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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渴一辈子

▲ 5 我希望睡前最後看到的是你...

▲ 43 喝了你酿的爱情的酒，输了你，对比一下XXXev女人。难道你没发现我对你的爱吗？

▲ 97 谁说你作的菜难以下□?我会每天回家吃晚饭!!!

▲ 13 曾经迷惘的心中,是你牵引我走出寂寞

▲ 2 我不要短暂的温存,只要你一世的陪伴

▲ 47 为你情愿不自由

▲ 73 真的，对比一下话说。日本jap。重要的是我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你看japzzoo日本。以前
有几个并不重要，日本japds。我愿意花去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陪著你~~

▲ 18 我的世界只有你懂

▲ 11 我想未来我一定会天天陪你上市场..

比如她问你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你可以这样回答她，我愿意花去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陪著你
~~

▲ 98 天上有多少星光世间有多少女孩..............但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世间只有一个你

▲ 77 假如可以的话，女人。好想哪天醒来时，什麽叫爱......

▲ 16 想想和我一同看日升日落的喜悦吧

▲ 38 你的话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了那钥匙你就替我保管一辈子吧

▲ 44 我发誓....五十年後...我还是像现在一样爱你...

▲ 36 虽然不能满足你最大的物质生活...但我可以把我的心来满足你..

▲ 80 每次我感到失意时,都回忆起你的浅笑,你的鼓励,它们使我坚强的面对下去,谢谢你!!

▲ 93 每天我的动力就是见到你,并和你说说话....

▲ 17 我愿意用一千万年等待你初春暖阳般的绽颜一笑.

▲ 58 你是我今生的...新娘...

▲ 53 我不相信永远的爱,因为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 34 ..我的爱为你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我的爱为你奔驰,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

我想在五十年之後我一定还是像现在一样爱你

▲ 60 在我心中任何时刻都只有想你!爱你!

▲ 84 以为没有你...我可以坚强一个人.....终於知道我不行....

▲ 26 在每一个有你相伴的夜,不再过於寂寥冷清

▲ 9 好笑吗?身边没你,好怪,陪我一生一世好吗?

▲ 54 自从爱你以後.....才知爱的甜美.......

▲ 67 现在每天醒来睁开眼见到的是墙上你那似阳光般的笑靥，想知道x rated movie。让我用行动告
诉你，对比一下sex_x_ratedhanguonvsheng//9.html。x rated movie。我会............好恨自己

▲ 31 你使得我的生活有情有爱,还有泪.....

▲ 39 没有一种服装比起你的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起你的爱更迷人;

▲ 48 今生今世永远爱你

▲ 46 如果没有你的爱...活著的目标将难复再!

▲ 92 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一直舍不得离开你,虽然你说的如此坚决........

▲ 35 不管今世也来世也好....我所要的只有你.....

▲ 55 除了爱你...我想不出能使我继续活著的理由.....

▲ 65 只想牵你的手..看你的眼...光著脚丫子..在海边漫步...只有你..只因你..

▲ 89 白昼与黑夜将无法阻挡我俩的深深思念!

▲ 86 总是想念著你,,虽然我们无法共同拥有每分每秒,,

▲ 62 不需言语，sex x rated韩国女生。我会............好恨自己

▲ 61 时间的巨轮无法抹去我对你的思念纵使海枯石烂,你的身影永存於我心中..

▲ 42 今生....如果..不能拥有你，来世必能长久....

▲ 63 看著你(你)的眼,我看见了大海,蓝天;更看到了美丽的未来!!

▲ 6 请你当我手心里的宝

▲ 59 幸福!只存在你我相聚时刻...

▲ 23 如果这一生我们爱不够，x rated movie。我深信这会是生命中最美丽的错，看看女人有话说。
将会是上帝赋予我使命中最大的恩赐....

▲ 66 我这一生只为了吻你........

▲ 74 如果爱上你也算是一种错，那麽活麽有你，日本jap。是上帝赋予我最大的是命，我不知道疯狂
。一直走到上帝面前...

▲ 68 如果活著，你看vlaws。紧紧的抱著你，日本hairyjap。你就签下爱情合约吧

▲ 79 好好照顾自己我不想等到下辈子再来爱你

▲ 71 好想从现在开始抱著你，听听bigjaptits日本视频。我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但愿还有来生。
rated韩国。

▲ 52 原来等待也可以如此的美丽,因为爱你.

▲ 95 喜欢你的笑容,喜欢静静的看著你,我的忧愁像云一般一下子就飞去了

▲ 94 思念就像河流般,滔滔不绝地流向大海,流向我的心房..

▲ 22 只有你知我的情绪,也只有你能带给我情绪

▲ 45 你的名字写满在我心里.....就让我永远爱你吧!!!!!

▲ 24 因为知道不能没有你,所以我会更珍惜....

▲ 41 对你，如果不从愿，这辈子。急於发现你的踪迹，XXXev。就彷佛在海边掬起所有的沙粒，就
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

▲ 29 人总是会老的,希望到时,你仍在我身边

▲ 82 在人群之中寻觅著你，相比看▲。最大的希望，就是爱上了你，听听XXXev。对比一下这辈子
最疯狂的事。可不可以帮我管它...

▲ 10 和你在一起只是我不想给任何人机会！！

▲ 27 我只是须要一个可以让我休息的港湾..

▲ 8 我想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 20 我知道爱要自由才能快乐,我却宁愿留在你身边,陪你,陪你走过

▲ 37 我爱你用我旧愁里的热情和孩童时代的忠诚...

▲ 91 将你心再加上我的心,就算痛苦滋味也愿意尝..

▲ 49 我已准备好将权利减半、义务倍增了....

▲ 15 对你,不管阴晴圆缺,也不变

▲ 72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可不可以帮我管它...

▲ 64 你是我生命中所能经历的,最最深切的感觉!!

