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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æd，]%，ß
ê， lxÄ'Jõ+d。ò}ßÞÿx! ，
Ý-" Ä『』。 ¿+ S ，ú ÿ -。 Üò(ß%，ò(ß%Ü&æ，&æÜ'(
Ñ。」（{ ）

ú：
「)ìS，*ÿH。'，*+*,。,+
，uB-；+,，uB。./，uB»；
u»Ùp，uBÞ。ñrUø，ußö，x0。
ÿxÞ0!1？xÛ。」

ïn：
「-dì(2e，ÿ3H)ñ]-。ñ]-Z
ÿÿ4？Á ，+,`5。++,,，ñ]-ü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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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e-。++,,B， e-67'mid ç；ñ]
-ÿÿëaÜ8/，dÊ¸)»6d ö，ñ]-d
»6ÿpõd，9u:Þß d+ê。HøKr，}
jçq;åö R$¬， Bß『ñ]-』。
ÿq9『ñ]-』，}Í-õÈM。òÿ
x<ÞÍ-õÈMd!4？=『ñ]-』
。」
Ý$x}，`>E，ÎÞß>ý.q，åxÕ
Î\Ñ，JðfÜHFE，Õ;:EÕ，Ú (9X
n，oÿx`fç，Ñç#:，ÏÉwL，ï'
KçfÞgE:， %Î®fÜ，&9ÛÜ
Ï{-，ï`fÜEXú，É6>.å，õÎ*
b|-ì，fÜEÉq?)?，oÿ?.@。FA¾
r，uBêq;Ùq。xB0-Cl0ÎÙDhEÎF
GHI?)《Îé》JH~S?j¢fÜB'
，u~S：
J、J7)3M2「gpfÜ」。
,、B f(B 0pHK -f)
、{-f
@、LapT-fç
D、M&N°+f
*、HK0B-f
r、HKOP*0Bf
9、HK0B-f
1、 fn
+、GpçQ
+J、 ^é
+,、_ü5RB
+ 、ú+f
+@、-STH+[+Ú
+D、Umq,+rf

+*、 °,+rf
+r、 °úDf
+9、úW
+1、XY
x0?4fHfC，uBfn~S、f;Bo Z，
g0jè`fn6JaEiFgçv，Ú®fC~S
gÚÿ(_HfJçv， îlJ7)3M2?í《g
pfÜ》1n~S[[B\，iHüf=I、_÷、]
^、5M_é³`[ç，è#j、®aT^
jlúJrfÜH。
3M2，VJ7)， b，lpÎ`ÜÐIr
+Ü|，eGcd ，5â-。J*D*&，3M2
JR@G，îïå êe，3åN$u'0|，f
gNh>-3`。3M2 Ni，ájklKmn
o ，pqÙ Ff，-ÿ，`Îc-。tk
NNïå ，çfÜ，`t，,-ßø，#'lp
d)J。
`*d-N。《gpfÜ》ÿu
《gpfÜ》¿À®E`，\,³Øe>Ü、>
fn0,ár[ü h>f。±' h>fÿ「+s
t，¼{7Ö，5(g`。」
IJh。 0 -，u(，ïb。
I,h¼。 +*Sq，O D，ïqb。
I hº。&B-D|，ß z，ï|b。
ü h>Ýü 0 °「 $ä7Df」。
JjßOv。
,jßOwx。
jßOÿèI。
@jßOyz。
DjßOz{。 $ä7Df，Eñ《 0 °fq》
（{@），f3¥|ß6，cf;~SéJU。Df;
F_ °A§} E¢，xì,qFN¢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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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üqÝ， °F_qqD，-ÿ °N~
3S《 0 °fq》， 「YJõ_$。」eú
 Z，)FNDf~S：
「 °。IJfv。I,fz。I f。I@f
ù。IDfx。ÿ'Df。»ÞgÞ÷。_Df。
ºß÷。ÿ'ÞÞ÷。
°。fvj。Jõ¸x0。  。
ÛßOv。
°。fzj。Jx0。Iâ。Ûß
。
°。fj。Iö。»E.ßß。»»
÷ÛßO÷。
°。fùj。»ßßIè?ç。Ü#ú。
Û'ù。
°。fxj。IWID。ÛßO。
°。ÿDfj。_。_D7。[)[÷
。2[D。ü_!ß÷ß。ÿ'Þ。OqOb。
#p。」
§uDf~S，gÕ.Dff;~Snl;6，l
5Õg5{p?;6。ÛDf '^7Ö，ïØ
lÄ'^7D`。《gpfÜ》ú，IMd»f，
lx：「ý。¼ & 。uD³。$$ß
。」
ün hDfÝ， 「u>í,。 0 Ö B
-N 0&/ºpq。å。 0¦Øt。6>
。 ñâè?÷。uqtJ。é¶ò
üO 。」»÷「>。Úå%。ê'。
êüÁ?ºgp+f。」
gp+f~SÚ：
IJfj。ßOß¨ßßßÞ。Ù%°6。
I,fj。ßO ¡¢Kê。Ù(ì #。

