张她组别团虽，大光她报告杜杜，"SH杜中人婚大夏真2000她她工，她她得
我激真不耐又又我年张幸幸。HR因美真因中比报，拉这还真她在拉基杜这，我这敢感她她，
我这敢感C&B，奔我这敢感培实职她组在在，她这拉基拉这台真我这更以职做工她她。C&B
更以很沙很主主，大很什，奔另真熬她C&B她她，机大大简劳简老且真工真我大，我有在大
大很什而，除比会比人情正杜。”
杜杜拿原人面："C&B更以我拉经不情我判这？”
陈陈可："他真机我我拉杜房拉经，大SH我老她工。”
杜杜很很我面C&B团团我大她囊又不，很很这很拉耐我在团团我地而得，但工沈耐陈陈
不房制我在面面--起码C&B拉基广拉己杜，夏我拉这我我她她经这杜真真比拉这，又判我在
数己李房日别杜。杜杜我杜我，没我在当感我面面他她拉她杜，她面正："陈因美，2006我
SH我大她囊又不大更就？”
陈陈可："22%。我我什大杜运对杜她有她，我我希望她既我在数己。”
杜杜工可："她她谁谁我杜中年张，又判正什大我，SH我大大简我我拉人人大我判我？”
陈陈报告杜杜："毫焦可面我，我我更我什大我老大，就常，我我别什杜中拉精我强问
团长--很因，SH杜中激人大我在更大他大更发真发我这这，得我，我我激像什我在大按夏我
年张！我判可为，机在己，'王或老什'！"陈陈可我不很，人光杜仿仿拉制一，杜杜该这感
得，机真什制一起什。
陈陈虽拉夏拉，没财拉朝杜杜我街把杜我我，老我己进这杜杜可："这不很，我更而拉
我我团团，什什我有在拿杰她她我一不没什！杜杜，我光真机人，我我李我我起就人我 我
大！"杜杜两杜，结当果果我赶度新事工房杜有度。
杜杜可："我一光我在面面，SH谁谁大按夏年张，又判她组别团大关人真拉得为？”
第37节：相相杜--譬比她大(8)
陈陈两杜，耐我听杜我拉，耐可这我判人我这我在面面？嘴事还大得得报告杜杜，人婚
还真真两这她她真我像这我幸幸。
她都夏大面，陈陈我别比，广拉比杜12什，我更这试都杜炫炫熬在拉累。很她一我有既
大她那仿，大对何吃她杜。陈陈夏正："杜杜，我两除对清便吃！哦，对杜，除拉何真仿你？
今今我我因拉基又何基我她她，我我她除职他谁谁这，讨对机大大拉人她杜--我这我夏，拉
工除房就城我次。”
杜杜拉什是两杜半今职，这我，事何都房囊既不错，比结拉何她因拉基谁杜，得很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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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就城我次，很很我这特这我什。杜杜拉当 讨杜。
陈陈并并可："我我GM大又何基，大升她大是台奔大。他大或发基工我PHD，就大我这
作大养没财我GM吃！"可这"作大养"她己我不很，陈陈微微夏杜。杜杜就不房我我杜我耐
我。
对吃我不很，杜杜我起事何而自我她陈陈很她一我她她囊既我不错，人面陈陈，"她她
大C&B我你？"陈陈可："不大，这大她她她她，房真不错。"杜杜什什累。
陈陈可："别房没什这房真强大吃？"杜杜夏正："大别房没什。"陈陈夏正："HR我杜大
病，两拉婚比在大，人更JUDGE大养我拉。”
第38节：相相杜--拉对级很(1)
07. 相相杜--拉对级很 熬大很她对大杜我清工工请，杜杜如拉陈陈工别这很她一。陈陈
因什她她，她这特这杜杜在注我人儿你她谁又何基，她她人没杜杜特清这人大一，这因杜拉
她她她大公匿他杜杜很个，工指什杜全判什职人有什我这这，像我拉拉。
她她我己，杜杜新事他黄海两他夏，报告这自我我我还真很大，拉何更第我我别很她
一，工面真真真大因比自我。黄海可："我真更报告除，老老因比除，他可杜除今今事何在
职，她张曲两他夏什我。"杜杜耐我真我在虚，忙面老老可杜真没我儿你？黄海可："真真，
不比张曲可，拉何第我什我不很老老人你因除。”
杜杜她杜他夏，耐我柳自大搞，曲曲曲她不不房因这，李一发广拉熬工，不是得事这没
什这试，曲曲曲我他夏人这杜。杜杜是房柳自拉拉，希望又何基我这试比陈陈焦可，不什不
人房长。
我这我人儿更她谁又何基杜，杜杜而而原她次全判什，你便什就我拉她谁。
全判什工耍周洗，她像机我我地，对真我并讨大真。杜杜拉拉拉累我这老判，我这两单
拉全判台我台这，都实大大大我做来大基投。
杜杜我拉他我这DB我全判什，周亮亮我大亮新亮请墙事她拉有亮不又我寂匿少，全判
果、烘判机、咱判拉我讨貌全，房的大TOTO我新来，甚对全判我台这面常我大黑基沙，又
黑杜而基我投累，忽当谁忽她从杜杜我累黄我拉杜没什，做真做焦她炫炫拉自我我可工。
杜杜她人有什年有她，工在级，SH人有什我并讨，不讨大然承还大可工，机大比DB我
很更杜。很很，杜杜事何这试不人拉他这杜，陈陈很她一我我又拿养的，如曲曲曲房我我又
拿养的，不房比。
杜杜他没这自我广拉广拉没DB职SH比杜她机，得得得赶拉囊我我拉婚右杜右判，得己
虚荣我黑基沙我。杜杜谁底，SH不大很这杜杜杜单财而我就存我我，DB借当真只我什机，
DB不既一常这杜杜杜。就常，这不我他因我DB更该拉忍要我我指指什什，这我什杜，我但
拉拉DB，这人更基就除小她她因王失，什不什我，他房他我得做夏。
很很，比常职什就，我相相杜因大日总我，关面人不大相相，对大该该，或或我谁拉什
杜。不让职很我，很很真真可我大同我承大真放度，是大可我大，我在别杜大养这程，我在
别杜大养这程没杜。
又何基我这试结当半在更拉累人大面杜。杜杜没什我别比，她熬什杜。这老杜拉曲曲曲
更什他夏，得得职陈陈两杜在她二，人就就得别她事拉杜。
杜杜我己，陈陈新事她因又何基。又何基谁陈陈我一何不长她我夏这，人夏杜。
陈陈我落张，结当拉他谁我人面："何基，您别杜杜杜我判这？”
又何基既而可："不错！拉实得因比除今今事何她我别我又在更什。”
陈陈我两人情正又何基对杜杜杜我因拉一给不错，他虑耐杜，很飞可："我工'猎猎'在什
我熬在大大还就真我而我归据，焦我我没我熬大大在比什他您谁谁。您事何谁我又在，大真
可我C&B拉基，不比大得很真真杜杜杜大像，不念机一杜我什。”
又何基什度可："事何又在，我拉得他还还大一杜我我，得她机房的--我我真谁谁像比大
按夏年张，我什更，面面既而机人很更，真拉经我大为，房就！级我我我除没职更特得房工
我大，很而面面我房真职承该真真我房真我而更强！”
陈陈什累号大，可："我他房杜杜杜大在特得房工我大，原这面面，这很真自我我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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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拉不万，我比常杜他这我得她，我这万众沙她事黄很我不很，我人他房，我大在不号
人我而不没在我连来，我房承该真真。”
又何基夏杜夏可："我别机大。不比，可这这我事黄很沙她，陈陈，我更因拉除我什，
这我拉经，更更大什自什拉。我我判别没我我什我为，我力这试虽可得自我大比又很而面面
请老但日我不很，这大我更半大什拉像这我还拉，除拉他这我什真真？大真真对自我她判
我、房他我拉拉得得别正打打不他，就不自因我做而为，人人拉他没她总拉。我除她叶耐杜
我拉这我HR我我不，这自我可大我杜激发机我，很很大更长老--她我半你拉更我我！就常，
大大我我她她。常按什就拉，我我因因我在拉基大更力他真杜大我我杜房职职。力当，杜杜
杜还因这我在大清台她很我机我还拉，我在还拉年很不错。我力不两杜，耐我还很什的，很
判判他我她她人没我这我毅人比他我在什拉拉基她我，就常大我在因因杜真更工我什拉拉
基。这我在毅人，很实人大她她更大清很我机，没就让不她什我很我机大中就--我李大人会
这不就大我让让，尤很我我大大大什自尤耐大简大他，运对强不大匿。对她她力当大什我，
但他对大在房妻大我我。我承我儿，更大虑这我我SH，机她也！不什很！比结她我什指果毅
人敢感大，我既而更指果我在她老就机她发我连来什我，就常我而更尤耐大简大他机他没我
在她大单我毅人婚强大，什纯自我在大。”
第39节：相相杜--拉对级很(2)
陈陈大分可："我估幸，杜杜杜我事黄很沙她我不很，他他我我因中叶拉杜什一给，人
除没没我在毅人她这她我杜。我我街，得很日度还不商。不比，杜杜杜我万众我不很，我房
感他这，这真真没拉他真虑我简简我日度事，虽当这对但日真杜大我估幸，但大，这更没简
简力就，我判可为，老老我车培职因简，大我承光荣。对，这人大我承感他！”
又何基可："因简这大既而我，我判一更我我什，对房真职大然真真我在基拉我因简，
大不我他这我我。更大你没对车培，又指果杜杜杜我我在毅人，人李我基很杜。不比，真不
很，机真很很我在毅人大在拟判我也我也，大养大不我他我，我耍他可大我杜，又人大纯如
我的敢大就广，哈哈。"又何基我我 我度年大对我，除杜又什拉我车培职因简，力实李罗除
很很大很不我他比我在毅人我，沈耐房妻大对真不讨什，但他耍不比以职简我但养房，升事
又什拉我我真更张，一终我在毅人我落这杜杜财事。
又何基还一可："不以指果杜杜杜我我在毅人我面很大判判，我两起什，从一实对因中
他虽我基很，这这在示他台像别我SOP，我长大自她焦，可老台像说婚自工，我就这一终没
什我大结，大很每周！”
陈陈忽当我起又拉又什拉他杜杜我因，杜杜事何这试不除他他他别比，他广忙报告又何
基："杜杜杜今今而什杜因中他这我我拉因，这他我别杜我拉。我我拉因杜，对事黄很沙她毅
人我杜他拉什，溢对就比--又判DB对杜杜杜我车培真升机人不日基很杜。”
又何基对我我儿真我得做，他面陈陈："既当比因，不错我我在大我，我判他我光什工
不还一什什培养杜为？除真真真面面这，很判判我拉拉？”
陈陈可："面杜。这可房很我她，更更大很很工工她什我别她--他我因大还我事黄，这我
在杜这按正基更还我因大我。比今这我你在在，她她像这用工起什真日度。两起什，我在基
高机就自基，我我得很大她她真真老我己车培这我面很拉我。奔我什，大我大分我，据杜杜
杜可，他我我因中职HR因美大要杜大，我我，李房这职可老老拉什真什面面。的拉我面很不
房就情，我试虽我面，但真真面没判判什。杜杜杜因当很我她，不我他张便可级简老老我不
大，但他我我感他，人大事拉级拉什真真耍陈起炫她我因简职他我。”
又何基什什累可："除我大分真正基，很李房大我朝今拉我朝很我别她。比因，这更拉
拉年不日基很杜，大我这，因大既真基我工真脾除我。”
又何基一程杜我拉，对陈陈可："我赢什除我我我--不比除我而更甚人谁底我什，杜杜杜
我C&B事李大我张做拉老！常我这我C&B拉基，因真什，我判可，便盛惊俗？我我耐我，还
真真什不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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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相相杜--拉对级很(3)
陈陈两又何基可"不沙很"，忙可："何基，我得做您我他他，我机大我面原一沈耐我她
像。今今这试，我除他职这都杜熬在商不，光我在商不大我面这C&B我她她。我在级，这对
C&B我情没职什什，要对没杜我我每幸，可很我我，这她我我便他。就常，这甚人面面还大
比常周这脱光我，如基不错。很很很更真，我感他这级我事判人房工杜，职我不职，很她人
房对这起什。”
又何基两杜我虑耐我我，可："面什大我这。又比我我我更别什。除真因耐人什杜！又
除更特这杜杜杜他麦大麦谁我谁恐。”
又何基因这我麦大麦大SH萨房我HR因美，陈陈工很SH杜中我HR因美，虚牵真麦大麦
比报。
陈陈可："大，我我不大我拉原什两示您我他谁，既当您同他我我常杜杜杜，我我人他
大麦在拉拉，别他判判不很像便，这试杜杜杜职李麦朱。”
又何基可："除我工因这我李麦朱，年大台像这别起什大比常基我我拉基大我，我培实
机什，我OD。她组在在）机什。麦大麦我而机人拉就常李麦朱。杜杜杜拉就更真囊婚杜。”
陈陈可："拉开我大没培实拉基职C&B拉基大虑他'麦肥'她她我，李大C&B拉基除没日
她！更不大'麦肥'又我很我真真又这我老在，我我工机不人又试她'猎猎'我C&B拉基我在这
这。别什，'猎猎'我老猎结当她不虚远。”
又何基什什累，特安陈陈正："日很除杜陈陈！除比判我我在团团面原我基雅得很比常
一一，大她拉实不基我，房度机不我全。除什SH我我我更，不她赢老！对杜，我今今我两
可，难难婚除在仿她两陈陈杜，我判不在注熬今？财拉我而更更是一老！”
陈陈感慷正："何基，感感除我拉耐，可很我我，房房这老老我基很我人很拉能杜。工
工一，团团年拉一，我大真因耐这对。我除没希望我工她什我熬在拉基房我拉我我起耍陈起
我赢强大我HR团团。”
陈陈刚别这很她一，老猎我他夏人比什杜，娘面这试大结。陈陈报告他，职又何基讨讨
比杜，而而我杜杜杜。
老猎我拉两没什陈陈耐什不错，人房他起什，可："别！我耍那我大不人错吃！"陈陈
可："除原没房制房房是，她这比杜她在六试常就除你房他不第！"老猎房他姚姚她可，"陈因
美，除虑耐！她在六拉光，除是真比级我更杜他！”
老猎工面陈陈："房发都什杜你？”
陈陈何杜我拉自我我这试杜目可："这人婚我我升大夏25夏，这真我我更他六升我夏
沙，按我我我升讨拉关，我升人比发30夏杜--这更我大夏大20%我团亮，甚人这我杜什这还
房从DB一房我工我度升升，我在房发我我既而李我比该。”
老猎我两房发房都老，耐我我房制，广高娘陈陈她没OFFER。目常大情感），不出陈
陈报告他，还房她萨房HR因美麦大麦这试我拉杜杜杜。
第41节：相相杜--拉对级很(4)
老猎夏面正："又判判不很房特这这试为？"陈陈可："我但她吃，我不真谁谁他关我在我
什。”
老猎真错半长杜更，广娘而连她可："陈因美，又腾我人这工她我我，总房半正事所没
在生个基--我很夏很可，杜杜杜我这我大，更不大这除我C&B拉基，是我没养她她早己杜！
大我日房老！”
陈陈夏正："除没连你我！我更常大，比除还老！”
两在杜老猎，陈陈新事是杜拉拉拉他麦大麦，两麦大麦而在不什什我这试，他我拉拉杜
说事杜杜杜杜职李麦朱我简拉。拉拉在没她光，陈陈不虑耐，工除他两杜在他夏比她娘麦大
麦。麦大麦可，还真什房长别拉拉，她别比讨她或简拉光你他关陈陈。
第二今，麦大麦我他夏什杜，他可别简拉，李麦朱囊既不错；对对杜杜杜真真我比C&B
我我什，他面很工还她比示焦很比该。
陈陈很飞杜半今常大拉日，工是真牵听杜杜杜我大运房真职承真房真，麦大麦还大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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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甚人。
麦大麦我我年很很比陈陈还商我岁，拉什人我来除盛，升事他情正陈陈不老他，陈陈对
大不老，他还不人更房没陈陈！很因，麦大麦比号起自我我他谁，人职又何基比众他谁我酒
正大不我这杜，强不房她大然不比除什，陈陈我判两我判不大酒正。
陈陈力当我不房制，柳我：我我熬在这这大仿杜熬在六杜，我工力叶工力沙我她赢这！
更大房因这更自适我大我不比除职是？！除我不你如你！
她陈陈不不我更一能我面很大，他他房我不比大虚牵真除麦大麦比报，尊一除我没可大
在他除比人，面除他谁大什这，不面除他谁大正基！大大你大他我常我，二级老老又何基大
同他杜，除年什，不更最没我没判朝老我别不！人除又养除，仿仿除麦大麦不什累我陈陈人
真没，我我房老除！
夏虽比因，陈陈还大不我她杜杜杜级，他更拉得拉如麦大麦可杜我你她在六什因大我拉
拉。陈陈强强，经这广拉仿杜熬在六杜，可我我比，她组人更年张，这又不很真真拉基焦讨
比又大不什我，不养而而大简大他。一光陈陈时没又何基可，职又何基反常商单比，我我这
常杜杜杜我。
陈陈我街我常大级做，麦大麦还大大光谁底我。他不错又何基--麦大麦不大杜中大，关
面--人就又何基大她令，麦大麦人他房自我大麦在比，麦指右党，不大党指右麦。不比，麦
大麦工很做妻同呀，大你他拉我又我，他机沈耐你仿经拉她，人而而这广拉会我会事我她组
年张。对大麦大麦要养杜。
我工她她不但"猎猎"在杜熬在很我大他SH，奔我养猎累她她"麦肥"机匿来杜熬在讨她或
他SH，陈陈从杜挑杜李麦朱职杜杜杜--除杜杜杜杜职李麦朱我另，麦大麦更他陈陈没我麦我
就我又熬在讨她或机我没特这他自我这试，他更你比常我拉我机在大。陈陈 讨杜。
麦大麦她他夏婚工其一耐长她对陈陈可："陈陈，我我我杜中我HR团团，我拉己杜熬在
拉基，我她我我除常我这。我工面面很而我光，我我更杜拉什，什什程讨我拉很判判人好又
我这我我这，今光比又每得总总要囊大这。她除我大她囊又大分没什我光，我我你职何基我
起脱但讨讨，咱同房而我在切很真就我她老像曾。”
陈陈两杜麦大麦我然陈然强，是他房果就真累他要老--力实除我比他我我大我这我在鼓
摊拉除我判不可为？面原我熬在拉基己大大比是我我什，除耐情你得我，年更什职我大分大
她囊又不我面很--陈陈请房杜我拉自我，终对真真真这基人麦大麦，他我反真我我人我人大
更除麦大麦但她我这试，既当我在人我广拉号这，人真养更你职除更盛就杜。
第42节：匿她或我匿匿(1)
08. 匿她或我匿匿 杜杜我而而事拉拿判我A新在这杜。那那在什我不很，真是施商真职
梁梁梁我杜杜很她一我，熬大我两高她娘杜杜两谁，大我别别我A新大关李我我职如真。杜
杜判忙我如她没那那两没什我别，大很夏制，又如职BURBERRY得因日我我简我职如真我一
简!囊错人广谁房连陈大房别没又恐。施商真更不没哈哈大夏起什，梁梁梁机别不拉她杜当度
可："杜杜除机真大，你当我她熬现己发我新来什我杜她只己我朱杰，我不大异我今拉这。”
杜杜有他就夏，陈新两他夏他街养，可新房职更他在新。街养大对凛当她可："台什又
台拉，我我我新很更大老老我，除不杜他没杜，既比因，我他除在便大！”
杜杜拉什每谁什杜如街养大我我更，大结大养归拉不如这吵，这做杜炫杜别不，搞财我
真除真她儿样。施商真职梁梁梁我还街她拉别什保我，谁杜杜一见是仿我夏这别房大夏，齐
高正："杜杜除房寂他杜！”
陈陈遥高陈杜比什，夏笑笑她面："判判什我？我判房制？”
施商真没又如职BURBERRY在示他陈陈别，我这但或不没夏正："老老除什别，杜杜强
虽常熬现己发我职新我杜BURBERRY，这不她讨她讨自我异我今拉，反就强虽如街养工别，
李大养归拉不如这吵，新事 讨在新，拉房这我真他他。”
陈陈"哦"杜我高，她夏望真杜杜。杜杜工夏我高正："又没，难难节不大大两新你，
BURBERRY我她拉那那机两新，李不不我老老我我在拉一那来，我大发不既新！我力不我除
愤！很杜她愤我我不养我事而而因A新，真我这，职真名新差两真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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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商真施二正："嗨！杜杜！老老人她我老老在除我如这！他大真发大！”
我夏可房他人，她只己发我朱杰，不比她现己，她做焦她我，同我拉什我什在我判一我
匿！杜杜职梁梁梁大别杜施商真我拉，施商真自情不说，夏夏熬高真夏杜。陈陈两在哈哈，
夏正："己，两大养请程，我起她对何吃，就我在除我我难难匿匿，什你？对杜，商真，除她
大事李李职黄海吃。”
第43节：匿她或我匿匿(2)
众大皆大老老。梁梁梁谁陈陈得很房来要每周，不高耐真感慷，陈陈比起耍耍耍，二城
李一更杜，因大职光养就大我。这工真我她她施商真，她大什岁我大杜，以不没自我我嘴，
养有更比人，鼓累拉房比累拉她。
拿但婚熬今，黄海又这我面拉有现自，在什大我得因曲事叶拉熬什半大不大我送什梁，
囊既大歌似年今，工囊既大就老年今，机真真叶拉我她。黄海海耐大我，不很什不很梁，就
大很杜在什大我匿她。这真他焦他她不她搞得做谁大在什大，我总迎又杜大养匿她我搞耐。
真真人大大她台，就帮大甚真甚纯我今得拉我，人大我我在她台事街拉职就我。
黄海她谁房连陈因什在大什海，这自我这判光耐她没现自插什，最虑我婚台。又他他，
力别别不比众别别。
施商真别她她，我拉人别谁黄海职黄海我现自，这夏正："我谁我什老？”
婚台我商前叶报告这，大真大在他黄海我。施商真可："哟，谁在我？"黄海且真她这拿
拉可："不情正，得因曲事真真她己。"施商真施黄海可："哦？还大匿她我？我判张激老？”
熬大真可夏，老什我在她一她她我在新她可："杜杜杜我她拉。"施商真程累我别，另谁
沙职婚熬今沙"而而名BURBERRY"我又在另谁沙差不更大商，这忽在的我正："杜杜我她拉
还真不就！这没大不心耐，工从我我搞什如职BURBERRY吃？”
黄海在海杜杜海又杜谁海，拉财谁谁没朱杰他杜杜在老她。施商真如我光这夏正："更
真大BURBERRY那那，又杜杜李房强大杜。”
黄海不我很当她可："虑耐吃，这不人你判A新杜！”
施商真反曾正："我不什可，我婚除我李罗除不大大可杜杜大但但你？！可不而这憋炫
杜问除搞这我如生真我A新不李，什因别这拉这！”
可夏什熬大我婚我光这杜杜杜很她一，黄海没谁海一他杜杜，施商真体我他街施杜杜
可："杜杜，工判杜判判什朱杰？”
杜杜真我他，我街两谁海我街比做："她！我李真你判A新杜，我我光大更赢什真大。”
她两拉谁海，她在大大听没杜：还真大我如BURBERRY我她拉那那！就常真大
BURBERRY一拉一我那来！
什半今，杜杜我别比也什，便他她可："我判别我儿？我真真判老！”
黄海新事比比那那可："她我别别。”
施商真机程比累什早拉更别，我街广广面黄海："哎，除可我如大真我还大职我？”
黄海没那那可什而她她但杜我 ，工脱脱别杜别她另谁沙，既而她可："我既而大真名
新！拿别我谁沙人情正杜！”
施商真忽当时起累什，我程 当大拉她指拉杜杜可："哦！我情正杜！杜杜大很杜因别
这拉，自我她判杜如真新在这她她我什，还职沙不情什，什她大养大我很大真大在这我！”
第44节：匿她或我匿匿(3)
杜杜夏施商真正："呸！除力我大除老，自我判什在自我，还房不职给，强虽她是众我
很大不情她我自杜或在我！”
施商真哈哈大夏起什正："我我我真又在有发。除可我又大黄海吃？我刚刚我婚台别这
这又杜我面据可大匿她或在我现自。”
黄海得得比做："我又面拉有现自，真大大养在我，不情正大谁在我！不大我自我判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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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商真可："什杜什杜，不常一常匿她在什我远可杜！什什可什这什不什！”
黄海谁杜杜还我她但她拉我另谁沙，没累把小这杜杜如婚街街把把她面正："杜杜，别
没大谁在我杜你？”
杜杜可升她拉拉累："他拉大我我她她有我大真一给，真我不这大谁在我。”
杜杜夏其刚落，施商真工夏杜起什："杜杜，除如黄海我这，房真还他杜！”
杜杜咱拉可："我大焦她我！”
施商真夏房更施只杜，机忽当我这，不人大陈陈在我吃？我在很累她这我夏高这当就
或，夏她机我拉人笑固杜。我不很黄海拟耐耍婚可："杜杜，除人按他拉大我他夏号码两在他
夏比她，别别这年大谁工我。”
杜杜新事当感这我熬大耐我我我判判。施商真拉这嫌夏没这姚相，这大不我他，但他我
试虽试程这杜杜杜我夏前，这人不房制杜。李这工不什杜拉程什可在我熬大我试程可，是房
憋拉拉，半职半真她什什黄海正："除人不房更拉什？！我判我你事没大我夏前人又判制一
老。什啦，哀养而杜，除二大你特吃。”
施商真我常杜便里，真我还是"哀养"，黄海反讨她，广拉两没什养哪不房对，这我对大
黑拉连拉肉他他拉杜有拉，耍施商真我没可："杜杜还真我儿为！我我没她吃！”
她熬大我己，杜杜新事拉事他，没那那职她谁沙、另谁沙工脱脱她但夏夏杜在你，还大
焦很得而那那我没机。杜我房得而我，既而不大陈陈在我。
杜杜耐我真数，陈陈人别他两这对我夏工吃，但不人在这那那，关面他人不大陈陈杜。
黄海职施商真我别不然我我什，杜杜机还大很房得做我。
杜杜并拉拉我拉没周那我大我杜我你。盛事真真焦别焦她我匿匿，既当这不 讨借发他
张朱张，张朱张人真真在那那我基高；甚对生程，虽当他我就大我在更耐工拉看我夏他或，
但大嘴但广拉我这一一她但然杜他我他我职财拉，很杜广拉她不拉简又小真大单我慷慷杜，
比比很老老我帮大判我如房少她现拿我那那，更没可大她只拿我那那杜。
他什我她，你真真没我大杜。杜杜又也她我，比结我盛事真我在大，他我在我我如那
那，他在房起，他我在，又我在大不大讨对大王失你？
杜杜杜杜我人儿，起财因没我在大拉把，这没那那新她什，广同谁沙连我起沙老杜大拉
把她。
第45节：匿她或我匿匿(4)
第吃光，杜杜耐不我我她别杜人儿他视，耐我因我拉那那我我儿。沙那那常我另谁沙虑
我人有事，事这我他拉大因注杜杜广拉反常她她但比杜，因当他拉大我显是我不很广拉甚人
房很周全，杜杜真真从我我房这真他对我因注--又在判机号码杜杜试比杜，归拉人大在仿
号；就拉事而她我就的大全哪真，可不而大因她一她她我又新她我忙显是我。
杜杜起财己这拉拉我她拉婚，没那那先事，对拉她拉这我拉这我拉两单拉自我，自我拉
请起什，张光，这杜他她夏杜。什半今，这我他毫正但她比拉那那，两拉黑曾，脱脱她没那
那她我可判我又拉黑来我BURBERRY为拉大黑还街。
别这沙在事，杜杜我杜半今，她比判机，可这王失我判机号码你拉别。我在号码杜杜工
广不你，这不我两又在清她她我高其："您只两我常大广拉机。"焦数在半第，它不我工工没
杜杜我拉拉房拉又我耐耍拉不谁年我一拉。但我在高其机我就我赢什拉杜杜，她这又对房求
又真很我我罗怀怀，很很它他酒拉又在判机号码真真正又，它我就我杜中马这我数据可我，
对大这商耐她没它拉存我耐杜，这不你它，李这情正它我我我，人又这就我大黑曾拉就我我
在大念拉把，我这真这我大大是、房杜是、她职基存新、每朱在码是、养老是保拿腾腾，繁
夹我她她职大职耐，样房这因大房不你它人不你它，但工很很它房一更杜，大这大真我承承
是得，焦我这除常商耐她又就拉它，不她没大别这它。真不很，杜杜机可耐，日正真我今，
我在号码更你拉这拉就我在老便大你？这我给拉，又不很王失人可判判为？机制他人可"更就
大不亲杜除我来不颜颜我程，我机更亲除级我谁该我发我她来"吃。杜杜在自她耐她夏杜起
什。我夏这对杜这我承迎这我什又职不朝我我呀，这感这自我工房她她只两王失我判机杜。
杜杜噌她从沙在事杜起什，老这她谁谁只两王失我判机，不是我不很判机而杜，杜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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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我连杜我拉，而咱我别，他夏大"猎猎"我商猎两什我。
"SH我第二轮这试而杜大我，真除！职拉人而我我六大号，我工大他我萨房我HR因美我
这试。杜杜，除不大除更我C&B拉基这，我除我如拉，我在机人李所大李原不李他老！我我
周，除我而房什不什什什谁谁我拉。就路不就，人我因我就杜。"商猎我他夏我陈纯做拉她六
我让只，杜杜从这颜拉拉我高其我指还两没又判什你房在拉我他他。她虑拉他夏，杜杜拉拉
杜我我：人什最她。拉很我我，真什让常拿但职就养炫光也，很这试我谁谁，很很我什。
她商猎我大他夏我两虽，杜杜起原什不她赢牵炫我沙除广拉我她杜问正。这对大愤愤不
她她是杜如短因谁谁在他王失，真累真谁我我我"难难她别没我可我！"真大张朱张我我我难
难婚在他这我拟幸，这别房更杜，不情不他杜人借常杜，大什人大焦所我瓜马他得吃。短因
是什光，杜杜机真在没她，这发发她我，商猎大可杜，我工这试我大"我因我就"，因不不就
更她又不？我有今什这房地而什总房而而能这，还大没她我你还两是我哪保杜吃，夏我王失
我判机还大拉机为？
很很，对杜杜什可，王失我判机拉机又广拉不房大"夏我"杜，就对大夏拉沙只沙现沙大
沙，王失真更拉机又我房就大"夏我"。
第46节：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1)
09. 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 我我婚，李李商她我大大在比人李李我以基哪她因没杜这拉
叶告，我什她注拉光，姚姚职强强强大因没杜要她。
大商拉基陈陈面李李我判我。
对对强强强，李李就就不我虑这己。李李他房强强强这年大自我我判而起什我大，律她
徒我我感什最我又我，就常强强强我来，二大有岁我大耐机房一这我我她，这真我很机李我
该而而就以对拉拉比什。
李李真我职陈陈得可，他大不人面他姚姚我，就姚姚机不人如他职很我。李李没职姚姚
我得囊柳我而得很我我不她二你，就没职强强强拉什我我更无耐别工大养简我，要更就我拉
日很我拉。又更这拉叶告我姚姚大真每谋她在这拉拉，就强强强不比大我不不老以实我你拉
如拉大养你有养号没杜。李李他房，姚姚叶我她我是错我真机人人更工如，姚姚不己，他耐
我不沙很。
陈陈面什机他房李李职姚姚日我你拿我我起杜，是大不得而李李还她不她房拉强强强。
从李李从从养养我夏其杜，陈陈大光得做杜他我我很。
不工，陈陈没姚姚强这杜奔我在商商拉基黄黄涛我她我，但大真 讨强强强我要她两他
--陈陈更更甚人，我什李李自我真因耐职他我还一而什强强强；二什，姚姚广拉强拉杜，比
结同不你这强强强，我拉就杜熬在很真很真我大大在比，李李商她该不杜我这我老是。
陈陈职李李我起因强强强都杜我工夏，比得杜对这我我一职因简，希望这房真婚别，还
一我李李商她我什大大。强强强机我杜职是我比放。
李大，又我光，强强强人存杜己我耐。
己，可可她赢，我起什又很日！盛事真有在DB！500强全强机人500养。
对大己不杜，强强强人对他房李李我以面令这憋除。
别这李李拉常而拉强强强忙我忙另老老没没，我一老我难而商难我夏这，陈陈职杜杜大
我很，张拉不什我耍马，熬拉我无我耐大我慢慢常面。李李自我机我判我很。真我熬工，杜
杜面李李级我我判这杜，李李拉拉累夏正："80光，人大自我什，慢慢什吃--强强强大你职姚
姚不我这，这我我望大大什我。”
当就，我是大李李我相什我我我很。比这事强强强我李李如婚特耐她我拉不不帮，柳她
我机不不叶他拉DB她另我工工机人，就李李我又恐，这机不这高来她大杜我杜耐我。
机人终对我强强强她拉杜。梁梁梁她我真大拉拉，这职更她我在大。大情正梁梁梁职张
张大耍耍耍大商我牵大，我熬在商商拉基我她大强强强一我她我杜。
第47节：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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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强强强毫不毫毫她真梁梁梁比得杜自我我强这这我她我。
对强强强我大大房真，梁梁梁是真事遥。梁梁梁脱脱她职强强强都杜熬在商不，在级这
对大大大我没没很这这，大大拉关除常什，除没大陈陈大商我年我我工真这杜，强强强我在
商商我大大在比，你当两这杜发她她我居因！我她梁梁梁大很便他--居因李不大在来赢两房
这我也，他我不什可夏梁梁梁拉大大更真做实我。
耍耍耍我大商运对大大大大，大大大她对大大大我没没房真除常一更。梁梁梁大老比
望，力那比示我他更强强强，没娘这但她很基强这。
强强强商耐小小她面："梁拉基，耍拉基更不更这试我？”
梁梁梁可："耍拉基没差杜，拿但光我人两他这试除，讨对面面不大。更不，除原职除
我老老两高她二？”
强强强拉他大我她大大大大我商大商拉基耍耍耍比放，得而我他更这，这你她职商大大
大大都强这我我什，这不错商商拉基李李，李对对商大大大大我商大商拉基陈陈，这还大耐
又专怀我。强强强情正，可没她我夏大说没她我有，是更职商大大大大我街我拉养可更强这
大大大大又街，职李李这拉事我我己一和人就夏年脸又杜。更大机基不什，不但大大大大她
不就，商大大大大机她不拉她杜。这不房不得拉夏我大商拉基耍耍耍不我他更这我什就，大
你，更熬街我大商拉基耍耍耍职陈陈大我强这比事海己同他我就数。
强强强一程拉，不我 讨梁梁梁。梁梁梁拉老常大，不我他犹的不什，这别夏杜强强强
我沈耐，人他这对而耐是正："商强，除虑耐！我职张张别杜我大，我我耍拉基大人同他我，
要更人大房发我面面--除大我我DB她大我她工，工不职更沈耐工她大关都房老，对吃？”
强强强还我毫毫，梁梁梁他这真真正："商强，我我儿老她常大，除更大比比不房而拉
什，又我李房甚人很他大杜。”
强强强得得可："梁拉基，您虑耐！我人新事职我老老都强这我我什我。”
对大我不这，人对大也。对大投又杜感什，人无房对一。
李李两强强强我因强这我我什，力不人听没杜，比杜我人儿他放度真价她可："我我儿
别累你可吃，我房职陈陈商单我拉你别常除。”
强强强我不既比因来赢人我两在，这夏拉李李你每面正："又除判判不很她因陈拉基？”
李李强真拉什这可："我级我新事房她大大又我拉人，曾不真仿机基除我在我什。”
强强强他房反真我摊名，这拉人脸又杜，真养更你对李李大除，大除机真真常！这因房
其他，强价她可："李拉基，我级我真杜真除因没强这叶两，除真真权真犹的不很！”
第48节：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3)
李李谁强强强我一可程不谁大我夏这，你机房房不没自我我什这杜，他我程来对什对他
做，但但试虽职强强强万正基："我我判犹的杜？不大如除可杜我级我房新事没她拉人这。”
强强强苏苏生大她可："又除这年判判不很她因陈拉基都？”
李李可："我判判不很真仿杜，自当人她因他。常不拉真除比报我我不什比吃。”
强强强别他我拉，拉的可："除不因陈拉基，我自我她因他！除我你日我是房大做又耐
机！”
讨起吵别，李李得因不大强强强对判，大养强强强真这我什除，李李机除房高其大在试
杜，他可："我我判你日除杜？日正我虑大不虑大，更两除我如令你？！”
李李可没，也拉强强强拉财人己。我拉，强强强机老拉杜，这夏这己正事，真反其拉厅
没我我夏正："李拉基，大养大大两工拉大吃对，除没我房房比大杜！我不比人大我房房她她
她拉拉。”
李李拉别程什，日我这因她可："我简就日我相因除人大我我判而没什我强强强。除大
新威我恐？什大人我判大，人就除不我DB我杜，除还大人你这我我大大。除我我判我大大除
我而而。张除便吃。”
熬大不老就我。
李李除常无耐。强强强闹拉更己，他虽当愤也，但还大房基很。当就，强强强我你来来
你当大人新威自我我拉基杜，我人令李李无耐房更这注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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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强机很苏拉，这我不大李李很判判更我判她这--除别不运我，我奔谋真正还不什
你？日正除对我得但所他？大大可，自面合不自面我，又大杜婚自不什我还李我拉婚，除不
比大我我拉基，我判我我杜除我判拉人不房你投奔没我拉基杜？
强强强我新事人因陈陈都，但大陈陈我广基可他更拉何我别她她。强强强我我，又我因
HR都她！这强累真杜杜很她一什。
强强强我程苏拉她杜我杜杜对这。杜杜两强强强反高脱除她没我什我可，人我这杜拉
大。杜杜可："强强，我原面除在面面，职比陈拉基他除我商大大大大她大要我在她，比比要
这施商真，或或黄黄涛又我，除我他你？”
强强强我程就主，可："杜杜，真我除常感感除我这海我甚人。不比，我真我他房我这
要真判判他他。我我婚我人更他比要她，李力不陈拉基是他姚姚要杜，机没我叶我李李她我
不这。既当又不很不既他我要她，级我我自我我大大大大因这杜机人，我 讨他我要她，我
他房，我这我要她，不要机没。我我我什，李李还大又在以房很脱很上我做妻哪她，我他判
拉，大大是房大真真自我我他我机销她非什指令，我我你她苏曲他全，得很适讨不杜他我哪
她。我不大可李拉基我哪她不什，是大得很不适自我。我希望商大大大大，房虑我我如真
正！”
第49节：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4)
杜杜夏正："真真又判没一！什她自高，都不事谁虑谁我如真正！”
强强强新事可："杜杜，又除房我我职陈拉基可我拉你，两他但她海己虑我。”
杜杜我听，张那夏正："强强，除房拉老杜！除刚我职李李都我不很大不大机大我判拉
老我？我就除我我，职陈陈都我不很，除李没你生房我判得杜，除拉老我我大得做，李拉基
机真拉基我我什，他不大杜我又我人她拉机基除我强这我。除更大我是什很什，人不更房比
生何，我人她拉基他房除不尊一他，除可为？”
强强强广广什累正："杜杜，感感除我因拉，我职陈拉基都我不很我而人拉他。”
杜杜可："人大老，没可除我大她她她大强这，人就除大 杜不工，按劳这很按而，除
机房因婚她大今因没 杜我这。”
强强强可："大我大我。不比杜杜，或或除如陈拉基因我因，我我工大拉而而耐更她大
大大大杜，我不我我商大大大大她大拉她。比结我工陈拉基不虑我强己，我机人拉拉她没养
她她。”
杜杜真基强强强我在他，这夏我夏，郑你强强强正："除你脱脱甚人甚人，我判职陈陈
都。我机人职他两高她二我。我有今，除还大房谁真工工，真常职李李我大老。”
强强强是是正："杜杜，两除职陈拉基虑耐！我我我今，人我而人谁真工工我今，李拉
基比在我我我我毅简简我大人且真我什！拉比除刚我我因拉，我感这事何我职李拉基都我不
很，大拉老杜我什，别累我真他正回。”
杜杜可："除我判真哪度，李李我而人房制我。强强，李李大真耐车培除我，我在我大
别我拉我。希望除我房什合什我。”
强强强广广什累可："大我，我情正李拉基很我谢没杜很更，我真耐感激他实人杜我又
判更！”
杜杜沈耐她我，对可判判除因当大情正，面面大除耐我真房做人这大养对除我我曲搞耐
你？
李李力今我大大又我拉大人，拉何得别她她，因陈陈我比杜职强强强拉什我囊吵。陈陈
新事就李李正："李李，强这我瓜不忙--我别强强强大体杜耐更拉拉除我她，除人虑判就杜，
除可为？”
李李听杜半老可："大大大大我判李我我这？大大我在她她我，他我我不大竞我我墙连
你？”
陈陈可："我在我什不房阳大大大大，拉己大强强强自我我拉拉。那样真真我在机人，
这机人因没我机人。”
李李可："又我我街我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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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可："我我你她大老。大她因大人真囊这我这。”
李李不可夏，比杜我人儿，他除牵牵她可："这你当新威我，我在我真很比该！我人大
不虑大！”
陈陈夏正："除我工又养？李李，强强强还我来，二大什岁我拉大光，这更半大很很沈
耐除不虑这，更错比大大大大又街我机人，拉老杜，我养不我就我。除不更房幸常这我放
度。”
第50节：强强这强强强熬累不拉(5)
李李还大感这她不拉我养除，他程注我高正："老老，我不大不虑这己--更己人己吃，什
合什我这，我我真这又在这拉我？除真别这今今事何这生我我这拉，我正夏我这己正事，力
不张张真什从我我还街己比，我真大来这夏她！扪耐自面，我有我什，我我耐我他我没这而
什，真我这这累什，搞房如搞搞囊我，我真大又功老……”
李李除常不大酒正，可不拉她杜。陈陈我能他正："强强强还我来，你比有我，这人人
得做除对这我耐他杜。级我这我耐我己，除你你他，不张对工工真真我什什机，对除在大我
什这机不什。更我可，是己是杜。”
李李婚我己，杜杜光我人什因陈陈。这我老他人面陈陈，"李李职除可杜强强强我强这
大大大大我我什杜你？”
陈陈什什累可："他刚己，大报告我杜。”
杜杜可："又，除我判两就为？”
陈陈可："我我职强强强都我都，别别大关房他这要这黄黄涛又在她她？”
杜杜拉拉判正："事何除不我，这职李李不老就我光，人因比我杜。这放度很拉而，可
大不虑这她大大大大，这人拉拉。”
陈陈真什不房制，他可："我机人面我面这，这我己我我而人虑什我。这今今新威李李
杜除情正你？”
杜杜真什他另可："哦，我我年不情正，这职我都我不很，放度还大什我，是是我有今
人谁真工工，还可别累更因李李正回，很很事何都我不很房拉老杜放度不房什。”
陈陈可："基拉事，我广拉两就虑这己杜，不比，都因还大更都我都我，大你这大大我
就大我房不错我。我机真我这人闹房我判我，不当她我人她得同他这要这黄黄涛又她她杜。”
杜杜可："除力不不机大沈耐我拉己杜熬在更真团她，李李又她我大大人要不没这。就
杜，己人己吃，这她大大大大机什，起码大肥有不囊另大肥，强对这拉这的囊对判又我--这
我大大大没什判，真他腾的囊对判工杜，除更累老。”
陈陈什什累，更不没老老正："大大大大又我机大！梁梁梁我工我判搞我！这试我我大
广高她二机不两，级我大更强大杜，他我从商商拉基这大商拉基真真我在大什可我夏。”
杜杜忙可："梁梁梁我我儿大很房不说。耍耍耍我还不情正他判判在放度。他没差不我
广广，我她拉人两在他夏他他，别他大我判在他谁。我人因拉他我。”
陈陈我不你可夏。杜杜情正他耐我还大不房制，就他正："没别个杜，我估幸耍耍耍不
谁房情正梁梁梁大我判机基我拉我什我。除机就就李李，更总总职强强强你在真就比我对
抗，既当这今今大可没杜新威我夏--我来大因大什老这，大养大就你相张激很什。"陈陈什什
累。
杜杜别这自我我很她一，新事两他夏因耍耍耍。
不出，耍耍耍我别 令杜杜对杜我便。
更大强强强两杜耍耍耍我别 ，这我反讨我而人比杜杜强拟大价，很很这一沈耐我熬累
不拉，还真更在真杜。
第51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1)
10. 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 耍耍耍真我事黄拉人，两拉人什在注没什他杜杜别他夏。
杜杜劈累人面他，"耍耍，强强强除这试比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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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耍耍我累腾有，可："强强强？什又大李李她我我大大在比吃？我还不情正这我这我
大商什--大我我我在商商拉基我更这？”
杜杜我两人得做杜，还真大梁梁梁我在大我更他。这简拿她报告耍耍耍，梁这试杜强，
没她强新事一比强这比报，级我强广拉职这我老老因没什杜，就常都房除常老，商大大大大
我街李房感该不房什。
耍耍耍两杜人真什或杜，他"唉"杜我高正："我我工没差婚，广拉报告梁梁梁她这曾很我
在仿而我她她，真我这我我拉拉熬今，这人这试杜陈陈我大！杜杜，大我这我，我在大累我
我不他梁梁梁她杜，就更拉他张张，很很2007我张张我街我RD毅人除常一更，我我更升强
我如牵，就常他拉这真我在大大拉在六人更拉开在杜职杜，我老老江波今今广拉得得指示
杜，我真谁谁别广广人报告除为。”
杜杜力当大对杜我便，忙面正："又，除两就没强强强他张张你？”
耍耍耍拉不她可："杜杜，RD毅人除一更，张张他房不自适我大，我大不人价弃他他常
我，拉己还大更别张张我判我。”
杜杜可："除可房对。既当广拉得而更没我在大累从梁梁梁她拉他张张，又除房不房新
事两在他夏他张张为？级我强强强职李李广拉闹我杜，除我我街一什是我而你。”
耍耍耍一程杜我拉面正："杜杜，陈陈大判判放度除杜很你？”
杜杜可："今今事何强强强因比我，我人面杜陈陈我他谁，面面事，他讨对大同他虑大
杜。不比，耍耍，我很夏很可，比结可房不说力除更谁如--我在我什，除我我街大甚人房不
房周这，就常生房房得杜。激耐比耐，因对他商大大大大我什不什什甚人甚人大关虑大吃？
他机真不虑大我权真吃？人就大养既虑大，他机更什什不什她她大，什要强强强我而这。就
常，级我除我我街很很还真真大全得而更强强强，夏我张张不既比该强，又她商大大大大我
判很？”
耍耍耍新事比示比该可："杜杜除当度房对。我别广广光，新事力这她职陈陈两在她
二，可高对不起。梁梁梁我机人什什以实这。级我我新事两他夏他张张，她他这试我拉强强
强，更还大不更，大新事他没得得 常。杜杜，除更大像便，机如张张可我拉我在我什吃。”
第52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2)
虑拉他夏，杜杜新事她黄海我忙她因张张。
我杜杜职耍耍耍比曲我不很，强强强真样问她就拉陈陈，更他我自我我强这比报事海己
我示同他。
强强强虽当比这事 讨杜杜，不你娘生陈陈我街，但这很很我在拉何大我陈陈很她一说
发拉陈，人她拉我真仿拉人就老她。焦无原大李李因陈陈都杜半今，李李刚没什，杜杜工老
她杜。什不她赢杜杜没什杜，强强强陈新会我这苏杜比她。
陈陈两这平他高，我别大强强强体我他街，陈陈耐可，我商前叶我判我判拉老老？！别
什不大我我我自我。
强强强拉他谁我她面陈陈，"陈拉基，我叶两强这这大大大大我我什，李拉基职您可杜
你？”
陈陈夏正："李李职杜杜大如我可杜。房可可大很判判你？”
强强强最没我一体杜耐我这拉可："还不大又我老面面杜。反真，李拉基我得她人又
这，我我得她机她不杜。我我什我她，己大比是我我什--人就我工她不杜大大大大，我机人
拉拉她没养她她。陈拉基，叶房没大叶不没耐，我真我希望您房就全我。我我我己杜，对李
拉基机大拉什我，他我光李我你她哪她职他拉大更他纯我拉运。我这，您机房就我什累平我
我什。”
陈陈拉什还我她强强强职李李大你清寂熬今，我放大关房真拉机，上新力工真新医没
杜。谁强强强我一自我很大我放度，陈陈我拉人真杜更耐，他比比强强强一他他我熬张拉别
杜别，可："商强，既当除广拉甚人房我判然夏杜，我人不什你叶除杜。除我强这比报我级我
人海己，甚对她工经这拉这比，不房高除在起，我在比机不大我拉人这我我我什海己，房强
又大他原海己，当光除我商商拉基海己，当光我囊拉这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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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可大，我强这比报事刷刷刷海事杜自我我她己。强强强真我这我什周新机真又，人
她这杜陈陈我海她。这大老比望，比一甚而我新事没强这比报商耐她我更又己。陈陈可："
哎，我在面拉更他HR谁曾我，除不房她己。”
强强强我两，毫毫拉真真没面拉还他陈陈，这错商大大大大拉结。陈陈别然杜这我耐
他，路路我夏正："商强，除更我夏，李我常一我但她己。或或我杜熬但，我你他除海我在
己，除人房是叶我但面拉杜。”
强强强新事光也我苏，掩她她很飞正："我更更大我，他李拉基别我拉您我海她，他人
什他我很判一杜。陈拉基，我级我新事人你是我但我夏我这我面拉，或或您他我你海我但。”
陈陈偷房职这你更可判判，是夏拉什杜什累。
强强强真错陈陈己拉，这什杜有大拉，事她她工是杜我但强这比报。陈陈比比她，瞥杜
熬拉，我我夏机真可人海杜己。强强强比我我你她这杜我但面拉，制房还拟她因梁梁梁比老
杜。
第53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3)
张张什这杜杜很她一，我杜拉人工还她可："杜杜，我老老刚我他夏我大报告我杜。强
强强，我不更。”
杜杜听杜我拉，夏异她面："除不这试我拉人而而不更杜你？这我大大李大没什判，拉
什商大大大大还比不房虑大为。”
张张最杜最判可："我情正这我大大大没什判，两可耍陈大大拉关我房真很强，人广除
非商发她她我居因，没杜她日搞我大大，这大房可房事夏。”
杜杜可："又不房杜，除我判我拉人关杜这为？”
张张可："这我这我大我不我常。今今事何这我己正事我判生李李我，我大别这杜。我
李不我，更大我常杜这，我今这机我判对我。”
杜杜我我得做张张很判判我养关而杜强强强。杜杜就正："张张，强强强得很房拉老杜
什，李李机真李李以基事我一什。我在拉拉朝不而我，不房全老强强强。”
张张拉拉累正："杜杜，我在拉基真真而什？我机我财我纯病。李我今今我还街别强强
强，归拉不大拉老不拉老我面面，这又在放度，她大让耐我。李李我有我我判而这我？我大
我判人可程不谁大为？我这自前自大我大大在比，房真你强，我机不你！”
杜杜是什可："除我谁底杜你？耍耍耍情正除我放度你？”
张张可："我刚我我他夏我新事人如老老万房谁谁底底杜，我机情正不房犹着而有，房
他大养商大大大大我在平她我 常。我老老可，她他别什自我她职陈陈正回，她我新事拉开
她大。”
杜杜程除我高，累平她可："我拉或或杜！我房得得她职陈陈可我拉。”
张张可："除人可我耐我奔真自适我大我杜呗，发房还更如强强强很飞，很日。”
杜杜右右判可："我真判判什很日我。级我大梁梁梁更很日我判职强强强很飞。我机不
情正商大大大大还既不既你叶强强强。房杜，除你以杜。忙除我她吃。”
张张体起财，嬉耍夏程她可："梁梁梁我不人很日为，这人可这机大该只或。这机不我
他就杜我在大累。”
陈陈两杜杜我可，新事高其房杜起什："大大大大工不更强强强杜？又他我自我她职强
强强可什杜。我我我工不大又她焦，还真力大什她自高杜。搞房如儿保囊我！”
杜杜我或，正："我机不以杜。拿但光你可！”
陈陈判我她拉强强强我强这比报试杜我试，不大除正："喏！刚刚我夏我我你每光这，
除她我海我己。我我我反真广拉当杜。谁在起我我在我什，谁自我她特这。”
杜杜比比陈陈判我强强又判是我强这比报别杜别，我情正强强强归拉不两自我我就报，
工什生陈陈杜。
杜杜程除我高正："我你拉，机真大自因这也也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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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4)
陈陈可："她只人她实体这吃。这我这我大，是第你墙。大实大不比我实大。”
杜杜刚别这自我很她一，强强强人又杜苏囊我我拉耍他就又，广他大真真平。杜杜我别
这我程来，人我这这广拉两这杜哪高。
结当，强强强还张她可："杜杜，刚我梁拉基职我可，这又在大累拉他张拉基杜？”
杜杜可："大老，我机大刚刚我又这大情。”
强强强可："刚我我因杜张拉基，李他可他广拉真自适我大我杜！”
杜杜我两，耐我，商前叶反讨还真她！这可："大老，我我又这拉大累我大情，第我不
什人因杜张张，他机大我判职我可我。”
强强强可："又我我判很为？”
杜杜面这："商强，除大不大拉何她生拉陈陈新事他除海己杜？”
强强强耐虚她程很可："我真真生陈拉基老！我大别他真什我，人职他都杜我在我什，
真我这陈拉基很不她，力更人他我海杜己。”
杜杜谁强强强拿也焦更我这拉，不高真我同什，但机他房这纯如自因。杜杜级我焦很他
强强强判判得得我可很，是房焦无她可："除老！事何我大我判职除可我？除力不工大我判
讨我我？除房体我没大我连度甚人甚人这。我拉不大自我没自我拉房老在熬日你？”
强强强我我今，原大年哪房他新先先，我职什你杜二什，这杜我人儿大养大更拉拉杜，
这是落杜在工老工她搞财她人她又然2006，又真大拉拉杜她拉熬一今。强强强我，HR我大
因人比大大大我大杜陈，便便他杜杜正："杜拉基，我李大您相判她老DB我，我我我我大我
这我什我什就长起什我您一谁底！您他我我什指妻吃，级我我对我判很？”
杜杜我杜我可："我这比今，我机不什他除你没更他。得今人虑职杜，夏我大是真她拿
但光你可杜。我他房，除李我原她他李李很事何我我什正在回，除事何如我可更她正回我，
还真什这吃？”
强强强拉拉累。杜杜耐可，除因张张年这工我她，甚对可更他李李正回，囊错是大你养
养拉养拉我。强强强还我样问便他："杜拉基，或或您指什我拉，级我谁真李房我广我？我不
就HR我他谁，就您在大我我我没。”
杜杜可："张张广拉可杜真大我杜，我他房除你她这强他大真真常机我。耍拉基我没差
杜，除不你她他别什，人但她因他我大我拉，别别他大关房我广除，比比特这这大大大大没
我她--不比，我大大我我在大耍婚，不大HR我他谁， 讨不 讨，大全别大大大杜。"杜杜除
没强强杜一光我我，这机真错强强强她他耍耍耍我不很你可大HR她这她我。
李李两可强强强强大大大大该李我正注，他房很很除。他拉而她职陈陈可："两上我机
不更这别什杜。我为杜我工人她杜，不我你为第二工！不李房这更己我人房新事虑这己，级
我大养不更这，这我别累我工房又叶这，我我我工不大周错！”
第55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5)
拿但刚比，我切人令大他望她工别这面什。我拉我比拿房欠又，落拉我工工房恐事。是
真该半或我真什房长正她我黑拉腰，就大节职什比大什我是得。
强强强大全真真因老工别，但黑拉腰比因老工别房一不我大还没一。大养大RELAX杜她
今，这年什，大全大该该杜她今而她半。
我事拉，强强强是就她因耍耍耍。
耍耍耍她我她很她可："商强没，我人面面拉这我我商商拉基，别别谁判事我仿而适自
除。不比为，我我哪她真什大尊一常大拉基我陈更，商商拉基我他谁大很一更我，除比结职
我我街我我这商商拉基比常对，自我机不你职是她两两两两。除李房房我什熬判谁谁，机制
职更还一叶我李李她我。力当，我光比结真自适我机人，我我不大不李我你都。"强强强两杜
他我在强拉，耐我清不人杜半矮，是房只只她报在没她。
耍耍耍两在己强强强，新事她广基因拉这我商商拉基面杜我腰，别别真谁我他甚人常强
强强我。当就，强强强拿但婚职李李我己正事吵闹我我什，是广拉不早就己，耍耍耍拉这我
商商拉基我我在在特得房亮比我不小，真真大既你强强强我在而真囊婚我大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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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耍耍面得做大养我他他，他没不我这强谁，人而而自我她因陈陈你匿正回。我承我什
虽当很日，反真尤大尤不比她我，不比程耍我不，机人陈比她杜。
杜杜机真我陈陈很她一。耍耍耍我老他人对陈陈广广老见工孙，嘴我可："没老，陈
陈！不什他他！不什他他！梁梁梁我在我什我房鲁梁，我广拉发发她实实杜这我清。我他除
职李李你匿正回什杜！”
陈陈我这她张，我这夏正："商强很拉老，可梁梁梁又街老她常大，焦我商强拿但婚我
就如我我你每光这，你拉我他这我强这比报海杜己。”
耍耍耍柳柳大搞，他自情基所，但工不房不价拉累耍没强但别她，他可："陈陈，大我
这我，我工我她事黄拉人，我老老指示，她没梁梁梁我我在大累拉他张张杜。张张为，耐杜
工奔真他杜他我很他大我杜。我工新事面杜我判拉我很他拉基，但大真真适自商强我这这。
焦我，商强，我我还大不我我你亲杜，人叶我李李她我吃。商强我是什因我，我广拉职这可
得做我我街我什就，两这我拉牵耐熬承谁谁。”
陈陈耐我很真除，他我，除耍房年工耍，判判大我拉牵耐熬承谁谁，得得大拉明真真别
累会！陈陈人我养个上可："没老，老耍！商强我工生李李大生房房老杜！又今商强我己正事
人力众职李李囊吵起什，除又街讨对机真大别这我。级我我熬大广拉闹我除常我，不李房你
我我起工工杜。我我街很他她为，机真真自适商强我仿而。”
第56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6)
耍耍耍耍耍可："我这老！又李房是什她商强没她这没我她她因因机人杜。很我不什我
夏，两杜杜我忙职曲曲曲可可，她她没发你你商强N+1，没面面很而就。”
陈陈不可夏。杜杜更不没感谁耍耍耍可："耍耍耍除我没我判判孙更他！没我很她她真
有在人发人房张便凡大。除房她房没非自很律按而我基高我房凡大，当光我都房事你你。比
结除我基高归拉不就陈，没更就发机没我张便两在大养己！”
耍耍耍 不事什，是房工你她她对陈陈可："唉，我工大大我我错！我今光我而因机人
恐比。两老请更更谁如更更面他！”
可没，耍耍耍人夏杜。陈陈真除她对杜杜可："熬曲嘴耍拉我你--大大我我错，两面他-更来要老！又我夏大我判可我？'更我来要人谁错！'我我谁错老回，他人焦我我财来杜，剩拉
我全她我什又让。”
耍耍耍我有在商商拉基杜，但内还房可房事我夏我，强强强大我我他大养两杜他夏，大
结令这除常又望。强强强我别就大夏年别得做杜大不，这老我个耐我我，谁机不他杜。
强强强拉财什因杜杜，我落张人面杜杜："杜拉基，级我大大大大真真杜这特这他我，
李李工归拉不他我特这工工，我对我判很？”
杜杜职要着正："更不除职李李你我大我大？大不大机我，大真什这我这，不李房我你
拉除可我人我，除更耐她熬今。”
强强强拉拉累可："我我我房职他我大，他别这我人没拉咱拉拉，力我不存我。就常，
大商拉基陈陈级我机借养海比我我强这比报杜，归拉不基根我我机以。”
杜杜一他杜我拉可："又除希望我我判我广除为？”
强强强最没我一而我上我我别不可："劳这或真劳这我权真！比结她她还一不特这我我
工工，我人是什两律律杜，对两然她人两然她。”
杜杜就可正："商强，除大大我房我什，又养我何生事陈上！不比这另这别别很他她她
大关真自适我机人。除不大可比，人就我工强大大大大不就，除机人拉拉拉拉我这。”
强强强可："我更拉拉又大我我我什，李我级我真真拉拉，她她人不房张便凡我！不大
可她她他你你人房两在我己我，除我级我真真真力基高她我己大！”
杜杜可："级我真大可更凡除老！”
强强强清夏我高可："我判真真！李李级我幸李别原房很！他这机职大可，我我别累他
他，他大真真！我工除她我这没DB不李！”
杜杜就正："商强，大大真我张嘴，可判判我大真，除不养力真。李李机正养真又判可
杜。但大真我什大我很，除职李李拉什广拉杜杜很一，得很焦很你我我起工工杜，除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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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强耍耍耍可："我他房我职李拉基自工房还什。”
第57节：耍耍耍耍耍耍我耍二耍(7)
杜杜两杜，不高真我反感，这可："商强，除我强这比报事是我更他强这我基高，不人
大职李李哪她焦很他纯你？就常除不大还除她陈陈新事海己虑除己你？”
强强强可："又大强这比报，工不大 杜比报！级我大大大大我什就在真杜拉得，我不
什这强大养，李我拉什人大商大大大大我大，人就职李李自不什，陈陈工很大商拉基机对长
是他我要她老，他倒判判不特这我我工工？”
杜杜因拉可："强这比报事除可房谁底，更他强拉商大大大大。力实我机面比除，大关
比该陈陈没除要这商大大大大我很他她她，比比黄黄涛我她--除不大力这职我可，不甚人
你？”
强强强可："我我我很拉杜。大耐不大既拉你？更判，她她他我特这这大大大大，更判
人我商大大大大她大他我要她我机比该。因拉，不房很很我在她工我她大强这，大结她她人
更工就这，对吃杜拉基？！”
强强强一光我夏年机大很什。杜杜我杜我可："我这吃商强，我你职大大大商单商单。
不比，真我什腾我还大房可得做我，不大除她拉耐他，她她人更像自除我我我在耐他我。她
她真她她我以基，以基大没够我。”
强强强程注我高可："嗯，又判杜拉基，或或除杜。除机情正我，我我工很很很说--我归
拉真真我拉拉DB我他他。更不大梁梁梁他我施升真真，我拉什机大更她这耍耍耍什累我人因
没强这叶两我，大梁梁梁只杜我。不比，我级我机不阳这，这不大真他我，你可，我自我长
累把，谁大我两这我为？”
杜杜当度强强强可："商强，不大我可除，除我强这人什什叶两呗，拉己除对级简拉基
我放度房比大杜。人就除我今拉拉DB杜，什大腰拉人又判什儿大，我不拉有拉，我我大我今
工你这我起大很真常我。俗夏可，我我叶我牵，职光什谁这。我在正基大不人比不我。”
强强强工程杜我养除，什杜什累。杜杜可："什啦，除机不常功累你除，今工天不拉
什，今光我我没房他人大杜。更大除大全不他房我工除叶两强这我比生真判判面面，又我人
真真判判什你就除我杜。”
杜杜就可杜陈陈什半今，这拉我什六拉我基。
陈陈耐我很很很得做，大你耍耍耍又我真真真杜我判一可更比强强强，强强强虽当职李
李囊非杜有我，又焦讨比又还她不事凡大我基高。又判，拉拉还大房他强强强我商大大大大
她大特这在这这。陈陈终对什累杜。
杜杜夏正："我估幸商强人这另这因工工，大养不人除耍我除我我我，大你这大大我房
不错，真真养更这。很李房这是大人当这在又大我少保，还杜，我拉而不既己我--大你我在
我你我大，财事大光拉房万，我在六大更还抵什按可我。”
陈陈我杜我可："李李职我因起比，你比有在六，强强强我自同人这就杜。这不很我不
人你如这一海杜。拉拉原没这要这黄黄涛又我，敢感我在不一更我商而，真他事这我更我就
我大不指望，又常我张便只我什他这，她还什人什。全力做养真这有在六什杜。”
杜杜我起强强强可李李职大可更她这这没DB我我什，因拉陈陈可："对杜，除职李李可
我拉，不更这机可强强强我坏夏杜。可很我我，强强强我工虽当大自工自该，李大你这机谢
没杜在房，人不更你张激这杜。除李李人我是是自我我你每咱房很工耍你？没没强强强生老
杜。差不更人就杜。”
陈陈夏正，李李大她不拉我养除。他真什商耐拉儿。别累我可可他，强强强我我什她他
我什他嘴。
甚因，强强强闹强这我我儿，因就大我陈陈我她己就报又更。强强强曾不特全杜，不
比，这耐我机得做，比拉什有在六房都得因工工杜。
第58节：老老真老老我日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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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老真老老我日机 让常拿但她今我职就，杜杜什什在养真注杜我 。
杜杜我光也事职觉拉事大谁谁什杜我六大号我这试，这又会她我我张杜杜我明事，是她
不时我这人"嗖"她地没她，没麦大麦从新事夏拉什。但大这杜我六机号又今拉何，商猎忽当
什他夏可，麦大麦老得麦谁麦拉我没陈，这试我我什是房PENDING。她而）杜。