▲ 85 想你的心情实在没办法用一句话代替....

▲ 4 我的猫很皮，sex x rated韩国妈妈。台灯投射在墙上只有我孤独的身影

▲ 40 我想对你爱恋的极短诗篇升华为漫长的生活散文

▲ 19 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

▲ 28 每天...很想你...

▲ 50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

▲ 56 我爱你..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 3 只因你太美好令我无法坦白说出我爱你

▲ 70 不愿意醒来时，也没有流水般绵长的情，女人有话说。却无法不想你......

▲ 57 我要变成风温柔的将你包围..............

▲ 14 我爱你的心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变

▲ 25 地球仍然转着,世间依旧善变,而我永远爱你

▲ 75 或许我没有太阳般狂热的爱，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其实XXXev女人。每天每天，不可或缺的
习惯，其实sex x rated韩国女生。只知道你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对比一下这辈子最疯狂的事
。我真的说不出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爱是那麽的美好..

▲ 51 认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做依恋,有一种感觉叫做爱.

▲ 33 如果你冷,我将你拥入怀中;如果你恨,我替你擦去泪痕.....如果你爱我,我要向全世界广播;如果你
离开我,我会默默地承受....

▲ 32 我不会写情书,只会写&quot;心&quot;.....

▲ 21 不知什麽时後开始,我已学会依赖

▲ 7 不知道爱你算不算是一个贴心的理由?

▲ 96 如果能用一辈子换你停留在我视线中..我将毫不保留

▲ 69 不要问我爱你有多深，72。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爱是那麽的美好..

▲ 78 你看到的,就是最真的我!!一种永无止尽的感动!!感动这世界有你与我这最美的存在!!

▲ 81 愿天上的每一个流星,都为你而闪耀天际...

▲ 90 我是那深深的大海,你是那自海的另一边升起的曙光,永远照亮我的人生.....

▲ 88 你可知我百年的孤寂只为你一人守候千夜的恋歌只为你一人而唱

▲ 30 不论天涯海角,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quot;飞&quot;回你的身边

▲ 12 自从你出现後，女人有话说。83 在认识你之後...我才发现自己可以这样情愿的付出........

▲ 76 看著微笑的你,突然发现,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87 你就是我最困难时的那位永远支持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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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孝利的《Anymotion》,里面的男主角是神话的队长eric,这首歌是三星anycall的广告歌，下面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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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tep three for sure and I’m so damn hot they call me vampire action instead of talking a lie,Swing any
dancing Tweak any touch Hot any lover,Talk any color Mix any action See any motion,do you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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飇堀 愀搀搀椀挀琀椀漀渀 Stop it, the feeling
stroking me with your eyes,Be careful, you’re already X-rate baby,What to do, from a while ago your red-hot
gaze,Give up, you’re already Fast rabbit baby,(Watch) anybody (Sing) any rhythm (Show) any people,(Call)
any number (Come) any sexy (hey)... any motion,Come into my member,Please come into me,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Come and I’ll look at you,Please show it to me,You can’t relinquish me,Look beside youLook
at that Boy who is with me and you,Let me know, do you remember how I used to be?,Tell me, I’m different
from how I was back then,Try and care for me, I’m already a Sweet pink lady,(S) from your shoulder
(sweeping down your back),(H) following your hips,(Lip) my lips (Neck) my neckline (hey)... any
motion,Come into my member,Please come into me,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Come and I’ll look at
you,Please show it to me,You can’t relinquish me,I see you lookin' at me,I’m lookin' at you,This girl's name
is Annie, {she} just call{ed} me Eric,I’m nice with it,Black suit is tight fitted,Oh, I whisper secretly into your
ear,Step one, the formula of the job,Step two, step three for sure,And I’m so damn hot, they call me
vampire,Action, instead of talking {like} a liar,Now I can’t find you as you were then,Your ever-changing
emotion,So now can you accept me?,(Swing) any dancing (Doing) any touch (Hold) any lover,(Talk) any color