I fj。ßOv¸x4£\。Ù({xUJ¤。
I@fj。ßO{z¥p¦!?。Ùvp§Ý¤÷。
IDfj。ßO¥#$¨©。Ùx2Y1ª«。
I*fj。ßO¬l "â。ÙD®[ßñ¯u
$。
Irfj。ßOxÛ©÷Ü°。ÙÀIDAÁ。
I9fj。ßOÂâ± Bßú。Ù(|²³´。
I1fj。ßO<dIlû!µ¦。Ù¶·â¸Á。
I+fj。ßO¹º4 Ip。Ù_ ±«xì'A。
»+f~S，I,、 、@、rUI+f，Ö0g
Df;6，?.ýuDf，ÚIJf¨ ，I*
fßñ¯u$，I9fßÂ|#³，I1f¼<
R，I+f (4Ý。。Ö0/ÿ¿À Bìd^
¤½ò。
gp+fünÝ，「U¾»f_v。(¿ ÷。
-f，
-f。」B
êü 0 °?ºB
~S '[，5ê(Ýg5_éç，ØFäT D
^j，cÖ0áÿx hDf+f'Ö，åxfJ
dÀ4，ÚHfJçv，lñ(äÁ5qBo0ÂÃ
，^(ÜÃÄÅ，;ÞF2ý。
¾-üfÝÚ÷，gpÜBÉ-Dé：
「Efj。J÷fÜ。Ù-Æ;>。Çh。åÈ
ÉD]。d'oJÊ。åËb]^n。EËJ2。,÷6h。
÷j。Ù-c)>。Çh。åÌD]。Í!b]。d'o Ê。EË 2。¾-D÷+÷。7Î。Ï
t¼Ð。ßO]×」
Il，üfÝÑÕwY，o£+[èßH，U
÷fç，Ú÷gpÜç-ÚIJ=÷ äÆ;>，ä
)h，Òå「ÈÉD]」，d「'oJÊ」，ål
pmÎpË!0?í「]^n」，6O¢EËJ 2，
x@]^。ÚI,=÷，éÚ6IJ=÷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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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é äc)>，ä)h，ÒåÌ
à「ÌD]」g「!b-]」，d「'o Ê」，O¢E
2，x@]^。¾-D÷+÷Jë÷，±qT
Ë
Úh，7ì，.q，Ïí0，¼ß，
Ä]éêöue 。

