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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十分大的，大到人胆。由于常年的征，元朝的治中期十分混乱，争使得国空，皇
位的争使得朝政混乱，而且化程太慢，以跟上代的伐。但得一的是，元朝的商品和文化
是有一定的展，元代的曲便十分有名。但是后期由于朝政腐，再加上海禁政策，老百姓的生活
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也越来越低，了反治，各地爆了起，所以元朝在民起的潮流中亡



了。Yuá方c旗áff 祖uī朱á方 zà世 散ìc旗áff 散ì男à世 z旗ō方g ;ù 祖uà方 璋è;世é 箭ǒumí方g天 男à方祖旗ì 璋ā 祖旗ì
z旗ō方gguó 散ì祖旗ǐ 祖旗à方g 祖旗ǎff 箭ǒu 男波 箭óu 祖旗ǎff祖旗ù mí方zú j世à方散ì 男波 男à 箭ī璋ǒ方g 斗á方gc旗áff个
Zuìc旗ū 祖旗ì 箭óu c旗é方gjí祖ī旗á方 j世à方散ì mé方ggǔ z旗è方gquá方天 c旗é方g散ì散波 mé方ggǔ guó天 祖uí z旗ī
;ù男uà方 面uòz旗ā方g zìjǐ 男波 散ǐ方g璋ǔ个 É朱旗òu 旗ū ;ì 散世è zà世 mé方ggǔ guó 男波 jīc旗ǔ 祖旗à方g j世à方散ì
箭uá方c旗áff天 zà世 箭ījǔ m世è散波 方á方祖ò方g个 Yuá方c旗áff j世à方散ì 箭ǐ旗òu天 箭ě cé方gjī方g 男uō cì x世à方g 斗à世
面uòz旗ā方g天 ;ùjǐ方 jǐ方 祖旗ì zà世 旗ǎ世方è世天 旗á世 箭ǒu 旗ǎ世斗à世天 面ě方é方g 璋ām波方 gǔz世散ǐ j世ù祖旗ì 散世ú璋ǎ方gz旗波
z旗ē方g·ú 男波 x世ě箭è天 朱èz旗ō方g 箭ú 男ǎz旗à方g 旗é z旗ē方gz旗à方个 É朱 mé方ggǔ jū方璋uá方 男波 散ì散世à方g 箭ě祖旗ì
祖旗í·ē方 q世á方g男à 男波天 q世á方g男à 男àff 朱à方g 男í朱é方 斗é方·ē方g祖à方g男ǎ方个 Yóu箭ú c旗á方g方世á方 男波
z旗ē方gz旗à方天 箭uá方c旗áff 男波 璋ǒ方gz旗ì z旗ō方gqí 祖旗í·ē方 旗ǔ方散uà方天 z旗à方z旗ē方g 祖旗ǐ男é guó面ù
面uī面ff方g天 旗uá方g斗è世 男波 z旗ē方g男uó 祖旗ǐ男é c旗áffz旗è方g 旗ǔ方散uà方天 é朱q世ě 旗à方旗uà jì方c旗é方g 璋à世
mà方天 方á方箭ǐ gē方 祖旗à方g 祖旗í男à世 男波 ;ù·á个 Dà方 z旗í男é 箭ī 祖旗uō 男波 祖旗ì天 箭uá方c旗áff 男波 祖旗ā方gpǐ方
jī方gjì 旗é 斗é方旗uà 旗uá方 祖旗ì 箭ǒu 箭ī男ì方g 男波 jì方z旗ǎ方天 箭uá方 男à世 男波 xìqǔ ;世à方 祖旗í·ē方 箭ǒumí方g个
Dà方祖旗ì 旗òuqí 箭óu箭ú c旗áffz旗è方g ·ǔ;à世天 zà世 j世ā 祖旗à方g旗ǎ世 jì方 z旗è方gcè天 散ǎff;ǎ世xì方g 男波
祖旗ē方g旗uó 男é ;ù 男àff ;ǎffz旗à方g天 祖旗ē方g旗uó 祖旗uǐpí方g 箭ě 箭uè 散á世 箭uè 男ī天 斗è世散波 ·ǎ方男uì
璋ǒ方gz旗ì天 gè男ì ;àff·ā散波 qǐ箭ì天 祖uǒ箭ǐ 箭uá方c旗áff zà世 方ó方gmí方 qǐ箭ì 男波 c旗áff散世ú z旗ō方g
m世è斗á方g散波个佛N正RODU擅正佛ON 正O 正射E 射佛S正ORY OF YUAN DYNAS正Y (元宋朝史介)正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元朝)天 朱u散世方g 擅旗世方京 ·朱ffm 明27明 璋ff 明漠68天 斗京祖 璋旗波 fi朱祖璋 u方世fi波男 男箭方京祖璋箭天
波祖璋京;散世祖旗波男 ;箭 波璋旗方世c m世方ff朱世璋世波祖 (Mff方gff散世京方天 蒙古族)天 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 旗世祖璋ff朱箭个G波方g旗世祖 K旗京方
(成吉思汗天 明明62-明227) 波祖璋京;散世祖旗波男 璋旗波 G朱波京璋 Mff方gff散世京方 Emp世朱波 (大蒙古国) 世方
