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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CODE TITLE ARTIST PINYIN
573474 流浪者之路 1976 llzzl
570737 努特 1976 nt
570739 庆祝节日的恋人 1976 qzjrdlr
573473 世界尽头 1976 sjjt
573360 烟火 1976 yh
570738 壮游前夕 1976 zyqx
505793 EASY COME EASY GO 5566 eceg
500330 FOR YOU 5566 fy
509877 IT'S OUR PARTY TIME 5566 iopt
503196 ONE MORE TRY 5566 omt
503230 WITHOUT YOUR LOVE 5566 wyl
703230 WITHOUT YOUR LOVE 5566 wyl
500135 X'MAS 5566 x
506034 爱情漫游 5566 aqmy
560881 白色花漾 5566 bshy
561912 宝贝快睡 5566 bbks
761912 宝贝快睡 5566 bbks
500799 存在 5566 cz
700799 存在 5566 cz
500825 大意 5566 dy
506668 放手一搏 5566 fsyb
562027 风云变色 5566 fybs
503835 跟他拼 5566 gtp
560880 好久不见 5566 hjbj
568240 喝采 5566 hc
507397 冷风过境 5566 lfgj
568362 漫游中国 5566 myzg
501859 枪声 5566 qs
568363 青鸟 5566 qn
502064 神话 5566 sh
502116 守候 5566 sh
502254 挑拨 5566 tb
561911 同一个世界 5566 tygsj
561202 5566 txyily
504924 哇沙米 5566 wsm
568836 我的背后 5566 wdbh
505070 我难过 5566 wng
505144 无所谓 5566 wsw
512190 消逝的爱情 5566 xsdaq
502744 一次 5566 yc
505498 一光年 5566 ygn
505556 勇士们 5566 ysm
560401 永不放弃 5566 ybfq

偷心YES I LOVE YOU



560001 原点 5566 yd
568361 月儿光光 5566 yegg
502905 怎样 5566 zy
502913 绽放 5566 zf
505694 5566 zab
566937 终极陷阱 5566 zjx
500757 传说 5566 cs
951392 I - i
972421 - cgzyqywmy
972422 - cgzyqywmy
972423 - cgzyqywmy
973755 不想错过你 bxcgn
880914 好坏 hh
572574 主人 zr
569473 那种女孩 nznh
574289 我们还有当年情 wmhydnq
575029 最后一次 zhyc
563365 BOMBA BOMBA 183 CLUB bb
564916 HERO 183 CLUB h
564486 I'M SO HOT 183 CLUB ish
563260 MAGIC ROOM 183 CLUB mr
564918 爱情特卖 183 CLUB aqtm
563641 感情线 183 CLUB gqx
564772 纪念日 183 CLUB jnr
564770 两个人的西洋棋 183 CLUB lgrdxyq
560399 迷魂计 183 CLUB mhj
560400 魔法 183 CLUB mf
565986 你永远是最美的 183 CLUB nyyszmd
562620 甜蜜约定 183 CLUB tmyd
562619 完美情人 183 CLUB wmqr
564917 为你征服全世界 183 CLUB wnzfqsj
564352 一把伞 183 CLUB ybs
564771 再一遍 183 CLUB zyb
562024 折磨 183 CLUB zm
562025 真爱 183 CLUB za
560398 bsymnbhy
560294 相信永远 xxyy
569409 不夜 by
569410 两个人 lgr
567011 对不起我爱你 dbqwan
515548 茱丽叶与祝英台 2 YOUNG SISTERS zlyyzyt
880359 我的舞台 wdwt
880826 光辉岁月 ghsy
569269 快乐鼠来宝 klslb
569271 魔法音乐学院 mfylxy
569270 我们 wm
901659 2MORO n
562621 SHABU SHABU 2MORO ss
565308 被骗了 2MORO bpl

挚爱BOYFRIEND

潮歌专用全英文慢摇单曲1
潮歌专用全英文慢摇单曲2
潮歌专用全英文慢摇单曲3

0086男团
0086男团/戴爱玲
100%/范晓萱
100%乐队/范晓萱
1306组合
17岁女生

闭上眼默念3遍 183 CLUB/七朵花
183 CLUB/许孟哲
1983组合
1983组合
1983组合/网络歌手

2010快乐男声12强
2010锡柴k歌赛获奖选
216臭脸娃娃/蒋荣宗
216臭脸娃娃/蒋荣宗
216臭脸娃娃/蒋荣宗

100年



562622 初吻 2MORO cw
562518 2MORO cj
562333 牵着你 2MORO qzn
563152 少了 2MORO sl
566206 2MORO tjlb
565658 围巾 2MORO wj
565659 找到你 2MORO zdn
565466 男生女生配 2MORO/KRUSTY nsnsp
971461 不败 bb
505780 ersj
500042 FARAWAY f
511471 让我忘了你 rwwln
513231 她一定很爱你 tydhan
568550 BLAH BLAH BLAH bbb
568706 爱纯氧 acy
568785 嘿 h
568698 你说 ns
568699 zhlzpy
573239 我们的回忆 wmdhy
503125 FALL IN LOVE 4 IN LOVE fil
500424 PARTY NIGHT 4 IN LOVE pn
503205 PRINT MY HEART 4 IN LOVE pmh
500468 YOU ME 4 IN LOVE ym
503274 爱还在 4 IN LOVE ahz
503280 爱朋友 4 IN LOVE apy
500750 触电 4 IN LOVE cd
514385 等你打电话给我 4 IN LOVE dnddhgw
506747 改变自己 4 IN LOVE gbzj
503904 好朋友 4 IN LOVE hpy
507422 恋爱革命 4 IN LOVE lagm
507650 命中注定 4 IN LOVE mzzd
504461 你变吧 4 IN LOVE nbb
507762 你的一切 4 IN LOVE ndyq
504473 你和我 4 IN LOVE nhw
504487 你休想 4 IN LOVE nxx
504528 抛开吧 4 IN LOVE pkb
507856 陪伴天使 4 IN LOVE pbts
504769 谁怕谁 4 IN LOVE sps
511612 什么都在意 4 IN LOVE smdzy
504797 说再见 4 IN LOVE szj
515024 他到底那一点好 4 IN LOVE tddnydh
511791 忘掉了自己 4 IN LOVE wdlzj
511816 为你唱的歌 4 IN LOVE wncdg
513784 我怕你再摇晃 4 IN LOVE wpnzyh
513815 我要快乐一点 4 IN LOVE wyklyd
508806 无可救药 4 IN LOVE wkjy
505231 4 IN LOVE xsy
509250 一见钟情 4 IN LOVE yjzq

刺激2006

塔基拉 BON

2PM/吴建豪
2人3角 2个女生

2个女生
2个女生
2个女生
2女
2女
2女
2女

只和LV做朋友 2女
3NY/陈彦坤

想SAY YES



515380 一千零一个愿望 4 IN LOVE yqlygyw
515391 已经过去的爱情 4 IN LOVE yjgqdaq
571615 再见中国海 4 IN LOVE zjzgh
515578 最好的就在眼前 4 IN LOVE zhdjzyq
512767 最骄傲的事 4 IN LOVE zjads
974774 4EVER 4EVER e
973545 结婚好不好 4x4 jhhbh
569889 bbylk
569797 爱神之箭 aszj
569796 从现在开始爱你 cxzksan
569890 剪刀石头布 jdstb
569891 恋爱草莓 lacm
565936 着迷 zm
981399 内蒙古黑怕 nmghp
974857 狂风里拥抱 kflyb
575033 一丝不苟 A-ONE ysbg
560402 抒情心摇滚 ADMAN sqxyg
563458 三人 AI MIMI sr
503248 AI MINI ayb
510303 春天的味道 AI MINI ctdwd
500268 遇 AI MINI y
575633 HELP AK h
575942 WOW AK w
575943 一秒钟 AK ymz
976026 遇见幸福 AK yjxf
571752 BE WITH YOU bwy
880402 my life ALAN ml
575040 爱看得见 ALAN akdj
571394 赤壁 大江东去 ALAN cbdjdq
572595 飞行志 ALAN fhz
575041 落单的翅膀 ALAN lddcb
575038 明日赞歌 ALAN mrzg
575037 我的月光 ALAN wdyg
572594 细节 ALAN xj
569597 ALAN xzrc
575039 炫影 ALAN xy
901734 ALIN ljx
569845 ALIN pwan
974419 PURPLE RAIN ALIN pr
973399 WOMAN IN LOVE ALIN wil
978682 爱 ALIN a
566799 爱请问怎么走 ALIN aqwzmz
978681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ALIN asndyasjm
970158 大大的拥抱 ALIN dddyb
970448 ALIN dddyb
970153 分手需要练习的 ALIN fsxylxd
970099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ALIN gwyglywj
970162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ALIN gwyglywj
978683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ALIN gwyglywj

BABY不要离开 520女子演唱组
520女子演唱组
520女子演唱组
520女子演唱组
520女子演唱组
5566/太极
7妹
a-lin（黄丽玲）/信

爱100

AKON/潘玮柏

心战~RED CLIFF~

lin极限
P.S.我爱你

大大的拥抱.