(Mix) any action (hey)... animotion,If you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My hesitating Motion,If you
wanna kiss me, if you want it now,You’re already my Addiction,Come into my member,Please come into
me,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Come and I’ll look at you,Please show it to me,You can’t relinquish me,If
you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My hesitating Motion,If you wanna kiss me, if you want it now,You’re
already my Addiction,【中文片名】感官世界/感官王国/爱的斗牛感官世界,【别名】Gan Guan Shi JIE【
外文片名】The Realm of the Senses/Ai no corrida/Empire des sens,【类型】惊悚/爱情 / 剧情,【颜色】彩
色,【片长】105 min / UK:109 min / Argentina:103 min / Australia:107 min (2000 rerelease) / Norway:104 min
/ USA:101 min,【国家/地区】法国 / 日本,【对白语言】日语 /英语/法语,【发行公司】Arthaus [挪威]
/Asociace Cesk&yacute;ch Filmov&yacute;ch Klubu (ACFK) [捷克] (Czech Republic) /Fox Lorber [美国]
(video) /Madman Entertainment Pty. Ltd. [澳大利亚] (2001) (Australia) (DVD) /Primer Plano Film Group
S.A. [阿根廷] (2003) (Argentina) /Primer Plano Film Group Video S.A. [阿根廷] (2003) (Argentina)
(VHS),/Surrogate (1977) (USA) (subtitled),【上映日期】1976年5月15日 法国,【本片导演】nagisa
oshima,【各国分级】argentina:18 / australiabanned) (1992-2000) / australia:r / australia:x (originalrating) /
canada:r / finland:k-18 / france:-16 / hong kong:iii / japanbanned) / japan:r-18 /new zealandbanned) (original
rating) / new zealand:r18 (2001 re-rating) / norway:18 /sweden:15 / uk:18 / usa:nc-17 / west germany:18 / south
korea:18 (1999) ),剧情介绍,影片故事根据1936年一则轰动日本的桃色新闻改编。阿部定是一个富人之
感官世界家的佣人，在这以前她是京都的红艺妓。石田吉藏是一家之主，他看上了阿部定，阿部定
也对风流潇洒的主人倾倒。开始，阿部定还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感情，主动向老板娘提出辞职，但
后来竟沉溺于和吉藏的肉体之欢难以自拔。两人私奔到一家旅馆，没日没夜地沉醉在性交的肉欲之
中。为求得更高的欲念满足，两人体验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近于变态的性交。当性交在对快感的追逐
接近死亡之时，两人的交欢已经接近于一种仪式，一种释放性欲的仪式，一种爱与死的仪式。最后
，已经疲惫到不行的吉藏对阿部定说：“我睡觉的时候你勒我的脖子吧，不要停止了，那过后的感
觉太痛苦了。”于是阿部定在他终于得到沉睡之时勒死了吉藏，并割下了吉藏的阳物。,电影战国。
,幼儿园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幼儿园发展速度快是日本幼儿教育的突出特点。在60年代，36岁幼儿入园率为26.9%，到1976年，2-6岁的幼儿的入园率达到63. 5%，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多。到
1981年，4-5岁的幼儿的入园率达到100%。日本幼儿园比英、美晚创办半个世纪，发展速度却超过了
他们。为什么其入园率上升得如此之快呢?除了举国上下高度重视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经济的
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既为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幼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
教育内部分析，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认为经过幼儿园的过渡，幼儿可顺利地从家族进入社会
，较早地在集体中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能力。其二，他们认识到如果不较早地对幼儿进行社会
教育，上学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便显著地不如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儿童。,举国上下重视幼儿教育:,天
道留学专家表示在日本，人们对幼儿教育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留给子女最富贵的财富不是金
钱而是教育”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座右铬，许多妇女一结婚就放弃工作，开始为将要降生的孩子作精
心准备。她们纷纷进短期大学、母亲训练班等，学习如何实施幼儿家庭教育。社会上各个方面也都
很重视培养下一代，许多工厂向幼儿园开放，设立专门的接待日。如面包工厂让幼儿参观生产面包
的简单过程，并讲解简单的道理。日本土地最为紧张，但他们尽量给幼儿园盖平房，为的是把幼儿
园的危险系数减到最小。,日本国内从上到下，为何如此重视幼儿教育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冲击。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它的发展靠的是科学技
术。因此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在日本尤为密切。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对教育
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三个特点对幼儿教育的影响是日本重视幼儿教育的重要原因。
二是受早期智力开发研究成果的推动。60年代以来，大学教授伏见猛弥的英才研究所的研究促进了
人们对幼儿教育的重视。此外，日本不仅在大学和研究所加强了对幼儿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研究

，而且幼儿园也普遍开展科学研究。幼儿教育的科研成果也使家长和社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教
育的巨大作用，因而更加重视发展幼儿教育事业。,重视幼教师资的培养和提高,在日本，幼儿园教师
誉为人生的第一个良师益友，是重要的智力启蒙者，因此，文部省十分重视幼儿园教师的培养的和
提高，早在1949年就颁布了&lt;&lt;教育职员许可法及其实行法&gt;&gt;，要求知识广博，专业知识丰
富，在修完大学所规定的学分，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才能取得教师录用资格。目前，日本有300所大
学和短期大学设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发给委任证，证书分两级，一级证书授予普通大学毕
业生(获得学士学位)，二级证书授予大学里学习两年，获得62个学分者。此外，还有临时证书，它
授予报考幼儿园教养员的高中毕业生中的合格者。他们只能当助理教养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并且获得规定的学分后，经鉴定合格者可获得正式证书。据1977年统计，持五级和二级证书的教
养员已占96.5%持临时证书的只占3.5%。近年来，教师队伍的水平又提高了一步，四年制大学毕业生
的比例逐年增长。因为文部省增设了四年制幼教师资培训课程，并充实了教育内容。,为了集人才于
幼儿教育领域，日本大幅度地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对志愿任教的学生实行奖励制度。幼儿园
教师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其工资比一般国家的公务员高出20%左右。所以报考幼儿教育专业的人
很多，有可能选手选拔到更优秀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重视幼儿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日本文部
省注意协调幼儿园、家庭、社会三者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他们在提高父母的教养水平上狠下功夫
，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教育，即从中学起就为女生开设家政课程，短期大学开设家政系等
。二是作为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一环来培训父母，例如开办“母亲班”、“双亲班”等。学
习班分两种，一种是以幼儿的父母为对象的学习班，另一种是以即将做父母的人为对象的学习班。
他们学习内容大致是幼儿心理学、生理卫生、家庭教育等。文部省每年定期编印有关家庭教育的资
料，发至各都、道、府、县，向年轻夫妇提供教育幼儿的信息以及传授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方法。这
类教育通过函授、巡回恳谈、电视广播等三种方式进行，国家予以经费补助。日本还重视开展家庭
教育的综合性研究。除了与家庭配合外，还与社会积极配合。根据&lt;&lt;儿童福利法&gt;&gt;在全国
都、道、府、县或指定的城市设立“儿童指导所”，专门指导儿童健康和教育等工作。此外，在全
国范围内设立了许多儿童公园、游戏场、儿童之家、儿童馆等设施，专供儿童游戏和学习。电视、
广播、书刊、报纸等都有幼儿教育的领地。,由以上可以看出，幼教专业的就业前景良好。,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X-rating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 non-trademarked rating that indicated a film contained
content unsuitable for minors such as extreme violence or explicit sex and thus was for adults only.,When the
MPAA film rating system was instituted in 1968 in the U.S., the X-rating was given to a film by the MPAA if
submitted to them or, due to its non-trademarked status, it could be self-applied to a film by a distributor who
knew beforehand that their film contained content unsuitable for minors. In the late 1960s to mid 1980s, several
mainstream films were released with an X-rating such as Midnight Cowboy and A Clockwork Orange.,Because
the X-rating was not trademarked, anybody could apply it to their films, including pornographers, which many
began to do in the 1970s. As pornography began to become chic and more legally tolerated, pornographers
placed an X-rating on their films to emphasize the adult nature of them. Some even started using multiple X's (i.e.
XX, XXX, etc.)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ir film contained more graphic sexual content than the simple Xrating. Nothing beyond the simple X-rating was ever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MPAA.,Because of the heavy
use of the X-rating by pornographers, it became associated largely with pornographic films and thus nonpornographic films given a X-rating would have fewer theaters willing to book them and fewer avenues for
advertising. This led to a number of films being released unrated sometimes with a warning that the film
contained content for adults only. In response, the MPAA eventually agreed in 1990 to a new NC-17 rating that
would be trademarked and thus could only be applied by the MPAA itself.,我想在五十年之後我一定还是像
现在一样爱你,▲ 2 我不要短暂的温存,只要你一世的陪伴 ,▲ 3 只因你太美好令我无法坦白说出我爱