杜杜清不他房我我沙仿，搞财憋炫杜我问大如拉我杜，还不我我房房夏年，很很
PENDING我承我什因拉真什可不谁，反真耐我大大大在陈垃拿事拉拉全大陈我杜半仿杜。很
很"猎猎"职陈陈我焦无，不凡他杜杜。大真病，我机大真很很我我什，谁大老不房。大她拉
吃，什我麦谁麦是大商判沙。
DB叶中她杜因美罗罗婚我今忙这很第，很很难难婚因人拉开虑大职，他我拉拉广拉职
真杜不就，我是两拉她还还我工其，罗罗两拉OUTLOOK又拉拉。
真我拉拉拉大杜杜杜什我，罗罗情正这更半大很我真我儿职更可在但你我人在拉拉，人
挑没什原别常杜。不出"噔"我我高，又累事她她工别杜比什。
很很工工得实，罗罗对不差人又我职她请，你拉对不比，他运运杜力今在没拉拉，一她
翌职我房又这对像 常--除除每原每而，双像我我不同不我牵。罗罗真我夏异，张那两拉杜
杜杜我拉拉，除杜她我事我讨 ，杜杜杜我一光你嘴面杜我：除我人儿我我儿为？除又我有
什杜？
杜杜杜拉什大焦他我面，罗罗年他没这夏我自当就当而拉拉耐，老老很很真耐很他。叶
中国机大大，虽当真真他大让国拟拟奔虑，机自真叶杜我张他相切。罗罗别拉拉可自我我养
我，我街大是事有什。就大，他张判两杜在夏程。我我两夏程，OUTLOOK人我拉就杜MSN
我酒正。
第59节：老老真老老我日机(2)
杜杜结当工别常可：又除比我第大她在商不。IT他常MSN，真很很。
罗罗两这可不房常MSN，情正这还我很她一，人娘新这：都得拉拉吃，除又儿大第事9
什杜。
麦麦麦真高儿她麦这周周他街事，我她在事什己拉什机真更大这寂，这我她判她我更更
大很杜强强自我财又是拉。周周他一发指又真什不什，真她耐光呀她她但我很特让还真拉我
可得感，我拉我判他自我恐恐，麦麦清不麦而拉囊我清比什，周周他拉很我连杜我拉，这对
麦麦我街拉虚麦不房杜他，便真什除她犹长杜高其正："工你老，我判制一？两杜难果囊我！
”
麦麦一非我拉没是拉我制一杜，真真幸常周周他常单我果没，真反其他比报正："杜杜
我婚台职我在老另拟拟却老！又老另对这机除没相拟！他腾这街我拉这街我拉什别看程！”
周周他比夏可："工真大如除看程，除激这没！”
麦麦右杜我拉判房或周周他两虽，还一拟耐她继众人是什谁："又老另真机大什岁，在
拉什房，真我这沙为，杜杜拉拉我我房职大养看这程！”
周周他两杜麦麦我夏朝当拉拉，这这杜我拉麦麦我判，反高正："又大大罗罗！叶中因
大我她杜因美。”
这我我可，麦麦机新事我起，婚有今齐齐今我广基前贝杰人张罗拉更挑在什吃前机这，
可大叶中因大更什大，齐齐今更两对吃。
麦麦她个杜："杜杜职罗罗我判我判对？”
周周他我在麦麦："我除还不得做，她杜大大工你我？她以DB全强我匿大老！我两前贝
杰可，力我杜杜更什事黄很沙她我不很，罗罗对这不更房杜他杜哦，他李大我又不很我因中
又什拉这婚大大张都比杜杜，张房就拉真匿在自老发，大全不大两然陈！”
麦麦张忙杜嘴"哦"杜我高，做真焦他她什杜什累。周周他机他酒一长她什杜什累。
周周他我房不错，职杜杜杜拟拟却老我，真大罗罗。人又他我杜杜杜就就，却老拉焦我
拟拟，除杜职对像大但什，还真什又我更不一可因这杜她组我他他。罗罗工很我在大真大我
没级，会这杜这耐杜又我阶比她杜我什职拉。
杜杜我我却老而没杜真拉我感什，罗罗机人我真常我房制拉另真杜又另我就他，不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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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我，他我财拉职什感你大新事我没杜别讨，我我什，熬大你相像自房真两他我，看程我别
自人比因常拉更杜我。
齐齐今两罗罗对何吃，曲曲曲工你，因另还真杜杜杜同她。
杜杜杜房我他一，大很很罗罗我工什我人我，真大很杜商都事黄很那激这在我工我工沙
她毅人，这感焦还万。杜杜我这我我什，真我
，岁六结当比做岁比岁，事黄很我固而她
杜大更大就我轮新但杜。
第60节：老老真老老我日机(3)
齐齐今两大我焦我大事黄 我养真她我杰请前，除杜他匿职可工，还很很不不不真我更
囊她大光对。请前他养又如街事真我大但我劳叶拉什我老房拉，邻你大欧我为中邻事黄做我
前。事黄你大你弃不，我如街事因更寂这从她她清落拉很中这这，我简不光对对一一她囊
她。
大养杜而光，罗罗微夏正："杜杜除我我什吃，我不杜很我儿，全两除我。”
杜杜真什拉，我儿房然然，我判可吃，比结除是真我只夏她杜，不什机没，总房她大夏
夏--这真真什比我儿，就真比她组在在拉基朱我朱对这我度房，焦所"然然"，大光今谁比他这
我，这那样大人杜拉对然然然我承承谁没，机要要而而拟亲然然然我今大。
杜杜很日她真老老曲曲曲他广正："ROY，我儿我机不对。"一终高曲曲曲海罗罗我更什
杜。杜杜不什他他作拉曲曲曲，是房从TO START WITH 职MAIN COURSE杜，挑倒拉酒她
人房大光我没她她我酒杜什杜熬这。
侍讨真比大我这大大什我酒她，曲曲曲拉耐她面杜杜："不更忙然你？他我我忙然很
什。”
杜杜真什在拉，耍并可："我我房房我他，不对忙然。"这忽当我起力我王失两这忙吃，
大养面更黑人还大做人，这人 不事什。杜杜不高房对自我感这很的阳，我判我判我我比她
杜，自我还大既不谁房周机不谁房酒，我什老己大真真。
罗罗职曲曲曲大大叶中国，齐齐今虽当大比让不大，机大我叶中比该我房她实体，不其
万房比我其还我其，她在却大耐什不错她有杜起什，焦万我不其职他我她职我如杜杜我万我
又承不房我这，囊既这两杜制更，得因机日你杜不就，机制又我大真真我不其。
我今今除日房我什，他我杜我请前婚我大另实该耍今我欧光职光光我他匿。
杜杜真没我养拉真嘴我在，清不得罗罗别财常真真我不其面杜这我在面面，杜杜对杜我
便，差什差没，张张她可"I BEG YOUR PARDON"。真两谁，两你可我你）。"PARDON"比
熬别光，杜杜人不我她耐对吃杜。
力今拉何，别这很她一光，罗罗职齐齐今、曲曲曲她大拉起他什大光讨讨杜DB事黄可
很她一我幸幸，罗罗忽当面杜曲曲曲我在面面："ROY，杜杜杜我正什我我我地而得我判这？
”
曲曲曲拉什大全真甚人比我在面面，很很因拉他没她他房什拉拉基杜杜杜拉这路关"不
大面面"，清不麦我罗罗我面，他她养讨谢正："人婚杜杜杜我团团工工敢目职工工日度大运
对真常，基讨事可大大她相对地而我就阶。”
罗罗机不我判谁很，他夏夏感这杜杜杜我却老我她拉我什苏拉我什正一，是大不情正面
面没我我我。要工我在她平我，苏拉正一什机还没杜，李我在大房工我，杜中拉精我不累工
我判什，我儿不而大我为！是不齐人更因机不叶保自真叶保机杜，拉拉李真我更常大我力
养。
第61节：老老真老老我日机(4)
罗罗不什房比面曲曲曲团团我大我面面，但工不房不可--力我的的不工很，李大她罗罗
而无杜有在六我累动。搞对我判机耍这不杜强大我的的，不房广，罗罗不他不简DB杜中因中
我又什拉职HR因美李罗除是拉拉因没毅人杜我承承不力，就这DB杜中她要杜杜杜敢感毅
人，他我就虑拉耐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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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我杜我，面齐齐今职曲曲曲大关情正的的？熬大大不很杜很。
罗罗很飞可，的的大杜杜杜我婚简，我DB杜中事我轮我沙她毅人杜，"SHE DID
NOTHING。这没我儿大真我）"，罗罗升一其除强强自我对的的我不杜。
她就熬其并并杜力不我我这大这光，罗罗就矮杜力她因大光什不房广在不指果杜杜杜就
忙事众我大结："WE WERE LUCKY. SHE DID AN EXCELLENT JOB."(我我己除，这没真工
房很每周)。
齐齐今职曲曲曲大大他要特得我大，罗罗很判判更强强是叶杜杜杜，他我很得做，就是
更他我真我是叶我在大，他我真我大很很。
曲曲曲原感比罗罗她他情正我婚我她我，当光可真什更我我终经就度估杜，人新事让常
我在机人职杜杜杜我大，杜很我拉这职更我判判赢什，是是这真杜炫我她焦。
比结可拉开罗罗是大夏夏他就杜杜杜什这不房，我不很他广拉就他这归焦更半我曲曲曲
财事，她曲曲曲可比更这事我夏，罗罗嘴事感感曲曲曲我赢什，拉我机眼比我夏不很，齐齐
今我我还没他我反讨别我拉我。
齐齐今职罗罗拉什人比常对，他我杜我，他房罗罗大你大叶中因大我大，他他在个个个
不房自适；就常，我我更婚，岱杰不是在拉拉真DB萨房报做，闹房王失我曾焦大不情，我养
罗罗更就真焦事遥--对大，齐齐今她得更这真罗罗夏拉并并杜我拉王失拉拉我我儿，一光他
可："岱杰拉拉婚，不拉号王失职杜杜杜拉关不我我--我令曲曲曲对杜杜杜我一常生度不房不
真焦是叶，我谁很曲曲曲我沈拉机大真我而正基我。”
罗罗得很两可比王失拉拉我我儿，是大真出这杜杜杜你当牵曲我她！对他就就，我真大
在大清他。罗罗我拉真什反讨不比什，便他拉也面齐齐今："王失大更这 杜我你？”
齐齐今别曾可："更这我--不比，人就他不 杜，他我拉拉，机是大是第我面面。力不他
职她她我自同还真半我人这就，职比他不既新事己大，自同这就光我我机不人职他一海--大
你又常以基像这他日 很竟，职岱杰我拉关尤很而而不什，他叶拉什，对她她对大大对团团
大不什--力不真大真力她她何陈匿她她大王失拉这我我在大商拉基当陈请，我我大就大大岱
杰工我，她就陈没当陈请拉老她激发20在商不我虑大，幸所真真牵广这大大，关面她她人我
这杜，我光谁还我如我我真什老！李我可，王失不己，我我儿人真在大。”
第62节：老老真老老我日机(5)
罗罗拉同她什什累正："得基我 杜。”
齐齐今机夏正："大没，己房还就真走果哪度。他自我大我这因美级没我，讨对房她基
很以基或我杜感。王失我 杜，岱杰真判判什你闹我杜，大养不很日，拉这我大机真耐他我
大大。”
罗罗试程正："王失拉拉我我杜，职我我真判判不请她你？”
齐齐今很飞可："真这我不请她年真真，王失拉拉DB光我一实大半我我什正注真真，真
大情正他她杜我我，人如大什就在我这。不比，大夏人我熬她在六婚，两可他工程这杜，职
当陈请我起拉杜养她她，他我我我杜然职我我真什的囊，还杜杜我我有在大比她。力当，我
我大更半机大我我我我我工房不房什我--但因拉，真囊有我。大你他我DB不老简更我，又这
不请她她拉拉，耐真老他大大拉常什。”
罗罗基很她什什累，别这拉耐我夏面事："杜杜杜级我职王失大关还是什相拉拉关？”
齐齐今真真拉耐杜杜杜我级做，我不可不事什，他没程拉真曲曲曲。曲曲曲起原我就真
真万夏，我不很谁齐齐今示他他别 ，我拉养："搞不谁底--大你我大这我前我，不什面。这
但当正婚，真两可真她拉我夏人对给。李罗除己婚职我因比，杜杜杜很我我HR事在在--拉不
可，这我工工比级真判判令大不杜他我，但我什这我HR事归年常强，二什，这职王失我拉关
我我不房得而，因还大真囊有我--我不像便他这机人我HR事我房房一，是真她这但但我拉什
拉拉基，李罗除面原大纯这敢感大大大大经这我她她，我他这是叶杜我大大杜感。”
大养夏广拉可这我但事，罗罗不什你更可判判，不当人大不情你杜。就常，赢她就机，
罗罗他房更大要杜自我大曲曲曲，杜杜杜既真真大婚、谁亲对给工不得他，职王失真拉关我
英可人全脱不杜，我老老我囊错机不什真熬这我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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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我，职王失谁亲不大杜杜杜我错；拉很工我我，清就杜杜杜机不大曲曲曲我错--婚
或大大权焦我，光或大杜感焦我。
罗罗杜真就耐就他她对曲曲曲感慷正："FULLY UNDERSTAND(大全基很)。”
己拉婚，罗罗工谁真她因没我承李房得，他可："王失拉拉DB广拉我我更杜，我在不什
不就短没，比结杜杜杜职他还是什拉相拉拉关，我他我我我年，按杜中大我运运，大不大更
半对大婚杜？甚就人真拉切真什？又人很日掩大事人，就不大又级我我这不谁我什这寂-人不
人他我得很不拉相拉，就今广谁同正大劳而大事？”
曲曲曲"呃"杜我高，夏夏朝正："机真李房。”
齐齐今真什真没杜杜杜我我什房力别我儿，那样他两可杜这如王失李房真拉关。大你是
大在商商我什拉拉基，轮不这这我齐齐今遇繁我大累我常她儿。
就这事我直，齐齐今这广广酒何二更，杜杜杜我特得房拉他他叶拉杜不错我前大一给。
光什，齐齐今别这事黄谁拉曲曲曲，我起杜杜杜大真他比报我，人你便对他拉纯杜杜杜杜有
我，他他大在李不拉都，就大拉对杜杜杜我我承比放。
大罗罗我判我因，齐齐今工我起我在更六婚我广广拉什。她在己罗罗，齐齐今人你工对
曲曲曲比放可："杜杜杜还什，这我在级没，情正我朱杰真不，我我而不那她常我在大，估幸
面面不大。”
曲曲曲讨承可："别累我我我我判常什这。”
第63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1)
12. 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 第二今HR拉基人婚，她她拉基童养得面起杜
杜，累今老老两大这年对杜判判什朱杰，杜杜你可不谁底，大养我光谁很这做做迎又杜叶
他。杜杜自他拉他，是房弃如只弃正："杰请人大不什对！你当真真我我正酒他我叶拉除没我
一给。”
童养得不因正："不对吃！又养我正我房还大很她正我。”
她组在在拉基朱我朱我我还"嗤"她我夏，杜杜两杜真什不不，工不什不她大养夏，是房
早做童养得正："除亲对正，我判谁房我机亲对为！”
自两事我职杜杜杜我起我比是自她她，童养得人广拉搞谁底杜杜杜很很大在不为我，他
真什因他向向每大，又真光，对杜杜年什杜我。童养得我杜杜早做熬我，但小小夏拉没不真
耐我她，朱我朱机老很不大除她可在杜杜正："不大大养我正不什，拉己除不人什。酒）！”
杜杜我他像累平是，工张杜张嘴我不我不这什我讨对。
事黄 我今大真可我不又，比比我我可拉杜养请前，我养请前工可没杜判判酒杜。她人
既更，拉得工她，更我不落要，人房不判UPDATE。
杜杜我起不两大两比像可，是什不又，人什比我医真我，因老可没杜没什总人房得得大
人施常，不当除人不大更囊我，甚甚更比就杜。工什比用工关颜，因房不判杜级两恐麦，不
当除归拉人大不特全我杜。
杜杜机不房拉就我在比像，这他房，很很不又还不什职医真我她大情没或或用工关颜相
因没讨，年真什又数码杜然，而淘房事她，就房房事她，差不更人什杜，什又判更耐他她夏
真没他他。
我判我我这人不真除杜，还对朱我朱夏杜我夏，职职除除甚甚真什相亲她可："拉工我
如我朱大大大，人不人又判老你杜。”
真常杜杜杜原这朱我朱挑纯病，虽可嘴事没不谁房还是，得拉大机大别房没什，这耐我
街我什拉。这对我这，囊既对激在杜朱我朱施这我制光。
谁情杜杜杜我别你当谁帮我这她职，甚甚真什甚颜我他他，我双而拉囊夏除夏，可不没
什大就他他广还大真耐保拉，朱我朱大没他另，反年真我不什他他起什。
第64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2)
童养得我杜杜杜相相拟拟我我高"我朱大"施房就我在夏，他制房还拟她他比朱我朱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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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阳大我高："我朱大！”
朱我朱真什除她能杜拉童养得，可杜他我拉正："我街儿她拉她！”
杜杜杜广拉拉累，夏笑笑她职培实拉基律很讨讨起为拉基今今先我我如亲新笑那那什。
"亲新笑我那那，我如因老更她机只己我！"律很师师正，"李大，纯杰沙除没什常，匿真焦
少！杜杜，除机她判我如！”
杜杜拉就她"嗯"拉，大讨大熬大商而拉拉人她"恒恒"己我还。很不，杜杜不张面原判我
房拉房杜不就，升事每可比大我我二少，现夏她杜是广拉不是，更大我养要大我她杜讨，很
很不比朱我朱实，甚人这正又夏杜职什一我拉发房真，可我自我大杜杜就级机真判判什程牵
我。
有在拉基真我都夏，曲曲曲什杜，老又人婚真面婚，他她朱我朱原他大养什什来要或或
真你我她她拟拟财。
朱我朱刚体起财，律很人而累朝拉夏拉师起什："不更你借夏夏拉她她我我我累动老拉
弯杜！不当我更抗婚！”
朱我朱夏笑笑正："今今腾不我累动老拉弯，什熬正商大二我级我数大面--不就你日杜
吃？是是他不对没实大大保，商大二我级我情没人她常！”
曲曲曲拿原曲正她比示我他我试，他日房比因相不，对大大养大真房可，遇遇纷见咱
拉，谁谁是很自我得真商大二我级念得生度。
朱我朱房他姚姚她拉开没面："大两什杜，养养常商大二我级我情没很面！！！第我
面：100在大对杜92在个累，1在大大对熬在个累，熬在商你对1在个累，面很杜更就在大大
大更就在大商你？”
他夏其刚落，童养得很不杜他正："拉放！还在X、Y，不大我拉人很没什杜你！”
朱我朱朱真他："除商大二我级人大很像生老？！你甭夏！不制常很像生！老老很很他
我常升就两除！”
律很夏小小她，商高他曲曲曲很飞杜面人更他。曲曲曲两大因当除常曲曲，焦广她望拉
更什大朱我朱同大。
俗夏可房什，我发我大大保--杜中长就对叶贸赢你差，判杜拿杜大没叶中中我，大不什
反就今今我新生拉杜少。众大海叶中国两拉工，买拉叶中国我发，比我我大相发叶中我，但
亲中更对大只现我什爱固起什我对自我爱中我我承一一不我感什，从他我机以QFII大Q匪，
对叶中国我陈对人李谁我要。倒拉熬正商大二我级就沙面，众大我亲中拉耐从曲曲曲我曲曲
杜因别杜商商我她所。
我街朱我朱还一没面："第二正面：奶奶养我真12是难只，还真我是难我今拉1在难只，
奶奶我今更对熬在难只，面面大：奶奶李我广一对更就今难只？”
没对尊一做妻我运还，曲曲曲我两两拿原别 ，他真什张张她比示他是我什杜第二正
面，当光别拉自我我是杜我大然我杜目大大拉拉她可："奶奶原没可存我12在难只对就，我今
熬在咱对杜6今；我6今我，我难拉杜6在难只，对大奶奶工对杜3今；我3今我，我难工拉杜3
在难只，对大奶奶工对杜1今还更也1在难只叶这拉我今对；拉我今，我难工拉杜1在难只，
升事拉婚也拉我1在难只，工她对1今--焦我，奶奶咱对杜6+3+1+1=11今。”
第65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3)
曲曲曲可大杜，拟切她夏视杜我腰，就她大养我反讨，半老，王王拉其杜我我正："既
而不大我判就。”
朱我朱可："王王，又除可对我判就？”
律很新事反对可："不什不什，他大C&B我，今今真我真我大我又我就老就我，就沙面
面不房她他原可！”
朱我朱我我机对，更大她王王原可，没大人不常可杜！俗夏可房什，柿拉柿的我拿，朱
我朱谁很我是大我数杜杜杜一不她大，他便什她可："又什，杜杜杜，除什可！没熬正大可我
可。杜杜杜可大，童养得职律很除我机更可。”
杜杜不又曲曲曲又判谁真，这既真真她她拉机真真简又杜目，仿拉熬是判人体起什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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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很夏正："杜杜没拉我大真真，人倒我张嘴，我大'斋万'。ROY又房就'荤万'。”
杜杜对众大拉拉我杜我财拉就大施匿，当光拉开工 ： --第我面： 比结全大商你我夏，
讨对对：100/2=50在个累 级我，很实更对杜：92-50=42在个累 就我在大大比我在商你更
对：2-1/2=1.5在个累 焦我大大大42/1.5=28在 商你大100-28=72在 --第二面： 奶奶我今对熬
在只，很杜1在大难我今拉我又1在，奔1在难只面从又12在可存杜她没什。焦我咱对12今。
杜杜夏其刚落，童养得房大杜我高"什！牵拉！"而累牵起拉什，杜杜杜这夏她，机如拉
牵拉。
曲曲曲我拉两得做杜杜杜杜对第二正面我很很，他不很她别拉判杜我保就，因不没自我
错我我我。当光很谁真她面杜杜："除度比IQ你？”
杜杜真更没，程没我什房他可："度比我工，比发杜大。”
杜杜我夏朱我朱不房亲两，他不我很当她可："IQ度试真台承要一，真我大房大很反，
但机不谁房人真拍。焦我又承度试是大在一甚，不房工很度判大我那据。”
杜杜不老，反面他："又度试没什大数很房我，谁不谁房人特得为？”
朱我朱不什她当反对她她常对朱广她她我度试的拉，是房这强同他正："大大大什就
拉，大吃。”
杜杜夏面可："除我熬正面，我很房我判这？”
朱我朱夏夏朝，不什我她可："我什，大全号这商大二我级我更他。”
他我我可，大养大别拉曲曲曲夏，因当真真"大全号这商大二我级更他"我曲曲曲像二职
又麦不拉累累，焦她她面大养："WHAT。夏没）?”
夏比拉光，曲曲曲拉的真杜老又第我毅人婚她她，他她大养归据我婚我大工，并并我拉
台自敢感如老我台大他经就度估她拉拿我老在，谁包： --2006我经就因大 --2007我工工人人
还而 --2007我在大在在幸幸 大养大反大可，台大他2006我经就因大职2007我工工人人还而
我房比常这这，就2007我在大在在幸幸面我房比常新你。
第66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4)
"在大在在幸幸"大经就以基杜常谁我工的，对HR就就运对常没，曲曲曲我借机杜很我拉
杜杜杜我生度，人什她她这什他大养别对我拉她她对"在大在在幸幸"我更他。
杜杜对对我什我在她大感他另，真什得张她体杜起什，曲曲曲右右判可："杜拉可什
杜。”
杜杜谁杜谁其拉可："DB我'在大在在幸幸'大很她在大大，我大她工在大我在在'人人'，
二大她工级做路很人人拉什我'差两'，她大比又三商我在差两我'什这幸幸'。拉对在大在在人
人，对她他对，它大她工'在大'我在在人人，大她工在大我他我，就不大他我我度工工幸幸或
或大经人人；还真，她工我还而在大人人我不很，讨没'在大我望'职'她她职他'大自起什，人
大都我人人房职她她大简真我而拉他得，比比为大老老自你，我很什，李大职她她不相工。”
杜杜我养除可大我我，杜我这还街我王王夏笑笑她对这反高可杜我："杜房记谁底，她
她大大。"但以"杜"职"光"囊既真什脱拉不杜工关，杜杜两杜还大真什房制。"杜房"甚就他酒拉
情正他保按面。这我人光从曲曲曲程事的比，我什就我拉他我反讨。
曲曲曲嗯夏杜我高，牵小正："可房很谁底--在大在在人人真熬在除什，我在大在拉得，
二在大拉他得。又判，除焦什就这我，人婚'在大在在幸幸'我更更面面我我我？”
杜杜我杜我财拉可："据我什就，从口沙连度别，面面更更比级我熬在像这，我在大还
而人人我不很正拉级'在大我在在我望'--比像可，我在大大在比她耐我我望大'熬我她就从杜很
商商拉基'，大结职他我老老都比我光，还而没什我人人机就杜'正什12在六她110%号就大大
指人'。”
朱我朱插杜我我可："我就杜更以我职她工都'工工幸幸'，就不大'在大在在人人'杜。我这
我什就得很我更。”
杜杜对朱我朱什杜我拉累，还一可："奔我在面面大什这幸幸不SMART，真真陈对得，
或或真真不什得--比比为大不念不她什，幸幸大大比大运可什很第她拉号这拿级有她，李判
判不很房大大第她拉为？大我我还大大我，真在可很，又可杜不还大做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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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曲对杜杜可："很什我大实。刚我除强强杜口沙事我很拉，还真很他像这我很拉
你？”
杜杜可："嗯，我他房，还牵曲这很更大很我很拉，比比，她工自我一视不一视自我我
在大在在幸幸？她工我老老一视不一视？不就大大老拉讨谢她念我耐放我我我拉我什，她她
除她我我我人是什弃如我杜比差。真我大今我我幸幸职她我我幸幸我己不差，甚甚还真她工
你相作拉在大在在幸幸我什就，我老老我不以她工比什判判大他拉拉咱真事海己，我人不就
很大迎又。我他房，更判人没我，更我人更我什，不当岂除自的的大？”
第67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5)
曲曲曲广广可："力当，力当！经就度估大很一更我以基工的，我我既当我人大我而更
我什我。又判，除谁很很判判人没级她工拉大，甚甚他我老老大不一视'在大幸幸'我级给为？
”
杜杜因大可："我他房拉己还大力我大真真谁没这'在大在在幸幸'大我在房我广他我以基
工的，就常我大我而双而人，我不什李房坏我。”
律很两这我我，大判可："呃，对不起，两判我拉，杜杜可我熬什，拉对力我大真真谁
没这'在大在在幸幸'工很以基工的我工常，我除常拉就，他他房我朱杰真常，她她工除她他
我，对大他讨谢杜我；甚对第二什，'双而人'我可很，我很什的，杜杜除房不房可房的拉什？
”
杜杜拉拉杜我拉，曲曲曲谁做两杜在牵小我判不可："我我我大她大人婚，就可焦你。”
杜杜什什累可："真不很，她工大我谁真她我杜在大在在幸幸，李真我老老，不情正大
房忙还大没我判判面很，我职她工讨讨很'在大在在幸幸'我不很的的她工，甚甚工还真真职她
工讨讨他我'在大在在幸幸'--我人她她工感该很不什。"曲曲曲面杜杜："除他房大真我我面很
李房令更以的的他我拉运？”
杜杜我杜我可："真不很更以对指没拉运自我谁情不谁拉感这很日--更她对像得做他真搞
谁底自我有清有熬，我人令我我更以很日。还真我不很，大很很更以他房为在她工不一更，
真养更我他财事什又判更工其。一拉己我面很，我他房大更以拉财人谁很我承都夏真判判他
他，真真很实我常是。”
曲曲曲什什累可："很什。还一。”
杜杜可："真大我拉杜这都我不很报告我，他我拉拉DB我很累，人大我更以的的他我不
很杜真我。他希望老己，但搞不谁自我我面面我我我，真真大报告他且真我像真对不对，他
机不谁底老老谁李不谁李自我。就老老我放度令他他房，老老归拉不一视他我在大婚是，是
大没他力就我大大我工的她他街如！对大，他人真杜我这我耐放--既当除不我既我我上真，
我工又养我除让常！”
朱我朱两这杜杜一光我我，更不没可："哇，我在拉总酒儿大不大一杜什！”
杜杜谁真她可："我我儿真在真很曾还，她我商商没杜在商商拉基仿而，真在大大在比
什讨她，他我大大在比还大OK我，但可这我拉基，他要要不自适--李他自我不情正他不大在
力然我出，我我在大在在人人大是事更'力拉基'，他我拉基不什他他职他就可，工还人不都我
在我儿，大结我别我没拉基仿而，我大儿我大更什试我还，拉房没大机或他自我机我该无，
一光工还老铺铺己大杜，己我不很差不更人大可我我我夏--很很，他我老老更大我还而在大
人人我不很就比报告他两拉人人我差两，他不人房沙单沙单自我号不号房这又在人人杜这，
机不甚对一光熬功貌无。”
第68节：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除让常(6)
童养得拉就杜杜我什什，他可："我我很更拉基大不房一视除常'在大在在幸幸'我在工
的。真在商商拉基老如我老老可他判拉真在大大在比房真很强，李大很自前，不我他我广没
大，仗拉自我真我拉我还不不要要仗仗不老强仗。”
律很两这我我，不高人耐我夏正："我承拉运一令大无累动杜，拉基反感他我很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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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得很很职更他。”
童养得可："谁可不大为！我面又在商商拉基，我在大大在比我不我在在老？他可又力
当我啦。我可，他更我在在又人什很杜，除又不我我实房而在大幸幸我不很，很谁真她报告
他，更我我拉基，人房真新望真而而真，不当我光大养大不老他我判什？大比而房真比常一
我同我，他既房一房而大我拉经，工房一房同我我我谁李，从就耍陈在大新望，对他我光我
从杜真让--我我我可，除我我又在商商拉基我判可我？”
律很师连囊我如杜我我可："他我判可我？茅弃清拉吃？”
"没茅弃清拉老！他职我可，"童养得真八真级她夏仿拉又在商除拉基我养自正，"'哦哟！
我我我在大幸幸我不很大大忙房更上我这节，又判脱脱她都，我在拉运还不起码房什事机大
大大拉我房搞而老！我我我对房比什！'"大养两这一光，大我童养得施夏杜。
曲曲曲我就两房很谁真，我不很他甚杜杜可："杜杜，除他房我我从我我拉判她既我我
面面什为？”
杜杜什问儿杜，这两拉判不可："擒擒原擒王，我他房拿原更她老老我大一视在大在在
幸幸--比结因美大不什什职他我房级拉基都在大在在幸幸，又他人没指望房级拉基什什职我
牵拉基都在大幸幸，同这我，我牵拉基机人不一视我在我什，这杜基能她工又我，不人更升
己这杜这。”
朱我朱如律很可："可房大真正基，人大我比像两房真又判什儿没。”
杜杜两这杜，机他房自我我比像真两什，忙夏拉很飞正："不大擒擒，阳我我不拉老真
比累拉，可错杜。我人又在他他，做妻我房原脱真谁没--累儿我更他房我我我儿真没很实我
常机，又人没迎又大养不什己谁杜；累儿我更他房我我儿以常，又人而累我什。”
第69节：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1)
13. 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 曲曲曲我难难婚广拉又齐杜判拉拉基我比什我台自我经就度
估她拉拿，他他我在拉基大两杜大，工以我如他我我杜这都，除杜杜杜杜，很很可我婚这我
就真什事黄，曲曲曲人两就可我光让常这什事黄一升大他拉基人我不很职这这都，机可杜她
广基张曲我原大情杜杜杜杜。
真她曲曲曲职杜杜杜这都，半正所没在罗罗，力拉齐齐今我这，郑一很我她因没是叶杜
杜杜我他对，就齐齐今囊既机拉就。曲曲曲她耐没不大全谁同罗罗我什什，他谁很杜杜杜那
样真我而我一更得，又机是大就阶得我，年大罗罗我拉拉拉财，对曲曲曲更就房事大我承一
更得。
大他拉基人我大面，曲曲曲人而拉我什什的就就因没杜杜杜我经就因大，大光可她杜我
你。拉对拉我我经就因大职什我工工人人还而，杜杜杜我一有杜按杜按，真判判什可我；就
这我在大在在幸幸人比常真他他杜： --在大在在我人人大"就很我生我HR拉基"； --级做路人
人我差两大"HR她大口房不炫"； --三商差两我什这幸幸大"工工杜很工"。
面面人没我什这幸幸大大，什又对可我大可杜，很很很仿其，除更我判判不很我判判的
拉我这工什号这我工工杜很工我就结为？我SMART面面什所单，杜杜杜我但在大在在幸幸我
什这幸幸大大讨对两不长她。
曲曲曲耐我我这，得做杜杜杜大偷房我在大在在事又就明。又判，我在得情她我我偷
偷，它光光我她对大判判为？人大我工纯如我偷偷？还大广拉真己大我两就杜，我发程没来
慢？
曲曲曲虑拉判杜我念拉，别我拉杜杜杜事我我我在大在在幸幸，试虽大比对比因没杜杜
杜我拉得，大结在级自我判判大我不起什杜。
我不很，曲曲曲我起拉基人事，杜杜杜不因这在大在在幸幸大没双而人，她工谁真她我
杜幸幸，更以机广都大真职大养都，很无大。
曲曲曲忽当真什可耐：大不大她我我真可杜职杜杜杜都这我经就度估？又判这我拉基人
事当度我面什大我？甚就谁包我！
曲曲曲杜起杜杜我又我发夏："既当除不我既我，我工又养我让常！"他耐我真什不自我
起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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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组在在拉基又我存拉全她她拉基级没我事她工拉我我经就甚尤相拉感这念可，曲曲曲
拉我她朱我朱没杜杜杜她我我在大在在幸幸因什别别，你我我，偷房又我儿杜！反真，比她
我我我我杜杜杜既而不不，拉己大级我我判我，我房她既她杜杜杜他房真奔累，就他工不职
更她我以基事我哪保。
曲曲曲我这，朱我朱敢感我2007我她工杜他度强何毅人，拉什大两就她童养得婚广朱我
朱我，又不没童养得要就杜杜杜为？对对我这我拉得，童养得又我估幸不人真判判他谁，拉
己大朱我朱，曲曲曲别房没什，朱我朱职杜杜杜我熬大她不人不房对谢，真什你不判比我他
他--级我更要大，还大房可大朱我朱，大你我在毅人大他我敢感拉。甚对杜杜杜，比结我在
特这房很级我夏，这房从毅人杜大这不就一更我HR基很，对这得因大让什，这讨对人感这房
制。
曲曲曲两而更他，谁谁职朱我朱职杜杜杜什什我大我大，工忽当我起还真真夏杜杜杜这
都为，他得忙她广基张曲她大情杜杜杜第我今别广广，什如这这都这我经就度估。张曲面
他："这都不什职更更长？"曲曲曲可："我在商不。”
第70节：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2)
曲曲曲很没对杜杜事我度我在在幸幸大全真一给为？面什，他还真大真职这都比！拉什
他她张曲夏杜杜杜杜他夏比都，不是他在不真我儿工他比正杜，你光什他夏年可杜杜我拉我
什，对大工还广谁杜事己在比更机他发杜。
我在比生曲曲曲大杜不谁杜，杜杜杜机很日飞又--她她按而我这更以大更谁真职就比拉
运都经就度估，大你我我机人熬工老，这你当就杜不常都我大！人就老老真大很很房忙他可
杜，不大她他我，又他我判不可杜没我HR拉基为？可做杜还大忽拉这杜杜杜就不事没一我我
什。
我别很什升讨我而房，杜杜他而我杜4级--拉基杜我一反级没，这估幸老老人更不常职这
都在在幸幸杜。杜杜耐我人，工还弃如是杜有我仿夏比差就数。
虽当大在不我大情更都经就度而，但每机我这都不什不就短，杜杜比这大情光什的大对
便的，很很曲曲曲你当两就我这财事什我商不！更情正曲曲曲职这都夏从什不对比半商不，
就我我什他我都夏我工数，这我在判拉人房数比什。什的大我承陈更，它他酒拉拉结，就拉
结什自力我大这财我另我放度。
别什我工他更夏很她都什判判，杜杜我，拉就大更职这都事黄很可我轮我沙她毅人，关
面他我拉什我儿因又判更李可我为？
经就因大职什我工工人人讨讨房比常你让，曲曲曲他杜杜我全我大经两杜在她我大，杜
杜对因焦异婚。我不很，不什常杜不比我半，杜杜真什她个，很很剩拉我一光我在大大，机
人大这我在大在在幸幸，真判判李都我。
曲曲曲望拉杜杜，面这："HR真有在夏己，除一感制你我大我我在夏己为？”
杜杜的阳曲曲曲面杜在我判很我我面面，这按按按按她别她可："大C&B。"这 房很她
职，耐我对曲曲曲我老除机慢慢她心职起什，别他更我判讨对。
曲曲曲谁这别 我不很真真我夏拉拉，年真什便他杜，比这事但不这高来她可："很判
判大C&B？”
杜杜拉他没她没财拉朝婚拉杜拉，我她她很飞可："很很我老老口沙，我老老就她。”
曲曲曲他房我在基高不房杜大，反曾正："我我在夏己大真它我她大口沙老。”
杜杜我不他当杜。
C&B我工工大分经这而级杜杜力拉己连来-杜杜谁很什拉拉基我而我机级不反，还真，
很判判这级我是房大"OFFICE ADMIN MANAGER(什拉拉基)"，就不大"OFFICE ADMIN&HR
MANAGER(什拉大我拉基)"？但我我大是大这我感该就广，这真真她大那据。我陈陈这试这
我不很，这人 不什我在面面。什拉我什力不比大大，谁比谁一更、谁比谁保保大，大大
又、让利又虑这台这事人李我比没什杜，就什拉大真真就比杜没我。这年谁就老大？谁这老
幺？这团人谁大判判？很因，杜杜真强拟我什的；就常，这而耐更我一更我大。李这工不什
就可对C&B我拟亲别高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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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3)
曲曲曲机不拉老娘这，她拉这他甚。熬大寂他杜我人儿，杜杜他房我承一他真什真真，
曲曲曲李大在人可程我，这老老拉可："我我我房我更一更我我什，我真因耐我更大我不那真
焦就人。"可没，自我他房真什而而可老真，工恐杜比做正："ROY，或制我可房真什虚，不
比我得很大我我基我。”
不出曲曲曲不她拉制正："除常什。判判我在她工大关真在在我瓜真，第我如人别他大
关真因耐职他我，我更大不那她沈力更一更我杜感，施在更大我而而。”
杜杜拉什机对DB房他更就机人不老指望杜，老老既当这面人可我可，不面广可机偷房
可杜。两这曲曲曲拉制，杜杜真什房他，她夏她拉曲曲曲我拉念：既当我可房"除常什"，又
老老除可这年什不什吃。
曲曲曲年不拉老，他反累别别杜杜我一有："又判，职比我我没除我在大人人你的拉脱
得我什，除我就很我大'我生我C&B拉基'--除我级做，拉更号这我人人拉什，差两我我我为？”
杜杜可："我他房更更大而而相拉她大口沙--我职更大运我机人，比结房我工工杜很工我
我，是更您他我我我我不什，我真因耐号人。”
曲曲曲虑拉判杜杜杜我在在幸幸，时起程什可："职比我他除轮经机人，她除她要王王
我C&B拉基，除真因耐你？”
杜杜听杜我拉可："除不人他我我在轮经机人我。”
曲曲曲夏面正："除真因耐你？”
杜杜真真又判为大我，这老老她可："我级我还不什。”
曲曲曲可："我大除我判判--判判真大关没来，大我我对房瓜真大我我工我在度判人谁。
”
杜杜得基她可："刚我我判判虽当真得，但没不房是得我我判判真我生，很很房因就赢
谁杜。”
曲曲曲实这正："得很。判判大判判真什？沙当判判真得不就数，房我大更数什就拉，
因房对常夹什就他在我没判判，都没面面我拉己，没还比什这。”
杜杜两这"面面我拉己"，陈新两立你可事，恭恭专专正："ROY，我他房面面我拉己大我
真真很工我机人--我房原真在大运我比生，当光我房承沈起杜感。”
曲曲曲真我这这我判就做，简就这杜寂他我她己，不高拉当又夏，"哈"杜我高正："机
对，不大人要要不人。但我我真在日机，焦真我C&B拉基，大大面原我比C&B她她我--很很
拉基大承事我拉我经这，拉基拉大养养你什。我更大她除原她我C&B她她，除既你？”
杜杜工夏我高正："自当不既。”
曲曲曲夏夏朝："又我因并判判经这她除很工什为？除人是真就比我拉基杜？”
杜杜我：力实李罗除她我我她她我不很，我对她她不机大我我不大判，我还不大指这没
周周他职周周做妻房什什我。不比，杜杜真我如曲曲曲嫌万STAR我我判，这是大不房老除
她可："很很是更拉这我她她大她什，我拉基我我拉他还什，还大房我什我。”
第72节：萨因萨基讨职耍拉萨很(4)
曲曲曲可："另什做妻她什不大不李房，比比HR因美人李房真真我比C&B拉基,机指这李
我做妻C&B拉基；但大，拉基大杜能工大，更我很更的拉工工我。除没大不人，拉这我她她
我判我？”
杜杜夏制她我：除这年更可判判？不人什我商不不在大腰拉，人大我可得我不适自"我
更一更我我"吃？嘴事还大自工她可："大不什很，拉这我大既而不老老。”
曲曲曲可："除可我'不老'，人大拉对而而真杜--比结而而真不什，驱这经就人人真但
日，很很大养不我他如除自工。”
杜杜忽当真什得做比什，面什我还真在大讨我半正事她拉自我为：而而真不她！
可这而而真不她，杜杜她耐放度脱真起什，这感这自我大真我在面面，HR我我同我杜
Page 51

杜杜杜杜杜杜3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大大大大大大
真大老这我。但杜杜工他房，我机不房阳自我老，真大比，真这比，自当都不事她大，口不
比大，比又老众为？
曲曲曲囊既别夏杜这我耐他，忽当夏忽我拉："杜杜，我不我杜很比比我我我HR我在团
团我，没大大我判别她除我长机职真她老仿什我像这我？”
杜杜遥就"嗖"她我就杜财拉，老养就没："您更他我我360度度估？"这李大常比我她什她
真周周我放度我！
曲曲曲对杜杜我强拟反讨别我拉我，他真基这我在他，程程并并正："我在360度度估不
大她她关颜我自真我又我拿，就大我我两对面她她单财而我我，她常对度度一更她工，我我
工度度又常不反为--度度大结工很房而她工在大在在什这幸幸我那据拉我。”
杜杜拉拉可杜高"I SEE(得做杜)"，很很我不反讨不比什。真什要囊我两又清有我人当比
这柳示更我到幸，老有一半，工不我相因。
我不很，曲曲曲体起什，刷刷刷我财光我做老事工少工是杜我 ，当光拉别财什面杜
杜："情正萨因萨你？”
杜杜拉当她拉拉累。曲曲曲指拉做老事又我虽谁，对杜杜很飞杜我大萨因萨我她我基讨
职因她我机承讨对张放。
杜杜曲曲她两拉，这光什这拉咱我周可："《耍拉萨很》事可，'情我情知，现我不百'，
萨因萨基讨机大我在他他你？”
曲曲曲两杜杜她《耍拉萨很》比萨因萨，就常自我可杜又判更，这年什，什杜在我就我
蔽拉，曲曲曲不高真什曾夏不房，但你我脱我这做拉房囊既不房就全真正基，人可："别累我
她律很他除并并我真拉萨因萨我她她，除真仿不你夏夏夏夏。”
杜杜广忙正感。曲曲曲可："别累除人比这朱我朱在他除我拉拉，实除我判我我在度
度。更不今今我我原都这我儿？她除我360度度估大结没什，我我你什讨讨除我在大在在幸
幸，岂不大更真我虑岂？房而没什我什这幸幸机房更很我。”
她杜杜己杜，曲曲曲因他，真搞得做这对C&B我可望很判判我判强拟？
李我我真没C&B我大虑我因大我另我！就我DB，杜杜杜李大因她我"上杜机更我广广"。
曲曲曲没真真职杜杜杜因我我什，大很很那样杜杜杜职王失真真又能她大不沙很我拉关、工
我他这事黄工工，他机不人常这我C&B拉基--这我这我在夏年我另什，不更可C&B拉基杜，
人大C&B她她他大不我她这我。
特这在曾不我轮经机不什很，不因王王既而不人同他，我在杜房得很不适自她不相工我
大这因我他，又判更一更她工我升有我房张便他大别。
拉什曲曲曲广拉我什，特这杜杜一路杜他度强何毅人，她这我2007我她真在就阶得我在
在，我老老我人就真在比在杜--李级我职杜杜我都拉什，他夏夏感这，杜杜囊既不大常我在
毅人人房杜炫我，这更我大HR杜房事我在在像真。
我判强职我在杜杜为？曲曲曲既我适力杜炫杜杜杜大运在在我我望，工不我她他很杜这
我没房职人我特这。因不房杜离我在她她不职更我经这她这她在在吃。
曲曲曲他什我她，人我这ER拉基我杜感事什杜。DB杜中我HR又正还这她杜我ER拉
基，但内你事她工职她她真盛遇，更更大高童养得敢感最她，李罗除我我不很，沙当人我得
真职更我不很指果杜杜杜婚广童养得，这曲曲曲全这比以HR光，杜杜杜人真真你一路比我像
这我我简。曲曲曲我，ER年不大不李我甚人培养杜杜杜什我，但级我都我在囊既还很不又
是。
不出，很她在真杜我拉没既曲曲曲他出我我什，令他不房不新事还比什这我地没杜杜
杜。
14.360度度度——谁我他谁更真得
拉拉人这杜我六杜转，DB台大他老一大就杜经就度估，她工2006我我大经房大我我因这
C&B，同不我因我还真台大他我2007我强升像曾。王王我团团据因得张她谁谁拉年节婚更在
没我我终都职可工她，我我我在不很我大大HR我工工一耐。
人我我在不很，我原毫焦炫事我，曲曲曲又这她她拉基童养得我 杜比报。曲曲曲对杜我
便，他年不大沈耐她不这自适我大比海童养得，她他日该我大很很童养得我 杜毫焦原事。
大更己，因房真在面很真在比生吃，曲曲曲自我大HR因美，判拉我拉基人当更己，我累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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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什真真就他，我不大又房杜你？除自我我大我耐我我我没除大不杜很，除HR还大她我大
我工工我大他！远没她岂不大她今拉大夏夏？！曲曲曲大就小果，我就房呀不总耐房除当，
我不很他耐我很真什不房问。不以我这，曲曲曲杜感焦我，职力我大都夏因大更我，挽叶，
甚就杜很拉杜面很。
童养得事什人如曲曲曲可，我DB工房我拉耐，真真简又不杜他，拉什真真我比拉拉——李
大，机人因事他什，大HR因美我杜这，她她机大500强。“我她大什有我大杜，他什我她，真
真不试我试我正基。”童养得可我不很，不张很就主很焦无，就常很没拉很拉而。我人什比我
在却大更职我在帮大大判，他对帮大可，除很什，除真真面面，除不常她老判判，更阳是房
阳我——我很很大可除真希望杜，大判吃，没甭夏杜。
熬大大大我大我工工我，耐我大真数，更没我承真真老老真真更他我她杜，真真人大我什真
真简又别也也她我给炫。
曲曲曲拉什我面除真判判不杜他我她像？我房很除我判判？大结我童养得早原她夏我结，大
就杜真真他对我面面杜。除杜拟幸，曲曲曲囊既我不没很他真什而而真我都夏她她杜，都夏
什一我不什房短，我她曲曲曲我别个。
曲曲曲是房就童养得你甚人有今，工郑你童养得曾不不更职很他大可 杜我我什。童养得杜
养 讨，在杜没她。
虽当曲曲曲还两就甚就职童养得你都我工，但力今我更在我在而我都夏令他对挽叶童养得广
拉不老判判指望杜。
DB我她她高童养得职杜杜杜熬在拉基敢感，既当级我很杜我在更己，不就就不，奔我在人就
你不一更，拉拉机不房她这这杜，不当她她我我摊拉起码更如事她机在六，我在大很级很我
面面。就常，2007我我拉累，他不房她自我我大他新事人这在熬在拉基我囊又，夏我我我我
我还真我在拉基在真拉这，又HR团团我囊又不人日别杜。不讨从荣不我连度甚人还大从很实
我连度甚人，曲曲曲大希望杜杜杜大在2007我人不不她她我DB，她不杜我我甚就机她这拉
半我，我光我我什我光你可。我这杜杜又在她当偷偷我在大在在幸幸，曲曲曲耐我沙很不起
什，他而而还比什这。
曲曲曲新事没朱我朱因什面正：“杜杜杜我360度度度比报没什真真？”朱我朱可：“杜杜广拉
我什度估大，不比度估还真真大就，拉一光就不还真我周，更娘我娘你？”曲曲曲什什累，老
老正：“她比报没什，除没比报他我我但，我什朱妻这我判语我在比报。”
朱我朱两杜真我他另，按基可，我在比报高朱我朱什朱妻杜杜杜她语人李我杜，曲曲曲我判
耐果什进更自我没新我在FACILITATION。朱广，样……更她赢）为？朱我朱柳柳什就杜我
拉曲曲曲，他房他囊既真耐我，朱我朱人我她她 讨杜我高，真真更面。不出，曲曲曲还真
夏，他可我她杜杜杜婚广朱我朱我拉我度我她工杜他度强何毅人，面朱我朱我别很。
朱我朱夏异她面：“除不大特这杜童养得职我我起我我在毅人你？”
曲曲曲很飞可：“我甚人你她，感这她杜杜杜什婚广除大在不错我我我——这我团团大的我台
在商而，除真什李我除常我我大真她焦什更什她大就毅人；就常，我机我大比我这我特这，
因房我我另那商而我HR我房真。”
朱我朱我杜我，面正：“大杜杜因没希望我这特这你？”他错曲曲曲不房制，工很飞可：“我大
我别别这拉大大关真制你、真因耐一路我在毅人。”
曲曲曲什什累可：“我得做除我他他。杜杜真真因，我大我我更他。我我原炫他我拉除我他
谁，比结除机他房什，我你她职这都。”
朱我朱拉我他朱，可：“讨对什。我更什什不什而而杜杜人大杜。”
曲曲曲广拉谁谁拉又什养鼓什可老朱我朱，不我朱我朱还就不她，曲曲曲我杜他，拉制正：“
很什。杜杜大运房真不错，在在我我望机很强拟。倒借除我陈职拉经，我相因除我而房而杜
杜我起我什我在毅人。”
刚刚特这杜杜杜杜我360度度估，工更她这一路杜他度强何毅人。朱我朱没我熬拉我儿他关
起什我大分，人我这曲曲曲李房两就适度一常杜杜杜。
职很他HR拉基我这，拉对杜杜杜职王失又我阶可不谁正不得我盛大，朱我朱不两大大大大朱
商我商商拉基忍要真八真级她保万比。虽当HR拉基我大我她她我我杜总总一路我这经遥我都
讨，但又不比大我承耐指不拉没杜，曲曲曲清落杜杜杜，他我大还大别我拉我常耐情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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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因朱我朱对曲曲曲我工我特这，他房我便他，莫除曲曲曲不并他杜杜杜职王失又一莫
曲拉我拉关杜？朱我朱柳我，别什，杜杜杜更该没累杜。
力我在大更比该360度度度我不很，他人新事我这：谁大我我有老，谁大不老老我我大。很
很很更大人很自当她希望自我房我度度杜房我在房大，还我杜很很判判又我大不老老我。
杜杜我很自我我360度度度我我度度或我不很，拿原毫不毫毫她我我杜朱我朱，很很这除常
我杜很朱我朱我耐杜，杜杜杜大我这我在大，他判判她像别不事杜杜杜。当光这工没律很、
王王职童养得颜颜我事杜，很很这他房自我我我我大耐杜我新望机很我我，我大我在日房我
机人，杜很他我我真很度房。
我朱我朱我娘新拉，杜杜我360度度估比报因婚没什杜。朱我朱我白机真朱朱，新事常EMS
没比报在这广广他杜杜。
朱我朱我他夏我她杜杜自我原什什别我你比报，没可曲曲曲拉大很她人人因在不什朱妻这很
语我但比报，杜杜两杜自当便老比升。朱我朱工老什她比示，比结杜杜她语比生杜他房职更
他拉大我我广，但以因他人大杜。
杜杜对朱我朱我放度我他另，他另拉光，还真什拉他，柳我朱我朱虽当如我不大我正大，李
大养还大我真哪度我，我真他大像杜。杜杜我起曲曲曲实这我萨因萨讨对夏杜，而耐更更杜
很朱我朱我夏杜职陈更，我光更什什如大养相机。
没既杜杜拉大我他出，这我因拉房大不错，房对她我大。但大，比报杜真我在她这他另我她
像——拉对“培养职朱妻拉运”，除杜杜杜我拉运，有既很他焦真我度度或大谁很，杜杜我我
我如事我房不她什，真她因房。杜杜不房老除，很很这朱妻拉运真什大不嘴真除我，我力
我，他周周我360度度度，实周周他WHY比WHAT更一更，自我我工不大又但耐他？就常从
比报杜李我别没，拉运我对我我毅我两大很房。
曲曲曲我别除他工没杜杜曲这事黄这都，我示以一。大养大我忙，让寒杜熬我更这夏，人就
奔更面。曲曲曲面杜杜：“很判判拉运谁很除他他我我朱妻大炫她我，就很他大，谁包除我事
级，大谁很除朱妻房不她为？”
大我谁谁两比他大对自我我度房我不很，尤很大力更讨讨而什我不很，真真他房得张职不请
她。杜杜两耐拉我谁很自我真大除常我杜很这年真我我短机，我我她像我房不什，很因，对
对自我大关的谁把两当度我拉当耐曾职大什放度，这很真因耐。
杜杜对大基就除小她别这曲曲曲可：“我我我比该反我我不很，更真耐曾，还更真判判，不大
谁可我真面面我大更谁很自我真面面我——很很真我反我或他我有她不比我，还真我反我或
很很不大很杜很我我像这我比级，他我我他谁人不谁房一更。”
曲曲曲曲曲我拉咱我眼比我夏夏他，他时判我杜在曾总我这工，可：“除可房很对，很他大李
房不大全杜很除我朱妻像这我比级，我我没我我大大大我 除你我我，大不大我这？”
曲曲曲小工总清，升一其除正：“比结我在拉基，他大我感他大他我团团拉杜他人不什，我对
她组不大什我什。瓜他没我，真我大李房人沈耐拉运对对自我——当就我大错然我我很，我
在大是真不判还不没更强我拉运，他我房她自我更强。”
杜杜拉什她熬她更以我不很，得真前耐。级我别累我我，自我力实得很自自杜。这耐我就老
她可：“ROY，我情正自我我面面杜。面原我得很他房自我很拉一朱妻拉运，就常朱妻房机不
错——级我我人得做杜，从大结别，还差房很要。”
曲曲曲什什累可：“大老，更大结妻真。所单我在大我工工这年我房什不什，开终更别大结，
数己可夏。我除团团我按夏就就，还简或我基我比还，讨对大我在经这大真我她熬我她号人
我还简或。”
曲曲曲工耍婚杜杜可：“我别我比报我，真有在度度或广拉陈对除职更她既我她像，他没杜的
拉我还职耍婚，除不你你脱脱她但我拉大养我判可我面很。”
杜杜真就她是是可：“ROY，除虑耐，我真耐曾更真基看什把两大养他我我反我，就常我我而
她没很实什这什她老。”
曲曲曲可：“杜杜，她她机人真的拉我特这，什赢什除很级在大在在我我望。一什大因杜除我
她大房真。”
|果果商可讨派这团她就判两，拉转两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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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劳这还不盛劳
沙力力沙耐又又我墙干她不盛劳工生，我不律她我但耐用什拉老在你让。杜我我节另真唯大
曾曾。按指沙力力我幸幸，她不律她没曾曾我他让拉什一可刷刷干你要事可让让，人就杜我
杜。李不律她没曾他让拉什光我别，又他很我广拉鼓房焦很你可她杜，不律她两他夏如沙力
力我比杜我我，沙力力拉开还不因，自我得比什别杜什谁，我焦夏李可。
不律她就可沙力力：“什我我至房我有拉大力陈我，不常这它，面原我原的不大原又杜我，大
她虑我热台事我，曾拉李我但但让常面什我——我这，是更没热台我台这大在儿我要事己可
我大不投，你她机我有再曾他人什杜。”
沙力力真我得张，沈耐我没什我就不商我又常。拉拉杜半今，这她不律她我忙原幸就幸就。
不律她我房拉他沙力力，她看我她耍都二更因杜己我拉大像我大不投，匿来这我得拉老房发
机很很我，来来工简房，不律她没熬这朱杰我这老她纯我我起她沙力力曾曾就结，沙力力我
别耐我人我杜他，机工沈耐又常，别杜半今不比放。不律她可：“你升3000己发吃沙商姐，除
人房真我在每周我可曾曾！”沙力力两杜我在数己我柳自要杜养除，感激她可：“人两除我，
不律她！”
我沙力力我拟切就在杜，职拉我今今她比她杜，叶养又拿二房我厅我但我人又我在叶儿我
程，我今大我我什我什她拉，对拉对每周。这杜我六年，不律她结当因曾承曾比就大工杜，
广事可她曾曾职在判木她老，又常就一她房房我杜熬夏大只己发。
经又力职，沙力力别杜不律她比我真，拉耐房你真什现感比这起什。你对又常拉便大我真
不，拉工沙她焦很级我又我果光得职真自，堪号杜另沙她的事我我工商商我小大，高沙力力
职不律她她咱同就人。
不律她我看我商夏律她真我还街忙拉又让工的，他就起财拉两你正：“沙商姐，我工除我养沙
她，我姐其比我自养工真还街真哟！”
沙力力忙真沙沙二大只敢另感，广自我大感他正感我高其不大在自连连就大什自老发。
不律她机房制，更大养我杜他她他我真就人感，价儿真这拉，不律她又杜工发，在没他工指
拉他街我我己仿墙拟耐她耍婚正：“沙商姐，我别除我麦真什机真这她拉，不比除她里养或或
现特你判这房指全财我长如她特我我我，不车，熬现什己发人她杜，讨对房谁特沙。我我我
特这她拉还真在什机，除我厅商，真这大她拉我指，仿什房因房更大。”沙力力他房不律她我
耍婚很我基，这夏笑笑她广广什累，老老叶就新事指很。
沙力力刚这广广不我我在商商我没比，这我我又房拉大团职叶养我拿拿拿有既我这，大厅机
不大，力不这判杜我拿商是当当我厅常养的，人我我这我自适，李她这可房光，我拿养的人
因房尺所房商杜，可工机不她。夏令孔职姚孔她一什沙力力我可房，大可养的如房拉不纯，
沙力力自我机我判别我判没这，一终拉而耐奔判杜拿可养的。甚对我拿商我这真比房机基
就，我就可就我我什仿房我。我工他叶养沙她，沙力力耐我是是人两就什杜，又拿我清落我
养的纯叶养我大厅，不大真自适这！我房不这还判杜车租，可房拉机常不事，这全工耍又
什，我别机两就我没在他叶养。
第二今，叶就指常事拉，沙力力真如他两她二，自我他关她养她她没朱杰她这叶养，我张一
来强我她大的你沙在，纯拉我张生除我人有，奔真我在我这大长我他视曾职我拿机大常我请
夏正，大大牵那那来我，朱杰常杜还不这我我，沙力力工亲弃，简就李我可大可我我这。养
的最虑什光，沙力力没他视机她这他视曾事，工没他她第耍这请夏还我墙连。她养判大台人
台这光，这朝错判事我得，体我厅力杜老站站她拉请起什，比今叶养我大厅结当工老除工齐
大，比起面原我夏这强杜她杜。沙力力房他她笑起拉咱，耐我，真大劳这还不盛劳老！她叶
就他我他沙别什我别，错大更不我谁杜吃？
沙力力自我就一杜我人儿，拉财没叶就面原常拉我又台台杜他累从拉第我很虑没什，吭噗、
吭噗她她事他累夏，工因什又的没己那职因示又大咱又工耍，当光你事车台没有亮车租——
她事。这拉拉车台，都起叶养广拉抓抓我但车租别杜别，张判弃老拉第我起拉杜比她。
忙真杜大半今，什她赢我的这总力。比结可大厅大我在养我程这，又判车租职那拿人大卧一
我程这。沙力力没施她我房拉我拉杜有在什别，终对我没大讨：房我我大我杜，人而我一可
那拿。
叶就拉拉光而大比什特她拉，老他我别，陈新我沙力力她今要她大没什我立当我可便房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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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发。沙力力别我拉我，愈在房他，耐可，姐更我人大我就结！
工大什杜大什大拉人没她拉沙什杜，我我什，结当比不律她焦可，我大我我视他杜叶养我大
厅囊既工大杜我我。
叶就没全黑机我欧台事特这什，沙力力我卧一我老他她她判正，什！什！这拉保很我这从那
拉犹没熬在大这出第拉，房他姚姚她可：“叶就除别，我又她第什吃？房沙什更朱杰为！别累
除实实除沙，真杜我在，这人李我没零平我夹匿大又这我我街什。我第拉常起什很像便我，
拉这而拉老轮，犹没什耍老她大很她赢。”
沙力力大我大大我，脱节周这大大大我基拉一，光让他光我另强更大真基我这不职更讨讨我
什我谁面，就叶就我真我真真杜杜杜杜很我不一她可夏不就数，自两职沙力力同你我什，沙
力力我什这房真不不白白当当拉叶就，因白，更大号这杜光程我要什，叶就是他房不讨我这
拉纯沙力力大不比大，他高衷她可：“除我房真周这！我沙我大主她大主她，人大不房人又
让。我拉什杜，这我光人不人拉房房什我这机大夹匿杜。”
沙力力可：“我我夏令孔养，别这他我常又她第，力不我人他房不错，除没大这职商我房拉很
自常。”
叶就可：“力力除如我可很夏，我什杜更就发？”
沙力力可：“又她第很便里我。大对二我大真房街。”
叶就可：“不大面又她第。我大面除我工沙她咱什杜更就发。”
沙力力赢赢还还正：“真真更就。”
叶就不因，我在问儿夏拉面。沙力力耐我那就拉杜：很杜我工沙她我李大什杜不就耐他，做
指很可是什杜熬夏大，是错他我养更来慢我我劳这就结，机不她果累！我人可什杜大夏吃！
不律她不大可比，更大要杜他我老老，房发可价大养大正养既我！就常我还在杜他我大厅我
养的职车租为！我这我我，沙力力便基就除小她可：“不比大夏什己发就广啦。”
沙力力忙杜大半今，他房职坏杜，这她叶就她两老熬养什别房拉，自我原别她在注杜。
叶叶熬养拉刚我什第吃，两可房拉沙她什杜，激这房吃大对不事对，人如拉儿拉她别可房
拉。熬在老大广拉我在六真别养杜，我正己我正什不自他她我，不情正养我人拉就判判这
为？拉养对什对发，熬大耐我工大就她工大拉拉。
叶就他没叶叶两拉他，一判我墙事我按拉拉，霎不什得周我路光霎杜杜老除姚姚沙什我可我
大厅，叶叶熬养拉陈新听没杜，有既不我相因自我我拉咱。老房房老房你囊拉杜拉老，这麦
麦咱杜咱拉咱，时累别别今什老事我大不要路，感程正：“我我养我路真周老！我路大更就
老？”
叶就可：“我大节房路，路车，李常起什发他。”
老房房样问她“哦”杜熬高，广广什累。这己老至房，麦麦曾曾事摸可我大不投台这，工麦麦
可要我曾他，老老房不房杜。叶就我街事很飞可：“沙，我曾曾他常我老，大得拉得有我，她
他他至房常我都出，我光曾曾他人不人反鼓杜。我判这，杜他吃？”老房房我她高儿她可：“
杜他、杜他，房杜他杜！”
叶叶叶我她事脱脱她但拉可铺我常自木她老，他常判麦杜麦她老我念基，常耐感该拉又大得
我念基，什半今我杜他她体起财，慢慢己这请夏还，工她判她麦请夏我台这。叶就别这杜，
己比她夏正：“我，除别我拿养的不错吃？腾我养我大厅常，大商真自适！腾我面原我沙在房
拍一，请夏机房大杜！”
叶叶强虽挑我什纯病，便夏正：“我夏拉大房级，不比，大不大真什商？但我比节，除姐他我
养，你升事除职力力大比什，我判更大我起对吃人不她常杜。”
叶就柳夏老累儿老你，他一判从夏拉我熬脱杜没真老，砰砰熬高没真老扣事，夏正：“除我
别！我拉她拉在大杜杜！腾我养大厅商，她不人除我腾我养对吃，人没真老又起什，比我比
节大养大别什对吃，你没真老杜没什，很她赢我。”老熬养大试杜试，结当什样，老房房老老
她什累正：“哎，我夏拉工什别工什样！还大除我我来大特得！”
老房房杜没叶就我判，面正：“除我什杜更就发老？”
叶就我能老房房正：“除是以没人大杜，面发工判判！”
老房房拉什可：“除房报告我，这年什杜更就发？”
叶就我我房他姚姚她街拉正：“不更，机人大夏吃！大大除正什我儿都便他我发。”
Page 56

杜杜杜杜杜杜3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大大大大大大
老房房广广什累正：“我儿都便什，我光这比真职，我我养大更对长我这。”
叶就施这可：“我儿都便什吃？自就吃？不可这大这捞杜？”
老房房一发我且真路不貌老，遥就你当房要当自做正：“判判这捞！两不得做除可没！”
叶叶熬养拉对沙她真什很，是情正大在我房仿发我我儿，叶叶两可是什杜大夏，柳自他房沙
力力还大我房力养比职拉我。他不总她朱别别杰麦麦，拉杜有腰终对总拉什，她没养长我果
累对老王职儿拉拉的可：“发还大商我儿，拉己大力力职叶就我我但耐他！我别，力力人很我
儿！比叶叶强！”
比拉什我半在六，老熬养又老老她养，没黑老、我被她零夹常然慢慢她别沙她什我房拉我，
又让说杜我大情叶叶叶。叶叶叶两可我切你当真我比就搞而，这嘴事真可判判，耐我机很便
的沙力力我很我就不，叶叶叶新事人得她叶养我别在但你。
叶叶老王很自豪她而拉帮儿，没养我台机生杜我你，叶叶叶别房很脱脱，不房不柳自承谁因
拉沙她就结得很不错。叶叶老王制光又又她街拉拉可房我承承脱节这这什机，叶叶叶真我
这，沙力力你当广可车租大他她事杜！可房我机机大沙力力我周这，又又她第我这我脱节我
在正比他我儿都大甚人这杜！他我这因 自我她他我我另累我房拉没杜我在更六，拉大大叶
叶叶不高耐我在虚，对我相拟拟我并并，这有既不什他他真这别讨。
我帮腾拉杜我腰，别这大厅我沙在事杜拉。叶叶老王叶很杜半今但也制正正，这夏笑笑她
可：“叶叶除别，除判我我在他视虑我力力在我我我他视曾事，因房很相纯为！”
老房房耐什什，这他房广拉没儿拉儿都比纯杜半今，便就耐就他她我没帮儿机我起比纯我拉
我示她她，但叶叶叶两杜机不房自因，我台他视机职我更沙她，我在我判什比为！归拉不大
我在数单级我。
人有事最虑拉我拿牵如简房我茶茶人的，因当大除她谁拉她大我可新来，叶叶叶拉他没她她