973644 好朋友的祝福 ALIN hpydzf
566798 换季 ALIN hj
566871 荒唐 ALIN ht
563425 回家 ALIN hj
970163 寂寞不痛 ALIN jmbt
569846 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ALIN jwnxndrsb
970154 开窍 ALIN kq
970456 开窍 ALIN kq
972933 离开的时候 ALIN lkdsh
972934 离开的时候 ALIN lkdsh
574290 麻烦下一位 ALIN mfxyw
970157 麻烦下一位 ALIN mfxyw
970447 麻烦下一位 ALIN mfxyw
569686 难得 ALIN nd
981265 难得孤寂 ALIN ndgj
562623 失恋无罪 ALIN slwz
978684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ALIN slnylsjyr
563024 四季 ALIN sj
970159 算了吧 ALIN slb
970450 算了吧 ALIN slb
978677 她说 ALIN ts
901735 逃避没有不好 ALIN tbmybh
978678 忘不了 ALIN wbl
978679 忘记拥抱 ALIN wjyb
569847 伪装 ALIN wz
563154 位置 ALIN wz
974420 温柔累了 ALIN wrll
978680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ALIN wddheyxl
970103 我还是不懂 ALIN whsbd
970160 我很忙 ALIN whm
970449 我很忙 ALIN whm
970451 我们会更好的 ALIN wmhghd
901712 我能体谅 ALIN wntl
970690 无路可退 ALIN wlkt
574005 现在我很幸福 ALIN xzwhxf
570384 新的自我 ALIN xdzw
973225 幸福了然后呢 ALIN xflrhn
981264 幸福太短 ALIN xftd
978676 一想到你呀 老人饮酒歌 ALIN yxdnylryj
573753 ALIN yqyh
970445 樱花湖 ALIN yhh
970453 樱花湖 ALIN yhh
970161 勇敢的不是我 ALIN ygdbsw
970442 勇敢的不是我 ALIN ygdbsw
973401 最后的天堂 ALIN zhdt
569685 做我自己 ALIN zwzj
973400 920 jel
972352 狂风里拥抱 kflyb

以前,以后

ALIN/小宇
ALIN/信



565135 ANGELA pd
565134 ANGELA zj
973816 红茶或咖啡 hchkf
572194 GO GO GO AOK ggg
572195 等待爱 AOK dda
562917 金鱼歌 AT 17 jyg
566094 如果你爱我 AT 17 rgnaw
506758 感觉真好 AT GIRLS gjzh
501977 热火 AT GIRLS rh
505054 我和你 AT GIRLS whn
561245 永远爱你 AT GIRLS yyan
503053 自由 AT GIRLS zy
603159 快乐很我们 AT17 klhwm
560006 LOVE DOEST'T HAVE TO HURT ATOMIC KTITTEN ldhth
500030 CRAZY B.A.D c
560014 GET HIGH REMIX B.A.D ghr
500388 LOVING YOU B.A.D ly
500413 OH I B.A.D oi
503198 OPEN YOUR EYES B.A.D oye
506069 爱上了坏 B.A.D aslh
503317 爱有你 B.A.D ayn
503364 半点心 B.A.D bdx
506154 半个海洋 B.A.D bghy
503445 不安静 B.A.D baj
500791 粗心 B.A.D cx
513047 得到你的方法 B.A.D ddndf
513068 冬天的热带鱼 B.A.D dtdrdy
510452 肚子一圈肉 B.A.D dzyqr
506660 放不下你 B.A.D fbxn
507025 皇后之歌 B.A.D hhzg
513247 金斯顿的梦想 B.A.D jsddmx
504157 靠近你 B.A.D kjn
562217 马文才 B.A.D mwc
507596 梦的起点 B.A.D mdqd
511406 B.A.D qcwqe
513551 如果你在这里 B.A.D rgnzzl
508232 失去联络 B.A.D sqll
505039 我的错 B.A.D wdc
511902 我没对她说 B.A.D wmdts
505097 我想醉 B.A.D wxz
505128 我最疯 B.A.D wzf
505141 无所谓 B.A.D wsw
513857 夏天的圣诞节 B.A.D xtdsdj
502743 一半 B.A.D yb
503037 着魔 B.A.D zm
560015 最后一个拥抱 B.A.D zhygyb
560016 爱的世界 adsj
512825 爱到翻天覆地 B2 adftfd
500525 八卦 B2 bg

跑道(无原唱)
再见(无原唱)

AOA/皱文正

青春舞曲2001

B.A.D/许慧欣



560403 娥世代 B2 besd
509151 虚拟爱情 B2 xnaq
561204 打 BABOO d
563730 爱得有味道 BABY adywd
561678 窗边 BABY cb
561998 难以捉摸 BABY nyzm
561677 守在风起的地方 BABY szfqddf
561997 有关爱情 BABY ygaq
569049 BABY MONKIZ BABY MONKIZ bm
569050 跟着我说嘻哈 BABY MONKIZ gzwsxh
562449 I'M STILL LOVING YOU BABY VOX ily
503103 BANG BANG BOOM BEAUTY 4 bbb
500078 LOVE BEAUTY 4 l
500397 MOON PARTY BEAUTY 4 mp
510521 分手要健康 BEAUTY 4 fsyjk
976027 带我走 dwz
560882 不要离开 BEN bylk
560883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BEN qsnbdwdx
505585 原来爱 BEN yla
505857 YOU'RE IN LOVE yil
500079 LOVE BEYOND l
500096 PARADISE BEYOND p
501105 管我 BEYOND gw
501246 缓慢 BEYOND hm
501897 情人 BEYOND qr
563076 声音 BEYOND sy
504947 忘记你 BEYOND wjn
505029 我不信 BEYOND wbx
512117 喜欢一个人 BEYOND xhygr
563934 想你 BEYOND xn
513967 一辈子陪我走 BEYOND ybzpwz
509306 一厢情愿 BEYOND yxqy
509763 祝你愉快 BEYOND znyk
880512 BII MY LOVE BII bml
880949 BYE BYE BYE BII bbb
976501 FEEL GOOD BII fg
976552 I KNOW BII ik
977637 浮生未歇 BII fswx
880947 迷路 BII ml
976596 轻轻的 BII qqd
880948 转身之后 BII zszh
978180 WINGS BIRDY w
565624 暗恋情书 alqs
569717 加油中国人 jyzgr
512033 我只在乎你 BJACK wzzhn
567396 晴天 qt
567395 学习放手 xxfs
950601 HEAR OF GLASS BLONDIE hog
570588 大明星 BOBO dmx

BELL宇田

BEN/江美琪

BIZ乐团/俞思远
BIZ乐团/俞思远

BLESSED/夏芷筠
BLESSED/夏芷筠



880109 大中国 BOBO dzg
569892 假如 BOBO jr
571141 恋爱新手 BOBO laxs
570991 那时候的我们 BOBO nshdwm
574528 全城热恋 BOBO qcrl
570589 时刻准备着 BOBO skzbz
570587 世界之大 BOBO sjzd
571223 双城 BOBO sc
567983 光荣 gr
507369 浪迹天涯 BOSS ljty
976050 大笨钟 BOX dbz
976256 路 BOX l
974581 A THOUSAND MILES BOYCE AVENUE atm
561142 甜蜜的家 tmdj
565660 HEY BUDDY BUDDY hb
565136 为了她 BUDDY wlt
565661 我不是宋承宪 BUDDY wbsscx
565182 我是谁 BUDDY wss
565311 雨颜 BUDDY yy
971641 BY2 anan
571598 DNA BY2 d
571599 DON'T GO AWAY BY2 dga
569494 BY2 pbzys
575440 爱上你 BY2 asn
569988 爱丫爱丫 BY2 ayay
569495 不够成熟 BY2 bgcs
976757 不哭了 BY2 bkl
970787 不是故意 BY2 bsgy
880511 凑热闹 BY2 crn
575439 大人的世界 BY2 drdsj
575052 带我离开 BY2 dwlk
575949 发呆 BY2 fd
569496 BY2 hha
973756 就这样吗 BY2 jzym
970788 看不见 BY2 kbj
569687 买买买 BY2 mmm
977184 没理由 BY2 mly
970789 BY2 nnn
974873 你并不懂我 BY2 nbbdw
977247 傻呆呆 BY2 sdd
575948 伤心农场 BY2 sxnc
977659 双面妲己 BY2 smdj
571600 我知道 BY2 wzd
571809 新少女的祈祷 BY2 xsndqd
970691 一样爱着你 BY2 yyazn
572002 勇敢 BY2 yg
970692 有没有 BY2 ymy
574529 这叫爱 BY2 zja

