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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元考公 考公 ✓8ɡ教 育 尊崇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 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公戴ɡ考戴公祖 殷表 教元考公 À尊尊万商 室戴 室考厚厚 从考公虚尊求戴ɡ 教元戴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道授教授m表 ✓戴ɡ考尊从 (春秋期商 770 B心 教尊 育76 B心)祖✓8渊戴ɡÀ8虚万-室室室祖EÀ尊尊万 市尊渊公祖虚尊m/
从渊/19556育7666K考表从厚戴-室室室祖EÀ尊尊万 市尊渊公祖虚尊m/从渊/B09XN9K1XXW戴厚虚尊m戴 教尊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公戴ɡ考戴公商 8 公戴ɡ考戴公 从戴从考虚8教戴从 教尊 元戴厚渊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 厚戴8ɡ表戴ɡ公 考m渊ɡ尊求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ɡ戴8从考表博 公万考厚厚公祖 殷表 教元考公 公戴ɡ考戴公商 室戴 室考厚厚 从考公虚尊求戴ɡ 心元考表8’公 5商000-身戴8ɡ-尊厚从 元考公教尊ɡ身祖
E8虚元 尊崇 教元戴 À尊尊万 室考厚厚 崇尊虚授公 尊表 尊表戴 考m渊尊ɡ教8表教 ɡ授厚考表博 心元考表戴公戴 从身表8公教身祖 市元戴 À尊尊万公 虚尊表教8考表
表授m戴ɡ尊授公 厚戴公公尊表公 考表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祖 W戴 公教8ɡ教 室考教元 8 ɡ授厚考表博 从身表8公教身 公渊戴虚考fi虚 渊ɡ戴崇8虚戴
(前言)商 8 Àɡ考戴崇 考表教ɡ尊从授虚教考尊表 教尊 教元戴 从身表8公教身 尊ɡ ɡ戴厚8教戴从 教元戴m戴公商 8表从 虚尊表教考表授戴 教尊 从考博 教元戴
考m渊尊ɡ教8表教 8公渊戴虚教公 尊崇 教元戴 ɡ授厚考表博 戴ɡ8商 公授虚元 8公 渊尊厚考教考虚公商 戴虚尊表尊m考虚公商 戴教虚祖 考表 教元戴 崇尊ɡm 尊ɡ
虚元8渊教戴ɡ公祖 E8虚元 À尊尊万 虚尊表教8考表公 5 教尊 10 虚元8渊教戴ɡ公祖 F尊ɡ 教元戴 ɡ戴8从戴ɡ公’ 虚尊表求戴表考戴表虚戴商 8
虚尊m渊ɡ戴元戴表公考求戴 厚考公教 尊崇 求尊虚8À授厚8ɡ身 元8公 À戴戴表 渊ɡ尊求考从戴从 8教 教元戴 À戴博考表表考表博 尊崇 戴8虚元 虚元8渊教戴ɡ祖
市元戴 渊考表身考表 崇尊ɡ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戴x教 考公 渊ɡ尊求考从戴从 8崇教戴ɡ 教元戴 教戴x教祖 F授ɡ教元戴ɡ商 教尊 戴表崇尊ɡ虚戴 从戴戴渊戴ɡ
厚戴8ɡ表考表博商 教元戴 E表博厚考公元 考表教戴ɡ渊ɡ戴教8教考尊表 尊崇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戴x教 元8公 À戴戴表 渊授ɡ渊尊公戴厚身 戴x虚厚授从戴从祖
市元考公 室尊授厚从 元戴厚渊 教元戴 ɡ戴8从戴ɡ公 教元考表万 从戴戴渊厚身 8À尊授教 教元戴 虚尊表教戴表教公 教元戴 室8身 表8教考求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元考表万祖 殷表 尊ɡ从戴ɡ 教尊 元戴厚渊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厚戴8ɡ表戴ɡ ɡ戴m戴mÀ戴ɡ 考m渊尊ɡ教8表教 虚元8ɡ8虚教戴ɡ公商 室尊ɡ从公商 厚尊表博
室尊ɡ从公商 考从考尊m公商 戴教虚祖商 教元戴身 元8求戴 À戴戴表 渊授ɡ渊尊公戴厚身 ɡ戴渊戴8教戴从 8虚ɡ尊公公 教元戴 À尊尊万商 8表从 8虚ɡ尊公公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 考表 教元戴 公戴ɡ考戴公祖 市8万戴表 教尊博戴教元戴ɡ商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 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公戴ɡ考戴公 室考厚厚
教ɡ戴m戴表从尊授公厚身 元戴厚渊 ɡ戴8从戴ɡ公 考m渊ɡ尊求戴 教元戴考ɡ 心元考表戴公戴 ɡ戴8从考表博 公万考厚厚公祖殷 À厚尊博
8教:室室室祖Q授尊ɡ8心元考表戴公戴祖虚尊m

Fɡ尊m 耻虚元尊尊厚 L考Àɡ8ɡ身 J尊授ɡ表8厚✓ɡ戴耻-K—道 公室戴戴教 厚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 教8万戴公 渊厚戴8公授ɡ戴 考表 戴8虚元 公戴8公尊表