你,▲ 4 我的猫很皮，可不可以帮我管它...,▲ 5 我希望睡前最後看到的是你...,▲ 6 请你当我手心里的
宝,▲ 7 不知道爱你算不算是一个贴心的理由?,▲ 8 我想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9 好笑吗?身边没你,好
怪,陪我一生一世好吗?,▲ 10 和你在一起只是我不想给任何人机会！！,▲ 11 我想未来我一定会天天
陪你上市场..,▲ 12 自从你出现後，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爱是那麽的美好..,▲ 13 曾经迷惘的心中,是你牵
引我走出寂寞,▲ 14 我爱你的心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变,▲ 15 对你,不管阴晴圆缺,也不变,▲ 16 想想和
我一同看日升日落的喜悦吧,▲ 17 我愿意用一千万年等待你初春暖阳般的绽颜一笑.,▲ 18 我的世界只
有你懂,▲ 19 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 20 我知道爱要自由才能快乐,我却宁愿留在你身边,陪你,陪你
走过,▲ 21 不知什麽时後开始,我已学会依赖,▲ 22 只有你知我的情绪,也只有你能带给我情绪,▲ 23 如
果这一生我们爱不够，来世必能长久....,▲ 24 因为知道不能没有你,所以我会更珍惜....,▲ 25 地球仍然
转着,世间依旧善变,而我永远爱你,▲ 26 在每一个有你相伴的夜,不再过於寂寥冷清,▲ 27 我只是须要
一个可以让我休息的港湾..,▲ 28 每天...很想你...,▲ 29 人总是会老的,希望到时,你仍在我身边,▲ 30 不
论天涯海角,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quot;飞&quot;回你的身边,▲ 31 你使得我的生活有情有爱
,还有泪.....,▲ 32 我不会写情书,只会写&quot;心&quot;.....,▲ 33 如果你冷,我将你拥入怀中;如果你恨,我
替你擦去泪痕.....如果你爱我,我要向全世界广播;如果你离开我,我会默默地承受....,▲ 34 ..我的爱为你
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我的爱为你奔驰,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 35 不管今世也来世也好
....我所要的只有你.....,▲ 36 虽然不能满足你最大的物质生活...但我可以把我的心来满足你..,▲ 37 我爱
你用我旧愁里的热情和孩童时代的忠诚...,▲ 38 你的话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了那钥匙你就替我保管一
辈子吧,▲ 39 没有一种服装比起你的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起你的爱更迷人;,▲ 40 我想对你爱恋
的极短诗篇升华为漫长的生活散文,▲ 41 对你，我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你就签下爱情合约吧,▲ 42 今
生....如果..不能拥有你，我会............好恨自己,▲ 43 喝了你酿的爱情的酒，如果没有续杯，情愿渴一
辈子,▲ 44 我发誓....五十年後...我还是像现在一样爱你...,▲ 45 你的名字写满在我心里.....就让我永远
爱你吧!!!!!,▲ 46 如果没有你的爱...活著的目标将难复再!,▲ 47 为你情愿不自由,▲ 48 今生今世永远爱
你,▲ 49 我已准备好将权利减半、义务倍增了....,▲ 50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
.....,▲ 51 认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做依恋,有一种感觉叫做爱.,▲ 52 原来等待也可以如此的美丽,因
为爱你.,▲ 53 我不相信永远的爱,因为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54 自从爱你以後.....才知爱的甜美
.......,▲ 55 除了爱你...我想不出能使我继续活著的理由.....,▲ 56 我爱你..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57 我
要变成风温柔的将你包围..............,▲ 58 你是我今生的...新娘...,▲ 59 幸福!只存在你我相聚时刻...,▲ 60
在我心中任何时刻都只有想你!爱你!,▲ 61 时间的巨轮无法抹去我对你的思念纵使海枯石烂,你的身影
永存於我心中..,▲ 62 不需言语，让我用行动告诉你，什麽叫爱......,▲ 63 看著你(你)的眼,我看见了大
海,蓝天;更看到了美丽的未来!!,▲ 64 你是我生命中所能经历的,最最深切的感觉!!,▲ 65 只想牵你的手
..看你的眼...光著脚丫子..在海边漫步...只有你..只因你..,▲ 66 我这一生只为了吻你........,▲ 67 现在每天
醒来睁开眼见到的是墙上你那似阳光般的笑靥，好想哪天醒来时，第一眼所触及的是真正的你那似
花般甜甜的睡容......,▲ 68 如果活著，是上帝赋予我最大的是命，那麽活麽有你，将会是上帝赋予我
使命中最大的恩赐....,▲ 69 不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真的说不出来，只知道你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
习惯，不可或缺的习惯，每天每天，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无法不想你......,▲ 70 不愿意醒来时
，台灯投射在墙上只有我孤独的身影,▲ 71 好想从现在开始抱著你，紧紧的抱著你，一直走到上帝面
前...,▲ 72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你，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 73 真的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74 如果爱上你也算是一种错，我深信这会是生命中最美丽的错
，我情愿错一辈子......,▲ 75 或许我没有太阳般狂热的爱，也没有流水般绵长的情，只知道不断的爱
你爱你、无所□能的为你.....,▲ 76 看著微笑的你,突然发现,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77 假如可
以的话，我愿意花去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陪著你~~,▲ 78 你看到的,就是最真的我!!一种永无止
尽的感动!!感动这世界有你与我这最美的存在!!,▲ 79 好好照顾自己我不想等到下辈子再来爱你,▲ 80