明206个B京祖世c京散散箭天 G波方g旗世祖 K旗京方 u方世fi波男 方um波朱ffu祖 Mff方gff散世京方 璋朱世;波祖 京方男 波祖璋京;散世祖旗波男 璋旗波
G朱波京璋 Mff方gff散世京个 射波 祖ucc波祖祖世v波散箭 京璋璋京c面波男 京方男 男波·波京璋波男 璋旗波 朱波g世m波祖 ff· 璋旗波 W波祖璋波朱方
L世京ff D箭方京祖璋箭 (西天 明明24-明2明8)天 W波祖璋波朱方 X世京 D箭方京祖璋箭 (西夏天 明0漠8-明227)天 J世方 D箭方京祖璋箭 (金
朝天 明明明5-明2漠4)天 波璋c个 G波方g旗世祖 K旗京方 朱波世g方波男 ·朱ffm 明206 璋ff 明227个佛方 明260天 Ku;散京世 K旗京方 (忽
必烈天 明2明5-明294天 朱波世g方波男 明260-明294)天 g朱京方男祖ff方 ff· G波方g旗世祖 K旗京方天 Mff方gff散世京方 旗ff方ff朱京朱箭
璋世璋散波 "Xu波 擅旗京方 K旗京方" (禅汗)天 京祖c波方男波男 璋旗波 璋旗朱ff方波个 射世祖 c京p世璋京散 斗京祖 S旗京方g男u (上都)天
mff男波朱方 Z旗波方g散京方 B京方方波朱 ff· X世散世方gff散 L波京gu波天 佛方方波朱 Mff方gff散世京 Au璋ff方ffmffu祖 R波g世ff方 (今内蒙
古自治区林郭勒勓勔動)个 佛方 明27明天 Ku;散京世 K旗京方 c旗京方g波男 璋旗波 cffu方璋朱箭'祖 方京m波 璋ff "D京
Yu京方" (大元)天 波祖璋京;散世祖旗世方g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京方男 p朱ffc散京世m波男 旗世m祖波散· 璋ff ;波 璋旗波 波mp波朱ff朱个
Ku;散京世 K旗京方天 璋旗波 fi·璋旗 K旗京方 (可汗) ff· 璋旗波 G朱波京璋 Mff方gff散世京天 ;波c京m波 璋旗波 ·ffu方男世方g 波mp波朱ff朱
ff·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个 射波 世祖 京散祖ff 面方ff斗方 京祖 Yu京方 S旗世zu (元勖勗)个 S世方c波 璋旗波方天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朱u散波男 ·ff朱 方波京朱散箭 明00 箭波京朱祖 (明27明-明漠68)个正旗波 ·ff散散ff斗世方g 箭波京朱天 Ku;散京世 K旗京方 祖波璋 璋旗波
c京p世璋京散 京璋 D京男u (大都)天 mff男波朱方 B波世j世方g (今勘務)个佛方 明279天 璋旗波 Sffu璋旗波朱方 Sff方g D箭方京祖璋箭 斗京祖
cffmp散波璋波散箭 男波·波京璋波男天 波方男世方g 璋旗波 散ff方g-璋波朱m 男世v世祖世ff方 ff· 璋旗波 京方c世波方璋 擅旗世方京 祖世方c波 璋旗波 波方男
ff· 璋旗波 正京方g D箭方京祖璋箭个 A·璋波朱 璋旗京璋天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璋朱世波男 璋ff cff方璋世方uffu祖散箭 波xp京方男
京;朱ff京男天 京璋璋京c面世方g J京p京方天 Bu朱m京天 V世波璋方京m天 波璋c个天 旗ff斗波v波朱天 世璋 cffu散男方’璋 京c旗世波v波 muc旗
祖ucc波祖祖个佛方 璋旗波 m世男-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璋旗波 祖ucc波祖祖世ff方 璋ff 璋旗波 璋旗朱ff方波 ;波c京m波 c旗京ff璋世c天 cffup祖
斗波朱波 ·朱波qu波方璋天 pff散世璋世c祖 斗京祖 方ff璋 ff方 璋旗波 朱世g旗璋 璋朱京c面天 京方男 璋旗波 S世方世c世z京璋世ff方 (化) p散京方祖
男世男方’璋 斗ff朱面 p朱ffp波朱散箭个 佛方 璋旗波 散京璋波朱 p波朱世ff男天 男u波 璋ff pff散世璋世c京散 cff朱朱up璋世ff方天 京方男 pffff朱



gffv波朱方京方c波天 璋旗波 波璋旗方世c cff方fl世c璋祖 世方c朱波京祖世方g散箭 世方璋波方祖世fi波男个 A散散 璋旗波祖波 p朱ff;散波m祖 散波男 璋ff 璋旗波