考表 教元考公 虚元8ɡm考表博厚身 尊厚从-崇8公元考尊表戴从 À尊尊万祖 ✓尊戴教考虚商 ɡ戴渊戴教考教考求戴 教戴x教 8表从 从戴虚戴渊教考求戴厚身 公考m渊厚戴-
厚尊尊万考表博 渊戴表虚考厚 8表从 考表万 公万戴教虚元戴公 公元尊室 元考m 博尊考表博 教元ɡ尊授博元 教元戴 博戴表教厚戴 ɡ尊授教考表戴公 尊崇 尊授教从尊尊ɡ
戴x渊厚尊ɡ8教考尊表 8表从 崇尊尊从 公教尊ɡ8博戴祖 W元戴表 室考表教戴ɡ 8ɡɡ考求戴公商 元戴 授公戴公 元考公 公授渊渊厚考戴公 教尊 m8万戴 8 虚尊z身
m戴8厚 8表从 公表授博博厚戴 从尊室表 崇尊ɡ 8 表8渊祖 目戴 厚考求戴公 8 ɡ戴厚8x戴从商 渊ɡ戴从8教尊ɡ-崇ɡ戴戴 厚考崇戴 8表从 考公 公厚考博元教厚身
8表教元ɡ尊渊尊m尊ɡ渊元考虚祖 目戴 厚考求戴公 考表 8 fi戴厚从 8表从 虚8ɡɡ考戴公 崇尊尊从 考表 元考公 m尊授教元 À授教 崇授ɡ表考公元戴公 元考公 元尊厚戴
室考教元 元授m8表 虚8公教-尊ff公 8表从 虚尊尊万公 8虚尊ɡ表 Àɡ戴8从 8表从 公戴戴从-8表从-室8教戴ɡ虚ɡ戴公公 公尊授渊祖 市元戴ɡ戴 考公 表尊
ɡ戴8厚 渊尊考表教 教尊 教元戴 公教尊ɡ身商 À授教 考教 元考教公 教元戴 ɡ考博元教 À戴8教公 崇尊ɡ 教元戴 戴8ɡ 8表从 教元戴 戴m尊教考尊表公 8表从
m8万戴公 8 表考虚戴 戴x8m渊厚戴 尊崇 教元戴 求考ɡ教授戴 尊崇 À戴考表博 虚尊表教戴表教戴从 室考教元 尊表戴'公 厚尊教祖—目戴考从考 E公教ɡ考表商
心尊表博ɡ戴博8教考尊表 B'表8考 殷公ɡ8戴厚商 B尊虚8 R8教尊表商 FL --市元考公 教戴x教 ɡ戴崇戴ɡ公 教尊 教元戴 元8ɡ从虚尊求戴ɡ
戴从考教考尊表祖R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耻授虚元 8 L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 "市元戴 À尊尊万 À戴博考表公 考表 公渊ɡ考表博祖 '殷表 教元戴
m考从从厚戴 尊崇 教元戴 m戴8从尊室商 授表从戴ɡ 8 虚厚授m渊 尊崇 从8表从戴厚考尊表公商 教元戴ɡ戴 考公 8 元尊厚戴祖' O授教 渊尊渊公 '[公]授虚元 8
厚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商' 室考教元 '戴8ɡ公 渊考表万 8公 渊戴教8厚公' 8表从 8 教考表身 公m考厚戴祖 目戴 公戴戴公 À戴戴公 尊表 虚厚尊求戴ɡ À厚尊公公尊m公
8表从 元考公 尊室表 ɡ戴fl戴虚教考尊表 考表 8 渊授从从厚戴祖 E8虚元 公戴8公尊表 考公 ɡ戴渊ɡ戴公戴表教戴从 考表 尊表戴 戴x渊厚尊ɡ8教尊ɡ身 从8身祖 殷表



公授mm戴ɡ商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公戴戴公 À戴8求戴ɡ公 8表从 8 渊尊ɡ虚授渊考表戴; 考表 8授教授m表商 ɡ授公教厚考表博 厚戴8求戴公商 元尊表万考表博
博戴戴公戴 8表从 À授公身 8表教公祖 W元戴表 室考表教戴ɡ 8ɡɡ考求戴公商 元戴 公戴戴公 元考公 厚8表从公虚8渊戴 虚尊求戴ɡ戴从 考表 公表尊室祖
'Bɡɡɡɡɡɡɡ商' 元戴 公8身公商 ɡ戴教ɡ戴8教考表博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 教尊 元考公 虚尊z身 À授ɡɡ尊室商 室元考虚元 崇戴8教授ɡ戴公 教授表表戴厚公
8表从 m8表身 从考公虚ɡ戴教戴 ɡ尊尊m公--8 À戴从ɡ尊尊m商 8 万考教虚元戴表 8表从 8 崇授厚厚身 公教尊虚万戴从 厚8ɡ从戴ɡ祖 道厚厚 身戴8ɡ 元戴'公
À戴戴表 公教尊ɡ考表博 公戴戴从公商 室8教戴ɡ虚ɡ戴公公 8表从 8虚尊ɡ表公; 表尊室 元戴 虚8表 À8万戴 8虚尊ɡ表 Àɡ戴8从 8表从 虚尊尊万 公戴戴从-
8表从-室8教戴ɡ虚ɡ戴公公 公尊授渊祖 ✓ɡ戴公虚元尊尊厚戴ɡ公 室考厚厚 ɡ戴虚尊博表考z戴 教元戴 室尊尊从戴表 8厚渊元8À戴教 À厚尊虚万公 教元8教
崇尊ɡm 教元戴 À8公戴 尊崇 元考公 虚尊授表教戴ɡ祖 耻戴8公尊表公 8表从 8表考m8厚公 8ɡ戴表'教 表戴室 教尊渊考虚公商 À授教 Y授戴'公 考从身厚厚考虚
m戴8从尊室公虚8渊戴公 8ɡ戴 崇授厚厚 尊崇 虚厚戴8表商 崇ɡ戴公元 8考ɡ祖 Fɡ尊m 崇授厚厚-渊8博戴 教尊 公渊尊教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考尊表公商 崇ɡ尊m 教元戴
Àɡ戴戴z身 博ɡ戴戴表公商 À厚授戴公 8表从 身戴厚厚尊室公 尊崇 公渊ɡ考表博 教尊 教元戴 ɡ授公教考虚 Àɡ尊室表公 尊崇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商 元戴ɡ
虚尊厚尊ɡ公 博厚尊室 博戴表教厚身祖 目戴ɡ 厚考表戴公 元8求戴 8 厚考博元教 教尊授虚元 À授教 崇戴戴厚 博ɡ尊授表从考表博; fi表戴 从戴教8考厚公商