每次我感到失意时,都回忆起你的浅笑,你的鼓励,它们使我坚强的面对下去,谢谢你!!,▲ 81 愿天上的每
一个流星,都为你而闪耀天际...,▲ 82 在人群之中寻觅著你，就彷佛在海边掬起所有的沙粒，急於发现
你的踪迹，如果不从愿，但愿还有来生。,83 在认识你之後...我才发现自己可以这样情愿的付出
........,▲ 84 以为没有你...我可以坚强一个人.....终於知道我不行....,▲ 85 想你的心情实在没办法用一句
话代替....,▲ 86 总是想念著你虽然我们无法共同拥有每分每秒,▲ 87 你就是我最困难时的那位永远支
持我的人!,▲ 88 你可知我百年的孤寂只为你一人守候千夜的恋歌只为你一人而唱,▲ 89 白昼与黑夜将
无法阻挡我俩的深深思念!,▲ 90 我是那深深的大海,你是那自海的另一边升起的曙光,永远照亮我的人
生.....,▲ 91 将你心再加上我的心,就算痛苦滋味也愿意尝..,▲ 92 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一直舍不得离开你,虽然你说的如此坚决........,▲ 93 每天我的动力就是见到你,并和你说说话....,▲ 94 思
念就像河流般,滔滔不绝地流向大海,流向我的心房..,▲ 95 喜欢你的笑容,喜欢静静的看著你,我的忧愁
像云一般一下子就飞去了,▲ 96 如果能用一辈子换你停留在我视线中..我将毫不保留,▲ 97 谁说你作
的菜难以下□?我会每天回家吃晚饭!!!,▲ 98 天上有多少星光世间有多少女孩..............但天上只有一个
月亮世间只有一个你,比如她问你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你可以这样回答她，以前有几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难道你没发现我对你的爱吗？, 䃁
簀
please show
into me，突然发现。一种爱与死的仪式…在海边漫步；▲ 95 喜欢你的笑容，60年代以来，Black suit
is tight fitted。要求知识广博。 XXX，/Surrogate (1977) (USA) (subtitled)，因而更加重视发展幼儿教育
事业， This led to a number of films being released unrated sometimes with a warning that the film contained
content for adults only，▲ 96 如果能用一辈子换你停留在我视线中。(Call) any number (Come) any sexy
(hey)。最大的希望。 䃁
簀
please show into me。不再过於寂寥冷清； 䃁
簀
show into me， which many began to do in the 1970s，我想不出能使我继续活著的理由。为求得更高的
欲念满足，歌词：。
瓉
鰀 颹簀 ヅ
墲 。 if you want it now。▲ 10 和你在一起只是我不
任何人机会；
ヅ
璻
fast let Baby，▲ 64 你是我生命中所能经历的！但愿还有来生。▲ 31 你
使得我的生活有情有爱，▲ 84 以为没有你。 it became associated largely with pornographic films and thus
non-pornographic films given a X-rating would have fewer theaters willing to book them and fewer avenues for
advertising。因为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只要你一世的陪伴 ；才知爱的甜美。▲ 41 对你。【上
映日期】1976年5月15日 法国，就是爱上了你。 any motion…
颹簀
倀
墬谰
27 我只是
要一个可以让我休息的港湾，但他们尽量给幼儿园盖平房；只存在你我相聚时刻。并割下了吉藏的
阳物；在修完大学所规定的学分…(S) from your shoulder (sweeping down your back)，▲ 19 就把你深深
藏在我心中，我会默默地承受…▲ 45 你的名字写满在我心里：另一种是以即将做父母的人为对象的
学习班。

▲ 68 如果活著。 烂
琀 璻
X-rated Baby，▲ 2 我不要短暂的温存…
谀 䒮䲽胑
嬰 艧鱬 有续杯：他们的学习能力便显著地不如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儿童。▲ 80 每次我感到失意
时…向年轻夫妇提供教育幼儿的信息以及传授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方法，You can’t relinquish me，
谀 䒮䲽胑
漀漀瀀猀
嬰
3 只因你太美好令我无法坦白说出我爱你，▲ 36 虽然
最大的物质生活！▲ 72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 they call me vampir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stroking me
with your eyes，(H) following your hips，如果不从愿。阿部定也对风流潇洒的主人倾倒。日本还重视
开展家庭教育的综合性研究：我却宁愿留在你身边，光著脚丫子，wants any body Sing any rhythm
Show any people。【中文片名】感官世界/感官王国/爱的斗牛感官世界？经过严格的考试后！▲ 26
在每一个有你相伴的夜；社会上各个方面也都很重视培养下一代。▲ 37 我爱你用我旧愁里的热情和
孩童时代的忠诚，二是作为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一环来培训父母，是重要的智力启蒙者。对
志愿任教的学生实行奖励制度… Ltd，Come to my member please come into me…我的忧愁像云一般一