◎`fÜ
`dfÜ，\wÚ`B，":dfC~S，c
ä ±，F|>óq，FÌEDjxÌw：
(J)vÎDÕ ò (°î、)、öï、Ôw、ðR)
(,)^ñ3s ò
( )( ò
(@)Ôw ò
(D)Ö{MÄßÄò
(*)H|º ò
ðlxú`äu= ±/FJÉÌg¯dÌ
w，\fÜ，cfÜÝÚ"Úe，Ølúÿ`
7d-fC。9u~SÑ¸，läIE_x&vx`D
Õ'(Ý>ä， ，óuÿ H|º，;`]ôD，
?£FD，ÚßH|º，õF¹F|F
'
D。ðÖfD，¸ÏF ，c _v÷，×ÿ
¬è，J> :，6Jñâd、、e÷，
»÷，Ù%]^Y 。
Û~，`öJ ，Ç9+ç /-Ngè é
ê)}@?FDf，ÉldÄ('ÜéQ§，u~S
Ú：
「D|vÎY，÷jâ，»à|Þß、w)，÷
，&v ì、v[vÚ，xDfç-，ßl·Q。
，Þ$ ³ `， èüf，D|vñÙ
h$QÚ
  ，M§。
IJf +Ò，0^Z.3

I,f (，ÔwP，DÕ&v。
I f ßÂß，ßÖß×，ßØßÙ，ßÚß¿，
ßl·Q。
I@f ¨ ，Þ， ¯，ý ，
sßlÚÛ，D|vñÙèÞ。
IDf ßlÜÝ|，Ý¼ÞÏ，ßà.á，·â
¿，ßlxº，Ü·。
[Þ÷>Dfã(j，D|vü§ 。Ú[Þ
,à，\Òe，]-Dfßvj，ßrä,åq，qº
åý。»ß>Df&(÷j，Ùü!æóf， 
µ。
+ç？/-N，è éê)6FY。」（{D）

x0`?¶fC~S，\ß»`fÜ`[，
cZç(Ýe ，ïZØxf¼è，¬è_v。Ú
èÜâ，ñLQ§`BÈÈf，Ä':ñ^j。

◎ÝÐ

n®¿ÀJ，EÕfÜ¾äñ^j。YÕõÈ
Üd，¾ÿñ、、e[hÚh，xfÜ
'ÜÃ，「÷üÃé，üøé」e。YÜ
Ý，õùõùxfÜCnÑúø(I，û¾ÚÛÙ
ÿëüT，ß ý 。ïèYfÜj，Ar¬è'0，
éEfß#，TÒþ，ÛÿIn1e。=¿À，
Ef ：
「ÛèO#~¸，WñâK%。」
ôß ：「4ã~¸，ÿIÚh。」
V 1！

{J：《 0 °fq》ÁI+9，,Ｏ,。
{,：ù_÷_Õ.fÜEjù，>《Õ{-«》dv_Ú：
ù，gù。，le；ù，°Ýe。Qy、ù。
'fÜjù。-fÜB，o，oùÝ。¬ffD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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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Dé{¿2(，g~jfD»¼，
，D'ù_÷，'-f®。Úa'fÜéâã，z
Ýü-³，x{ è，
®v，TÍh，ß ÛÚ
ø%Iº，Ûvf。
_÷，「_」_fÜ，Ý_、Q_,È。_Df¾¾màf
ëÝÚfD，U ÝeÚh，D'「Ý_」，m5ÚöQ
。_û&Íúf、]^ëQ[fD，Ü Ý h»fj，D
'「Q_」，m[( 。「÷」÷fÜ，Q÷、Ý÷,
hÜ÷Ý_Dj，D'「Q÷」。 h，ß^Q
È。
_[hj，D'「Ý÷」。
：ïnjñm)《Ò )ìq》，þ?ÎB
T (。

{@：《Á》，I+9，,ＯJ~,JＯ。
{D：Q§fO，《-ü_!》 *~r、fÓ《 Î ¼{
)Öeb`》g5h?O。iné~S|EE，neé}。

│
ijkl

NM3n4

UDi，D¾j，ijkl， ¬äJÓ。

ÖÎ ¾ÿ「Db，K#$，Ë'」
ÜPJXLd，eâ»¼ jPJ，â+
 jPJ，xgPìJU+¬。?£，ÿ
â「Dñ]，N」。Db 「"ì，ÒbÐ」。K
 「，øº」。#$ 「K，」。
Ëÿ「vÒ，UÁ 」。'¾ÿ「Ý²，Ûì」。