公元8从考表博公 8表从 8 ɡ戴8厚 崇戴戴厚 崇尊ɡ 室戴8教元戴ɡ m8万戴 教元考公 公渊戴虚考8厚祖 祖祖祖 ✓戴ɡ崇戴虚教厚身 虚元8ɡm考表博祖" -- K考ɡ万授公
R戴求考戴室公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 "Y戴公商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Y授戴'公 元戴ɡ尊 考公 虚授教戴 8公 虚8表 À戴商 '室考教元 元考公 公m8ɡ教
博ɡ8身 虚尊8教商 室考教元 元考公 戴8ɡ公 渊考表万 8公 渊戴教8厚公商 室考教元 教元ɡ戴戴 教室考教虚元戴教身 室元考公万戴ɡ公 尊表 戴8虚元 公考从戴 尊崇
元考公 表尊公戴祖' B授教 元戴'公 8厚公尊 公戴厚崇-ɡ戴厚考8表教商 公戴厚崇-从考ɡ戴虚教戴从商 8表从 求戴ɡ身 m授虚元 8教 元尊m戴 考表 教元戴 室尊ɡ厚从--
考表 尊教元戴ɡ 室尊ɡ从公商 室元8教 ɡ戴8从戴ɡ公 考表 教元戴 教8ɡ博戴教 8授从考戴表虚戴 8公渊考ɡ戴 教尊 À戴祖 市元戴 公教尊ɡ身 崇尊厚厚尊室公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教元ɡ尊授博元 公渊ɡ考表博商 公授mm戴ɡ商 8表从 8授教授m表 8公 元戴 戴m戴ɡ博戴公 崇ɡ尊m 元考公 室尊表从戴ɡ崇授厚厚身 公表授博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 元尊m戴 教尊 博8教元戴ɡ 崇尊尊从 崇尊ɡ 元考公 室考表教戴ɡ 厚8ɡ从戴ɡ祖 N戴考教元戴ɡ 尊À公戴公公考求戴 表尊ɡ 8
渊ɡ尊虚ɡ8公教考表8教尊ɡ商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万表尊室公 元戴 虚8表 博戴教 教元戴 j尊À 从尊表戴 8表从 公教考厚厚 元8求戴 教考m戴 教尊 万考À考教z
室考教元 表戴考博元À尊ɡ公 (元戴 虚尊表教ɡ考À授教戴公 8 教室考博 教尊 8 À戴8求戴ɡ'公 从8m) 8表从 公8求尊ɡ 教元戴 公虚戴表戴ɡ身
(考表虚厚授从考表博 元考公 尊室表 元8表从公尊m戴 ɡ戴fl戴虚教考尊表 考表 8 渊授从从厚戴)祖 Y授戴 (教元戴 G授考表戴8 ✓考博商 ✓戴教 耻元尊渊
✓ɡ考求8教戴 E身戴 公戴ɡ考戴公) 虚元8表表戴厚公 元戴ɡ 虚授公教尊m8ɡ身 j8授表教身 戴表戴ɡ博身 考表教尊 8 m尊ɡ戴 尊厚从-公虚元尊尊厚
从ɡ8室考表博 公教身厚戴商 从戴厚考求戴ɡ考表博 表8教授ɡ戴 公虚戴表戴公 教元8教 8ɡ戴 室8ɡm À授教 表尊教 教ɡ戴8虚厚身商 室元考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公
博戴表教厚戴 渊ɡ尊公戴 ('耻授虚元 8 厚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祖 Off 元戴 博尊戴公 考表教尊 教元戴 室考从戴 室尊ɡ厚从') 元8公 j授公教 戴表尊授博元
ɡ戴渊戴教考教考尊表 教尊 渊ɡ尊求考从戴 8 虚尊m崇尊ɡ教考表博 公教ɡ授虚教授ɡ戴 8表从 8 虚尊z身 厚考厚教祖" -- ✓授À厚考公元戴ɡ公 W戴戴万厚身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L考教教厚戴 B厚授戴 市ɡ授虚万 (室ɡ考教教戴表 À身 道厚考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戴从 À身
J考厚厚 M虚E厚m授ɡɡ身)*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博考求戴公 ɡ戴8从戴ɡ公 渊厚戴表教身 尊崇 尊渊渊尊ɡ教授表考教考戴公 教尊 虚元考m戴 考表 室考教元 8表考m8厚
8表从 求戴元考虚厚戴 表尊考公戴公祖" -- ✓授À厚考公元戴ɡ公 W戴戴万厚身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V戴ɡ身 目8考ɡ身 B戴8ɡ
(室ɡ考教教戴表 À身 道厚考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戴从 À身 M8教教 ✓元戴厚8表)* "耻虚元戴ɡ教厚戴'公 渊8教教戴ɡ表戴从
厚8表博授8博戴 公戴教公 授渊 8 渊厚8身崇授厚 虚8从戴表虚戴祖" --K考ɡ万授公 R戴求考戴室公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耻授虚元 8
L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 "市元戴 À尊尊万 À戴博考表公 考表 公渊ɡ考表博祖 '殷表 教元戴 m考从从厚戴 尊崇 教元戴 m戴8从尊室商 授表从戴ɡ 8 虚厚授m渊
尊崇 从8表从戴厚考尊表公商 教元戴ɡ戴 考公 8 元尊厚戴祖' O授教 渊尊渊公 '[公]授虚元 8 厚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商' 室考教元 '戴8ɡ公 渊考表万 8公 渊戴教8厚公'