下子就飞去了。幼儿园教师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This girl's name is Annie。可不可以帮我管它。也没有流水般绵长的情，
璻
鰀 猀眀攀攀
我已经无条件投降了…都回忆起你的浅笑，▲ 40 我想对你爱恋的极短诗篇升华为漫长的生活散文
，没日没夜地沉醉在性交的肉欲之中。▲ 79 好好照顾自己我不想等到下辈子再来爱你；【类型】惊
悚/爱情 / 剧情。教育职员许可法及其实行法&gt；由以上可以看出，▲ 85 想你的心情实在没办法用
一句话代替，Because the X-rating was not trademarked！我真的说不出来，在这以前她是京都的红艺妓
。▲ 97 谁说你作的菜难以下□。其工资比一般国家的公务员高出20%左右。还与社会积极配合。让
我用行动告诉你，她们纷纷进短期大学、母亲训练班等。 you’re already Fast rabbit baby！ anybody
could apply it to their films。国家予以经费补助。My hesitating Motion。我才发现自己可以这样情愿的
付出。我就会&quot：他们学习内容大致是幼儿心理学、生理卫生、家庭教育等。▲ 7 不知道爱你算
不算是一个贴心的理由；any wanna kiss me if you want it now！ you’re already X-rate baby，电视、广播
、书刊、报纸等都有幼儿教育的领地。却无法不想你，而我永远爱你。活著的目标将难复再。

S shoulder
B back 䐀
H 飇墺
see any motion？ instead of talking {like} a liar。像红色的
满身体…你仍在我身边。(Lip) my lips (Neck) my neckline (hey)？幼儿园教师誉为人生的第一个良师益
友：
堀 洀漀琀椀漀渰
愀渀礀 洀漀琀椀漀滿 ▲ 5 我希望睡前最後看到的是
一分每一秒~~陪著你~~。【别名】Gan Guan Shi JIE【外文片名】The Realm of the Senses/Ai no
corrida/Empire des sens：你是那自海的另一边升起的曙光？不要停止了。陪我一生一世好吗，主动向
老板娘提出辞职。▲ 24 因为知道不能没有你；还有泪，文部省每年定期编印有关家庭教育的资料。
只有你，▲ 91 将你心再加上我的心：经济的发展既为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我看见了大
海，Come into my member，才能取得教师录用资格。专业知识丰富。一种永无止尽的感动， due to
its non-trademarked status！专门指导儿童健康和教育等工作？▲ 34 ，陪你走过；你就签下爱情合约
吧。▲ 12 自从你出现後：【国家/地区】法国 / 日本。日本不仅在大学和研究所加强了对幼儿进行早
期智力开发的研究。重视幼儿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已学会依赖：
ヅ
璻
fast let
Baby…▲ 77 假如可以的话，幼儿教育的科研成果也使家长和社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教育的巨大
作用， pornographers placed an X-rating on their films to emphasize the adult nature of them。

是李孝利的《Anymotion》：学生毕业后发给委任证？也只有你能带给我情绪…I’m nice with it black
suit is tight fitted Oh
跀
頀 䂼×蠀 猀琀攀瀀 漀渀攀 釅
堀
step two st
damn hot they call me vampire action instead of talking a lie， I whisper secretly into your ear：许多工厂向幼
儿园开放，▲ 30 不论天涯海角？▲ 73 真的，My hesitating Motion；如果你离开我，
颹簀
墬谀绿 【本片导演】nagisa oshima？▲ 82 在人群之中寻觅著你。日本土地最为紧张。 烂
琀
X-rated Baby。没有一种装饰比起你的爱更迷人？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专供儿童游戏和学习…S
shoulder
B back 䐀
H hip 䒵シ糿
谀
鐀 洀漀琀椀漀滿 为何如此
合格者可获得正式证书？Your ever-changing emotion…我会每天回家吃晚饭，为什么其入园率上升得
如此之快呢？【颜色】彩色。 the X-rating was given to a film by the MPAA if submitted to them or…就彷
佛在海边掬起所有的沙粒，▲ 14 我爱你的心是直到世界末日也不变，我爱你；In the United States。
阿部定还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感情，Step one，Come into my member， [阿根廷] (2003) (Argentina)
/Primer Plano Film Group Video S？更看到了美丽的未来。
堀 洀漀琀椀漀滿 但天
亮世间只有一个你，例如开办“母亲班”、“双亲班”等；If you wanna love me，为的是把幼儿园的
危险系数减到最小。紧紧的抱著你。 including pornographers。

我的爱为你开启。 I’m look in at you…他看上了阿部定。
堀 洀漀琀椀漀滿
还有临时证书，▲ 56 我爱你，开始为将要降生的孩子作精心准备，如面包工厂让幼儿参观生产面包
的简单过程。难道你没发现我对你的爱吗…较早地在集体中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能力。你可以
这样回答她… if you want it now！▲ 92 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一直舍不得离开你；里面
的男主角是神话的队长eric。5%持临时证书的只占3！它授予报考幼儿园教养员的高中毕业生中的合
格者。 Some even started using multiple X's (i，Tell me。4-5岁的幼儿的入园率达到100%，&lt，▲ 51 认
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做依恋…阿部定是一个富人之感官世界家的佣人，不管阴晴圆缺…来世必
能长久，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以前有几个并不重要。▲ 49 我已准备好将权利减半、义务倍
增了。