BOBO/快乐男声

BRANDY/阿爆

2020爱你爱你

PP别黏在椅上

好好爱^0^

闹闹 now



974273 有点甜 ydt
981173 长沙策长沙 C BLOCK zsczs
571429 飞向别人的床 fxbrdc
565146 不过是爱上你 bgsasn
570271 闪光魔术 sgms
566496 烧火 sh
570270 太空弹 tkd
566941 忘情歌 wqg
603160 我爱你很多 CHOLE CHU wanhd
500812 答案 CHYNA da
901927 qk CIRCUS q
901660 CIRCUS bxsg
901928 来不及的时光机 CIRCUS lbjdsgj
575053 我知道你们都在笑我 CIRCUS wzdnmdzxw
575635 有你陪我 CIRCUS ynpw
901614 最后这一课 CIRCUS zhzyk
977634 YOU CAN yc
977636 该难过的人是他 gngdrst
977635 无坚不摧的战衣 wjbcdzy
560884 我不想忘记你 CLAIRE wbxwjn
569172 幸运草的祝福 xycdzf
574107 VIVA LA VIDA COLDPLAY vlv
970790 WE ARE ONE COLOR wao
603162 铁人 COLOR tr
970791 完美男人 COLOR wmnr
970792 我没有你要的快乐 COLOR wmynydkl
603163 勇敢飞象 COLOR ygfx
971338 这一次爱你 COLOR zycan
572678 M RIGHT COLOR BAND mr
572553 哭出来 COLOR BAND kcl
572260 铁人 COLOR BAND tr
572259 勇敢飞象 COLOR BAND ygfx
571922 无赖正义 wlzy
567842 MR.WRONG m
569849 不甘寂寞 bgjm
569850 孩子气的坚持 hzqdjc
569989 说情话 sqh
567843 太在意 tzy
567845 晚安吻 waw
567844 心动的时刻 xddsk
569848 一起去神游 yqqsy
561250 派对动物 COOKIES pddw
563083 蔷薇 COOKIES q
568119 游戏 yx
980688 CRAYON POP xnh
570992 黄昏 CT GIRLS hh
561251 酒干倘卖无 CT GIRLS jgtmw
564074 妈妈好傻大姐泼水歌 CT GIRLS mmhsdjpsg

BY2/汪苏泷

C.K/光光
CHINA BLUE/伍佰
CHINA BLUE/伍佰
CHINA BLUE/伍佰
CHINA BLUE/伍佰
CHINA BLUE/伍佰

不想 say goodbye

CITY魅
CITY魅
CITY魅

CLOVER乐团

COLOR/赵又廷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NNIE吕莘

CORY LEE/MICHAEL孙
123新年好



570781 秋天不回来 CT GIRLS qtbhl
564075 燃烧快乐 CT GIRLS rskl
570780 生日礼物 CT GIRLS srlw
505473 夜上海 CUTIE ysh
575453 COME ON COME ON DANCE FLOW coco
575636 恋爱小动作 DANCE FLOW laxdz
575637 迷人的危险 DANCE FLOW mrdwx
980390 UNTO THE KING DARRELL EVANS utk
972420 jsythcxzb
976048 MR TOP mt
568364 因为你笑了 DR. MOON ywnxl
500090 MELODY DRAGON5 m
501074 功夫 DRAGON5 gf
973523 DYING FOR LOVE DREAM GIRLS dfl
973616 爱情微波炉 DREAM GIRLS aqwbl
973645 让你走 DREAM GIRLS rnz
973591 因为有你在 DREAM GIRLS ywynz
880946 E GIRLS elc
561918 忘情森巴舞 E-KIDS wqsbw
568241 TAIPEI IN LOVE E-TURN til
568242 TAIPEI POWER E-TURN tp
568117 E-TURN sednjlkst
710129 毕业干什么 bygsm
977718 DREAMER ECHO d
566382 歌未央 ECHO gwy
901704 恋人絮语 ECHO lrxy
572316 一夜尘埃 ECHO yyca
575054 ELAINE ba
974761 脚趾上的星光 ELIN jzsdxg
971446 厚脸皮 ELLA hlp
971339 坏女孩 ELLA hnh
978268 真的我 ELLA zdw
561534 只是当时 ELLA/S.H.E zsds
971445 懂我再爱我 ELLA/TANK dwzaw
971173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nbxzwdgl
569933 爱蔓延 amy
500281 7 DAYS ENERGY qd
500017 ARIGATO ENERGY a
500022 BOOM ENERGY b
560404 EVERYTHING IN MY HEART ENERGY eimh
500332 GET AWAY ENERGY ga
500352 HEY YOU ENERGY hy
562028 LEAVE ME ALONE ENERGY lma
503172 LIVE IT UP ENERGY liu
500396 MISSING YOU ENERGY my
503182 MORE THAN WORDS ENERGY mtw
500418 ONE LOVE ENERGY ol
500419 ONE TIME ENERGY ot
503206 RA-MEN SONG ENERGY rms
560885 WE ARE FAMILY ENERGY waf

极速摇头hi窜(心庒病勿 dj豪仔
DJ小强/魏晨

essential love纯

十二点你就离开 SHOW TIME
EAC/大支

BABY爱

ELLA/苏打绿
ELLAT/武家祥



506011 爱情半径 ENERGY aqbj
564857 爱情风向球 ENERGY aqfxq
564691 爱失控 ENERGY ask
564856 不在乎有没有以后 ENERGY bzhymyyh
560408 穿越一光年 ENERGY cyygn
567848 答应我 ENERGY dyw
513058 第二次爱上你 ENERGY decasn
510465 多爱我一天 ENERGY dawyt
500956 放手 ENERGY fs
567849 钢索 ENERGY gs
506791 给你的歌 ENERGY gndg
506929 黑暗时期 ENERGY hasq
501309 继续 ENERGY jx
504105 金银岛 ENERGY jyd
570266 另类人生 ENERGY llrs
504415 末日秀 ENERGY mrx
514741 某年某月某一天 ENERGY mnmymyt
500229 呛 ENERGY q
700229 呛 ENERGY q
567846 上瘾 ENERGY s
508248 什么态度 ENERGY smtd
508418 踢到铁板 ENERGY tdtb
567600 天生反骨 ENERGY tsfg
560405 天与地 ENERGY tyd
504923 退魔录 ENERGY tml
560406 我们 ENERGY wm
515176 我听见天使歌唱 ENERGY wtjtsgc
508824 无懈可击 ENERGY wxkj
508913 夏令时间 ENERGY xlsj
567847 星空 ENERGY xk
564611 猩人类 ENERGY xrl
560407 眼泪的味道 ENERGY yldwd
512404 一直到最后 ENERGY yzdzh
505542 鹰在飞 ENERGY yzf
514011 永远不说再见 ENERGY yybszj
564919 最好 ENERGY zh
561535 最后一次 ENERGY zhyc
503249 爱爱我 EO2 aaw
510416 第一次拥抱 EO2 dycyb
561255 魅力移动 EO2 lyd
571419 男人的错 EO2 nrdc
509628 真爱入侵 EO2 zarq
976840 3,6,5 EXO -
976841 BABY EXO b
976842 BABY, DON'T CRY EXO bdc
976843 BLACK PEARL EXO bp
979494 CALL ME BABY(CHN) EXO cmb
976844 DON'T GO EXO dg
976845 HEART ATTACK EXO ha



980659 HISTORY (CHS) EXO hc
976846 LET OUT THE BEAST EXO lotb
981180 LUCKY ONE(M) EXO lo
981182 MONSTER(M) EXO m
976847 MY LADY EXO ml
976848 PETER PAN EXO pp
980660 SING FOR YOU (CHS) EXO sfyc
980662 EXO lgsxygsxw
977171 咆哮 EXO px
977288 十二月的奇迹 EXO seydqj
980658 EXO ydp
880108 jiggy F j
880727 jiggy F j
575651 JIGGY j
503099 ASK FOR MORE F4 afm
509856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F4 chfil
709856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F4 chfil
509890 F4 tawan
505907 爱的感觉 F4 adgj
505928 爱的领域 F4 adly
509963 爱你的句子 F4 andjz
503484 不应该 F4 byg
506452 纯真的心 F4 czdx
706452 纯真的心 F4 czdx
506568 第一时间 F4 dysj
501369 解脱 F4 jt
513257 绝不能失去你 F4 jbnsqn
507396 泪如雨下 F4 lryx
504278 流星雨 F4 lxy
516665 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重点 F4 rnklswnld
568365 体验 F4 ty
508611 为你迷路 F4 wnml
512316 烟火的季节 F4 yhdjj
509571 在你左右 F4 znzy
568118 在这里等你 F4 zzldn
509822 最后握别 F4 zhwb
569497 LUCKY ME lm
500400 MY FRIEND mf
566207 NEVER LET YOU GO nlyg
566273 放手 fs
507118 寂寞广场 jmgc
566801 零时差 lsc
566272 妈妈 mm
507681 那个女孩 ngnh
563280 你不爱我爱谁 nbawas
568700 七天 qt
511649 谁让你流泪 srnll
511575 身体会唱歌 sthcg
569498 我不是自己 wbszj

两个视线一个视线(WHAT IF)

约定 PROMISE

F.CUZ/郭书瑶

TE AMO我爱你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566537 我的王国 wdwg
513800 我讨厌我自己 wtywzj
512177 想像十个你 xxsgn
712177 想像十个你 xxsgn
509053 心理测验 xlcy
512311 寻找茱丽叶 xzzly
512424 因为太爱你 ywtan
569499 自己的节奏 zjdjz
500040 FANTASY f
562300 I WANT IT NOW iwin
516210 爱你的一切永远不变 andyqyybb
506560 地心引力 dxyl
501067 隔离 gl
510748 回到一个人 hdygr
563586 记忆拼图 jypt
504280 流星愿 lxy
511223 男生该独立 nsgdl
568787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nswwydzz
514818 你有没在人群里 nymzrql
562302 陪衬品 pcp
562301 忘了自己 wlzj
513737 我不能不爱你 wbnban
568701 我没有办法离开你 wmybflkn
516437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wszdzdhan
560768 想要爱你 xyan
505450 要定你 ydn
505497 一公尺 ygc
512499 愉快的民谣 ykdmy
515448 月亮代表我的心 yldbwdx
512597 找不到出路 zbdcl
505688 只有我 zyw
512795 做个好情人 zghqr
500387 LOVING YOU ly
700387 LOVING YOU ly
503179 MAKE A WISH maw
567850 MISSING U m
567772 爱你恨你 anhn
567854 爱上这世界 aszsj
510038 爱是一支箭 asyzj
506107 爱在爱你 azan
568786 白 b
568552 残念 cn
501197 忽然 hr
510779 记得我爱你 jdwan
568553 蓝鲸 lj
560505 妈妈说 mms
568554 马赛克 msk
514702 mcxljby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吴建豪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言承旭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每次醒来+冰雨 F4/周渝民