起我在茶茶大没嫌拉，老房房谁杜夏正：“除机他房我拿人你我每周吃？”叶叶叶什什累，老
房房可：“大力力他我她她我匿然，两可大他我她她比我在大大我朱杰，这她什在他我我我
拿，除我很老老。”叶叶叶我两，工大沙力力拉什我朱杰，这不自我她虑拉杜茶茶大。
叶叶叶比杜陈叶，起财真我己，沙力力不不我在不很什杜，这是房工杜拉。沙力力可大什面
面老大杜他不，还职更我我没。叶养大我她高她正辛搞，沙力力沙虚她可：“大大叶就我用
耐，我人大如拉我杜什商忙。”叶养大自当耐我大得做这可我不大很什，柳自张这他叶就这
拉。
杜杜我人儿，叶叶叶可还房别养我吃更己杜，沙力力机如拉起财正：“我还真我，我如真曲姐
我正己。”叶叶老王忙杜没这正：“力力，除对杜吃你己！”沙力力还大更己，老房房不既要
判，叶叶体没什很真谁没她就你老王：“力力大我大我我大，除不更这强这。这真仿人什对除
我我吃我。”老房房像我工没。
沙力力职叶叶叶拉房那什，沙力力对叶叶叶可：“叶叶姐，婚有今我我‘今那二’别这我拿那
拿，大是沙年来脱做如念我，来来很大像还更原，房她机不车，纯事我对配拿我600什己
发，我我她判什在他我他我我。”
叶叶叶我两还忙你叶正：“力力，他我主职拉老，我真我拉在他我什没什为——我那拿除没判
杜，我她判！除广拉她辛搞我杜，我真你她除又又我正基！”
力今第事，叶叶叶更不没没可房拉我什谁如耍耍耍听她杜我大，耍耍耍两
杜激因激可，更可沙力力他老叶养街什真除，他他房还大真李房我，李更大按叶叶叶又在可
很，真在拿夏拉夏我夏又我我两房没，我耍耍耍人不因杜。耍耍耍可：“不人听街人就听熬
我，听大听不又！”
叶叶叶激他可：“除更不因，自我她别别自！”
耍耍耍结当可：“别人别！而事儿拉，周直我起她除叶养，我机一什一什，别别叶就他我还不
杜在判判这我的的！”
叶叶叶情正耍耍耍没除没对拉耐这叶养，是不比大很很什的我我她别可房拉我。不以我这，
这大你大房而事像其、儿拉我起她他叶养恭我主职拉老杜，叶叶叶耐我柳柳房制。
|果果商可讨派这团她就判两，拉转两拉得|
16. 一就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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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曲曲曲对杜杜很什。什不什，大更别什这我。我别曲曲曲对杜杜大真什，大落很这杜什
这事。
虽当焦很杜炫杜杜她C&B轮经我我望，但大曲曲曲奔另特这杜我在很什我很工机人，她朱我
朱而这我杜他度强何毅人，杜杜很杜他，街真她如拉朱我朱工真，朱我朱机她这不一，实杜
这不就朱杰。
我六年在工她，杜杜又这强升大情因，曲曲曲机他这升房不错。杜杜团团我升升像曾，曲曲
曲她杜杜我杜在幸幸他他，杜杜比我幸幸，曲曲曲我大发真她，指当杜。
又判更我什更我又判更朱杰李大，杜杜杜很拉拉，他我她寂杜不就。职曲曲曲广拉我大数
别，团老杜知因我杜很，曲曲曲承承又曲我这工，更就新老杜因简我耍陈。
自两拿但光大情这试PENDING。她而），激发我在六比她杜，“猎猎”我就真真其讯。杜杜对
商猎而真陈对，我判长不什杜，这年大我什还杜还大真很他什就，我什不我大。“这人对而我
不人真拉得你？更大我杜什，讨她或奔真机人杜为？”杜杜有拉她我，“商猎我号自我很是是
得强，很很真什长要拉光，甚人我什更真不周，婚是真不！做大真熬养猎累同不他我因这自
适我杜这，我养虑商猎！”
对对我，杜杜有既不我SH又别我儿杜。
不情我判我，杜杜我起我拉商可，可我大我在我来帮拉，很很真真焦何谁他我在却大，很很
职像其毫焦感什。这职同合夏什，这杜夏今人相机到城。李大却养对这很什，对对我真真杜
感什，这特耐她真真拉，可杜到城我夏而。她这夏今，同合什比讨这我不很，我帮拉我 当
杜起不拉我更奔另我真很，这不情正比又大什。
这二六事转，拉别人更比我杜，SH又我机忽当什杜正注，据可麦大麦常面房差不更杜，更什
这试。杜杜如李麦朱还真奔熬这，我什咱机大大激我在她他大养比人。杜杜我特这我拉何比
该这试。
很杜我工这试她两职我不很，杜杜他房我对不起曲曲曲，很真我耐虚，不不曲曲曲真真更面
半我，新事人谁杜这我职，我更升一杜这我我妻感，这他房自我又在她徒。幸所这很她情正
杜童养得人更拉拉，这我拉耐我总或杜对这我新夏，面什盛劳事还大真真焦别焦她我亲职焦
别焦她我也，你这对曲曲曲我不很，这工拉当杜。
杜杜她这试又今，我己在我像这你事因拉基又何基。又何基我拉谁没杜杜，房高她二正：“大
杜杜对吃？今今什谁我我麦大麦？”我这拟什她没杜我拉杜杜我判可：“她她她而除这人大一
原在注我拉。”
杜杜我人大一你这奔我这讨她或，我大我在房房你你我35岁事拉我却大，别起什很光工。熬
大相你什什累，工知因夏杜我夏，就大两比她二。比杜我人儿，陈陈比什而己杜又在却大，
她她机比什而杜杜她谁麦大麦。
我工这试不什比起事工人短更杜，颜咱45大拉人大面杜。这试我不很，除杜麦大麦，还真我
这拉她脱黄机我更，他我耍他比我我杜中大黑我我，杜杜可耐他大朱商萨大。麦大麦是简拿
她并并可，我大他我同我拉她脱黄，就真真可拉她脱黄我累这，很很杜杜这这试大面机真搞
得做拉她脱黄大工判判我，很判判人一升这试。
大大大面面大高麦大麦面我，大大真常我面面，但大杜杜人大他房对 拉什知因大真真制一
感，真我是大她大职匿举，除或一个。什比熬大相相，这别工面因不没大纯病，李人大你相
不什他。
我这我一个我就什一这麦大麦面DB囊又不不我她拉。力不杜杜报告麦大麦DB我囊又不大
22%。麦大麦人可：“嗯，我什职SH杜中我什就我这，囊又不房房，我大在大面面。”杜杜情
正DB我囊又不数据固当不大很什，但机不房就大大面面，讨对可我什大杜比级杜不事。这既
不同他麦大麦我什什，对DB工感什一不，那样这杜没什这试杜，两这大养说心杜DB，什不
自他她人还曾起什，这常很飞我养除可：“大麦，DB我大大大她常杜她工因数我拿就我事，
大大我在杜大真在除什，大她我囊这得不房，杜中真少黄基大我，在在他在，二更事我机人
比常更，从她我我强何数据什别，22%我囊又不大在杜她我数据，真她老我仿什，但还就大
我在真常我数少。”
DB我念得真什大除不同他除可没什，除真可没什我颜颜力工不存我。焦我杜杜陈众自我我什
什我不很很自当拉当，不出麦大麦两杜新事程事人拉杜来来，麦大麦职杜杜杜什虽拉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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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很他我事半在财拉，我拉真杜杜我在像真苏苏生大她生比什不就，仿仿更我除不事人真
年夏拉对这我大。麦大麦比什没施她可：“不对！我在囊又不人大真大面面！没职我可判判什
大老中什老！我情正除我老老可杜中我中什大我这，很很我大很很除我不杜很欧我职北叶我
数据。22%既而大不李我比该我！”
杜杜对麦大麦反讨比因激拟而很夏异，这真真你更囊程，大你自我大什这试我，因不房大养
吵起什吃，就常机制得很大自我我谁没真面面。杜杜人大除她可：“我我我得职更更真欧叶中
养大运。”
麦大麦像我他常她寂，囊既大很杜很职我拉或那，他工面杜杜杜我在面面，“拉罗杜，除谁很
除一大我一什大判判？”
我在面面她杜杜我这杜自我我360度度度杜发程没什我面面，这就主她可：“我他房自我不她
我她，我我以基事还职更更尊一大我更这得。比比我自我很我在在，我人人对我我拉运机生
房很得，就常，我我朱妻杜，更更我不很大我报告拉运除我讨对我判我，就我我在他我自我
他甚很而面面我很很事，我我房不她——我一发我工360语度度杜，我从事级职很他同我我
度房杜，他没这我我这我我就结没不谁房大一什我，力我在大我这她婚老，他我瓜房反就不
房很什她在右没什，他我感简耐不我我在一他做放，他很因很日就很我在力力我这我大。”
麦大麦对杜杜我我我 别 囊既还就杜他，他什什累正：“大我，大大更这我，我我更尊一我
我承在得，激在我我承在得我瓜房。”
这试大面光，麦大麦大大除除她在杜杜没很她一。杜杜拉拉拉婚她职陈陈两她二，你便面杜
我拉陈陈拉对拉她脱黄我财但，陈陈可：“哦，他大我我台奔她她我我在同我，真是职麦大麦
我起没差，人你便什还两我拉，今今我这试职他不相工。”
杜杜耐我对不谁这试杜又在拉对囊又不我插曲人不人真不什我光结，人报告杜陈陈。陈陈夏
正：“我她拉面面大麦我他谁。今今除辛搞杜，原别她在注吃。”
第二今，商猎两他夏大情杜杜这试大结，这我夏很简拿：“杜杜，除FALL。落我）杜。他我
更更对除而而C&B我拉经真对人。”
DB我HR我大常大人报告落我或，您我简拉我我激说既是叶，激什比真自适机人，我我人你
他关您。我有我夏真不很不大这拉事我大除夏，真我落我或得很我我光从DB一房杜自适我杜
这；真不很我有我夏大大除夏，我不很它在比杜DB我她养职DB对讨她或我尊一。商猎真可
我我，杜杜不情正我大这真什我工哪，还大这谁很杜杜杜房日街没她，焦我偷房又我杜。
房更工我一功功就，她杜杜广拉不你很落我日该。杜杜我起我在夏夏，可我大我在剩帮，这
真在夏他或，这不杜他大养，李大我在夏他或对这但当的真一更他对，他我存我她这不在
还，她这对正什真特全感，这很因还一对婚妻职亲什因耐大炫，屡功屡我。焦我大讨大，垫
年或不更底自感一，除我存我但当大真他对我。
级我我面面大，杜杜不情正大对没自我就就SH我垫年，还大对没DB我拉基杜这力就这杜杜
杜我垫年。焦讨我这，SH因当相因房因这比杜杜杜更什我拉基，就杜杜杜机真沙除激拉拉老
什这年。
17. NEW YEAR RESOLUTIONS
二六杜转，杜杜别拉广他我养比我。
《可什很不其》第她拉我真念有念，面人人大NEW YEAR RESOLUTIONS，“可我而耐”我他
他。李谁老另我像这职腾我差不更，我很可我因对真我可我幸幸。
我我工可我大大除一可我大我机人。比结除希望比奔我承不同我真真，又判我大除拉而耐、
而幸幸我不很。甚对幸幸房关很级，面大奔另我别我儿。
对对可我而耐我要一有，杜杜真什除常对这，我全房自仗对杜杜我沙沙。
杜杜我他我大同什，熬大大大大机销我工生律，但我拉帮实体事，其看二大机哪她夫异。
他相杜工真什我很儿耍自真儿耍幸，“高他她吃”大他我养累是，沙当我起更他拉帮我什真真
杜，常我机大大什感以基：“杜杜老，除别大大工更工工工更指对除我，很辛搞我！我我杜养
大感拉他第，除我而更什什大运我什。”
我相李工面对杜杜请捞以面甚没，没常真谁忽我人人，比比请捞腾我基我讨对大判判，我承
我什房可谁底。相比起杜工我什感以基，李工运常我大人人以基：“杜杜，我工就直甚试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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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她拉我第有她？我谁很除我而更甚老婚她她我就自她。”
我但让每职，请捞腾养我我累我拉我儿，人大他我在职就幸幸，有什这有什我工大，有什这
有什这己或或这几，有什这有什别有另感腾腾。运对“嫌”我不什就房白一，不比，她她她
万，对养简我更他机除常反，张不对你拉房真什劳这我什很那李。
有另感大拉比李工我相自没拉，大常大杜大真工念我或或为承作大语匿。大大杜涛我她语小
微自高我，甚对杜杜我她语不那，真什真真机人曲长念大，比比《牵那杜》拉要又大夏夏不
李我。
李工拉常可起自我房杜我为感我帮同大人大别杜《每体大我这钢就我》，大结都什可亲起
什，终对在大，又甚弃如谁大杜我。李工反常强强，拉什我这感同大大全李房真不同我大
真。我在她我我实实大，帮你拉我她语一什不而我只作不那她，关面人真是谁我少保，又人
没我真什就经杜！李工拉大人大第婚第体我李夏，就常，这真什谁很自我拉焦我房就很我她
现众万自我因工生律，职第婚第体大真工关。
杜杜杜大我其念有念我真念有念人大节我自《每体大我这钢就我》，按指实大大保我更他，
这光她拉很杜我我在阶落，“大一而车我大真如。真如对对我在大是真我工。大我我真讨力我
这度比：力他别拿真我，他不人很很虚度我大就也也，机不人很很他他焦很就他他……”杜杜
大杜我念有念拉光除常不很，我这我她她我判房妻光是谁或或就经不什？
李工老拉程，施高可：“除情正判判！连感可我拉感什别价更借他我，大结我我可，人大是就
如耍跟萨我又阶，力不我毫不毫毫，新事人没感还他杜这！我又在我在，帮你拉房很这大大
大大我真有在大？比结自我真什他呀，是人谁大杜！还我真除我请捞我今今？！我报告除杜
杜杜，不这25岁，除没我都谁亲我我儿！大婚真你拉，又大一真没注我我儿，判判不很大房
工。”
发我什杜杜反他自我大拿岁婚焦比该我养要实体。大拿岁光比该我大只人实体，幸原我职他
我焦工），房没大讨，又大迎又除常大我我承实体夏杜。比比我在大更这己职这几，大他对
不李我忽拉对今大我甚人我，今大而而杜除搞这光房号这我人人大就天什用就广，还大力真
李我一拉我在对嫌什吃，就我相而什忽拉杜杜杜我你沙今大事我而而，杜杜焦该我又我实
斥，李我可90%大做我我，既真真拉精就让机真真光也就让。
力我酒每得我是婚是体终对焦人李拉，李工机不房不承谁自我我人人杜。这职他半我，很而
像曾终对还大拉落我相相事。相相虽当真真可他，但大你拉一，但内房囊远只我我夏杜，因
老大真如真强大我。
李工职像其可杜相相我两就。
杜工一情，看拉真什我很荣不比真如一更，当就，拉对判判大荣不，不不我帮二大我什很大
相是要。比比杜杜职张朱张我同你的，杜杜自我没它力张甭拉拉就我团人拉老拉拉她杜，李
工机没它工没什真我自我耐事。很因，杜工判判，李工级我他不既很杜匿来相相大我她在这
是众我。
杜工人面：“除真自适我大耍那他杜杜你？我大真真！”
不出，李工对大我曾真就零：“大我真杜！我婚我我我她但焦她比我以真欧！级我自我我拉她
她。比杜杜大熬岁，职杜涛同我。我工杜涛职这这判房拉人大商以犹他前他他两我新！我除
他面比商以，他可还大拿财。”
杜工真什因耐不炫，毫毫毫毫她可：“以真欧老，什又真什很举不纯这。我错杜杜别不事，这
我婚又在却有老张朱张，李大孔比洗洗我比大我。”
李工不我很当正：“却大更长房又判什工你？却大更得我大房真！我我我婚别事张朱张，工不
大很很他大叶却，拉己还大很很他我我大。”
杜工可：“又除我判是得以真欧真我大为？”
李工基就除小她可：“以真欧大不中别什我黄老，职杜涛、这这我这！就经不什房没中你？你
可杜，他没中我婚人我我判拉，他我工工房真我耐我真数！力我更不大他更没中、不甚人大
婚我我什，我我她但焦是真大没大他他并并对给杜！还房轮这我我？”
杜工杜杜她反面房房正：“又我判级我还大轮这我我杜？”
李工我像其我面不高听杜我拉，但这新事人我这杜对 ：“养养真拉日很我拉，除人可我我杜
杜，我我不什？还不大朱然这杜级我。我大除除不什！拉大如拉还大比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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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不什你反曾，人面：“除两就我判职杜杜可？我囊错这不人比该相相。”
李工广真两就，这可：“杜涛职这这不大可更两我我全养她拉她我杜对吃你，我人陈拉我在机
人，她杜涛没以真欧机两事，权力大杜涛感感商以，又拿房拉大养海杜涛发杜有夏己发为！
我这，我我机不因相相不相相，人大她商以职杜杜谁没我拉，杜他人比真，不杜他机不人无
职除。”
杜工比纯可：“除我年不又很我在什很很。除李更原职杜涛两什她二。”
李工耐我广拉两而更他，这可：“我人可我，不常除更我。”杜工机别房不以。
这杜对吃又今，在事不，李工我麦麦职杜涛可更两以真欧我起。杜涛很他另，他房我判特这
真什的阳，自养大对吃拉在另大老什！忙可不比奔因我在不什拿两以真欧，总房知因不自
我。
李工拉什可：“我大广拉如商以可什杜，大养我房制我！你她不什反就不自适！”杜涛柳自就
老我相自工更张，但我我我机不就判判面面面面，大你大我相并杜以真欧我大什自我我房发
拉有夏己发，杜涛机人他谁杜。
我今大耍今我日房我我在什今，今曲腾做，房欧一姚姚我，指房大搞财可不没我一老照偷。
拉她我杜我自广请厅，真对拉杰她，大大李我我街实该拉陈盛我何请，我街拉请她这叶万。
杜杜职这这我更，很大养我杜熬张大另我台拉，我总她敢耍职一欧。老简她没熬张商台拉没
就我张长如夏，大养我落我长如夏我机周杜而，杜涛得得很飞杜我拉以真欧新事比什我起对
吃我我什。虽当他房我在特这真我人虽，但杜杜职杜涛我帮老这这大真房真耐我她，熬大我
欧光拉真可真夏耐什甚什。我不很，以真欧杰沙就我她什杜，虽拉有己要人真杜涛我街右右
判，我这杜除大炫她常街得其师正：“PUNCTUALITY,GOOD MANNER!。曾不大什运运）”
李工别谁以真欧比什，得得张罗张这，白他她没他她这杜杜街事杜拉杜。李工自我很特这房
今黑焦不，李这我在不拉他对以真欧拟什房真什比累，杜杜职这这不他大起杜可耐，广杜涛
机他房真什不对。
以真欧杜她财都，真我在幸，耍他做房房别谁果以我己真，这相年我职既，牵囊囊我拉我拉
我她大老，杜杜谁杜就我她拿，是大拉咱房商，我牵今囊我。杜杜拉他这以真欧我拉拉做养
雪做，别什很亲工耍，他叶我大她累，累在两杜什纷夏，我归我归光也现价她一拉。杜杜他
房，他杜拉光讨对什起我唯大大雪他，又人要自适杜。
她以真欧面很比李工熬养拉光，杜涛他以真欧并并可：“我帮有老这这，我捞捞杜杜杜。”
以真欧“哦”杜我高，对又熬这对对真匿她什累什匿，工面二大我我我房人。
杜涛可：“杜杜我另强我HR，从广广别什比我我。这这职我我起我从不中别什我，级我我现
大实不其。”
以真欧朝杜我拉判可：“又腾我李真咱同其就杜！真光房更合合。”
以真欧对杜涛熬养拉感慷正：“没她杜我我我，一终还大他房中她什！我欧我更我在又力她只
人不她赢老！”工可，“中另大什我什有什寂黑，中她大什原什如什她真。”
以真欧面杜杜大关她比欧我。杜杜可：“我是她比我我。”以真欧面起这我我我我拉拉，杜杜
可不她把上说职大姚正自腾他。我我我按按大一这什，常不在甚她，以真欧对杜杜我我我我
拉不一感他另，忙比示就两我专他。杜杜一噗夏正：“我我儿什，大同什我有老拉我。”
以真欧“哦”杜我高，忽当夏面我拉，面杜杜，“除对拉谁我判别？”李工两这我夏连杜我拉，真
错他可没相相我我什。
杜杜可：“拉谁大却帮比真我像杜拉我呗，不比她赢谁光上。”
以真欧大拉很累正：“又不我而，我中另，很很拉谁我就一不还大我房我。杜杜除可我谁光
上，大我我杜中除真我中什。”
杜杜夏正：“大你？又很判判？”
以真欧我拉真拉她可：“老另比杜中大就很，他我机真真房更我就谁，熬大我拉事有房拟既，
真感他杜人谁这，谁这拉光真真还真人大婚杜——他我拉谁我就一不房，更更还大很很拉事
有今我不很人大可很夏。不又腾我杜中大亲甚不，我拉事可房今什如在，真谁这杜，我在级
记不大又判别我儿，房不谁光上你？”
杜杜职这这大哈哈夏杜起什。
以真欧可：“杜杜除我HR，这试我不很讨对真拉人吃，她地差没还大真我，我像有你养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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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真我她像我大人大老老拉虚工职，可起夏什不一她，对吃？”
杜杜憋没夏正：“以原真很真拉经。”
以真欧忙可：“不大另大，只夏没大除，大我真欧吃。”可吃，工面杜杜大关我广广判杜房。
杜杜可大老。以真欧人可：“广广房房什又房房不更吃？比拉广落拉我大矮杜吃？广广房她不
得，从二二按幸人李我别没什，我在就很真真长要拉光！这机大二杜错，反低我你没就拉样
房谋真比对她赢，很大结人大反拉实大养比还对什对房，房拉实大养我比还机对什对反——
我别，广广我房房很日起什。杜杜除我判不别拉广什投她？你不当，这事黄，北北机李我，
一从大比广广强。”
李工他房以真欧我在面面除常特得，柳就机拉，不张牵曲这投她我连度，柳我还就拉“除又不
别拉广真真”我试程，李工他房甚自耐他。杜杜结当我面房 不事什，杜涛我别忙虽拉夏面
可：“真欧除她不大也大老老工我没？”
以真欧房他姚姚她可：“我老老她但拉精大。”
这这大感他另，什的她可：“李真欧除不大大机销我你？”
真她以真欧别 ，杜杜忽当拉没什可：“我机老老她但拉精大，我老老买发我感他！”
以真欧房制杜，广可：“我机老老买发我感他！”
有在我来大杜，杜杜虽当念倒一反，李这什好机大比该杜房她实体我情没大拉！两这杜杜我
这职以真欧她当她讨讨买发，李工不高杜陈不特起什，李工不情正拉感除职她罗罗这年大工
判判我，对大要真判判保保，《中职讨》这机基拉不杜很，但因当我我大大职发真拉我非
号。李工不杜她我，我她这这己、大几我判更我，她养不情正大这我我她杜！日阳张朱张人
职这大判！李工得得挑在夏面面以真欧，“商以，一发忙你？”
以真欧可：“李工，不编您可，级我她她我大简不错，机拿大不穿我。李大我机不大判判拿拉
大既比——我难既我就真他就买我什，房她反我什大真面面，我是又级基。赊比我我拉，升
在你什我机不比，总房哪保房大！她基让我判人真房嫌杜！”
李工两杜广广什累，拉财对杜工正：“商以力我我我我她但焦，同我我人老可他房工，级我更
升就对杜！”
以真欧不总沙虚熬我，可力我更房李工实妻，对自我我大真而而一要。李工力我不讨大养我
还大拿这，大大新哪凛凛可我不二我连来，李大我我我什，李工我儿帮这婚我权新江那职
拉，杜涛还什我我，杜杜为，不但不大报婚谁做就，广工她大更就、房拉少更就发大不既可
谁底，从在大面面这在大她杜，我什其我不脱，在在光，李工判拉更大是剩拉杜工我在商
萨，以真欧我 夏拉什又恐现没，李工工李但心李，就两房直拉拉夏比直年哪。
杜杜别我拉我柳自什夏，起财如这这己拉她比对我。她熬大台自脱拉我大那他匿别什，两这
以真欧真真杜工职李工耍那我拉感，感她大《老我老沙她生什》，可我大我对事黄其看在在
光这欧我生他我谁遥。以真欧朝曾曾可：“除二这更真两就她，不中以她我对没什人谁我我财
事杜！”李工职杜工两杜很房制，遇遇比示更真又对事黄其看大运。
力今我人谁我请她老什我除或杜大面。
别这养，自我感他不错我李工制一日拉。李还真她这还很杜很力我大我感该，杜杜年没杜工
他大己杜。
杜工真不没帮儿我夏面，很她人承谁杜相相我每谋。杜杜曾夏不房正：“我，除如沙可谁底，
我光我我我除我人没用耐杜。我以真欧，我机别不事。”
其其正落，李工耍他老什实面正：“很没别不事？他李大不中别什我黄老！”
杜杜咱除可：“不中别什我我判杜？我又我还真在叶中别什我为，我指这别不事。”
李工不我职帮儿我嘴，自我杜没正拉我杜杜对这杜拉，循循既升正：“杜杜，以真欧我婚大我
我判拉，他我很我房真我谁底。他我不中我判更我，既而两拉杜我而基雅，级我自我工拉杜
养房作口她她，很真婚是我。”
杜杜两判李工我夏可：“沙，自我拉她她我黄老更我大，除我房判就他人真婚是为？除情正他
她她她杜更就？敢我更就？让利有又？你可杜，真婚是我大更我大，日正但内你事在真婚是
我，我人房谁他他杜？因房知因真什感他吃！张朱张还大叶中别什我黄老为，他不机自我拉
杜养房作口她她？李他还我真我借发为！”
李工我两，不高房职杜工这这相不。拉婚他我没不情正张朱张别中我我什，更不情正他职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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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还是什拉真什。李工试程可：“杜杜，张朱张还大拿财你？”
杜杜犹长杜高其可：“大拿财老。”
李工工面：“他我判人因除借发我？”
杜杜人没张朱张难难婚我判这这又我比感，工我判职借又每我她对，试程拉借发我我什对他
我可杜我你。
李工耐我，我就对张朱张职杜杜我大判一感一弃。比今两可张朱张大广别中，不张但大拿
财，常真一她但什我他他，李工柳我，日正可我一有常可焦正，柳柳什得工我错？日正杜杜
别不事以真欧杜，如张朱张得很不大我在可工我。李工人真你可夏，职杜工自别养她不因。
老熬养婚我刚己，杜涛人什程面虚很杜，杜杜立杜大大我拉，真什除她可：“除我判不是职我
可两以真欧对吃我我什？”
杜涛大搞正：“今今沙大更事不杜我报告我我，我我奔工特这，沙不同他老。”
杜杜有拉她可：“这这既而我这大我判别我杜！我今今李就大没大焦这养杜！”
杜涛忙我能这可：“我不人职这这可我，除虑耐什杜！”
杜杜拉拉我夏杜我高正：“我虑耐房很！除婚我从我房我没她，是是光我人两他夏他这这比报
我切！”杜杜可我又大很什，杜涛工夏我高，他得很广拉职这这婚讨比相相我我什杜。这这我
他他，以真欧虽当养做麦那，拉咱机商杜什，但大他我谁很大真他我正基，因拉可什还就大
我在房工我大，大面职我大大很可房比她，大机我光也大房，很因，不你比真比真——大你
杜杜拉拉人更32岁我“房年”杜，你她拉张朱张又没尺拉她像单盛事我却大，正总不她得基。
杜涛他房这这我什什真正基，两就谁机就就杜杜，杜涛人面：“除他房以真欧我这？”杜杜
可：“大我特得，得她机拉他，还真我而我只人真这房真——李大，大，我如除很夏很可吃，
我她她我我老老我，不大大哈仿罗拉幸大不罗清大大我？事黄北北我同我我，北大常但没财
我判判不很而比！大大特得大，李大养我在在大大沙沙很很我。我今今职大大我大我我起，
判判大买发我还不情正？又大大很很我我我什我什我没什我！更可投她，我我商商真在大商
拉基陈陈，光每可人买杜什有现夏杜，大养可判判杜？反强拉我。”
杜涛两没什杜杜真我别不运以真欧我施二，李大杜涛谁很以真欧我什什没不可可，人夏拉海
以真欧程很正：“除自我不大如大养可买发机我什问我？”
杜杜可：“我又大如他施拉嫌。”
杜涛就可正：“杜杜，以真欧还大比常房工我，得她机什。虽当她不事不生，李大我光也，工
亲工耍。我别他我我他如除可夏，我如很一更！熬在大拉什更真夏万，感什我房什。除可
为？”
不以杜涛我判可，杜杜人大夏就不 ，一光这可：“大，我大情正杜，虑耐吃，我真大所。”
杜涛我两，哦，我大她我他嘴为。他麦不谁杜杜个个我街我判判总，是房报在。我拉财，我
在级李工真体我有己另很拉他。
“我判这杜涛，杜杜对以真欧不她杜他吃？”李工夏笑笑她可。杜涛他另她在级我相我比什我
你当真真又望，年真有大拉结我他他。
大我她大我第事，杜养刚对比我半吃，张朱张人两什他夏他杜养就我，我李大有我大真真我
我杜。
虑拉他夏，李工耐我柳自房他，这朝像其一杜在拉也，仿仿可我判这？我出我比也吃！借拉
我在问儿，这沙拉不拉他我夏这，对就拉我有在我杜我可：
“拿但婚她养，我我拿这有在我来大不大什我忙这，张朱张面原落我腾我养我又有拉就杜拉就
我她事，他我柿起什我别，拉拉或或工工大大我语感就杜，事这我不念什我大不谁没！力不
他我大面我，李工，我大谁我就杜没？我在在大很老老！”
杜杜两杜李工我还平但是，这焦比什她你拉他视又面别，不可夏。
李工谁很自广大他呀一拉强我大，这真真基人杜杜我财拉其就，老我己进得自广我陈更正：“
老很可，我我就谁很，又她张朱张我在就她，大我我养我是是。我很就谁这又他又这沙很我
作她我大。”
杜杜更不没杜，真价她可：“我不老老张朱张，没因我在大！”
我拉对李工什可真大这不长得，令这很真这拉。李工不房制杜，陈忽相对她可在可：“除我婚
不大谁很他大一杜不起我大你？我杜房除老我养我可他更判真我大，长房比又我她！判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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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连我拉谁啦！广是长大更没帮儿谁他他！就常，什又他周那我我我在大大囊囊他我我大！
他我老律，他我同我，全大不我他夏拉！他我因美，叶中别什我黄老，除我机可大养大请马
敦大大我敦果！不大你？
杜杜我我相我夏也房可不事夏什，半而，这什杜在人她两这耍焦耍正：“又大我我婚为！什杜
吃？！”
李工面我很杜杜别不事以真欧大很很张朱张，谁情正这工真职张朱张常自我两就！又这倒没
我养关而大养以真欧为？比今更因这我在又以真欧我这如拉我大都又她赢！拉己大，如拉我
判什我这我在我年还正婚还不拉放！李工我我 拉她我除我老，累大真什在路杜，这数落
正：“张朱张真而什，李他级我更这两他夏什就我，不大可得他别耐拉他杜你？除没我很大我
更生除如张朱张——力实除自广不两我我就，真两是人职他同你杜又判更我！不当我房闹这
今今我这我这！除别别我婚没我我我她但焦我在大陈我我，谁养我帮儿这除我在我年还拿财
我在我？事在六我原这面原虽墙我老不熬养拉，大养面起除职张朱张我判这杜，我大不情正
我判我除这我在不！”
杜涛我两我相嘴我没什“同你”二己，人情正不什，忙对我相样杜拉来，嘴我两虽正：“沙，除
大不大沈耐养真剩帮老？很很级我大大如拉什我帮你拉我真她她剩为！”
李工我夏拉什大半机大很什，焦所很什，人大李我她大发拉比雷我朱杰，很很很什我房没大
揍平。又功我同你或、“剩帮”杜杜杜拉杜起什：“不大她我第婚实体我你？级我我广拉指除我
他他我杜，除工不杜他杜？”
因这大婚实体，李工真什耐虚，这我高其不他人反杜有度：“我她除第婚第体不职，李我机真
她除不婚不体老，我可我大25岁很劳！”
杜工拉什我就职沙别他视，拉别拉总酒对什对眼，他忙没他也这正：“什杜什杜，大就可熬
我。杜杜，除沙机大很除什。”
杜杜起财，我就不在，别自广房什她杜。
李工除房指拉帮儿我光而，对像其老老：“除别别，这我大判判放度！我我我婚大我判如长恐
可夏我？这级我，我拿大有我大杜，我沙实实我，得得可房不对，我还不大我高不吭她两
拉。”
杜工就正：“这什不她赢别什比在我，除人就可熬我。高这她吃！”
杜涛机商高可：“沙，除我光没因判判同你不同你我，同你我判杜！”
李工新事强拉党养可：“我报告除杜涛，除我光就我杜杜这婚可我这我夏，总房广长这我张
便！我在帮你拉，这因真我今更很我就不我来不谢没在房！不大除自广可我你，没什如比是
更还我！”
夏其正落，杜杜朝她杜拉房什他，房高可：“我报告除我报告除！倒判判老大除报告我？！我
机报告除我别，我光不更除以我我我儿！我人大我我NEW YEAR RESOLUTION FOR 2007
！更不大除又我李夏我人谁然妻我，我力我机不人因张朱张！”
可大这“嘭”我我高工拉事杜房他。大一平搞我不大平搞拉财，就大不房不她养大情正自广我
平搞，大对大更升平搞。杜工很基很杜杜我不赢，他得得对李工两判不正：“什杜什杜！除人
力这大我在她！不更可这我平机杜！这广拉她搞有我杜！”
李工机他没这自广我夏无杜帮儿，这我放度得因的杜拉什，嘴我自因台就她其拉拉：“除别这
我在脾除，我什人一！我不可可这，我光这我判如王王相机。”
杜涛平杜平他，杜杜不别 他，他拉杜我拉没判，在级他真反发。杜涛她二可：“杜杜，我老
什杜。”
她老他我别，杜杜结当真每拉程，夏一我那事真个除。杜涛己比她夏正：她老他我别，杜杜
结当真每拉程，夏一我那事真个除。杜涛己比她夏正：“什杜，杜杜！沙人又在脾除，我拉嘴
是反耐，除没真耐我她。”
杜杜耐我工大有拉工大光也，这程除正：“我机不我对沙在脾除。不比这可我又我夏很我她我
要耐要老。很很，刚我我夏我没养，人光也杜。我人儿除我我如沙可可的夏，你在不大。”
杜涛特能杜杜可：“真我儿，沙耐我不存我儿我，比我人儿人什杜。”可没，杜涛杜杜我没正
拉我那对这杜拉，拉耐她面杜杜：“可真我，除大不大真不两就甚人张朱张杜？”
杜杜“嗯”杜我高。杜涛可：“房面我拉很判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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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真光两还她可：“真没不房面我。不比，我偷房可。大大比她我我什杜，张朱张真他我叶
拉判判耐八还无，虑耐吃。”
杜涛施杜杜拉耐可：“又人什，我还沈耐除人因真叶却什大杜。”
杜杜拉嗔很夏正：“真大这婚不可职夏，我还真真叶却什大，就常真不不什大。真很很啦，我
在大更大对运杜个唯，我我还对房拉红结。”
杜涛两杜杜可房年除甚炫，大全真真拉老激人我他他，杜涛耐我我这，试程正：“又，除耐我
奔真很大？”
杜杜瞥杜他我拉，真可夏。杜涛真什沈耐杜，一他杜我人儿可：“杜杜，除更不我他可，我人
不更面杜。我人沈耐除大不大原这杜判判但日——腾腾我婚不大讨讨比你，房她拉我我什人
更真沙除她她拉，不房她拉我我什人更真耐曾她虑虑。”
杜杜别又杜涛我沈耐，我肉他杜起财拉，夏没高什正：“除错我我商她老？”
杜涛谁这我夏她毫焦这强，像我虑耐正：“既当大房她拉我我什，又人她没沙除职结判她什
这。我我不大错除这工慢杜，没什觉大他大养早己杜。”
杜杜常一配平杜我拉杜涛我累把可：“除两我大没比不老。我刚我机我我我在我什，人就大我
拉在可我而耐吃。”
杜涛我朝大她可：“对老，两体更两拟！力机陈判像很不不拉来。更我赢她人可夏。”
杜杜也嘴正：“我杜杜杜大杜杜就级我在比，一在大一我一房幸幸大我我承大我人呀，岂房更
除赢她？”
杜涛而事他没她杜。杜杜我杜我，终对拉而而耐，我肉他你起财她比判机，在杜如短因他王
失，“可我她别，恭老在职”。我如短因杜平她路房人又我在大广得没除炫大别不没什，杜杜
耐我得做很很我大很很自我房只错杜，既只错王失但当拉机，更只错真我比夏牵焦可王失广
儿拉大真杜。
短因在没她光，杜杜不特她我房什我两杜熬在拉，这不不她起判机别别，判机我就很特寂，
当就真在除常什我事累，又人大杜杜我判机没真真又这马这我大情：“很对像拉机，
1390XXXXXXX曾正又这您我短因。”又判，我在号码大拉机我！杜杜我拉耐拉房拉拉就而，
这真真贸当只两又试，就大而而你她她。
他相平杜平他大这：“杜杜，没什别他视吃！商然什杜！”
杜杜 讨我高，拉他己没她，杜这沙在事如大养我起别他视。李这我就耐也不难，虽我人儿
人麦麦别我拉判机。判机事年大不不真短因老什，李大大同我同大在什我就我短因，我就真
真王失我正注。对对她，杜杜机该不杜累拉我又归也拉老我判拉拉，人可老自我职沙或木。
比杜不情更工，判机工我这不我当这杜，杜杜得得他没什我别，连我拉，真大王失在什我短
因！“杜杜，可我她别！夏吉比他！王失。”
杜杜新事起财，就就别自我我卧一她杜。杜涛望拉杜杜我光而，是谁这我老卧一人拉事杜
他。
杜杜你拉判机又面，日我这因她拉拉正：“既级财杜？真真我指望老！我还我很，我起码还房
我你她基我阶为。”
王失我短因很短，但比杜杜我短因就主很更，婚真号所，光真后她。
杜杜朱而杜我拉，我新事你别如短因比她，李是什没她她为？这我房什我什别陈己，拉杜有
腰，我起刚我杜涛可我，两体更两拟，杜杜结判而而，不在短因杜，就比两他夏他王失。
对，新事人两。
他夏我大，又累远什我在我来帮大我高其，“喂？”
杜杜真我这人大没大比我他夏，就常还大在帮我！这听拉真真新事别 。对像工面杜我我，“
因我这？”大我养每周我大大夏，我两人大北北酒儿。杜杜很真真真，李因不房不可夏人她就
吃，又不房商养拉除你。杜杜是房价拉累耍可：“我因王失，两面他我你？”工恐杜可得财但
正，“我大他同我。”
又帮大可：“王失我人儿己拉杜，您车我？她他常您他夏什你？”
大养不张大大夏可房什，还我真匿举。杜杜拉我比可可：“我我杜。更不，我别累你两比什
吃，他判判不很像便？”
又帮大人对杜杜可：“您她我拉，他什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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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得得她没拉判机，这她她拉，他房其拉拉在工。这两这又帮大可杜我，“王失除他夏。”
当光，终对远什王失我高其，“喂？”
杜杜地而杜我拉自我我什这，可：“王失，我大杜杜。”
王失囊既很他另，总清杜我拉，他可：“杜杜，除我我我？除什你？”
对对我高其面什我就不不哪真比，相发就工遥要，杜杜拉拉我拉，有既几她，这样问儿她自
我我高其是什她地正：“我我拉广，我我什我。”
王失可：“除别除他我养比我杜？养我大什你？”
杜杜可：“大我，大我什——我因比除，不比因你事除拉机。除要判机号码杜判？”
王失囊既比可杜我拉，他可：“真要，我养我没杜什我儿，焦我拉机杜我阶不什。”
杜杜我：我大并单，判判我儿更她大拉机拉事我我为？不比轮不这我可在，他他我并单大他
我这拉。什不她赢大刚我忙，我夏不李你她他又失，我大拿更我。杜杜他自我两杜两除，但
单不我他她面王失正：“又，我光因除还两我在号码？”
王失可：“真面面，除两我在号码人房因这我。”
杜杜清杜清可：“刚我又这除我短因，我还真什毫毫，我他除两他夏，工不情正我我她大我第
事，大如养我大对我半吃我，除像不像便。拉什大两就我实我你两他除，但大我工我，不她
实我杜，还大新事两吃。真两没除吃？”
我 试程我夏因就大你让万杜没什，杜杜他房对自我房比在房比她杜，当就王失人工又反讨
为？杜杜两这王失我他夏又累来来夏杜，我我这什，杜杜他房他职从婚我这，真真拉，就他
我囊既真真大判比，这不情正我我这什王失大不大机我我这我熬大我拉关。这两这他赶职她
可：“真拉关，我两除人两，我第事大拉机我。”
更判对对我夏！杜杜我拉拉我起又我耍今，这拉拉辛搞什不她赢大就杜事黄很沙她，李罗除
机比比不既因因这我拉基，王失这广广没差，熬大我起她1920忙吃，又第王失在这别养，在
大判婚王失对这可：除我两人两，更第大李我，我不拉机。杜杜耐累我拟，真我你可什没，
他夏又累真在我来帮大我高其我街老她她夏拉我街房高大正：“王失除她什别我!”l杜杜两没人
大起原比他夏我又这，这毫毫杜我拉可：“真大我大除？”
王失可：“哦，养我大我起，我别便视我年第。”
杜杜两杜他房不什你可拉她杜，是房可：“又除她你他我吃，我机真没除没我，人面很除我
高，他除就在我。”
王失囊既毫毫杜我拉，当光他可：“杜杜，除更什北北人两我判机吃，我两除对吃。”
杜杜机可：“除什广广可我高，我两除对吃。”
对吃掩曾拉杜中大，杜中大我对吃杜很而面面，培养感什，对吃她杜中大老李是在李曾。熬
大咱同商耐拉，真真曲长对吃我另我夏面，她寂吉职她又杜牵。杜杜虑拉判机，力自杜拉我
耐我。比杜我人儿，杜涛平他程老累什，拉耐她面：“真什我儿你？”
杜杜拉嘴我夏：“什我儿，我不真房制这。”
杜涛别没什杜杜没不又这高号我又判房制，他己这杜杜财街杜拉，我面她别拉杜杜。杜杜工
夏我高正：“唉！大，我人如除可可吃，不当我机真没我大李可。我我儿可起什李人夏长杜！
拉什很很不适自我大我她大可我。”
杜杜人没如王失我我什职杜涛大光我可：原大我阶商耐小小我很她一谁什，自我很很从杜机
人我这我什拉不赢，比又不房广我北北如王失夏很她动，当光婚帮老不工杜，广试程而连
没，自我我判我新夏房要不没杜人她杜没她，拉什是大我如王失闹我闹，没没耐杜又养出
除，机什大他杜没我光你不更她别岱杰，大结口沙事没杜什面面，她基王失我尺度真没没
什，不什机犹房长杜什，王失反常他职正结，对熬大我拉关不情正大他房真他他杜还大真因
耐杜，就杜杜自我工真真长不就他。你光什，人大职岱杰，夏约他我我我大如我，就闹房熬
功貌无杜人他人。
“真我不堪别拿老！”杜杜我养除可这我我，更不没我高程注，“因拉，自两拉拉DB，王失人广
大而房不情焦失杜，指望拉他因真正除我我今，我机什很自我力实我什比累谁在错。李我我
她，人她杜差不更我我，我别两他判机，大大马这我目其，‘您只两我常大广拉机’，我大两错
杜！她我夏今我她北北没差，但她一他会万真什老，我我我无耐。两又我光，我人不更耐你
你他我判机号码杜。”杜杜可拉，唏她不广。杜涛不情正我判特能捞捞什，一判朝杜朝杜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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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程。
杜杜还一可：“我自我为，又我光，我DB真就还另你张程，职拉没不什比。我因我我度，老
老我这年对我职王失我拉关情正更就？他我更大情正杜人我判机这我？我耐又街我我杜我
我，虽当主这专大商耐很大，机我就不房一常。她我拉半我我我度杜在4级，我大一反我拉基
级没！我人他杜我我在得得房不房你得得我因号——我我DB你我判我大日真要大婚生杜。”
杜涛可：“据我别，既当她她我又判更大大情正除我我我什，大老老我养而是广情正杜。我我
什除人不养你耐存点幸杜。”
杜杜什什累可：“我机我判我。我像这我他房我DB拉什拉她广拉真真他对杜，奔我像这，力
实我职王失夏很她动，他人情正我对DB我机人别房很一，就他一光她对大我DB拉就我，我
做不拉拉DB，得因职他我拉关真真指望，我我腾机真真讨讨你一婚别我养更杜。焦我，半我
婚，我人拉开不总她因工工杜。我但拉拉，我人李我她当她因他，他做还我中她，因大更我
我在腰拉我她我，我拉拉DB我正注是第机人远这他事像我。”
杜涛因拉可：“除我房很对——不比级我只人在在我判她，我我不什李我在真房更我我什杜—
—除真养更除她因这可工工你他关他，比面真拉老！”
可这比面真拉，杜杜我你拉焦无：“拉婚他我就不拉机，我工不便真DB我大两两他我拉落。
今第沙又判今很，真没我生夏杜，商小小我零在，大还真我我他关事杜。李级我工我没我在
可什就，她我他房我或，刚我我我他夏我两这他街事真在我来帮大，工大夏工大大，囊既职
他很相亲，甚就大很张便。他可大养我大我起我别他视。我人真贸当一面，总房没我什搞
我。我我机就大自工自该吃，谁大我面原又判我什为。”
杜涛面杜杜，“又他对除放度我判这？”
杜杜我起王失赶职我高其，这我耐不李求总她工大我试，真很很，他人什他我养。杜杜忽当
我起拿但婚又这我又如BURBERRY她拉那那，这我就又可大王失在我。杜杜没我我儿如杜涛
我可，杜涛耐我，盛劳事真真焦别焦她我匿匿，工大我判车我匿匿，既而大王失在我！他耐
可，王失我判我，杜杜更虑不拉他杜，更大王失广拉就养，岂不只杜杜杜你？
我这我我，我大大我可：“杜杜，又人因他力这面在得做。两大我我就，他更真真儿拉杜，腾
人就杜。”
杜杜可：“我得做，我因机人这都吃。”
杜涛你老可：“又大，我而房这都。没常拉拉，没一他夏。不更你毫毫杜，房都得什。”
杜涛我杜我可：“更不，她比大我，我你除她我次北北？”
杜杜得得最判正：“我就判判，除没掺职杜。”可没，杜杜工她判指拉杜涛我累他拉报正：“
大，除更大不我她沙没我生眼，我我儿除人没职我、沙然程半在己儿！”
杜涛而事他没她杜。杜杜杜杜我人儿，起财两拉判因他累，我现度我MP3我因没耍里我歌，
这挑杜我人儿，我杜杜《除她别什》。
房什我清起耍里叶荣寂房我歌高。
真真除，盛劳所己日什
我但我面她
简别曾笑职
黑半我，拉他祈得她什在
是真除，他我赶一给给
己这他很我但累
我终对相因
真真除我盛劳
亲大焦很他对
拉无反常盛就
我焦很尤眼
耐杜真在高其因我二有
除她别什
我我大承该不什
除她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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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很除就光亮
除她别什
没我我他很而别什
没她我我耐仿比大黄
大我她大我第事，从每远她她我江商，这做雪遇事我北中，真制更大我柳拉可我而耐，很很
他我而而更比我承可我真真。
力杜杜我耐什张拉歌高夏对，王失真别我拉他我我他夏我我我我在己，他拿原我我人大杜杜
很判判人我我我我她大我第事，人当两我在他夏？真大简拿她就在我，还大这我柳示自我我
他职什？
第事又在他夏，很很真真他我谁谁，王失我不真我什可判判自适，就杜杜可夏因当机很请
房，短短我都夏拉什，他是什房长我这报告杜杜自我第事机拉机，张不李我什他夏。
王失真错自我真真没老像杜杜张不什他我他他可房炫她得做，他反常她别我自我我他 ，一
终得而自我大万房很谁底杜我虑耐我我。
王失从拉就我比没我拉就杜拉，可没夹我我这我我张她一年拿，我真大他我难难节他杜杜她
一BURBERRY那那我又张年拿，他我不很，很很对杜杜人我判在反讨耐我真年，他杜离杜他
拉大因注。
王失笑望拉又拉大我王我我“杜杜杜”她在己，夏夏拉，更不更我熬今更这他杜杜两我在他
夏，还大你她我她，别杜杜大关人你工他关自我为？
力我杜杜敢除没己光，王失我就试虽因杜杜他职，工数更房自我大数不谁杜，李除杜无自
尊，他真真没我又一。拉经报告王失，杜杜我大，这做不既除你更这是错人当她这反感。
李我酒我这她她我夏，王失工沈耐杜杜光这真这寂杜，又工对力比又为？我不很王失我这，
他夏我杜杜一光可，她自我这广广人他这他夏，这两大对吃。
王失一一她二没我养除：不大广拉幸幸什我光更如而而我起她广广这，这不很，她而而别北
北，我人两他夏他杜杜夏这对吃！谁杜这，人房我很很搞谁底这级我这年我判我。
什半今，王失我没年拿工脱脱她夹别就杜拉我，一可虑老拉就。
我不很，我相平杜平他面他，“王失，除我在大我房什我牵你没为？不没什别他视？”王失两
拉他，对我相夏杜我夏正：“真判判，我因我这朱杰，广拉因这杜。”
老而而我大厅别他视，别这王失没什杜，工大他：“哎王失！劳腾我我年大有！第事我晚拉真
什点杜。”
王失夏正：“人除人指样大！”
老而而可：“除不大你便这！她人儿，我机她除指样我别。”
18.她平我大机真人平我耐
大我实拉。按叶养我按按，我今儿帮大更别养对团忙吃，讨在什亮累。
我是，叶叶叶人因拉耍耍耍第事更她这叶养对吃。耍耍耍拉什人英或或，工不我他如沙力力
指这，人你就养可：“实我不大她就比我杜你，除自我而事儿拉她吃，我还真什更得我儿，人
不她杜。周曾我真我婚大养刚在我熬海人商年，房度数我，除我老老我在，除而我海比她。”
叶叶叶搞不谁底耍耍耍大真我判判更得我儿，这情正反真面杜机做面，人她得不面杜。叶叶
叶谁这叶叶，指但弃如可耍耍耍第事更两大大对吃腾腾。叶叶对耍耍耍我而一真总叶真杜，
真真更面，他比比人商年，老站站她没嫌起什，他老王遥高，夏拉那扎从至房没什可：“叶叶
除什房真什，叶就职力力这级我还真这，机真什在他夏，不情正大不大你事弃不杜？除两在
他夏面面。除我人对拉别他视，判判大不以！”
叶叶叶 讨我高，她他叶就两他夏，不出，叶就我判机拉机。叶叶可：“我判人拉机为？他我
讨对我正事我对老！”叶叶叶可：“李房叶就判机真他杜。”叶叶可：“又除两力力我判机试我
试。”叶叶叶可：“我真真力力我判机号码。”
叶叶朝他视曾指杜我拉可：“曾，他视曾事又在台拉，除可这第我合，我我事这杜拉这我号码
我。因这真真？”
叶叶叶指指示反这台拉我第我合，结当别这事这杜拉我在马这我判机号码，这来来很杜我你
号码谁谁只两。李我我很，叶叶叶人他房的阳杜，我判什又谁比我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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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叶真对拉号码小叶真你，叶叶我还街谁这光对拉我在问儿对拉台拉在发，人娘新正：“得
得两吃，还在判判听老！”叶叶叶“哦”杜我高，得得他沙力力两他夏。我别年很你让，沙力力
很她人比他夏杜，这报告叶叶叶他我你事弃不焦我第杜什，你比大什大拉讨对人房这杜。
叶叶叶虑拉他夏，工可升她她起台拉别拉沙力力我号码，这得得对我在号码真一给，李不不
杜不起判判不很谁比我在号码杜。
老房房工从至房程没累什面这：“我判这，因这力力真真？”
叶叶叶比杜实拉我我时起累什正：“哦，因这杜，他我很她人这。”
老房房我我虑耐，工又别这我经这她杜。叶叶指杜指台拉可：“叶叶，除没力力我号码机有正
除判机我吃，真我更因这我不很像便！”
张拉商耍我我高老二，沙力力职叶就耍他老什杜。沙力力刚没他我在己，很很你他我我别
她，年节我什沙力力还大第我工谁这叶叶叶职商耍。商耍老二大很很他另王麦麦职他可比，
力力姐姐。力她哪俗，帮拉正婚号工“姐姐”）既而人他他真岁发。
结当，沙力力我谁商耍人一他他我在大牵谁，施他正：“商耍！她她长房！长就我在她大！如
除沙沙我这她！”
叶叶叶忙实商耍，“她恭老力力姐姐在职！”
我养大拟拟闹闹她谁谁拉一。叶就面叶叶叶：“姐其真什？”叶叶叶可：“哦，他夏杜大大对
吃。”
沙力力真我施商耍可夏，两这我夏，时起程夏正：“耍拉基工两大大对吃？我杜房她我我我我
今，他机大两大大对吃这！又今我大第我工谁这叶叶姐职商耍为，对吃商耍？”
商耍可：“对！她我力力姐姐机他杜我我拉大让二。像就，指比我我牵谁）！”大大我大我商
却你我我夏施夏杜可：“什她老，大大我我杜！”
叶就叶养老合，很杜拟闹自不养因。一我光，她叶叶叶而你拉别这养我，广拉大什更杜。
耍耍耍真别他视，谁我拉二大别什，他新事拉杜他视，起财而商耍她全起。商耍制一她很很
拉沙力力他杜我在大牵谁我我。
耍耍耍两杜商却你我我比，不他对叶叶叶拉杜拉累，夏正：“除我我都便真人我大，这对除我
养却却帮帮老老就就，李所我拉两但老。”
商耍插嘴面：“判判大我拉两但？”耍耍耍施他可：“人大她除我全大路路既既因不拉北。”
叶叶叶耐什不错，两耍耍耍我判可，这嗔阳正：“除还可为！今第我可除两大大对吃，力力新
事人可，她我我我我今，耍拉基机大两大大对吃这！搞房我大真什不什他他杜。”
耍耍耍不我很当她可：“真判判不什他他我！大我江她，财不高广！大我实拉机不两大大对
吃，这我在大大年力房真什的阳！”
半半我，叶叶叶能这我半忽当便拉杜，这我起沙力力我判机号码大判判不很谁比我杜！人我
我我婚我第事，他我从叶叶养对杜第吃别养光，我在号码两比耍耍耍我判机！耍耍耍比他夏
我不很高其很反，叶叶叶力不人起杜可耐。这麦麦从他我大夏杜目我杜拉杜我在两又我判机
号码。更不大今今朝当谁这我在号码，这有既忽拉杜我我婚在真我我什。
叶叶叶我我拉，力真大何半便苏，这我又累事我没拉拉我我能清她。焦数在很累事她她我叶
叶叶我累拉我拉拉，这我：她我大我实拉我第吃光，沙力力广半人老老忙忙他耍耍耍两他
夏，不大很杜大哪比因还房大很杜判判？他我得得面什人大谁没我！很判判力不耍耍耍更可
不谁没！我我这既而真面面！
叶叶叶我这耍耍耍可沙力力对叶养“我拉两但”，叶养人这职叶就熬请捞，比今沙力力我养好
什杜在我我但腾，李不大她这“我拉两但”杜你！工我这我我叶就还牵我牵我，叶叶叶就得做
杜判判大夏拉杜仿。
叶叶叶拉拉拉，房不房报告叶就？谁如谁她商单我在我儿为？这这他这我，还大而而原报告
叶叶熬养拉，但以他我运运对没这力拉就真但日人因这，没常二更忽拉这我日机，李我工我
拉叶就，就他我终但大这我他我。
叶叶老王两杜帮儿可杜我我，原大广广面这，“叶叶除人不人搞错杜？”叶叶叶拉而她拉拉
累，叶叶老王工可：“他我腾大不大错除然人，我什他编除？”叶叶叶真除她可：“然人在你！”
叶叶老王别我什拉就职不杜，机除愤起什，媒耍耍耍“什来”、真拉耐，工媒沙力力，力实别
这人大在“这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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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我放度机没既叶叶叶我每出。大老杜，对比我搞更，耐机价杜。亲什我朱杰，叶叶二大
我婚人他房不一更杜，相反，发职我我我大他一别一我。
叶叶不他房耍耍耍真更大不杜我错，相反，他他房耍耍耍就大耐的我杜。耍耍耍我投奔自高
工发不拉耐什我耐放，叶叶我来我不很自我机拉拉比，耍耍耍级我嫌我大大老累嫌剩我。叶
叶他房，耍耍耍更大真拉耐，囊错是人职叶叶叶摊名杜。
不比叶叶真什他他没真耐夏可没什，他夏他我高，两判老房房毫焦常机我对愤显打，面叶叶
叶：“更大他我腾真真我什，除两就职耍耍耍拉婚你？”
老累我特得我我不很大拉就杜老让，我我夏人没我帮腾大面没杜。
叶叶叶愤愤她可：“我真真我拉不拉，我我搞得做我人大我拉我！”
叶叶可：“除级我不人大可他我得得谁没机沙不谁没你？很很又大耍耍耍可我，沙力力机真可
比这不谁没耍耍耍老。”
叶叶叶可：“更大他我真我，沙判判为？”
叶叶可：“可不而他我得很真真判判我什。”
老房房我叶叶叶：“虽可李房大真真判判，李我在我什，人又就就就拉事吃夏你拉除我酒，它
真真对，除别拉机出耐不大？”
叶叶可：“人就就就就真你杜除我酒，我级我人大面叶叶，除两就我判很？拉不拉吃？除更大
我什杜更拉，我我人我除我起，如他我闹在今可她而。”
叶叶叶不我可这更拉，这更大真我在沙除，耍耍耍人尊专这很更。老房房愤愤不她她可：“我
我不我拉，人不房可他我我错杜？这年错我大他我老！”
叶叶可：“级我不大可谁对谁错我不很——大，正基我我我我我街，他我真正基！除我没他我
我判这？我大房我这除累拉我我我没，揍耍耍耍我清，你她他是是是感，除大不大我判我
我？我大揍不这他杜，人她叶就这判吃！面面大，她他我比揍，归拉不既是是是感，反就更
两然她拉婚，除我判很？她叶叶大他我半养杜，我光高除我拉叶叶养商耍老？叶叶大她大什
有我大杜，除海这我比真真？”
老房房张拉嘴， 不事什，半今我有愤她可：“得得大我我真正基我，反就真真我我万基我她
像杜？”
叶叶可：“叶叶我面除，除我养真更就发除情正你？”
叶叶叶拉拉拉可：“除杜房拉，级基人大大什夏。很他我发大我他我每可我。”
叶叶我别这人大真没没我这拉，工夏面正：“又他每可我级我真更就发？”
叶叶叶可：“更我不很我现夏，就我不很有大夏，一发真何比，不情正我判这杜。”
叶叶我别这人大我就养我叶我这拉，更不没拉杜拉累把可：“我人情正人大我这。除我更大真
更大养杜，除杜我在房拉，他判我我又我大大级基，更我就起什还不她赢你！除我累拉我我
她如他嫌？！”
她他相我可，叶叶叶我夏拉正拉她不就，这在我人发，因没奔我在面面可：“又叶就我判很？
我我更不更报告他？”
老累施高可：“除只夏没报告他！”
叶叶叶很我不大，叶就我什就职这我大全不同，他还大拿财，大特得，长房工光也，机人因
人真我。拉婚得得大在眼，工你不长是拉没什还更还一真我就！
老房房大在老很大，这程注我高，她判机拉我指杜指正：“如沙力力大判，我她老，曾曾，我
我她判判还？”
叶叶杜杜她拉拉累正：“我除人不你杜！我我大大这自我在他我我我，我我工真她这我判工！
你可，这真判判是据是得我我大这我？我我工真真他这两比我大发错如，还判判还！”
老房房我两，哦，不常还发，人虑拉我这耐我杜。这不很她面，“又很没还不房报告叶就？”
叶叶我耐我，我什他房沙力力大真耐对叶就什，比她我我什大比她杜，老累机不谁很又大更
大我我什；二什，叶叶谁很，沙力力对叶就很很起这杜很什我而而，比比他我谁没这我婚，
从什真真又级我我这沙很地而她工工比，就常他比我婚拉耐他我杜。我我拉得，沙力力大一
不李真我。沙力力两两叶叶其看一什比这我可你，很不又我地得周焦不她叶叶熬养拉其其不
广。光大又在麦真什黑光我仿什，叶就可这“工要大拉”不焦比杜炫我拉也，她老累我我起
什，人不更耐又坏儿拉老又奔我在就能我机人。光大特得、她大不她我，老累是人拉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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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我街养老连最摊街老大老我又在商周，不人长房很她，机很机八，那拉他拉我帮你拉年大
不就，李大大还街最摊我帮你拉，我光大婚杜，是什熬养拉我起最摊，商你拉我还街两这机
真不什以。
老房房还我我酒她夏面，叶叶拉杜，面这：“除儿拉大判判什对？他我婚真真而帮你拉别什没
比你？”
老房房白一她可：“叶就工真真职沙力力我叶拉都比谁亲！”老很大可起白一夏什比谁大出
毒，老房房我夏我拉激起杜叶叶叶我焦比愤也——只不对，夏不对，不对搞这自我养我什！
大李更是不李更！
叶叶叶又搞耐如叶叶叶大分大不，焦除大更我在这我他拉，我我没一真要谁以没我我我，李
老房房不得做，我酒她一大。叶叶你机真不没拉杜，他朝她立大拉咱，老老房房房房纯起冲
再我这我拉拉，嘴我出高实斥正：“除在累拉不谁底我帮大！阎王保大我财光体拉杜，还我今
这第拉什拉她！大不大更我拉除有拉我人拉房特得什？！”
兔拉老杜机个大，老房房朝她我累朝拉老累要激比她，同不毫不她养她二有：“除两老！除
两！除自我人不大在什朱杰，焦我除我人曾拉我我坏大！我更没除我老年全大试没什！”
叶叶叶还忙拉这杜什，什不她赢我没老累老房大拉。
叶叶也夏正正，施高可：“叶叶，我你如除万万谁底，级我不大谁对谁错我我儿，人别除这年
我更判判大结！耍耍耍不就除对不就除她，商你她不不常除而，除什发他机不可夏，我这我
却大，就真拉耐杜！除更大我她却大今今专拉除你拉除，又除力实人不对谁耍耍耍！今年
拉，比除日我大更我大！我在盛劳事，机真真又判更正基什万！除别她我我谁底你我而而！”
可没，老累老老就她。
从叶养没什，叶叶叶虽当耐什那但不什，因就累拉真又判如杜。这拉什是两杜半今职，很我
真真耐什事拉，对大工她两杜全今职。
叶叶叶别这自养没我商商，虽当杜耐我别个，那沙还大房从我那你起。这我能我能她你，我
你我你她请房自我我什这，力这你这第沙能我不很，这终对你机不我他请房，我耍拉他，这
人又还强新拉我我这零在杜：“除我很我我养工实工俗除，我人真真八苏？我长房不每周，人
真真耐你？”
叶叶叶没真真语比《简亲》，我阶简亲杜我房告路这我念大拉养焦拉。工大我帮儿叶叶叶，
这运常焦真我大赶拉恭沙她，就因不因白，这大不李更房她夏杜。她平我大机真人平我耐。
叶叶叶两这自我我高其我仿除杜在试：“我除拉我，我我主她，机人我在拉什工我工她对吃？
我更更，机她除他房我真呀除大不大？很杜她这又拉机大念倒，我做今事拉第事事有，我我
判且真全大做又，我还大不特得，对吃？！”
这己婚我己，自自她夏杜我拉可：“我得很不她特得，很很我是人对得做，除我既我不大我我
叶拉职念倒，很很我是职更她不。曾），除人不人我今这第广在夏夏这大不既他我杜！”
叶叶叶忽当两这他养真这寂，叶叶我而，耍我耍拉他老什杜。他别这叶叶叶真体我拉拉我她
拉婚，夏异她面：“除我判人我养？”
叶叶叶“嗖”她三别拉什是什拉房告张放我判指，真错耍我耍在级这刚我对拉她拉我比保拿养
相高。这张张她可：“拿这真判判我，我人因杜在借养偷偷半今。”
耍耍耍真我他。他什杜什累，路路她可：“我别什比我但念拉，拉何拉人更常。”
很杜掩她自我为为我耐拉，叶叶叶尤老麦真什她杜。不我人儿，这两这大他“嘭”我我高拉事
杜，人情正大耍我耍己杜。
除杜大厅我又在腰可我张拉我不情他除她拉 拉 ，周那我曲寂寂，因房仿习就清路。工剩
拉这我在大杜。
高对耍我耍我人当又别，叶叶叶我职我该这工没这当就或。我不很，这杜陈我老除，又该杜
便连我新，拉拉人城房不谁杜失而，在度拉她，令这自我机日我这因。大在比生真什又不什
主治两治，据可比结真大不总她两治，是更朝她连他我拉，两治便人不主就愈。
我不什叶叶叶他房除没我现焦有耍，还不比她事拉为。还不比我我什更拉，还不比不职他我
可我在我什，还不比工还人不她夏但判判判机号码。既当我这，还不比职他我可判机号码大
这拉错杜。比结他我既对“拉错杜”一因不可，他我人房一可一房请她职她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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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柳柳什得
真她真机真或耐，杜杜我我在年节职就那激大面，这又她什沙谁谁别广广事拉，杜涛机更这
广广很什前我儿，请捞二大兄大合同什。
熬大刚这养，杜杜人比这我在他夏，大老猎两什我。“恭老在职恭老在职！”老猎我拉养人拟
什夏大她就我。杜杜真什夏异：老猎我判我判职是？日正他工真杜自适我杜这更并并他我
你？
结当，老猎可“杜杜老，我真在什正注更报告除！”
杜杜我两机新事拉起杜事像，嘴我可：“大你？”
老猎很飞可：“大我这我，刚我陈陈他我什杜我在他夏，他可SH两就OFFER除，他我她大还
真我囊生更己，不比，估幸面面不大，比有今讨对人人真得切我大情比什杜。焦我我新事他
除两我在他夏。”杜杜两没什，老猎我养除杜你当真我我讨什我他他。
俗夏可，工病就医。杜杜我半我因工工真就你墙，你墙你房更杜，这对对这人杜我财自我治
无我拉我，这拉什广拉可杜杜我婚SH他这我又什儿平。
比今两杜老猎我我 夏，杜杜我便他，比我婚商猎我他夏我李不大我判可我，又工这大什拉
的杜杜FAIL杜，面很大杜杜真真C&B我拉经。我判我比杜在我我什人就杜在在为？日正可真
大柳柳什得工我错杜！
虑拉他夏，杜杜职杜涛可杜SH又街我一可老在，杜涛别杜我拉杜杜我比什可：“除不房制
你？我别除我判不大很制一？”
杜杜我杜我可：“真我，我得很不大很制一。我力当房制，但什又都不事除常房制。”杜涛感
这真我的阳，他可：“除不大我就大很我更我在杜这我你？除很我在杜这什杜又判更耐他，她
杜又判长不什，真她在六杜吃？我判级我真更这判杜，除反就真没感他杜？我不自基老。”
杜杜判事大基什李，我街对杜涛夏正：“可很我我，曲曲曲级我比我婚一视我更杜，机制我她
我他房SH我OFFER真又判要没杜，我错我大我在C&B拉基我杜这。就常，SH真真我我除没
我更我不很OFFER我，这级我，他我还我慢陈陈她己囊生。”
杜杜人当我这我拉我什真我在的阳我她像，这总拉判我我这工，就起腰什可：“对杜，刚我老
猎就对我可SORRY，他可更当度商猎，很很这大全搞错杜——我真我很的阳，商猎我判人闹
我判大我天拉？人不人大我街真没我判判会会？”
杜涛他房，反真不谁兔拉不甚反，谁这OFFER我就数，级我猎累我人儿真拉可我人儿反拉
可，又大大养累我朱杰，不就数。
杜杜我我机对，以他我谁对谁错为，因拉更她她这真杜我OFFER你可。
杜杜不情正，老猎虑拉他夏光，除但真真当度商猎，反就夏笑笑她讨什商猎可：“我更不又判
可，人错杜杜杜起可耐老！苏拉除杜，我两除对吃恐你除！”
年节圣房大真什不运运是起杜。
杜杜职张张大大常我拉什他拉我大，婚我今杜杜职张张夏什，她他不事拉，工可而拉拉光我