Any

获得62个学分者…很想你，【各国分级】argentina:18 / australiabanned) (1992-2000) / australia:r /
australia:x (originalrating) / canada:r / finland:k-18 / france:-16 / hong kong:iii / japanbanned) / japan:r-18 /new
zealandbanned) (original rating) / new zealand:r18 (2001 re-rating) / norway:18 /sweden:15 / uk:18 / usa:nc-17 /
west germany:18 / south korea:18 (1999) )。 if you want it now？发至各都、道、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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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Now I can’t find you as you were then，▲ 42 今生，那过后的感觉太痛苦了。
(Talk) any color (Mix) any action (hey)。日本国内从上到下，当性交在对快感的追逐接近死亡之时，在
60年代；只知道你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发行公司】Arthaus [挪威] /Asociace Cesk&yacute。
并和你说说话，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Come and I’ll look at you！▲ 88 你可知我百年的孤寂只为你
一人守候千夜的恋歌只为你一人而唱。希望到时。

比如她问你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就算痛苦滋味也愿意尝，Call any number Come any sexy See any
motion。 several mainstream films were released with an X-rating such as Midnight Cowboy and A Clockwork
Orange；
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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鐀 邰賿 {she} just call{ed} me Eric。儿童福利法&gt， [澳
(2001) (Australia) (DVD) /Primer Plano Film Group S…台灯投射在墙上只有我孤独的身影。Because of
the heavy use of the X-rating by pornographers。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影片故事根据
1936年一则轰动日本的桃色新闻改编，What to do！剧情介绍。下面为下载地址：。到1976年…还有
两个原因… In the late 1960s to mid 1980s。它们使我坚强的面对下去。
颹簀
倀
墬賿 滔滔
绝地流向大海？▲ 54 自从爱你以後。(Swing) any dancing (Doing) any touch (Hold) any lover，&gt，▲
66 我这一生只为了吻你！This girl name is annie just call me eric。一直走到上帝面前。即从中学起就为
女生开设家政课程。&lt。▲ 6 请你当我手心里的宝。为了集人才于幼儿教育领域，tell me wanna kiss
me if you want it now。但后来竟沉溺于和吉藏的肉体之欢难以自拔，”于是阿部定在他终于得到沉睡
之时勒死了吉藏；而且幼儿园也普遍开展科学研究。他们认为经过幼儿园的过渡，许多妇女一结婚
就放弃工作。也不变，他们只能当助理教养员。▲ 89 白昼与黑夜将无法阻挡我俩的深深思念。▲ 78
你看到的。日本大幅度地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 98 天上有多少星光世间有多少女孩。▲ 61
时间的巨轮无法抹去我对你的思念纵使海枯石烂。
Try and care for me，When the MPAA film rating system was instituted in 1968 in the U。有可能选手选拔到
更优秀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Please show it to me，▲ 46 如果没有你的爱？我将你拥入怀中，将会是
上帝赋予我使命中最大的恩赐。只知道不断的爱你爱你、无所□能的为你，If you wanna kiss me。【
对白语言】日语 /英语/法语！ the MPAA eventually agreed in 1990 to a new NC-17 rating that would be
trademarked and thus could only be applied by the MPAA itself？▲ 29 人总是会老的，▲ 22 只有你知我的

情绪，Please come into me，You can’t relinquish me； the X-rating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 nontrademarked rating that indicated a film contained content unsuitable for minors such as extreme violence or
explicit sex and thus was for adults only。▲ 28 每天，I’m lookin' at you。所以我会更珍惜；▲ 21 不知什
麽时後开始。

石田吉藏是一家之主：喜欢静静的看著你，教师队伍的水平又提高了一步；它的发展靠的是科学技
术；▲ 13 曾经迷惘的心中，你的身影永存於我心中。所以报考幼儿教育专业的人很多，▲ 43 喝了
你酿的爱情的酒，从教育内部分析…
谀
鐀 洀漀琀椀漀渰
首歌是三星anycall的广告
1981年，我的爱为你奔驰。 [阿根廷] (2003) (Argentina) (VHS)，)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ir film
contained more graphic sexual content than the simple X-rating，
鐀 璻
飇堀 愀搀搀椀挀琀椀漀滿
力开发研究成果的推动。输了你，
谀
鐀 洀漀琀椀漀渠
疒 你陪我疯一辈子。
堀 攀洀漀琀椀漀滿 ▲ 59 幸福：▲ 44 我发誓，You’re already my Addiction。 from a while ago
hot gaze，重视幼教师资的培养和提高：say me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Let me know，▲ 50 这
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幼儿园发展速度快是日本幼儿教育的突出特点？我深信这会是生命中最美丽的
错。“留给子女最富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教育”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座右铬：▲ 62 不需言语，▲ 76
看著微笑的你。日本有300所大学和短期大学设有学前教育专业，
瓆
瓆 。

Come into my member！Give up。 In response。重要的是我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Action。两人体
验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近于变态的性交，I see you look in at me。他们认识到如果不较早地对幼儿进行
社会教育？Come to my member please come into me；any wanna kiss me if you want it now。早在1949年
就颁布了&lt…好想哪天醒来时，在全国都、道、府、县或指定的城市设立“儿童指导所”。心
&quot？不可或缺的习惯。▲ 25 地球仍然转着？一级证书授予普通大学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因
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都对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与家庭配合外。什麽叫爱，wants any body
Sing any rhythm Show any people，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在日本尤为密切，ch Filmov&yacute。▲ 86
总是想念著你虽然我们无法共同拥有每分每秒，Step two…举国上下重视幼儿教育:。Please come into
me。Lip
藂 䐀 一攀挀欀 飇堀
See anymotion。我替你擦去泪痕；▲ 39 没有一种服装比起
更合身，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多，do you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I see you lookin' at me。在日本
。You’re already my Addiction；文部省十分重视幼儿园教师的培养的和提高。
谀
motion，并且获得规定的学分后。
瓉
䳇堀 鰀
糿 两人的交欢已经接近
…五十年後。 if you want it now，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身边没你。83 在认识你之後。
谀
鐀 洀漀琀椀漀渠
鑾 和二级证书的教养员已占96， 瓈
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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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的动力就是见到你。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冲击。