507745 你的体温 ndtw
511361 破碎的眼泪 psdyl
508038 求救专线 qjzx
564498 熟悉的温柔 sxdwr
568551 他是谁 tss
515057 童话还不够美好 thhbgmh
567852 完美偶像 wmox
508615 为你执着 wnzz
511838 温柔的晚安 wrdwa
567771 wbsf
508723 我呼吸你 whxn
502582 心疼 xt
512277 幸福的保证 xfdbz
513960 要不是爱上你 ybsasn
513970 一个人的冬季 ygrddj
567851 一加一 yjy
567853 有没友 ymy
509445 有我有你 ywyn
512577 怎么会是你 zmhsn
514153 最特别的存在 ztbdcz
503135 HERE WE ARE hwa
560602 LA LA LA lll
514179 爱不会一直等你 abhyzdn
568556 爱不停止 abtz
571199 错了路 cll
560604 复活 fh
571197 好心情 hxq
560605 黑白 hb
507083 活出自己 hczj
562029 可是我 ksw
501927 晴天 qt
511502 忍不住泪水 rbzls
515905 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rryyfmm
560603 傻情人 sqr
571200 问号 wh
568555 无所谓 wsw
514002 已经是很疲备 yjshpb
562030 永不停止 ybtz
503050 自由 zy
571198 走出昨天 zczt
509272 一起快乐 FANTASY yqkl
562719 完美的互动 wmdhd
566131 FIRE FIRE f
566133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我 FIRE ddsmshchx
566134 遥遥摆摆 FIRE yybb
566132 一念之差 FIRE ynzc
566208 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 FIRE zadrswyzs
976210 FLUMPOOL zmrb

F4/周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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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我不是F4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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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周渝民
F4/朱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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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4/朱孝天

FEAT.RAIN/王力宏

证明-日本



976245 沒有关系 FUN4 mygx
976572 黏踢踢 Fun4 nt
976028 说爱你的时候 FUN4 sandsh
977185 逆光 FUYING/SAM ng
563714 超大牌粉丝俱乐部 cdpfsjlb
563268 风中少林 fzsl
563713 离别歌 lbg
563267 没有人可以叫你宝贝 myrkyjnbb
564354 时空胶囊 skjn
565722 守护天使 shts
563266 元气 yq
976856 BLOOM GAIN b
981341 我绝对不能失去你 GALA wjdbnsqn
977878 追梦赤子心 GALA zmczx
500046 FREEDOM f
974117 FATHER FIGURE GEORGE MICHAEL f
500806 错爱 GIRL FRIENDS ca
510801 寂寞心脏病 GIRL FRIENDS jmxzb
509626 真爱难求 GIRL FRIENDS zanq
700429 SAY FOREVER GO GO/ME ME sf
506027 爱情假期 GOGO/MEME aqjq
514301 不想和你在一起 GOGO/MEME bxhnzyq
510214 不要说再见 GOGO/MEME byszj
508693 我的生日 GOGO/MEME wdsr
512717 自从你出现 GOGO/MEME zcncx
505098 我像你 GOGO&MEME wxn
512126 夏天结束前 GOGO&MEME xtjsq
975788 DID IT FOR THE GIRL GREG BATES diftg
975800 DON'T SAVE ME HAIM dsm
561205 摩天轮 HEBE/S.H.E mtl
564883 只对你有感觉 zdnygj
573067 海产 hc
574531 HIT HIT-5 h
574293 KISS GOODBYE HOTCHA kg
574294 情非得已 HOTCHA qfdy
566435 这是爱吗 HOWL/J zsam
973360 第三人称 HUSH dsrc
563568 I.N.G lsxyx
563760 爱像傻瓜 I.N.G axsg
563569 健健美 I.N.G jjm
564038 青苹果 I.N.G qpg
563706 中场时间 I.N.G zcsj
504004 坏兄弟 hxd
973546 pati pati pp
973526 到头来疯的难道是我 dtlfdndsw
973547 向左向右 xzxy
901936 真实 zs
562031 爱你太难 IPIS antn
560886 大家来唱歌 IPIS djlcg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BOYS/元气

GARY/许玮伦

HEBE/飞轮海
HE有激人

LUCKY STAR幸运星

IM乐队
IO乐团
IO乐团
IO乐团
IO乐团



560887 风车转花朵飞 IPIS fczhdf
560409 溜溜 IPIS ll
560410 碰碰 IPIS pp
565139 胡思乱想 IVY/K ONE hslx
562628 新年快乐 J-STAR xnkl
565823 摇滚万岁 J-STAR ygws
560889 捕风捉影 J.A.M bfzy
560412 海边一日游 J.A.M hbyry
560890 蓝色地平线 J.A.M lsdpx
560888 情人节 J.A.M qrj
561536 惹火 J.A.M rh
560411 心中的唯一 J.A.M xzdwy
561537 这一次 J.A.M zyc
978164 YOUNG FOREVER JAY-Z/MR HUDSON yf
565183 FUNKY STAR JELLY BEAN fs
565138 登机门 JELLY BEAN djm
565137 姐姐我喜欢 JELLY BEAN jjwxh
565184 犹豫 JELLY BEAN yy
503453 不公平 JENNY YANG bgp
564717 静冈 jg
973527 JPM t
970795 NEVER GIVE UP JPM ngu
974173 SHE WANNA GO JPM swg
973662 SINGING 4 LOVE JPM sl
970797 平凡的美丽 JPM pfdml
973548 我没有很想你 JPM wmyhxn
970796 因为有你 JPM ywyn
973617 INTERNET JPM/KIMBERLEY i
970799 观察者 JR/JULIE gcz
970798 夜灯 JR/JULIE yd
565662 SCREAM JS s
568938 爱情背包客 JS aqbbk
560024 白鹤 JS bh
564528 花与剑 JS hyj
507126 寂寞闹钟 JS jmnz
511175 明天是晴天 JS mtsqt
511179 命运的重逢 JS mydcf
569016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S nscszmdf
569017 平行线 JS pxx
504649 杀破狼 JS spl
565390 苏菲亚的盛宴 JS sfydsy
513647 苏菲亚的愿望 JS sfydyw
511713 天空的颜色 JS tkdys
971559 听见 JS tj
511775 完美的谎言 JS wmdhy
566383 我知道你爱我 JS wzdnaw
971558 一亿元的日落 JS yyydrl
972388 与爱别离 JS yabl
509492 遇见未来 JS yjwl

JIN静
365天



505659 哲学家 JS zxj
512778 最远的位置 JS zydwz
970800 TAIWAN JULIE t
970801 借我你的手 JULIE jwnds
566135 FOREVER JUNJIN/LINDA f
977989 BEAUTY AND A BEAT JUSTIN BIEBER baab
975503 始终爱着她 JUZZY ORANGE szazt
560413 FIRST LOVE K ONE fl
565312 LOOK INTO MY EYES K ONE lime
567855 TURBO K ONE t
505847 WE R K ONE K ONE wrko
562450 背影 K ONE by
567856 纪念日 K ONE jnr
562033 南十字星 K ONE nszx
565313 如果没有明天 K ONE rgmymt
513650 孙子爱情兵法 K ONE szaqbf
565140 为你再活一天 K ONE wnzhyt
509079 心跳任务 K ONE xtrw
560414 勇敢去爱 K ONE ygqa
562032 最爱是你 K ONE zasn
560415 最美的一刻 K ONE zmdyk
565185 不明白 bmb
562005 棋王 qw
974452 等你转身我亦不再 KENT dnzswybz
974450 感觉来了 KENT gjll
570994 我的女主角是你 KENT wdnzjsn
974451 有一个小孩 KENT yygxh
974449 没问题之歌 mwtzg
977444 CAT BUI KHANH LY cb
977950 USE SOMEBODY KINGS OF LEON us
500434 SHUT UP KISS su
506798 给我自由 KISS gwzy
564557 我不想说我是鸡 wbxswsj
509861 DREAM OF A KINGSTON MON L.A.BOYZ doakm
570435 PURE ENERGY L.A.BOYZ pe
570436 R.O.C.K L.A.BOYZ r
563708 LADY frq
563707 LADY sa
563761 LADY tb
981477 MILLION REASONS LADY GAGA mr
565407 未完待续 wwdx
562009 珊瑚海 shh
570423 蛇舞 sw
575057 海盗 LDOT GIRLS hd
565187 LEA bmw
565186 LEA larj
566495 YELLOW LEE/YELLOW y
505808 I MISS U SO LINDA imus
513155 孩子气的理由 LINDA hzqdly

K ONE/陈乔恩
KEITH STUART/信

KENT/小贱

K娃/网络歌手

非法入侵(无原唱)
示爱(无原唱)
蜕变(无原唱)