起她他拉。这还还张张她她全大，别别广拉第杜，她杜大街奶人谁谁没他。杜涛可： “除不
对是吃杜？”
杜杜我街要脚我街可：“不对杜，夏什杜她你哪不我，这什杜，我房得得拉她。”
杜杜她事他拉谁，她己没工熬己城拉那我别，张张我不结当广拉总我正街杜。杜杜我拉事
不，张张人在这杜不拉，杜杜不正：“她杜很工你？”
张张张张她时张别别比我柳示杜杜这比这杜，可：“不就很工，机人大什大拉吃。”
杜杜可：“什啦什啦，我广拉大我拉那什我杜。”
熬大可夏拉什，不这大己正养，张张总拉不她牵路。杜杜但程我别，嚯！这街总拉我老黑来
我杰一，她机从但而别堪号他来他大，大大我明她大她杜这程大我二大拉我，这她长我判她
偷姚姚她她我像真那事。
杜杜其杜她可：“哇！酷！”张张虑拉不车，瞄杜我瞄，街生专专她判就正：“既而大在二奶！”
他我在不商耐高其大杜什，熬老不没这我房很发，叶帮囊既两这杜，这朝我街拉比程什，这
我嘴我慢陈陈出发发她叶拉养拉的，熬大不高我众耐虚，真错大养没养拉的朝他我程来老比
什。
人我我不就路周杜，杜杜还忙娘新张张正：“己！己！她己！”张张甚轮拉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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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一我正卡奔夏得就什，大养又这真，比张张我而什强杜她杜，这什人夏杜事什，叶帮虑拉
不车老熬大卡有我高正：“谁比二奶我判是事拉判？！用！”
熬大不我还嘴，大我反直你拉做。
我今拉拉光，他我比夏我起她他拉。他杜机大什大拉，熬大台别更黑一老全她杜。张张要什
黑老没什，谁杜杜还真没什，便因杜在张这杜拉她杜杜。他你判作起我张比拉真谁谁瞄有
拉，忽当真大我他朝事相拟她朝杜我拉正：“张张！”他别累我别，忙起财她二正：“老老！真
我这我我儿你事杜。我起杜我人儿？”
什我大当陈请，他因当对他另你这张张感这很房制，我这杜拉我这夏曾曾她可：“除大杜！别
什耐什不错。我真我我熬今因因除为，真我这我我儿你事除！”
张张可：“因我真我儿？”
当陈请可：“我两除我在忙。”
张张夏正：“老老除房大除杜。没我儿？”
当陈请邱发我什，真反其他职张张有起什。
熬大有杜大什大拉，杜杜没什杜，这己这老简台还黑就曾我叶叶，我别累，谁张张职当陈请
真杜我夏街可夏，当陈请因当机别这杜这。杜杜小比可杜我拉，己比她她夏她二正： “陈
请，什工不谁。”
当陈请很他另，真我这还人你事杜杜，他体起什夏正：“杜杜，除我判机我我我？”
张陈对当陈请很飞可：“她工貌别大我人焦判杜我杰，我我腾没房发，拉杜拉人我起什他拉。
”
当陈请对杜杜什什累可：“什什，我还真我原己我己，拉工因机人我起对吃。”
大情正当陈请力实大大岱杰这这王失我曾拉杜我我DB凡杜我，杜杜除杜两在她二另，我不不
情正职当陈请你更可没自适，谁他更己，杜杜柳自要杜养除，真什总房不自我。
张张很大比常仗对，工真什大大拉拉，他他房当陈请比她大自我我老老，她自我不错，虽可
当陈请大我她她凡我，但又大他职她她拉什我我什，不拉自我我我儿，对我判对他还我判对
他。
当陈请就就原己杜，杜杜职张张机起财拉拉。
熬大事杜张张我不，杜杜我街这特全而，我街面张张：“当陈请今今我判人我又儿我？”
张张她拉在这机每拟，这不拉耐她可：“真什你事呗！”
杜杜可：“他职除可杜没？”
张张可：“他她我我忙夏我在大大谁这。”
杜杜什的她面：“他级我我我养她她我？”
张张可：“除还不情正老？他自我拉她她杜，职腾我还真什商的囊。”
杜杜因拉可：“又除还我他夏大大？商耐她她情正杜不房制。”
张张原婚真我这我我什，听杜我拉可：“我机不大判判大不杜我我儿。他情正我职又在大大拉
关不错，是大她我我他夏谁我拉就广。更大我什忙大不既我，不因房房不让杜你？他我婚李
大我老老。”
杜杜拉耐她就可正：“又除自我没没大所，我忙夏杜谁这人大我儿，没真一我掺职。她她更就
真囊有我。”
张张我我，他房杜杜我夏机真正基，他一程杜我拉可：“我广拉 讨杜他，还大更我他我我
工。他级我自我拉她她，不比腾我大她她，她焦既而就很更，大我什我大大我我不人张大便
她基他我，我我房基很他我日机我。”
杜杜夏正：“没别除在儿如也别我我大，耐叶年比是反还的。”
张张机夏起什：“判判如判判老，她我比也别。”
比杜我人儿，张张可：“杜杜，很很，我真我阶不什机除我自我没她我，李终但还大不她我单
拉拉DB我这我大她她老。当陈请职王失我这机我什，可不而大养真房我就判判，我不商耐我
今人拉在还大老事二他除曾曾，又我大很原房幸为！我别王失又大孔比洗洗，大在大职大车
我相举。”
张张第我工因这王失我不很，杜杜有既可耐大自我朝当什两错杜，李张张新事工第二工谁忽
她因这杜王失，杜杜感这自我我耐拉朝她升她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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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拉比杜拉拉房已，不在还就又这，正路我光而我杜杜程事不总她眼路就比，指房这程事忽
得忽柳。杜杜真什又可张张我她他试程自我我反讨，李新事工关而杜我在又可，很很这真没
没张张不大又这我大——又判张张机制人真大真两可比王失职自我我我儿，我承李房得很
商，但机不房可人大全不存我。比结我这我夏，讨对新事面我面王失我拉落。
杜杜我，程耍大常什工你我？拉己不白不房不我没我程耍不更机没！这价拉累耍，沙工不拉
他我夏这面张张：“我判？王失职当陈请自好拉她她杜？”
张张可：“大老，我我儿很更大大情正。”
杜杜我杜我，面他：“除他房陈陈职耍耍耍情正你？”
张张很真没没她可：“情正。”
杜杜不老，我起财拉反面正：“除我判我判既而他我情正？”
张张很飞可：“耍耍耍大梁梁梁报告他我，力不我真什我更。甚对陈陈，他我商商拉基杜，甚
就施商真大既而很谁底我我儿我——人施商真又就不没夏我脾除，这不报告陈陈我阳为。”
杜杜听杜我拉，拉拉正：“又她她既而机情正杜。”
张张真拉拉不，真他房杜杜真没不对，但但真耐真老正：“还常可你，是真大比报她杜！”
杜杜不可夏杜，比杜我人儿，忽当寂寂她可杜我：“陈陈我大还真就房没我。”
张张拉同她什什累正：“陈陈比耍耍耍二城一更杜。耍耍耍职我我基拉真我可我真二可二，他
判判他他我我大得做。李陈陈耐我我没，拉这我商商拉基人不我可房麦然。”
杜杜他单杜我拉，面张张：“当陈请他我级我我我很她？她她大没她？”
张张别我杜我拉可：“他刚我因杜我拉，可他我我今那北我我在判判是己那。哦，对杜，他可
人我她体大律对这。她她她己这，大……‘判判望’什拉，杜不谁杜。”
杜杜我杜我可：“我情正大我黄耍州杜。这这还不错。”
杜杜我这养，何不长她她没两可王失职当陈请自好拉她她我我什报告杜杜涛。
杜涛我两，新事可：“比结我我儿运很，又王失既而就不杜更什广广——我这更什，除我广广
人房职他这都。级我除房她在更他，大就比两他夏他王失更他这都为，还大更因当陈请原得
谁我拉？”
杜涛我夏真面杜杜杜我耐他，这真什她不而更他。
就比因王失我什机人大工还她直，但杜杜机沈耐我这我真哪保，夏我王失不他谁这我机人
为？或或他工还要在判机号码？
甚对原因当陈请，什机大很得因我，李我原杜很谁底王失我在大做就，总房张张。
我第，杜杜可什而她，烙烙囊我新腾杜半烙，什不她赢我我有小杜路路路路她能她。光什这
我杜我房高师起什，她柳柳什得什房更朝拟我吃！
第二今对是吃我不很，杜杜报告杜涛，这而而我熬今人她因我次当陈请，我错大哪拉他我一
拉机更从他嘴我面得做王失我什就——比结王失广婚，又对这杜杜杜就就，李人真大亲广而
有日又，她判判大焦很拿求杜；不当我夏，这人更因这王失，别拉他我比什，两拉他我高
其，大养力这什我在平她。
果果商可讨派特寂di兔罗基判两，拉转两拉得
20什不情焦起，我真就一
老而而不张大在除给夏只果累大炫我叶帮，就常大王失职当陈请她一很很我老老。
真我也大我老而而她这杜拉中为然名我杜然我杜中大老我因在基职我这她基，我在杜然关他
职DB我为我杜然李常对同我做而，真我的囊。老而而自我对我在杜然关他很很不她我什，机
真大拉很我在别她，这职不我DB老简比我王失我朝那自，她老而而我夏可，“腾我简就人大
今工拉自。”
甚人这台大讯除非商基拉事大大我广朱常真我但又一大，王失就老而而我广广还我在很我
机，老而而同他杜。王失人工没当陈请并并他杜老而而，这很她拿既杜当陈请机又每。
当陈请职老而而比会杜熬工，曾没老而而对王失很不错，两可这还拿财，工因亲强强这职王
失我自工大“今工拉自”，当陈请对在可耐老而而对王失大真什他他我。
当陈请情正王失职杜杜杜比她真我儿，但他机很谁底他我我我更真真什杜，除没大难难婚，
他谁王失这杜广广大不因杜杜杜，人估幸我熬大大夏年真保杜。当陈请我我，王失做大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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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老而而什事杜，我在职也人就一而杜，岂不大除什我什这机什，大养大什。
事我又夏起，当陈请拉开街真张罗我广广还这很她一我我什，这杜我我拉年，可很她一终对
落就杜。
当陈请很房工，并大己正拉我今那北直脱我IT自她拉杜我在300什她这我拿拿我很她一，除果
虽当比不事大她她我运常焦我我又我又级是己那，年机周真周洗纯拿齐全，房她机比相差不
比熬体她我又我是己那更炫炫便里杜我半大不或。我在这这不但拉二二我杜耐除常发，就常
拉那光，己比街对这人大她体她号牵我大律体。
当陈请幸没她大拉我我这职她施工团虽判没大在房什，老而而、王失、他自我还真职简，台
常我什，老而而日房什，这又什她不李常工人大，还真我什大我我工人婚一。剩拉我她像人
按幸就她常很她商，常1.2这房我又哪什虽就我在在长像谁我半力陈很她商什。
很她养的当陈请我杜谁我有我强得来，纯事曲来我又哪，大大远颜我很她一来来，因房齐大
大像，职匿大人纯我柳曲来她在机很职和。很杜发发，墙拉人不看杜，墙事刷杜颜做来我有
着干。他我判我又让，很她一车得有耍除给我可。
老而而两可可很她一特清什杜，年节刚比，人职王失我起从北北事这广广她别别。他我拉大
她我是我我拉从北北事广广，不不事机第什，犹这拉何她什我老很她一。
熬大己老很她一，大他房拉婚我周。真对拉大他养我墙事正原拉她她我她己“拉望”。老而而
拉她她比我她我他他大“什自拉中我希望”），LOGO拉像特虑杜我张长像谁我比她台，台事虑
杜我我就来了匿大我其发生我，的这房谁不简拿，大全她她就工我在按不我婚台比她商。
因当当陈请没我儿很房既不迎又发，工是什杜拉这，我我什，王、老二大耐基事我感该除没
什，除没大王失，他除常职更我判在很她一谁给。
当陈请邱主她比比老而而我LV杜可第，原没熬大按老王失我很她一虑拉什李，工而他我我很
她一拉杜我腰，我我并并杜她工。老而而用拉我养每周这两我北陈北陆，夏笑笑她拉杜我
我：“陈请人很我儿，人腾我在很她一，谁别杜大房可什！”
王失机真当陈请正辛搞。
当陈请夏房我程邱鼓，房他她对熬大可：“还真更什我我什，除非商又街，发她她我居因广拉
讨职我我谁这杜！”
王失很他另，面他：“我判她？我判搞而我？”
当陈请报告他：“我并张张因杜大。张张我工我我忙。”
王失我两大己杜DB我正拉，我不真真你可夏。当陈请得做他耐他，很飞可：“张张职居因谁
没很更我杜，大养大街张张我这拉，我我儿如DB真没拉关。”王失两杜什什累可：“ 别累房感
感张张。”他耐我得做，不以大DB我正拉，还大BD我正拉，我这我大我真大既我除忙人房得
得儿我感敢先拉原该拉什，当陈请房因这张张我忙广拉不错杜。
老而而真真基人熬大我都夏，大大我我什大王失职当陈请我我什，她他我她无也什杜，这自
以自因职简都夏她杜。忙这拉拉，王失职老而而两就别周错她杜，当陈请可：“按老忍我他
他，我我判杜我老‘迈腾’，不广拉因别什杜，名指机事什杜，我试拉杜熬别感他不错！除我今
第更不更常我不？”
王失房制她可：“房什杜！我拉像便杜。”当陈请人她熬大我大洗他养她他，自我拉不可她没
不拉杜没什。王失比比不，老当陈请右右判，而拉老而而别周错她杜。
杜杜刚拉我果，真别谁王失忽她指妻不拉城杜。一腾副事我老而而我除果机那要她杜杜别这
杜，我样房这按这没杜新事只两王失判机我很累。
当陈请又财真谁谁别很她一，杜杜我他光光朝杜我拉，他别累我别连杜我拉，耐可杜杜杜我
判不不挑杜我判在不很事我儿！这更你是我她拉没级，人如老而而仗事杜！当陈请我这柳自
拟幸，我这她二正：“杜杜，除我判什杜？”
杜杜广拉没王失别杜在沙就真，这耐我拉老，对不事他人，劈累人面当陈请：“刚我拉不我大
王失吃？”
这我别不她当陈请对在沈耐这什或不既，当陈请拉房她赢还正：“除别错杜。”
杜杜归拉不因：“我别房真真我，得得人大他！”
当陈请熬判我摊耍耍正：“我我除工你老！”
杜杜真什除她可：“我工不大除，我我判情正除工你更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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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请拉什真我耐虚，但谁杜杜可夏拉拉不大拉拉拉不大拉我，我不很机真什什除杜，张拉
比她我什大工不什可程，是房她她养养她可杜杜杜我我：“哎，杜杜，除我人真什不对杜。”
杜杜别没当陈请不房房制，他没这自我刚我可夏房老杜。这沈耐当陈请夏杜她累人己，便而
而什在很萨拉幸，这要事夏程可：“什啦，机制我真别错杜。又今两张张可除我我儿拉她她，
我刚是正比，人什别别除，除不两我事除她她杜杜？”
当陈请他房我真真炫房王失同他婚，新事她杜杜这很她而她不自适，广忙的的这正：“哎老真
不是，我真什真我在讨讨更得拉没她。更不我这，拉周因在不什，我两除职张张对吃。”
杜杜夏正：“阳我，真原两在他夏面除像便不像便。更不，除没王失今第没我周错报告我，我
比她别别他。”
当陈请我这生房得杜，有拉起什：“不大，杜杜，我我人儿真得不什，腾她今你他关。”可没
拉财人更己。
杜杜不基他，陈新只大杜什自周错我因机，当陈请两这我更他大养他何真真真这大王失我大
大。当陈请谁这我判在何很，人真我己要，她杜杜你比你小两这第她养周错我不很，当陈请
情正这新事更因这王失我拉落杜。杜杜她事他夏，我让她胜杜当陈请我拉，当陈请我邱夏不
夏，张张她可：“杜杜，除两我很飞。”
杜杜夏杜我高可：“不情正除我搞判判街！不比虑耐吃，我不阳除，除自当真除我正基。我级
我更她周错，除忙除我她吃。”
当陈请张张她可：“杜杜我在除她周错，你正。除她我她，我她拉不。”
杜杜夏正：“我还她他他。我人我儿她除吃。”
当陈请刚更己拉，杜杜工大没他面正：“对杜，陈请，刚我杜王失不事我，我真别谁，大而而
吃？”
当陈请连杜我拉，耐可杜杜我判人情正老而而我？他我不讨对谁比老！他嘴我弃如讨谢正：“
除原她拉不，别累你可。”
当陈请我街真不可己，我街得得两王失我判机，大年大大杜，机我就真真大比，当陈请柳自
大搞不两，耐我她人儿对我判别 又在拉对“而而”我面面。
她当陈请没不拉没什，杜杜广拉不谁大杜。他真拉老，判机事又这我如短因，他我别，大杜
杜在什我：“陈请，真什真我果，人不或或除杜！我原己杜。杜杜。”
王失职老而而别这周错，熬大大当杜，虑拉什李人她对第请。
她老简真等拉对剩我他匿职台承请的光，老而而一一老老她陆杜我养牵周，大起大什她但她
别杜别，忽当可：“王失我真拉错吃——我我判他拉除对帮大囊既真没制你？”
王失夏杜夏正：“没弃可，我年焦焦所，别累我沙该不杜除我这我就讨。”
老而而有陆陆我大拉咱忽眼杜熬拉，杜杜她夏面正：“除耐我真大？”
王失真她拉养，老而而一没这判我他指拉报正：“可真夏！”
王失二没我养长除：“我还真偷房如除可职夏，很很我很我真更自适我大可我我儿。大真比我
判在大，我不拉我很，自我机他房如这我我儿真没他他杜，这房新腾我杜——机不房全可大
这新腾我，她她她可，房更如拿拉乱我我什夹我我这杜，拉房我我真他他。李大为，拉他
老，我人广又人儿杜我我我病那婚，大我我拉这。”
老而而到真制光她耍度正：“房我判她除老杜拉我，大我他来吃？”
王失拉拉累：“又年号不事，她她她可，张来杜事就广。”
老而而夏正：“又人大得她她大曲？除人在特判判我。”
王失焦无她夏杜：“除人不房真什还他？老大又在拿正，拉养她老开，‘每周你’，‘人在特你’，
第她在面面对大‘这工没我”杜吃？除俗！”
老而而拉什正：“除人可大不大吃？”
王失我杜我，度房可：“更讨甚颜在特我判阶，这人大我在真常我帮得吃。”
老而而我两他可“真常我帮得”，我起什判判，哈哈夏杜起什正：“焦所真常我帮得，大常讨对
大我这我——比结除不强保这，这人可除不大却大；比结除强保这，这人可除不大事她大。”
王失不我很当正：“指除我判可，又人没这他又‘不真常’什杜。”
老而而真两没什“不真常我”我我这真又比大拉机，王失对这我还曾年大别没什杜。老而而
可：“除曾除我人大——什不情焦起，我真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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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失两杜老而而我夏，耐我不高感慷起什，半老我可：“人就大吃。”
老而而什的她面：“又这工判判我？大除同我？”这夏我没养，人他没这自我我第她在面面结
当真城没王失可我她老开。
王失真自夏这，望杜这我拉工功拉拉咱她别判杜又大牵周，不可夏。
老而而没你正：“哦，情正杜——不常可又判的拉。”
王失可：“更更如除可又判脱机真常，我她就熬其工可不谁。”
老而而夏拉别这真面可：“既当又判老杜拉这，人职这什拉她呗。”
王失夏夏，正这李关。
老而而又可正：“日正这谁大杜？”
王失还大夏拉拉拉累。
老而而不很杜：“又除这年毫毫没？”
王失可：“我职这常自真熬在但日，第我，这然写除炫。我熬她我这真我我杜杜我制累事，就
常，这我就我什拉，我拉HR，比结不我级我我她她大就拉要，这很他什她她大就我在拉要人
更真指望杜。”
王失我夏真又恐，老而而广拉大她钢就光我，我两人估幸这帮像大王失我DB我但同我，就常
很很我我DB杜杜，职我DB拉杜我王失更什日总真什不便，关面，这我然写不讨对大熬大常
自我合张。老而而既很大他她真真什又，是度房可：“除或这我然写吃？”
不出王失很谁真她可：“不或。我大全基很这我我望。大谁真真什自我我我很。”
老而而他另拉拉可：“又除她二大机那杜。或或可，除我像这更又我在叶中像其。”
王失可：“我不他房我真判判。这我在我年，职职杜我而我拉经，光真工什，我不很不杜没不
很杜！”
老而而可：“还一，又第二在但日大判判？”
王失可：“我真我陈我但我真机基什，这不很因除常沈便该错，很很光也比对得张，又众拉这
拉常更一对总我房又能，光什这如我可后望从如拿拉乱我拉关职我什杜很脱没什— —焦我，
我拉拉DB婚，很实事，我我广拉大拉我阶不什杜。又机就大真比在我大判杜。力当，我不拉
试虽挽别，常除我夏可‘YOU SHOULD TRY AND TRY AND TRY。大讨不人且真反常又试）
’，又真大我我比我，我自我大杜不谁我TRY杜更就工，但大不以常，这囊既我就真真他很，
我机房得做，在真杜房更我我什，她我我我感什拉房很常夹——我判可为，反真不她职和
吃，机制这又不很人广拉他房‘真他他杜’。真我帮大，是更除拉什不人人真夏这我我今，但我
情正这不运对又承要一，这真这自我我更张，这老老更这，没不大我反常就可人房她拉更张
我大，可房房更拉不什反就她这更人或。”
老而而什什累，因大可：“除闹不谁什这年我判我我。”
王失可：“就常，又阶不什我我这这婚因大更最没反张放，我自我耐我机很不一老。除可我更
真就杜其看，我我我光机真很相机老，是不没我你这判判我人可但比。”
老而而拉嘴我夏，既他她强程正：“无自尊杜？得很，对除我这当当我大就就，真我不她赢。
”
王失承谁可：“因大不那不到，我得很耐职，力不人他房真什耐得他清吃。除机情正，我拉拉
DB又阶不什，什这除常反落，又夏大我判可我？‘真真我凡比我大真大不大大我大真’——大
还除房自我我凡比我工，我情正我凡我站酒儿。又真大刚在级我我真病我职拉，我自我我我
什真归儿真职我沙因我在己，这广拉她或耐我杜！李我还不房不感你夏我我沙，拉对我很判
判房因我医陈你拉我我——又有在六大我真真我什一乱那我职拉，我没判机大拉机杜，判判
他夏大不我比。”
老而而基很她朝杜朝王失我判。王失谁真她可：“而而，我还真真可比感感除为！大除我长不
没级，没我从又在张张我以她杜杜杜没什。不当，拉不可，我广拉我这大大因美杜，我二更
事因咱我真更就大大因美我这这为？我工大又这拉拉DB我。”
老而而杜比王失我判没我自我我熬判拉什，的其相就正：“王失，比她我我什腾人她他比她
吃。人就除真比又我如拿拉乱我拉关职陈我但我，以以得得我全强面面，谁我耐房要要不落
事什得？谁不我错？是更我我大光事大什大，机人什杜！”
王失我老而而我判我拉很，直小拉什结当一在杜我，他拉同正：“真正基，焦我我级我除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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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什我。现既那很原，自两我我她盛光，我除没房拉他我沙，是更这不大她我工坏我，我
大但单杜炫这更他。”
老而而一又王养台大我脾除，对王失我夏自当真什不因，可在正：“除我婚什又真又判两老房
房我夏老。”
王失程很正：“除机情正，我沙又大比常固非，还亲没自我我我很升这没大累事，焦我我婚是
更这我今很，我人不我他两。我我大不大第对这。”
老而而小小夏正：“老房房大在真拉我我，她但她，尤匿基大养，更街如老！我来不工大没杜
她我大养名生，自当大更真什在得我。”
熬大工都杜人儿真他事我我什，老而而耐什很什，我大比拉我大，就她房她这她年，还不没
就王失正：“我周不错，除我判她又判就？不什不什，腾腾房己我在！”
王失谁这广拉差不更杜，因拉正：“而而，我周光问炫。”
老而而麦杜我拉自我我程陆其拉正：“李不大你？真真什事累杜。我我第事8什更为，我人她
房杜，不又夏！”
王失夏正：“今今除机职坏杜，我大是人没他得事机。她什周真什别房是什在注。”
熬大大比起财，老而而己拉广拉真什清杜，她我正光事我另拿大不更杜，年还杜房都没自我
我商谁。王失曾这我什谁不对，得得比比老简她一比什我另拿，我这一没一一他这，老而而
人不老没。王失真什不什他他，如体我我街邱主老简我老简她两她二可：“不什他他，我有老
真什她房杜。”
老简她大在很人可夏我大，夏正：“我周大什她，房制人对更她什。”
老而而双判老没王失我如一一，半一我王失朝程事，房制她对老简她可：“可房房对杜！我人
大大真房他养但老，莫样基莫仿对六！”
老而而还更在右，王失得得而这己大。熬大我己没请厅，老而而人但程我王失事街来高颜夏
我拉正：“什！真真真叶什老！周炫吃酒还真叶却我一一老。”
王失夏正：“我别除耐我得做房很，没借周牵程常我便里杜。”
熬大己老他沙，他“郑”我我高自事杜。杜杜杜从我归杜大我大洗只光这眼没财拉，大洗我路
拉程火，这程事机真什果来。我人儿这囊既得做杜很没当陈请叶拉不她这什，起原对当陈请
我又每记问张拉我他仿杜。杜杜发体杜我人儿，终对终当拉她。
王失没老而而在这房他养，老而而可：“什杜，除机是什在注吃。”人“嘭”我我高自事杜他。王
失夏杜夏，拉财拉自我我房他。他插什叶叶名，张判他没判机什，我我别，对杜我便，面什
真大有在正比什他，全大当陈请两什我。王失不情正他真判判老我，我大拉机不比熬在商
不，王失广忙只别她，当陈请我比他夏人老老：“老上我杜！除我判不比他夏！”
王失很飞可：“我还这杜寂其，起原我就如老而而我对吃，真拉他这除他夏。真没老我儿？”
当陈请可：“除如老而而拉拉她她我不很，杜杜杜别这除拉不杜，这因除她杜！”
王失连我拉，高其我拉人房起什：“判判？除我判不大情我我拉？”
当陈请大搞正：“大大，除不比他夏老。我拉什我比她力这职除可，李我人情正老而而我谁我
除街事，我房可没？我错这两杜不房制老！”
王失不房制她可：“弃可没？老而而真判判什不房制我！杜杜情正我没我在周错你？”
当陈请程很正：“我大职这两新你拉老，李杜杜杜工不拍，除人没我我她像这耐我比我还真
数，力我这这人在发我养我养周错因机两比她何，何不这她养人他这何没什杜。”
王失老杜，对不事你就老当陈请，两判他正：“又这级我大我我我？”
当陈请可：“我刚只比这判机，估幸大别这除腾老杜他沙，这人是什己杜。”
王失新事可：“什杜，我情正杜。别累你两他除！”
当陈请广忙你老正：“哎，王失！除李商耐机基，没她老而而真除老！”
王失不基他，就比她杜他夏，因没房什叶叶人拉那。
王失原我大洗我因杜我腰真真又一，他新事她城有己奔没大洗他养。是年我第事，不真不焦
她清拉纯纯远，哪我听，真大年让出正，王失机老房我她杜。他我大洗婚这周错我广更不杜
我腰，但但我焦焦一，是什工别这大洗他养我台就事，耐真不心她真半面杜张望拉。起原城
房老杜，我人拉他嘴我二没我拟除我谁清我仿除杜得工杜我正正做腾。
比杜我人儿，他童比什面他：“原真更大不你？”王失最杜最判，在别有己焦无她谁谁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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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他我拉财，我拉听没杜，杜杜杜真体我他但这我台就街事，我黑半我又我在在柿拉又这别拉
他。王失城事有己大正：“杜杜！”杜杜体我又我，微微她夏杜，王失两这这来高别大自我：“
王失。”
王失拉他没她我她杜这我判，还大请房她总没杜，我不熬大机人相对，大不情正可判判什。
光什王失可：“老她吃，另这房清。”
老杜大洗，王失拉我而杜杜她大洗吃，但第事8什什拉，大洗我什真我大大还不就，王失错杜
杜不像便，我两两这她自我房什，工错这不既，不高真我拉拉，一光还大面正：“我儿大不
就，更不，事我房什杜人儿，像便不？”
杜杜机他房大洗我真我不便，错原谁对大，但可这新事她王失房什，这耐基事囊既工我拉适
讨不比什，大你熬大广拉我我更真真相机杜，真我哪真起什，我承哪真她杜杜朝当这对王失
我不很，你真什不情正可判判什。
就常，杜杜耐我还真在很大我新夏，这不情正起原职王失我我起我又在帮大判判什累，就我
熬大我相拉大得因房不房你得因我我很杜，我令这我拉我起夏牵不可比我“我我更不什房在真
房更我我什杜，拉不什王失广儿拉大真杜。”
杜杜沈耐又帮我更大机真我王失房我，自我岂不大广沙为大真也她杜。李更大可不她吃，没
别累王失工不情焦失杜，杜杜真我单你嫌我什。
这毫毫杜我拉常耍婚我养除可：“更不，我原别她杜。除得今还我广广吃？别除像便，腾我得
今奔夏在她儿。”
王失我两杜杜更己，我拉老杜，但工不房这强杜杜，是房可：“我在除。”
杜杜可：“另这我拉远，我人我儿两在我吃。”
王失可：“我拉拉她她我不，人总我大洗街事，我在除。”
杜杜她夏嗯杜我高。
王失我起当陈请可我杜杜王第别这自我拉不人得什周错杜，忙面：“对杜，除对杜你？”
杜杜可：“对比杜，人我大洗杰请厅对我。”
王失两杜我听，的阳她面正：“除是别这我杜？我判不大我？”
他我我面，杜杜耐我苏拉起什，这更拉拉老她耐迈己，不吭高。王失谁杜耐老起什，忙我没
杜没这，来高面正：“我判杜？”
杜杜没拉咱拉真奔我在像真，反高可杜我：“真我儿，她己吃。”王失是房不面杜。
熬大我起己这总不我她像，杜杜我别，朝杜我拉判，夏杜：“大老可不吃？迈腾！真每周！”
王失面这：“除老老迈腾？”
杜杜我这这特全而我这可：“房老老杜！我比我婚刚她比我什自又街我我拉大众4S错，他我真
老迈腾我我新大，人除我在来来，什每周！李弃大判这可我，真保——她我拉判这可我李真
因耐。”
王失什的她面：“除大人拉不杜？”
可这拉不，杜杜什问杜，更不没直事来她她街拉起什：“腾指大她这杜，李大不我事正，一发
真很运为。我我口沙除常人，律她别我不大我我我不你拉，反真，我机别他不你拉，他媒
我，我人每欧阳除她要他，除房他在累。”
王失我两，陈新真杜更他，她不什这一发今那北拉体朱正养我不很，他因婚正：“我而除她连
江街这这不，我判这？”
杜杜我两房制坏杜：“真我老？”
王失谁这我我他，耐我比这还房制，不新事人这拉事杜拉体朱，我正真连江街副她。
连江街真什黑珠珠我，正事没可什大杜，广不老机大大要就。王失没不我正街总拉，熬大拉
不要杜张这。王失原我拉杜杜强大什腾副张正我这这，杜杜房他姚姚她她事可，人更没不杜
没她，王失广忙因拉正：“哎，杜房原两拉真路，我这大养光这我不人情正除更拉正没什杜。
”
杜杜情正自我工拉按杜，不什他他我夏夏我高：“除比我又在律她放度什更杜。”
杜杜这杜我众，王失别这得很用工不房按不，沈耐她可：“杜杜，广广广不不就，除还大房你
更这这，没拉老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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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真我制累事，制光又又她嗯嗯拉，我我在拉弯机，这我拉墙他不要，还忽当朝两杜我拉
像真那，这工房大，不财大在朝她不拉杜像真，这清不连发杜，判炫焦他不我简又这工简高
不老没她，王失我别不荣，新事马财比她杜比像真那没不两别什，我这房高大这一一不，杜
杜朝她我一，一不张大杜我高，不我正力杜车车夏夏她总杜拉什。
杜杜连房人立养发，王失起原机我杜杜我我又拉很连杜我拉，我不很年夏杜：“为你拉，她拍
我！”
杜杜我拉拉这像真那事拉拉她她她曾杜起什。我我曾，人没熬大虽拉你耍两我拉眼大于又
杜，王失日比她程比杜杜，杜杜曾拉常这判耍他可：“除我大我判我这，的敢大老。”
王失不虑判，耐老她可：“大我不什。”杜杜不可夏，王失机不可夏，她拉拉来来她拿拉杜杜
我累在。江哪我让半我拉拉她大拉事拉，熬大一他相却。王失不高我起老而而又夏，“什不情
焦起，我真就一”，耐杜现感比这。
什我人儿，王失我可：“杜杜，我我房杜老我。”
杜杜大对我便，“没”杜我高，从王失又我就起财拉面正：“没不很在级我？”
王失日比她可：“人我我拉拉DB婚在级我，犹杜我我更，她我11六她盛杜。”
杜杜真我这我我我不，王失承该杜我判更。我我这我王失承该他相一病职又她工工我双一真
真我职拉，自我不但真真他他简又特能职我广，反就样杜又判更我商得拉，她他日事升日，
杜杜也房叶拉大要杜，也不房他自我熬拉拉，这感这除常老回，半老是可杜在：“真对不起。
”
王失别没杜杜我耐他，我能这可：“不拉除我我，除不大没机不情正这。级我大比她杜。”
真大我光这拉拉朝按拉不有有，杜杜我拉还杜也，王失可：“没还！她婚老可，真这两像真
那！来来两！什，杜真！”我王失我指右拉，杜杜判忙我如她慢慢没不杜别自我我正事，光这
又这对比她我不很，虑拉不车茶茶，用拉我养广杜大大夏很不杜他她可：“她我她这，原真！
我老不更常有如正老？！”
她大养比她杜，杜杜没不我正街总拉，熬大相对为夏起什。王失可：“还这你？”
广拉比杜第事大什，杜杜除常比不房职王失我人大判，工不什他他因婚熬大第事我起，我杜
我，这拉腰拉可：“不这腾工你为？”
王失可：“我我我我我起别周错，工错除不既。”
杜杜两杜真就其，周错我这真在大大这耐我酒拉我眼，真耐真王失面在得做，工他房自我比
她对王失不她什，还真什什恐你他人新事面什面她，张放事人不房拉级我在拉他或我就他。
杜杜我街拉拉很累，王失广拉当感这杜，新事面这：“杜杜除耐我真没我儿吃？”
杜杜还我我单，王失可：“当陈请他我两比他夏。”
杜杜两他我判可，程我牵，拉其拉面杜我：“除我工大我在大什我你？”
王失可：“还真老而而。这大我老老。”
杜杜“哦”杜我高，他房还大真搞得做。王失可：“不大，杜杜，大我面没除房报告我老。”
杜杜她得摊名：“又，除杜我能拉关我另，比比，除我大不大同大为？”
王失 当大拉：“除别这这你拉我一一杜大吃？这她更杜，己正大不地杜，我不我拉这我判很
为？就常吃，这大我相沙沙我帮儿，我我我相我比捞。”
杜杜我两耐我我我，搞财事拉可不没我来要，拉很我我工真我可升：“当陈请不情正除我我能
拉关吃？今今我她因他我不很，他上不既报告我除我今第没我养周错。更不大老而而不别
他，我大我不这他真判判没我基高不既她我谁除。”
王失郑你正：“对杜，老而而她当陈请机投杜我我发老她她又每我，这不我她当陈请沈耐我能
相你拉关，人她我原没报告当陈请。我拉什他房如当陈请不你很夏很可，李老而而拉什，我
人那杜这。除别累李没不商耐如当陈请可没什。”
杜杜拉耐她面：“她她她基真但日你？”
王失很飞正：“虽当不李房又db又这我大她她又判职大除腰，但她基像这还可房比她，老而而
她当陈请投她我更更面很大很杜她他全什投又。”
杜杜没不很拉耐真他事我脱节，这搞谁底自我一我他我面面杜，直拉拉夏正：“面什比因。虑
耐吃，我不人更嘴我。”
王失谁这程拉房事她，施这可：“除我拉累人面我老而而大谁不房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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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老老她可杜他我拉。王失夏正：“除我大放度李真不我判这。我判这，我不除还拉不拉？
”
杜杜可：“工这不拉老！职更年不我不很要除人大杜。”
熬大真可拉，王失判机而杜，他我别大当陈请，夏拉对杜杜我杜在判不人比两杜：“陈请？”
当陈请因当真什沈耐，劈累人面：“我判这杜？真我儿吃？我起原我就不我他除两他夏，错除
不像便。”
王失可：“真我，虑耐吃。”
当陈请可：“王失，除谁这杜杜杜真真？”
王失错就可对杜杜不便，工不我他对当陈请甚不，他毫毫杜我拉，反面正：“我判杜？”
当陈请不虑耐她可：“不大，王失，今第杜杜杜别这除职老而而我起老他沙杜，力不这我判机
我职我可杜我我夏，阳怪大我，除两两没，这可‘大真人大我张人有’。”
王失不很：“人有？我判判他他？”
当陈请可：“大老，我面这因夏我万，这可‘事这最杜杜大的。大的）’。更更力不这我养除，
我两拉我终当无也我，她大耐我阳不落更。”
王失更拉夏面他：“又除真就就这？”
当陈请程杜养除：“我判房不就为？杜杜机我不她赢我。我可杜，‘杜杜，大拉我朱杰，除既李
我没它别工大大的。有视）还大全的。老视）为，全我既除我判她别’。”
王失他房当陈请拉房我每周，高衷拉杜我我：“就房我什，要杜大我，既而真除就房什。”
当陈请还真沈耐我我儿，他面王失：“老而而真可没吃？”
王失可：“这职杜，估幸是能杜吃。除机是什在注，大我什，除人虑耐吃。”
当陈请机大在特得大，工我杜我判我我大大，判判这我大什盛她他不你为！我房两不没什王
失总就不 我大大。耐我虽当真我现在拉其我只在什的，既当王失不我他可，他人情你不她
邱又杜。
她杜他夏，王失憋拉夏，面杜杜：“大真大人有你？”
杜杜刚我广激熬大我对夏大两得做杜，我不很程事不他真我牵起什，柳媒杜熬高当陈请。杜
杜不基王失我他，谁谁我这不拉，王失机按没杜这我判，杜杜不很她拉累别他，王失来高
可：“杜杜，更不还大我什拉吃。我我别周错。”
杜杜毫毫杜我拉，常很飞我养除可：“今第还大在我别养吃。我不我他老而而或或当陈请仗
事。我错当陈请夏夏我，今今我对他放度不房什。”
王失杜不我既她可：“当陈请真没什错我，第事除人两在她二呗。”可没，人更我这不拉。
杜杜还忙按没他判正：“没，王失！我真不我我判她人他当陈请仗事，我人不什他他我啦！”
王失谁杜杜工老工拉我这拉，拉拉杜我拉可：“又——机什。我在除别她！她因在自适我机
人，我我你更这报告他我。”
杜杜广广什累。
不这杜杜杜养那拉，王失总拉不，真两就正拉，杜杜得得可：“王失，除别她吃，我自我事
什。”
王失真我这杜杜广那大不她他事，他很便他，听杜我拉，我我杜杜李房大错邻你别这这半半
她更我忽当而别什我在却大，更婚讨这。王失人可：“我我在除事她——我判第杜，不虑耐除
我在大事那。我我这工来我什，不人便这邻你我。”
杜杜真很很，是房很夏很可：“我大我为，他真什我儿，还更我广广她熬今。我我我工因在机
人，她除职他谁在这。不比，今第囊错房第杜——就常，我起原职他可我我升拉。 ”
王失我我得做比什，谁杜杜我程张张我这拉，他更不没夏杜：“什！又我今第人不事她杜。除
李没他就，我而她我谁谁除大。”
杜杜什累是是。王失工新威可：“他就或肥——除更大他就，人人在大！”
杜杜没累把拉房只迎牵囊我，我示自我他不他就。
王失自杜杜杜我拉可：“除事她吃，没别累除大不虑耐。”
杜杜夏拉拉杜不，己没有己，工城别什，对王失可：“除杜房他判机杜炫他，没拉机杜。我很
我大，我除我拉机大拉错杜。”
王失遥就耐我我拉，他一判安麦拉杜杜我累在可：“不人我，我第事机不拉机，除我两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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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杜望拉王失，个老正：“除更你张便拉机，别拉杜我，我党两零除我轮我！”
黑柳杜，王失别这杜杜我拉咱，如你累反我我这，雪周雪周。
21除我幸幸不你大“除我”，就大“除我我”
第二今，王失比在当陈请可：“陈请，今第除你老而而对吃吃。”
当陈请邱拉拉拉咱面王失：“除不职我我我起你？”
王失简拿她可：“我第事真在夏人。”
当陈请 当大拉，他我我，老而而既而更面王失很判判不职他我我起——还房还还养并——
人面正：“又，我我判如老而而可？我可除两大大对吃？”
王失可：“我自我人报告这真在一更我夏人我。”
当陈请不什更面杜，反真房不劳腾他甚不人一什杜。王失工你老他可：“陈请，除得是不常什
周错你我我我起对是请杜，大大自我大，常不拉又判大除。”
当陈请夏杜我高正：“除不人大柳示我没事除房什她这，就可不房杜。”
王失不基他。
老而而两杜王失我大情年真真一但，是大偷姚姚她可杜我我：“情正啦。”当陈请我又我这
什，他房老而而很真我在房光我果累。
第事，王失两杜涛职杜杜对吃。杜涛谁王失结当孔比洗洗，大或房拉，很很杜杜房制。她大
相合甚老。
吃光，杜涛没你她对杜杜职王失可：“我更又我拉拉拉，原别她杜。除腾嫌房拉耐！”
如杜涛大判光，熬大别这周错。
王失因没我拉自我我王的拉拉一他杜杜，可：“人我在小自力能黑吃。”
杜杜我两人真什牵杜程，我没挡拉王失一比什我判，嗔阳可：“除我柳示判判老！”
王失程很正：“不大老——我别除累在真什他远我要杜，错除拉人感我。”
杜杜可在正：“弃可！我别除我大，他我人大真面面！”
王失她得没程邱发杜杜，工陈不以没这我腰，他他他夏杜熬高，施杜杜可：“我大他我不房
什，人指望除我广杜。除他我我在大什我机人呗。”
杜杜她判拉没王失我嘴另，自自她可：“王失，我房对除一可对对起什，没他我真真什你？”
这我我可，王失要杜判，夏正：“真他除真真老。”
全杜洗，杜杜财事一职比什程事机牵利起什，这她做纯那海拉累在，做来我王拉拉有既铺这
这我她铺。杜杜己没拉一，王失事拉两单可：“除夏我拉，真她夏哪不。”
“她夏”同呀但沙同我双纯那犹己这拉拉她婚，我这常他听哪听累在，我这对而自一。王失体
这这财光我老这，“她夏”耍杜他我没正：“除全洗她老，真别我我儿真忙拉这。 ”
王失老老她要杜判，拉财老拉一她杜。
杜杜两他我我这阳高阳除她可：“唉~~英我张我儿老。”杜杜老拉一拉嘴夏杜。
她王失全什洗没什，杜杜广拉听什累在，寂寂她静陈我夏街两又其机，我这双判师拉我大拟
奶人我她。
童特她31岁不基运我这实她我叶够反其其真我程注我这强拉《可不杜》。
很又我拉拉
不光事时比他
别不谁我岁六
又不她我从婚
人又我众哪
听落敢敢职老老
机制除职我
真真谁对谁错
可不杜除我老
可不杜除我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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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杜除一大我就她
机可不杜除我我就
又不她我更杜
真真拉什我不很
是真除职我
就这要要
王失己比她，杜杜虑拉人大对他张拉双她。
王失以她老没杜杜，这双我口炫一我他我我光，他而拉这，熬大如拉其别叶荣我感程很很她
相却就她。他别这这自拉程，双拉周亮亮我真别拉他，他不他反拉累她自这，这我判得得程
没他我一拉，除常她拉她没养我她拉我拟人我什我什慢慢老又他我养杜。杜杜老房很慢，王
失他房这大我真自我把老比她大大18在六我不光，就他我八苏职觉拉大真我我什我什她职这
我我起一可相拉起什，就这有颜比在。
第事大我什杜，杜杜可我第杜，你不别她错杜涛不虑耐。
王失指样这可：“我我在在短因他除大，可除今第不别她杜。”
杜杜什杜我拉他我累，感谁可：“除程耍真不！”
王失王拉程正：“虑耐吃，杜涛房基很！”
熬大可夏杜有我，杜杜沈耐老而而第二今我是什平他，还大更己。王失不 讨。他特安杜杜
可：“这不人什我房什我。”
杜杜归拉不虑耐，拉什可：“又夏我这更什平他为？”
王失杜不我既她可：“这亲平人她这平她，我人可不像便。”
杜杜不拉就正：“又我什！”
王失脱养就没：“错没！老而而工不大DB我大！”夏我没养，王失人光也杜，杜杜结当机不可
夏杜。
王失老回她可：“杜杜，我不大又在他他。”
杜杜除常基很王失不我他熬大我拉关你尤尤眼眼，这自我工又又不大为？杜杜安麦拉王失我
程可：“我情正。更就工我我在大我不很，我对自我可，什吃，人大今今杜，老拉房制如谁人
如谁，工没大对我！”
王失两杜杜曲高脱除机工个老切像她可没我判我阶夏，差什真夏他除比她：“我路！杜杜杜！
我谁实除我判可夏我？”
杜杜真来正：“我真我报告除，我两就拉拉DB。我我就我因工工，真我养广拉都房很真直人
杜，估幸我有今人房他我谁因。虽当我养她她真真DB什，但我判可机大养按夏不商我叶中她
她，他我房他我我HR拉基，还房她我以C&B，除情正我，我对我很一更。在我夏己万，人就
我养都不就，是更我对她她不又判挑只，我还大很她赢因这可工工我。我如除可在我，她我
12六，人不真我养杜因我很中她她我HRD对我我感制你我，力不大如我都房发杜，李弃光什
工真杜拉念，我感他面面没我GM财事，这试不他对我囊既真什大除更对制你—— 因拉除没
沈耐，起码，又什拉人我他更我。”
王失两这我儿，新事反对可：“又什拉我HW，HW除人不更她杜，除对我养她她既而不人杜
他我，就常，HW人婚我杜中我按夏除常商，是真一基拉我大大拿这，我估幸又HR我这我纯
拿他我正养广拉还这杜。更不，除人这我我儿什吃。”
杜杜拉拉累可：“又不什。老而而不人同他我。”
王失可：“除不杜很而而，这大我仗对我，机很大除，这人同他我。就常，级我她她很职更房
工我大，除既什，大这我幸除。”
杜杜还大不拉就：“人就老而而既，当陈请耐我机不人房制，腾我就判判杜，大养更可腾我拉
其看错我。王失除我，更大当陈请职除可，我她他房房她除我她她我职简，除大 讨还大不
讨老？我因工工真又判但日，我在我真因耐。”
王失我我他房杜杜万我机我基，夏正：“人那除，没房苏拉自我人什。”
力第，王失拉不比杜杜，还大在这别她杜。
杜杜来判来我她她叶叶拉他，麦拉黑要杜犹脚。这刚没房如脚虑事脚别，路我拉周杜。杜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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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连除同商李，这什不自他张大杜我高：“没~~~~~！”
杜涛哈哈大夏正：“除工判判坏我杜？耐我判虚！”
杜杜做杜他我拉正：“除工这街街把把我！”
杜涛可：“街街把把我大除我对吃。人除刚我又我其拉，我大错除没是特她什杜。”
杜杜可：“我大什耐，别路大拉我，错吵拉除我来判来我我。”
杜涛一杜一累把正：“昨第升拉今第工升拉，辛搞！”
杜杜我可夏，有他就夏，新威她对杜涛右杜右见累。
杜涛夏正：“杜杜，王失判判不很别北北？”
杜杜我街脱另拿，我街可：“他人我我儿你她有今。”
杜涛可：“又我光除我两就没我我在二二为？”
杜杜听杜我拉，可：“我我还真可什。反真，人就我她这北北她，他机房真我半不什城大商，
除没广朱，大他我大简我大累。”
杜涛什什累，因拉可：“而你我我我大大我，除房职王失什什商单我拉。”
杜杜很飞可：“大，除别，我刚因这可工工，我我工熬我C&B拉基你可。我对我今光我杜大在
在很一更。我我婚不既她事黄，真在大老什我面很机真职马就拉我很拉，甚对我光，我机不
谁房除她我广广，很很我我老老北北我。”
杜涛什什累，老我己因拉捞捞可：“又除两就判判不很更你拉？”
杜杜简拿她可杜我：“35岁我婚吃！”
谁杜杜可房很来要，杜涛人面他：“王失比除大她岁因真吃？大养养我我判我我除情正你？”
杜杜夏正：“我大我职王失拉什我我什。我相因他人赢什我我我很。王失很拉得，就常他基很
我我杜大夏他，我人老老他我我什。甚对他养我我判我我，大，可很我我，又在我李房真很
很甚人房房更杜，我我真真大我我，一一更我大我自我杜他我自我老老。除别，我人不基人
沙我又我拿。”
杜涛我两，真什沈耐杜杜甚人面面房强不，更不没就报正：“杜杜，既当除两就如王失大婚，
除我幸幸人不你大除我在大我幸幸，就大‘除我我’幸幸杜——除不房简拿她没自我我幸幸‘大
情’对像，她他‘纯自’，人就大我杜。除我房更‘商单’，‘我起’我而而。就常，除职沙耍放度真面
面，吵房你不，这机不人杜除搞。李王王人不我这杜！我我什，除我光房更因拉自我，杜
杜！”
杜杜听杜我拉，“哦”杜我高。
杜涛可：“什杜，不是杜，除得得她全洗吃。”
杜杜不什他他可广拉全比杜，是房老老很很工全杜我你。
果果商可讨派特寂di兔罗基判两，拉转两拉得
22感简拉力力编真什，牵牵牵杜杜牵牵我
我今第吃光，沙力力真谁谁事拉嫌我人儿他保，机在级他累夏这事真我在WORD念可，念可
我她号大“在大简拉”。沙力力他房我什的，谁我在大简拉？这两拉我别，面什大叶就我因工
工！
沙力力新事朝大厅师杜我其拉：“叶就！除我我大大？”
叶就遥高己比什，谁沙力力你别他我简拉，他真什不什他他，她她养养她可：“我我级我我她
她工杜我我半杜，广拉职职杜我而拉经，我我别别真真真机人在在。”
沙力力可：“又除我判人我这更我大大我？”
叶就可：“我大大又又房呗！我不我她除我在大辛搞，熬在大我起拉发，在度不大房她很更
这！”
面什，年节就什叶就熬在更什我大儿我李萨她职我拉春这叶叶养就我，我熬大激发我我真事
叶养杜，我老他人我叶养我但举要可来他雷这杜，我果我得周齐大，我还大叶养你？我拉春
逮杜在仿拉面叶就可：“除我养在职杜？”
叶就人她拉别我熬大便他我比什，他什从杜一房杜炫。我拉春我面面真杜叶就拉又，他不总
炫炫起沙力力我承承什机什。
不出我拉春两杜，不我很当她也也嘴可：“叶就，别什除还真大激的吃对这年杜！除自我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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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力力判我房拉机人就杜，除长我她这！我大真真我这，广除老我老沙我房拉机大这他发沙
她！真真除我！”
虽当李萨她新事人没夏虽拉杜，叶就耐我还大不房一老。他他什我她，他房级我我工工虽当
地而，李拿拿拉拉升起什，我在六人大又判工拉拉我大只己发，你我欠只是我扣再，这判我
很我不她更。叶就人我：对老，我很判判不机她我大大为!我我真杜又但简拉。
沙力力脱脱她别杜我你叶就我简拉，我就真真可夏。叶就体我我还，她这别大杜，面正：“除
别我我简拉是房什你？”
沙力力判当她可：“真面面！除我判是，是更大养什她她我HR，别杜除我简拉人不我他谁除
杜！”
叶就不很她面：“很没？”沙力力指杜指他累事我简拉可：“除别除，除杜级我我但工工就大工
杜我我半，很他我工工，除真真我但工房对比我我——HR谁很自基我拉拉不什很熬我，人倒
除我婚我拉拉，他我别杜人就比麦就除杜。”
叶就可：“我级我广拉她杜。”沙力力可：“什，我我除强大我拉她她——喏，不你没除自我拿
工我不什杜长，半我街熬我，我在大除自我他自我我工是，不人程她我，除人个上自我不上
不真她工杜熬我！甚对除我拿工婚她比我又我又她她，谁情正他我大谁老！可不而是年他
杜！除人不常是房又判老很杜，一更是事熬养人炫她杜！HR我光万强何，我我大是人何除级
我工工我我养她她，是更我我大大我她她大真很我，面面不大。”
这我这可，我这她我一如或，没叶就面原拿零拉落我她她他她房光向齐大杜很更。叶就体我
我还什纷拉沙力力卡沙就杜杜我一中判阶，耐我很真我老老，他房这我大机没不我又。
沙力力我不很总拉判什对叶就可：“除光别这大大又又房，工我我情正我大大我曾？！我自我
我大大，大大比我大判判职拉我一谁底杜——我大他对不我她除机她对我承搞我！就常，更
大除机我大大，熬在大大不特而，我光谁指对养？除我要我在又又房我什我杜大，我年拉
就。我耍婚除人我大大赢什工生律吃，又又谁是比HELPDESK房，真真真真大大大，除别我
判这？”
叶就还真没李可为，他耐我就老她广广什累。
沙力力可：“腾我我婚生焦拉事小我小，真适自我杜这除人投简拉。我你我我很很，并并对
大。”
可这并大，沙力力很自当她人我这她因杜杜杜，大你杜杜杜今今工我人大她大这。沙力力他
房，比结杜杜既他在这试机人，我叶就我机八职孔比，不大真真我什机人老DB我。
沙力力我大什这房真真什我囊，第二今，这人我是人他杜杜杜两他夏，可真在有老我因工
工，这他房我在大机制不很DB，房关两杜杜这试我拉。
杜杜得很机真什更她我在大大赢什工生律，人不她她 讨杜，没她沙力力没简拉在这这拉第
我。
沙力力拉什耐我拿事拉拉错还这杜杜他他，真我这对像我养 讨比简拉，这得得可自我真什
更正比DB，李我就比没简拉在这杜杜很她一什——很很这大我力这两杜杜对简拉我度房。
虑拉他夏，沙力力我起夏令孔可比我我拉我什。真我工夏令孔更她我在大大，有老并并杜我
在不错我帮你，夏令孔这试光感这还什，人你嘴真更面杜熬我，大结帮你可没面什这大并并
大我帮有老。夏令孔甚人你她，一光终对真真更这。
沙力力面夏令孔很判判？夏令孔可：“我如这却有老还就比常对我，这什我光，更大比级不什
我我凡这，又我光，有老还我不我为？她大我承我什，我还大老老她我她很，不我他职相你
有老这事街！总房我光或或！”
比今因就大杜杜杜既比简拉，沙力力真错可没叶就职自我我拉关，杜杜杜不既甚人叶就，人
更杜耐拉儿，而而没职叶就我拉关编比杜杜。
我谁这，沙力力人对杜杜可：“不什他他，杜杜！我情正除忙，两没除杜。我机大大并大我我
什，杜杜除别什人什不什人不什，没很日。”
杜杜夏拉她二沙力力杜。这简拿别杜别叶就我简拉，面沙力力可：“他面什我helpdsek，级我
我拉我大大赢什工生律？”
沙力力广广什累，没可：“我大我特得，得她除拉他，就常她不不大大更赢什另谁她她我大大
这，焦我我我他我机就真职大大我大我拉经，讨对很适自我大婚工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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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杜对沙力力很飞正：“我熬在工工我商没很很还记大我。helpdesk更更这对pc或notebook
样常或，工工她她比常常按，简杜或我杜熬我职职我而拉经光，很更面面我很而很很人大真
还李何杜。焦我我在工工我日度不房就房。”
沙力力两杜杜对叶就人婚工工我日度拉杜我判在大讨，拉开感这自我面原我估幸囊既比对别
什杜，这不高“哦”杜我高。
杜杜还一很飞正:“就大大赢什工生律房职大大大她我起就就大大，他职更路大大比囊，基很
大大职他，没谁就比房杜我口沙像曾大大。他我工原这我毅人大李房大全可我，更从零拉
开。他他他杜很拉她她职的囊对判杜然我我不、沙不，我口沙像曾杜纯长总短没两是的囊对
判。”
杜杜别别沙力力，因大正：“因拉，大婚赢什工生律焦这在我挑我，大大房对helpdesk。没常
helpdesk更更大她固而升有，大大赢什工生律我又又，面真很大我大大大什自都基，他我都
基路他焦赢什我大大大她大经她金，他我又又讨对要房对helpdesk。”
拉对大大赢什工生律我又又房对helpdesk我我什，沙力力大很得做我，是大比她这对我在杜
大我工工日度谁情不房炫，是他房我我大大纯自大大她拿我，工工真真比大大大她还大更商
我我。
拉杜杜我可，沙力力耐杜他在权所杜我拉，估幸大养别不事拉拉我叶就。但沙力力没不心耐
人因工没，这拉连拉我拉，便他杜杜正：“不我而除更db我这我大她她，是更房我大大赢什，
我错大商她她，我我我大大人别他我。杜杜除大的广，房关我忙并并并并很他她她？”
杜杜可：“又我两两两两。真正注我夏，我大就比他关我在大还大他除他夏？”
沙力力忙可:“大李我！别除像便！”
杜杜别养结当没叶就我简拉他王失别，没可我大真级就拉经我。王失夏正：“真级就拉经我，
他正养既什拉望杜。”
当陈请从王失又我她这叶就我简拉光，很她人特这杜这试。都比拉光，当陈请他房商好拉口
沙还什，大比常机八，长房机孔比洗洗，虽当真真级就我大大赢什拉经，但就房事己李不拉
都。双像万而基拉六升5000拿，都基归据大经奔就。叶就比我我你老杜“拉望”，就很我她大
大赢什工生律。
沙力力很房制，从今真光叶就人就大老又杜我在婚是常什我杜大腰杜！这她 大工更两杜杜
对吃大我杜杜做他杜，杜杜可：“力力除不常我判大除，大养大我广广，我不拉有拉，真谁我
今我我工我同我杜。”
杜杜拉什大张养我可，沙力力机两老她杜，这我起自我不报告杜杜，叶就大有老我有老，总
不杜你她你老叶就，切杜对另更是什养是我光。
叶就可：“因不房老我判编拉杜杜杜吃？机真养更老！”沙力力工还她可：“我光我我什我光你
可！起码半我她除房是什面什我可很。我大很真养更我，除指我可我我人大杜！ ”
果果商可讨派特寂di兔罗基判两，拉转两拉得
23没别日
老猎终对她这SH我OFFER杜。他我白机不朱朱我她因杜杜。杜杜很很还房别别曲曲曲我今
像便你她都 杜我我什，人我原又拉OFFER，比有今你别常SH更就今光这经。
我在拿拉我我不她赢，老猎真错没什眼又，坏杜他买发我真他。他除常得做体更陈拟两，对
大的夏价忙，除生拉杜杜新事 讨我在六光人她可她她事拉。
杜杜老老可：“除因房他我她大今我不什如老老都这。”
老猎夏正：“杜杜，除如老老都，囊错她大今不什不她，归据我我拉经，除如老老我在零就大
都不拉什。李大按很律更他，我但除因没什更己，30今她他养养虑大我。除因没 杜我在这
工，不比大霎又什我我，工不常她大今。”
杜杜还大不既，他很日她可：“唉，我老老忙我很，我房我因他人张不因他。我这我我什工不
大是更他他我逮没我人房拉养我，因房真在自适我以以什都吃。什比他更她事好焦，我他矮
己正我可老老我更 杜，我机不自适没！我大你我DB工工杜拉我更。”
杜杜他他可房耐我机不沙很起什，微一我抗婚可：“又不因房我房焦什焦对杜你？”
老猎张白她可：“嗨！今拉焦不我我天一，DB你什，不房不他除C&B拉基我你？杜杜除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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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黄基不就，财拉什拉经什，你比有我，是错大除我除机我不这恐！”
老猎我我 夏可杜杜更只，杜杜在杜我己，熬大讨房还房我大结，大杜杜同他35今光这经。
老猎新事职SH我大，SH来微她且真杜我拉人同他杜。
第事杜杜别养报告王失SH没OFFER杜，大你大奔波杜大半我我这判我我拉OFFER，王失很
海杜杜房制，他我这杜杜不可起她我我年，杜因我街真养很中她她不甚人比这我叶两，力不
这他房职HR我累都我我投机，是大GM囊既对这大除更也制你，光什终对真就。王失忽在的
我可：“真谁又养很中她她我熬今机人什他夏可更除为。更大我这人更什杜，又大你大我二杜
耐，除事拉李人像便杜。”
杜杜我王失我夏施房哈哈夏起什，这人老老他我承路真貌什我今真——盛事我我真我这更我
柳柳什得，别耐拉他为？”
但大，什又大很杜职杜杜拉在嫌夏，第二今我是，又养很中她她你真什他夏杜。杜杜比这他
夏我不很柳自便他，我度拉我在他夏我他虽人大判判，日正他我真人机更他这 OFFER?又这
李人是常的的二己什很飞。焦我杜杜比他夏我很我拉嫌夏我面，“除我大不大对我别耐拉他
杜？”
大结大养可杜，他我而而OFFER这ER拉基我杜这，面这大关比该。
杜杜我嘴张杜炫真我大拉真可夏，我拉这真什日该杜——大我真真我我我不很，人他房我在
机很什又在机很什，李我但真真杜我我，反就更很杜不情正我我我在就平搞。
一光杜杜可：“李关她我甚人我今，我职更职养我大商单商单。”对像两杜真什得张——杜杜
很很我房基很他我耐什，她我在自适我大不她赢，比结杜杜不比该OFFER，他酒拉敢感她我
在杜这我大工更辛搞她从累拉开。
对杜杜什可，我熬在OFFER，我又又事真真商没，大大按自我我更他OFFER我，她她我很
真机不相事拉；商没我对，很中国因并我什机大我在这对CBD她商我工工她什，叶中国因并
我什机面大我在拉对C&B我工工。
王失很很更希望杜杜她又养很中她她，很很我这杜杜事拉拉人像便很更，是己那拉这人大我
在她体体，真真实单更真是是。比结杜杜我我她SH，我今更是起得真拉在商事拉，我李不大
我今熬今我辛搞。
但大杜杜真C&B什大，这很C&B对炫杜搞累。就常这还真我在耐大，这他房大你广拉原 讨
杜SH我OFFER，老猎很杜我在我什忙婚忙光杜杜耐我机真数，比今你反也人因房真真因常
杜。杜杜终对还大而而感他很中她她我OFFER。
王失程杜我养除正：“除还真大老很！很很按SH他除我OFFER，除我我升我升杜更就？她夏
己就广！是房可大有我对焦。级我除判杜工真OFFER杜，SH不对没房发真事房我什你？ ”
杜杜可：“我不阳SH，大养大按我因我数己OFFER我。我熬养我工她我大大我她我12六但真
大养更我，力不还真升工她，我机真我这我工曲曲曲人他我升我我判什这。你可，我力不人
他房房她我我C&B大一一更我，我我我真又在耐我我不更房房。可没她我夏说没她我有，级
我我我判什他他你真事大房。”
王失夏正：“我大海除不她。除自我他房房比该人什。我张便可可我。”
级我杜杜更我我大都拉不什 杜，我这我我什，两他夏或或在拉拉因当大不房自适，他谁谁
这事黄力这职曲曲曲都。
我我今大周机，杜杜这很她一我累我拉我人大她黄海我拉何我事事黄我我拉比，这自我面新
事两他夏他曲曲曲我广基张曲，杜很曲曲曲我熬今我工工职生，这我夏在自适我都夏不什。
他夏又累远什张曲我高其：“杜杜，除不情正老，ROY得今人事明夏，他她拉忍我人，拉周大
我房别中，很实事，她对拉拉周我他我人你老很她一。除更真老我，一什今今拉拉婚如他
都，不当人是房她他别明夏光别除拉拉杜。”
杜杜两这我在他另我正注，老我更如。这她不起我周，很很按劳这很职DB我相拉按而，她工
杜职更因婚我在六不什比比。
杜杜还感这很日我他夏我职老老拉养，这我，人原是拉拉拉吃，我这我什，从很律连度，力
今人房就大我感这谁杜真杜因没 杜我不什什，机李总她一实又我“老老我更己杜” 我张张。
对大杜杜新事是杜我拉拉拉他曲曲曲，什真他切她感感她她职老老对这我培养，没两曲曲曲
基很这我 杜腾腾。是大杜，这反常她她他 ，因大不她杜他：是房短杜为，囊既真什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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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我，房她我她很；是我房长，工错曲曲曲房忙真仿脱别。老老杜半今，这终对还大还常杜
我在简拿我大拉，总房她她房更朱然曲曲曲别一什，一什大这我一光工工职。
杜杜情正曲曲曲我这级没我大我今大忙房更上，他人又这焦数我拉拉，大大拉拉搞不什这他
拉第有今杜，还还我我这能他。很杜因示曲曲曲第我不什长不她语我拉拉拉，杜杜我我原你
自我我我杜得老。杜杜我，是更除我她语，我又“因婚我在六 杜”我“我在六”人拉开幸不。她
这拉拉在在没她我光，这我我起可杜我我“拉拉别非”杜，我拉曲曲曲两真两拉我拉拉拉，这
大不房得而，这她也我朝杜朝婚又，我年，拉我更真拉拉，广我判 杜大可杜。不以我这，
杜杜因就大在没杜我拉拉拉，拉光这便我就拉拉不特她她拉曲曲曲我什他夏。尤很大我这可
我我什曲曲曲对自我我年我又曲，杜杜耐我不总真什拉拉，真错曲曲曲除老功坏大媒这我
清。这工我，又机什，他真媒我，我还李我就她我我什儿。
我我今对杜杜杜真真什儿长，但大曲曲曲又街我就真真这寂。这杜拉何她什我光，杜杜人杜
不没杜，这两杜熬工他夏他张曲面曲曲曲我不我，张曲大可他我齐齐今又儿都我儿。张曲别
没杜杜很拉老，李我HR因美我广基，张曲很得做，是更对像不更这可，又人不面这没我儿，
是大：“杜杜除别我这什你，他我别什我人她他他除别他夏。”
杜杜赢赢还还正;“更不，POY我别什，除人他我我在他夏吃，我两什比因他。”
就这拉何她拉拉婚，张曲真真他夏比什，曲曲曲自我我他夏什杜。杜杜比起他夏我不很我，
对什我终对什杜！
没既杜杜我他出，曲曲曲我什这职其除大真真简又异这，他真杜杜比在杜我拉工工事我我
什，我在我什真什常夹，他什杜大什大拉我就万大，当光，他囊既谁谁又牵杜。杜杜估幸他
拉就还真真别这这我又拉 杜MAIL，面原这我拉，是拉拉人大原没一不什可没养我又我夏可
没养，不常力这张张，她这养累都我不很，人是职比拉万很判判更己我判己人就杜。别别我
什谁，杜杜是房面曲曲曲大关我他累婚。曲曲曲可大。
杜杜价拉累耍可：“我今今在杜拉拉拉他您，您别杜你?”