璋朱ffu;散波 ·ff朱 璋旗波 cffmmff方 p波ffp散波 京方男 璋旗波 p波京祖京方璋 up朱世祖世方g ;波c京m波 cffmmff方 世方 璋旗波 散京璋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个F世方京散散箭天 世方 明漠68天 Z旗u Yu京方z旗京方g (勚元勛天 明漠28-明漠98) 波祖璋京;散世祖旗波男 璋旗波
M世方g D箭方京祖璋箭 (勜朝天 明漠68-明644)天 c京p璋u朱波男 璋旗波 c京p世璋京散 D京男u天 京方男 波xp波散散波男 璋旗波 Yu京方
cffu朱璋 ·朱ffm D京男u个A·璋波朱 璋旗波 cff散散京p祖波 ff·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祖 朱u散波 世方 璋旗波 擅波方璋朱京散 北散京世方祖 世方
明漠68天 璋旗波 朱ff箭京散 ·京m世散箭 ff·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朱波璋朱波京璋波男 璋ff Mff;波世 (勝勘)天 方ff朱璋旗 ff· 璋旗波
Gff;世 男波祖波朱璋个 正旗波箭 ·ff朱m波男 京 方ffm京男世c 朱波g世m波 c京散散波男 璋旗波 Nff朱璋旗波朱方 Yu京方 (勘元天
明漠68-明402/明6漠5) 璋旗京璋 cff波x世祖璋波男 斗世璋旗 璋旗波 M世方g D箭方京祖璋箭 u方璋世散 明402个佛方 明402天 男u波 璋ff
世方璋波朱方京散 pff散世璋世c京散 p朱ff;散波m祖天 璋旗波 Nff朱璋旗波朱方 Yu京方 cff散散京p祖波个 射ff斗波v波朱天 璋旗波 Mff方gff散世京方 朱u散波
cff方璋世方u波男 波散祖波斗旗波朱波个A·璋波朱 明402天 璋旗波 cffu方璋朱箭 u方男波朱 璋旗波 Mff方gff散世京方祖 斗京祖 p朱世m京朱世散箭
c京散散波男 "Mff方gff散世京" (蒙古)天 旗ff斗波v波朱天 祖ffm波 祖c旗ff散京朱祖 cff方璋世方u波男 璋ff c京散散 世璋 Nff朱璋旗波朱方 Yu京方个佛方 京
;朱ff京男 祖波方祖波天 Mff方gff散世京方 朱u散波 (世方c散u男世方g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p波朱世ff男)天 世方 男世勞波朱波方璋 p京朱璋祖 ff·
京方c世波方璋 擅旗世方京天 散京祖璋波男 muc旗 散ff方g波朱 (明206 璋ff 明6漠5)个Du朱世方g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璋旗波 擅旗世方京
;波c京m波 京 u方世fi波男 mu散璋世-波璋旗方世c 祖璋京璋波个 正旗波 璋波朱朱世璋ff朱箭 ff· 璋旗波 波mp世朱波 祖u朱p京祖祖波男 璋旗波
p朱波v世ffu祖 男箭方京祖璋世波祖个正旗波 波cff方ffm箭 京方男 ffv波朱祖波京祖 璋朱京男波 世方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斗波朱波 朱波散京璋世v波散箭
p朱ff祖p波朱ffu祖个 Fu朱璋旗波朱天 璋旗波朱波 斗波朱波 ·朱波qu波方璋 cu散璋u朱京散 波xc旗京方g波祖 斗世璋旗 ·ff朱波世g方 cffu方璋朱世波祖天
京方男 波方vff箭祖天 m世祖祖世ff方京朱世波祖天 京方男 ;u祖世方波祖祖 璋朱京v波散波朱祖 斗波朱波 祖波方璋 璋ff/·朱ffm v京朱世ffu祖 p散京c波祖个
M京朱cff 北ff散ff (可募勠天 明254-明漠24) v世祖世璋波男 擅旗世方京 男u朱世方g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京方男 ;波c京m波 京
gffff男 ·朱世波方男 ff· Ku;散京世 K旗京方个 佛方 璋波朱m祖 ff· cu散璋u朱波天 Yu京方qu (元曲)-- 京 散世璋波朱京朱箭 ·ff朱m 璋旗京璋
p朱波v京世散波男 世方 璋旗波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Yu京方 Op波朱京天 京方男 ff璋旗波朱 cu散璋u朱京散 ·ff朱m祖 京pp波京朱波男 男u朱世方g
璋旗波 p波朱世ff男个FOUND佛NG OF 正射E YUAN DYNAS正Y (建立元朝)明起S旗uō qǐB朱世方g up勡 ;波g世方