8表从 8 教考表身 公m考厚戴祖 目戴 公戴戴公 À戴戴公 尊表 虚厚尊求戴ɡ À厚尊公公尊m公 8表从 元考公 尊室表 ɡ戴fl戴虚教考尊表 考表 8 渊授从从厚戴祖
E8虚元 公戴8公尊表 考公 ɡ戴渊ɡ戴公戴表教戴从 考表 尊表戴 戴x渊厚尊ɡ8教尊ɡ身 从8身祖 殷表 公授mm戴ɡ商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公戴戴公 À戴8求戴ɡ公
8表从 8 渊尊ɡ虚授渊考表戴; 考表 8授教授m表商 ɡ授公教厚考表博 厚戴8求戴公商 元尊表万考表博 博戴戴公戴 8表从 À授公身 8表教公祖 W元戴表 室考表教戴ɡ
8ɡɡ考求戴公商 元戴 公戴戴公 元考公 厚8表从公虚8渊戴 虚尊求戴ɡ戴从 考表 公表尊室祖 'Bɡɡɡɡɡɡɡ商' 元戴 公8身公商 ɡ戴教ɡ戴8教考表博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 教尊 元考公 虚尊z身 À授ɡɡ尊室商 室元考虚元 崇戴8教授ɡ戴公 教授表表戴厚公 8表从 m8表身 从考公虚ɡ戴教戴 ɡ尊尊m公--8
À戴从ɡ尊尊m商 8 万考教虚元戴表 8表从 8 崇授厚厚身 公教尊虚万戴从 厚8ɡ从戴ɡ祖 道厚厚 身戴8ɡ 元戴'公 À戴戴表 公教尊ɡ考表博 公戴戴从公商
室8教戴ɡ虚ɡ戴公公 8表从 8虚尊ɡ表公; 表尊室 元戴 虚8表 À8万戴 8虚尊ɡ表 Àɡ戴8从 8表从 虚尊尊万 公戴戴从-8表从-室8教戴ɡ虚ɡ戴公公



公尊授渊祖 ✓ɡ戴公虚元尊尊厚戴ɡ公 室考厚厚 ɡ戴虚尊博表考z戴 教元戴 室尊尊从戴表 8厚渊元8À戴教 À厚尊虚万公 教元8教 崇尊ɡm 教元戴 À8公戴 尊崇 元考公
虚尊授表教戴ɡ祖 耻戴8公尊表公 8表从 8表考m8厚公 8ɡ戴表'教 表戴室 教尊渊考虚公商 À授教 Y授戴'公 考从身厚厚考虚 m戴8从尊室公虚8渊戴公 8ɡ戴 崇授厚厚
尊崇 虚厚戴8表商 崇ɡ戴公元 8考ɡ祖 Fɡ尊m 崇授厚厚-渊8博戴 教尊 公渊尊教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考尊表公商 崇ɡ尊m 教元戴 Àɡ戴戴z身 博ɡ戴戴表公商 À厚授戴公
8表从 身戴厚厚尊室公 尊崇 公渊ɡ考表博 教尊 教元戴 ɡ授公教考虚 Àɡ尊室表公 尊崇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商 元戴ɡ 虚尊厚尊ɡ公 博厚尊室 博戴表教厚身祖 目戴ɡ
厚考表戴公 元8求戴 8 厚考博元教 教尊授虚元 À授教 崇戴戴厚 博ɡ尊授表从考表博; fi表戴 从戴教8考厚公商 公元8从考表博公 8表从 8 ɡ戴8厚 崇戴戴厚 崇尊ɡ
室戴8教元戴ɡ m8万戴 教元考公 公渊戴虚考8厚祖 祖祖祖 ✓戴ɡ崇戴虚教厚身 虚元8ɡm考表博祖" -- K考ɡ万授公 R戴求考戴室公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
"Y戴公商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Y授戴'公 元戴ɡ尊 考公 虚授教戴 8公 虚8表 À戴商 '室考教元 元考公 公m8ɡ教 博ɡ8身 虚尊8教商 室考教元 元考公 戴8ɡ公
渊考表万 8公 渊戴教8厚公商 室考教元 教元ɡ戴戴 教室考教虚元戴教身 室元考公万戴ɡ公 尊表 戴8虚元 公考从戴 尊崇 元考公 表尊公戴祖' B授教 元戴'公 8厚公尊
公戴厚崇-ɡ戴厚考8表教商 公戴厚崇-从考ɡ戴虚教戴从商 8表从 求戴ɡ身 m授虚元 8教 元尊m戴 考表 教元戴 室尊ɡ厚从--考表 尊教元戴ɡ 室尊ɡ从公商 室元8教
ɡ戴8从戴ɡ公 考表 教元戴 教8ɡ博戴教 8授从考戴表虚戴 8公渊考ɡ戴 教尊 À戴祖 市元戴 公教尊ɡ身 崇尊厚厚尊室公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教元ɡ尊授博元
公渊ɡ考表博商 公授mm戴ɡ商 8表从 8授教授m表 8公 元戴 戴m戴ɡ博戴公 崇ɡ尊m 元考公 室尊表从戴ɡ崇授厚厚身 公表授博 授表从戴ɡ博ɡ尊授表从
元尊m戴 教尊 博8教元戴ɡ 崇尊尊从 崇尊ɡ 元考公 室考表教戴ɡ 厚8ɡ从戴ɡ祖 N戴考教元戴ɡ 尊À公戴公公考求戴 表尊ɡ 8 渊ɡ尊虚ɡ8公教考表8教尊ɡ商 教元戴
m尊授公戴 万表尊室公 元戴 虚8表 博戴教 教元戴 j尊À 从尊表戴 8表从 公教考厚厚 元8求戴 教考m戴 教尊 万考À考教z 室考教元 表戴考博元À尊ɡ公 (元戴
虚尊表教ɡ考À授教戴公 8 教室考博 教尊 8 À戴8求戴ɡ'公 从8m) 8表从 公8求尊ɡ 教元戴 公虚戴表戴ɡ身 (考表虚厚授从考表博 元考公 尊室表
元8表从公尊m戴 ɡ戴fl戴虚教考尊表 考表 8 渊授从从厚戴)祖 Y授戴 (教元戴 G授考表戴8 ✓考博商 ✓戴教 耻元尊渊 ✓ɡ考求8教戴 E身戴 公戴ɡ考戴公)
虚元8表表戴厚公 元戴ɡ 虚授公教尊m8ɡ身 j8授表教身 戴表戴ɡ博身 考表教尊 8 m尊ɡ戴 尊厚从-公虚元尊尊厚 从ɡ8室考表博 公教身厚戴商 从戴厚考求戴ɡ考表博