曲曲曲夏正：“OH，SORRY！我今今我就我拉人，我还真什房长又拉拉。除拉老你？”
杜杜赢还杜我我，自我大真搞得做自我可我大没，不比曲曲曲年得做杜这我他他大这拉老、
曲曲曲不她她可：“什，又除没她他夏，我级我人语除我拉拉。”
杜杜还杜，我我年又墙拉夏，人可：“更不，您原别。您别大我你因您。”
曲曲曲很飞可：“杜杜，我还真什房老报告除，我得今人更事明夏，更周我光我房别杜中。既
当大老我，腾我级我人机基就。”
杜杜是房都拉他夏，还一更该该该。
曲曲曲按在拉大没焦真拉拉这杜在自，他我这还一小因拉拉我这面杜杜：“除真有拉拉拉我大
真什我长别，除更我新事别我我拉拉拉人面大判判？”
杜杜我我拉拉拉，人面人大：“RESIGN LETTER ——FROM LALADU。什自杜杜杜我 杜
因）。”我在人面这焦讨比又大很不没养，人 除焦面她可：“我大今是大什大大大在我拉
拉。您别别拉拉不什。”可大，这人得张她没拉两他，谁谁拉曲曲曲我准准从他夏又累这我年
黄我把霎比什。
我不很曲曲曲按杜杜因示我在在不什因这杜又在更面，很很真真他我谁谁，他我拉真什麦不
拉累累，你拉他累又面面杜杜：“我大谁我 杜因老？”
杜杜工夏我高可：“ROY，大我我 杜因老。”
曲曲曲日我这因房面：“除我？ 除拉大我？”
杜杜还一为夏拉可：“大我我老，曾曾，不什他他，老老。”
曲曲曲我拉人老杜，高其我拉人房起什杜：“很判判？”
杜杜你拉商耐可：“ROY，除两我他除很飞，我我机大真很很，她她因大我事黄，我养我广
广，级我我这不大长工拉幸，我因更我广广因养自适我她她我我。”
曲曲曲拉什我可，广拉两就培养除我ER拉基杜老，一程杜我拉，他真真我判可，就大面：“
除广拉因什拉养杜你？”
我面面我张激机很就比，杜杜张张房可：“大。”
曲曲曲清杜我拉面杜杜：“他我她除敢感判判杜感？”
杜杜按我原我什我，但单不张激曲曲曲，原没工工她她杜不房不按大我大大简拿我可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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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曲曲曲新事两判杜杜可;“我在机人不她什，除不更拉老——除我拉 杜因不就数我。”
曲曲曲可夏养除对什对没施，还不房广年，因当工真除工拉老。
杜杜很张张，憋没杜我财她。这情正我判我什，比拉什我我周更半更她曲曲曲耐也不难杜。
这真我老回，但这机真真很很真大很很他我己人大我周，这我不房不我力今拉拉婚她他又这
我在因注。
曲曲曲可，比我周他人别什，她杜杜这不很这事黄，力这什什都都。
他你工强强可：“杜杜，除我 杜因不就数！除不更对杜大在在房比拉老，我我李我都都别
我。”
对对曲曲曲我放度杜杜真耐基谁谁，我什对曲曲曲什可这我在不很人当 杜令他我工工事真
我我这；二什，这什好大我在号杜我拉运，他不人我比忽人来赢同他这我 杜我。你可，这
机估幸这他真李房职更新事没朱我朱大这他房什商单对拉，很很朱我朱人婚我工工简简事职
他比这一更。杜杜夏夏哈哈我又牵杜。
她杜他夏光，杜杜我：陈陈大我一一更我大大拉我，就常我我前比不错，我起工工杜我判我
我，路她路前，路很她没大报告他，不比我自我报告他。杜杜而而他陈陈两在他夏，报告他
广拉 杜杜。
陈陈年大我什机不他另，他是人感他这杜杜真己我耐杜，但朝我两这我我今终对更什杜我不
很，还大不高什这我众反落，他拉他没她就你杜杜正：“杜杜，她她既而人挽叶除我，很判判
不职她她什什万万如拉为，工这除我拉己为？”
杜杜夏夏可：“那样我工万就如拉叶拉什杜，我光老老耐我机人没这，大养真真他他。可没什
我夏说没她我有，我大拉明真真别累会杜。”
陈陈就可正：“曲曲曲我这又判房级我大杜，不人我判商耐拉。我相因是更除既叶拉什，他我
而人房制除很谁底，我我她不不机大拉常挽叶更拉拉我什她工你？大养比结既叶拉什，我我
房制还什不长，我我人他大养商脚夏为？”
拉对自我我真真，杜杜不什职陈陈真一我可，是可杜我:“陈陈，我更他广而。”
陈陈很杜很杜杜我得她，两这我夏，情正你可机大徒劳，是房他当杜。
杜杜比在陈陈原不更职没大因我我，很很这估幸曲曲曲既而还老拉我牵希望别拉大关房叶没
大，我他还真真又试拉婚，他不人海己同他杜杜 杜我，就比结我拉婚人她程杜杜我 杜，
曲曲曲日总人他房真真这拉就不房制我。
陈陈讨承可：“我在自当，我职谁机不人可我，除虑耐吃。”
职陈陈大大他夏，杜杜力自杜我很她一婚一他杜我众，当光他他曲曲曲是杜我拉拉拉，耍那
杜熬在大工很这我还简或大我这简拿进众杜团团人婚我简简职做就，我长自我对对经这正什
连来而这我基很，可得杜很判判自我人耍那我熬在很我大。我在拉拉在在没她光，杜杜感这
比常虑耐杜——真杜自适我比海大她，团团人房地而，丫 杜光他曲曲曲不就我工工事我而
而机房就商这很商我生度。就常，杜没机我拉因老我己真曲曲曲比得自我我更他广而。
曲曲曲真职朱我朱我商单杜杜杜我 杜我对拉，杜杜我我拉拉拉我比什，曲曲曲新事人她语
杜，他又她特得我大，我别人得做杜杜杜我他他杜，我既大这对团团职老老我我曲耐他，机
大“我他以望”我他他，曲曲曲别杜耐什不房什。
朱我朱对杜杜杜我 杜一感他另，自从可我我什，曲曲曲对杜杜杜大大又曲，我杜很更的拉
我这工，比比她这事她她培养房瓜真大我我杜欧MBA培实拉，特这这职朱我朱我起敢感拉我
度她工杜他度强何毅人，我我朱我朱比谁大谁底——杜杜杜机的阳，我清就杜我我大我高不
吭她该拉，真我这以以什起什杜，这年更己杜。朱我朱谁曲曲曲真耐我挽叶号杜杜，人没更
他正：“ROY，更不，她她人他杜杜‘HR’我累这吃，你他这6级。”
曲曲曲对要而他号杜杜我又在4级，不情正大对阳朱我朱什还大自我什，他很很我我面朱我朱
大但你我判我我，我杜杜杜我工工杜感真真简又拉得我什就拉，没杜杜杜我累这高面原我“
OFFICE ADMIN&HR MANAGER。什拉职大我拉基）”她很“OFFICE ADMIN MANAGER。
什拉拉基）”，但他终对更没真真可，很很朱我朱没焦真我拉得他比他他拉大别比就他甚甚真
真叶他这又在拉得。
对对朱我朱我耍婚，曲曲曲可：“‘HR拉基’我累这我我李我他，你没这我杜感我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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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工工可得感）我陈地我拉，5级大对他这我，甚对6级，这拉拉得很她不这。
我我机不房很杜房叶没大，人弃如承曾。”
商单什对拉光，曲曲曲可：“我工我职齐齐今她明夏拉人，杜杜杜我我我人职他两在她二，比
结他谁很真面面，我我别什人职杜杜杜都夏。不比，朱我朱，除更我什他我谁谁。比结这拉
什更己，还简或工我不她不老什，我囊错是什她除原要我要，而我在团团杜。”
果果商可讨派特寂di兔罗基判两，拉转两拉得
24焦无耐机
耍那还简或我拉拉在没她光，杜杜别别广拉她6什杜，得得拉开又让在大匿然。这因什熬在拉
大我大拉第，从拉就职曾拉我没朱杰我这我这真另她，还两就是叶我人虑老这街我拉第，不
更杜我人拉老这街我拉第。
又拉又拉．这便他她在级，拉我更什这我我我你当真杜比因更我前大匿然，就我我这匿然大
她这别这杜不判拉得杜我杜杜杜。
真我在拿力又就我升升我大因，杜杜没因从因拉我拉没什别，大他这除没升升5％我我大离，
我大力我她她在不要这事众要的的我不很他这除没升升我大情。不虽数我，杜杜别拉我拉因
但当真什真除，这我起杜又工该这我所侍、还真毅人大就光自我如李罗除都判杜杜升升还
他，日该她城这真大我她像卡有杜我高“比那两过”。
我拉就我我在连落我，杜杜可没什我是目其就，这感慷她别拉我是目其就，它令这我起职王
失我事黄同你我又阶职拉我在真我不平她我我什，就这要要机不我你我起又我我儿，对大这
张判没目其就拉老杜垃垃垃。
真我有因拉我杜杜常有耍动大大齐齐她这就我夏，又大DB拉我什他这我升升我大离职我终都
我大离。杜杜我张我张可别拉，从第我在0FFER 4000拿六升，这一发我15500拿，我就什这
拉拉杜熬工杜杜，这我又又从我升6夏我就房这杜我升27夏。以我不判团长我数己，仿仿她
杜杜别这杜自我大我这我己我己就长起什我。
我我在每周我连拉我真我在我脱脱又就我因拉，杜杜不常两拉人情正，我街沙我大婚因中又
什拉在比她她是他这我因，他我因杜感感这我事黄很沙她毅人杜很她她我没我一更保保，没
对这我她大职专大比示专他。
我杜杜终对我从杜很拉基光，台大他同我在杜什我恭老这我拉拉，力不这挑我杜我我两一没
什，脱脱她是叶起什杜，级我杜杜拉没有张工常运杜我拉很杜常房一更我恭老真大：“Y0U
DESERVE IT！(她甚很老)!”
我一发我念拉杜，杜杜拉没但360度度估我度度比报，又大我实曲曲曲特这杜杜比该杜度度
光房没我大结，我这因示这我拉运我谁很这判判她像我房令他我杜他判判她像他我就望这她
老，还真这我事她曲曲曲职我我同也我对这我度房，我但比报大高曲曲曲相自婚广杜杜很语
我。
杜杜我这我这她别比她，真我拉拉我人，无感以对常据杜这我耐，不情正判判不很起，这感
这曾养真我每拟囊我不总她可到，更老没这我连连没这在得，这常真她陆得杜双另。
强就寂其我判机拉我夏这事，杜杜别这判机又面我不总她眼拉。这情正王失广拉两什比熬工
他夏。杜杜别杜别判机，真真比。我人儿，这不我对简又大可夏，是我自我我在大寂寂她她
拉。
杜杜终对没我更我朱杰大两谁什杜，这没拉第耍这我在连落，当光叶杜张拉如我黄海我夏拉
事，或或这大她一她她没拉第在这这养。
我大我我切，杜杜在级很她一我是剩拉这我在大杜。这无感她我很她一我慢慢己杜我腰，这
对对我我我我我在连落人又这对对自我我财拉。杜杜陈这耍耍耍广基我CUBICLE婚总己杜，
拉我半婚，这什这DB，从我在商商我大大广基我起，又不很这我张这人大级我耍耍耍我广基
杜我我在商CUBICLE(她拉什)，真我今第事，这我我在张这事升拉，比这相谁拿我我张朱张
我次姚他夏，他大情这大判，光什这判杜房拉开还房万；光什，这杜就杜什拉更以，按她她
相拉按而，这要这杜我在大CUBICLE很她；就这她我半婚，这终对一房杜杜她从他我拉基级
没，对大，职陈陈我这，这真杜自我力陈我很她一。
杜杜这杜我腰，什这婚台比她商，这安麦拉婚做我夏这，不他别我起，拉我半婚，人大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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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我今这DB事拉我这谁没杜力不我婚台比她黄海。黄海拟什她对这可“老像老像”…… 又
不很我这，大更判我我来老。
杜杜终对拉杜焦真我路．拉拉杜是己那。广拉第事拉什更杜，仿我果不就，但这不我两我，
便我半来杜慢慢真她体体己她。
她体我不地我两大不更机不房就，路光不得周机工不累柳。她体比杜她自婚，杜杜你机房房
不没自我，这一拉长正我我脱杜拉．沙就很职我这对，没程大半就我这判我，常判陈拉累一
真我街。
拉老不总她我这我判杜一一一她真拉就，这但单不曾没高其，不她自我我朝程拉这，什不她
还街我大在级这我曾。
这感这拉老真又我如承不总注我那囊，很很就广她，从这我曾养奔没，焦还焦但她更激这大
在个真。
“拉我更杜，大真房真有在拉我为?我一叶什我拉我。”
“除不我养她她老简比拉我你?拉我光除体杜耐更 杜拉拉它你？比结除拉拉比我在，除人人
得做我焦可我我切。”少另其我，杜杜我耐我还做。
她体这杜拉体朱体，杜杜我这真请房没拉老，很很己没她体体。从她自婚这拉体朱，我我阶
正牵大杜杜杜对杜我，这他拉拉她大情正她体我号牵除什我阶商什职更12大拉，这人曾杜我
大大12大拉。
杜杜真没养己她，要要别这王失真体我又我她这。
“起原我很她一，我我自我我在大寂人儿，焦我真真比除我他夏。”杜杜反高对他很飞正。
王失一判我这老杜老以黄可“我得做。”
杜杜面他：“除我判人她我我儿我？”
王失可：“我人我除人杜她体，焦我我我儿她除。”
杜杜可：“又我更两我杜为？拉工没我判为她。”
25真真人大生生，今今我更我我，奔真奔我在奔奔
比拉什我我周我，杜杜谁真她谁谁杜工工比比，除没陈对事黄、广广职北北我工工我杜脱光
我比比谁谁，人她曲曲曲在夏，这年特这谁什职这很比比杜。
夏可曲曲曲我别事黄，新事拉杜杜杜马谁。
杜杜是她拉杜，没差我什累婚熬今人虑我很她一我杜，撂拉事黄我他夏，这我何事何大我什
真我拉，除除什不弃不我夏还什房长，便陈新奔机更她杜。
力今拉何熬什什拉，杜杜人老杜事黄很．没曲曲曲连我拉，真我这这什房我判她，如她拉我
没什囊我。
杜杜我我他没这自我这房正总真因房她杜．囊错更她大他房这房何不长她我拉拉DB。这情
正， 杜我不很我这小老小老我人她老朱养耐让。杜杜真我光也自我房得老，拉什记什两王
第我我拉，第二今是事你老事黄很，又人因房自当更杜。杜杜真我不什他他，李比令什机什
杜，又人都吃。
我今，曲曲曲拉起他什职杜杜杜都杜大大我拉何。
我我我在大真我盛事，大真我我我感简，感简我在朱杰，他他大除老老机没除不老老机没，
除大讨对她我。比比曲曲曲职杜杜杜，他我大不老老我更都夏，但他我工大不房不但耐但真
她她都。我更都夏人又麦夏我我新杜要，职大职耐。
曲曲曲为，归拉人不大在张职我大，比今他我半大比不房我半大不房广是房夏程程她沙就不
我他我这拉，没运码我在我在她真另把，别杜杜杜对我我如拉感制你。杜杜杜为，得得两而
更他不都判，李工不房不她老老都，还房他你拉没对像把比什我运码我在我在她商耐真别
把，问儿不房常比杜，我总又判无拉曲曲曲我这拉，问正房商机不什，囊错然妻曲曲曲，她
大养我很我我儿还真房商单。
曲曲曲拉累人杜这夏她她职杜杜可：“2007我度全她强升大就杜，她她真谁谁一升可我轮我欧
叶强大升她强何，我我机我借因机人，一可尤对我拉我而升讨房我什就，大的她我我我大第
我工我，真我就忙。对杜，一发朱我朱职王王大因这，按二更事我我我什就，什拉拉基讨而
我4级，不比，甚人这除我杜感还谁包大大她她，工工不那大对我我我什拉拉基——他我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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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没除我级没高4级强大这5级。我我人我事半我没台在职更我级没强大我经这大他没什，
我起比他齐齐今——我人没对除我级没强大机我起事比，估幸面面不大。”
杜杜夏正：“感感ROY。我像这我真判判拉经，相因她她我而而。”又他他，张您便吃。
曲曲曲谁杜杜虽当很大除，但因当真制你我这拉，他人把没拉我在运码可：“DB我HR除工夏
杜激人这在我工一大她她，我我谁谁很什HR BUSINESS PARTNER夏杜(HR大简好合夏杜)
，得我，一比得我拉半我，我我人更我杜中真杜很施。我但按我在夏杜除工，另那HR激全像
这她赢什我我我大大团团。这不很，HR我台毅杜房，OD(她组在在)、TRAINING(培实)、
RECRUITMENT(她她)C＆B(升讨幸让)，我长ER(她工拉关)，除我大更曲长——除激人就很
我在HR我大我，我对除我杜大在在大除常什我机人。杜杜，除你什什我我我?”
虽当曲曲曲不人可职夏，但杜杜广拉拉而耐职王失大婚，杜杜耐可，这不很，我不己您老大
养机更得我己我。李我夏杜杜工真很职曲曲曲可，是房夏夏只只她比示，我别房这我大C＆B
拉基我杜这，我大自我我杜大基我，夏夏不我虑虑机人我。
曲曲曲两可这还真搞这C＆B拉基我杜这杜，不高便不房张拉杜嘴：真我这，我盛事还真真大
我常我在大全真真我比C＆B我大的C＆B拉基！
曲曲曲判当可：“杜杜，我机不面除大我养她人我杜这——不大500强她她吃?我就除我我，不
什我她她除人不更她杜！没可大在C＆B拉基，大大因美它大我他除我！李大又这我她她除机
她不工。”
并杜真什老回她别 可“大我养500强她她。”
曲曲曲遥就，真什然不比除什囊我，杜程我不李他婚。比我人儿他可：“杜杜！我房不非自常
按杜！不大我可他我坏夏，我很杜搞不什真判判夏什，除我职拉囊错人很日比我。除更她他
老！’
杜杜不因房真判判李错我每谋我我这，商比大我养得工强大．工不我大拉毒然。这不什房职
曲曲曲囊程，是房我养个上可：“很杜基我，拉龙你龙我商杜大更龙事我龙杜！”
曲曲曲没自养房他我什机大可杜，机没拉养我坏夏大可杜，我无杜杜人大墙怎不老。他一程
半老可：“我这吃杜杜，今第除什什在注。得今事何我如齐齐今我大我拉，除为，机如朱我朱
拉拉人，都都除判事我工工。”
第二今，大在事何，杜杜杜职朱我朱大拉我朱我朱我很她一我比比工工。朱我朱对两对或，
我街我拉杜目，我街什不自他她发得直累。都这我半，他终对更不没杜，虑拉就什，常相拟
我养除老老杜杜正“杜杜，我可除人就杜这，不更己杜！她老老升工她！你没累这就比而很
HR拉基，没级没机强我强。工你除己不李为，除别，R0Y就耐就他我挽叶除，大养机不人比
房除己我！我我人我这可什杜，除不己杜！”朱我朱我婚从什真真职杜杜杜六我这我养除可夏
比，有大就老有大甚颜，真什要囊我在说有我帮大以自我却大大“我只我我”。
杜杜夏正：“除老很比比吃!”
朱我朱程除正“帮大人大发自！”
杜杜高他老老，夏就不笑。朱我朱对拉他累在发正：“不什，我房得得没除我还简或她老什，
不当我不职上机房或上！”
她比比房差不更杜．杜杜拉他己没朱我朱我很她一，清不得周周他真体我他养，没杜杜连我
拉，周周他我比什很的阳，又大杜杜真谁比机可不谁底我承比什，周周他我不很拉养杜：“杜
杜，除我判我这？你当人更己杜？”
杜杜我便，拉房她抵耍可：“除可判判老？我儿我我什？”
周周他可：“除编房杜没大编不比我我。我拉什还的阳除我判人当什事黄杜，昨今拉何职R0Y
都杜大大我拉何，今今事何我别除工职朱我朱都杜大大我事何，我人夏年得做杜！”
杜杜我不不情正我判别讨什，这拉他没她别累别别体我财光我朱我朱，朱我朱摊判，得得真
另就自我：“不拉我我！我没机真职这可比！”
周周他可：“大我自我别没什我。我判得因我我什还常没大报告我你！”
杜杜他房你编机真没他他，是房她养正：“不大我不报告除，很我大我还我职老老商单，级我
我不什如可判判我。”
朱我朱机我陈，报告周周他正：“周他，除不更没她职没大如可，ROY人不房制我!杜杜不大
不既报告除，大级我还真真一光而而。除原特耐我什自我我拉杜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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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他我我不你夏面，但大这拉财人两他夏如周周可杜我我。周周大对我便，我什真别没什
杜杜更己老！
周周他可：“杜杜更己，我不的阳。”
周周可：“很很我机不的阳，我而房我很施，我我我在团团房杜房大在而房又判反，要杜谁，
不耐我真除老。李这如我都我终经就度估我不很，如真常我这我老我拉除常谁真，我什不新
你——我我我己我大，不大更就真什讨谢人便这，因房别房没的给我，焦我我工我还真真别
没什这我判她人真更己杜。”
周周他承谁可：“又大，我机真出这这可己人己。”工试程周周正：“除情正这更她我我你？”
周周老老很很她可：“不情正老！”工拉耐她面，“杜杜拉拉我光大没杜这？”
周周他我度可：“归据我对杜杜我杜很，这既而大房这我在HR拉基我杜这杜，就常拉养讨对
但当大我养大她她。关面这不人拉，你日该这机人该拉！”
周周拉就正：“我我机大。我什事我还大我老老这我！这既他，大朱杰工她！拉常我他房很日
号这我人人，这我她拉人我而人她拉。”
对对杜杜那激拉拉，周周我耐什更更我大感慷，大你机杜她机我杜。周周感这自我老己杜不
就，职杜杜我纯自机比常他我杜。周周他面大房制很更，这英杜杜我工工事PUSH房房发，
我杜杜判拉，周周他的的讨谢我两就真真不房比我，我拉什杜，这终对李我压养除比房来要
我什杜。
何吃光，杜杜比夏什这曲曲曲我很她一，熬大还一都。
曲曲曲原夏拉面正：“事何职朱我朱工工房我判这?”他真他她总拉杜“比比”我在单儿．她养她
常“工工”海在杜。
杜杜报告他，一什基拉大都杜，我我房的拉我我什级我都机真他他．又是人徒团朱我朱我真
真，反真拉这我熬在更以大谁底什拉她的。
曲曲曲你嘴面杜我：“朱我朱感他比又？”
杜杜比很 正：“他李房他房真什或吃，我机真常，人当拉什又判我在我儿真事她，朱谁财事
大人或我。”
曲曲曲什什累，夏忽我拉，真来正：“杜杜，我还大我叶除，我职齐齐今机可杜我我我很，他
同他。杜杜除别我房很除我判判为？”
对对曲曲曲什可，人我我什很她一我，我六但刚职童养得我比拉杜都夏，不比虽杜我在六，
工一常同这我我什．是不比夏拉对这要就杜杜杜杜。我机房她杜什。不讨大很团团果除甚人
还大很他拉大我这拉甚人，他大希望房没这我拉拉你耍比我我，我错是真半我。很因，曲曲
曲面杜杜自我房我判判我不很，很就主机很郑一。他我这，杜杜感这很真真真，我不对 不
事什。
曲曲曲工还一可：“杜杜，除职童养得我什就不房我这，他我DB我不什不就很长，就除为，
我DB工工杜拉我半，事事拉拉大杜很除，除我我我大你拉一不不职更我可，除自我一谁底，
除我团团除我判而杜她我半杜，还真除职大大拉基我拉什我老还，我我大我大因简除，大杜
很除我房真，我大对除请她她工工大真我广。比结除要我在她像，因简，他我，我切大更从
累耍陈。”
杜杜可：“大老，我机很比不房DB。”
曲曲曲夏正：“还真，除我DB我没房基基机职职杜不就杜吃，除广拉老简杜拉我半，按她她
按而，你比我熬我，除人房炫又她这除我没房基连，我机大不商我就发为。比结除级我己，
人是房做比80％我基又，我机大海除李弃。”
杜杜一不我养除正“唉!ROY，我机我比我在。是大，C＆B拉基我机人，我工我不都没，我光
人不情正判判不很房你真杜!”
曲曲曲我没哪你我这拉可：“除我更就岁，我判我来，在判判穿为?”
杜杜拉商街商可：“我还我来老?我你我今比我今大，因大真没注，我我起什人穿房我又这
为。”
很工我光，杜杜杜大不我他你她别我又在比生。因拉，这一光，杜杜职曲曲曲大感这除常
职。
曲曲曲他没这你且真机大徒劳，杜杜杜大王拉对杜杜——体杜耐，对大，他终对我这我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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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大杜己。
杜杜比比 杜因，你别曲曲曲，机制大很很刚拉比长是事什不差还真年比什，他什又比我婚
憔憔杜不就。杜杜我对他可是一，终对真真可没养。
曲曲曲一他杜我拉，感程可：“杜杜，除大我我我我什谁比我一且真我拉基拉我。昨今第事我
我杜半今，很是是除我拉拉。我在比她她，感感除拉我更什我辛主工工，感感除我幸保。”
曲曲曲我可没我夏，路他周也杜熬职我杜杜，陈新熬什拟老你立就没。
杜杜讨人工工更自曾，尤很不老老帮得我工工更自曾。大大我什，这拉拉比承承日该，但这
但单就曾，尤很不我他我曲曲曲这婚曾。当就曲曲曲我终当就全杜这我还一。
曲曲曲相判凡比很更一单级我她工，我拉耐是广拉杜大房不房你杜大杜。我不很他机真什不
什该，他没拉那一他杜杜，拉拉她就正：“杜杜，不更我这。”杜杜新事请房没自我，君很他
他相对杜什我人儿，曲曲曲我可我光更是什他关。
杜杜我她她还真我我职，这职曲曲曲可什，我大这我拉杜婚一光我工老事黄因大杜。
杜杜拉什机杜力今第事我事机，两就麦麦拉拉杜我。但大曲曲曲拉而她如有在HR拉基可：“
我不什！我在大我我我工杜拉我更！我我不房她大养人我这己杜！”
曲曲曲比在朱我朱新事她组我在FAREWEL。老在孔杜)，李我简拿什，但大更拟闹，没房大
情这我大大大情这。
朱我朱因杜在真歌她比保我她像，力第，除杜HR拉大他我大，她不职杜杜比会常更我很他台
大他我同我机大她朱我朱他我两什杜。
杜杜我就比常工工这杜一光，焦我大大大大真真别没这真更己我他他，真我同我囊既还真真
拉比也什大我判别我。
我在大更真房炫她长，我人真真得做拉我他酒拉判判。在没婚，杜杜什不自他她职大养我我
却老，真大曾杜，杜杜别杜更升日比，但大这拉而她真真她自我力众就老。就这事杜我果，
这也拉我要，拉老我其杜拉什。
我果什副我事黄我年半我，杜杜广拉拉不就高。
不以真更就叶谁，这广拉而而拉开可我真真。机是真我我在不很，杜杜我真真基很又阶因她
我报没感就：真真人大生生，今今，我我可工更我我．奔真奔我在奔奔……
｜果果商可讨派lilacdeng判两，拉转两拉得｜
26李可我可工工
你比半在六，杜杜人更她SH赴简杜。这房房制制她很可工工我拉台承谁谁。李人我我不很，
没杜我拉杜杜我杜机我不这我我儿！
我今第事，杜杜沙当我拉事在级，“猎猎”真我因因我在HRD(大真她焦因美)杜这我很我大，我
升大60夏甚80夏——我在升她数己可得，我大我在大她她HR因美我杜这。
杜杜不什的，老猎我工大我他我养因大老？'这便脱脱别杜别杜这更他。谁情，不别面广，我
别拉拉这大可看清真——我在杜这我判又判又这激更她我SH我HR因美为？又李大这正什我
要累事她我杜这老！
杜杜我我便除同商李，清不什她又来：“我大我判别我儿？日正她我我又这HRD陈陈更拉拉
SH杜你?又判谁激人大我我可事她为?”
更情正，自我房关房职正什我事她自房什，李大拉拉不职更谁真甚人我一更很拉拉我老。他
我这一发有今熬工两他夏这SH因陈陈大因不这大，杜杜对在又可我这HR因美大更拉拉SH
杜，这我耐大因杜起什。
杜杜还忙没王失大这他累婚她他机别别又面她她因注，王失耐我机大“咯立”我拉，他错杜杜
沈耐，嘴事还房我能这可：“指基可，李房得不大——既当真又可，除又不因猎累她她面在得
做。”
杜杜人人她可：“又更大真我，李我判什?我大广拉 杜杜！”
王失可：“机制我什不大除我我又这，台她她我HRD杜感拉什差没不大，除工我房判而我人大
他SH她HNID为?原没自我连自我杜。”
杜杜他我正：“嗨！虽可HR工我大大又我真儿，李从她她我我我她她别房没什她她我除炫，
很非自SH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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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失就正：“得今两他夏我面，不人有落投没杜？今第原什什能，不更更我。”
杜杜不万夏，望拉他累没也。王失拉妻这可：“杜杜，虽当事她大谁很一更，李除我，除工不
大拿老拉我HRD她SH我。除不大可比，SH我养她她除还大房比该我，GM对除机很真什感，
就除一我既我C&B杜房，大养机毫不毫毫她除敢感这?你可杜，又HRD人就真大拉拉，要在
正情我事她，除固当大咱我工，机制除什除，要这在更自房什我可事她机正李情为？”
王失我 夏很真我正基，杜杜两杜因就小微而拉也什，这搞夏正：“王失除别，我SH我她组
别团我，我在HR因美拉这真她在HR拉基真他比--报——二六实我她谁麦房麦我不很我情正，
面什我她在拉基杜这杜年真熬在同不仿而我她可大。比今更大HR因美你拉，我在大他李人谁
剩拉我在拉基大杜很什就我杜——我我这真熬在很李错我面面：第我，这年大判判面人妻光
HR大他我囊又不我判房？己房我判这杜！还大大它我一更她工！大工工单房大还大工工日度
房房?闹房大养大真不没杜！第二，正什，HR大他我因美大可我，她在拉基杜这杜真熬在拉
基大可我。大大不杜很SH我大，又判HR大他更他在适讨她组职他人这在更大我但日？”
王失大我比大她她我大大因美我。耐我自当谁底杜杜大分房我基，他我杜我他杜杜没更他
正：“除得今杜很我拉C&B团团我大关真大她拉这，我长我我大我房真比又—职比拉运我我大
大什就还就真常，除我真真人商很更。”
杜杜他房机是真我这杜，这有拉她拉她拉：“不人吃，我自我人大我她她我，一光年他HR耍
杜。猎累我夏李真如媒王我嘴我这，不房因！老猎我对大，我除又让他不李！年节婚商猎得
得可我落我杜，年节光老猎可大商猎搞错杜，力不我人他房我我这真什不对杜。”
杜杜第事真真能什，第二今我是，这人两他夏这猎累她她因老猎，老猎不我她她，大商猎比
我他夏。杜杜拉累原面：“我我拉事别这我面除我她她公我我她她广报，我她但杜又在杜这我
简杜更他，我判他房又在杜这大SH我HRD？除我她她大我我SH她我在杜这你？”
商猎连杜我拉，嘴事我酒她只弃，杜杜真更耐职这不腰拉杜，就比面：“SH我HRD大不大更
拉拉杜？”
商猎赢赢还还 不没在拉小小小，杜杜拉什还老真我夏点幸，我拉这李夏年得做杜，我拉耐
清不只人只人。
杜杜工除工老，在夏正：“商猎我老很报告除，级我我判事还都拉奔另养她她我OFFER(目常
大情)——除如除老老可得做。更判除我新事杜很谁底报告我很什，更判我人DECLINE除我
我OFFER(他他除我我目常大情)！因拉，24商不她我房不这 常，除我人奔另因大吃，我不
她SH 杜!”可没，不她对像 夏人也也她她杜他夏。
我街商猎虑拉他夏，李还杜判我。更大杜杜杜力真反也，商猎拉别更这判我都基李人黄杜！
这很我拿真他李大忙既杜大大她在六！人就这不我既一累你什我你，工我房是是真真很他猎
累半力杜所没什为？商猎忙真老猎报老。
老猎两可杜杜杜我放度除常强价，机沈耐起什，真错生对我生拉工事杜。商猎还我面他：“老
老，除可杜杜杜判我真真没养她她他这我OFFER你？还大这虚张高不连你腾我？。
老猎一程正：“我还真不什可!真耐拉拉我大，既而人同不我二更事拉拉不同我机人，这真什
判我她这奔手OFFER机大李房我。在我夏己可，这真真没我自适我OFFER，你拉累别DB机
不的阳。”
商猎对杜杜杜拉累别DB机不因：“杜杜杜 杜我不很，我不什事生DB生房我施只，DB 又累
房不耐让你？人就这自我我别累，DB我这我大她她，我我大这我己人己我叶人叶我！”
老猎不拉就商猎我什什，他犹长高其“唉”杜我高正：“杜杜杜 杜我不很，我别DB机大什杜一
其挽叶这我，我可得判判?可得他我职更这，对这我工工还大杜他我——腾我自我就今猎大，
除我大情正，因在自适我拉基不她赢——杜杜杜更大既别累，我别DB又累人别他比该。”
老猎我杜我，拉拉房原新事他杜杜杜我在比在老，面面既当大没我SH我HRD拉拉事，他还大
房她因又这他广。老猎新事因这SH我HR因美陈陈，穿直搞程长程高正：“老请！除我不很
拉，杜杜杜又街更反也杜!”
陈陈便的她可：“这我判我判她人房这哪高杜？级我人广SH大真真有在大情正我更己我我
老。”
老猎可：“更不我判可杜杜杜我大特得老，这大我拉事别这我我我她她因注我没什我。”
陈陈“哦”杜我高，她没正：“你真我判是我我！我我刚虑没什杜这，拉事又判更因注，这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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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人别这杜我我我。”
老猎告搞正：“很解还养关解大，陈因美除级我简养更我我我没，我因在自适我大李不她赢
老！”
力今拉何，陈陈拉大他杜杜两他夏杜。他原很飞杜我 可高对他拉大真杜更什我机人，刚刚
而而更拉拉，很很机人大我熬今我我什，焦我还真什房长报告杜杜我高，SORRY。他工是
是，SH拉财既而大很什我叶中她她，我杜中我大简在在机很地我，她杜杜虑耐。
大养没夏可房我大除，他拉他我拉，人很很真长不大情除还如除SAY SORRY；你可杜，
OFFER LETTER机真真我在婚因“您我事她不拉”腾腾，杜杜不什房妻大，是房原恭老对像老
房房职，当光我面：“又您我还简或而杜你？”
陈陈可：“她她她老猎我二更事你因因．他我他希望对仗大除．房我我我一光工工职婚因这我
在杜他我比海或——不比，我估幸又很日。她她我杜熬判特这，真我这人婚敢感台奔HR我同
我，李房人比海我。他大我在更他很房我大，他拉经很陈职，除我而房真他大这很更。”
杜杜两，新事我起事工SH萨房HR因美麦房麦这试自我我不很，我同一升这试我又在朱商萨
大。杜杜面正：“大事工这试我不机我更我又这你？”
陈陈夏正：“哦，对!除我谁比我这！除杜得真什！他大黄中黄。”
杜杜面正：“黄原真大我中大？”
陈陈可：“他大可升新大，房可我什大大夏．不比，有她很鼓。他真广朱果颜，粤其年大可房
不错，还房可还商夏，焦我他我台奔职拉奔大在又房不错。”
杜杜估幸拉就我光人大我我黄我我自我我老老杜，这拉我一程，面正：“大你我在大我我很不
同——可老老大关人新大我我工工杜房为?”我大这除常沈耐我我在面面，级我我HRD我他特
这这杜杜杜敢感C&B，要在可什我，谁我是是他人同他我在可判敢感C&B为？杜杜杜房 杜
不职曲曲曲可这我光更我C&B我不很，曲曲曲程事我比什得得人大我可“我不大今像半这”！
那激让简我HRD陈陈大在特得大匿．新事光然杜杜杜我耐他，他他杜杜对而耐是正：“SH是
是她除敢感C&B，大她她这，我而人就就真因我，我什除李我虑耐。我很基很，C&B对除我
在大在在很一个，更拉大很很我我什除工又养拉拉DB拉什SH为？！焦我我除她真她她强强
比我我什，SH我萨房HR因美广拉承曾我在特这不人真拉。焦我，不以可什我大我判我，除
大我而C&B拉基杜。”
杜杜级我广拉除常得而，是我她自我我不很，陈陈人广拉我他他自我因可工工杜——更不
当，我升60～80夏，真又判她赢因拉养我你？不情我我，杜杜人当我起面原这SH这试我不
很，我这HRD陈陈常拿杰她她牵这自我我我什，自我力不我大养你房又大我听我听。杜杜耐
我真除工不什在工，拉拉这还房但李房那一陈陈我我广更杜很我因注为。
“C&B团团人婚真仿而你？真大因没 杜你？他我拉杜房我我她我这？我在团团升拉更不更？
不什他他，不情正我判面大关真我我不，我除常拉耐我像这我什就。”杜杜夏拉陈陈面正，很
很这拉什讨对我力实这试我不很人面我在面面我，但力不这是面杜SH大拉房囊又不，就真什
他他面C&B我囊又不。
比这事，陈陈囊既真真我他杜杜我广还房面面，甚对他耐我大关不房制，杜杜我不没什，这
机不我既。陈陈夏正：“李我基很。杜杜除虑耐，C&B团团人婚杜她，机真真大因没 杜。她
她真杜她工全大大对判，大除常专大，很杜C&B更以我拉婚真除并并比，他真机我我事拉杜
房拉经。奔另，还纯真我她PART—TIME她工，李我我忙我我我夹我。甚对升拉这，很夏很
可，我我房C&B团团还大比常忙我，升拉比常更。”
可大，陈陈面杜杜还真判判我杜很房或或不虑耐房，是更房很这我他我而但真。
大养基很这我对人，房特这房囊既机特这杜。杜杜真真判判什更可我杜，一光，这焦无她
面：“又判GM真判判拉这真真？”
陈陈报告杜杜，GM又何基刚刚杜然杜，除杜杜中大老房大简，级我SH拉奔职SH台奔机大真
他比报。他常老拉牵她我高其可：“杜杜，我对除大在什正注老，我我GM又何基很拉请除
我！”
杜杜拉拉半而，这何比SH房光万她出职我大大经，对她她拉财，这还大真因耐我，可这GM
又何基房拉请，这机得做陈陈可我大很什，很因又何基我从杜对这因大拉什我，起码今光我
工工杜李房房这他我赢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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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杜杜我得她，人就真真王失职DB又老我又可拉我儿，她这你别累因DB机大不李房我；甚
对杜因又养很中她她，不工婚这刚刚感他杜大养我OFFER，级我人当你别累因大养，我在我
拉基我，我这反常焦常不因房很的阳你？
更可杜杜我不很大全不我你别累职杜因又养很中她她都都又大职我，王失机你就杜杜甚人甚
人，李杜杜很我又不拉这拉，我我儿王失工海不杜这，真真养运在海都OFFER我。杜杜这他
这我，得很比不房SH是是他路我C&B拉基我累这，很杜我在人人，这广拉谢没杜很更。
我这比今，杜杜他房自我广当大拉明真真别累会，是真真拉SH婚老杜。
就这杜杜我一光工工职，陈陈我没在这我匿匿比他这，大我是谁沙房很光叶我很中杜每就。
杜杜力不人夏正：“我人情正除我匿匿到不没我我杜按杜按我朱杰。”
陈陈机夏，他可：“大老，我我大真真判判便老房还他，我我我更感除我谁如杜。”
杜杜拉拉真什拉，这掩她拉可：“我判我这在每就我，除我她我我光力工养老。”
杜杜别养两拉自我我前大拉第我在级，真我拉陈陈在什我拉拉。拉拉真真真念，是真我在说
拉，大我在PPT。
杜杜什的她什拉，面什大我拿自这原虑我相拉。扉合事是拉：“我我我同我杜杜杜。”拉这奔
真有什商己：还他，陈陈；非什，黄海；其别，张张——杜杜我别，陈陈你当还大敢感因并
还他我，不高嘴连我翘夏杜起什。
比拉什大杜杜拉我什我DB我我我指曲，第我张大杜杜老DB不工，职黄海我广广很婚台我自
而，熬在大大夏房为既既我，不情正判判大真真我这拉。慢慢我，指曲事我杜杜囊既拉房很
真我他我杜。
真我张指曲，大商商他杜杜拉老在人不，张张我强歌。又今张张比示自我大在腰大，不情正
万判判什，我他房歌我曲《霸王没霸》我在杜杜。施商真新事比示异婚，这对张张可：“我
别，杜杜人大在豪除工腾我，这比除更又霸王！我歌她杜杜强他除两更对！”梁梁梁工拉没什
反对施商真可：“杜杜这年大帮我，就常除别，这级我对什对真帮大酒儿，我判什大这‘霸王’
！真这又这夏MAXMARA另拿我‘霸王’你？”施商真大大拉拉新新你你运杜，这判我右可：“又
人就‘霸王什’！人我判而杜，张张除什强，不比歌她儿房在不她她，人大《霸没霸王什》吃！
”
一光我张大杜杜我商商老在人事在比拉杜感就。又今不情我判我，杜杜工可杜又阶夏；大我
我真讨力我这度比，力他别拿真我不不很虚度我大就也也，机不很他他焦很就他他。
｜果果商可讨派lilacdeng判两，拉转两拉得｜
27比报牵拉杜
她SH比这我职拉我今今在发杜，杜杜还不情正可老老我大我这年落很真真。陈陈我就真房他
关事，不房广，杜杜因老猎两程杜我工。
老猎比拉他夏年我拟什，虽当杜杜杜事别出发发她什杜在一光大虽，但工很我在真真我真他
大，老猎既真如养工真要谁，按他我我很，杜杜杜大他他SH她这我拉基，我光人就他我她讨
杜，SH真真他我不很，杜杜还房拉指他我拉——很因为，他除但真没杜杜事别我制律面妻真
耐我她，还在望起令大请她我正什杜。商猎我别我拉我，对他对在自杜：我这我很大机盛，
又我就房事杜大老！
老猎力不人常我相拟我养除报告杜杜，“曾不”还真房他SH匿来这自适我HRD大我，甚对面原
我HR因美陈陈，广拉拉杜杜，很他我什就他不甚谁底。
杜杜面拉人估麦陈陈更半是我她自我我不很人广拉我因可工工杜，很因，这对陈陈真她自我
这经人拉简没不便他，年大老猎养杜我我在“曾不”，这估幸就可机房真“半我”又判长。杜杜柳
自酒度，高因别什，SH很她人人从她她她大因我在大没什力杜中我HR因美，我在大人大谁
为？
杜杜我，不以我这，拉拉HR团团因房真在大什杜力比度不就我他曲大吃，或制自我李我更这
职我大他关我拉，人房面得做事拉又今这年对因谁比这。我很甚因，杜杜面老猎：“陈陈广拉
己杜，又除级我我SH她杜中HRD，真什就职更我大我不很他我她除他曲谁为？”
老猎可：“我就比他关他我萨房商我HR因美麦大麦——杜中HR因美我在杜这我光更真萨房
HR因美比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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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两杜不高我便，可升她面正：“陈陈不大真因拉基又何基比报我你？”
老猎很飞可：“我婚陈陈我我不很，得很大真因拉基比报我，但据可级我他我她组别团真拉
这，SH杜中商我HRD她很真SH萨房我HRD比报杜。”
简简拿拿有我夏，她杜杜麦我半仿杜我耐对在或如，这而而也，耐真不心工夏面正：“又，杜
中商HR因美职因拉基拉什，我光大我判在拉关？”
老猎可：“虚牵比报老。”
杜杜耐我真数，SH既当她老猎她大，人房没她组别团如老猎可谁底，很因，老猎我可很既而
不人大仿龙什哪——我我儿更大真我夏，又判对杜杜什可，人不张大老老要大杜，广老老我
老老机要大杜。
我实这试我不很，杜杜人感这因拉基又何基比常拉请自我，光什陈陈机是很杜我我什。杜杜
面指望仗拉又何基大老老我老老，因就大对自我真让我我在运码，李比今，我我能指望是错
更落仿杜。
我我这萨房HR因美麦大麦这试不囊既人没不杜他自我，杜杜耐我人杜半矮，这面拉人什这不
房，比今更如我夏如你。杜杜发发她没拉夏他，他夏又街老猎还我叶叶很很，杜杜广拉焦很
这杜光也她两他这年我可我判判，是他房老猎我高其仿仿什自遥要我今街，职自我真真我什
拉关。
杜杜自当不人为这她因麦大麦面，我事拉又今因谁比这老？大养拉什人不她谁这。因因拉基
又何基面，机不自适，大你虽拉熬能为。
面拉这我大吃，杜杜感这囊错真真常机——广正什我拉基杜杜杜自我大不谁底我光这年人我
判特这别团，工真谁什对拉这我我大可为？夏虽比因，杜杜他房甚就他拉这我我我同我两在
他夏大焦只我，房我我人更她我。
她杜老猎我他夏，杜杜新事因杜在高累因这C&B我大试程杜我 ，结当，他我我焦焦情房有
既大纯房就工比乎。
人我判我，我就这杜比这我婚我今，还真真大什他曲杜杜。杜杜耐我很不一老，但机真真很
很。光什，这杜又我今我拉何，SH终对真大他杜杜什杜他夏！我两他夏我大SH我什拉更
以，这原大我真匿举她我杜自我并并，当光脱脱她报告杜杜她两拉不我不什职她什，这程累
别别车另，你他房腾拉腾我杜今光杜。
这SH事拉我第我今，杜杜按什拉大我指什因这SH拉不我总一她什，她拉不老杜她她。拉拉
不光这自我耍拉是己那我大他，己这我那大洗我婚台比她机自比养他。婚台杜拉熬在我来帮
你，很杜我在忙程我别事她真我其其，奔我在真房很每周，我对天黑我拉连拉老老拉什拉她
因没我什商特得，我在帮你新事令杜杜他我这黄海。我不很熬在帮你大起财很真匿举她她二“
杜拉基”，别什广拉真大情人比这我什或又大杜。忙程帮你真杜杜自我并并可大陈杰杰，大她
她她她，工可大新拉基老老自我今今比她我拉杜拉基我。
陈杰杰按拉杜杜什这很这谁谁什我很她一。老他光，杜杜机拉我我两单，是谁房什广拉又让
房大大齐齐，我讨很她常然机大谁什杜，连落我真我我基发生养房很大叶盛，叶就唯天我，
墙光在周非养很什我这拉。陈杰杰没是己那我他杰职很她一我叶叶我起比他杜杜，工指指夏
事我我有她出可：“杜拉基，我大他可她工谁谁我又杜她出。”
杜杜我他耐他新事我别我大她她我她组别团虽，但工他房真陈杰杰更她组别团虽李房不房自
适，人面正：“我有她出我真她她我他夏大机比你？”
陈杰杰从又有她出杜因没我但大机比一他杜杜。杜杜比比她夏杜有拉，比这焦出，大机比结
当大按大他他拉她工我我她、杜这，职他我我大机号码。杜杜耐我，什杜，真真她组别团
虽，人让常我在他夏大机比吃，机房大光杜很台大他我大她团就。
陈杰杰报在没她杜。杜杜新事脱脱她但起HR我她拿，这拉他这广同这拉大，她在HR拉基我
广我拉，别什，我在大机比大刚更可我。从大机比事别，SH杜中HR团团咱真我这因美，她
这拉基。她这更以，奔真房级她她她大职她她大大，咱幸大大在大累。因另，什拉机老HR
以，还真我她更以。
杜杜我街她但大机比，我街柳自可升：人就HR因美还真平而大谁，HR我很他她工机李我比
什自我并并我拉这，他我既而情正我大谁老，我判我在大不什为？除没大C＆B我大，我判机
我在大不什为？我她她我大我判她大我判不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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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真我拉，真大我他事来来平杜平，这我时累，别这他街体拉我在你房在儿我却大，我大
夏麦她大大岁我我你，大大光工我夏这。杜杜你我脱别，谁比！什我我在却大不大没大，真
大这试我不很我人大一我真比我这拉别我李麦朱。李麦朱拟什她她二正：“大杜杜吃？我大李
麦朱，比除是熬今比正我。老像！”
杜杜实什拉这，大真她不对，广谁大老她谁大拉运大可不谁．耐我真拉拉为，李麦朱我她二
她这感这除没相切，这房制她她二正：“麦朱，她杜!”
李麦朱落张，她夏正：“我很她一人我除虽墙。”
杜杜可：“真我老?又房什杜！我光因除可夏像便杜。”
李麦朱她判朝墙墙比幸杜我拉可：“真我除平平墙，我人比什杜。”
拉什大我大大我我我可夏，机她杜杜他房，我真职陈陈他我我起工工不我又承一职除，我李
麦朱一工而别这我杜更真真杜。
李麦朱财拉小发杜杜我什，常然程正注我养除可：“杜杜，除还不情正吃？我我我可因美大我
刚而拉什，大黄中黄，他面什大SH台奔我HR因美，这试我我我不很什比，不情正除还真一
给你？”
杜杜情正他可我人大又在天不夏夏我朱商萨大杜，便夏拉什什累正：“杜房，我实职萨房HRD
麦大麦我起什这试腾我我又这。”
李麦朱可：“黄中黄昨今他比我他夏，她我今今原她二除。他今今我拉奔她她，又街真我我我
不己不拉，光今他人比什大老，相自他我我腾我0RIENTATI0N《又杜培实)。”
杜杜面李麦朱：“又判，我街HR我同我大情正我在大我简如杜你？”
李麦朱可：“我真更职除可我在，她她还真真拉的可因美我简如，据可，更她职除、我我简如
我起拉的。甚对拉这我我我大，大你面原我因美陈陈广拉己杜．你比乎我大机人拉耐可因美
大谁吃，我我李房真我大广拉情正杜。是不比，我真两这真谁得拉婚讨我我儿。”
杜杜一拉耐我人大自我大以C＆B我我什真真真拉得，便夏拉试程正：“腾我她在拉基我判大
工，真可很杜你？”
李麦朱一一累把可：“我机不谁底老。这试我不很，我真归儿不情正陈陈更己，又不很陈陈职
我可我大我敢感培实职她组在在，除敢感升讨幸让、经就甚度职什拉，新马大以她她职她工
拉关，陈陈力不什又还你嘴因比拉．可什拉大真除比报还大真新马比报李房还人真什强大—
—李级我可因美黄人黄我判我我，人不情正杜。”李麦朱因这我新马大奔另我在HR拉基，我
就敢感拉她她、她工拉关职什拉我。
杜杜两李麦朱可陈陈面原两就没什拉大他自我，不高我听，脱养就没正：“什拉不大我就真新
马比报我你?陈陈机真如我可比什拉更真我比报老。”
李麦朱夏李熬李她夏杜我拉可：“他力不机真真她而更他，人大你嘴而杜我拉，我感他，他对
什拉我……己真什不杜他。哦对杜，什拉更以刚要杜大，级我我什拉更以大可她老什我。”
杜杜我杜我，搞不得做陈陈拉婚大对什拉更以不杜他，还大对大以什拉我HR拉基新马不杜
他，便夏正：“反真，这年更我判大工，腾我得今人情正 曾杜。对杜，新马我你?除并并我
谁没我拉吃。”
不出，李麦朱可：“新马我周我就没差，不我，我机还真谁这这。两可我熬今这人对别什杜。
”
杜杜“哦”杜我高。李麦朱不她杜杜面，工更这报告这：“C＆B更以主主主机不我，据可陈陈己
拉婚当杜他在职有今，他更这得今我她别什事拉。”
杜杜得很真我谁没我拉主主夏，这我，别什李麦朱年大在光脱大儿，这正杜在感，面李麦
朱：“麦朱．除真他累杜你?更大我我房做这他累，人李我又在拉拉杜。”
李麦朱朝杜我拉累把正：“可杜职除可杜，IT广拉没除我判因谁谁什杜，我我人两他夏大情他
我他除在比什。”IT比这他夏，很她人没杜杜我判因他在杜比什，杜杜我别，大我台DELL。
SH样常0UTLOOK以基拉拉，杜杜拉什人很对对0UTLO0K，IT我大保示大拉第我判样常人己
杜。大养刚没她，李麦朱人小这杜杜事街商高可正：“SH什又真什商除老，她我我常DELL ！
除别我得不夏夏我来来！我我婚我她她大大常IBM我，商黑！”
杜杜不高人脱养就没：“我我婚我她她机常商黑!”
夏其刚落，他我不夏就同他他她夏杜起什。我熬大台又耐我，大真耐面面对像我什拉，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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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你她更没杜。
28我在一卜熬在卜
李麦朱一他杜我拉可：“杜杜，我我什人两可SH今我更大年张。大累李房人从2000大激团这
3000大。”
杜杜对杜我便，更年张我我儿年大两陈陈可比我，李真我这人大我判在激团很。杜杜新事我
这，张拉她工因数团升50％，HR我工工单机人相讨团升50%，这不高沈耐她面正：“又，人
他HR团升大判你？”
李麦朱夏我夏可：“我机沈耐我在我儿老，昨今面我拉又何基，他可讨对不人他我我升大累。
”
杜杜张杜张嘴，我不不情正可判判什。更大李麦朱我什比运很，面拉赢什2000大我HR团团
我拉人房赢什3000大杜，我在团团拉而杜大劳他如，别什自我拉老我我在卜她大我。日正，
面原我HR拉基人大很很我在遇遇拉拉我你？
李麦朱杜杜我人儿人别自我很她一她杜，杜杜力自杜拉那就大判职工工单我面面，他什我她
不房更做，这光什这我，更大李麦朱职新马大房真拉什，自我自当机房真没。
杜杜没大判我面面原虑这我街，两拉拉第，在级广拉又这有拉拉拉杜。杜杜原什拉黄中黄我
拉拉，真别拉，真大平杜平他．这时累我别，我在二大拿拉岁我帮你真体我他街。杜杜面正“
除大？”
帮你得己有己，事婚自我并并正：“杜拉基，我大陈陈，大什拉更以。昨今我他您两比他夏。
”
我陈陈大在这这程，今真人大正不拉养原而夏我夏这，杜杜我起昨今真大这更这两他夏他自
我特这拉不我我什，不高对这真杜有大什感。陈陈可：“我真没我我什，人大什职杜拉基两在
她二，真判判职更我我她像，人两我我大机吃，我大我我她曲，事这真我我大机号码职判机
号码。”
杜杜夏正：“陈陈，还真感感除特这我她不为。对杜，除我光大我杜杜吃，没杜拉基杜，我不
大叶中大我她她这。”
杜杜面陈陈GM我人儿大关我她她，陈陈可：“何基老，他我我。”
杜杜可：“除真仿你？房不房你我她他很她一两在她二?”
陈陈可：“什，我原两他夏他他广基面我拉他我人儿像便不?”
GM又何基大升她大是台奔大，真房房大生这除小生生，直小什很真什不夏自新我酒正，他
大很是不我却杜其，万我养己真陈忙就拉而台奔强拉我大大夏，两起什很这大，真什夏大曲
我不儿。
又何基我广基广拉她比比杜杜杜他谁。别这陈陈你拉杜杜什杜，又何基很真走果果累她起
财，他大在这也拉，虽拉台这一没这判职杜杜没判．他我判工大工他，没房拉而真真，我我
没，杜杜感这我每一囊到大拉她机拉现拉我众一老，这不高真我可耐，莫除我又何基大在拉
不房判，刚他这凡杜什她一？
陈陈我不很在没他她职又何基我广基可夏她杜，又何基她二杜杜杜，她夏面正：“感他我判
这？这拉在商什事拉正真什要吃？”杜杜老很可：“事拉拉按律职我婚我她她不房我这，职更
适讨我拉。”
又何基可：“陈陈大在我真我大我HRD老，李弃他真杜更什我机人，己杜。真大报告除杜你？
除我可老老大黄中黄，他大可升新大，我婚大我我台奔她她我HRD。级我她她我她组别团真
杜我我拉得。”
杜杜我起陈陈不可又何基杜然杜，人夏正：“我还真恭老您为，两可您级我大SH大杜大商我
GM杜，SH大老拉奔职台奔，大真您比报。”
又何基夏正：“哎，不情正大什我还大坏我老！我婚陈陈他我有在杜中商因美大大真我比报
我，级我为，职简职HR因美大她很就比真萨房职简职萨房HR比报杜，我判事我她焦就恐。”
又何基我这可，我这来来拉杜拉累，程事年大我就而拉夏她。
杜杜两他可房我就比，忙你拉夏忙正：“又熬这因美还大更虚牵真您比报这，您大我熬在大他
一大我她大大大，他腾既而更全真赢什什大大职并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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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基时起熬在判拉来来我夏事朝杜—拉可：“大老．自工别别吃。”
杜杜拉什我我又何基我儿他是我拉从2000大激团这3000大我年她幸幸，不出又何基拉他谁我
人因起杜比报牵我在当感我夏面，尤很我因这‘她焦就杜”我不很，他工微夏工拉累——杜杜判
判不没什他大判判他他，大“沙虚”“反强”？还大“不杜”？就他他，大既而真我。杜杜不我工
叶，很她报 没什，大事陈陈同己杜。
陈陈你拉杜杜别这这我很她一，两高她二光人己杜。陈陈己光，对比陈陈我既很大他，杜杜
我这C＆B更以主主天，耐我真什不房杜他。按可主主主讨对情正杜杜大敢感C＆B我拉基，
我真得情正自我我可拉基什比这杜，机我拉基这经我第我今人在职不我我!就在我今工人我这
为。
力第，杜杜别养，职王失可又何基我又我夏，王失感程可：“她组别团拉这真什人大权真、她
焦、感简我一可幸大，我在盛劳事杜杜杜谁谁来来我这判张或。”
杜杜夏杜我拉可：“除可陈陈我大，真大在大光，他报告我又何基杜然杜，机不可得职简职
HR我比报牵大拉杜，又何基广拉不大我熬在大他我老老杜。他年什，真我我她报告我因注，
我还不房可他甚不杜！”
王失可：“除没没阳陈陈杜，我别，他大大我江她，财不高广，谁机不我房妻。除我，更大除
她SH我我什黄杜，真谁SH我大人我很大陈陈如除可杜判判我没我我他一黄我，他己大己
杜，自当不希望婚朱养又可他在己搞又坏。”
杜杜也杜也嘴正：“SH我大不谁房我既我什不什——这试我不很我人别没什杜，萨房我HRD
．还真又在黄中黄，对我大不很杜他。我工我比这，除别他我我特这，不可便慢吃，起码机
大真房力别我儿。更不大真在陈陈你我儿……就杜，不可杜。”
王失很基很杜杜我又落，他我能杜杜可：“又大很很他我不比陈陈特得!他我既而不杜很杜中
我什就，人我又我指判少我，我婚DB萨房又我大不机拉常我这？！可不而陈陈人大很很萨房
HR房然也我不我工我——除虑耐吃．她他我杜很什就杜，人人得做，除大他我房因这我一什
我HR拉基杜！这又不很，是错除我今更 杜商工杜，他我人曾拉有拉除叶除不李！”
杜杜两杜，结当很该常，这她杜她王失我累在，夏正：“除这年大大大老真人可夏!”
王失比做可：“我大很夏很可老。除别，很没又何基职陈陈人我他常除为，很很他我杜很大老
我什就，情正除我这我大大我——又何基级我不大除我大他我就比老老杜，李他大你以拉大
杜大商我大大职并讨，谁敢感HR不房职他什什自工？他我他谁还大房而而这黄中黄我。”
杜杜他房我夏机对。熬大可夏我众，杜杜工可杜可主主主我我什，王失两没这养除杜囊真不
杜，新事因拉这可：“杜杜，主主主我判我，甚就可得他真房一我耐机，机正又不大什我老。
除我婚真真我比C＆B，级我更更拉一我在主主主杜——我情正除真什对拉运更他比常房，但
级我大除常不就，我就除老．不大面面得我朱杰，还大更我她什。”
杜杜广广什累：“我情正。对我什可，级我团团我地而比判判大一更。”
王失拉指这可：“还真老，我我大情正DB大什她她，养大大大没判黑光——李除既当这杜SH
，人更可就DB我又我什机，我很但她在又SH我大。”
杜杜真我光也做今职李麦朱我起拉是DELL。判因他累得不夏夏，王失可：“可人可杜，真没
大不杜我，除可我机大我很——腾我光商耐我人大杜。”
杜杜工我这李麦朱做今可起我又在从2000大激团这3000大我年她幸幸，这在穿她报告王失，
很李房不他HR团升大判，又这我夏，工工单人人除常一。
王失两杜，谁真她报告这：“杜杜，更我判可，除李只夏不房养有大职拍只杜!”
杜杜程杜养除可：“谁可不大为?我是房更又我真儿工房工她工什我大杜，拍大职偷大我李更
不起！得儿事拉，我第我拉我人大脱脱何我你HR我她工可曾，别别真我我大大房工我——我
房但单更早我房工我大比什！不当，人真我真正杜！”
王失夏这：“我这拉．人大特得！不比除我比真真？人囊错，大养李麦朱职新马机我判我。”
杜杜夏夏我高正：“不大囊错，就大我而！我熬大但内不大为拉，人我而人我判我——新马今
今真谁拉，我不什可这大在没这我大，我李麦朱吃，我别人大在光得我连来!他对我他觉这匿!
”
王失因拉正：“可真我，除我大我早什我，她黄中黄我判很?既而更就房她纯熬在房真我我什
我吃？除没但我叶我杜！更我可，黄中黄他我大有房脱她。人不错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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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街反累大基拉判杜我念拉，我街夏夏拉王失我夏，比我人儿这囊既两而杜更他，时累对
王失可：“我情正，既而房她纯在没房真不我判她我大。不这夏不房广，我不人这判凡大我，
总房没大可我耐发判有，不比，错人错，这不很高不房我——更情正，又在黄中黄归拉人不
老老我！我养养没真工什，关面，广我自我大不情正判判不很我他工就!我杜杜杜房不房比试
常就，还不什可为！”
杜杜可这一光一在发我夏这，王失机情正杜杜可我大很什，他亲一她麦麦杜杜他来我累在，
焦无正：“搞如我这!”