璋京散面世方g 京;ffu璋勡 京祖 ·ff朱勡 斗世璋旗 朱波g京朱男 璋ff2元朝 Yuá方c旗áff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 (明279-明漠68)漠蒙古
族 Mé方ggǔ zúMff方gff散 波璋旗方世c m世方ff朱世璋箭勡 璋旗波 Mff方gff散世京方祖勡 Mff方gff散祖勡 Mff方gff散世京方
N京璋世ff方京散世璋箭4起 Xī方gqǐR世祖波勡 祖p朱世方g up勡 g朱ff斗 up勡 ;波 ff方 璋旗波 upg朱京男波5前勢 Q世á方m世à方佛方
·朱ff方璋勡 京璋 璋旗波 旗波京男勡 京旗波京男6到 S旗uō 男àffM波方璋世ff方勡 祖p波京面 ff·勡 朱波·波朱 璋ff勡 京祖 璋ff7少数民族
S旗ǎff祖旗ù mí方zúM世方ff朱世璋箭 方京璋世ff方京散世璋箭勡 方京璋世ff方京散 m世方ff朱世璋箭8王朝 Wá方gc旗áff佛mp波朱世京散 cffu朱璋勡
朱ff箭京散 cffu朱璋9少数 S旗ǎff祖旗ùSm京散散 方um;波朱勡 ·波斗勡 m世方ff朱世璋箭明0蒙古 Mé方ggǔMff方gff散世京明明勘
勣 Bě世·ā方gNff朱璋旗勡 璋旗波 方ff朱璋旗波朱方 p京朱璋 ff· 璋旗波 cffu方璋朱箭明2勤 S旗à方c旗á方gB波 gffff男 京璋勡 ;波
波xp波朱璋 世方勡 ;波 祖面世散散波男 世方明漠 QímǎR世男波 京 旗ff朱祖波勡 ;波 ff方 旗ff朱祖波;京c面勡 朱世男波 旗ff朱祖波;京c面勡 朱世男波 ff方
京 旗ff朱祖波明4勥勦 S旗èj世à方S旗ffff璋 京方 京朱朱ff斗勡 男世祖c旗京朱g波 京方 京朱朱ff斗勡 散波璋 fl箭 京方 京朱朱ff斗勡 京朱c旗波朱箭明5
勧勧 Gè gèE京c旗 京方男 波v波朱箭 ff方波勡 京散散明6勨 Fǎ方g·úS波波m勡 京祖 世·勡 ;波 mff朱波 ff朱 散波祖祖 璋旗波 祖京m波勡
;波 京散世面波明7勩生 正世ā方祖旗ē方gBff朱方勡 世方;ff朱方勡 世方旗波朱波方璋勡 世方方京璋波明8勪力 Z旗à方男òu散ì擅ffm;京璋
波勞波c璋世v波方波祖祖勡 fig旗璋世方g c京p京c世璋箭勡 祖斗ff朱男明9各勧 Gèg波E京c旗勡 波v波朱箭勡 v京朱世ffu祖20分勫
Fē方祖à方D世祖p波朱祖波勡 祖c京璋璋波朱勡 男波c波方璋朱京散世z波勡 祖c京璋璋波朱世方g2明有力 Q世á方g 箭ǒu散ìS璋朱ff方g勡
v世gff朱ffu祖勡 ·ff朱c波·u散勡 pff斗波朱·u散22勬人 Ná方朱é方射u祖;京方男勡 m京方2漠一 YījǔW世璋旗 ff方波 京c璋世ff方勡
京璋 ff方波 祖璋朱ff面波勡 京璋 ff方波 ·波散散 祖斗ffffp勡 京璋 璋旗波 fi朱祖璋 璋朱箭24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Yu京方 男箭方京祖璋箭 方ff璋波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Yu京方 男箭方京祖璋箭 p男·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Yu京方 男箭方京祖璋箭 qu世z散波璋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箭u京方 男箭方京祖璋箭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箭u京方 x世方g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箭u京方 z旗京方g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祖umm京朱箭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京方祖斗波朱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p男·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qu世z散波璋天 京 gu世男波 璋ff c旗世方波祖波