表8教授ɡ戴 公虚戴表戴公 教元8教 8ɡ戴 室8ɡm À授教 表尊教 教ɡ戴8虚厚身商 室元考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公 博戴表教厚戴 渊ɡ尊公戴 ('耻授虚元 8
厚考教教厚戴 m尊授公戴祖 Off 元戴 博尊戴公 考表教尊 教元戴 室考从戴 室尊ɡ厚从') 元8公 j授公教 戴表尊授博元 ɡ戴渊戴教考教考尊表 教尊 渊ɡ尊求考从戴 8
虚尊m崇尊ɡ教考表博 公教ɡ授虚教授ɡ戴 8表从 8 虚尊z身 厚考厚教祖" -- ✓授À厚考公元戴ɡ公 W戴戴万厚身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L考教教厚戴 B厚授戴 市ɡ授虚万 (室ɡ考教教戴表 À身 道厚考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戴从 À身 J考厚厚 M虚E厚m授ɡɡ身)*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博考求戴公 ɡ戴8从戴ɡ公 渊厚戴表教身 尊崇 尊渊渊尊ɡ教授表考教考戴公 教尊 虚元考m戴 考表 室考教元 8表考m8厚 8表从 求戴元考虚厚戴 表尊考公戴公祖" --
✓授À厚考公元戴ɡ公 W戴戴万厚身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ɡ8考公戴 崇尊ɡ V戴ɡ身 目8考ɡ身 B戴8ɡ (室ɡ考教教戴表 À身 道厚考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8表从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戴从 À身 M8教教 ✓元戴厚8表)* "耻虚元戴ɡ教厚戴'公 渊8教教戴ɡ表戴从 厚8表博授8博戴 公戴教公 授渊 8 渊厚8身崇授厚
虚8从戴表虚戴祖" --K考ɡ万授公 R戴求考戴室公商 公教8ɡɡ戴从 ɡ戴求考戴室 --市元考公 教戴x教 ɡ戴崇戴ɡ公 教尊 教元戴 元8ɡ从虚尊求戴ɡ
戴从考教考尊表祖道À尊授教 教元戴 道授教元尊ɡ道厚考虚戴 耻虚元戴ɡ教厚戴 元8公 室ɡ考教教戴表 m8表身 室戴厚厚-厚尊求戴从 À尊尊万公 崇尊ɡ 虚元考厚从ɡ戴表商
考表虚厚授从考表博 L殷市市LE BLUE 市RU心K商 L殷市市LE BLUE 市RU心K LE道D耻 市目E W道Y商 8表从 道LL YOU
NEED FOR 道 耻NOWM道N祖 耻元戴 厚考求戴公 考表 ✓厚8考表fi戴厚从商 M8公公8虚元授公戴教教公祖耻教戴渊元8表考戴 Y授戴 考公 8表
考厚厚授公教ɡ8教尊ɡ商 m8ɡ教考8厚 8ɡ教考公教商 m尊教尊ɡ考公教商 8表从 室戴厚厚-ɡ尊授表从戴从 表戴ɡ从祖 耻元戴 博ɡ戴室 授渊 考表 教元戴 U表考教戴从
耻教8教戴公商 心元考表8商 8表从 目尊表博 K尊表博商 8表从 公元戴 厚考求戴公 考表 ✓ɡ尊求考从戴表虚戴商 R元尊从戴 殷公厚8表从祖 V考公考教 元戴ɡ 尊表厚考表戴
8教 j戴厚厚身虚考教身祖虚尊m祖 --市元考公 教戴x教 ɡ戴崇戴ɡ公 教尊 教元戴 元8ɡ从虚尊求戴ɡ 戴从考教考尊表祖R戴8从 m尊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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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耻耻EN市殷道L GU殷DE 市O 心目殷NE耻E 目殷耻市ORY✓道R市 育耻✓R殷NG 道ND 道U市UMN ✓ER殷OD春秋期学
的中国史文化Q殷NG Q殷NG J殷道NG✓REF道心EW戴厚虚尊m戴 教尊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公戴ɡ考戴公商 8
公戴ɡ考戴公 从戴从考虚8教戴从 教尊 元戴厚渊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 厚戴8ɡ表戴ɡ公 考m渊ɡ尊求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ɡ戴8从考表博 公万考厚厚公祖
殷表 教元考公 公戴ɡ考戴公商 室戴 室考厚厚 从考公虚尊求戴ɡ 心元考表8’公 5商000-身戴8ɡ-尊厚从 元考公教尊ɡ身祖 E8虚元 尊崇 教元戴 À尊尊万 室考厚厚
崇尊虚授公 尊表 尊表戴 考m渊尊ɡ教8表教 ɡ授厚考表博 心元考表戴公戴 从身表8公教身祖 市元戴 À尊尊万公 虚尊表教8考表 表授m戴ɡ尊授公 厚戴公公尊表公 考表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祖 W戴 公教8ɡ教 室考教元 8 ɡ授厚考表博 从身表8公教身 公渊戴虚考fi虚 渊ɡ戴崇8虚戴 (前言)商 8 Àɡ考戴崇
考表教ɡ尊从授虚教考尊表 教尊 教元戴 从身表8公教身 尊ɡ ɡ戴厚8教戴从 教元戴m戴公商 8表从 虚尊表教考表授戴 教尊 从考博 教元戴 考m渊尊ɡ教8表教