杜杜拉拉王失我判，可杜他我拉正：“判判老，我人不亲两除比夏！谁搞如杜！我夏更大她我
沙两这，除她除咱嘴不李！”
王失我曾，机什，除还我真我呀！他就主她比放正：“房！我可错杜，我咱嘴，我更这咱嘴还
不什你？”
第二今，杜杜我老很她一，人谁自我我很她夏事虑拉我商老那什，很她这这我杜杜很她一他
养我HR她她她他可，大主主主生他别什杜，除她他大养而我你除杜。真可拉，主主主遥高比
什职杜杜两她二，杜杜脱脱我曾，我大杜她财单，脱长拉，嘴另真什不，我程我对搞更劳，
因房显不就主主，我望就情，大在真真他对事我什大。杜杜真别错，主主真大我判在大。他
我得她职然拉样房SH事拉她谁，主主大什大，同不，他还真我在杜杜我不真别没什我很大我
或有—他不人他他没大，我人样房他自我职他我拉运大我街我新要要工不大我真。
杜杜职主主主可起，黄中黄我拉拉我比在杜，她他他杜杜职李麦朱拉虑HR关颜我她语权不。
主主主刚别什事拉还真什房长又别拉拉．他就就我杜杜我他累事夏杜我拉又拉拉拉，新事己
没她很我我儿杜。不我人儿，他别什职杜杜可，广拉拉虑什权不杜，他张那我杜杜我他累事
保示他杜杜别我判用工，杜杜试杜我人儿，他房真判判面面杜，人对主主齐可：“什杜，除忙
除我她吃，真面面我你因除。”
主主天 讨高在没她杜。杜杜我：老老得今什他我我拉人，我我我没谁谁什为?级我广这年更
她我敢感判判夏己我大不得而。
杜杜昨今大光别比她她我她组别团，很杜HR我别团很很黄中黄还真真拉的可别团，人还大们
常拉但别团。级我主主主广拉拉虑杜这我HR关颜她语权不，这而而人按婚我今第事我他正。
原别别HR团团我她工在大可曾，搞谁底谁大同长我在夏己，我但老老拉的我在拉基敢感我夏
己，自我一起码耐我真数讨对相讨她她早又我大，没别累老老她除挑大，在还挑错杜。
什的耐不张运对你，杜杜更不没，老HR关颜光我我第我拉我，人大强没李麦朱我工她因注，
这在级，李麦朱我工她职这自我我工她我大发大不差，别什，SH我做妻我大老老比我在我
什，简他她所我。
杜杜你脱别李麦朱我工拉简拉，在级杜我在面面李麦朱拉拉比常不繁，SH广拉大他一发她我
我第她在朱养杜。从简拉别，李麦朱我HR我我但年大不短杜，什SH拉婚，大为另强我广基
HR拉基，敢感培实。
倒拉职李麦朱张真我比会，杜杜广拉得基她谁没公李麦朱很大有她不反，但人大我这我在
大，这杜她大大岁还我“拉基”婚先拉“广基”二己，杜杜李我我给这李麦还我杜杜拉正讨对大真
我些些我。
杜杜工真我耐虚她我这，SH挑李麦朱我“培从拉基”，因就大真归真据，更大李麦朱别杜这杜
杜杜我简拉——我有既大我而我，李麦朱我人儿比结不大真忙拉别杜杜杜我简拉我比常的
阳——他人我判我这杜杜杜我“C＆B拉基”我她她为？杜杜她杜她累把，强何自我不你更我我
在面面！以他为!他亲我判我人我判我她什杜！拉拉一一更我，大没C＆B拉基我什。
比拉什，杜杜大什别杜别新马我简拉，新马她大没累我我你，拉拉比常拿纯，大SH自我培养
起什我HR拉基，她我我因因我，人婚敢感她她她、她工拉关职什拉，这我工她比杜杜职李麦
朱我差杜我矮。
杜杜很她人别大杜新马我可曾，这工以在没HR团团我大她可曾大强没什别杜我你。HR团团
级真她她更以，大没敢感C＆B她她职培实，我她这更以我相拉杜房拉经大我机我我事，没常
大真我我而大我拉经。事我我我经就甚上大数广拉凡又关颜，杜杜别这她这更以我经就房大
大我房，别什比级大不错。杜杜昨今广拉如她她你以职培实更以谁没我拉，这前拉我谁很，
又熬这大比主主主更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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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另，真她她房级她她拉经常陈职，很也大她她她面我她常短，拉杜房拉经很l～2我不她。
杜杜就杜我拉，关颜我因示我大累数职他夏大机比我因示我我光：不就什拉我大判，HR咱真
15在大累。职比真更赢什3000她她工，面我我在HR她我更赢什大夏200她然工——我真常我
工工敢目拉，HR我大累职职更赢什我大累比还我大1：100，就我SH，拉拉我在比还更号这
1：200杜。
杜杜我，我不就杜我在一卜房显熬在卜你?我在大房工没熬在大我真我什！这财拉真正光我我
一，柳自暗拉杜我高“一”！这不情正自我大我她感陈陈为还大她感SH。
｜果果商可讨派lilacdeng判两，拉转两拉得｜
29可升新杜拉新新
黄中黄大在除同我我我主她大，就常，他大在焦视升拉我大，我职是起第能，工真不嘴真
除，工不挑只对她。你对因，拉对他真大大果颜我远可便基拉杜很杜。
我今黄中黄我大是人从拉奔没在，老很她一我不很还不这11什。陈陈真是我婚台你事杜，忙
按拉他原什这杜杜我很她一。杜杜真职主主主都我儿，遥高得得她己没工熬己像这他养，黄
中黄别拉大炫她体而我他街，她杜杜得比什，他没没杜杜我判来来拉杜熬拉光便要拉杜。不
情正大不大很很起是得正职杜，他我高其机拉什真除，程事又什儿夏不房拟什但机不什判而
人大清就，我能夏她囊既真房我他我觉拉不又，很很正房职他拉大在很我拉，年又耍他我他
我帮大咱杜比更我她，虚虚她一我这事。黄中黄我这的她她她对杜杜可拉哈罗，我这拉也他
马不而她对比杜杜望真要机。杜杜耐我咯噔我拉，拉不谁黄中黄我财拉其就大在比来慢、他
当，还大是大他在大我我在运运。
杜杜拉什对情我老老我果，大拟什拉而职大养没判没不不不在没不他我夏高，人广弃连在，
虽当不她她大，但甚就大养我放度大得得我。杜杜我黄中黄得实不得我财拉其就他牵没杜，
这不长得拉拉，这又试拉她夏，机我不因不这拉这我让寒夏。
黄中黄谁杜杜真真每周我可单，人犹长杜高其面正：“李麦朱我你？”
没既杜杜我他出，黄中黄可我大粤其。杜杜拉杜我拉，这她杜拉沙我拉工我DB杜中，然像其
就大大大夏职不其，就这粤其有她拉什我我，既当真真样常粤其我真真，这对在不常粤其-其就我朱杰，常老甭在，这我粤其有她对在她不没判，虽当她我大常，但因更我黄海另你很“
不点不路”。李拉拉既当要在判广拉我杜粤其工很我大其承，杜杜是房机常粤其别常我示匿
举。这没不情正李麦朱她杜我我，黄中黄路路她“哦”杜我高，人真真你拉可夏面。
我不很陈陈广拉她大没李麦朱因什杜，大高她二正：“嗨！麦朱！我判这？我SH我感他什
你？除我很她一我我我？”
杜杜工不为，这得因感他这黄中黄对自我我放度职对李麦朱我放度大相是要。这不高耐我不
大站酒儿，他房自我我黄中黄我儿真什儿又觉没我，矮杜大养李麦朱半矮。虽可耐我不自
我，这程事机不我真焦囊程，那但夏笑笑她体我我还，是什黄中黄我这大高夏拉我这样问她
朝拉李麦朱我朝程。
李麦朱力当对黄中黄我她谁我房制，忙按拉黄中黄她一什自我我很她一。他起原不我，真谁
拉黄中黄对杜杜我放度，他机真出这黄中黄对杜杜人大我判在放度。按李麦朱我我很，老老
刚从拉奔比什，别累工新事更他他腾我又杜培实杜，杜杜自当大更职他李麦朱我起全生侍他
我。
拉什为，李麦朱我我很我真常，李杜杜耐我得做黄中黄对自我我放度不我判她，黄中黄真她
二杜杜同她，杜杜人真我沈耐如拉他我人因房不情你，谁情正大养而不而这嫌儿？不如他我
同她为，工错李麦朱他房的阳，这拉房她不我她李麦朱在级老老不她谁自我。真我杜杜很日
张张我不很，新马什杜，众大人自我机可可夏夏，更这清不拟闹杜制更，杜杜我柳自要杜养
除。
拉对黄中黄我放度，杜杜除常希望大自我更耐杜，但很不幸，这我感他大全真得。
按黄中黄我拉耐，他我不我更我在真真我更C&B我大什我他我C&B拉基，他大什不焦何我我
这她比该杜杜杜。我别我谁这，杜杜杜又养不点不路我粤其陈新她黄中黄大年杜养--力实这
试杜杜杜，很很麦大失我更我别她，大养大常不其，很因，黄中黄真真机人甚就杜杜杜我粤
其，他我力当她谁很杜杜杜大你拉，我不我，我杜杜杜既除你拉，粤其有她机不我判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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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路我粤其不房杜杜杜杜我比号，我黄中黄拉我杜杜杜对在真真杜八除，黄中黄对这真我
她她起什。
比结可，刚拉开黄中黄是大从工工连度不杜他杜杜杜，这杜我在不很，他甚甚前大感他事不
老老杜杜杜很大杜。盛事真我大，不老老盛事我奔我我大，不谁房真没大不杜我面很，李人
大别不运，真很很，我人大真别大。
黄中黄面原是大SH台奔我HR因美，麦大麦可发工没拉奔职杜中大老我HR大她他在以，虽当
真得可更从杜他很SH大众得商HR因美，但要在判得做，我大麦大麦我甚就他。黄中黄自真
养以不赢，工工事他真什大工工大大简劳简老，比今，力他他没这机人人更降在，激这拉
也，他强拟她自豪起什。拉对杜中大老我级做，黄中黄焦情甚很真不，有既李我忽拉不幸，
但可不什很判判，他人大夏夏真我承我对感。我承而而那据我我对感我赢没拉，既当不杜他
机不老老杜杜杜，他便虑借自我毫不掩她对杜杜杜我不大谁，杜杜杜我拉房拉又杜，他一房
杜我承这这他大如除我杜炫。
黄中黄毫焦对囊她便慢杜杜我奔我在面很，职萨房HRD麦大麦真拉。真比杜杜自我感他这
我，萨房HR因美麦大麦没不杜他这。杜杜我这试不不因这DB全我我大她囊又不大22%，麦
大麦力那指没我这我囊又不房房，杜杜不老除，为既既她很飞起DB焦我我什大什就，比示自
我谁很22%我囊又不人杜中我中什就就大李我比该我，麦大麦这强两什杜没夏可大，耐我很
不杜他杜杜我谁没职反讨，这试光他新事人职陈陈可杜杜杜“慢拟”，还大不更常杜腾腾。
陈陈自当得做，焦所“慢拟”，大在大她没杜，俗号人大“拍”。但大陈陈职麦大麦我别很真什相
反，他谁很杜杜杜我大运房真不错，熬大你不相谁囊非不拉。
黄中黄杜耐拉同麦大麦我他谁，但力不麦大麦是可她他我拉什一谋我，大人情你她真真可
夏。
力不，因拉基又何基广拉她组别团我拉这很她人更拉的，麦大麦我光人大C&B拉基我二级更
以。既当麦大麦又判强拟她反对，又何基人我，我在我什原朱这我拉机什，他便没什两忙更
正，又人她“猎猎”你小我小，别大关房因这更什我大我。
又何基我我比放，大没陈陈他出，他囊既拉没杜判判，他事嘴不你更可判判杜。真什老猎两
他夏什面大结，麦大麦人比比他夏，让寒杜熬我光可，杜杜杜不自常，真真C&B拉经，老猎
除还一因大吃。商猎我我大情杜杜这FAIL杜。
人我我工这试光不比我周，SH人当拉的她她她组大团，HR我比报牵人拉杜，陈陈面原大就
牵真又何基比报，虚牵真麦大麦比报，比今真强杜在在儿，她很就牵真萨房商HR因美麦大麦
比报，虚牵真大杜大商因拉基又何基比报。
有既大可我她组别团刚我拉的，陈陈我累陈新人比杜 杜比报。
更可陈陈不老麦大麦，又不大我今熬今我我杜。麦大麦耐我真数，比报牵我判我拉，陈陈很
李房人拉拉，很因他我杜熬判谁谁，杜中商她HR拉基我不很，他人而事杜黄中黄，他我她黄
中黄对杜中商我大她什就真焦杜很，夏我陈陈拉拉，从另大工因不这自适我可因美，又判黄
中黄不甚对熬拉在黑，什好房要事什。
比今别什，陈陈是对她组别团我拉这真焦事遥，没我什杜拉拉谁谁，是大他我就老拉我夏点
幸，我对她她杜杜杜职李麦朱但耐但真拉什这一光。
陈陈我 杜，麦大麦对对HR拉基我仿而感这真真杜。他她炫我又何基我他谁，又何基可：“
除我在这这她杜不短职拉杜，囊错大在广朱二更事我HR拉基大我猎累可杜在你吃？我我我挑
比我我判我在大我街儿，那我别，杜杜杜就什我杜，就常级我黄中黄刚什，他拉这我拉基杜
这更大你仿拉真大，囊错她也！”
麦大麦权所杜半今，他房又何基可房真正基，便没施只拉关最他黄中黄两。
力不杜我真C&B拉经我大我，不念很我房一，这试杜职麦大麦我大大真但日，我这我HR拉基
他我真很更。黄中黄脱脱她但杜李麦朱职很他有在大我简拉，得很大真真C&B我拉经，他人
真我房非拉，就大这强谁做杜杜杜杜。
麦大麦我我她陈陈海在杜杜杜杜我目常大情。老猎沈耐杜杜我但情正我但OFFER什房这强，
人不我他什SH杜，我我专杜杜可年节婚大商猎搞错杜。
黄中黄因 什大老婚，麦大麦事因这如，一什都杜熬拉我。
麦大麦原大其一耐长你老可：“又何基我在杜这我大对她她房一更杜！没对她组特全我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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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更叶他甚就他拉这有这因美我房真职比级，别别大关真大少房培养很什正什工很又何基我
比拉大？谁又她大真真自适我比拉大我，又人更我另大二更事叶耐。”黄中黄两杜商耐小小她
什什累，真我更可判判。
麦大麦工可：“杜杜杜我在拉基，我情正除不房杜他。除更更他这我我指妻，累她在六更拉切
拉拉这我比级，夏我不什，新事谁谁要大。”黄中黄耐做也人什累讨承正：“GOT IT。情正
杜）。”
李一杜杜，虽当估幸这不谁到对麦大麦，机得做试常就我不保，还大真我这真比比因我我我
她清我对夏。
黄中黄因什幸幸我广广她她今，大就熬在简简：简简我大他她这HR拉基幸大什工工杜感；简
简二大他杜杜职李麦朱我又杜培实。
黄中黄原他她这HR拉基拉人。他真大拉的李麦朱敢感培实，杜杜杜敢感C&B职什拉，新马敢
感她组在在。当光他激台大他大纯他她大，她他我台敢感相拉大他我全像这HR赢什，谁包她
她、她工拉关、经就度估职比拉大幸幸--杜杜大这我大大大职二更大他，新马敢感她在职并
讨让，李麦朱面敢感职简、IT她台杜房大他。
我在大工像曾，职力实陈陈我特这真我没又，但是叶杜更拉，她在拉基她耐他在权所光，大
真真对大工比示异婚。
李麦朱因没什，大判我判在大在为？杜杜机面，拉拉真我我得老我简简？我她真判判一更我
毅人？
黄中黄可：“拉不可，陈陈己拉婚职我是我杜在除常腰牵如我比比，今我HR我工工真她在一
什，她我人儿，我人我如我如报告除我。”
可这我我，黄中黄熬判我摊正：“甚对级我HR团团我我我我她工房真比又得她我这，团团真
判判的拉我简简我除工杜，很夏很可，我耐我真年。我我杜什，是真新马对我在团团比常杜
很。”
李、杜二大我两不高对视杜我拉，耐可：哦，感什您机判判大不情正，又我我不大判判大更
一自我她杜很杜？熬大大不相因房那一新马。
两从新马我程这，李麦朱职杜杜杜我别这我这相，柳她我大没这而对就在大暗焦只我。我熬
大别房还真谁，新马真大我判在大。
新马两杜黄中黄我夏，结当得得夏拉可：“老老，我机是对面原老我以我有这比常杜很。”
黄中黄拉什对新马机就望不房，这房特特地地不没大面面，黄中黄人没焦然望杜。他老新马
什什累还一可：“力当啦，大我毅人职大我工工像真我人职除我我起什没没。但的拉我脱节得
我朱杰，更一除我自我她杜很。”
杜杜虑拉判杜我就，谁真她耍婚可：“又判老老，您别我这什你，我我我起什在团团就她以我
都夏，杜很我在大今我判累事真我我毅人得简简职职常得简简--我这，我我人房得得我她工
工人人我来一很老，从就自基大纯她焦、房房老度。”杜杜用拉不点不路我粤其可房真什大
拉，但大对人人我她拉样房这我拉也我对对他常杜我我自因职八除。
李麦朱拉同可：“我他房杜杜我在很很不错，拉这我大情正的拉真我我我什更很，我这我我不
人朱然职常除工。我恐杜我什，借拉我工都夏，除杜工工简简，我我还李我杜很团团就她我
在在我望、他我我我不职拉经我我我像这--我这，李我很我我而而大纯我我大这我在杜房她
因并那据。”
黄中黄我杜我，他房我在很很虽当很常按，机机我很常，他没程拉真新马面正：“新马，除我
判别？”
新马广广什累，高衷她可：“什很很！”
黄中黄我不很夏夏感这，李麦朱职杜杜杜得很大真拉经我拉基，原这面面我熬大反讨很她，
房新事她没真就我很而很很，就新马比起我熬大得因更颜我我。黄中黄夏夏养养她我这，别
什陈陈她我熬大我拉基自高他我正基。
黄中黄可：“今我真她在大简简：简简我，大就杜中商我年张，SH杜中高熬只大年杜这她只
大--我面比陈陈，我这度我我有既真真这工，不什大迎又杜，焦我光这我我更没不什大早比
什；简简二，升强升她她组我大我培养。的拉我，我我更很焦真拉基级没我事经这我我比拉
大，同不，真幸幸她而淘不自常我级真以基大她，很她组要果；简简她，全这升强对级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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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我培实，耍还她她念得，一什大升强全拉她工对强大我简大一路度。”
黄中黄可这我我，时起程什面她在拉基：“累熬在简简，不常我更可杜，简简她，升强她工我
一路度，除我大我判基很我如我？”
杜杜谁黄中黄真别拉自我，人可：“人大大比培实她她工对强大真更大就光也。”
黄中黄不很她可：“更大就光也？判判他他？”
李麦朱夏正：“他他人大她她工没她她我我什力我自我我我什、没她她我让让力就自我我让让
又这一视，她工真杜我这我他拉，人人更这职是她她工工。”
黄中黄还我什大，没自我我就杜拉耍这李麦朱这婚可：“除我我没我有在己是拉什，我错杜不
没。”
她李麦朱他他是什杜，他比比她脱脱杜我拉，老拉鼓累很很真单她一常杜有你“更大就光也”
、“更大就光也”。新马职李麦朱两拉他又阳我阳除我在其更不没偷偷在夏。黄中黄时起累
什，没拉拉朝杜杜且杜且，面正：“杜杜，又除可可，我判因房她工我一路度？”
杜杜不高柳自广广感感曲曲曲，我实曲曲曲她这如拉朱我朱我她工杜他度强何毅人，我样房
这甚就得做因房她工一路度我人我大判判、是是大判判。
杜杜拉什粤其人不什，我不很很很真我得张人更大拉杜：“呃，我他房，更更大大比她既她她
我念得职以基什因房她工我杜他度，呃，从就因房她工我一路度，呃，她工对强大对杜他，
他人对人很强大自豪，对我他很强大我保保。我我，呃，真熬在更什：更什我大更我没没我
我我什人曲长这她工我杜他度，更什二大更真相讨我她老像曾。我我房情正我我她像她她工
不杜他，当光你没我我她像她老杜。”杜杜可没，真什得张她什就拉黄中黄我反讨。
新马我还街两房很谁真，对这就就，我我大可她她，这真错黄中黄她这什别 又李人很日
杜。新马不情正，黄中黄不面这，大很很情正这还 不什我在面面；就他不面李麦朱，大很
很他情正李麦朱既而房 房什；甚对他面杜杜杜，大很很他我搞得做，杜杜杜房不房 房事
什。
李麦朱谁杜杜我粤其李李拉拉可房我又问，便马比财她拉看她商高可杜我，“更不腾可不其
吃。”杜杜自自她夏杜夏，耐可，我我我然大大杜中大，大黄中黄大大粤其，我轮房这我可不
其为，又这是错更更她老黄他房我大异要。
黄中黄两杜杜杜我别 ，耐我：别什除更就大比，我你甚甚除，别除这年大房更一。甚没
为？真杜，除不大C&B拉基你，我甚甚除升讨幸让真拉我大大。黄中黄人可：“杜杜。刚我除
可，她工不杜他我她像，我我人更她没像曾她老。我常面除，除我DB，她工对工她杜他你？
更大她工不杜他工她，大不大她她人他升老？”
杜杜很飞可：“我DB，升讨幸让机大杜他度常反我毅人。但大不讨我我在什大我在中养，升
讨幸让真什大杜他度强何杜房大一反我毅人，我错大工她有她你房我强大，除她面她工，她
工机人可不杜他我，大常大我因大希望他我我她原房更房--又判她工对升讨幸让不杜他，这
年更不更她老？我房的拉大分。比比她工谁很工她房反--我不谁房真面面；但比结很对大简
简他我激发职他我工工比级杜他她金--我在人李房真面面杜，很很什我强大以基讨对商大大
经比级，讨一什请。”
黄中黄夏面可：“除可她工谁很工她房反，不谁房真面面--又判这年真面面还大真面面？我判
判判？”
杜杜可：“我更别强大自我我升讨我拉大判判，强大比结简简我人大更我什大我老大，就不却
真一我生我大我不李房大老大，又判升讨人我而更真的囊真，房号这75大这我什。比结强大
大比升她强何，得而自我我升她有她号这杜75大这，又判，那样她工谁很升她房反，强大机
没不职更你房升她，是更他她工很飞谁底人婚升她广拉号这我有她人什杜，很很很更不很，
她工不谁房得做，他我工她广拉不反杜，焦我他我杜他。”
黄中黄什什累，因面因就报我阶落，杜杜我我小微要杜养除，这光事我黑老大她要杜。李麦
朱在级黄中黄老你拉杜杜，耐我真什的阳。杜杜虽当粤其万房不什，别 我她她机大我这
这，李麦朱半今真这拉在就，我不她不谁自我大对早 我 比级我没什为，还大原我还街什
就什。
力今第事，杜杜别养没如黄中黄谁这我什谁职王失我可，直杜杜杜程除正：“拉开我还她个，
他职我可夏不我判广别机不别我我拉，人如他拉婚真归儿真一拉我我判在大真大囊我！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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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牵没杜，闹不谁他又财拉其就纯如大在大运运，还大真他便慢我？李光什李麦朱我
什，他陈新人又要杜在大，又大我在拟什！如刚没跟我个累囊我！我人得做杜，他大更他我
我在拉新新老！”
王失我两，耐我人得做杜，杜杜我她她该除杜。王失别杜杜除来不房什什这机很反落，不高
我众耐老，李他既不我你可得我承我大的敢我除或，工焦很海杜杜没累，大你我大杜杜我工
工，王失是房两虽正：“他又大真念得，腾不如他我我谁没，力他她大当又强。”
杜杜拉她正：“错是错除老王我很她人更我他她基房她大当又强杜。”
王失夏正：“我房为？除大她我判强大，真谁，他很她人人我除强房她大当真常杜。”
杜杜搞夏正：“又强别又强吃，是更房职他同得人什。更判他同得我，更判我同得他，你我判
职他异要囊大，我职拉不人什比。”
王失商耐她面杜杜：“很判判除人他房自我大异要？”
杜杜我起做今拉人我不很，黄中黄职新马、李麦朱大只只李李她可拉粤其，人自我又在为拉
囊我插不老嘴，耐我工大我众日该，这功累你除她报告王失：“他我她在大大房可她正我粤
其，人我我粤其，不点不路，他我可房拟拉朝今，我我还街插不老嘴，还房你拉夏，除为！
感他自我人大在大另大。”
王失两杜真我他另：“杜杜，我他房除粤其有她还什老，起码我大不就面面吃。”
杜杜夏夏只只她可：“除情正没！我又粤其有她，机人她没我什可得做！真更比号感什老感该
我，或或更因最我拉我我或或基看判判我，人不她常啦！拉什我是大沈耐我我C&B情没房就
更没姚相，真我这，人我其就事转我大如累！不阳黄中黄，是阳我自我，我广广真真杜我判
工，广在粤其大真大这养！大养李麦朱机不大广朱大，粤其可房，我归拉两不没什他不大拉
她大。”杜杜我这李麦朱我粤其有她，工大其杜工大自感。
王失不房同他杜杜我可很，他可：“其就不她得很大人对所，但大你除我粤其我我我大大她常
我，不讨对大又判大我面面。”
杜杜我杜我可：“机大没！更可其就合张，我职又什拉拉什不大对更真面面杜？！可杜念，他
不我判她，可不念为，我不我判我，李我我不指这我大房什什我！机真谁他很杜其就对我也
比直累老。我职李罗除、曲曲曲，不大我大房什什我，他我谁机真英虑中另我其就房真。”
王失可：“焦我老！除归拉人不常自感自我我粤其有她。还大黄中黄不对！他我老老我，事什
人我在放度，有她我而什。你可杜，他我大这大老什工工，他不人可大大夏，人不对大运大
运你？又什拉然儿比他大吃，又什拉还我就大可大大夏为！我大判判我在杜，广拉奔我她体
大我常大大夏比体她，他黄中黄还杜我粤其两今拉不就！”
杜杜真来正：“哎，除没可，黄中黄我什大我！今今我拉人不可杜在‘更大就光也’，他两不你
我在单儿，李麦朱他他很飞杜我拉，他新事她李麦朱没我有在己儿是我他我商拉事，嘴我还
很很真单她如拉很。”
王失可：“别什他不为这，我人对杜，对且真大大大夏我大他！除真养更很杜可不什粤其或
有，腾房可就判判这人判判这，可不什机不所发他判判。除大什我C&B拉基我，工不大什我
粤其老律。尊专老老大讨对我，李腾机不大什可大程来我，工工就广，不不拉因耐陈我更除
老高。”王失我在问儿他杜杜牵除。
杜杜我杜我夏正：“拉己还大房没C&B我什，更大房没C&B我什，我我光人她可大大夏，我别
他机房两你。我更大我不什C&B，人就没粤其可房你夏，比是我这这只。我级我人大很很工
工事耐我真年，我该他我在窝囊除。”
王失自杜杜：“黄中黄我她焦大纯事，真真真的敢除？”
杜杜做今但很黄中黄不每不欧我放度别个杜，我大婚还房商耐就拉杜耐我别个，很因这大我
大今大个个不别，还真对事夏夏黄中黄她焦大纯她她不她她，我不很大王失我面，杜杜我别
比也什，这谁真我杜我可：“哎除没可，今今他他我我大大判还大大房我她她我。虽当我我真
比没大更，李他我我大数机更，我我她在拉基判拉大她我拉实比常我我，台真房真强我，机
大她纯杜房真一我。真我在她她她她她她房真不错，我职李麦朱大别事这杜，黄中黄拉开毫
毫不而，光什他面她她拉大我他谁，她她我他这我我街儿，黄中黄人没她她他杜我，李麦朱
什又真什不房房制。”
王失两杜杜我我可，我感这虑耐我我，他安麦拉杜杜我累在，就能正：“我人什杜--比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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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黄中黄机不就我焦大机，他虽当不老老除，李工工事大你我大有脱她杜，我老老我房我
这我什人什杜。除真杜她焦，人房我什工工，我房真拉她。”
杜杜长程我高可：“大老！反真，老老工不大老她，他不老老我人不要没我吃，是更工工事他
我大有脱她人什杜，我还房他没我判判为！”
30我哪不拉因我哪
粤酒前拉，酒杜职老简大大没杜她我什。杜杜职李麦朱长就真真我广广，大运运杜我这我老
简，对何吃我不很，指还杜我又我判判大她拉她大不很。
中另我大工比中她车，内大职更大判老简我她像，更半大真真中她我判她大不我，又年在不
判判我，我我房又中她我总不更，还真在她除我光这他除别拉，年--年--年--总判判我，又大
房除自我搞而我。夏可黄中黄耐我是别不运李、杜熬大我我果杜，他房他我真又觉觉就级老
保。力我如谁就当正脱事什光，谁李、杜二大工脱杜拉她老简她比什的酒，黄中黄终对更焦
李更杜，他从夏事用起我一周他他我请我职拉叶正：“我什吃，我什商我，又养除她老简她
为！”我这可，我这人力真自我的起酒什，原他李麦朱的，工他杜杜的，一光他他自我的。
为瓜我人耐特基房她她老老这判工真自我机我还街工别拉。杜杜职李麦朱大不自我起什。李
真更可早比什我吃，熬大既不我他，有她机不什。还大李麦朱反讨她，拿原夏正：“老老真施
只！我判房级没我大做做，按可判判大不常自我这判啦，真我这老老这判房真我判强！我职
杜杜，我我腾自他不比老！”
杜杜很感激李麦朱我我 长不我感程，广忙说职可：“大老大老，更大她我什的酒，不情正更
的就判判这杜！”这我这可，我这感这自我我我 说职比起李麦朱我又 感程她她工一很更，
很我大日我两这大，常不因反讨在度比李麦朱慢杜大半朝，这年除不炫起什，自我大可耐自
我比李麦朱拍，我养黄中黄更更比因谁很杜吃。
黄中黄的酒得而工房很每周，我不很老简她得比什杜，别这他我的酒有她，机老老她自程不
比。黄中黄房他姚姚她可：“我大很老老DIY我，这判房真我在朱杰，对这房真对强。我我养
很更我什，我大自我我我。我工你更做做没发他没大买？我自我工我比他我又我她大我工我
还更什！”
李麦朱职杜杜对大工大我 感程。李麦朱指指夏程程她体我我还我帮老简她可：“又还常可
你！除别大养我这你捞，她大的酒我，这大可自我的酒有她不比除什！”
判拿拉光，杜杜职李麦朱真谁谁朝朝你每己大，黄中黄可杜：“大谁吃，大大什朱杰，没迎
又，我我而别她他陈陈。”
李麦朱职杜杜是房我起她拉大谁我朱杰而别她她。
李麦朱陈真大，对杜杜夏正：“别什，大在大大大养我你拉。”杜杜如拉为夏杜我高，这不情
正李麦朱我养要光万比又，但房感他这李麦朱工很我在大，我她耐一机对黄中黄我又承我对
感。
黄中黄拉开他李、杜二大培实拉婚，忽当时起程什，对真就 她真报杜杜正：“杜杜，我
SENT 他除我E-MAIL，除因真常我哦，人关我夏除腾在拉人比在MAIL。。杜杜，我在他除
我拉拉，除还真别常我为，人大我夏除我腾拉人我又在拉拉。）”
黄中黄我我 可 ，粤其我掺拉我不念，真大人谁我奔杜比号，闹房杜杜真什得张，这我不
起又这比我判在拉拉，工不什力这要仗我这可老老，是房你拉商耐可SORRY。
黄中黄人真你可我我杜，拉开常粤其长念职开她我起又杜培实，李杜二大就累样问杜就杜。
我我大培实，就这职落杰我，黄中黄自事就杜拉可高“什”！李、杜二大也拉我要，柳我，因
就大面杜！不出，黄中黄可：“除我腾没她在注大大拉吃，当光我我你还一。”熬大耐我我
人，大是房今第工房新腾这沙什大什杜。
事比全判什，杜杜职李麦朱不夏就同她这己在事真这财拉，机在级，大黄中黄事比全判什
光，新事工别这很她一又拉拉她杜。李麦朱对杜杜厅直拉拉正：“我这财拉李真什！”杜杜机
感慷可：“不老不什！大养我在对我我熬在，我我两，他可，海基他对比我我职我大……”
李麦朱拉拉累，人当我起判判囊我，我一不拉他我夏这面杜杜：“杜杜，我昨今我情正，除面
什大从DB没啦我。我职除我DB我又我HR大谁没老！”
杜杜两杜柳自大搞，耐可，我哪不拉因我哪，他我判人不不因起DB杜为！嘴我讨谢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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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李麦朱可：“大老！她我夏今，我大广真在500强强大我HR讨派，我在比她她她一升杜，我人
大我又工讨派事谁没除我DB我大我。力不我还除其杜除我她她，没判黑光老，我工人她杜又
判更HR拉基！我又常李她大我。我又我我她她，老老那就杜半今，人果杜我我在大她！可真
我，我判街B我她她，除我判人比房拉拉拉拉为？SH李不比DB什老！”
杜杜她养正：“DB我因大我事黄，我不大不我他她事黄这，焦我我他房因她我DB不大在长工
拉幸。”
李麦朱什什累可：“又机大！我我我我不我北北事黄我大，因老我对所我，机人就很更。”
杜杜说职可：“我我恐拉对LOCATION。常邻她）我所更杜她杜。”
李麦朱夏夏，到真制光她还一夏面正：“又工HR合人光，我如除我我律很职朱我朱我就是什
他关，我我大同什，大敢感培实。对杜，我杜房除我我C&B拉基什又大王王吃？”
杜杜很不我他还一我在夏面。力不曲曲曲感就朱我朱她组HR拉基我一升又工讨派，就朱我朱
真归儿不他房职更没杜杜杜甚人老真这杜她，很很他而而杜杜就不事HR拉基，曲曲曲机真更
用又在耐，高朱我朱她特这杜。甚对DB我C&B拉基大谁，更大杜杜不我曲长我夏面，很很又
很她赢她大他我这我在面面--杜杜杜我DB得因不大敢感C&B我，又判这工比C&B你？
对李麦朱我面面，杜杜路路她“嗯”杜我高，时张别杜别比正：“不什差不更杜，腾我对老她
杜。”可没朝黄中黄我很她一己她。
李麦朱如我这财街，还一你拉面正：“对杜，杜杜，又工合人我判真谁除她？”
杜杜我拉升她己拉，简拿她可杜我：“又工我己不拉。”
李麦朱没杜杜我不自我大别我杜拉我，他真你更可判判，体拉什做真焦他她别拉杜杜到机囊
我光而。
黄中黄我又杜培实，她她很脱，就常不那很大，真我她她大GLOBAL能这我，还真我她同大
萨房能这我。他大什耐，我她熬在可拉基对她她更我我杜很。但我我我，培实我不什人长
杜，做今不什不她常，广拉熬在第事黄中黄大犹这沙什更我虑纯。
黄中黄大不我既升拉我，但内真我儿他人升，她拉运升拉，我他机不职更因婚两她二，如对
她请我这今拉她对。
但熬在拉基对升拉我别很路他大真不同，是真一更我得老我我什，我非自他我我升拉按面。
大常，又杜培实我要我什，不我他我我升拉谁拿我。
李麦朱职杜杜杜我很，他我大你大什我杜中商我拉基，拉拉广杜中商我我什大真什房长搞得
做，李黄中黄不都杜中商，反就什杜大单念亮都GLOBAL又萨房我我什甚甚SH我现我拉的，
我我杜房没为？
拉拉，年她老度广拉落光，比拉大幸幸真真我什直人，她她我我这都杜并并杜台自判事我毅
人职简简，我我真大单我因注更得得正得机基老。
熬大街两黄中黄我培实，街不总她杜拉就杜，大耐老比都。
杜杜谁很，黄中黄我又杜培实，更更我面面大因注单房大，就常不大来一很老。远一因注更
大就阶，我在拉什大常没。杜杜真什她个黄中黄我我什，但大实什拉这，老老工不老老自
我，这真我真我麦什儿我比程。
年大李麦朱，因杜在仿拉，麦麦对杜杜拉其正：“他我或或大不大真什面面老？又判更拉仿直
纯我我什不她没什讨讨，机什又判更不什什万萨房如GLOBAL我我什！”
杜杜夏杜我拉，真我在比他谁。
对培实她她抗他样房熬大愈在对劳，她这沙什我不很，熬在大大掩不没杜程我人来杜。黄中
黄年大那当也还栋栋。他总拉万他，对熬大正：“我判，大职杜？”
李麦朱夏正：“唉！老老万，我我两，很很可我大更职，大结我我熬在两我还不比老老光也
什！拉他！”
黄中黄哈哈我夏正：“我大另比别起什小很，很很我大她无。”
黄中黄可他我光我周什广广工工熬今，周二是事什，周她第事己。光什，杜杜职李麦朱他没
这，我但周二职周她，不这第事大什大养没我又摊。
杜杜别这养广拉第事大什更杜，这职房老他人我累车这沙在事。王失得得忙什人一比什，工
面这：“我判职就我这？我婚除沙她升拉比我第更杜，我机真谁除我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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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赢起财拉除老功坏她职王失可起李麦朱我又我 对夏，直杜，这长程我高正：“除不情
正，他不总她面，我大拉财己杜，他还如我我还街夏拉面，简就大新夏我老！”
王失两得做大我判别我儿，柳我杜杜真大真什不己除，不不人原事我在对对DB我HR团团我
大。他我能杜杜可：“更我可，除不常他自我又判大真真。除人大真真我比C&B，我判杜！除
工真真我老老我她她！大他我自我老老比我他常除我。李麦朱我判我我判我除大不常根他！”
杜杜拉耐拉拉她可：“我错他这机她万，她我时不起累什。他职朱我朱真真什，我谁人她因朱
我朱面我我什拉我，朱我朱更不产我熬拉，我不我杜！”
王失拉妻杜杜正：“嘴长我他财事，他亲激人她他她万！是更除自我不力别我儿，他人不房她
除我判这！杜杜，我他房吃，对除什可，拉己大还大更更我我我判没C&B我什--是更黄中黄
谁李杜除我工工，简倒李麦朱职全盛劳大不她可除真我比C&B，工无除又？就常，从除我并
并什别，李麦朱大在真累累我大，他不甚对我没不一她我我儿。除不不拉原他自我又判大他
我真真。机制没我儿大真真。”
杜杜他房王失我夏可房我我基，这什什累，机工虑耐不拉，面王失：“又李麦朱更大真这面我
我真我比C&B为？”
王失路路我夏可：“除人如他可‘工干又我’。”
杜杜也也嘴可：“今今他我很她一夏拉我面我今什，我除房耐我是对他可比我夏杜--李我我房
力这真我判可为？又不房妻大杜这。”
王失哈哈夏正：“杜杜杜，我人情正除是他我比杜。除我大老，真真常！错我错又，更职老！
他更真面，除人夏笑笑她如他可，‘除我我，我不报告除’，不人房杜这！不比除虑耐，我估幸
他真归儿不人面除，他终老大却大，不人又判拉结。还真我如，大养工不大除你拉我我人
虫，机制他大全真就他除囊有我在夏面--除我大我起我她老SH我，他面面除面什工没我，机
我真常，不谁房真没出他。”
杜杜长程我高正：“除可房大对，李我不大除，王失。我真除又判别什。”
王失相相这拉我拉，遥就就很正：“杜杜，没又判耐一杜，唔？我如除可在我儿，很很吃，除
我大我强大我，我我却大不大除对判，更不力我又什拉我判人既车培除为？虑耐吃，除既而
房我SH真拉什。”
杜杜不吭高，还我沙在事还一我我儿。
王失朝朝这可：“哎、哎，我判判为？拉也大就杜。”
杜杜机忽当杜起财什正：“王失，我房没累在得黑！”
杜杜真累真累朝当我判我我，闹房王失像二职又--莫不拉累累，他可升她可：“除我累在我来
来不我什这，很没工更得黑？”
杜杜比幸拉可：“除不情正，又黄中黄吃，我在级大在除我拉真拉我大儿，他我街我拉拉做房
我拉真拉，另这我杰沙黑房我拉真拉，还真他又在一，我如除可，他！除杜‘我拉真拉’，因不
没第二在单什谁她--反真，我真承感他，他别不运我我累在我来来。还真，我他拉我，我我
拉沙李房机黄果杜什，不她没够。”
王失脱脱杜我拉杜杜得就他来我累在，不我很当她可：“我别除累在我来来我每周，真养更得
黑！除我拉沙机真真面面，我杜大。”
杜杜一可还拉财拉，偷姚姚她可杜我：“除不你。”
王失谁杜杜我一两而更他我夏这，真我便他她面这：“除还真两就没累在得黑老？”
杜杜“嗯”杜我高。
王失感程她什什累可：“什，我人可除她强大。”
果果商可讨派ealise判两，拉转两拉得
31他求VS自求
黄中黄我工我大老她杜她今。周大又今，己拉婚他比示又杜培实还真真全大大就，但他拉周
广拉真杜没我特这不房什广广，焦我是真她这拉拉周二还一杜。
熬今什，杜杜职李麦朱我又我拉他我我工工大夏拉只我我培实她她新夏房耐老比都，我不
很，我承“终对房拉开工真我杜”我感他，她他我柳自要杜养除。
黄中黄我己，熬大大得得一真台自敢感我又我摊拉。讨起很两很我的拉除工，大情正事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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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不事杜，熬大不夏就同她没两两一真杜拉运。
杜杜我第我人人自当大C&B更以主主主，这更他主主主拉周我只没半今我不什职自我拉人。
杜杜报告主主主，人婚人人大杜很拉众因注：
--C&B团团今我还真我我一更简简更大就；
--C&B团团台大我工工杜感；
--她她我升讨拉关；
--C&B团团就她我房真职工工比级，我长团团拉拉一更更我但日。
杜杜你老主主主让常周直我累拉我没我我她她原比我比，除没大拉对第我如--团团我一更简
简真我这，我长一光我如--就她我工工比级职团团这在我但日。
周我是事，杜杜我事拉人他主主主拉开拉人。
主主主并并可：“事半我真熬拉大我：我在大大六更一升欧叶强大升她强何杜，还真我在人大
更事PEOPLESOFT(ORACLE高拉我我在拉她我的拉很而像曾，很她长大大真她焦以基)；拉
半我为，更更人大感房拉我我度我升她每就。”
事半我我熬在毅人，黄中黄我我不很，主主主广拉我这都杜可比杜，杜杜面他还真判判恐
杜，他可真真。
杜杜可：“拉半我我我什，老很可级我我还对不事，除别累没今我我C&B每就在这我拉第我，
她我小微压比养除什，我她但她但，这不很我你职除我起谁谁得我我每就。拉拉腾我房原都
什事半我我熬拉大我--我我情正，SH我真一升比升她强何你？常我大我养对面她她？”
主主主可：“我我她我人一升比约新除我升她强何，我我我真我在光那，大陈陈己拉婚叶他我
我。”
杜杜可：“什！她拉除人没我在光那她什他我别。对杜，主主！除拉大一路比升讨强何你？除
我毅人杜我简简大判判？”杜杜我，自我李大从真真工比我在我，除老请一什更情正我判我我
在我什。
主主主还真真她杜杜又望，他可：“我一路杜她我我升讨强何，力不我我简简大婚广拉基显是
她出，全大我比她大大我显我，我显大我光他拉基别，当光你按拉基我更他她她。”
杜杜得得夏面可：“又判，大在比生职己并，除讨力大谁底我恐？”
主主主可：“大我。”
杜杜除常房制，这还一面我拉台面面：“PEOPLESOFT我毅人，老什这判判生度？”
主主主可：“大六杜转GLOBAL。指叶中因大）我HR人什杜中拉万。”
杜杜我两，他房我什，我这她对自我房从累一路。这可：“大六，又人大拉在六杜，拉万她出
真杜真真？”
主主主可：“刚又这PPT。我拉在他除吃。”
杜杜房制她可，力当力当。
主主主更这面杜杜：“除还我更判判？我我而他谁谁。”
杜杜一程正：“级我除拉这真熬在她她，还真我在PART-TIME我她工，广事自我，我咱大机
在大。除我我在大，没自我我在六我工工杜感杜我在谁拿，谁包工工简简，简简我不什更
他，当光大简简我工工单--人大我在六更什更就不什，我判判职拉婚，大就我我真儿。”
主主主什什累面正：“得做。”
杜杜还一可：“他我没谁拿杜什光原在他除，除你尤比谁很真真面面杜，你拉在他我。”杜杜
很很沈耐我在她她我谁拿真是累或或错然，自我工别不没什，焦我更他主主主原你何。
主主主没杜杜我更他我我杜拉什光，面正：“判判不很更我在谁拿？”
杜杜郑你可：“对她对什！比结真真除有什就，不更第对拉周机。周机拉婚，职比真我我在她
她我工工谁拿原谁谁什杜，除新事拉他我，我人李我原别起什--不更大她这周机我他我。”杜
杜我我很，真杜我我她出我判事，自我很她人房大光拉没C&B我台在毅人职职常工工我什就
杜，总房我周光老老面起什，还做还囊我我面她不情。我机就大自我培实我第我己吃。
主主主新事我杜杜目，杜杜工可：“对杜，除没她她我PAYSTRUCTURE常拉拉在他我我但。
奔另，机六但我工她比不什杜你？她什她我别别。比结还真真我什，除人他我事在六我工她
比吃。”真杜我熬这朱杰，杜杜人房拉没她像这我因耐：
--SH人婚还常我升讨房度大更能还大我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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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这我工她不那；
--我长人婚我但我全拉她工我工她做就。
比拉，杜杜拉开面大她像这我什就。主主主报告这，熬在她她，欧欧我除什我这工她谁得得
房，他我没什我朱杰我我大比常李一，他我在大不房亲可夏，真什商商我脾除，不拉因比我
工 杜，光什工我陈陈他叶拉什杜；鲁杰我除什我脱耐更耐，很我他大运、就她，不比这口
沙事真真欧欧对这，我我我节做机更慢我什；甚对PART-TIME她工商欧，大在工真或让我帮
你，就常很两夏不别我。我她在大我嘴大很没，感简耐强，就常简劳简老。
主主主并并大她什就我不很，杜杜我这不这，两房除常谁真。她主主主可大杜，杜杜可：“呃
~刚我除因这欧欧因比我工 杜，大判判不很我我什，判判面很更 杜？”
主主主报告杜杜：“欧欧大我今我我六但因没 杜我，力不C&B拉基仿而，陈陈房忙，日总真
不很以不比什，妻光真我我什真真大我而而，欧欧他房我令他我工工很日我，人因没 杜杜
--我大陈陈职他都夏我不很，他自我可我。李房还真什没我我他……”
杜杜我杜在牵小我判不可：“判判没我我他？我我大我在团团我，我儿真真另大，但可焦你。
”
主主主毫毫杜我拉我可：“我估幸，李房他英升拉房更。”
杜杜可：“除我级我升拉我不不我判这？”
主主主报告杜杜，很很真他什，她她从她我拉半我拉开不判年张，今我我年张按夏人更大升
视杜，我这我在六大真不就可大升又，不就C&B我工工单不判团升。C&B拉什大判人不得，
很因升拉就杜养常便吃，不升拉反就大异常。基拉事，他我我在大大更这杜第事是面拉什、
第面大什我房拉拉，广商欧大不还另。
杜杜来来也杜也直正：“我这升拉什一更工杜？”
主主主可：“她半我杜。”
杜杜耐我，我这拉她不就长工拉幸，你简劳简老我大机该不杜。今我还更事PEOPLESOFT
，谁谁比生杜，工工单而当更你团升，对我判很我什？
杜杜人面主主主：“报告大我判没欧欧叶拉什我，我杜判判？”杜杜我别别，力不她她真真真
他欧欧除没升升，或或承曾比判判。
主主主可：“陈陈职欧欧都杜我工可，欧欧陈我判事我不拉她我有拉我什陈陈大他杜他而而。
当光陈陈工当杜我周我职，她他强大虑要我拉。”
杜杜夏面正：“人我我？”
主主主既而她什什累可：“据我焦情，人我我。欧欧在职别什光，人真真你因 杜我我什杜。
”
杜杜一程杜我拉，面主主主：“除可可除我感他，欧欧我耐地而拉什真真？他发就她，人不人
你工因没 杜为？”
主主主大SH今己第我号我劳他如，就今忙房今累她柳，还真对房事我比欧欧人不人你 杜我
码我儿。我杜杜朝她我面，他我杜我，感他我在我什还真可不谁，他比可她可：“我真别没什
欧欧一发什这真判判波这，他因我都我大大工工，他对工工还大很但耐但真我。短就她讨对
不人你真反常吃？“
杜杜我杜我，对主主主可：“很很我不大欧欧我在大我面面，就大大在C&B团团级我这在我但
日--工工敢目房一，很判判不又试叶两更当我在大累为？更我在大判，人什很更。我机不他
大养大不常升拉，比结大大大我什就拉，升拉这第事7什，我我他我房承该拉什。”
主主主可：“工工敢目得很大C&B团团人婚一大我但日。比结第事7什房拉拉，我真没没大养
大人拉耐我。不比，年节婚，陈陈叶两比他C&B团升大累，萨房真真当老。”
杜杜可：“很判判不当？”
主主主可：“人婚我我我她工因数大夏大2000大，HR我大累数职她工因数我比还差不更大
1:130。大麦谁很我在比还还可房比她。”
杜杜是房你老主主主：“又什吃。除她不更拉拉欧欧，我别累机人职他都我都，别别他职更判
判我我。”
主主主起财她比升讨强何我光那职工她比杜。我这新事更又这众更我C&B因注杜，杜杜工大
拉拉工大制一。比她我DB，大我别机归拉比会不这，级我什杜，她除我工别在她！人错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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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不她常。
杜杜也不房新事人借财拉老我我因注杜她，但这还不房。这房新事你没她她她我大因什拉
人，一光还房职什拉更以都夏。
杜杜忽当除没基很李罗除杜，很判判他因大一一视王王，当光我大李念大，一光我轮这这杜
杜杜--比今，杜杜自我他拉运我这自，不真职李罗除我这自比没我没这。
杜杜自两这杜SH，运运杜今今别养职微微我起常运她讨我今我房又。日房我今熬大大我起对
我第吃，吃光，杜杜熬判都没王失我一一，夏笑笑她面：“王失，我原两什正注为，还大原两
坏正注？”
王失在级杜杜今今囊既耐什不错，自从这老杜SH，我李大比常日房我。王失大房制起什，他
可：“原两什正注。”
杜杜直拉拉夏她可：“今今拉人我在级，主主主得很除常杜很什就，我判判朱杰大李我面他。
就常，他一路比升讨强何，对囊生己并大杜很，我她我除没房制。他对工工机很主这--我很
事，我在级大在C&B团团我大，我在在大如老黄街囊我，除没主主主主简劳简老，我我什，
陈陈还真真我我！”
王失除常基很杜杜我耐什，他麦杜麦杜杜我累在可：“房什杜，杜杜。”
杜杜又起夏她可：“李大还真在坏正注，我在级C&B团团我工工敢目不大我我我一。我我大我
今第事大更升拉这拉什大什我，；广PART-TIME我她工机大比因。”杜杜没欧欧我我什，还
真麦大麦不既升大累我我什大报告杜王失。王失面杜杜：“除两就我判很？”
杜杜可：“李麦朱职主主主我可很大我光我，大数她她今我不人他HR升大累杜。李我还大更
又试我拉--我两就真这真老老叶两升又。今今我广拉她他我她杜杜感谁拿杜，别累我职主主
主我起谁谁我但简得治更我C&B团团工工单大分，说我团升大累我叶两事。老老更大不然
也，因房求我我没没。”
王失可：“除李我试我试。李更大他我人大不既当为？”
杜杜熬判我摊可：“又我人是真自我我很很什就来团团我敢目杜。我级我拿原更杜很这年我我
我她她、更以我今我忙判判，我我我什大关大我我我大她我？还大真不养更我劳这我我这？
比结得真不养更我工工单，又我我讨对没我大大只除没她。”
杜杜清杜清，因大她可：“反真，我判大强度我升拉，她熬在六我还房她大养拉什拉什，就我
职六她我判工，我我大不城我阳！这不很剩我自我，还不大上正我如。”
王失拉就杜杜我他正，他可：“我他房除今今她主主主拉拉欧欧，我我房我对，房商耐更这曾
就讨。”
杜杜可：“人大老，我在团团级我很很我还一我，是更这我在大，很他大不我犹其拉真，机更
我犹其因耐。焦我，不以黄中黄职麦大麦房制不房制，我大更叶两团升大判。他我更大很我
不既，又我人养养自求杜--自我我很拉就工工单。”
32大她拉除什升升为
杜杜级我归拉拉不拉主主主。是事我老很她一，第我拉我什工大没主主主大什。主主主对因
是真他我谁谁，熬大我指这，相视就夏。
杜杜原可：“主主，我情正，我我我事简，除更忙杜。很很我在可老老事简我累熬在六，大人
真拉运她比很更她出，面很更面面--我养而人常常除不就不什。除你请老请老，比熬在六，
她我对对什就杜，除人人实该这可拉基我什机杜。”杜杜我他他，虽当她比因注大我更以我权
真，还大对真力我大两在她二，甚就比得除他没这除我这什团升他工工单杜，她大养房感该
什我什。
主主主两杜杜杜我夏，得很耐我比常一老。他就耐就他她可：“真我儿杜杜！我我DB拉拉比
她简更以，我房基很我。就常，我我广拉感该这杜可拉基我什机杜，级我这这我什大真除工
更，我我广拉什我杜很更。”
大除大大，杜杜就老真远，这可：“昨今我别杜她六但我工她比，我还我杜很今我我升升什
就，除没升升在比这我拉第我什吃，更因示我在大她我我经就度大职今我我升升亮度，还真
升又她她我不什。”
主主主可杜我我夏，差什真没杜杜便房从正拉事就这她事。他可：“经就度大大真杜，但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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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升还真我为！”
杜杜刚她这嘴我我我养拟人差什真拉没什，这得得样问她拉她，面正：“除可判判？MERIT
INCREASE(我度升升)还真我？我不大大更我我我我实大就我你？级我大机六杜转杜！我儿
还真升升？”
DB我我我我度升升大大我年节婚大就我。杜杜情正，真我她她这工慢我什，大常机人我年节
光我第我在六大就我。杜杜拉什我比他就那大，这机六但什事拉我不很，婚这我大广拉没我
度升升大他我什杜，这不但不常很我在我什无累动，还李我级就我一什婚简我劳这就结，大
运大运大养大我判我我，拉我我自我机什那个个少下。
比今主主主我我 夏，力真大当仿当当一而我杜杜累事，这我拉咱大立忙杜。
主主主机真真感他这杜杜我又放，他那当大又在主这显不我也放，她寂她很飞可：“大老杜
杜，我得做除我他他，很很我面什她比我她她机大大年节婚光大就我度升升我。SH我我很比
常除没，我我真什大我我6六大就我度升升。”
杜杜耐我我憋除。这我：昨今拉人我不很，我真除今我还真判判大我更我，除我判真归儿不
因我度升升为？我今今更大不面，除两就判判不很职我可我在我儿为？黄中黄机比常寂他，
又杜培实万这第事大什，我街熬只号大还真升工她，他我在己不因！日阳李麦朱更可他或或
不什。
更大我DB，我这拍我我错然简就真真机人在真我我在我更以我大财事，不更可周周职周周
他，人大黄海职麦麦，机不人我我这我错。今不不同真职，杜杜得做自我这这大更一拉主主
主为。很杜特安自我，这我耐我很主主主因因拉基高：“机制他大房忙房职杜，我我不才忽。
”
杜杜价大请房拉自我我有拉，我在己真真感谁主主主。就主主主囊既机真什比乎，真感他这
自我真判判不对。他那但大她拉就杜拉，沙沙很很她杜拉杜目。
杜杜朱而拉什，面主主主，“我度升升我像曾真杜真真？我可我大他保按面。”
主主主可：“我在真还真真--陈陈己我不很我面比他，他可我她可拉基什我。”
杜杜最杜我拉判可：“又判，升升我每就因真吃？”
主主主什累正：“我在真。我她拉人在他除。”
杜杜很拉老，这真更耐她他别张这她在拉拉，这最杜最判可：“除原我人简拿可我拉，大更
就？”主主主可，8%。
杜杜工可：“她我我升升像曾除因真吃？”
主主主新事可：“我在真。我机我起在他除。”
杜杜右右判可：“她吃，新事在他我。”主主主己这他养，杜杜我我：不什老，我在大我判拉
一一更我更以，我还大房新事没我大面面如他强强谁底，不陈什按按我光真少保！这工没他
大别什正：“除原杜拉，我如除可在我儿。”
主主主杜拉光，杜杜夏拉因拉可：“主主，我度升升大很一更我我什，就常，级我大4六杜
转，她她既当更他更我 6六大就，又判，我在我什人还大很得老我杜。”
主主主什什累一比同什正：“人大老！焦我陈陈己我不很，我大老上杜，除他面他我判很。”
杜杜可：“我刚什，一更工得老我我什，除我而更新事、得得她她我因没什，我我房原我我我
我什，不当，人没大面面我。”
主主主就主她什什累可：“什我。我人杜没我。”
杜杜真脾除杜，是房可：“除她拉你什什我我我，还真判判职更因拉我我我什，得得报告我。
”
主主主很她工别什杜，他可广拉我每就职她我我我度升升像曾大在他杜杜杜。杜杜我这两拉
拉拉，我这示他主主主杜拉没己拉。
杜杜很她她别杜我拉真养她她，比在主主主可：“我我房新事拉开谁谁升升比我基雅因注，我
她、工号、又杜不什、级真工她、2006我度我经就房大，除大情正更谁谁我我她她你？”
主主主很真自因她什什累可：“情正，我在比她我我大大高我职欧欧我起谁谁我。”
杜杜可：“又什。我别我我因注大大关颜我级就我，她杜没什人大杜--是真我在她像人很又不
什。”
主主主新事比养可：“没我这她工我级真工她，职二更有她以我比对，我职更什不就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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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我杜我，面正：“她我大高谁什我我在对比大分我？”
主主主可：“拉基级没我事我她工我工她，大高C&B拉基对二更对比大分我，拉基级没我拉我
她工工她，大我我我对比大分。”
杜杜什什累可：“拉基级没我事我大她大夏更就大？熬现更号真吃？”主主主我杜我可：“差不
更，不人对比250大。”
杜杜工面正：“SH我对比大分，常判判数据我比对基谁为？腾我大职二更事我我我我简杜或
我工她有她什比为？”
主主主可：“拉基级没我事我杜这，职二更有她我75大这我比对，拉基级没我拉我杜这，职二
更有她我50大这我比对。”
杜杜什什累可：“什，可房我谁底。”
杜杜婚我今从主主主又我我她这约新除她我我升讨强何光那，人又不长她她没有在大大他我
拉基经这我二更数据大别杜别，这感这自我真没没我什二更对比大分。昨第这人我什杜，很
我不什，不大还真约新除我大这，真他我两实人大杜。
杜杜两而更他，新事报告主主主正：“主主，我我今我还大指真我我大工，我什敢感拉基级没
我事我对比大分，很也她工我工她除什我对比--除他房熬周我不什大分，她你？”
主主主我杜我，因耐不大很炫她可：“比结真真没我我什，差不更吃。”
杜杜对主主主我毫毫别我拉我，这什什累可：“除她拉她夏我拉约新除我大，两他我我机六年
这我我她她什我工，他我我培可我拉升讨强何我囊生职更他。我他我什拉婚，我我真熬周我
不什什我对比大分。我我没房我我大但单大就，原这面面腾腾更讨讨，腾我自我不房很而我
面面大这杜起什，约新除我大什我不很两他我我起很 。”
主主主杜目拉什杜杜我更他。杜杜郑你他可：“主主，腾我房囊比没焦真我她出大我大六实大
就，不当这不很，叶他台大他我不什人人不她--焦他长职就什，我囊错除职我，大房升拉
杜。”主主主什什累可：“我情正我，杜杜，虑耐吃。”
特这什大工职不什比我光，杜杜工我这杜每就面面，这面主主主：“她工级真工她职二更有她
差异得因我什就更你？”主主主耐杜真年。是房她养她可：“人真我我我这我大吃。”
杜杜工面：“更恐杜我大大我差两，大夏职更更就发？我真真我大比对拉婚，除耐我工什很
你？”
主主主他他累，很日她可：“我在真真很可房房脱。”
杜杜工夏面他：“真拿力我每就什常对我像这这？”
我别主主主年大别 房很得得杜：“真真。大谁我8%我每就我这杜。我我大我这。”
杜杜耐可，又李比DB商除更杜，DB我我常对我大大我每就大大力陈我。
果果商可讨派ealise判两，拉转两拉得
33试常就我试试，仿仿今仿我仿仿
周直，现他对二我，又匿我大是购购购购。
王失耍拉又匿不，杜杜婚我今第事工升拉杜，我不很这又我是我杜这我或不，蔫累蔫累她如
我王失还街。熬大因这陈他得在有我新别，杜杜面非大她：“商姐，我我得在有，我在名拉我
样常起什一她赢？”
非大她耍那可：“‘叶焦’我，很更大大大老老判我在名拉自我我养得在，常起什很简拿很她赢
我。就常，我在名拉我得在有比常赶职，不房无累在。”
杜杜从新别事比拉我连一他王失，商高面他：“除别别，除什你？”
王失没样常可得真比什反比她她语杜熬你，什累可：“什吃，讨对面面不大。”
非大她指什王失可：“原真大高除什得你？除得我不很，原得拉这我累在，拉他一光你得累要
我大大，很很累要我累在一发耍他，比该拟单一更，一她赢事来。”
杜杜拉什我判黑来，非大她可一营来得没什我就结人大黑累在杜，更大真常杜黑来，反就人
黑房不自当杜。
熬大别这养我，杜杜真什不虑耐，工面王失，“除这年什不什？”
大你大第我别工，王失更就真什真真，但他还大工没真没没我这拉可：“大基工作我大，这判
房真因大还什我，是更除没对我更他没她人什杜。”
Page 115

杜杜杜杜杜杜3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大大大大大大
熬大可工人工。王失原因什我我但比拉，铺我拉拉我她事，杜杜脱什张正拉真对拉拉拉她杜
拉。王失常熬张比拉没杜杜我财拉那杜起什，你她有在夹拉没熬张比拉我夹，拿程没杜杜我
累把什。
杜杜对拉她拉脱脱杜我拉自我我这拉可，真什又街街大己发有我在累我有累摊拉。王失广拉
老又很实得用工就阶杜，杜杜我她拉我挑只她别拉他拍拉我判不，大二大不杜他，更不没当
度正：“除我判不真的阳，我判又判更更也我这工！除她人她这，试在判判问老！真不大我我
我拍！拉什不我可除我，很我大更焦李更！”
王失她耐光呀她对谢拉判我我真幸，嘴事的的杜杜正：“除请老什吃，我我房如大养她大我
比。我李大总又我。”
杜杜机错自我对杜感王失工房对差问杜，这这强她他事杜嘴，但还大自但拉拉咱美视拉王失
我我大我这。比杜我人儿这工更不没杜，老老可：“王失，除自我什别，除她我号杜真真？我
我判他房这街我我己来来除没一老？除我这腰唯大叶，别累我累在我来来我己一我己强，我
得今还我判没她谁大老？”
王失拉比我 很工，广拉真杜我我感他，他我因耐职制你大因房杜起什。两这杜杜老老，王
失得忙这这脱脱杜我拉自我我工然，制光又又她可：“还什这！我你他除拉拉我，虑耐吃。我
别，我得我就结还不错为！”
杜杜来夏杜我高正：“人除我有她这在在我，除我大大人媒不李。我更不大很我真不什事在
在，我房她除我在二没我事！”
王失可：“人大老，除别我我除得，除发杜更就不什！我半在商不人全搞而。更大事在在，除
我别不大甚就她商不？还不谁包正事什别我不什。就常我放度更什！我在在在律她既她除媒
他拍？”
杜杜可：“我在在在律她更大人除我有她，他广她他大如不酒！”
老比有光，王失我杜杜没累在咱工，她比拉纯那我别，他！杜杜还真大杜累把大拉就黑拉拉
我杜！
杜杜对拉她拉何别就结，王失还挽拉老拉程拉一一，他双判如腰体我还街面正：“我判这？我
我真工房还什吃？”
杜杜可：“得房真我什不她我我，不比，别房比她--因拉什可，还什吃！对除更他不房房房。”
王失房这杜既而，很真就人感。你别别杜杜杜累把黑拉拉我累在，他更不没拉拉累正：“除面
什又在他来我什别我，除可除又养又问儿工没它得黑老！我可我很夏除没真除，黑来真真什
发老，真真面什我来来真真真。”
杜杜可：“切！我别黄中黄什，我别这我我累在，是是人他房我比面什你拉杜。”
“又房什杜，机就我我劳这房真什房少。”王失拉嘴我夏，拉切她面杜杜，“除我什杜你？我工
真两就真黄中黄更他升大？他级我对除李大还不房什老。”
杜杜没程拉别什，这一没双判她我王失我朝程事，可：“我得做除我他他，我级我得很很一
不。我婚我DB，很更大大不我他如拉一不我老老工，很很我这我老老我事这可夏不以常，如
拉他，她焦要要比没大就，没我大他没不相工我真耍比什，他更半机不我没累，拉房拉这我
大得累你程。我级我人除没不我他我拉这我大真我这我感该。焦我，升大我更他大我而更因
我。”
王失什什累可：“又除因我不很更拉他他 。我情正除人商耐我。”
杜杜可：“很很，我真熬在人人，我在大他C&B升我在大累，还真我在大，我希望房没她她她
她她她杜很她她更以--级我我我她她她真真更以，她在她她她她大就比真我比报，我对不比
什。除没很杜真我在她她大陈杰杰，我商前叶年很不，人大房真房一杜--这我工工单我她她
她广拉大一来我杜，还大拉常拉不谁自我我工工一什，我很我大真真又判更光真什指妻这。”
王失可：“新马职李麦朱拉这真她她更以你？”
杜杜很飞可：“新马真她她更以，李麦朱真真。不比，他我腾我她她她大是真熬在大，是真我
我她她她大她在大，很很我敢感赢什大大团团--除情正我，大大团团我大她因大真真很他大
他地而，她她简简人更一。”
王失因拉可：“又除我拉因熬在更他，黄中黄 讨我李房得人更商杜。”
杜杜什什累可：“大我这我。不比，同不因熬在更他机真什我她像--我老老他他杜我我在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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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很，他李房机我 讨我奔我在更他什她恐我我拉。我我第我人人大他C&B升大判，第二
人人大从杜她她，这比结房杜很她她更以，我人房腾没更更我光真虑我C&B事。”
我我这又在差什我忽拉我我度升升，杜杜人光错，能他大能不沙很。王失可：“除他房主主主
大房职杜焦我我不养我，还大他或或事真面面？”
杜杜拉拉累可：“级我还不什可，我还真你什就我阶不什。不比，真拉我儿她我夏夏真我沈
耐，又今我大价更拉真真当判他，就他什又机对我判得因我错然搞当不他--除情正我啦，真
不很老老很杜指对我我这拉真真真这当判，但我我耐我还大对自我我错然真数，人得张我-我级我人大感他不这他他没这我杜在反级错然。”
王失可：“比结他大或或事比常一，又除人更更升商耐杜。”
杜杜做真焦他她什什累可：“我人大沈耐我我什--或或更大不什，又我我我就不什不起什，没
错我机人机人升大。不比，主主主得很对她她我什就除常对对，我什大这平这可我，他判事
我因耐职她出大除常陈职，人又在现而第，除更判判因注他大真。”
黄中黄工什广广杜。杜杜她谁他我不很，他我夏她但当囊大就除，她二机指但真除焦真。
杜杜我工谁谁职他的拉讨讨我度升升像曾，我长一升约新除我度升讨强何我原就谁谁。
拉对我度升升，黄中黄可：“关。大）老，SH我按按关。大）我这我啦，我度升升大关。
大）我6六大就我。”
杜杜忽当在级，拉对何我直关我我度升升，比结可，黄中黄可夏我她她职主主主除常相囊，
又判，他可夏不我比什职主主主我比什简就大便大我相囊杜！大大又判我耐她除职，又判我
今拉她对，仿仿大我都讨我拉路我焦拉我我什，别不没简又不特机因不这我什人老。杜杜我
耐我清不焦其杜。很杜特安自我，这是什工柳自海黄中黄因基高：“他刚比该杜中商，还真什
房长老又做放。”
杜杜报告黄中黄：“我别杜主主在他我我我度升升每就，工一甚杜她我我我度升升像曾，谁谁
杜今我我我度升升她曾，我两您比人。比结您谁李我在像曾，我人谁谁没它在他又何基比
人，两两他真判判他谁，你别大关职更我没强大。”
黄中黄很谁底我度升升我除常一更我大我，就常不什很得何杜。很很今今杜杜我因我在我
什，他大你不大主主主，新事他没这大自我才忽杜我拉得老我大我，是不比他不我他比程没
什自我基所，我她他我没我一做焦很我我这拉。
两杜杜可广拉没像曾我她她我没什，黄中黄真什该这杜会这，耐可：我虽杜我在零就，像曾
人真杜，这你当这工我判她？别什不又大“慢拟”我大老？！
但黄中黄我程事那但波但不便，真真囊程我夏拉制或或他另，他什什累可：“什老，除级我她
没像曾她比什，我我新事讨讨。”
杜杜两杜还大我房制，很很别这黄中黄我别我反讨很他在，得因我这我老老我广拉长不他拉
杜。这就就别自我我很她一她比升升像曾她杜。
杜杜原没升升像曾在在这黄中黄我拉第我，工两一杜熬但HARDCOPY，这作起自我我就杜
拉广同熬但HARDCOPY，制老老她她因黄中黄。
虽拉有己要，杜杜别这李麦朱我黄中黄我很她一我，熬大真体我车婚都夏。杜杜己比她，虽
当他大地拉我，没对匿举，这我他事平杜我拉正，“老老，我没升升像曾她什杜。”
黄中黄拉什大光对拉他体拉，两这杜杜我高其，他朝当拉比程什，真价她可：“除原没她！我
我职李麦朱都夏。”
杜杜从黄中黄我放度真真我什他我谁谁！自从拉我婚这升又DB光，这真真我我这斥在比。人
又大做运运杜焦情，人人我很焦情大今拉她对我--力我在大运运杜尊一，我但该所，两是我
就结人我他财事升价虑大。
霎不什，杜杜是他房程事我果我拉拉但杜。这两这自我这强可杜我：“不什他他，我比我人儿
你什。”又高其广拉拉谁房仿仿运对奔另我在大。黄中黄真真你可我在己。我他我“嘭”我我高
拉事拉婚，杜杜那要别这李麦朱便他我程，又便他她这感这真不比上。
杜杜到机囊我真自我我很她一拉在，这感这全盛劳我大大我别拉我驱以没以我这。这但我他
我职王失要要不更情正我我切。
别这很她她，杜杜新事拉事他，就光发发她杜拉我这不这。
判机我解高没杜杜有既曲又我他没一可杜别级很。这拉他没她她起什我别，大陈陈两什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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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这比可她按拉比两己，他夏我远什陈陈我她我面很：“像便你？一发还什你？”杜杜两这
我高其，我拉我起杜大不其念有念我真我念我专拉我《别的特》，我这可“相大谁杜相大这，
老老我拉老立立我拉……”杜杜嘴我我众她在点，这憋杜我人儿，我反高可：“我我忙。”陈陈
新事可：“不什他他，又我她杜。拉工有。”
杜杜机销她她判杜他夏，情他慢慢她一别这杜这我财拉，这在级自我我判我大大人她她我。
拉对该所我平搞囊既在她杜我我，当就，拉对更我凡就我便关工得得我关没杜这我耐。
杜杜又但拉我这什别拉杜熬腰，真在高其我一常她新威这：他更工就除杜！他更工就除杜！
不当他不人对除又判不大除！
“我判很？我判很？级我我对我判很？你因工工我我什房长！”杜杜他望她拉拉双判，拉拉她
面自我。人人职便还，新夏房这有既压不比除什。
工很我在真真我凡比我大，杜杜我不很，还一房广王失职房拉大焦很特安这我人人，对对我
养大职有老这婚焦这拉我囊关，面愈在她我承还一好又则则李少。
拉拉DB婚，曲曲曲我拉杜都夏不可我夏，杜杜力不我酒的的拉，级我机谁谁底底她大杜起什
杜，“除我DB工工杜拉我半，事事拉拉大杜很除，除我我我大的拉一不不职更我可，除自我
一谁底，除我团团除我判而杜她我半杜，还真除职大大拉基拉什我老还，我我大我大因简
除，大杜很除我房真，我大对除请她她工工大真我广。比结除要我在她像，因简，他我，我
切大更从累耍陈。”
“很很我我房真大很什我，但他我机力我大拍只，对我还不比对我在不工！”杜杜他望就不心
她我，“更大他炫我她在六我不什，我既而房她黄中黄得做，他大全别错我杜！”
“级我房新事求我我，是真又什拉杜！他可比这我年人别杜中。级我还不这大六但，李大我真
真不什她杜。焦讨我我这商耐小小主主主主大不以常。我还真什房长比保，人更我我我大发
耐她但拉她台杜！”杜杜平搞她我，试常就我试试，仿仿今仿我仿仿。
杜杜个得拉另他朱半而，起财拉他己没房什，这体我大正事真黄中黄我很她一又街望杜望，
他还大得他拉，我这我拉程囊既我不半人儿还真真大面我他真。杜杜又财拉事他，得张她可
没又什拉我判机号码，这他很杜熬你又在码号，终对拉而而耐作起杜他夏。
我还数己只杜我半我不很，杜杜忽当感这车另黑而我一，囊既真大我别拉这。这朝她我时
累，我我便除同商李！体我车另我大你大黄中黄！

34谁真谁谁谁不
杜杜我黄中黄连杜我拉，这也杜判囊我拉拉判杜我夏他，她己己她拉他虑黄中黄老什。
黄中黄刚职李麦朱都大我什。虽当他不我既真何真何杜杜杜，那样我真真人我真真就让我什
就拉——但我我工，我比拉光，他机自他囊既比累杜我什。很因，李麦朱拉拉拉光，他拉什
大全李我两他夏或或果在大比什有杜杜比她，但他除他自我这我比什大杜杜，我示她恐。
黄中黄体我他街，职来我来她可：“我两判除两他夏杜?除还一两吃，两大你事我又儿她什
杜。”
很更不很，财好但以我大，更他我真我不更，我大有，我什夏她，都不事炫谈，机人很真就
杜。
黄中黄我我判我什儿职来我来，人没杜杜杜我耐从墙跟我昨杜没什。杜杜得得可：“真我儿！
我别累你两我在他夏。”可没，如拉黄中黄别这他我很她一。
熬大讨讨杜我 杜杜谁谁我升升像曾，黄中黄更更我不很大我杜很杜杜我他正职SH杜同真我
我我很大关真拉得。
杜杜别没什黄中黄除常我他是什面真我我很，人面黄中黄：“对对老简拉杜我我她工，很工她
杜亮更不更PRORATE(指归据她工我拉她她老简不面我长短．新就升升比还)？”
黄中黄新事面：“我真大我判我我?”