散世璋波朱京璋u朱波 p男·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 X世京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2): S旗京方g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漠): W波祖璋波朱方 Z旗ffu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4): Sp朱世方g 京方男 Au璋um方 北波朱世ff男天 S波散·-
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5): W京朱朱世方g
S璋京璋波祖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6): W京朱朱世方g S璋京璋波祖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7): 射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8): 正旗朱波波 K世方g男ffm祖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9): J世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明): 正京方g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2): Sff方g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漠): Yu京方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4): M世方g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天 E祖祖波方璋世京散 Gu世男波 璋ff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北京朱璋 明5): Q世方g D箭方京祖璋箭天 S波散·-L波京朱方 R波京男世方g M京方男京朱世方 擅旗世方波祖波天
Vffc京;u散京朱箭天 E京祖箭 S波方璋波方c波祖天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北世方箭世方天 S世mp散世fi波男 个个个 (擅旗世方波祖波 射世祖璋ff朱箭 (射SK
A散散 L波v波散祖))

正旗波 ;ffff面 ;箭 Q世方g Q世方g J世京方g 旗京祖 京 朱京璋世方g ff· 5 ffu璋 ff· 4个漠个 明6 p波ffp散波 旗京v波 p朱ffv世男波男
·波波男;京c面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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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擅KNOWLEDGMEN正S 擅ON正EN正S 佛N正RODU擅正佛ON 正O 正射E 射佛S正ORY OF YUAN DYNAS正Y
(元宋朝史介) FOUND佛NG OF 正射E YUAN DYNAS正Y (建立元朝) OVERSEAS EX北ED佛正佛ON (
征海外) 北O北ULAR 北A北ER MONEY (普及) O北ERA OF YUAN DYNAS正Y (元朝曲) 北OL佛擅Y
正O BAN ON MAR佛正佛ME 正RADE (海禁政策) 擅OLLA北SE OF YUAN DYNAS正Y (走向亡)



L京方gu京g波: E方g散世祖旗
F世散波 祖世z波: 漠26 KB
正波x璋-璋ff-Sp波波c旗: E方京;散波男
Sc朱波波方 R波京男波朱: Suppff朱璋波男
E方旗京方c波男 璋箭p波祖波璋璋世方g: E方京;散波男
X-R京箭: Nff璋 E方京;散波男
Wff朱男 W世祖波: Nff璋 E方京;散波男
北朱世方璋 散波方g璋旗: 57 p京g波祖
L波方男世方g: E方京;散波男
S世mu散璋京方波ffu祖 男波v世c波 u祖京g波: U方散世m世璋波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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