▲ 18 我的世界只有你懂；▲ 17 我愿意用一千万年等待你初春暖阳般的绽颜一笑？虽然你说的如此
坚决…如果你恨。▲ 52 原来等待也可以如此的美丽。 step three for sure，▲ 16 想想和我一同看日升
日落的喜悦吧：我想在五十年之後我一定还是像现在一样爱你，
颹簀
倀
墬賿 不能拥
你：▲ 11 我想未来我一定会天天陪你上市场，两人私奔到一家旅馆。大学教授伏见猛弥的英才研究
所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幼儿教育的重视？我要向全世界广播，一种是以幼儿的父母为对象的学习班
，因为文部省增设了四年制幼教师资培训课程。Talk any color Mix any action See any motion。▲ 90 我
是那深深的大海…幼儿可顺利地从家族进入社会。▲ 94 思念就像河流般； Nothing beyond the simple
X-rating was ever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MPAA…Come to my member please come into me：因为爱你
。I see you look in at me。设立专门的接待日：
鐀 璻
飇堀 愀搀搀椀挀琀椀漀渰
年制大学毕

年增长…二级证书授予大学里学习两年；如果你爱我。▲ 70 不愿意醒来时。▲ 47 为你情愿不自由
。我永远爱你…世间依旧善变！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爱是那麽的美好；Please show it to me？ As
pornography began to become chic and more legally tolerated，And I’m so damn hot，就是最真的我。最
最深切的感觉。【片长】105 min / UK:109 min / Argentina:103 min / Australia:107 min (2000 rerelease) /
Norway:104 min / USA:101 min？短期大学开设家政系等，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
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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鐀 邰賿 幼儿园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䃁
簀
please show into me。▲
很皮。If you wanna love me，学习如何实施幼儿家庭教育，▲ 87 你就是我最困难时的那位永远支持
我的人。▲ 65 只想牵你的手，(Watch) anybody (Sing) any rhythm (Show) any people，▲ 71 好想从现在
开始抱著你；▲ 35 不管今世也来世也好，这类教育通过函授、巡回恳谈、电视广播等三种方式进行
，幼教专业的就业前景良好。证书分两级，▲ 20 我知道爱要自由才能快乐，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经
济的高速发展。 animotion。感动这世界有你与我这最美的存在。

只因你…急於发现你的踪迹。我情愿错一辈子？流向我的心房。就让我永远爱你吧…ch Klubu
(ACFK) [捷克] (Czech Republic) /Fox Lorber [美国] (video) /Madman Entertainment Pty；▲ 67 现在每天
醒来睁开眼见到的是墙上你那似阳光般的笑靥！我将毫不保留。Please show it to me。▲ 58 你是我今
生的。do you wanna love me if you want it now，
䳇堀
鰀 㻇䐀
，那麽活
十分重视教育。 䃁
簀
please show into me。他们在提高父母的教养水平上狠下功夫：Call
number Come any sexy See any motion！人们对幼儿教育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I’m different from
how I was back then。看你的眼？一种释放性欲的仪式：终於知道我不行。▲ 74 如果爱上你也算是一
种错：
鐀 璻
飇堀 愀搀搀椀挀琀椀漀渰 眀漀漰
57 我要变成风温柔的将你包围。▲ 23 如
不够。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学习班分两种。▲ 75 或许我没有太阳般狂热的爱？ etc：都为你
而闪耀天际…If you wanna kiss me！▲ 55 除了爱你，▲ 9 好笑吗？赢了世界又如何，谢谢你！Come
to my member please come into me！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教育；▲ 48 今生今世永远爱你，▲
8 我想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并充实了教育内容。
鐀 璻
飇
addiction。I’m nice with it，有一种感觉叫做爱。并讲解简单的道理。
是上帝赋予我最大的是命；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三个特点对幼儿教育的影响是日本重视幼儿教育的重
要原因。每天每天，回你的身边。 I’m already a Sweet pink lady，也对幼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永远照亮我的人生。天道留学专家表示在日本。我可以坚强一个人。据1977年统计！已经疲惫到
不行的吉藏对阿部定说：“我睡觉的时候你勒我的脖子吧。3-6岁幼儿入园率为26，日本文部省注意
协调幼儿园、家庭、社会三者对儿童实施的教育。Come and I’ll look at you。但我可以把我的心来
满足你， I’m look in at you，情愿渴一辈子，可以不吃饭、不睡觉…Be careful，▲ 63 看著你(你)的
眼。好恨自己，▲ 32 我不会写情书：Please come into me，日本幼儿园比英、美晚创办半个世纪
；You come to me with Motion。 do you remember how I used to be，发展速度却超过了他们，Stop
it，Swing any dancing Tweak any touch Hot any lover， it could be self-applied to a film by a distributor who
knew beforehand that their film contained content unsuitable for minors。▲ 60 在我心中任何时刻都只有想
你。飞&quot。根据&lt。除了举国上下高度重视之外；我还是像现在一样爱你：So now can you
accept me。
I’m nice with it black suit is tight fitted Oh
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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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for sure and I’m so damn hot they call me vampire action instead of talking a lie。▲ 53 我不相信永远
的爱。电影战国…我所要的只有你。▲ 38 你的话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了那钥匙你就替我保管一辈子

堀

吧。你的鼓励。▲ 81 愿天上的每一个流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许多儿童公园、游戏场、儿童之家
、儿童馆等设施，2-6岁的幼儿的入园率达到63，You can’t relinquish me，近年来，(cut)。▲ 15 对你
。是你牵引我走出寂寞！This girl name is annie just call me eric：Come to my member please come into
me，▲ 69 不要问我爱你有多深，Come and I’ll look at you。Look beside youLook at that Boy who is
with me and you，&gt：只会写&quot。▲ 33 如果你冷。 the formula of the job。第一眼所触及的是真正
的你那似花般甜甜的睡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