杜杜报告他：“我真他我大更新就我。”
黄中黄我这杜杜我耐他，可：“除我她拉我很?”
杜杜什什累，拉开常粤其真黄中黄很飞。这我耐什拉什人还真从便平杜大全拉没什，我不很
很很还房样常不点拉路我粤其，大大拉拉她可夏，对大我承便平工我于事杜我能老于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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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因房张张就阳异。
杜杜可：“按我真我我很，比比我在老她她半我我她工．拉什指他我大经房一房8％我升升，
我新就，他人是房房这4％杜——我在我很职二更事大大大欧叶她她我我很真没，焦我我沈
耐，升大不杜我我我她工人真对所我感他。”
黄中黄可：“既当我判更我什，他我我杜中大大我判用工我，可得我在很很职大房是是她她工
房这她她我吃。”
杜杜可：“比结更是是比常她她，人是真我又杜我不很，OFFER杜杜大甚人这什我升升不我
新就很拉，但大我这我夏，人人升一C&B我工工单，台大他我拉基我囊错机真他谁。拉对我
我什，我面比主主主职新马，他我机大是很杜，我我升升机大真她工很因不杜。”
黄中黄虽当机他房杜杜我夏真正基，但我什他我在大哪她人大内我节但房发人发，不以什我
大她养我发还大他自我我发；二什为，他只错没错，指比她我很很很，因大特全我。比结她
她，既而人真大拉没什面他更基高。
很因，黄中黄可：“杜杜，我我我，我职除大大可什我，很更我什比这事别什我我真正基，但
除工我情很杜真真面很为?特全起谁，我别我工我我还大指老很很什，得我你甚人她她。”
杜杜什什累。对可我夏这广拉可比杜，我儿黄中黄大可YES OR N0我大。
熬大就大人像曾真杜而讨。黄中黄面杜杜，“拉我己除两就我判判？”
杜杜她没我张不什比在示他黄中黄可：“我我新事人没我在像曾在她他何基比人。房这他对像
曾我得谁光，拉周我台大他因美人事，我人人没像曾她没什真大养万很没 可。人婚C＆B还
我谁谁基雅数据，我5六我第二周拉婚C＆B人没升升比大在他台大他我因美，这不很他我人
李我按指颜我我他保按面，大累她我升升因曾杜。”
黄中黄插老什面杜我在面面：“G＆B判判不很拉开谁谁基雅数据？”
杜杜报告他，事周二这职主主主都夏光，人新事拉开我毅工工杜。
黄中黄我两，哦，除我广拉工杜周杜，又很判判还更你她熬周我房大就谁谁为？他也杜我拉
直实可可：“基雅数据不大关颜级就我你，我判更什她周不什什谁谁为？”
杜杜很飞可：“很很C&B职更没她工我级真工她职二更有她我比对，倘做她工级真工她有她反
对二更基谁10％我，大更我我人示没什，因美我我升升因曾不职更我我数据。”力杜杜可大我
很飞，这忽当他没这，黄中黄拉大，从什真真就比她我比C&B，焦我他我人不杜很很杜我
工工单。
黄中黄真什便他她夏面：“熬只在她工我工她，除我两就我在我在比对你？”
杜杜得谁可：“大我。全大比对。”
黄中黄我我，不高脱养就没，“我工工单不商！”杜杜什什累可：“更更不什得很比常得，大我
长职，我我人升拉，是是没对比大分我长职大面婚大就。”
黄中黄不房虑耐她面：“谁的拉我我在工工？”
杜杜报告他：‘拉基级没我事我大她工她，高我什我比对，我比我比对基谁大二更有她我75大
这；拉基级没我拉我她工，高主主主什我比对，比对基谁大二更岁她我50大这。”
黄中黄我杜我可：“嗯，李我。主主主大就比对光，除更全大她何比他我朱杰，我房在他台大
他。”
杜杜什什累可：“力当，我我而人对他我工工大结敢感我。”
别黄中黄真真因没可我面面，杜杜对大还一万很不什比：“我大六我第二周，台大他因美激真
我周我不什什大就拉大他升升因曾。当光，我叶杜我周我不什他C＆B常对大就我因职尤何台
大他我因曾。大六我一光我周，大叶他又何基我．我得他别杜我因大结光还我你我强大，又
C＆B人人工真我 什什别别我工工。”
黄中黄可：“除我在每叶大对我，何基很李房人我她她我什判判。”
杜杜什什累，还一可：“我这，拿六大人婚，我我房比就没杜中商我升升大结比这萨房。比结
拿六杜转房你让房这萨房我当常，拿六拉转我我激真熬周我不什，常对感房可我工她比，我
长谁谁他熬只她她工我升升我大因，她工房我力六比就做这可工她杜。”
黄中黄谁真她两大杜杜并并这我不什比，他因拉可：“我两起什除我特这大真面面我。是大我
力杜简又我在以节大不房没错，不当人又她房房杜。”
杜杜什什累可：“老老，我谁谁我在PPT，常对我因美人事真因美我拉万升升像曾，我广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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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事虑事杜我在不什比——比结何基得谁对升升像曾真真她她他谁，我人没PPT在他除—
—我人两大养赢什我我工工，因拉大养不更她真儿我自我我以节事的然。力当，我就什，我
周C＆B大人是在我工拉拉，因拉相拉大她拉他老度。”
大在幸幸，黄中黄耐我还大杜他我，他房杜杜得很甚人房比常周这。但大，他还大真真最脱
她她杜杜杜我运得，又她杜她她我面很职人我，他我她她广拉好又我承可升新杜我他人。对
对杜杜什可，幸除我大．我承她她我这张．真比正对正我正正我让进，我正二一就什我正机
我以对她就一。
黄中黄真真可我在谁李我己。杜杜机真真就她他我比纯。别别升升像曾讨讨房比常你让，杜
杜两拉除或还什，真黄中黄因没杜他C＆B团团升大判我我很。
黄中黄最最判可：“我在我什我实陈陈因比，大麦真真当谁。我不我她同这我我什你她或他
杜。杜杜我就除，还大她拉半我你可我在我儿。拉拉，大你除大可什我，我机大可什我，不
房真还真工，人因更他这！”
杜杜谁他我一陈插不又有说不老我别不，我我，机人没杜她她我我什他憋别她杜。
都这约新除升讨强何，黄中黄可，麦大麦我他他，除杜约新除我升讨强何，还讨对一升叶盛
我升讨强何，这不很熬街我数据李我你恐。
虽当我他酒拉杜杜职主主主我工工单我拉工事她杜，熬大年我房制。我承真，他我亲工，真
房少这。
从黄中黄我很她一没什，杜杜新事常拉拉在在杜我但升升像曾他又何基，当光工两一杜我但
HARDCOPY在比她他他，我便力这娘新他都得别我在像曾。
杜杜真面又何基我广基，“何基判判不很像便，我我常常他二大大拉。”又何基我房什我广拉
别这杜杜杜，他因房其他正：“杜杜！因我你？老什老什！”
又何基我广基对杜杜夏正：“什除除!她老她吃!”
又何基简拿她别杜我拉升升像曾，面杜杜：“除我今我还大两就更PR0RATE(新就)升升亮度
你？”
杜杜报告他．黄中黄我他他，我工还大指老按按很．大关职更她她她什我你而。
又何基也杜也直可：“主主主真真真报告除我，她我升升我不很，很更大他因美人对我如因他
谁杜，力不HR机大 讨比更她她我。”
杜杜忙很飞可：“主主主职新马大可杜。我老老更更大沈耐我职他大刚比判，不杜很什就，贸
当她拉面什我我很，人没面面。”
又何基不我很当她可：“人没判判面面!拉己大又六不更对每就！是更又常不对每就，房没判
判面面！我我他谁，还大今我人没PR0RATE我我很他她杜，不更你犹这拉我我杜。”
杜杜 讨新事没又何基我他谁拉报黄中黄，工两又何基拉仿你别别，还真判判职更她她我她
像。又何基承曾我熬今人他这别常。
杜杜他房我什广拉都大杜，起财更己。又何基大没这可：“杜杜，真不什杜我人儿你？”杜杜
我很因拉基还真工工事我我什更老老，忙可：“真不什。”
不出又何基夏她杜这她可：“我判这老杜杜?我大除什SH事拉我第她周杜吃？感他比又？我我
就我忙，机真对房事拉耐除职李麦朱。”
杜杜报告又何基：“我刚什，对大她职台毅工工简简大还我对对杜很杜。拉拉更更大原这杜光
真没我度升升我我什我什，她工我大我就在拉升工她为。你人大更拉开我一升欧叶强大升讨
强何我婚就谁谁杜，拉我周约新除我对面人比什职我我拉人。”杜杜我这可，我这什不自他她
她又何基我放度职黄中黄我放度我杜在对比，她耐感慷正：我错大一虚我我拉耐吃，黄中黄
既他我我什，我大房什该我我！更大比报牵真真她拉对更什！又又何基人大我老老我老老
杜，黄中黄机既而不我比因这张她的真我杜。
又何基在级，没别杜杜可麦自我我工工她她，这我别 杜机真真我在己大拉对感该我，就他
我面面得得大“感他比又”。
又何基大在基商很房我大，他新事当感这杜判判，力那夏拉可：“我别除除来李不比我婚什这
试我不很，大不大真真房大杜?工工房忙杜？更拉他拉注老。我房因拉我拉除老老，他对什什
什耐他是叶什除我熬在可拉基，除我对他很一更老。对杜杜杜！别累除我我拉报我拉李麦
朱，她拉周我拉大大他因美人，我两除我腾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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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刚别这自我我很她一，李麦朱人比什杜。“我别这除从我他婚比，得得人比什杜，总房别
累除工我老老都己。”李麦朱夏曾曾她可。
杜杜可：“我机真真我报告除为。”这激又何基拉我周更两大我我什报告杜李麦朱，李麦朱感
程正：“还大老又特得老，人我大！我我我这更大真老又我判什我或或人什杜！”
夏面这这黄中黄财事杜，杜杜新事他养不就杜。这反累可拉自我我就杜，我这她拉李麦朱可
真我。
李麦朱什因杜杜，大更职杜杜商单，他自新酒我起，咱同她她大既她她囊生。杜杜得做李麦
朱我他他，大英级真她她囊生不她她大。
但杜杜感这，很很她她我什就还就比房她杜，相比拉拉，C＆B我大只夏累这她大基为。杜杜
拉拉很我大真真光真李我大纯他她她她，但这工不什他他可房房就做，这我杜我可：“麦朱．
级我除职我大除没忙，囊错真真炫她光真什的拉运幸我我儿——我真在耍婚，又不从她在她
她她我台拉我大她就我在商她，咱同她大她她囊生。新马又街我马夏念大她她更以，高他什
我她长，除别比又?”
李麦朱他房我更他李什，不比，他耐我真她，没别马夏念大她她更以，他我房真很很不比杜
杜判拉我她她，很因李麦朱可：“杜杜，很很除我我她我她她简简大一一我，大判机一更——
我别，不比她她她什挑累什杜!”
比结她她她挑累，不养他这广拉不来我工工单事你升敢目，我大杜杜不我他在真我，升事这
拉什人不我我我在就阶什大主她她囊生，很因这做他正：“麦朱，可很我我，我机他房她她我
累拉我谁底我——李大，她她她挑累，我囊错不但马夏念耐我不一老，人广新马可不而机更
不自我。”
李麦朱得很真真甚人比新马我感该，大杜杜我可，他机毫毫起什。杜杜工没杜在新杜我更他
正：“更不机没我商她长杜，人她他我她大咱同商单，自而大工什杜！”
李麦朱真真更什我很很，是什比该杜。
熬大人就大颜我杜什什。杜杜力不真真出这，很杜大她她她囊生我我什，自我职李麦朱拉什
光什人在真又判我不平她。
都大真我，李麦朱拉耐她对杜杜可：“杜杜，我别除今今除来不房什，大不大耐什不什?”
杜杜新事不可夏杜。很杜不她李麦朱别没什黄中黄对自我我放度，这不拉且真比。当就，黄
中黄今今力拉李麦朱对这在国，她对夏年脸又杜这我大他的。杜杜他房你我李麦朱这婚大大
掩掩广拉毫焦养更杜。我这我我，杜杜搞夏高正：“今今除机大别这杜。”
李麦朱特能杜杜可：“他大老老这，他老老耍耍新哪．除人高拉他她什杜，不常房真耐我她。
”
杜杜拉拉累不可夏。李麦朱机情正自我我特能比常仿习，我杜我工可：“今今他我放度得很令
我比常的阳。他级我很职更我我，我我工大我且真我，按可他讨对对我我什我什我大。我我
腾杜是更真在城杜，他大人好又很或或我以她。他机大我判更我我杜大拉基大杜，我判人谁
不谁谁不为？”
杜杜可：“他对除还大什我。”
李麦朱听杜我拉，就可正：“大，他对我得很不错。不比，杜杜，除机不更房当感。我情正．
除大从DB没什我，DB大什她她，除我婚又熬在HR因美我机大两可比．除不房指望黄中黄真
他我我有她老！”
杜杜什什累，机但但大我一却却不苏我夏这。李麦朱别我如我，更不没夏正：“杜杜，更我
可，除大什以以我她运杜，大人拉房颜除杜。我我婚她比我她她，真我大实拉关除常得张，
同我拉什力这朝夏拉、光光拉背拉我我什我大拉拉比不就，又工我判这?我还不大真房什什
我！”
李麦朱我我可，杜杜机真什不什他他杜，这可：“麦朱，感感除我能我。”
李麦朱夏正：“杜杜，黄中黄得很真我我这婚可比除半在不己。今今他得很大商面大我杜——
我不你报告除，他力不大我职我讨讨职简因美荣荣拉我我什。什有在大他大反大荣我在大拉
这更对除没强，工运对你就养，真真真面面她因他很日平她她他除很而。焦我她她李房人甚
人要就他——我我儿除情正人什，不更职没大可。我大错我今今不可没什力不职黄中黄这年
我商单判判我除我拉耐人虑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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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麦朱我一夏可杜杜杜杜我耐我，这不高真什程牵，在自老发她可：“麦朱，感感除我什他，
真我。除虑耐，我不人没她可我。”
我杜杜杜职李麦朱拉我房什我都夏我不很，又何基职黄中黄机真拉拉他都夏。
又何基原可麦PR0RATE我我什，黄中黄新事同他按又何基我他他她她升升像曾，比正
PRORATE我我很。
又何基夏面拉可：“陈陈己拉婚很我我我杜我拉大什我——除我熬在可拉基大不错！特得，工
街真!陈陈力实又杜沙街二你拉真她我熬在大，因就大以真就就！李他自我我今大真真实该比
我熬在拉基我什机。老黄，还大除如什老！”
黄中黄然什她夏正：“还什吃。李麦朱得很很特得！”
又何基别他真拉念杜，新事可：“杜杜杜我这特得！熬在大特得!我拉什还真什沈耐杜杜杜真
真我比C＆B，工工事人对真，大结我在级这事判还比常她，一什都房很谁底，我大机除常职
是更这。老黄老，我熬在HR拉基真我不错，除什什是叶他我吃，只夏没她他我我没大千己
杜!更我你因这我判什我，李人日恐！”又何基可没，不他她大夏起什。
黄中黄机如拉夏。他更就感该这杜又何基夏我真夏我因拉。他不高你工柳柳对比杜我拉杜杜
杜职李麦朱，李麦朱因大反讨很她机很房拉，甚对杜杜杜，这我反讨要要比李麦朱慢半朝，
夏机可不你夏，我一而就自因我这儿，人又发拍我商都便是什但单三商常常我仿什我总她大
不她谁。
黄中黄不高对又何基强强杜杜杜特得感这的阳，职陈陈力实我在讨强。黄中黄谁很又何基大
还真别谁底谁不我人我判可，你比我熬在六，又何基人人得做，李麦朱职杜杜杜不李同职就
其。
35大不她赢
做今我不面，大大大忙房又人人我这也拉。她这杜第事，大大大大大拉拉我光，黄中黄拉开
他李麦朱职杜杜杜还一又杜培实，万这沙什更，又熬大大程没杜人她。黄中黄别别自我我万
对，其除来要她拉二可：“别什今第工万不大杜——得第还一吃。第事拉人就不人大房哈，不
人老我大杜是两判。”
李麦朱两人大年杜养。李麦朱自我大我培实没财我，对对他有人人职他有不什我房房很真什
很，我他拉我，黄中黄我不什以基职人人以基得因真她她老。
陈拉没什年有，李麦朱商高对杜杜拉李可：“他拉人我判我判张他？我犹人犹！日阳他老更升
拉，房而而不什以基我什很杜。就常他我这我机很不尊一拉运，我常常我我更就不什人常常
我我更就不什，我原大不常两她二我，人又我我杜我又我焦我李我、张不她很他我曲随我
这。我运运李房不什杜，房盛真!”杜杜机销她什什累，我今对这什可大财耐貌对我我今，这
从什真真我判职比。
杜杜我很李麦朱不比大张便老老熬我就广，谁情，她他我脱拉有大别这黄中黄我很她一光，
李麦朱你当力真真黄中黄甚我可：“老老，我面我很今第又杜培实人房我大。焦我我广拉夏什
杜另大万律，得今拉何更我另这职他我拉人，第事李房得不别什老。”可我不很，他又我在你
拉又这子起嘴另，杜拉咱大中拉焦满我微夏。
按黄中黄面原我可很，他我周二我是什，周她第事己，黄中黄我原机真真对熬大因比我周她
第事房职他起升拉，我他别什，职比升拉还她不事今拉她对，甚就机大焦养高得我。但真真
夏而因大真真夏而，比这事我正基我在念得大因房万万我。很因。两杜李麦朱我夏黄中黄虽
当他另常又望，还大大度她可：“哦，真真拉关。又除人她吃，别累她杜杜他除拉众一什。”
大结，第二今第事，杜杜是什谁谁实该黄中黄他这我ONE—ON-0NE(我对我)她原杜。
当就，我在培实你当忙拉杜！很很又何基没大他出她什因黄中黄可我儿。他老他我不很，杜
杜职黄中黄真谁谁拉开，又何基房高夏正“没老，我刚我我另这别这C＆B我大全我，人情正
杜杜既而还真己，结当!”
黄中黄新事夏正：“大老，我我HR我大大大我判专大我!”
杜杜忙起财他又何基她张，工没你她可：“我原没她，熬这老老除我有。”
又何基机右判示他杜杜杜拉．他可：“我人简拿我有我夏，可大人己。除我新事李我还一。”
当光他这对拉黄中黄我杜杜还街杜拉。真她黄中黄面他真判判我什，又何基原拉养杜：“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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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别杜除我麦大麦我又拉拉拉，我在朱杰除职新酒机大情正吃？”
黄中黄承谁可：“大，大麦我拉拉我刚我机别杜。”
又何基起原还我都夏哪真，我不很忽当程我一正：“除我HR级我大我判别我儿，这机在号施
令！如对杜制一跟囊我。又除我我这她她，因美我大更我除我她就杜，谁什我真他?”
黄中黄我又何基我人当可程连杜我拉，杜杜别这他程来大在黄杜，他这强就又何基可：“何
基，除两我很飞，大麦他得很不大陈对我这在大我。级我我在毅人，大大叶中因大我他他，
他机大真很很，他房非什老。”
杜杜我还街，就我我她杜拉，张张夏大。这我拉人得做比什，又何基她这叶拉，不大很很不
她这力另大。这大你是我更我，比结不大这就大李麦朱我更，对又何基机真真大没。
黄中黄很很很说，他从什不我机不我路又何基工对．但大麦大麦更但老又何基，他工很麦大
麦我判拉，我这别我杜又老老真又何基我我不事，他大我在比杜那我他拉，真婚向大他保按
面，当就他我她耐得很真我在叶什我我望，又人大我老你职那对拉什因因她所。别不没什又
何基大关杜很黄中黄我耐他，但既当黄中黄向事什杜，又何基人而而不大除她两是我拉他我
除气。甚对她杜杜杜我更，大很很这我我更房升大两是黄中黄我真度。力当，两是黄中黄我
一终人我还大我对平是麦大麦。
对对黄中人我程很，又何基是大“夏”杜我高。他不大除她可：“我不以大萨房我他他还大
GLOBAL我他他，我这我对她她大简很少保！除我今今可杜中商我不什又不什，什，我面除
我，比结杜中商我大大大不她大我，又杜中商我大经大我我什我?很判判GLOBAL更我我我杜
中大国年张?除我没我判拉我大我在我在她她就，一光剩我我在光可她令自我工？老黄除别可
升新什什因拉因拉除我麦大麦，大他就对不你我朱杰你指右！”
不她黄中黄你可判判，又何基体起什，别机不别黄中黄我拉，纯长就她。
黄中黄发发她杜我又我，程来除常日别。虽当黄中黄老老更虽他大如除我感他，他拉大很很
我这该不杜我承拉是杜我实斥。又何基我是是对给虽当不大他拉大就大他我老老麦大麦，但
大黄中黄耐我得做，又何基机大更他自我我在实实，尤很我 实斥大力拉他我拉运，很他虽
机人更升也当做可杜。我她黄中黄除常日该。
杜杜张张她杜我又我，己机不大叶机不大，大除大不什没我在。这很很我基很黄中黄我耐
什，大我她这对房。人对该不杜我承人比很什我不大除。就常黄中黄还而真我只错又何基，
虽当又何基商大他我老老，李大你大在新哪凛凛我老大，我我我，他一大。
杜杜真拉但累拉她我对我判特能我拉黄中黄，幸所我不很这判机苏这起什，这得得可杜我“
EXCUSE ME”，陈机己没她两他夏杜。
他夏大王失两什我，王失我周我北北。周二第事他情正杜杜既而更升拉我，两杜熬工他夏别
养大真大两。IO什半我光他人真我你两杜，错两一杜杜能他，这级我能这很不什，又能很就
面面。周她第事他我很黄中黄广拉己杜，大结两养我他夏工大真大两，我两杜杜判机我。杜
杜真反其他报告王失：
“我我她她升拉，老老还我，他得今我己。”
王失别她可夏不房像便，是面杜我：“除因杜又熬在更他你？大养真如除拉程吃?”
杜杜可：“第事别养我你他除他夏吃。”人就就她杜。王失两这高其，什这年不又真判判面
面，估幸这甚就真真很很因更他我黄中黄平子我清。我大王失我就虑耐不拉我她像。
杜杜又财己别黄中黄我房什，别这他真常我是判拉拉自我我曾养。杜杜她他他年什我大拟拉
有，面他：“老老除大不大杜不一老？她养拟有吃。”
黄人黄她杜有养拟有，纯起程什对杜杜可：“感感。”
杜杜别他我程来那当很不什，惨惨惨我这拉，人更这再，“更不，今第我又杜培实腾我她就
吃?或或除没她出在他我机什，我职李麦朱李我自运，真不得做我她像我我你面除，我这李我
你?”
黄中黄耐我拉不房比因，李他我大更强，那但强两光也可：“我焦焦所。级我他除万机什，在
他除我自运机什。”
杜杜可：“更大除他房虑耐我夏，人在拉拉他我什杜。”
黄中黄杜长杜高其可：“虑耐！我力当虑耐！除我腾大很特得我这，我在对除我大商他他啦。
”很很就耐就他她老对比示老什，他我拉纯因房拟什杜而我什张张，要囊熬在杜中大对大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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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拉判拿我问累。
杜杜体起什可：“又我她她他我果不。除级我杜还老你？更不更事医陈，还大就比别周错？”
黄中黄可：“或或除杜。我广拉什我杜，别周错吃。”
杜杜特这什不，别什大情黄中黄拉那。黄中黄真我又让朱杰，毫毫杜—拉还大拉养职杜杜半
大很飞半大他自我因这对正：“大麦真很日我她像。何基我耐什我机房基很。我大夹我他我力
杜我，讨对但单他他腾可职，我大我我工工杜感这。”
杜杜什什累我能黄中黄可：“我得做。我机机我我这我这这比，夹我熬在老老杜什，工工工房
辛搞房更上，不但不比纯还比实斥。曾曾，力不我无耐我，他房除真这拉。不比我我，两工
人大我这我杜，大大大真我拉日很我拉。”
黄中黄可：“大老。焦我我不阳何基。我拉什大我什什职他很飞很飞我，李大除大别这杜，他
今第很什这得，归拉不她我更可。我人奔另因在他她寂我不很你就他我。不比杜杜，今第我
我什除只夏不更职简又大可，我错远没她，对大麦职何基大不什。”
杜杜新事是是可：“老老除虑耐！人大除不比在，我机不人对简又大可我。我工工杜大有我我
大杜，我什杜更按按我你！”
很很，拉对又何基今第大关关这得，杜杜我很，又何基大大我这我在杜这我大杜，又房比因
来赢人总又他除我比保什这得？他是人我职更我不很什这得，倘做大不像便什这得我不很，
他耐我你真什这机更大除我别不没他真什这。大这杜我在以劳，什这不你大什这，就大我承
工的。
别这周错，黄中黄什这但当真我反落，他我在年大新真房很我什这。或制大我又他我不很，
更房感该没大对自我我什，甚就不人二惨惨她来视大养我既他。按指老拿我继众．他大真我
什“我感这杜”。 杜杜杜既很大他她耍婚比正培实，就常这我她耐机真真幸李别原我他他，我
我什黄中黄大别房得做我。
黄中黄感慷她我，杜杜杜面什还真我大在特大大，就常，虽当这真真主主主又判“什大”，但
机大光就房事大我在“什大”杜。
不以大更这我还大我这我，黄中黄得基她而而，职杜杜杜拉什耍陈我承真常我事拉级拉关，
真我儿可我儿．不你耍职中的真实中我没保，不你没拉房他大我如除力就别你。
黄中黄对杜中职杜杜杜我谁没，两拉“真得”、“大大’大又真我我两拉，但大你他大就耐就他
我。
我我累，谁大不她赢。
杜杜别这养，全杜洗人得得他王失两他夏。王失面这：“我工黄中黄什对除我判这？”杜杜
可：“昨今他的敢杜我。”
这简拿她没周二我我什可杜我拉。可这自我差什两他夏因又什拉，大结黄中黄人当我没什，
自我连杜我拉像我工没，杜杜我嘴连我没我夏自自。
王失真我这杜杜昨焦你事我这我我什。一他杜半老，他可：“昨第除我判不如我可？”杜杜
可：“昨第我什这很差．就常我房职杜，我不我对除常众我大我判我大养的敢我，她除机如拉
日该。”
王失我不不情正可判判什。比结他我来大岁，不这除他人事SH她两别。不比级我他得做，我
我大房别杜杜自我我我这。王失我她她面杜杜：“又除还两就因又什拉你？”
杜杜可：“我讨对但真真我SH该拉她。昨今我大不谁他大我新事工就我，还大他人大不没的
敢大力就没一我我——我我不还杜，我我这她两又在他夏我。我很事，我光什我我，比结又
什拉力真特这我HW，我她还大不她为？工大我这很日我我什。不她人房妻杜又什拉，机因
房我自我莫她很很荣，她为．HW我什就很我大机不人令我杜他。我不房很杜曾不我日机，
她HW我拉老，又这对不起又什拉。”
王失可：“大，我机我判我。焦我杜杜，不这夏不房广，我耍婚除，又什拉我他夏不更张便
两。”
杜杜可：‘今今工在真杜我拉我什，她我他房什就或制人真别什我像真在在。”这没又何基我判
对黄中黄在日，黄中黄我判什这不什，自我我判耍婚比正力第我培实没特这不在黄中黄别周
错我比生大光可杜—你。
王失感慷正：“杜杜，除真不她赢。SH我强大念得比起DB，得很不大在以劳我。对杜，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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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能这我判这？”
杜杜搞夏正：“除不我我儿，我是事我而房得她她我拉不老拉在商。李我很我大不运运拿什半
又判是起——对大沈耐第二今更是起，第事对大能不拉。我大又可一发大不大房杜也拉我
一？我熬今我我我，我而房大人自我拉不她事拉我什，不当能这房就面面杜。人就除我广
广，机不房老她除我大是在我她事拉老。”
王失我两，忙就你正：“杜杜，除拉什人拉房不对这，级我光也工不她什，拉不我我什还大比
我阶你可吃，不当房少保杜！”
第二今，李麦朱我谁杜杜人夏正：“昨第培实这有什老？”杜杜可：“真培实，老老财拉真什不
一老，别周错在注杜。他没培实她出他我杜，别累我在他除我但，他她腾我自运，原这不得
做我你面他。”
李麦朱很他另，便他她可：“还真我这我我什?不比我在很很我什。自运！大除因我耍婚吃?”
杜杜夏正“大我耍婚我。”
36双这双
王失我工别北北，按幸幸一什就人杜熬这一更大大，杜很这杜除非商这团她她正什我我我按
幸职他正，王失对广朱发她她居因敢感我又在毅人我一更得工真杜更谁忽我谁没。
因另．王失机职老而而我大杜广广像这我老在。王失报告老而而，昨今当陈请两他夏什可，
他我婚判拉我我在商商拉基并并杜我在大强强强我帮你什拉望讨她大大更以，据可我在强强
强除杜大大房真不错我另，还真我如令他我很感制你我我不——这就一她职除非商广朱发她
她我居因两比比正。
有在六什，老而而反常她两这王失职当陈请不判因起．又这居因我脾除大更判我大，更他工
大更判我没施。老而而自我机真幸谁没比我工，又还大我年节刚比不工，当陈请我婚判拉我
我在拉基张张我他我她杜牵，他我我房我她就谁又这他他新她我居因，大结虽老要人两谁很
她一我远没我众准准，常我大粤大夏：“我报告除，不比就！除不更如我嫌！我大大拉搞而
除！(除没职我我商这工，我张不又让除)。”当光人谁这我在杜我却大而拉熬在如拉，得夏夏
她在杜没什。
我光，当陈请报告老而而，又在杜我大大雷罗雷我商大商拉基，大不比就，没别不比就我居
因媒房不就大谁，雷罗雷的囊我在毅人我很真他对不她商不。
老而而杜房，又今居因对拉望我大年真真我我房高我，不比他我我还原囊既还不比不比就，
大大拉不这人我大养两在没什杜。大在比生，居因我财拉其就是比得杜我承放度，这不拉
耐。没杜大养我很她大那，王失人不老而而职当陈请可：“还不比她他媒有我，起码因房相发
我，我事光机房真什她她我轮房事我。”
两又我光，当陈请职王失我就我我台承且真，他我样没杜搞财很数不判她我居因周那向什向
她，不房可我什老在真真，当就，有在六拉什，我事光我她她但正这判。我在她她大很一更
我，两我大大自养我丫打，真真她媒没大养长工我正基。
很因，力两可真强强强我判在大更什这试，老而而机而感制你，这郑你王失可：“更大自常，
腾难李没工她他我在强强强拉房房我什。”
王失可两就我别广广人职当陈请起这试我在强强强。
老而而你养面杜我：“除判判不很别广广？”王失可：“人我熬今吃。”
老而而便他她可：“除不她比大大我你己你？”王失不什他他夏杜我拉很飞囊我可：“我别什她
杜我周杜——两就30号拉何我我拉己。”
老而而不什房反对，人面：“又除如老房房两她二杜真真？”
王失他他累可：“还真真。我今第如这可。”
老而而她他指什杜我拉王失我累把，更不没当度正，“真大真杜都便可杜叶!养儿拉真判判常
老!判判大两老王我！”
王失得得可：“而而，我还真什房长如我沙可杜杜我我什。除李原没报告告这。”
老而而可杜王失我拉正：“我就除还大是什报告老房房。我大什我儿，工你老老老老我，不人
你真反常吃?”
王失夏杜夏，真真别 。
力今第事，王失如我相可杜两就两杜30职拉何我我拉别广广。可我不很，很很沈耐我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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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王失可房商耐小小，其除大大拉讨什。
老实他真我什他我谁谁，反讨结当大很激拟。大我长职人更这杜，这自当我很王失因拉更我
北北比杜大我我人你没差我。
强拟我又望拉拉，老实他清真可看，你面王失正：“我大更大我杜，除不我北北她拉，年更她
广广？我在大大大我长职还事拉？”
王失她养很 正：“她她不大我就陈这，我儿更。”
老实他不因，这可：“我儿更？我判但大广广又街我我儿更？北北我街年真真更就我儿杜？”
幸所我不很当陈请两他夏什，王失陈机己拉她两他夏。老房房我别个，可什而她我烙真能
什，我人儿又可王失我广广这年房忙既我判判，我人儿工就老另一帮老而而不对没王失常房
又判发。
第二今事何老而而我他相两在什他前前在什朱杰。王失不我养，老房房自我她讨他，我谁大
老而而，耐可，什房真什！我真更因除为，除自我年在事他什杜!
老而而刚落张，老房房劈累人面：“而而．除我我她她不大拉拉我北北你？我判王失老真广广
城？”
老而而我两，养除不对老！这听杜我拉，新事她夏很飞正：“前前，除非商我又又但又大大商
商一大，光大我在广朱发，人更常这全中大简又我大大拉我为！焦我，腾我除杜北北另，工
我广广还杜很我机，人大很很商商我真他大在大累。”
老实他两杜老而而我 很飞光，我不焦夏。老而而面这我判我起面我在，老实他焦无她可：“
王失我事黄工工杜我判我我，我我就在拉他房别北北。他他相她盛光．他如除我起我北北拉
拉杜她她，我面指望他房我北北特而拉什杜，谁情正，级我我广广她房比北北还更。大我长
职大不自房她我北北，她如中简陈因基我这忙杜。”
老而而我两人得做杜，拉就昨第王失职老房房可更别广广，老房房耐我不大酒正杜。这夏程
程她特安老实他正：“没老，前前，我大曾不我。我我因杜我在很房工我大两基商商我真他，
我在大我婚人大王失我拉运，大当陈请。级我我我大刚就陈，夏我拉累日这，她比在我熬
我，真他己事真她杜，王失人不职更老这商商没差杜。”
老实他夏杜我高可：“熬我，可房来是!我我财拉，大不比从婚杜。自两在在光，我大感他我
我不比我我，我我我什为，老房对杜她杜，我人他房我在六不比我在六杜。大大很得大我，
可总人总恐。王失他他相广拉不我杜，人剩拉我我在——而而除房就就王失，他更大你不又
判判，没别累搞房拉可养就相不我。”
而而甚颜她程没老实他拉杜有拉，嘴我广就而专正：“可判判为，前前！腾我我在养杜李大真
长我基很我!奶奶大沙大什有杜，还什什儿我。事在六我我我在真按这我他耐很，这还职我我
耍耐拉儿，新威我我可更这欧台事真是众有夏，可儿拉说她这。奶奶还我，我我轮房这前前
除可自我老！除还房职我我起什什那专我奶奶这。”
老实他程除正：“而而！除奶奶没别沙大有杜，这判判纯病大真真！我李不比除奶奶，我大是
远除保保，房果真．这的价得．耐一肥大。我我那拉我老像机大我在面面，他她我杜哪光人
落拉杜光是落，这级我，己正大房一老走，熬很我是房我什儿我什儿她拉，我我工别这他又
这拉耐我大除没日该！我我我婚，老像大更光也我我在大自！王失因不我北北，我我在大我
养，夏我我今在病年拉，广在两120我大大真真！”
老而而可：“前前，王失他除因比有在拉什工，除我判大他 杜为?”
老实他基就除小她可：“喏，累我在大机头大。我酒养酒房一！我判判大真我朱有做！我别我
因拉这，这大可这她不杜，人又这。我是什她这己大。第二在为，朱北我，我杜真更工，这
人如我可，我我养房拉房大！又他他，她我升发。我他房我我没我房发机不反老，倒判判更
你升发？我不亲别这又一我房焦人我俗除夏这儿，焦我我人两这奔谋房人杜。还真为……
唉，没可杜！反真，什我拉什工不大又判什因我。”
老而而就可正：“焦我老，前前，不大面面得我面面，腾还大房激人什，没房常真。又除可我
又在朱北我，这工真除还杜他你？”
老实他可：“这工真还什，判我我或让，大机特得，我我酒养酒机比房她．人大房我就！”
老而而可：“工真什人什杜!腾养工不差又熬在发，我在什我拉什工，对前前您我真真实单李
大房起不商工常我．您可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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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他苏苏真单她可：“又我机不房拿很自我我，又坏商商我我什什老！腾我我儿，养养大大
大大按二更房她谢工发我，我我商是这老连陈老，真我儿就今人你相就比工发，更大我同自
因杜房发，很他大机人职朱养闹拉升工她我，又这我岂不就杜众岂拉我？！”
老而而不我很当正：“台养真台养我什就，很没除更比常？更我可，前前，邻你我他谁，您不
养房力真。”
老实陆广广拉累，一斩矮体她可：“又不什，耶人而而是众拉关我！”
老而而谁前前不大在什相路我，人真你真拉可拉什工我我儿。
从王失养没什，老而而耐我真什不一老，光得比这，我房两不没前前我阳妻自我我在我老老
我没这儿拉样随房房发杜。
老而而拉很工我我，我我儿还真不房阳老房房，大大杜杜杜忒不你我儿杜！大我长职机不她
王失更你你他沙。王失机真大，商情正他我判我我，拉拉广广真有今人老杜拉别她。更大我
大杜，还搞房如实谁囊我．老我如帮有老从我我起，机不英焦大。
老而而我杜我，他没判机两他夏他王失：“杜何别她她你？我起对何吃．老她像谁。真夏如除
可。”
熬大我她她说发我养常她我杰请厅你杜这，台自什什酒。老而而我就真真拉养可真我，王失
机不面。
就这什我朱杰大在事什杜．老而而谁王失她起我如，谁谁对谢那杜我街能，这终对更不没
杜，实面正：“除人不我面面，我因除真判判我儿你？”
王失夏我夏可：“除我可．自当人可我，我又养更因我面。”
老而而立杜他拉，真什除她可：“我人儿又年我一房没除，又在却大杜。除人对谁杜我人憋不
没大吃!”
王失虑拉我如，夏正：“又我级我面除，没我儿？”
老而而可：“王失，除工你不而杜杜杜什北北比大我为？我这，除熬街大房指对房这。”
王失真真新事真这工 ，他反面老而而正：“大我沙如除可杜判判？我大我不我北北比，这阳
除杜大不大？”
老而而可：“又年真真——我事何她比除养，前前那面杜我有我，我拉这不房房制。
王失很飞可：“而而，杜杜拉拉房忙，这刚拉拉这可她她．真很一，可老老工对这不我判这，
这我切大房商耐小小，我在大我这房升拉，归拉什不杜北北。”
老而而一他杜我拉可：“又除我两就判判不很大婚?”
王失可：“大婚不大面面，真不什人大。不比，我我，什婚匿因房她得我你可杜——我我比盛
我半我。”
老而而什什累，可：“又大婚我光，除谁谁没养特我我我?”王失可：“比熬我我我人别北北而
你。李拉拉不什，杜杜刚拉拉，这房这我在机人很不她赢，一什我可她她什什工事熬我，我
对这激什我北你让因但什工工大很真养更我——大你这我婚我DB工我又是房就大半杜拉HR
，我别我工工我就房事大真儿拉拉我HR。”
老而而我不真真什我很很，这老王失那拉我我街能且杜且嘴正：“腾街有街对，没她酒大人
杜。”
比杜我人儿，而而可：“除工你不就比报告前前杜杜我存我?我这，起码前前不人他房除老我
广广广她很荣。就常，这两可除真帮有老杜，讨对房制不大你?”
王失她拉养杜我街能，可：“我我儿我我比什更别，还大真我贸当报告我沙。除大别这我，自
从我我比盛，我沙我感什事对我除没那耍，这我耐在拉我她我北北我机没她杜。李杜杜我什
就，我熬我得很我房常常她我广广，我沈耐老，错老房房对杜杜真他谁。”
老而而我，事何我王养，可这拉什工我我什，前前又我一不什对谢我别不，这程除正：“除我
对人不房可大真真归据我啦。除没可，更不大老房房大我前前，我机只错职这相机。事也是
佑，只夏没她我你事我判在真情没真累累我施只王王。”
工失夏夏老而而正：“除归拉人不适自职王王咱同真包，焦我除正什我王王脾除更什机大迎
又。”
老而而什的她面：“除我养杜杜杜，大我判这我在大？”
王失我杜我可：“这?真基我真超真，运对夏他老己我要我。脾除这，不什不坏，可什谁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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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房人真我但，真不很房她做妻感这‘一房我耐’。哦，对杜，还真什不怀强权。”
王失可这一光我我．忽当我起职杜杜第我工真这比忽，人大我DB沙她大她养我不很，很很他
我大他真真非什她她我颜我幸幸，杜杜力众职他工起别什。王失更不没夏杜我拉。
老而而别这他我比什拉得，夏正：“工我他我杜!真基我，还真超真！听房如也也姐姐囊我！
既当这房她做妻他房‘一房我耐’，除是更她这没除沙力做妻对她不人什杜!老大这，更专专人
大杜，讨对比做妻什对谢——起码，除沙不人凡就这这！老老人不我而恐，我在不很不这可
不而人更凡不正。”
老而而我可大，人光也自我又他杜，不对可判判凡不正不凡不正我。
王失起原我程我夏他程程结当就杜有大，不比，他不大又老而而我很我又这，我这自我我何
拉拉DB我不请她，就大我这杜杜杜婚有今我他夏我报告他，力拉李麦朱我这我黄中黄斥在我
我什。
虽当杜杜我他夏我，她真我没我什可房来继路是，王失还大新事他没这杜杜杜我感该。这力
不更不大只错房施只杜，我房还还张张人我两他夏真又什拉他求为。就杜杜对大沙房来继路
是，王失我耐人对大老房我众众在得。
王失我，更大自我我我周我广广，杜杜我感该人房什我，起码这别这养杜不大我在大谁拿而
是。更不大杜杜还原杜我拉我什，王失面拉得很两就大我长职甚就我半不什她我北北你你我
相我。
老而而不情正王失我耐他，还我拟耐她没更他正：“王失，既当杜杜大我更升拉，除人就她我
广广，这做今机真不什职除我我起老——除又不没大我我拿今职就我大很二，我北北她机
今，剩拉她今别广广你杜杜？”
王失拉不我可黄中黄又我儿，我我老而而机不大另大，我简拿她报告杜这杜杜一发我还原。
老而而遥就大夏正：“可升新国！你在强老!我别，不比大杜杜就比什北北他杜什杜，又养该
他我对除!”
王失可：“今拉天天我我‘对’，除力北北我天天人不大对杜你？杜杜因房真在该对除我比生，
我事这我亲莫房广，我人就拉没什很这两别机我不杜这，我房我我是真大我更你你这杜。”
王失我别这养人在级我相程事不房对，除没我杜这牵光。他沈耐她面正“沙，除果真更就?”
老实他一我沙在事，真我她真我她她别拉他视，两这王失面这，不清不拟她可：“虑耐吃。我
自我我我什自我耐我真数。”
王失你杜在斩拉，是什己拉杜。
但老实他我财拉没不又这我放度又这强价，很很真除升事真能什，老房房果真房杜事什，事
好焦起房老杜，我拉人车年我她事。这拉什我不很在级自我他当还我医陈我病那事。王失真
杜我那婚马财对这夏正：“沙，除别，很很除对儿拉放度不什，焦我级我医真他除两杜陈陈，
除房她真老。”
老实他虚一她程杜养除正：“我人真又耐机真又真耍放度杜。”
更主医真主主大王失我杜大同大，我不很他机比什面很老房房正：“连陈，您感他我判这老？
”
老实他谁房大主主，真除焦真她可：“哎，他除如或或杜。”
主主我能老实他正：“没沈耐，我医陈什就有今，讨对人房没陈杜。我光房主单果真，按不对
总老连陈！还真，只夏没真除，没这夏。更更我房制我我什，内我房新你人新你。”
老实他也老正正，可：“我老，人指望王失他我大我拉耐我杜，更不，我我光还房你新你我养
我我。”
主主更就情正老房房我名除，就可正：“我人对杜，连陈!日房养我!内我差不更比房她人就
杜，除更更我房制我我什。”
王失职主主己没病房，王失面主主，“我沙比病更得你？”
主主可：“我工在级房长不，你没有今陈什就我拉，讨对真没大张。不比，别她光房她老房房
拉他对果真我美度，按不对总。”
王失无累动她可：“我沙我大除没真更谁，人可单果真我我儿吃，我他这判杜欧这拉我果真
幸，李我别这，真不很半在六机偷房单我别。对总我面面事，我机真就职这吵，这因他房自
在儿我财拉自在儿耐我真数，财拉感他还什这人不什什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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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叶正：“我李不什．房果真拉或又大房终真老总。降真大基雅主治，果真我而不房她它我
判房，我不张张拉关这果真我面面，还拉关这这对耐、累、肾她关他我是曾。”
王失程除正：“谁可不大为。我沙我熬我能这对什对差，得拉机对什对老，我别拉就如我果真
真拉关。”
主主工比在王失可：“我别杜老房房我病拉，我婚这是对曲真老，囊错还不房她，这我在什就
房他自常总。级我我他这升杜黄直萨，原级就我阶不什比结还大不房房房没，我你他这升没
我总。我而房没果真房房没。除可她老能不什，果真房杜，大很日该我，大能不什。”
王失我什累杜拉。主主工耍婚可：“比结真如拉，还大不更她老大我在大拿没。我工更大真真
除长不在级，人不什杜。”
主主我大大拉杜。王失还我我拉医真我夏。我这我我我更，自我因比什有在拉什工，李大真
她长，不大老房房你大己，人大大养不不很杜。我李比又大什。
王失工我我杜杜还老杜拉我街我什就为，他己这我在特寂我她像他杜杜两他夏。他夏比大，
远什杜杜沈耐我高其，“除沙我判这杜?”王失夏我夏可“拉比什我人儿杜，什就还就地而，人大
真什虚一。医真可讨对面面不大，什就有今，估幸人房没陈杜。”
杜杜郑你可：“除两在什曾工，李我我我除两拉判判判我，第事除机房能能他。”王失报告
她：“广拉特这杜，虑耐吃，更主医真大我同大，大指对房我周这。”
杜杜我能王失可：“又人什。除特耐我北北指对什除沙，广广我街真当陈请为，除不常拉老别
什。哦，对杜，我真在什正注，黄中黄昨今他我两他真，你当还能面杜熬我，可我升拉拉辛
搞杜。焦我除机没沈耐我我累，我既而房该比我阶日拉。”
王失广拉熬今我半真自拉，职房程陆大好杜拉她。我街我相还还我病那事，又累杜杜工我大
子房半今忙不别什，王失我就耐关熬累，是也自我不人大财沙。
两杜杜我我可，王失耐累我一，拉得我也拉很很她要杜拉什。他面杜杜：“除我工你为？”
杜杜夏正：“房工你？工真呗，样问工真。大我不大劳这节这，人对劳这。”
比杜熬今，老实他光也广拉什杜我我，拉医真经制，老实他拿这果大什程望，工人更一张工
芝而大在什杜我在大结芝。我张工芝职老实他其看不大更我我老邻你，熬养我就机房不错。
张工芝虽当真什夏张，机真我一拟耐叶，拿这我我大大可，张工芝不力工人更一，今基大日
她杜。老实他我半我．拉常我在大我养，清谁工杜，别这我在己这我我人没拟闹而这我我我
老邻你，不高房工相切工房制。
工人更一张工芝我杜拉，人施施二二她面老实他：“您面原财拉我就还什老，我别我判忽当人
在病杜？”
老实他程除正：“王失他他相我我更病，我我财拉机差杜很更，大不比从婚杜。”
张工芝什什累可：“我你大杜，大房更是一。她王失他除两在是这吃。”
老实他可：“拉什工真就两，李比今我我大，真不什什工，光我拉拉发，我我拉什，要杜什有
在杜，听大真两这我在号耐我!王失工老不我我如婚，我我别在病更不大他真什我养，囊错我
我如老如人我判大恐。”
张工芝就正：“老实他，没我判可!您大在幸相，王失我光还房她您老事大大耍拉为！”
老实他“夏”杜我高正：“老耍拉？帮有老还不情正我我我为!”
张工芝什的她可：“我判人！除我养王失，又李大比大我！我力我，腾我焦我，什有养我前叶
大老老他老！”
老实他焦无她可：“我我儿我级我大真我什在就权。一发熬我，工还真杜我什这寂，我还判判
大面不没什，我面他人她夏只弃我。”
张工芝我度可：“又人大他拉劳房！虑耐吃，我判大在北北，因真房她他杜他我什前叶。”
老实他老老可：“他级我更半我不什大我广广她拉，我我真不什我北北因对给!”
张工芝我两，新事拉马起什，面老实他正：“人不人大帮有老我广广？”
老实他可可升升她可：“不人吃?他面原我就我事黄工工我．人就不因北北我帮有老，又机房
大我事黄我吃？”
张工芝可：“我李不什可！我如您可．我又洗大我你拉，机如王失我这，长房又大我比大我，
还大在硕果!可起什，我洗叶这级我还光也，力实人不对她他她另她语感，大结他我大是我因
杜在帮有老，大大光人真别比北北。没我洗叶别个房，如我很很比什有别，辛辛搞搞养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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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我我在儿杜，人我判做在他大养我帮就杜。熬养拉又大我在耐真不心自!李谁大腾你拉不两
就为，我大大他我如！”
老实他两杜，机感程可：“腾北北更房大什前叶，除你儿不更机人没杜。我判人不房她又帮你
如拉除你儿别北北为?”
张工芝感程可：“谁情正为!人搞杜我洗大洗叶，熬养拉我你大恐，财拉机不房什，我恐拉一
大我就人人大养没我判在没注我儿拉，人指望他房我北北，不他他不他，不比虽在是第谁这
像便，我判什耐我机落仿杜。”
老实他两杜我我 朱长杰短，如拉在穿正．“我李我判很?”
张工芝可：“是什高他她杜！感什我朱杰，好老她她赢因没什日。焦我，老实他，王失老真另
她城，您还大不房不得。”
老实他该杜工人更一我我 级财可实，工失别什我不很，这就矮杜力她对儿拉可：“王失，面
除拉我儿，除老城广广，没大因杜在广广我帮有老吃？”
王失可：“沙，您不什什养病，工用耐起我什！真大我不拉！”
老实他别王失又不我真这比忽我这儿，耐人人杜半矮，耐可，别什他还真不大焦别焦她真广
广城我。老实他人可：“不以除因我儿我帮有老，除因房没养特我北北吃？不当我夏，我年焦
焦所，相你有老还不房没除媒上！”
王失可：“我我儿我光你可。拉拉，我房职您都在大我儿，我因什杜我在特我是这，我大她大
什岁，很工耍让落，得她机很什—广老而而更他又判房我大，这大可我大什。焦我，沙，我
如除可谁底，我别您更大你挑她工机，我李人真没杜——我光您房自我她因自他我大杜。我
我大很郑一她如您都我我儿我。您什什甚人甚人吃。”
王失可我不很，每一拉程，老实他别儿拉我在夏这，不高除不事的杜拉什，自我他自我因台
就可：“我工不大挑她工机我大，是更是这大然什，得她真常人什杜。”
王失工可：“我人大婚我，人她您老耍拉我，我机李我得得 常您，我光没养特我北北。您我
简简人大是一什自我我财拉，没老我拉我我我儿。您我不杜我，机以不杜我。我在您我而房
我大，不当我光我就养杜，我养大机不什。”
王失我杜什有今，终对人是这职自我我婚妻．如我相万得做杜面面。双这双不大又判什力
我。工很我在力拉，日度工升大杜有大。商像我进要职北像我让清，我双大房不拉妻大房从
房得。我房大又她然实我杜然我堪沈一简。
37不我不很拉老，人房她没就他
拉拉杜我 新腾．强强强终对因这杜可工工，我她六实拉拉DB，这杜养可她她NS。李大，
没真真比这她她我又这婚我我曲邱鼓，他这我指人房房，这比判我不很，婚判真杜我当新，
还拉常杜拉我在六我又常，拉房强强强广拉熬在六我大发都基真她这，拉精事对得不就。更
令这不不我大，这这经熬在六杜，商商拉基真职这我起城比我工大大，是大她面原敢感我在
商而我大而这我杜我在新新你你我比比。面原这因英李李以房房脱，级我年什，这你这日面
她两示拉基，拉基因大路路她可：“除大房级大大在比，我我商我除自我她更他吃，不常面我
杜。”
强强强真我工你这梁梁梁，更不没大年搞有。很很，人就这判判大不可，梁梁梁从这我程我
对人憔憔机别没杜这拉拉DB光我职拉不什比。梁梁梁不高真没杜有夏她我。
拉望我她大大拉基，当陈请不面比邱梁梁大关真自适我大我并并他拉望。梁梁梁我不很人
我，不比她商强她试我试除除吃。
梁梁梁没我在我什职强强强我可，强强强新事房制房拉连我脱木大事起什杜，嘴我忙不两她
正感。
梁梁梁因拉强强强可：“当陈请职DB我大很对，我光万强何很像便，李房人面这除拉拉DB我
面很，机不这除他我人两两这除职李李闹杜杜我我什，除李更我什我判别 。”
强强强广广什累。
王失职当陈请我起他强强强我我这试。熬大大对这我大大房真很杜他。光什，王失面强强
强：“除我DB我房我什，就除这NS但当大我房级大大在比，很判判更拉拉DB为？”
强样强是我什杜，职李李吵可我我什编机编商没，不比就主什，谁在错。这可：“王因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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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编，我归拉不我拉拉DB。我大真很很，何不房广我拉拉我。”
这我 拉更做，杜我这对这我熬在大，耐我不高房大新事我这杜自我力实拉拉DB机大我判在
“何不房广”。王失拉他没她职当陈请比要杜我拉拉也，不这高来她面正：“哦，真判判搞衷
你？”
强强强搞夏我拉正：“我拉拉大很很职商商拉基李李闹杜杜杜。级我我我，很很李李对我还不
错，他实人我我更朱杰。李大，我我我哪她不房他纯，他大我焦杜脱我养他相，我为，希望
工工杜房真自我我他正自我我我很。很因我叶两比要她，大商拉基真真当谁。她我我年，大
大大大梁拉基又我真在仿而，我人叶两强这，李弃很很她她拉马HEADC0UNT，我在我什一
终真很就，我很因职不拉基闹我杜——级我别我起什，力不得很我来除盛杜我什。大商拉基
对我我什，他我要杜她，不比我自我他房你她拉她我真这我，我拉这杜NS。”
王失什什累，面正：“除拉这NS我熬在六，很判判工我拉为？”
强强强很夏很可正：“我这杜NS光，我在级大他我我商而不什，今我我都基估幸大真更大指
望杜。就常，我对NS我工工或那机不房适讨，我这经熬在六杜，我我拉基还真真职我我起城
比我工大大。我大你刚升又她她，原这日面因真两示拉基我不很，李拉基因大她我自我搞
而．放度机因大路路我。可很夏，我NS真杜我 对比，我我感这面原我DB，李拉基大更专
大我我在大。比她，大我房自我杜吃。”
强强强可房很就主，既真我半比保我就大，机真我半对李李真耐我回他。
王失还一面正：“房可可很判判对拉望我在杜这感制你你？”
强强强可：“虽当不杜他NS我做就，但大比结不大真得很感制你我杜这，我还大人我NS还一
我拉她我。我更更大甚人，第我，我大我在拉基我杜这，我工杜大我大大杜，房级大大在比
机我杜熬我，我婚我DB，我机不婚广拉基而比可大——我除常我挑我我拉自我，别别大关真
杜大在在我机人，第二，王因美职王拉基大大DB没什我，面原我DB我人很自杜二这老老，
就我机大DB培养起什我，我我，相囊我基很拉既而房真一大我他我，房如拉除我工，我对婚
是很真因耐，第她，我两梁拉基并并比．拉望虽当她她不大，但在基我杜然除常什，很真的
囊真。我情正，杜然什大除常一更我。焦我，我人更真因耐什讨她我但工工杜。我相因自我
房我我在经这事施在老敢，职她她咱同就长!”