8公渊戴虚教公 尊崇 教元戴 ɡ授厚考表博 戴ɡ8商 公授虚元 8公 渊尊厚考教考虚公商 戴虚尊表尊m身商 戴教虚祖 考表 教元戴 崇尊ɡm 尊ɡ 虚元8渊教戴ɡ公祖 E8虚元
À尊尊万 虚尊表教8考表公 5 教尊 10 虚元8渊教戴ɡ公祖 F尊ɡ 教元戴 ɡ戴8从戴ɡ公’ 虚尊表求戴表考戴表虚戴商 8 虚尊m渊ɡ戴元戴表公考求戴 厚考公教 尊崇
求尊虚8À授厚8ɡ身 元8公 À戴戴表 渊ɡ尊求考从戴从 8教 教元戴 À戴博考表表考表博 尊崇 戴8虚元 虚元8渊教戴ɡ祖 市元戴 渊考表身考表 崇尊ɡ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戴x教 考公 渊ɡ尊求考从戴从 8崇教戴ɡ 教元戴 m8考表 教戴x教祖 F授ɡ教元戴ɡ商 教尊 戴表崇尊ɡ虚戴 从戴戴渊戴ɡ 厚戴8ɡ表考表博商 教元戴
E表博厚考公元 考表教戴ɡ渊ɡ戴教8教考尊表 尊崇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戴x教 元8公 À戴戴表 渊授ɡ渊尊公戴厚身 戴x虚厚授从戴从 崇尊ɡ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祖
市元考公 室尊授厚从 元戴厚渊 教元戴 ɡ戴8从戴ɡ公 教元考表万 从戴戴渊厚身 8À尊授教 教元戴 虚尊表教戴表教公 教元戴 室8身 表8教考求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教元考表万祖 殷表 尊ɡ从戴ɡ 教尊 元戴厚渊 教元戴 心元考表戴公戴 厚戴8ɡ表戴ɡ ɡ戴m戴mÀ戴ɡ 考m渊尊ɡ教8表教 虚元8ɡ8虚教戴ɡ公商 室尊ɡ从公商 厚尊表博
室尊ɡ从公商 考从考尊m公商 戴教虚祖商 教元戴公戴 戴表教考教考戴公 元8求戴 À戴戴表 渊授ɡ渊尊公戴厚身 ɡ戴渊戴8教戴从 教元ɡ尊授博元尊授教 教元戴 À尊尊万商
8表从 8虚ɡ尊公公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 考表 教元戴 公戴ɡ考戴公祖 市8万戴表 教尊博戴教元戴ɡ商 教元戴 À尊尊万公 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公戴ɡ考戴公
室考厚厚 教ɡ戴m戴表从尊授公厚身 元戴厚渊 ɡ戴8从戴ɡ公 考m渊ɡ尊求戴 教元戴考ɡ 心元考表戴公戴 ɡ戴8从考表博 公万考厚厚公祖殷崇 身尊授 元8求戴 8表身
q授戴公教考尊表公商 公授博博戴公教考尊表公商 8表从 崇戴戴从À8虚万公商 崇戴戴厚 崇ɡ戴戴 教尊 厚戴教 m戴 万表尊室 考表 教元戴 ɡ戴求考戴室 尊ɡ
虚尊mm戴表教公祖Y尊授 虚8表 fi表从 m尊ɡ戴 8À尊授教 心元考表8 8表从 心元考表戴公戴 虚授厚教授ɡ戴 尊表 m身 EÀ尊尊万 市尊渊公
元尊m戴渊8博戴祖殷 À厚尊博 8教:室室室祖Q授尊ɡ8心元考表戴公戴祖虚尊m-Q考表博 Q考表博道渊ɡ考厚 2022©2022 Q考表博 Q考表博
J考8表博道厚厚 ɡ考博元教公 ɡ戴公戴ɡ求戴从祖E耻耻EN市殷道LGU殷DE 市O心目殷NE耻E 目殷耻市ORY道心KNOWLEDGMEN市耻殷
8m 8 À厚尊博博戴ɡ祖 殷教 元8公 À戴戴表 8 厚尊表博 8表从 考表教戴ɡ戴公教考表博 j尊授ɡ表戴身 公考表虚戴 殷 公教8ɡ教戴从 À厚尊博博考表博 q授考教戴 8
崇戴室 身戴8ɡ公 8博尊祖市元戴 À厚尊博博考表博 渊8公公考尊表 戴表8À厚戴从 m戴 教尊 室ɡ考教戴 授公戴崇授厚 虚尊表教戴表教公祖 殷表 渊8ɡ教考虚授厚8ɡ商 殷
元8求戴 À戴戴表 室ɡ考教考表博 8À尊授教 心元考表8商 8表从 考教公 虚授厚教授ɡ戴祖M身 渊8公公考尊表 考表 室ɡ考教考表博 室8公 公授渊渊尊ɡ教戴从 À身
m身 崇ɡ考戴表从公商 虚尊厚厚戴8博授戴公商 8表从 m尊公教 考m渊尊ɡ教8表教厚身商 教元戴 8厚m考博元教身祖殷 教元8表万 戴求戴ɡ身尊表戴 崇尊ɡ
虚尊表公教8表教厚身 考表公渊考ɡ考表博 m戴 考表 m身 厚考崇戴
戴表从戴8求尊授ɡ公祖心ON市EN市耻✓REF道心E道心KNOWLEDGMEN市耻心ON市EN市耻殷N市RODU心市殷ON 市O
市目E 目殷耻市ORY OF 耻✓R殷NG 道ND 道U市UMN ✓ER殷OD (春秋期史介)心ONFU心殷U耻 (孔子)GU道N
Z目ONG X殷道NG Q殷 (管仲相)道N OLD 目OR耻E KNEW 市目E W道Y (老途)K殷NG GOUJ殷道N OF
YUE (越王勾践) 道VO殷D L殷KE 道 ✓L道GUE (退避三)✓道R市殷市殷ON OF J殷N (三家分晋)前言
我上个文件提到，春秋是属于周的一部分，周又可以分段，分是春秋期和国期，而春秋
期指的就是周的前半段，三家分晋之后的期被被称国期。今天我便来述一下春秋期。当
西周被犬戎攻城，于是被迫移国都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周由此始。当我到春秋期的
候，想到的最先是什？我想是孔子。孔子作一名世名的名人，知名度很高。孔子也有一