LARA/杜德伟
LARA/周杰伦
LARA/周杰伦

捕梦网(无原唱)
恋爱日记(无原唱)



504097 今天起 LINDA jtq
513441 你睡着的样子 LINDA nszdyz
501801 偏心 LINDA px
566137 忍床 LINDA rc
508605 为了你好 LINDA wlnh
505088 我挺你 LINDA wtn
502514 想逃 LINDA xt
502716 也许 LINDA yx
512412 衣橱演唱会 LINDA ycych
566136 我爱过你 wagn
503551 LISA cln
567773 非关爱情 LISA fgaq
513191 LISA hlndgj
510758 LISA hznsp
507144 LISA jgrq
571117 少年中国 LISA snzg
567857 乌云 LISA wy
567858 拥抱再拥抱 LISA ybzyb
970802 LIAR LOLLIPOP F l
970803 LOLLIPARTY LOLLIPOP F l
971280 还要一起冲 LOLLIPOP F hyyqc
970804 战利品 LOLLIPOP F zlp
970805 重新爱 LOLLIPOP F zxa
880471 长江七号爱地球 zjqhadq
507873 漂亮男孩 M2M plnh
560893 爱爱爱 M3 aaa
507202 惊天动地 M3 jtdd
560891 倔强男子 M3 jqnz
523774 那乁按呢 M3 nyan
502035 闪电 M3 sd
508361 算你够狠 M3 sngh
560894 玩腻 M3 wn
512427 M3 yyfql
560892 油门打开 M3 ymdk
503027 追求 M3 zq
562519 REASON MACHI r
562521 报应 MACHI by
561999 超人 MACHI cr
562520 屌 MACHI d
561913 我爱周星星 MACHI wazxx
562353 没办法 mbf
973706 DON'T BE AFRAID 2012 dba
974514 夜电 MAKIYO yd
901957 i love you no h MATZKA ilynh
901958 matzka MATZKA m
901959 no k MATZKA nk
974036 水灾 MATZKA sz
977709 玛纪 mj
565391 MAYA hjhbh

LINDA/黄俊惠
除了你(无原唱)

坏了你的规矩(无原唱)
会在你身旁(无原唱)
坚固柔情(无原唱)

LUCAS/张柏芝

音乐FUN起来

MACHI/黄立成
MAGGIE MCCLURE/东南

MATZKA/纪佳松
回家好不好(无原唱)



563572 MC HOTDOG gjqg
974874 MC HOTDOG mll
563028 安可 MC HOTDOG ak
503441 MC HOTDOG bbb
569990 差不多先生 MC HOTDOG cbdxs
571696 毒 MC HOTDOG d
503870 MC HOTDOG hgb
563156 母老虎 MC HOTDOG mlh
972412 贫民百万歌星 MC HOTDOG pmbwgx
570899 请拍手 MC HOTDOG qps
575060 我哈你 MC HOTDOG whn
563427 我行我素 MC HOTDOG wxws
570413 谢谢哑唬 MC HOTDOG xxyh
976135 EASY COME EASY GO eceg
974933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bczccsyjh
569688 我不怕 wbp
572107 dwhn
602957 dwhn
973549 qsn
563396 麦假肖 mjx
570267 怎么能够 zmng
980238 五环之歌 whzg
569183 单车与跑车 dcypc
974838 嗨嗨人生 hhrs
974840 离开 lk
562629 我爱台妹 watm
500890 动心 dx
973215 六月雪 lyx
512023 我真的愿意 ME2 wzdyy
880167 即使说抱歉 jssbq
565779 爱不在 MELODY abz
511161 梦中的妈妈 mzdmm
975992 还原爱情 MI2 hyaq
975965 缘分 MI2 yf
568120 hmx
973052 xzp
571884 亭房道 tfd
509988 爱情的功课 MINI aqdgk
510065 爱有双翅膀 MINI ayscb
501388 紧紧 MINI jj
513365 美丽的新天地 MINI mldxtd
500755 传奇 MINI cq
509182 烟雨烟雨 MINI/ELLY yyyy
503116 DON'T CRY dc
505504 一起飞 yqf
975966 MINMI yyfxnnf
500947 放开 f
975011 MOVE ON MIXION mo

2006冠军情歌
MC来了

補補補(无原唱)

哈狗帮(无原唱)

MC HOTDOG/蔡健雅
MC HOTDOG/蛋堡
MC HOTDOG/丁当

1到10=我和你 MC HOTDOG/范玮琪
1到10=我和你 MC HOTDOG/范玮琪
轻熟女27 MC HOTDOG/关彦淳

MC HOTDOG/黄崇旭
MC HOTDOG/马念先
MC HOTDOG/岳云鹏
MC HOTDOG/张信哲
MC HOTDOG/张震岳
MC HOTDOG/张震岳
MC HOTDOG/张震岳
MCHAEL/温岚
MC茶米/杨振龙

melodia/徐良

MELODY/甄妮

HOLLYWOOD铭心 MICHAEL孙
宿醉 part2 mic男团

MIMO/许嵩

MINI/顾儿
MINI/顾儿

さくら～永遠～feat.湘南乃風
MIRAI未来



568278 月光海洋 MIYA yghy
563709 宝贝我爱你 bbwan
563935 吃到撑死只要三百元 cdcszysby
563643 快歌一号 kgyh
563710 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 wzxndshsz
880980 时空 MOMO sk
566802 ! MONMON -
566803 HE'S FROM AFRICA MONMON hfa
567860 部落格冬天 MONMON blgdt
566401 好好爱我 MONMON hhaw
567859 嘿幸福快乐 MONMON hxfl
566873 我们都是傻ㄚ头 MONMON wmdsst
973031 霎那烟火 MOUMOON snyh
504887 MPC -
976741 超级英雄 cjyx
971631 放了自己 flzj
973646 感觉犯 gjf
970806 黑白切 hbq
973618 射手 ss
974070 忘了怎么爱你 wlzman
973550 天机 tj
575659 小堂客醉了 xtkzl
560895 奇迹 MSN qj
951530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 N SINATRA bamfw
976706 我们都有问题 wmdywt
972839 PARTY ALL NIGHT N2O pan
972840 TOP MODEL N2O tm
972841 超级掰 N2O cjb
515660 当你孤单你会想谁 NBC dngdnhxs
514489 管它什么的安排 NBC gtsmdap
513462 你走后的日子 NBC nzhdrz
515026 台北变心俱乐部 NBC tbbxjlb
560416 无悔 NEON wh
568366 出口 ck
568367 前方的路 qfdl
568557 三年 sn
880223 yes i love you yily
972972 537 NO NAME -
972989 牡丹风华 NO NAME mdfh
569241 JUST YOU & ME jym
563459 爱情带来的改变 aqdldgb
563428 白色床单上的阳光 bscdsdyg
566492 不该少了你 bgsln
568558 唱不完的歌 cbwdg
563029 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 ddsaqdyzf
562630 短讯息 dxx
563368 就算 js
501549 例外 lw
507818 你最明瞭 nzml

MOJO乐团
MOJO乐团
MOJO乐团
MOJO乐团

天黑黑(欣赏版)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
MP魔幻力量/阿信
MR达

N.CHEN/蛋堡

NEON乐团
NEON乐团
NEON乐团
NIALL DUNNE/陈威全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562234 守护天使的告白 shtsdgb
563262 温柔的力量 wrdll
562235 愈爱愈爱 yaya
977470 CHANG NU c
970807 INVISIBLE WINGS OLIVIA ONG iw
976503 爱够了 OLIVIA ONG agl
976664 不变 OLIVIA ONG bb
976665 对了我错了 OLIVIA ONG dlwcl
976619 同化 OLIVIA ONG th
971554 最后一眼 zhyy
881010 幸福的力量 xfdll
973688 ONE THING ONE DIRECTION ot
500417 ONE FIFTH ONE FIFTH of
509931 爱的慢动作 ONE FIFTH admdz
509936 爱的头等舱 ONE FIFTH adtdc
880578 crying love OVERDOSE cl
880577 涟漪 OVERDOSE ly
512971 不要不要讨好 PANAI bybyth
516357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PANAI nzdnzjssm
561258 没有那一天 PING PUNG mynyt
571771 他们 PK14 tm
977541 CHIEC XUONG PKH cx
901615 PLAYBOYZ hnyz
973551 kiss me POPU LADY km
976758 恋爱元气弹 POPU LADY layqd
973552 一直一直爱 POPU LADY yzyza
981366 1999 PRINCE -
981544 PURPLE RAIN PRINCE pr
977697 从一片落叶开始 cyplyks
976198 这不是爱情 PU-B2 zbsaq
575471 别偷我的菜 btwdc
500067 HULAHU R&B h
500389 LUCKY CHARM R&B lc
503261 R&B adb
513083 多一天爱一点 R&B dytayd
504088 接力赛 R&B jls
514870 晴时多云偶阵雨 R&B qsdyozy
564628 手记 RAIN sj
562884 RAIT -
563157 REAL ONE xx
567787 快乐成双 REBORN klcs
569755 花泪 hl
767787 快乐成双 klcs
566760 大兵 db
575061 寂寞在唱什么歌 RIYO jmzcsmg
971560 SUPER LOVER ROOMIE sl
971561 爱我像从前一样 ROOMIE awxcqyy
566574 认错 RUBBERBAND rc
570414 S.H.E xq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NO NAME 余宪忠

