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 俩 印象 深 熟悉 不仅 性格
开玩
笑

从来 最好 共同 适合 幸福 生活 刚 浪漫

够 缺点 接受 羡慕 爱情 星星 即使 加班

亮 感动 自然 原因 互相 吸引 幽默 脾气

孙月 王静 李进 李 高 适应 交 平时

逛 短信 正好 聚会 联系
差不
多

专门 毕业

麻烦 好像 重新 尽管 真正 友谊 丰富 无聊

讨厌 却 周围 交流 理解 镜子 而 当

困难 及时 陪 夏 马克 林 张远 上海

挺 紧张 信心 能力 招聘 提供 负责 本来

应聘 材料 符合 通知 律师 专业 另外 收入

咱们 安排 首先 正式 留 其次 诚实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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