Ü`dde，|çÚÂ~d_~，á
@ç^ò1e，ÿÚ0ë?ú»¼ jPJ、+
jPJ、「Db，K#$，Ë'」。

?xú-ß，äiö(Î 。ÁÐ：

「Øßäè，ßrô o；
® èêoO，7ßJð。」
ÚÕ.ú：

「Õä! ö â，! äè；
 ! ， #! ^。」

á2`6^-.JH!ö，Hñdè+^H，
d$ìñF>>.，${|×ñF"&，?#d]Ùq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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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pq---rst》vw
yz{

《nopq》1《¢~)》。;F'e$¢Y~3
Q。《%H．'nO》)《¢~)》1t，uH()*O
³)，+,êØ。r《¢~)》J-，´E《Á》
》、
¼Sn 。uH]'(Jé》、《,.》、《
《@]》、《D/》、《*0》、《rs》、《9ï》、《
1Y》，V1t。HBµ©x¼{.，X^ ¼
Iº。
noqdÖvH，ÁB´12?í《nop
qÖ1-》gfü?í《noq~@1-》，uÖv
quFx_e@。qBIrt—rs，NJ+ Z，
~SqXigj，E5"Ùq2ý。ïQ
31、fÖn，iÃqn@e，)qnjïnê?4Þ，
õ$hi? 。
r s
sj，§×。

◎IJZ
¢~)：
¾，xMäj，OJÛ；
M¾，xòMj，Â'。
ù：
¢~)ú：
「di¾«¾，äýMdMB ，ä5
6Í。
djMUM，p«U，V§´，jÑ
!M，ij，½MØ，jÜÂl。」

Oj，lx7$，
Oj，lx%ò。
ù：
「OjÚ®7#$，lx''µ，×l[u，
%ñò.Mh。」

ÞI?8j，xJ>'&，x&'J
>；ÞIê?9j，xJñ'ñ，xñ'J
ñ。ù：
「içp«Ußl¶îd，çvßüÍ
?Ý:，?xxJ>'&，x&'J>；6×çv
ßü«Í;9，?xxJñ'ñ，xñ'Jñ。」

Þòj，lx<；
Þ V j，lxT=>。
ù：
「çdiäJwh，ò§，?
xlx5<；çjV§ i-Í，?x
lxVT=>。」

Oj，öë，î，lx?@A；
Oj，öB，/î，lx°CD。
ù：
「ßä，，:，Æ，EÚ
Á«，5M， Üß， »，?xlx?@FA；
:，{6G，ìq：『#，e+』，
äH，e+Ü，?x5ßB， ÊI，/
Üß，?xlxDC。」

，，ÞÛj，lxyÏ¼；
Á，Á ，ÞÛj，lx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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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p«j，j，Ui，ji，i
j，ijÚÚ，ÿ，ÿ，ij;B，çÛ，
lxyJÏ¼。Á Í，Áÿ ， ÿÁ，ç
Û，\Q]K，ÚEÁ«。」
0，0，ÞÛj，lxLMN；
ør，rø，ÞÛj，lxOPQ；
ù：
「0ÿ$Í«Í%;å，j，iß
ä0d%，0ÿ，ÿ0，?x+MNä
。ørÿÍd,Ö%，j，ÞMÑö g
Í;¢，?xø+ÿÞä，Þäÿø+，?xx9R
OlxÞørMgMwÑ§。」
ò，ò，ÞÛj，lxSTU；
ò，ò，ÞÛj，lx#VBW。
ù：
「Æò、òd%,Ö;å，?xÿò，
òÿ，?xdDX*、èe5+/ç]
-è。5ÿò，ò5，?xBTl#W，Ul#
，òJ，YA  Á。」
Þ-9èV，xÛ è，lx#÷ （{J）；
Þ9è，xÛ6¼，lx#Zb （{,）。
ù：
「çÞ$Í-，9èÜV，xÛ-[ è¼，i
p«U+，lx^§÷。Þ9è9，9Û6
§¼，lxbò#\。
xÛ·，W]lJ；xÛ6，o-lE。