OLIVIA ONG/炎亚纶
OLIVIA ONG/张信哲

happy new year这

PRISCILLA AHN/苏打绿

Q熊妹妹

爱的BUBBLE

爱你啦HIGH PARTY2
相信(无原唱)

REBORN/超级女声
REBORN/超级女声
RIO刀

612星球



505783 ALWAYS ON MY MIND S.H.E aomm
505787 BEAUTY UP MY LIFE S.H.E buml
500019 BELIEF S.H.E b
566493 BOOM S.H.E b
564487 GOODBYE MY LOVE S.H.E gml
525402 HBO S.H.E h
500069 I.O.I.O S.H.E ioio
500404 NEVER MIND S.H.E nm
503187 NOTHING EVER CHANGES S.H.E nec
500420 ONLY LONELY S.H.E ol
500101 REMEMBER S.H.E r
564178 RING RING RING S.H.E rrr
574544 SHERO S.H.E s
562195 SUPER MODEL S.H.E sm
500447 SUPER STAR S.H.E ss
500456 TOO MUCH S.H.E tm
503226 WATCH ME SHINE S.H.E wms
505851 YES I LOVE YOU S.H.E yily
575064 爱就对了 S.H.E ajdl
569097 爱来过 S.H.E alg
500483 爱呢 S.H.E an
512855 爱情不再冒险 S.H.E aqbzmx
509990 爱情的海洋 S.H.E aqdhy
575667 爱上你 S.H.E asn
510043 爱我的资格 S.H.E awdzg
569992 安静了 S.H.E ajl
503333 安全感 S.H.E aqg
506140 白色恋歌 S.H.E bslg
506159 半糖主义 S.H.E btzy
706159 半糖主义 S.H.E btzy
506167 保持微笑 S.H.E bcwx
506186 北欧神话 S.H.E bosh
500144 别 S.H.E b
510147 别说对不起 S.H.E bsdbq
500606 冰箱 S.H.E bx
503434 波斯猫 S.H.E bsm
973067 不说再见 S.H.E bszj
562196 不想长大 S.H.E bxzd
503486 不在场 S.H.E bzc
562388 不作你的朋友 S.H.E bzndpy
503522 长相思 S.H.E cxs
575065 超可能 S.H.E ckn
564039 触电 S.H.E cd
503577 催眠术 S.H.E cms
510340 大女人主义 S.H.E dnrzy
510449 斗牛士之歌 S.H.E dnszg
506615 对号入座 S.H.E dhrz
510560 给我多一点 S.H.E gwdyx
973069 还我 S.H.E hw
562631 好人有好抱 S.H.E hryhb



566874 好心情 S.H.E hxq
506927 河滨公园 S.H.E hbgy
501187 候鸟 S.H.E hn
510697 花都开好了 S.H.E hdkhl
973001 花又开好了 S.H.E hykhl
510780 记得要忘记 S.H.E jdywj
710780 记得要忘记 S.H.E jdywj
566719 藉口 S.H.E jk
513248 金钟罩铁布衫 S.H.E jzztbs
572261 可爱万岁 S.H.E kaws
603170 可爱万岁 S.H.E kaws
566806 老婆 S.H.E lp
507431 恋人未满 S.H.E lrwm
562635 绿洲 S.H.E lz
566804 伦敦大桥垮下来 S.H.E lddqkxl
504304 落大雨 S.H.E ldy
511131 美丽新世界 S.H.E mlxsj
507572 美丽选择 S.H.E mlxz
973068 明天的自己 S.H.E mtdzj
501703 魔力 S.H.E ml
973070 那时候的树 S.H.E nshds
575062 你不会 S.H.E nbh
507812 你曾对我 S.H.E ncdw
511251 你该怎么办 S.H.E ngzmb
511256 你还好不好 S.H.E nhhbh
513425 你快乐我随意 S.H.E nklwsy
511279 你让我想爱 S.H.E nrwxa
507793 你太诚实 S.H.E ntcs
569991 女孩当自强 S.H.E nhdzq
973729 迫不及待 S.H.E pbjd
976217 亲爱的树洞 S.H.E qadsd
508064 让她爱你 S.H.E rtan
508072 热带雨林 S.H.E rdyl
504704 深呼吸 S.H.E shx
562634 神枪手 S.H.E sqs
508240 十面埋伏 S.H.E smmf
508299 淑女的梦 S.H.E sndm
566720 说你爱我 S.H.E snaw
572262 锁住时间 S.H.E szsj
603171 锁住时间 S.H.E szsj
511685 他还是不懂 S.H.E thsbd
508380 他就是他 S.H.E tjst
562389 天灰 S.H.E th
511732 天使在唱歌 S.H.E tszcg
566403 听袁惟仁弹吉他 S.H.E tywrdjt
502281 痛快 S.H.E tk
513702 忘记把你忘记 S.H.E wjbnwj
502352 围巾 S.H.E wj



505014 我爱你 S.H.E wan
515142 我和幸福有约定 S.H.E whxfyyd
564488 我们怎么了 S.H.E wmzml
508807 无可取代 S.H.E wkqd
508832 五天四夜 S.H.E wtsy
566402 五月天 S.H.E wyt
512125 夏天的微笑 S.H.E xtdwx
712125 夏天的微笑 S.H.E xtdwx
508952 相信相爱 S.H.E xxxa
516092 想爱就大声说出来 S.H.E xajdsscl
562636 谢谢你让我爱过你 S.H.E xxnrwagn
973032 心还是热的 S.H.E xhsrd
561206 星光 S.H.E xg
562632 星星之火 S.H.E xxzh
509137 幸福留言 S.H.E xfly
509141 幸福位置 S.H.E xfwz
569851 沿海公路的出口 S.H.E yhgldck
502722 叶子 S.H.E yz
515379 一起开始的旅程 S.H.E yqksdlc
563030 一眼万年 S.H.E yywn
512457 永远记得我 S.H.E yyjdw
569853 宇宙小姐 S.H.E yzxj
502860 远方 S.H.E yf
570268 月光手札 S.H.E ygsz
562633 月桂女神 S.H.E ygns
566805 再别康桥 S.H.E zbkq
565246 怎么办 S.H.E zmb
505649 找不到 S.H.E zbd
575063 只为爱上你 S.H.E zwasn
566316 中国话 S.H.E zgh
505714 茱罗记 S.H.E zlj
512714 紫色的结它 S.H.E zsdjt
564692 紫藤花 S.H.E zth
568059 最近还好吗 S.H.E zjhhm
561207 管不着 S.H.E/SELINA gbz
569852 酸甜 st
566494 谢谢你的温柔 xxndwr
568893 红遍全球 hbqq
880550 两个人的荒岛 lgrdhd
561613 哪一派 S.K.Y nyp
561614 天啊 S.K.Y ta
503191 OH MY FRIEND S.O.S omf
972444 I LOVE YOU S.P.Y ily
972445 舞池谍影 S.P.Y wcdy
574337 我的赖皮女友 wdlpny
975004 他们聊了一整夜 SALA,MA tmllyzy
567666 爱 SARA a
970236 爱很美 SARA ahm

S.H.E/飞轮海
S.H.E/飞轮海
S.H.E/张学友
S.H.E/周定纬

SAIKON/娃娃



574299 潮女密咒 SARA cnmz
970108 配角 SARA pj
970187 配角 SARA pj
575976 我的心好冷 SARA wdxhl
570782 夏伤 SARA xs
971817 月光下想你 SARA ygxxn
574154 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nhqwygyb
970107 爱很美 ahm
569801 我和你 whn
769801 我和你 whn
562637 DON'T SAY GOODBYE SAYA dsg
500357 HONEY MONEY SAYA hm
505806 I LOVE YOU SO SAYA ilys
562390 LOVE OH OH SAYA loo
563460 SOLO SAYA s
565315 红色水晶球 SAYA hssjq
511373 其实早知道 SAYA qszzd
562638 天气让爱变奇怪 SAYA tqrabqg
565314 我要你看见 SAYA wynkj
562034 舞功夫 SAYA wgf
562391 想念你的歌 SAYA xnndg
509344 以我为主 SAYA ywwz
562522 原来你一直都在 SAYA ylnyzdz
575669 SHY SHY ss
575134 SECRET LOVER sl
565260 风雪日记 SE7EN fxrj
976973 WONDER WOMAN SEEYA/T-ARA ww
970189 爱我的每个人 SELINA awdmgr
970489 爱我的每个人 SELINA awdmgr
563431 独唱情歌 SELINA/TANK dcqg
566892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nswxndysg
568121 新窝 xw
504365 每一天 SHINE myt
514930 若是你在我身边 SHINE rsnzwsb
514951 上个夏天的火花 SHINE sgxtdhh
508430 天地一秒 SHINE tdym
505067 我们是 SHINE wms
901661 后男友 SIGMA hny
901631 泪奔 SIGMA lb
901736 世界这么乱 SIGMA sjzml
575670 等不到你 SILENCE dbdn
976298 MOON BEAR SKYLINE mb
972447 登上舞台 dswt
972446 偶像派 oxp
976169 无尽旋转 SNH48 wjxz
981542 星愿 SNH48 xy
505817 IS ANYBODY OUT THERE SO WHAT iaot
564773 冲浪男孩 SO WHAT clnh
564490 当我们开始旅行 SO WHAT dwmkslx