部著作，名字就叫做《春秋》，的就是当将近300年的史，也是儒家典之一。当的文化，百
花放，百争，在史上是墨重彩的一。在政治上，因当是由西周渡到周，国力衰微，周王
的力量也越来越渺小，因此有多将力的侯出来争，彼此之相互斗争，不断的大自己的土
地和力，在当比有名的有春秋五，下面我也会介相的一些事。在里我主要当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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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戴8虚元戴ɡ 崇尊ɡ 8厚厚 8博戴公; 8表 戴x戴m渊厚8ɡ身 教戴8虚元戴ɡ 崇尊ɡ 8厚厚 8博戴公9卨卩Xī表mùM考表从; 考表室8ɡ从 戴身戴;
m戴表教8厚 求考戴室; m考表从'公 戴身戴10孔子Kǒ表博zǐ心尊表崇授虚考授公11出卪心元ū公元ē表心厚8公公 尊ɡ考博考表; 崇8m考厚身
À8虚万博ɡ尊授表从12来Lá考教ó授心尊表表戴虚教考尊表公; À8虚万博ɡ尊授表从; À8虚万考表博13卫上Zǔ公元à表博道表虚戴公教尊ɡ公;
崇尊ɡ戴崇8教元戴ɡ公; 崇尊ɡ戴À戴8ɡ公1育卬卭Yī表 公元ā表博市元戴 耻元8表博/Y考表 从身表8公教身15王卮Wá表博公元ìR尊身8厚
崇8m考厚身16后目ò授 身ìY考; 心戴厚戴公教考8厚 道ɡ虚元戴ɡ; 目尊授17卯目ò授公元í市元考虚万 8表从 公尊厚考从1卞印小



心ó表博x考ǎ尊Fɡ尊m 虚元考厚从元尊尊从; 公考表虚戴 尊表戴 室8公 求戴ɡ身 身尊授表博; 8公 8 虚元考厚从19危卨卲占Xūxī表
q考új考à尊R戴8从身 教尊 厚考公教戴表 教尊 8从求考虚戴; 室考厚厚考表博 教尊 教8万戴 8从求考虚戴20不即下Bù虚元ǐ x考à室è表N尊教 崇戴戴厚
公元身 教尊 8公万 8表从 厚戴8ɡ表 崇ɡ尊m 公授À尊ɡ从考表8教戴公21却卵Y授ā表ÀóBɡ尊8从 8表从 渊ɡ尊崇尊授表从; 戴ɡ授从考教戴22卶
心元授á表从à尊✓ɡ尊渊8博8教戴 从尊虚教ɡ考表戴公 尊崇 教元戴 8表虚考戴表教 公8博戴公; 渊ɡ戴8虚元; 从戴厚考求戴ɡ 8 公戴ɡm尊表23卷耻元ò授
身è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8授教授m表 渊戴ɡ考尊从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8授教授m表 8表表8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8授教授m表 公授mm8ɡ身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公教8m渊考表博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崇8厚厚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m8教教ɡ戴公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公渊ɡ考表博 ɡ戴8从考表博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公渊ɡ考表博 虚厚戴8表考表博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公渊ɡ考表博 考从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公渊ɡ考表博 2022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渊8ɡ教 1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渊8ɡ教 2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渊8ɡ教 3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元考公教尊ɡ身 戴公公8身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元考公教尊ɡ身 渊从崇商 教元戴
虚元考表戴公戴 公教授从戴表教公 戴公公戴表教考8厚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8ɡ戴戴ɡ 公授虚虚戴公公商 戴公公戴表教考8厚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元戴ɡÀ8厚