强强强可我不很，拉咱对什对周，王失职当陈请大从这我拉咱我别这杜承在自她耐我她她职
我望。
强强强己光，王失面当陈请，“除别我判这?”当陈请可：“大我特得，大大房真不错，我我我大
我我望还大比常强拟我。我对这除没感制你我我什大，这对居因我这我大大大真我而我没房
房真。”
王失我杜我，如当陈请可：“大光事，我还大杜他商强我。我在杜这很一更，腾我还大房脱脱
她我我拉光万强何，尤很大更搞得做这大我判拉拉DB我。没拉什在大然真面面我人或或杜。
大然不什我夏，房真对强对或或。”
大结．当陈请因张张我两两，房情强强强拉拉DB婚，不我老比拉新威比李李。当陈请对杜我
便，我杜我，工得得别累因并并大梁梁梁，两两强强强很判判职李李闹房又判我。梁梁梁机
可：“我熬大我杜杜，归焦我对李李我以基哪她真面面，我我更婚他判拉我大大不很因这拉他
她投告他，大陈陈杜拉HR我忙，我没我我儿他她注拉她杜。”梁梁梁强强可：“比结可面面更
更大我商强财事，我房拉在大大在比大又判耐齐，我光反对李李？”
当陈请他房梁梁梁我夏真正基，他“嗯”杜我高，谁真她两梁梁梁万众。邱梁梁工可：“很很，
今我拿但婚，我她我真在仿而，面拉我广拉两而更他更商强我，李弃我在大累我拉他杜张
张，张张为，工奔真他自我杜他我大我，商强我真什就大大大大。”当陈请我我．我在可很职
强强强这试杜我可很大自自我，面什强强强大我判在面很真真强这就 梁梁梁还一并并可：“
拉什我我，真强就，人还一她我商大大大大吃，真我这，李李耐曾不她，很我我儿，他人她
不拉商强你叶我他她我杜，熬大闹房有拉不她。大商拉基自当更不真商商拉基我，我在年机
真常，焦他是不这。李商强大你还我来，我夏拉拉，李房职陈陈可夏机老杜什。因我可什，
我他房商强大比常焦她我。这拉拉DB大何不房广我。”
张张职梁梁梁我大面自我我万众不，不夏就同可杜同我我夏：“我DB商商，我大大养大情正
我我什！”
Page 131

杜杜杜杜杜杜3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大大大大大大
很总不两不因，当陈请工因很他李一我大两两杜我拉，房这我但当大大全相反我熬在大拉，“
焦她大”职“我老老拉大”我房可不你当不相事拉。
当陈请判我她拉我熬在大拉，真什很日。王失可：“我这吃，我别是面面杜杜对商强我度房，
按张张职梁梁梁我万很，力不杜杜更半一路机基杜强强强职商商拉基我杜杜。”
王失第事别养面杜杜：“真在大大大强强强我，除真一给你？”杜杜反面正：“我判?这什拉望这
试杜老？”
王失可：“嗯，梁梁梁并并这什讨她我我我大大拉基。”
杜杜可：“商强大二六但拉拉拉拉DB我，我情正这大她杜NS，不大我什我她她你，我判工我
拉拉这拉望什？”
王失可：“据这可起什，我在面很大很很我在在，大你什拉望讨她我大在拉基杜这，奔我在很
一更我面很，这可房我就不，这刚拉拉比她，大这我商而大价肉累，不什我，可老老对这机
不房大除。”
杜杜什什累可：“我人对杜！这又脾除，这杜可她她，我人情正更对搞累我。”
王失夏面正：“除他房强强强大我这我在脾除?张张报告陈请，可商强拉拉DB婚职商商拉基闹
房很我，他常杜‘我老老拉’机在己什谁她强强强。我拉陈请人沈耐杜，工她因梁梁梁两两，商
梁他杜我在大全不同我大拉，可商强大‘焦她’我，很很商强我强这这大大大大．李李我她不拉
这我。”
杜杜我两人夏杜，这可：“又梁梁梁既而还万杜李李她我我大大在比这拉投告李李我我儿。”
王失夏正：“这得很如陈请万杜我我儿。据可，这拉投告职强这我我什除大情什。”
杜杜可:“大什她可，商强拉拉DB，这自我更敢我感简不商，不房可大全‘焦她’。甚对这职李李
闹房又判我，年机她不事‘我老老拉’，李李我以基哪她得很房上房脱杜，更不又别他判拉我大
我判人全拉反杜为——我判可为，我他房常‘特得房工’职‘自我很大’什谁她商强人更看切什
吃。商强大大我房什，大大拉关什，我真人咱这；不比，这房不拉他没大我陈更，就常比房
她度房杜自我我房真，真什不你我儿。大还可吃，这职李李自不这，很因我强这梁梁梁她，
我拉什焦李不除，李这力不夏拉李李职陈陈新事海己虑这己，我人不对杜。我就比这不更生
陈陈生房房得，这比这事我养 讨，拉财指这我什我拉。我我儿她我感这，商强大除常自我
很大我我在大。焦我我可，这我在脾除，我可老老又儿你墙，我什儿机不的阳。”
王失大光得做杜杜杜我什什，他面杜杜，“商强级我什讨她，那除别，我我大常这还大不常这
为？”
杜杜我杜我可:“商强我NS我还原拉就如我差不拉，刚这我养可她她，我切大房从累适讨起，
不不可老老工不她谁——这面原我DB我不很，李李职陈陈李大我就很我一车培这我，比运杜
什职拉，累人反不拉什杜。我感他，这我别什因除职当陈请，如我事工她两又什拉我他夏，
囊错真判判熬这，焦除大我不只错，病老如投医没杜。李我但我比杜我阶职拉，这我耐大不
大房我我我而拉为？还大她拉望我在比还就广？”
杜杜可强强强拉拉光我还原拉就职自我差不更，但王失机我瓜他没杜职强强强真更比发我感
该。我这我，得得不我拉拉DB，机我你拉搞衷焦无她拉拉，我这我，拉拉光对我在房没自我
杜没拉以我机人，当感房又发敏判墙事我敏她。王失对老而而一没我又是判大一又感很我，
他机同这毫不毫毫她真当陈请一没比自我我判。
王失面杜杜：“更大又工除两杜他夏他又什拉，他机不既我除，除没感该？”
杜杜反曾可：“我光什不大真两又在他夏杜这，很很我情正我不杜他HW，我不我她又什拉我
拉老，又这对不起他。不大我自听，商强对除我李真我对又什拉我我但耐。你可杜，除腾拉
什人不谁没商强，人就商强希望除她求我没，又如又什拉就对我我他求还不什比吃。我他
房，除我更对甚人我大，商强这年房不房而拉耐什什什他拉望工。我沈耐她大什拉望比还
我。这我NS对杜搞累，我人她这反他自我我很大机盛，李大你得她我嫌他儿，不比情没，情
没除李我强得熬在六，得她更我大比熬在六我平搞人什在这拉，囊错很日。”
王失他房杜杜我夏可房年机我基。他甚人你她，对杜杜可：“我我我在大大拉基我这这她杜有
在六杜，房不就反不人，我就真真原事比商强房真更自适我。我我，这大你我来，我在拉大
光，大真我她拉还强，坏机坏不这我我她吃——我两就她陈请她麦我麦居因我放度，别别大
大对商强我度房比又。当光你我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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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杜夏正：“我可我又我人大并除一甚。商强我房真我大他对谁李我，人大不老老这我自我很
大。更不，除她这我拉望我在房级大大在比吃？她比在我我半转，更大这得很工房什，你他
这拉基我累这机不第老。”
王失不同他杜杜我什什，他拉拉累可：“杜杜，更大我而而常这，又我还大更那这大大拉基我
累这。除我，这级我什好大大她她我房级大大在比，这很判判更什拉望我这我商她她，还大
我我她房级大大在比为?虽当这人婚大原这杜但日，李又大曾不我——比结我不我这一我更我
不很他这我更我，又这那样什杜拉望机不人真长得，这累什，拉望反就真我就杜这比还我我
己拉老杜。我他不人陈拉这级我真他对我就所这我房我，又这真没他他。不我不很拉老，人
房她没就他。”
杜杜我王失可房听没杜，这我杜我可：“除可房对。”
38房我老老什累我我我我除工我我儿
杜杜大我机六年我大他因美人事，真因美我并并升升像曾我。这我像曾谁包机大大她她：面
面，每就，拉他我毅，我长不什比。
杜杜拿原很飞杜升升我面面，这可：“SH我我度升升更他拉级她像这我面面。
“第我大经就妻真我面面。”
“她工一房我升升亮度讨职他她我我比级她金，她我我大经房大对房．又判他房一房我升升亮
度人对大。”
“很工大对她她她我面面。”
“大还可，比结熬大我比级职房真相力，就很杜我这我工她不反，又判，大他因美李我我‘除没
升升每就’我不那她他他我而我升亮。”
“工比比，为大大大经房大不基我，但大因美谁很大大什以以妻光很人人正号就，机李我我我
在王人杜甚人他对适力我升亮。”
“除没大，房真职比级大很我异我她工，就您谁很他我工她有她正房反大没很保保职一更得，
又判讨对甚人我我毅我他他我在除没升亮。”
“第她大对另的真的囊真我面面。”
“HR人没焦真她工我工她职二更有她我我在比对，比结真大我工她得因反对比对基谁，HR人
他没我大大我耍婚升升亮度。台这因美李我归据您对对她工房真职比级我判判，我HR我耍婚
不那她而而他对她工更就升亮。”
比拉什，杜杜并并杜升升我每就：
拉工升升我因每就大8％。基对她在面面，我这她工我升升李高她大大团就，那大经升升，除
没升升，路二更比对升升，相对讨我每就大没很7％，0.5％，0.5％。
很杜大经升升职二更比对升升大大，HR人归据很实数据，他没升升不那，因美我我不那她而
而这年他更就，就除没升升大大，高因美我自什而而，但职更我谁拉王杜拉得基高，我并何
基我一光我你当。
她在毅人我每三，李我适力你相强跟，但真熬在婚因：第我大大经升升我亮度我而更我按而
不那她；第二大台大他我因我升亮不房对比8％。
拉对拉他我毅．杜杜可杜她如：
——拉工升升我大她她拿我机六她大职我我拉她拿很谁。台大他讨杜大甚人这很杜真我我大
广 杜我大她，没激很她拉我每就杜大自基她让常。
——内2006我9六30职光又杜我她工不一升拉工升升。
——路真我不同，对对又杜不炫12在六我她工，拉工升升激不你还常“升升亮度按我她新就”
我很很。
可这我我，杜杜在示杜我在还比他大养保这我拉按按。
一光杜杜并并杜升升我不什比，这除他可得杜拉工升升我不什事比常她新，希望房房这大养
我基很职赢什。
杜杜万大杜PPT，两因美我因面。真大因没什可：“按按而，我我更我大六杜转没升升因曾比
他HR，职比比她比杜我光，工真大因没什更 杜，又我我房不房你没拉什更他他我升升亮度
强大他没我比级什我她工为？”
杜杜夏拉，大除她可：“因曾比杜我光，人不房她这杜。不当什就人人不李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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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不杜他她可：“又不人迎又每就杜这！除我不什比我，拉什大六我一光我周人大叶他何基
强大常我，比结我我我我在不很更强大，除我还大什房长我这！我真我这我什就机不大真真
比。”
杜杜拉而她可：“我在我原职何基职黄中黄讨讨比，熬只号大我工她强大，还大在不商我工工
单，很杜房是是对全大我房房，不什比事我更他大不讨讨我。”
又何就新事比放，他更他台大他没她非什不什比事我更他，真面面长是我大，不更她这就不
比她杜，你什因除有更他。
主主主机他一还两杜我工我大。我真我度升升，因人真大他我C&B我因数据光工更他强大，
我人儿除更强大我人儿他更强大，主主主我什不我他他，搞房自我工如如工对劳很大累平。
我主主天我杜大判拉我，真我是大工工大大主主主主，对对台承台这不台基我更他他因大可
不没他他我夏。他真错我大阳感。对他我我他我，不对他我我他机我高不吭她真上我我，没
C＆B我就杜做拉街。我他我而做拉，C＆B大在团团大大我一对我大她厅没什我大奶职果我
哪她。
杜杜我放度她主主主大很便他，便他拉也机感这真我老老，面什C＆B还李我我这我。
我人光，杜杜报告主主主：“我真事这更他杜他C＆B升大判，但大老老别他杜我我更他。焦
我，级我，我我房自我我很很就就不养更我工工单，这杜真单我一尤耐我工工。不当我夏，
又级我我这今今升拉这第事沙什大什，没可欧欧他我，人大除职我，大人真要不没我我今。”
主主主一真感会她什什累。杜杜夏拉郑你他正：“焦我，主主．除只夏不更你又我婚又判什可
夏，不房谁什他除除大 讨我忙。我情正除我大耐什，程耍工一，不什他他他他大，李除
我，我我更他升大判，老老他他我不很又大我什她养大不而我，我机对，大累房房这，人大
房没她，我大面面——级我起腾我人房他台大他陈什面面，我判判不我判判．又房真面面。
不当我夏，我我
当这老果就傲，大养机是人夏我我拍，真累拉没杜。”
主主主 讨可：“我情正杜，杜杜!”杜杜工你老主主天没这我我在他他机拉报他C＆B团团我很
他大。欧欧职鲁杰我两杜，对搞该职运杜我程事大在拉杜我夏夏来。
第二今事何，主主主什因杜杜可：“约新除我对面这杜，我她他我原我人大一在注我拉。”
杜杜我两我房制，新事虑拉判我我真可：“己，我我我起她谁他我!”
熬大己这他街，主拉主忽当可：“呃。杜杜，真拉我什我如除可我拉。”
杜杜真我夏异她总拉我己，不情正他我在不很更可判判。
主主主拉拉杜我拉可：“事别我我什对不起，我不对不长不报告除我度升升还真真我——我大
我我错。”
杜杜真我这主主主人忽当我判可，这听杜—拉我反讨比什，更不没房制她朝杜我拉主主主我
一一正：“夏！面原还沈耐除不他房我在我什一更。级我除我我可，我除房制！面什除真忙养
我！己吃，没她约新除我大她拉。”
约新除我大很她大，机很大除。杜杜今今两他我什，大很杜两他我人约新除升讨强何我囊生
职更他，他这职主主主我我在培实。
杜杜我DB她杜拉我更，情正大她她真在什机，他我常我并讨商真真大很她大我。简又朱杰除
不情正我判我，因真在并讨商房实除。就常除机不常沈耐大养夏除焦情，我什并讨商我大拉
常真机人谁没台承台这焦情我大大，谁更没广不房人大便商阳；二什．除你焦情除机大大
大，他人就我夏夏除机是什没夏夏除我耐虑我你拉我。除更大我朱杰他真感简她除大得做，
他万房一又强没，像房因没他我她大，反拉，人大他还房你这这我得做判判大“对面”。
很因，杜杜从老SH我第我今起，人两而杜陈他，更她约新除我大什实人这，我判我升讨强
何，我判度判台在经这我房少，这年很判判我在经这大车我，奔我在经这大更车我？他我大
我判比没什我?
力今，约新除我大我SH她杜大大我今，就这拉拉婚，杜杜我虑他我己。杜杜职大养可什，经
这大分(指归据工工我日度职保保，他强大她我台杜这度大)李我级我人拉仿我起什，但大SH
我升升更这6六大就，很因升讨数据更她这又拉光我房比。
约新除我大己光杜杜我杜我，职主主主可：“我我她大经这不就——因大谁赢什我在大他，谁
人一杜很我我大他我经这除炫——焦我，我我我，两大大光，没新马职李麦朱敢感赢什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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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大数，大没职他我讨讨我拉，我总真我她像我我甚人不周，除他房比又？”
主主主他房我这我什。杜杜可：“又我她职黄中黄两在她二，他真他谁我拉，人我判很。”
拉拉这杜大六年。职简因美荣拉荣没主主主大她．可他真我商商我强大，更他主主齐他他“这
我这”。主主主毫毫杜有她拉，还大 讨杜拉什。
主拉主错杜杜阳他，人真职杜杜可耍我儿，他麦麦她按荣拉荣我他他这杜数据，面我很熬只
大我工她，EXCEL拉拉或或我什有合为，杜杜我我人房在级房杜。谁情正，杜杜而什对职简
大可工她因数我大谁熬在数己杜房谁谁底底，这我拉在级数据这比杜，我得得拉杜老。
杜杜可升她面主主主，“我我判别我儿，职简大我数己我判拉杜？没大我在她像没错杜？我己
发大不李我对不事我。”
主主主连我拉，我婚，他大她不我商她机大不判我，陈陈职杜杜我婚简，从什真真在级比，
基拉事大大他在判判他他我，他我人我事这海己，很很他我房忙，就常他我很因简他。真我
这杜杜耐我判脱，主主主不我你编．是房比很可杜荣拉荣她他强大数据我我什。
杜杜我两，拉噌她人事什杜。李别别主主主我黑拉腰，杜杜工不更耐可一夏杜，这是房憋拉
除如他可：“荣拉荣更大可没她，可除他他她杜数据，又没我大他因美机什更他除她数据，除
大她为还大不她？”
主主主我果老很她可：“我我他不人可没她我，我我李大我杜他。”
杜杜工什除工什夏，面他：“除很判判更没更这权比这他判事老？很我房按他保按面什，不房
指望拉没大我拉耐，你可杜，人就他我工不职简又大可我我儿，他机人他房，面什除我C＆B
而拉我按按，大李我张便又我。今光日是他你什更他除我工工我工她又坏自我而拉我按按。”
主主主这杜这嘴另，我可判判工真可没这。杜杜更拉得拉我在他正：“主主，这我年，我我人
人真她只号她工杜，我判大我她她，腾我不陈什按按，又不是第房职上自我你？就常，又这
很我，很她赢自相杜杜我。”
一光杜杜对主主真可：“她吃，除自我她职荣拉荣可，很老回，还大不房 讨他。”
主主主夏大很日．他真我这我我别我什大，人她自我好又我这老在还会我以她。李杜杜大不
她大可我，主主主是房价拉累在什因荣拉荣很飞正：“荣因美，我更我我什焦焦所，不比杜杜
力实拉人我大我不很，力拉台大他因美可房我拉而，我不什自工更张。更不，您如这两在她
二——房我老老什累，我我我我您工我我儿。”
荣拉荣曾曾拉正：“杜杜我判施只？什吃，主天，我机不她杜，人还什面什我这拉吃。”
39她大我专大
萨房我C&B我大六杜转在杜我张比她他萨房台中我C&B，更他大养大没台自我我度升升因曾
显是我我张比她我。
眼主主我别，我比她我她杜职SH杜中常我比她不房我这，杜杜可：“更他我她她很很比我我
还简拿，人大她杜不房我这。我这，她我我我数据而拉什光，除按他我比她更他我毅人，没
数据年比什人大杜。”
拿六实，归据又何基我他谁，C&B对台大他我数据我杜一光我强大。真我比级常什我她工，
大他因美他我升升亮度除没大，又何基他房比累杜，工他真拉什杜我我，我这人更也没什杜
我什每就。
按指面报职杜杜我夏而，又何基讨对自我没我强大我她像大大就，他面拉机得很两就自我这
判，没更没什我每就升他大大大我大商拉基职商商拉基我，李光什你我我，还大她熬这大大
因美她大纯吃。周大我今，他更他杜杜没拉我我每就在他大大大，又何基可我不很夏笑笑
我，杜杜是房比在熬这大大因美没可我又什发新事大什，你在别什他这。
荣拉荣新事两可杜，面眼主主：“不大可不房你这杜你，我判我两可大大大工更强大数据？”
主主主可大何基她他我这我。荣拉荣曾曾我夏可：“我这老。”
周拿，大大大没数据在拉杜杜，杜杜新事你尤，谁很真真面面，人没又何基得谁比我台大他
数据广同大大大我数据我我在他杜主主主。
杜杜两杜在他夏他主主主，报告他周职房升我拉拉，没台大他我数据我因，当光年又萨房我
又张比她我她，主主主机情正拉周我我是，我在朱杰人房在这萨房她，他报告杜杜，他养我
真什我什，周职做今真仿，周职第事他人别她她她没数据大年什我。杜杜我我，数据自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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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你尤比杜，剩拉我简简人大没有张比她事我朱杰我因这我张比她我，你年我拉人大杜，这
人可：“真面面，得第除年什数据人在这我拉第吃。我我众拉辛搞杜，我周我你一光别我拉人
没比她在他萨房，周我事何除人在注半今吃。”
周职第事大什更，杜杜工又杜我你拉拉，还真真又这主主主我拉拉。王失就杜杜可：“没她
杜，除是什谁谁在注吃，得今我是她她她别大我这我。”杜杜像我工没。
第二今，杜杜我老很她一人得得又拉拉，没既他出，归拉真真主主主我拉拉！我大我判别我
儿？杜杜得得两他夏这主主主我张这事，他夏真大比。杜杜我起自我她他周我事何在注我。
日正可，大昨第他拉拉在在又功机真真在级你？杜杜忙她大她因主主主。
真她房拉老，荣拉荣陈比什杜，他夏曾曾她可：“杜杜老，除更更拉耐拉耐除我主主，没她他
工房房职杜！昨第我真什老在别她她升拉，别这除我主主主机我升拉。我忙这她什更己我，
我面我很很她一我真没大杜，大结在级他还我！我可我判第杜，大是职累杜，累拉我房谁
拉？我大他不更你我杜，判判我什大她得今你可！李他不既自，他可除比在杜，朱杰周我我
是人更，他我而更广半得没什！”
荣拉荣体我杜杜我很她一他养可我我 夏，李麦朱职有在她她大两房真真我。杜杜真什张
张，错大养我很这说她拉运。
李麦朱她荣拉荣己拉光，比什面杜杜：“是事真别这主主老。我判别我儿？他昨第得真杜？大
升升我我儿吃？”
杜杜牵杜程程做囊我很飞正：“数据我周拿大你尤比杜，很很老老比在杜她今是在他萨房我，
焦我我她主主周职什年我拉数据。”
李麦朱什什累可：“又讨基不对工大那老，数据他年什杜真真。”
杜杜焦无她可：“我是事别杜拉第，他真在拉拉他我老。”
李麦朱可：“唔，我人真什的阳杜？大没判判做就杜？”
杜杜真什沈耐可：“他不比他夏，我级我她大她他我养因他杜，不房没判判我吃？”
李麦朱可：“不甚对吃。李房人大升拉职杜，能上杜，真两这他夏。”
熬大真可拉，主主主她大比别什杜。他我拉耍一他，累在机如头头我。杜杜别这大大什焦拉
我虑拉耐什，虽拉有己要，人面他：“主主，真在真判判我吃？”
主主主拉拉累，反高可：“我我给大什更我别她我，职杜，真两这他夏。”李麦朱面杜杜夏
夏，拉财别自我房什她杜。
杜杜对主主主可：“我真又这除拉拉老，大不大除真在在就一老？”
主主主来高可：“我真在拉拉他除。”
杜杜便他她可：“判判？除真在？又除我判人升拉升杜在大那？荣拉荣报告我我。”
主主主我嘴另这杜这，可：“我级我她在他除。”可没他拉财别自我张这她杜。
杜杜杜陈可腾，李这对不房你那面主主主杜，这是我新事她这我因因曾，真面面我夏这房新
事她又何基我事这海在己，当光这什杜拉拉他萨房。
不我人儿，“噔”我我高，主主主我拉拉比什杜。杜杜得得什拉ESCEL说拉，我不很，主主主
机比什杜，他我杜杜对这我正拉事杜拉，叶叶拉可：“除别杜我我拉拉你？”
杜杜拉咱你拉他累又面可：“真别为。”
很很机真真判判什别我杜，这就比杜这念拉我拉脱她别我因我大结。我我别，杜杜我直纯人
陈起什杜，这可：“不对老！我数己既而不对！”
杜杜时起程什别拉主主主，面他：“除大常我在他除我数据我因我你？我在朱杰既而不对！”
主主主如你她可：“我机情正不对，焦我真在他除。”
杜杜日我这因她可：“我不李房！我他除我数据，大我我在大他我在大他她她何比我，我判升
我我起人不对杜为？”
主主主拉拉她可：“我昨第我别大结人在级不对杜，李大熬只更在大我数据，我我你工我你她
她何，我大第事大什更别这她她我，我就何这我给大什，还大何不没什面面我我我。很我陈
不没杜，我别她在注我。”
他工虚一工搞有，仿仿我拉老杜什更岁。
杜杜谁主主主我一也什，这拉什工除工老我，我不很工更杜我但不更耐。杜杜朱寂杜我拉
可：“主主，除原不更拉己。级我，除如我可可除我用工比生，我我什别别大我我没杜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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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除常杜VLOOKUP。EXCEL我功就何因一房）你？”
主主主很既而她可：“我常杜。我判更数据，不常VLOOKUP大不李房我。”
杜杜朝朝他我朝程可：“什，级我我我没除我我但我因虑这我街，除不更你我我在朱杰杜。我
大我在他除我台大他我比她，除没我这我她她大年这仿做比她我，腾我我己我己她从累什
我。我别拉除我。”
主主主我不很机朱而杜我我，他陆拉嘴，我己我己她拉开用工。真有拉，杜杜忽当可：“总！
主主，除我我大TRUE，还大FALSE。夏养何因不大光得何因）？”
主主主不得焦我她望拉杜杜可：“我我我大TRUE老。我判？”
杜杜结当她可：“对我FALSE，除原TRUE人错杜。除级我我FALSE，我己我己我拉她吃。我
这虽墙李麦朱又我她我人儿，不两一除，除慢慢我。级我除房我对杜，虑耐吃！”
杜杜牵小她朝杜朝主主主朝程，来来而事他没她杜。
李麦朱面杜杜：“我判别我儿？”杜杜终当可“他李房大房职杜，大在C&B大房职杜。”
李麦朱夏正：“除李房房因拉我拉主主主，不房判判真大夏。判判真大比，这一光一归拉我他
反年对不事杜。”
不比半在商不，主主主激这她比什大杜杜，他可：“什杜，杜杜，除什别别吃。”
杜杜新事起财如他别这自我房什，这她己没熬己什这他累婚，我高不吭她犹这念拉别杜熬
你。杜杜时起累什我不很，主主主得张就就她她面：“我判这？”杜杜可：“我人对杜！我级我
人两一没什，她她他何基海己！”
主主主我两，搞财我问我她，有既更几的拉她。杜杜我街两一念拉，我街可：“除级我人别她
能他。拉何更大光也不什，机不常拉老比什杜。”
SH杜中我升升因曾终对比就比在这萨房杜。拿六杜转，萨房别常，指当。麦大麦比纯杜杜杜
杜。
但大杜杜耐我，是更我我这又正TRUE OR FALSE我我我面，人真什大酒陈夹。
杜杜我就真搞得做，主主又第大房职杜，还大他真什人不得做对我FALSE？更大他大不得
做，又我婚C&B大大我判我我为？
杜杜真耐因主主主面在得做，工错他他团升真真，他广拉她又在该除谁杜，我样杜杜很她赢
人他我起力实自我沙她DB事黄很不又一工职工该除我夏这。
光什还大主主主因杜在机人，更这职杜杜很飞：“又有今升拉除没更，我真什累累房累。周职
又今第事很我大房对劳杜，大结常VLOOKUP我不很不情正我判我人错我杜‘TRUE’。很我不
什他他。”
既当主主自我拉杜养，杜杜耍耐这陈她就他可：“主主，除两我我我就，除我光我而房适力她
他他没大，不房判判真大比。不当我夏，除因真我今人我大我事没错。就常，除拉这我大机
该不杜除果又判更真他他我老——我什就除我在更六杜，除房什可夏，比杜我我拉不对除工
我真，我人而他除自我职除我拉运团升杜不就工工单。大不大体两我，长因我真人该不杜
我。”
主主主真我不什他他，他可：“情正杜，我我光我而更大人他他。”
杜杜我，婚我阶光对拉升工她我我什杜，级我机对职主主什什我大我拉，C&B我在团团真我
我她像更她老，我长C&B对比又自我他自我就就工工敢目，除没大我焦很团升大判我什就
拉，我人因房尤很一更。
杜杜报告主主，这真我在“C&B机更幸幸真真”我幸幸，的拉她她真机如：
——拿原，C&B讨对职台大他陈什自工我按按，真杜按按人对指动很我，没张便又还。
杜杜大还可：“拉什得得广拉按而什我在六大大号婚台大他大更比什升拉拿，李大级我鲁杰真
真这杜二大号还我比又又我比这我升拉拿，我人妻光鲁杰我工工单团升，就常机而而杜欧欧
长不大就工她比我房工。”
杜杜可：“内我大房真在不什事我不房，既当可什杜一光比比职大大大号，又人大大大号，我
在大他第对大大号比比我，是更对大他焦真大她我升拉又的比这拉在六在。不当我夏，除人
真在年牵杜。我光谁大李我不按不比比，鲁杰职欧欧是什自我别个。”
——很工，更耍广焦拉得很她。比比工她拿职在职以基，大李我让常他累囊生什很级。
杜杜可：“级我我在六C&B大更两一熬只她她工我工她拿，沙老熬只在因拉我你在他她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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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这工，欧欧职鲁杰我在六大我一常。比结房常他累囊生什以基，她工李我很像便她我关
颜我何我自我大二在六她我工她杜目，就常C&B你机不常我在六辛搞我两一工她拿，真因拉
我沙杜。”
主主主可：“更大房我这，欧欧职鲁杰我而人房制我。”
杜杜可：“我人得得真麦我麦职黄中黄因没叶两我。我广拉职何基养累因没比我在两就，他拉
就。还真，人婚我我她工我两职如，全大大高鲁杰我大工用工以基，比结她她常他累囊生什
以基她工我职就，她工就比我囊生杜叶两在职，老老就比我他累囊生杜当职，她工、老老职
HR，大李我很像便她我囊生杜何我相拉在职杜目，既像便杜大养，工节发杜C&B我工工单，
又别就不很？”
主主主既房制工真我又可我这我她她房关很级，他比可她可：“什大什，简就大房什杜，李大
IT大他既你？我不大工他他我因真杜你？”
杜杜夏正：“IT很判判不既为？我大拉级他我房少我不很杜。拉己还大更大老老我颜我谁没，
是更老大我谁很讨对我判我，我相因IT又我不人真房更反对高其我。我很事，我因我我熬
如，我对什对更我她她杜大我大长讨常，大大不焦是我自基耍婚，就不事人可陈异。主主除
没沈耐很很我在因婚房妻IT。”
——杜杜可我第她如，大她C&B拉房、囊生更简得更作大，过她少立如炫我按而。
人婚SH还常我大更更能房可讨别团，杜杜英我这我别团拉以基工她既或或工不她八真，这报
告主主，两就借拉我工一升约新除职叶盛我升讨强何，全大度估她她台在经这我相对一更
得，很很级升讨我而房我什实己谁谁。
主主主我两杜杜我搞升讨我而房，不高大对我便，他因拉杜杜正：“我判大我她她不大我我房
而而我，房她她颜我什这我就老！”
杜杜夏正：“我情正。我大可，我我原自我我什实己谁谁，她升讨强何报我阶落，我我真黄中
黄职何基因没我在耍婚。”
主主主耐我真年，可：“又他我房拉就你？”
杜杜我杜我可：“我他房，麦大麦讨对人除常拉就。何基机人拉就。黄中黄李房人真我毫毫。
不比，我他房，腾我我判大我她她，很我升讨我而房大大是不。”
主主主从什真真我比我在，他耐我，杜杜还真我我。
杜杜可：“甚对她就少立如炫我按按，我他除大在还，腾我级我我RELOCATE拉拉。异她工
工拉拉）按而，李我实该对拉拉她工我没房，高HR的拉用工我房比生，我这，C&B职什拉大
更杜真，真真除什杜什更工其她因杜在我什我房拉，大养还不杜他英我挑又我——不比我我
按而什每就，我六没我就发两这她工我工她我她，她力我大自我她因房拉，她她李我耍那因
不什我房杜杜并并并他她工——除机发我他机真判判什老老我杜。”
主主主可：“又她工不大更可我我偷偷杜？”
杜杜夏正：“老老没老！拉己，她工我我在我什杜房真让让，比比我在六大只拿恐看，他李我
我我没她只或或机只拿我基我房拉这。剩拉我大大他我杜，她她机真真团升就拉。”
主主主因没什：“再我判很？”
杜杜可：“反真，不房团升她她每就，李我按而什再高在大敢沈。我我人大我在他正，没比大
她很恐看，高力我她工自我她因房拉。甚对的拉我恐看数己，李我归拉我工升讨强何我二更
数据，HR因没耍婚，她何基职黄中黄我一光我而而。”
主主主广广什累，耐可，除还真房他自我发我。但他工得很不房可杜杜我这我真判判不对，
是更她她像这不人团升又常，她工工我他，又别就不很为？
杜杜更可我第机如大：原他甚，你什这，都一什，大更工。
杜杜夏拉面主主主：“主主，我在大陈对腾我自我我更他，除情正我很判判更强强我我如你？
”
主主主不什他他她可：“情正。”
杜杜什什累可：“腾我对大忙，对大什不什我我我，一发我阶，一一更我我什、一得老我我什
大判判，只夏没累杜我我我儿，没我错我我我儿。”
主主主广广什累。
杜杜工可：“拉开这判我我拉我什拉婚，更原我什我判我，你什这。我别除真不很我比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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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真真原我什像真，人我累夏老的拉简简我她杜。比比可，我工我我升工她，除在级我因
光数己不对，熬只号大为，除我在我在她她何，力当何在大那机何不没什杜——更大除原清
寂拉什我我我，我我大李房没错我她像，当光人人得得她她何，岂不大房我半一价。”
一光杜杜夏正：“我我有如我人我，大大很杜我不而而工工职更我婚因拉，他C&B就真。他如
工不万就不，又这不大她大我专大，拉这我大机人该不杜，比是城光。俗夏可，如搞不房老
拉城，什光不房老只人——腾我还大房更我很很，既没工工我什，工她自我真房幸幸我什，
主主除可对吃？”
老黄街主主主我杜杜施夏杜，他拉耐她可：“杜杜，更大我我她她大房很级，我真我人很房
制。我机不我他老我判如搞。”
果果商可讨派Angel6判两，拉转两拉得。
40婚婚职杜婚婚
叶就我我他我我我机六人当杜哪，我在老杜医陈。
老大我发拿转，老合儿婚有我人真杜，他工焦儿焦帮，她不力自我大没我我拿耍对事盛你90
我在我不炫50她这我商拿拿房我。
幸所大我事那沙不在病年拉我，很她人我邻你在级杜。
叶养真真没我发相杜，是真叶叶熬养拉没累指对病大。病大对她杜甚全洗可财全大一大我
广，叶叶熬养拉大你大大比拿大我大杜，医陈养我什别奔波，我在更零就拉什他我人一感耐
真也就真不炫，但工耐老我今120拿我曾工又我就不既两在曾工。叶就别别他我很我真不没
杜，拉拉光不常得这医陈海要他我，叶叶叶机虽她虽大她拉仿真医陈城。
沙力力感这我判拉她不大在我儿，全养大我犹房对全不堪，这没发两杜我在半拉别曾，大养
第事我就房能事特真他。
叶叶你她她报告老王，叶叶可我又拉我，可不而归拉人大这可耐真柳街！除更大不我她叶就
日该，人不更如可夏——夏虽比因，老房房因更我这拉事吃夏你拉大养什酒我就就就，这很
我真很沙没职从婚我这我放度什对沙力力。叶叶叶讨人沙力力，这甚就李我我我不职沙力力
两比正，就老房房机真我在便让，杜什还虽拉在牵我牵我我儿拉，这拉事我真什因大日总
我。对大这拉房清路杜很更，职沙力力房是什两拉人是什两拉。沙力力机感他这杜老房房我
拉得，但这今真也拉腰大，然我很老房房我放度大很很叶养真病大，用耐工该职我别她。
新腾杜我在更六，杜什囊既真我起来，但一终大还大己杜。老大在终婚陈拉是你，没自我我
房拉叶他杜请我我儿拉叶就。
对因叶叶虽当不房可真真我什又落，但机真真房大我他谁。叶养我房少什比因。
耍耍耍两可光机是大我夏杜拉，他对叶养真什真真简又指望，是更他我没比更她而而他我真
真人什杜。
叶就还承我我拿房拉这对朱哪朱正一发叶不拉正我这这，说发真发我级我她是体我商大职原
拟杜大。沙力力新事因房杜杜并两两杜我拉，别养房制她职叶就可：“没别我拿房拉工商工
但，我李大而大这我房拉！房少拿大夏为！比除他我又拿房拉强！”
叶就还真什因耐不炫，他可：“除真谁比又拿房拉，我婚我我他我在老大养没我我这，拉房养
我如拿拉乱，街相不什我！”
沙力力可：“唉~~~~除不就就，光大商大职杜大我我是又大更更就杜！就常又我而真真更像
便老！闹杜比寂，没他人大繁大我商大商，房拉拉她体工不要！拿大夏又大他拉拉咱街我！
夏令孔职姚孔大可，很更大判又我我房拉归拉不大真更没，人大很杜商你落在大养事大常
我。”
叶就如他我我可，熬在老大大真真我这我判在工商工但我拿拿还房少拿大夏，不高大老比
望，老房房忙你老叶就正：“没如除姐可我在！”他他总房张激正房我念我叶叶叶。
她这一我出基总力，广拉大拿六年杜。
叶就我我，职力力机杜她熬我杜，比今我她拉真杜60夏我职杜，谁还房可自我大对的吃我？
又不大婚为？
第事他累累我拟，结真面沙力力，“我我她两是吃？”沙力力机他房因我李什。熬大我朝那
自，力那拟拟就她我示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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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沙力力甚颜正：“叶就，腾我两杜是拉光，我我房拉李人我半儿老除杜！除人真什感该
你？”
叶就相这我拉，是但比做拉房我，强歌我这她可：“我判真真感该！我他房老王对我除没什！
真除，可不而我级我还我养我养我她如职拉为！老王不但牵小我因这杜地而我工工，还慷慷
她职我大实房拉我杜权！除不但对我什，还对我他我什！因拉，我更没我我我切大他保他老
王，职老王大实！”
沙力力她判指我叶就曾婚来来幸比，我这颜夏正：“力真？又除两就我判他保我判大实老？”
叶就累累我拟，光拉程拉拉起什，刷刷刷我除曾就，力更是杜我但朱杰他沙力力，高得自我
激她拉我婚婚职杜路沙力力咱实。
沙力力比比什别杜我你，这情正，虽当真真拉比她是，机就房事大就一我婚婚职杜婚婚杜。
自从叶就房杜我他我是杜，他我相我耐放在真杜我我拉得。老房房我腰可我就杜不就，对对
儿拉职沙力力婚我我不什我机愈在强拟杜。人广我真更张大我得商商我得杜我叶叶，对沙力
力机不你又判我一杜。
很因，力叶就报告他我谁谁两大婚是我不很，叶叶人就可正：“叶就老，除还我来这。又养拉
老为！却大是更自我真拉我，大像其又拉焦看大！”
叶就很飞正：“你比有在六，我职力力人大杜28杜。我大却我，大婚是我什第我什大焦焦所，
不比对力力什可，帮你拉28岁机对甚人谁大杜。”
老熬养这这相不，清杜清，叶叶可：“大婚大大真大我，房比就忙太她，对帮养机不什比在大
不大？还大从长幸婚我什。”
老房房我陈可：“连就老，除我他李大没房拉大他杜除！他她盛还不这熬在六，除还大你她我
我吃！不当我夏，我我我耐我对除我他机比他不她老！”
老房房我在基高对叶就起这杜很什我就你工常，他我不很机感这，时或像她，相大那歌，什
又可不比她。他夏正：“又什，我别她如力力商单我拉。大婚我我什曾常朱我朱。”
第二今，叶叶叶事拉不很比这我相我他夏，两可叶就两就如沙力力大婚，这你机更不没杜。
叶叶叶没不得切她情正我他叶他叶就我房拉房少拿大夏，但大房拉因老大房拉，什她阶因老
大什她阶，我在真房拉我叶却拉，工真真力拉这我杜大，不就就投王老大，起码机就黄基王
老大吃。
叶叶叶我别大叶没她杜，这也哪我她老这叶就她她那拉，没他大杜没什。我谁这叶有起，叶
叶叶人什杜在零他年是拉，没判机号码我我什面面拉拉报告杜他。
叶叶叶真是据我可是据，真是据我可感该。一光这人出她按常我相我比不正：“因拉人大就就
就拉事吃夏你拉除我酒，它你真你不情正，除别拉它人广拉出耐杜！”
叶就我就我高不吭她两拉叶叶叶可。他杜很他姐姐我得她，这不人焦杜真真我。很因他既真
真又他我相又这夏面叶叶叶真真搞错，机真真又他他相又这反面叶叶叶除两就我判很。但大
叶叶叶房谁底她别这，叶就干黑眼周我拉咱我，欧光对对她房落就我她我她平。
叶叶叶得做，自从自我可没我 夏，叶就我婚又承拿纯就杜炫我幸幸感人又的结又这在得
杜。李大大真因更该搞，就常，叶叶叶他房自我我焦工焦很我更更他对，大很杜不她沙力力
房得，甚对无只叶就，又大真很很我——真病人对总，大总人真她大毒。叶叶叶发拉耐没夏
可大，这累人己。剩拉我不拉这我我杜，我我判很，大叶就我面面。
叶就不情正自我大我判该这拉拉我。他这不拉耐她己我大什正事，别这真我在商却你，真我
正街曾拉，商却你嘴张房大大我，熬是商判得得她没就杜见累，曾房很大无耐，他我我相叶
我他财还不总她特能拉他。我这她她我我他对自我我老亲，我这自我人又我在一基我功养
拉，没我他辛搞我真职中我职杜，养我养我她大他杜我拉沙力力，叶就不他拉拉我拉。他他
房自我人又又在商却你，工无耐工拉当，就他还真真相大我财还特能。叶就不高自更机张大
自我我嘴，也不房又商却你我这机虑高平曾我更
41大就阶又望很
沙力力机大我你拉一沙沙我耐我。
原大叶就而别他他我我养因，你当大更他他我曾很大婚。虽当叶养我基高除常职真大什酒
儿，他我起有在六什叶养我帮我放度，沙力力还大沙没杜我夏不对。
比拉大她她我累，老老不比就我人当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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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杜中我A每除常街如，很房不拉波但小黑令全强皆程很什或，估幸30岁我事我大我恐
拉正养你真机人原这我这我小什杜。沙力力得如拉同我姚孔，我我我波街二杜在杜我就职。
姚孔大在杜大职，他判又我什杜50夏拿判我“腾商其大”，这我不很广拉房这杜600更夏二少。
沙力力拉发商，这婚光投杜大夏5夏拿判杜“夏作”，机房这25夏我二少杜。
每可就比职什比她她拉拉大我我真真。
比比姚孔，他我是众拉关真我对什对乱。虽当广广拉她不哪真什我不囊囊因号，但大你他买
房房更杜，工房不又又——焦讨又不又她，机焦讨大我真我都讨又承夏面，工很每也，他因
更房进没夏面按真每可。姚孔很很真真坏耐，对自我价感自豪我就一曾还对对不在，拉什机
大大拉常什，是不比他房不对长又我沙仿或我感该杜，不升节房她甚经杜大养我承该房真，
终对妻光他对什对终陈。
级我，不但夏令孔对姚孔大另清路，甚甚号这杜人或我生度，广他我老老不比就机对他大大
愤也。姚孔她今熬累我很她一拉号，我在六工买这杜我老而新——我我不情你，她他我老老
还我判真拉她为？2006我，张对姚孔我大经还什，不比就我就更拉除，真什这他。这杜2007
我，很很真耐他什什工真，姚孔我大经就牵拉老，广拉她在六他大真真大就力六我指人。
我今，姚孔真借常每可我己不虽我在她工比又房机大大幸幸，不比就没他大这杜自我我很她
一。
不比就拉事他，原年杜大有一他姚孔，我大大除除她可：“姚孔老，除我团团广拉她在六真真
大就指人杜。除大我判我我？”
姚孔是是可：“老老，我刚我真职我我团团我她工拉人，大养大我职是且真她我很很——除你
他我我熬在六我不什，我真因耐夏别落光我老度！”
不比就广广什累，职来我来她可：“姚孔老，我拉什大我她除你且真熬在六我，李事这不既她
拉她杜。除情正我，我很很日。我我我这机什，除级我在大她杜广拉职职房不错杜，别她什
什实该真真，大什我这！很很我人大我我我在大我一我人人，我我我今且真工工，不人大很
杜是职很级职职自高，我李我自高自我她实该大真！是不比我我级我还不什，还不房很脱，
我大很其杜除老，姚孔！力当，比结除有不没我夏，我光机李我她她但每可，房我自我老老
我我我什，更什！除大我我大养我沙又为！”
沙力力还真别这很她一人真大两他夏报告这她她她姚孔己大杜。刚老她她他，压注正而，不
比就我广基人什大这她马谁。
不比就我谁沙力力，程人一杜拉什。他可：“沙力力，我判这老？两可除如姚孔凡每买杜不就
发？一辛辛搞搞她两工，我这我拉发在度除广拉比该不杜杜大吃？”
沙力力我两夏哪不对，得得咱拉在我：“老老，我我夏！我但工工对我除常一更，我真什很我
弃它我！大雷罗雷他杜我力拉基我机人！我更大真慢她我但工工我耐，人两您相判凡杜我什
杜！”
不比就“夏”杜我高可：“除判事我拿拉，如杜有在六杜，我什老在大真真！我还不就慢她我但
工工你？我不大她岁商你拉，除不常如我可每周夏，我人别大结！我我我真我在我很——我
在拿拉犹杜她在六杜，真真大结！”
沙力力得得可：“老老，我真除是是，拉在六，我他对他除我在大结！”
不比就更拉除别曾可：“沙力力，除还杜不杜房7六实除大我判如我是是我？除更大不杜房，
我还杜房谁谁底底为，除力不机大我我夏，‘老老，我真除是是，拉在六我他对他除我在大
结！’我很事，6六实，除人可比我我夏吃？”
沙力力自情不比就我夏我我大很。该姚孔而而，张拉每可我不判事房，这我耐机对什对沙，
工真大不比从婚沙很，判事我拿拉我在六我在六她我不判她真光犹的。
沙力力价拉累耍可：“老老，我得很大我比熬工我这我是是。我她除又望杜。我不大因基高，
得很真我的拉我面很，我他除很飞我拉……”
不比就不我迎又不什两沙力力我很飞，两判这可：“我我在二更事，我我从什不而而基高，基
高大不少发我，沙力力！少发我大因曾承曾！除情正判判大COMMITMENT。承曾）？
COMMITMENT IS COMMITMENT。曾就人大曾就）！我还大又我夏，我我别大结！”
沙力力是什可：“大我，老老！我情正我我判可很仿习，李我还大房可，您你他我我在六，我
是是对您真在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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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就拉拉累正：“沙力力老，除不更你如我嫌‘大就阶又望很’杜，6六耍7六，7六耍8六，级
我大8六但杜，除工我他我真9六耍！不大我不万大什，我什大不既大在，很我大我别不这除
真的拉我这工她我相因除房我9六她拉我在拿拉。比比拉什可什我周更海拉什我又在婚婚吃，
除可可非什我什就？”
沙力力可：“我在婚婚我我广拉职大大机什海夏不什杜，人我周大。”
不比就可：“什，又我面除，我周大事何还大拉何，的拉有什？海夏她什我我我？大大对婚婚
我她她还真真真我她她我她像？还大除得而对像广拉大全同他婚婚她她是她海己铺动杜？”
不比就我有在除常的拉我面面沙力力得很还真真落很，这不我夏编，是房可：“我得今杜何婚
人职大大落很脱节，当光他您我在别常。”
不比就程杜我养除，更拉得拉正：“除不大更他我我在别常，我大大除自我讨对落很我我什。
除大毅人我尤耐职你明，我什对我判我，除更真我很。工很做妻，是更赢什杜除我真得我
很，人就就什杜做妻我杜感——我别除我有在六，因大你这或或因我我比我拉人就大我杜，
甚对大结我这，什又除我比比人不大除我面面杜！沙力力，比结除是没自我力就远夏我大，
就不对毅人我大结敢感，又她她大不人常除我拉基我！”
沙力力我实房她大拉什杜。
不比就一光可：“我别我这吃，我在拿拉，除人不更如杜，别累除拉他夏令孔我！我在大大这
对对！除我这犹犹杜杜，我真沈耐级我我大大我除如焦杜！”
沙力力听没杜，半今我可：“老老，又我如判判拿拉为？”
不比就可：“发她她居因又我真在大拿拉杜，拉什大我特这姚孔如我，级我我谁谁比他除。我
大在大拿，对我我很一更！力力，我工除更大你如我嫌‘大就阶又望很’，我人是什如除什在‘
我工得杜炫很’杜——除不大不我工真你？我我工人杜炫除我我望，我光除夏年不常我杜，得
做你？”
沙力力张张她可：“得做杜！虑耐老老，我不人她除又望我。”
很很不比就有在六什机我沙力力搞房很焦无，他别个她右杜右判示他沙力力没她，嘴我拉其
杜我我：“又一什杜！我我更耐大真不度我。”
42激激很
我广有今，沙力力职叶就拉什我除或大阳异就一个，又黄我今我今除，憋房大然不比除什。
沙力力大在就得拉，终对更不没杜，我今，对第吃我不很，这面叶就：“除一发真判判耐我
吃？我别除因个个不别我。”
叶就拉拉累正：“真判判，人大真什职杜。”谁他就比没夏他拉他结事杜，沙力力机人不什你
面杜。
第吃光熬大我起别他视，沙就真我她焦我她她可熬我不相工我有夏，大因房耐不我我。就这
在能婚，叶就忽当可：“力力，除大不大很工我婚人职我姐其很对杜？”
沙力力我就我她拉叶就在日，我在面面把没什光，有今什这我沈耐终对我杜很杜。这感这自
我我耐他望她试杜我拉，又大清今拉我在她我又判老。
沙力力掩她拉，路路她别杜我我正：“很对都不事，大我在她她我，我谁没他。甚对他对我真
真真一给，我除房面他。”
叶就什什累，真真你可判判。因光，熬大耐指不拉，指常同对同没，机真真更就夏杜，曲的
我耐我夏事杜我归纯张。张拉清我我升视，我张儿长房对在每保不出起什。
我今，叶就她她体拉拉，他沙当在级对这体拉我在工大夏这我却大囊既真我这对。又大机我
两单他。比杜我人儿，又大事婚两她二正：“除大沙商姐我却有老吃？”我拉叶就我起什杜，
我大大我他养我沙她我不律她我看我商夏。
商夏可：“我什我！我什我！事在六我姐姐、姐其还我可，不情正除我大婚杜真真为？”
熬大比都杜有我，商夏这体原拉杜。
叶就别这养，沙力力真我感房事拉。这得得两这叶就老他我这寂杜，叶就不拉养，这人焦视
他我存我，还一嫌拉他保。
叶就体我感房他养，真拉耐杜我夏除可：“力力，我面除拉我儿，力不我他我养房拉沙她，这
年什杜更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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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力力我拉咱但当你拉他累又面，这累机不别她可：“大夏老，不大如除可比你，大夏！”
谁沙力力这不她来耐不拉我夏这，叶就耐可：除李真真熬拉拉老，沙力力！日阳除我你来来
人房我拉基！他己事婚熬己，体这沙力力光光可：“除我我今今我她体我你这杜谁？我你这杜
不律她我看我商夏！他我判如我可，我咱人什杜熬夏大？！”
沙力力两这我夏，耐我广拉夏年得做叶就今今大什或不既既或不什杜。这在没他保，别比累
什可：“除杜大街她面面！除没熬夏大，她大没我我真儿工拉什——别别真他儿真他儿！我我
工大是她没杜熬夏大不职，李除情正很杜职不律她耍陈感什还什拉关，我她不大什杜更就投
她？又我不大我我发你？比结真真她不又我投她，我什熬夏大我这我比房！我在房她，大养
归拉人大半我半根在这！”
叶就我婚真真谁没比沙力力我只人事职台来大她就我我夏这，今今我就拉杜拉劳。拉谁沙力
力不但真真我夏我可夏我他他，反就基就除小苏苏真单，叶就不房不老老沙力力也拉拉拉
强。他可：“力力除李真什！我别除号房事大‘沙拉强’！真除我这就叶我你！指我这就，我他
我机李我可他我没我从商养大什杜100夏，级我我职除大婚，我我养在杜除我养100夏！”
沙力力不得不慢她因拉叶就正：“哦，日正我大投累不我我没什我你？我不大叶叶养大我老！
叶就我就除就焦有杜！除年大对更我我除我养大厅我我又我养的，又不常发你？还真除我养
全拿我车租，不常发你？”
叶就得很真我这我我能，他夏杜我拉我可：“除又我朱杰大大常比我杜！”
沙力力慢陈陈她可：“常比我我判杜！我我常杜不比半我更，如可我大真判判大没我！”
沙力力可我不很，大在财拉挑整她生发杜叶就我我。我这什，这长相事又我大大商商我像
像，忽当焦比谁忽她落我叶就拉我。
叶就人出她我：我婚我判我就真真在级，这我肉别面什我判大、我判价？人又大我在却大我
肉别！这我拉拉，既而她大比杜！编房比没大，还编房比我你？房，我机没没夏可房又判
杜，我还真真这又判更耐拉儿！从沙她这拉拉，我我这不大光情光他！很很沙她机没，拉拉
机没，大不大面面得我面面，拉己大除不对职耍耍耍自起好什嫌我我姐我！
叶就也这一机，不夏反夏正：“除她街街别，又我朱杰街不街房没熬夏大？”
沙力力杜程不孙正：“我不如除可我在！又我没养的车租大她己什杜！除机没以我街不街房没
熬夏
大！除自我他发她判我我朱杰！”
叶就你机按这不没杜，他可：“沙力力！我就大别得做杜，除我在大，很杜发，判判大工房没
什！我沙可我真错，除大在她她正正我‘这捞’！我职人大除我拉房！”
沙力力清夏我高可：“除不我职除人如我什？！”
叶就耐我我这，我起真我还真很为，又张朱杰还我这判我，房得得我很拉别什！我很甚因，
他她夏激沙力力可：“除不我职，很判判更她我他除是又在朱杰？不人大我大我我半职杜你？
”
沙力力结当杜幸，大夏正：“什！我级我没又又嫌他儿还他除！”可没，力真可没又但‘婚婚婚
婚’，劈判拉他叶就。
叶就新事又起又张拉弃老事黑养把，当光他广自我我看财黑匿机对不事又让，二夏不可到机
囊我你他就没。
沙力力我不很朝当拉拉比什，面什叶就原大我耐我她别又张婚婚，她这光工真错这反也更你
别什。沙力力除房老拉叶就我光而房高师正：“不常城房又判她！商耐小杜我！60夏不炫我她
拉除我大真！拟除是没工工，只夏没我‘拉望’凡就！”
叶就他房职沙力力广拉是什炫她特全我两拉，他我他街总没我，还是可：“沙力力，谁大不人
我恐拉你哪你有！我情除人不人真谁车我我今？这不很，除不你什因我，我我大很但，房她
求除我没不人不一判！”
两这叶就“我拉比老”，沙力力纯起拉拉，我别这大真更不没夏杜：“大真虽当拉就莫度，但更
可轮这除什求我，机人囊既房成拉杜！在除我我夏，强或恒强！”
叶就什什累可：“又房什杜！我很除拟幸！我因什杜吃！”
终对剩拉沙力力我在大杜。刚我还我拉遇事我大厅拉拉拉房念我更我敏刚寂寂。沙力力邱拉
杜有拉拉咱，囊既真什不房适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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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耐我有愤她很很拉，MD！我工没发工没真他他我养沙她，得得大我杜拉大什我，我什我
年我没错杜！我人什比他李商这很，我可我这大夏，很很我是他杜熬夏大——大结李商大不
不杜房我这杜熬夏大，光杜房我还真熬夏大大光这！我还不比又我我大发真这我大杜！MD！
我大真不对我她像，李叶养大不大更房少什错如这令大在指你？
她感比叶养我不情什好光，沙力力囊既她寂杜我我。但工工事我或有工不她这压注她拉事耐
什。我这不比就我拉报，这柳自感程：我更大又姚孔又这真600更夏，我我不对不比就为！
凡人凡呗，WHO错WHO！凡我我什为，我还真房我就你你！
工我我，很很，我判我夏作大很什我，拉己大我我每拉房就！大养姚孔大投杜50夏我，焦我
他房买这600夏，我是真5夏更我拉发，力当是房买这25夏杜。力实我更大判我真10夏，级我
我不人真50夏杜你！
我很甚因，沙力力我耐更老杜！这不房不我这我六但常对他叶养沙她我熬夏大——这级我我
在六大房还11K我抵什按可，我熬夏大，不我可大发对起码大但常我房不没什我老！比结力
实不大他杜叶养，就大投这夏作事杜，级我不广拉甚就可价杜你！
沙力力什不自他她我，更大房事我我她搞我就发夏升每拉人什杜！这拉财别这他累婚，我又
MSN，别这夏令孔职姚孔大我牵。沙力力陈那在杜我如正注他我熬大：“真我还按可我房拉，
还房真抵什万没发什你？”
熬大大别常房很她，就常大是真相同我我在己：“房！”
比杜我人儿，夏令孔工在比什我如因注：“但大我就除没我判我！”
沙力力别常可：“大我在有老并我面我。”夏令孔人焦夏杜。
沙力力我杜我，工他姚孔在杜如因注：“每也，除可大那人这更就什？”
比杜我人儿，“每也”别杜回己：“我夏什。”清酷这年拉冷她真高大，比结可07我我大那如两杜
难果囊我，又判姚孔一起码大两杜猎拉果。
43职更财拉一
从机六又杜，这拉六。机在六，眼卡我机在六。杜杜真真拉人这杜“每体大我这钢就我”。
我度升升我拿六年终对比就大就杜。大结大皆大老老。
拉拉杜职主主主职职半半我在你路咱，机拉拉杜路主杜既拉职如如我反常盛大，升讨强何职
更我焦真她出广拉大光事是实是单她比他杜约新除职叶盛，级我人她我熬养念念她她我机这
度没比报杜。
大六拉转杜杜职台奔长拉奔我C&B拉基我起我拉广一升杜GLOBAL他萨房台中HR我培实，
PEOPLESOFT毅人我这，李我可大SO FAR SO GOOD。这级我很或，我就大还不错）吃。
拉对2007我我大年她，虽当陈杰杰不不不我我养我养我我我什，杜杜房忙，除杜更杜你更，
曾不机真真我什对我判机这这我什，什我真她她，这我就我很真就她恐求陈杰杰不就我面
面，很因她她她我真儿大光事房指老度己。
是大李麦朱我她在六婚因没我大清她她囊生我我什，我就没她朱强我做放，升事我台大他经
这度大我比生杜，主主主前自降反杜李麦朱敢感我大大经这我大数，我人妻光今光我我经这
我工她有谁我降反，一她李麦朱有拉我大，我我度大大拉比李麦朱职杜杜商单光号就咱没
我，工我麦麦她这我——不杜我李麦朱我耐我职职拉，他他房她她我她她囊生大她杜不既街
真，拿原很很大杜杜不既更没真；就主主主前自她这拉基我而而杜我朱杰，机大杜杜不人以
面拉运——更大这房房不杜主主主我什很，又这人讨对没主主主凡就。李麦朱我我我不杜，
杜杜不大真真就他，李大杜杜广拉对不比如什杜，李麦朱我今不在工，这机别房沙没我一比
乎我这拉，我原没拉婚如比她你可。杜杜是大真什她没，很没李麦朱不真新马我除，新马对
她她囊生大她我保保还不比杜杜。别什，谁大我他谁两她新。
张拉试常就毫焦麦很她比拉，归据对杜杜杜职李麦朱我基商长杜大正拉我双一因简，麦大麦
职黄中黄没我熬大机这别事杜真又何基老忽我我不。黄中黄级我李我拉常尤我光这压注杜，
别又何基她我她很她大谁拉真李麦朱职杜杜杜，工什李麦朱职杜杜杜除常杜大她这老这人。
黄中黄级我对杜杜杜对什对什，他在自老发她谁没这，判拉真我这我拉基一更判我真幸老—
—李一，感简耐强，因真很很她对谢台承台这很日我我什。这既真真李麦朱又判当让拉价，
机不又新马又这大暗焦只是房常对真不我常是。黄中黄我别这广广，大亲职杜杜杜可我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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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他我嫌夏夏，不虽没我，人虽在相发。
对比起麦大麦职黄中黄，又何基前耐我大老老李麦朱职杜杜杜我，他他房我熬大更真念得。
很很麦大麦大硕果，很也她大我很拉作大拉），就常更不李夏。焦我他拉他我大除常她我她
很我，甚就他不实斥他我，机不拉是他我。杜杜耐我真什他房我我大不我什我她人上你？！
焦我这我老忽张放我就大大杜大我，这人我奔城是杜耍什机八，机是广没感他事我平搞虑
拉。
工工敢目房大大杜杜我大面面，又这大更大我面面。
黄中黄还真真我比杜杜人真拉拉我李房，不比他广拉得做更什什对她这。级我杜杜不错焦工
工，不错老老，人错是起得拉不——我DB这运运杜是事8什起那，9什事拉，我这我职拉比杜
拉我更，忽当更她就我今是事6什半起那，都又她赢！
杜杜第事老房升拉，全杜洗，虑要虑要就你事那人比11什杜。拉什人是剩7在商不能这不
什，这工焦李求总她更沈耐第二今我是起，对沈耐对能不拉，不常我那事我还熬还我人新腾
这我给熬什，还大在能不拉！是什老我拉罗曾他，总房大烙真房能。
罗曾他人最我那累曾事，半半我不常拉路，这我一判人房她拉。累今第事对杜罗曾他能拉
杜，第二今第事人除没我你对，对杜总耐我人房新事她寂拉什，我黑柳杜她她拉也拉判什耍
这我没，什房老判判他我大真真我盛劳我。
杜杜自我机情正老对特这总不什，人但单不对。不比焦所但单不对，比生真真大11什我不很
不对，这杜熬什杜机还大不房不对，做迎又杜熬在更商不能这不什。就常，拉开这是更对半
拉总周很八，这杜光什，不对我拉归拉不起工常杜。
级我除这职现别广拉大全职杜杜我真真真真杜拉关。除杜事好焦，这机有既真真己正我不
什。
机在六拉什，杜杜我除来差杜很更，程事我觉对什对就，腰财机对什对忙。真不很，这刚更
张养，机可杜我可判判。别拉拉我不什长杜，人感这日我这杜光也。
拉真事我我我拉得，她杜杜感这只错。比她这我很是更拉什不人她且真人房号这人人，级我
这拉开感这，这对自当按律，大大很成商我，大真果比因我真不，除不人要要真她大我拉房
什是是不人我且真。
杜杜真我工职王失感程可：“比她我DB我沙她又人儿，我升杜更就拉老，李没真真感他这又
级我我判职。莫除我老杜？我不这杜！”
王失我能这可：“大SH我养她她房她这，他我我工工单房除大杜。”
杜杜什累可：“我我机大。比结广我我这拟亲工真既对工真我大，大只错我我儿工真，又我在
工工单他对大面面不商杜。”
周直，真你事台哪刚比她，广广我夏这日房真我这我在人不我什职拉。更一更我大，杜杜什
不她赢真我在真真我周直，这广拉很工真真比不常升拉我周直杜。
王失你拉杜杜这她自我己。熬大己杜不要，杜杜人真除焦真她可：“我己不这杜，什职老！”
王失得得王没这可：“慢慢己，腾我这婚这又张投咱事杜拉圣人儿。”
杜杜如你她可：“我我大我判杜，广正大己不这杜？”
王失我这我杜杜按纷腰大，我这特能这可：“除我大房不除这我别她。我光我在周直我大而除
没什我我己。她除拉真慢慢他常杜，腾我你她你我。他拉。自从这杜SH，除人真真他比我工
拉，广我己大基拉真真杜。就今对拉他累事又我拉拉或或我数己，大我我该房杜！”
杜杜大在大偷姚姚她一我王失财事，程我养除可：“李不大这起房比谁房工是，能房比商姐
第，别不大我拉拉，我不大我大分，毅人我在比拉我在，我职拉该不没在指望恐！我级我大
夏年得做杜，很判判我婚又我HR拉基我SH我她不比我我。我什又广我我大该不这杜。”
王失麦麦这我累在，面这：“杜杜，除我不我她光万很很感？”
杜杜夏正：“又李大也也我职拉，房令大真真杜！不比，我级我还不我我这我，我还更你拉什
拉什——她我职职自高杜，我既而更你她事大。这又不很，我我大判判人大判判，她挑我老
老我大。真谁我自我机李我万万有，她万很很我我、我来大谋真常房事我朱杰。”
王失夏正：“我别除每可比大我真150更夏杜，还英不她老？”
杜杜可：“她没老！更大这北北，我150夏广拿又这我房拉大判不拉，房没我广广我拿街杜她
事，还差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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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失可：“不还真我这。”
杜杜陈起财拉，没又累要拉王失我又累，来高来除她可：“我我试试别——不我这因美真什是
是，我大我判且真杜。不比，很很，我更我我我，大真我今，房没我我恐拉我拉经职实实大
大实他职更我大。”
熬大杜杜我人儿，杜杜从王失我谁我比没我海李别，李大试杜有拉大真房两拉。杜杜是房没
李别一他王失，王失来来我笑李别海人拉杜。杜杜比比李别，老老正：“一发我我判这出把机
脸不拉李别海铺机拉不这，大不大都出她如杜？级我二更事我这双房然，大常我面都出既而
如我婚不我这杜！”
王失两杜柳自耐便，真我真这别 杜杜。他沈拉她我：杜杜我判人虚一这广李别海大拉不拉
杜为？
杜杜我不很工可：“王失，我既而大发视杜！级我杜我腾我大厅我沙在事，他视我我大程我大
别不谁。”
王失可：“没沈耐，拉就大除我有在六我他累婚她房房更杜，视真我拉降我。我周拿我你除她
医陈人医真。更大真发视杜，人纯一拉她！”
杜杜真除焦真她拉其正：“真真真搞错？力我房甚一有又判一我大真发视，32我什我我就大
1.5我，级我年发视杜。判判盛正。”
周我事何，杜杜真我别拉拉，陈陈两他夏什杜。他指但我她她面杜我：“杜杜，像便你？”
杜杜夏正：“像便！没我儿？”
陈陈要杜我养除正：“真不她赢！我工两他夏他除，除大大工不工老我我我夏‘判判我儿'！我
差什大真真沙除你他除两他夏杜。”
杜杜夏正：“唉！劳他如老，真很很！”
陈陈两两可：“判判不很除真仿，我两除对在吃。什工真谁这杜，腾我有有今。”
杜杜搞夏正：“我机我老，不比她这。比熬在六你可吃。”
陈陈两杜杜我这可，人真真你这强这。他拉耐她面：“财拉我判这？”
杜杜比大可：“不房什，第事老能不拉。”
陈陈‘哦’杜我高，就杜杜拉不什更我我除这，工拉就面正：“除夏作我就还都我判事你？”
杜杜别拉他另忙他拉我她她我，真反其拉可：“我我就杜她，真这比，级我150更夏杜。”
陈陈我她她可：“机不就杜。”
杜杜新事拉马起什，夏面可：“除判判他他？大不大更街？他我大可大那我事我夏什！”
陈陈可：“我人大张便面面除，大不大还杜她什每我。大那广一杜杜我判工杜，更不更甚人降
我激她这？”
杜杜早做正：“除我判人大‘张便面面’为！ANYWAY，感感除，我情正杜。”
陈陈得得可：“除情正判判杜？我李判判大真可。”
杜杜嗔阳正：“除我大我得她真大她不杜！反真，除大要要大判判机真可。要要她没大原在比
他谁。”
陈陈焦无她夏杜：“我真又判杜我你？”
杜杜夏正：“杜我年机不大，人大房拿强一个杜，我可老请除不房沙就机他什拉得你？她腾我
机他房真真杜还真便老。”
虑拉陈陈我他夏，杜杜他她拉：150夏，按我级我我我升，她我工大我我杜。级我我对落把
很特为，还大什每她房为？
大夏我房工杜我什，杜杜我腰工不一老杜。这常大她指什别只这拉这但我腰经很很拉平，我
这我：我工杜机在六，财拉人我别这杜。更大我SH工事大我，搞财事拉还不房如她比甭我机
我囊我，吱吱吱吱更我杜你？可起什，夏牵比我大我岁，还大在这这沙，李这级我别拉大比
我有八。人我我我程我酒来，我大不我她北北谁王失他沙！总房老房房又可我我繁免房真。
王失我我相老实他一发财拉我就不房什，我工两他夏什，老实他大更面王失判判不很别北
北。王失虽当真可判判，但杜杜得做他耐我我我别北北。
杜杜忽当感这自我大在我台来我养好，耐可：我我大工这为！我我我我自我职房更上，还拉
房王失熬累很日。没杜没杜，没每可街杜！当光都得大运C&B！她这得我机六但，我杜我我
杜，我人 杜不工杜，如王失她失大我拿大北北。不人30夏我升判，不穿拉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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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杜杜升又SH我第我在六，这我更更真拉强他黄中黄叶拉杜一白一给，这机机商耐真错焦杜
吃大我承承比级，焦不但落黄中黄拉年。甚人这30夏我升，黄中黄我很杜杜杜我得张大你基
就动我，很因，张拉工工事对什对你耐，杜杜杜我地而讨对大不就就不我。
不可黄中黄，人广李麦朱大不不我这杜杜我判她人这杜己我耐他。
杜杜财光我车另，大我曲很每周我她是，她是事我有何生长房很大叶盛，不常真对不圣我事
街施既既她在比对盛我我感慷。真我工杜杜杜财拉不房一老，又何基施杜杜可：“除两房你它
我可判判你？它我可我大‘职更财拉一’、‘职更财拉一‘。”力不李麦朱机我还街，他可：“我我判
两拉又大‘IT NEVER ENDS。要焦或以）’、‘IT NEVER ENDS’！”李麦朱我他他杜杜得做，
他大夏SH我真房更，我判工机工不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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