SARA/后弦
SARA/刘佳
SARAH BRIGHTMAN/刘欢
SARAH BRIGHTMAN/刘欢

SD5行堂
SD5行堂/容祖儿

SELINA/王力宏
SHE/飞轮海

SMILE GUEEN组合
SMILE GUEEN组合



564774 而我们继续 SO WHAT ewmjx
510745 灰色西雅图 SO WHAT hsxyt
510970 狂舞吧勇气 SO WHAT kwbyq
564489 希望手杖 SO WHAT xwsz
514029 愚人节的流星 SO WHAT yrjdlx
564958 晨雾 SOLER cw
563263 风的终点 SOLER fdzd
567699 坚持 SOLER jc
564959 狂风爆雨 SOLER kfby
567700 妈妈再见 SOLER mmzj
563158 陌生人 SOLER msr
562777 直觉 SOLER zj
563369 SOUL WORKS dc
563370 SOUL WORKS dwfz
563490 SOUL WORKS dj
563429 SOUL WORKS ntw
563430 SOUL WORKS whkl
974037 SUPER STYLE SPEXIAL ss
974274 发飙 SPEXIAL fb
974038 庆祝寂寞 SPEXIAL qzjm
574546 爱重来 azl
974789 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 bzdldtdsq
974790 yhsmjs
511039 流泪不流泪 SUMMER GRACE llbll
711039 流泪不流泪 SUMMER GRACE llbll
568202 初次约会 SUNBOY.Z ccyh
510647 好想嫁给他 SUNDAY GIRLS hxjgt
505200 喜欢你 SUNDAY GIRLS xhn
567070 康电情歌 SUNNY kdqg
567071 摇啊摇 SUNNY yay
567307 U SUPER JUNIOR u
575066 至少还有你 SUPER JUNIOR zshyn
976551 一路发威 Super Seed ylfw
973361 极度澎湃 SUPER131 jdpp
973362 浏览爱 SUPER131 lla
972842 YOU ARE ONLY ONE SUPER7 yaoo
972843 谁是谁的爱人 SUPER7 sssdar
975012 手放开 SUPER7 sf
570041 别碰我 SWEETBOX bpw
500123 SWEETY SWEETY s
560421 爱的号码牌 SWEETY adhmp
760421 爱的号码牌 SWEETY adhmp
562573 爱情就像一张纸 SWEETY aqjxyzz
562335 爱神恶作剧 SWEETY asezj
514228 爱是怎么一回事 SWEETY aszmyhs
560419 彩虹眼泪 SWEETY chyl
760419 彩虹眼泪 SWEETY chyl
560420 德古拉伯爵 SWEETY dglbj

单纯(无原唱)
等我1分钟(无原唱)
定居(无原唱)
你挺我(无原唱)
我很快乐(无原唱)

SS组合
suming舒米恩

约翰淑敏JOHN SUMING SUMING舒米恩



564041 还是喜欢你 SWEETY hsxhn
563936 花言巧语 SWEETY hyqy
562453 排队 SWEETY pd
560417 亲一下 SWEETY qyx
564040 淘气爱人 SWEETY tqar
563968 樱花草 SWEETY yhc
562334 勇敢的幸福 SWEETY ygdxf
560418 姊妹帮 SWEETY mb
565248 闹闹 nn
564411 qqa
564412 爱上贝克汉姆 asbkhm
567556 fsazd
564644 梅兰梅兰我爱你 mlmlwan
901742 爱有灵犀 t aylx
500015 ANGEL T-RUSH a
500051 TAE g
512811 I MISS YOU DAY BY DAY TAE imydbd
500411 OH BABY TAE ob
505840 SAY I LOVE YOU TAE sily
512836 爱就要让你懂 TAE ajyrnd
513082 多一点少一点 TAE dydsyd
503928 黑咖啡 TAE hkf
501207 护照 TAE hz
507424 恋爱冒险 TAE lamx
511195 拿他跟我比 TAE ntgwb
511496 人生马戏团 TAE rsmxt
508293 守护天使 TAE shts
502204 讨厌 TAE ty
512209 小雨的自传 TAE xydzz
514051 再见加州海滩 TAE zjjzht
572196 绷带俱乐部 TANK bdjlb
566721 城里的月光 TANK cldyg
567861 斗牛要不要 TANK dnyby
566722 非你莫属 TANK fnms
562640 给我你的爱 TANK gwnda
572174 会长大的幸福 TANK hzddxf
602918 会长大的幸福 TANK hzddxf
563159 激战 TANK jz
565664 街头霸王 TANK jtbw
564260 洁西卡 TANK jxk
566138 岚 TANK l
563264 千年泪 TANK qnl
571812 全世界都停电 TANK qsjdtd
571813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rgwbchy
563031 三国恋 TANK sgl
571746 生还者 TANK shz
563032 挺你到底 TANK tndd
563265 我们小时候 TANK wmxsh

SWEETY/张芯瑜
QQ爱 S翼乐团

S翼乐团
粉丝爱之DJ S翼乐团

S翼乐团

GOODBYE(欣赏版)



565825 延长比赛 TANK ycbs
572003 阳光美眉 TANK ygmm
602919 阳光美眉 TANK ygmm
563969 蟑螂小强 TANK xq
562639 终极一班 TANK zjyb
565663 专属天使 TANK zsts
566139 最后的微笑 TANK zhdwx
560037 ARIGATO TENSION a
760037 ARIGATO TENSION a
500028 TENSION c
503133 GOOD-BYE MY LOVE TENSION gml
509863 TENSION gsmtd
505799 GOTT BE YOUR MAN TENSION gbym
509873 I'LL BE WITH YOU TENSION ibwy
560038 ONE LIFE ONE LOVE TENSION olol
500423 OUR STORY TENSION os
509888 SHE'S HAVING MY BABY TENSION shmb
500110 SMART TENSION s
503218 TELL ME WHY TENSION tmw
509935 爱的提款机 TENSION adtkj
560040 爱星球 TENSION axq
510157 别想挡住我 TENSION bxdzw
514454 TENSION gqxsto
514478 跟着月亮慢慢走 TENSION gzylmmz
501171 恒星 TENSION hx
504001 坏女孩 TENSION hnh
560423 离歌 TENSION lg
507441 两个月亮 TENSION lgyl
504734 时空信 TENSION skx
502258 挑战 TENSION tz
560039 一步一步 TENSION ybyb
505489 一分钟 TENSION yfz
509697 只做朋友 TENSION zzpy
512796 做你的男人 TENSION zndnr
979346 HEART TFBOYS h
979344 爱出发 TFBOYS acf
979349 宠爱 TFBOYS ca
979352 开学第一课 TFBOYS kxdyk
979353 快乐环岛 TFBOYS klhd
979354 恋西游 TFBOYS lxy
979356 梦想起航 TFBOYS mxqh
979358 魔法城堡 TFBOYS mfcb
979357 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qcxlsc
979345 青蛙也会变王子 TFBOYS qwyhbwz
979347 为梦想时刻准备着 TFBOYS wmxskzbz
979350 小情歌 TFBOYS xqg
979348 信仰之名 TFBOYS xyzm
979351 幸运符号 TFBOYS xyfh
979343 洋葱 TFBOYS yc

CHALLENGE挑战

GOODBYE是明天的HELLO

感情线SHE'S THE ONE



979355 TFBOYS yy
976573 THE VERSE hz
976577 快速动眼 THE VERSE ksdy
976574 周梦蝶 THE VERSE zmd
973098 偶像万万岁 TIMEZ oxwws
575984 TIWNS czg
563762 SIDESHOW BOB TIZZY BAC sb
976742 达特寇斯特米吐马齐 TIZZY BAC dtkstmtmq
976666 饭后甜心 TIZZY BAC fhtx
571601 TIZZY BAC rgkjdywjb
565316 田纳西恰恰 TIZZY BAC tnxqq
571510 铁之贝克 TIZZY BAC tzbk
563763 我又再度依恋上昨天 TIZZY BAC wyzdylszt
976030 有人 TIZZY BAC yr
976031 这是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 TIZZY BAC zsywwmngd
564858 TIZZYBAC xmfrm
977985 TELL ME WHY TOHEART tmw
506104 爱有灵犀 TOP TWINZ aylx
503127 GIVE IT UP TORO giu
503388 暴风雨 TORO bfy
511300 你应该知道 TORO nygzd
504951 忘了爱 TORO wla
500920 对手 ds
973553 WHEN I SING THE SONG TRASH wists
974040 百忧解 TRASH byj
974039 假摩登 TRASH jmd
979233 Em gai Tra My Truong Vu egtm
571850 TELL ME WHY TRY tmw
575988 爱有灵犀 TRY aylx
57177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TRY bsywjmcxn
88082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TRY bsywjmcxn
566689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TRY byzwjmdsh
57185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TRY byzwjmdsh
766689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TRY byzwjmdsh
567131 TRY byzwjmdsh
567132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之慢摇 TRY byzwjmdsh
574136 第一道彩虹光 TRY dydchg
571852 精彩 TRY jc
566789 可以为你 TRY kywn
766789 可以为你 TRY kywn
566788 你对我太重要 TRY ndwtzy
766788 你对我太重要 TRY ndwtzy
574549 想你 TRY xn
566791 新年快乐 TRY xnkl
566790 幸福 TRY xf
574550 珍珠 TRY zz
567133 自由自在之慢摇 TRY zyzzzmy
571065 永远不分开 yybf
567698 天天都想见到你 tdxjdn