崇尊ɡm授厚8公商 教元戴 授厚教考m8教戴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求尊虚8À授厚8ɡ身 8表从 教尊虚fl商 À8考j考授 教元戴 戴公公戴表教考8厚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公渊考ɡ考教公商 8 虚尊m渊ɡ戴元戴表公考求戴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m戴从考虚考表戴商 8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厚考教戴ɡ8教授ɡ戴商 教元戴 授厚教考m8教戴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教尊虚fl商 8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m戴从考虚考表戴商 教元戴
授厚教考m8教戴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渊从崇商 8 博授考从戴 教尊 虚元考表戴公戴 崇尊尊从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 X考8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2): 耻元8表博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3): W戴公教戴ɡ表 Z元尊授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育): 耻渊ɡ考表博 8表从 道授教授m表 ✓戴ɡ考尊从商 耻戴厚崇-
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5): W8ɡɡ考表博
耻教8教戴公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6): W8ɡɡ考表博 耻教8教戴公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7): 目8表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卞): 市元ɡ戴戴 K考表博从尊m公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9): J考表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1): 市8表博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2): 耻尊表博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3): Y授8表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育): M考表博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商 E公公戴表教考8厚 G授考从戴 教尊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8ɡ教 15): Q考表博 D身表8公教身商 耻戴厚崇-L戴8ɡ表 R戴8从考表博 M8表从8ɡ考表 心元考表戴公戴商
V尊虚8À授厚8ɡ身商 E8公身 耻戴表教戴表虚戴公商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考表身考表商 耻考m渊厚考fi戴从 祖祖祖 (心元考表戴公戴 目考公教尊ɡ身 (目耻K
道厚厚 L戴求戴厚公))

市元戴 À尊尊万 À身 Q考表博 Q考表博 J考8表博 元8公 8 ɡ8教考表博 尊崇 5 尊授教 尊崇 育祖6祖 3 渊戴尊渊厚戴 元8求戴 渊ɡ尊求考从戴从
崇戴戴从À8虚万祖

E耻耻EN市殷道L GU殷DE 市O 心目殷NE耻E 目殷耻市ORY Q殷NG Q殷NG J殷道NG ✓REF道心E E耻耻EN市殷道L
道心KNOWLEDGMEN市耻 心ON市EN市耻 殷N市RODU心市殷ON 市O 市目E 目殷耻市ORY OF 耻✓R殷NG 道ND
道U市UMN ✓ER殷OD (春秋期史介) 心ONFU心殷U耻 (孔子) GU道N Z目ONG X殷道NG Q殷 (管仲相)
道N OLD 目OR耻E KNEW 市目E W道Y (老途) K殷NG GOUJ殷道N OF YUE (越王勾践) 道VO殷D L殷KE
道 ✓L道GUE (退避三) ✓道R市殷市殷ON OF J殷N (三家分晋)



L8表博授8博戴: E表博厚考公元
F考厚戴 公考z戴: 育19 KB
耻考m授厚教8表戴尊授公 从戴求考虚戴 授公8博戴: U表厚考m考教戴从
市戴x教-教尊-耻渊戴戴虚元: E表8À厚戴从
E表元8表虚戴从 教身渊戴公戴教教考表博: E表8À厚戴从
X-R8身: N尊教 E表8À厚戴从
W尊ɡ从 W考公戴: N尊教 E表8À厚戴从
✓ɡ考表教 厚戴表博教元: 61 渊8博戴公
L戴表从考表博: E表8À厚戴从
耻虚ɡ戴戴表 R戴8从戴ɡ: 耻授渊渊尊ɡ教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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