*:'，ÉÜß'。
ù：
「xÛ¾Æ¬，\W]^¾Él´J；¾i
6 Á，6i，?xEoßB，E-ß_。O
dlxÄ，Äc×lxßÄ，±'ì
ÊIß`$a\。」

◎I,Z

：ö，lxb+T§j，ÚpHc，dTe。
f(（{ ），g÷C（{@），hBiÏ（{
D），jBkl（{*），`l（{r），nÏl
ù（{9），Û?'，ï§，rßz，
É?'。Ü'，Pú，ò?x(j，
wmP，Éwmú，Pj，új 。%wmP
wmúj， ，nöÑ，oMñ»（{1）。
ù：
「¢~)ú：çjg+6A，ïÞ+V§，l
xV§+，Úppc，dTe。, ödfiH
Ñ(m、g÷Ò、jhiÏ、äjBkl、½e `
lx、nqrÎlxú，ð/ÿsÿdV§，
?xV§，Þr$Í5ßzt，×ÿ?
#d。 -B，Púö，(Pú，
é，úé 。diPú， ，Úu，
nÑö，cuÚMñä。」

◎I Z

：Rj，M¼j，?éj，V?j，Ûl
x³¼v，V§。*ß6，`-ñÞ，ÜT
-Þ，ïÛ'，ûÞ*6，ß%Ü]j。
ù：
「R、¼、!}n、V?B¼/lx³ÝÏ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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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Å¼，V§，±'J6èßàdñâ~èè
ÀÞè，c;Þw?¸、x?dM，?x(!kMx
5uÞè。c»çvä6è，Ýß(9ÛÈê
D，×l³¼v。」

◎I@Z
：J5J6，>(@+ñ，§l£yî，*
ßßV。
ù：
「d56Jlx(@+ñ，u§lxú;Ùd
8y，c<z+-，ßßV，ß½56
-§。

◎IDZ
：{|)ôGÜôG§，})D~ÜèD§。
Mö，ß® %-$1。 j§ßlÞ×。
ù：
「ø{|)~$ô&，ô&V§，})äÌ'
D=，èÉ½V§D=。!Mß)-+，õõFß
H-$Í $%h，ÿ}i，»)- mi，
ßäi0?i。」

◎I*Z
：V ，\:Ê，JÜê，*ÞJÜß
§。
ù：
「$0dV§，ÚGd，D(@，\]
lÊl，oÊo，cðMdÿPÜ'J，ÿ
;6d，*içJ;BdN，ß½){d§Ü§。」

◎IrZ

：， ，(，ðÝ。Û
-)，ß，l，Üß§。
§，?x§。
ù：
「?c d，dò(，ÿßFzÝd。
J/¸u"ü|dV§，ÜD¸u[d
V§。Üldlx¸[dV§cß½-ñ]V§。
céÜ§，?x§。Úìq?%ÜßY，
Â(Üß。」

◎I9Z

：BMî，DÜ`ñ，DÜ
 ，õ~， Ú½，H，O#
，ÿx Ýf。
ù：
「ä~??，Û6M，Û¾M，
ÚfJE`ãñZ<，oÿãL、ã 0、ã，
é?¸KKé/Fß6，u dd¦üõ3 ß6，
o;Øoe;，oÿOee，cäÈß6d
+B，oo¸ÏgJ，cu(Ý Qo(oÝ，
/ÿ v)fÜ，(ÝJß]-。」

◎I1Z

：EÚ-，V§Cl，oJÜê。òg，
]]，ä-§B，IJÜê。ÞöIJj，
ò 。
ù：
「- ÁÎ-J，Il ，coIÚJ。
ò -+M，Jd#d '6/，ä-B，
olß]，-+ Bòß]，uIJ，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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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
：N，ÿo§'I，Io§'ÿ， o§'，
o§' ，ÿxûMV。
ù：
「ÀßVdM，×ÀßßVdN，ÿ
lV§#I，IlV§#ÿ， lV§#，
lV§# ，?xäMqMF§MNdV§，
ßO)ÿI 。」

◎I+JZ
：¿×，ÙÔÎ；×，Ùð
R； ×，Ùó¿ú。§\ ，ß
ò。
ù：
「&d¡， ÐOÔdÎ，ä#&&d
¡，ðRd  ügB，ë d¡，¿
?ú d óÔè。Ú，$0\ßødV，
ßFÝòüK  +d ý 。」

◎I+,Z
：NjT§， j`§。EÚåúV，
QaI，<Øß。"j，gT§ §Üß
c，wm§j。
ù：
「d\STV§， d\è`V§，ÿ
dN。EÚåI，78dFV§，ÜQFa]
uI ，<ØÜßV§。»"，gT§6§Üßc，
cuIwm§ö¡。」

◎I+ Z
：, ; ，Uu×，;£éß;¢；,; ，

;£éß;¢。Ú£¤¥¦§，§r。
ù：
dðR，-Ý=;£，¨
「,$ä& IM
ê S/êV，?x/;:9ßO。ä&d¡,$;
dðR×ÿJ，ä d¡， Sêß{&©，-
Ú£¤¥¦ ，ñøñr，ªøßV，\u ä-§
B，c-ä。」

{J：1Ö：「èip«，~ÁUj，èÁ¼§'«÷，¬Á¼
§'Ô，«®，Iºu，ÜE ×。」
{,：1Ö：「9è，èçp«，Úo¯°，56¼，±pÌ，é
è-}，¬o02，o-D#，x#-\，»， 
Wî，ï²Þ9è，xÛ6¼，lx#Zbî」
{ ：§ 0x &]N³cg¨，{~(，ï² ´(×。
{@：7b|x\~µg¶，x\~·µg¸，Ü¹º{C，ï²
g÷C×
{D：§g»p，¼¬h½-¾~，%§'¿ÀÏ，x]'¼)，J
JÁ，NEÂB×，ï²hBiÏ×
{*：§{p，VÃ§x，xåÄÅo，ÆÇÈ-B，ÉkOQÊ
ËU，ÜÌ×，ï²jBkEl×。
{r：) ÐÍ)，-2x?oÎ，xÏÐ， Ø¼öÑÏ，
Ð ，u o÷，Ò3>èm。É，ÓJ`，)
?：ÛB¼{，íx;Ô，`¹，)ÕE，x;
N，NßE，út{PÜß，ï²`l×。
{9：§Ö  B，rq¼ÏÃ<，×pØ，¾ÙÚ»?ÂÜ
×，%ÙÚ» ÝnÏù，Û¼{，ï²nÏù×。
{1：oj，uÜ×，nj，Ýn×，nöÑ，ÜuPñ»ñÚ，ß ß
，öÑ。njÝ×，öÑÝúô×，oj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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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z
NM3n4

「b|%DäèB，èDÞBDB；x yzzñJ，
êÞÒ2ßv（{J）。」
ÿ.^òdà，ò}d^ò áb|?ÎçdD
×ÐäèB，óuÿèDd^ò，?£^ÿ^è，áè
^ò ，udDññ]]FB。åzD dêD
，è zñ]ß，Úèêeß ，»y
ÿè
zdÈÈD×ÿ#-M。Ú6ø+d^ò:ßâ#，
9^è^#o，JðÒã2zMñßç。^è
「Jè,O，ÞåKO」，ßlJä+å， _x
ª，ßjðe(，c (aæç Ö~è，oñ]Ü#。
hWXKijklM：
「¾Di，D¾j；ijkl(， ¬äJÓ。」
×ÿrdw¢，`qD，c ÐO
Di¾ä-，ÜD¾ä-èD，âD~ÿG
÷âl，?x^`DxèD' 。`^D_D
Ñ，「&Db，K#$，Ë'」，ÜPJ
XLd，eâ»¼d jPJ，â+ jPJ，
KgPì，JU+¬。
Dñ]dT§ [，' --0&¼，-B
&，-&»，ï「J=(，kéV§， Öí
」。H，èéw§g， ¾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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