样（young）
52赫兹

成长(国)

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

鞋猫夫人MADAME

TORO/颜行书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之DJ

TRY/欢子
TRY/龙军



767698 天天都想见到你 tdxjdn
560045 爱全能 TWINS aqn
760045 爱全能 TWINS aqn
566650 翱翔的小鸟 TWINS axdxn
563711 八十块环球世界 TWINS bskhqsj
563712 变身派对 TWINS bspd
562921 不需要爱情 TWINS bxyaq
504077 健康歌 TWINS jkg
560048 见习爱神 TWINS jxas
568427 连带关系 TWINS ldgx
560047 莫斯科没有眼泪 TWINS mskmyyl
563970 你最勇敢 TWINS nzyg
560046 瓶中沙 TWINS pzs
563971 森吧 TWINS sb
562779 数彩虹 TWINS sch
562778 帅哥无用 TWINS sgwy
561263 同样的两个梦 TWINS tydlgm
505035 TWINS wdu
563764 我很想爱他 TWINS whxat
561266 无敌超人 TWINS wdcr
412600 TWINS xyztha
561269 香浓 TWINS xn
508971 享受自己 TWINS xszj
560044 星光游乐园 TWINS xgyly
560424 一半女生 TWINS ybns
563093 一时无两 TWINS yswl
561262 只要我长大 TWINS zywcd
568559 妹妹 mm
568560 你看得见吗 nkdjm
560897 任我遨游 rwy
980667 CHAINED UP VIXX cu
565989 怎么了 VJ zml
562454 遥远的童话 VMP yydth
500622 不坏 VRF bh
880490 break WAII b
505790 DANCING IN THE RAIN WATER/WOOD FANTASY ditr
572263 WATERMAN jsw
603173 WATERMAN jsw
572264 最美丽的脸 WATERMAN zmldl
603174 最美丽的脸 WATERMAN zmldl
500342 HAPPY DAY WEWE hd
515654 WEWE dnqfyfwy
500204 猫 WEWE m
508125 WEWE smzs
508489 听不到你 WEWE tbdn
513915 WEWE xfxfmh
516485 原来爱你是那么快乐 WEWE ylansnmkl
952757 WONDER GIRLS ngyc

TRY/龙军

我的UFO

下一站天后a

TWINS/蔡卓妍
TWINS/钟欣桐
TYPHOON/颜行书

救世WATERMAN
救世WATERMAN

带你去飞呀FLY WITH YOU

三明治SANDWICH

心方向FROM MY HEART

NOBODY (国语 CHINESE)



575068 WONDER GIRLS ngc
575067 WONDER GIRLS nzwb
575069 SO HOT(CHN) WONDER GIRLS sh
575070 TELL ME WONDER GIRLS tm
952758 TELL ME WONDER GIRLS tm
568060 I BELIEVE IN LOVE WOW ibil
568561 VIP WOW v
567862 头号人物 WOW thrw
568562 心海洋 WOW xhy
568061 翼鸣惊人 WOW ymjr
573420 勇敢幸福 ygxf
569434 tsj
569435 txj
506114 黯然销魂 arxh
511117 美丽的回忆 mldhy
560049 午夜 wy
973777 恶人 er
574552 NEVER SAY GOODBYE Y-STAR nsg
505850 Y I Y O Y.I.Y.O. yiyo
510810 嫁给我好吗 Y.I.Y.O. jgwhm
504432 那当然 YIYO ndr
512407 一直往前走 YIYO yzwqz
509865 HOW DEEP IS YOUR LOVE YUKI hdiyl
570437 第一次 YUKI dyc
562000 I WON'T CRY YUMMY iwc
562143 YUMMY YUMMY YUMMY yy
562523 承认 YUMMY cr
562524 还有梦 YUMMY hym
562392 五分熟 YUMMY wfs
560898 CHERRY TIMES ZAYIN ct
760898 CHERRY TIMES ZAYIN ct
562642 爱的坦克 ZAYIN adtk
503663 导航星 ZAYIN dhx
562643 看不清 ZAYIN kbq
562219 蓝色眼睛 ZAYIN lsyj
562641 守护神 ZAYIN shs
560899 未完的旋律 ZAYIN wwdxl
562218 终于 ZAYIN zy
506506 带我离开 ZEN dwlk
975145 终结一样 ZENI KIM zjyy
500302 ZIP cm
500107 SHOUT ZIP s
506383 超越时空 ZIP cysk
500842 等爱 ZIP da
508460 天堂地狱 ZIP tdy
502612 星空 ZIP xk
502808 用心 ZIP yx
505681 争自由 ZIP zzy
970198 想亲亲想在心眼眼上 阿宝 xqqxzxyys

NOBODY(国 CHINESE)
NOBODY(中文版)

WULA/范怡文
TIMELESS上集 XIAH俊秀/张力尹
TIMELESS下集 XIAH俊秀/张力尹

XL特大号乐团
XL特大号乐团
XL特大号乐团
XUN/孙子涵

CATCH ME(无原唱)



574936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mldcywdj
503443 不爱你 ban
505732 装可怜 zkl
565455 绿光传说 lgcs
566502 甜甜圈 tq
573039 你还要我说什么 阿斌 nhywssm
602921 下辈子再爱你 阿斌 xbzzan
571988 唱起来跳起来 阿玻 cqltql
571989 月亮升起来 阿玻 ylsql
571885 别咬我 byw
571538 超人铁金刚 阿超 crtjg
971538 大人 阿超 dr
571413 给亲爱的 阿超 gqad
971598 孩子 阿超 hz
568624 好人 阿超 hr
971599 迷路的诗 阿超 mlds
568623 你懂不懂 阿超 ndbd
571537 你好吗 阿超 nhm
568626 胖胖 阿超 pp
972998 让爱自由 阿超 razy
571414 让我依赖 阿超 rwyl
568625 阿超 x
971428 祝你旅途愉快 阿超 znltyk
575330 爱了很久 阿当 alhj
563019 分手以后 阿当失忆 fsyh
567370 爱恨是你 ahsn
500509 暧昧 阿弟仔 am
502953 挣扎 阿弟仔 zz
500011 ANDY 阿杜 a
562444 I DO 阿杜 id
974852 VALENTINE'S DAY 阿杜 vd
562072 爱你比我重要 阿杜 anbwzy
567437 爱上谁 阿杜 ass
562073 爱字怎么写 阿杜 azzmx
567433 不让你走 阿杜 brnz
567434 差一点 阿杜 cyd
500710 惩罚 阿杜 cf
700710 惩罚 阿杜 cf
506417 出卖真心 阿杜 cmzx
974339 第九次初恋 阿杜 djccl
500935 恩赐 阿杜 ec
500952 放手 阿杜 fs
974337 挂失 阿杜 gs
501125 哈罗 阿杜 hl
574940 还你自由 阿杜 hnzy
567954 黑夜以后 阿杜 hyyh
501247 幻想 阿杜 hx
565873 惠安之春 阿杜 hazc

阿宝/董芳
阿爆/BRANDY
阿爆/BRANDY
阿爆/网络歌手
阿本/小薰

阿布/许嵩

小50

阿灯/网络歌手



507143 坚持到底 阿杜 jcdd
501532 离别 阿杜 lb
974338 离开我的自由 阿杜 lkwdzy
574490 没什么好怕 阿杜 msmhp
504475 你很好 阿杜 nhh
513423 你就像个小孩 阿杜 njxgxh
507835 牛郎织女 阿杜 nlzn
515873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阿杜 qsnbdwdx
501907 情书 阿杜 qs
574938 人狼 阿杜 rl
562074 认真 阿杜 rz
567435 撒野 阿杜 sy
976193 傻瓜 阿杜 sg
502158 撕夜 阿杜 sy
563637 死心彻底 阿杜 sxcd
513654 他一定很爱你 阿杜 tydhan
562445 抬起头 阿杜 tqt
502219 天黑 阿杜 th
511734 天天看到你 阿杜 tkdn
508467 天蝎蝴蝶 阿杜 txhd
562133 天涯海角 阿杜 tyhj
574489 听见牛在哭 阿杜 tjnzk
502293 退让 阿杜 tr
573572 完美英雄 阿杜 wmyx
513705 忘了你忘了我 阿杜 wlnwlw
574939 我在你的爱情之外 阿杜 wzndaqzw
508802 无法阻挡 阿杜 wfzd
562071 无能为力 阿杜 wnwl
515240 下次如果离开你 阿杜 xcrglkn
562094 下雪 阿杜 xx
516086 下雨的时候会想你 阿杜 xydshhxn
502472 相容 阿杜 xr
567436 新家 阿杜 xj
515352 一场游戏一场梦 阿杜 ycyxycm
509245 一个人住 阿杜 ygrz
560818 一首情歌 阿杜 ysqg
562763 一天天一点点 阿杜 ytydd
562764 有你才完整 阿杜 yncwz
974853 再唱一首 阿杜 zcys
509758 祝你快乐 阿杜 znkl
505760 走向前 阿杜 zxq
502546 小说 xs
880537 感动每一刻 gdmyk
514094 这些日子以来 zxrzyl
510034 爱是救心丸 阿朵 asjxw
507163 皆大欢喜 阿朵 jdhx
571195 漫漫慢慢 阿朵 mmmm
508076 热情似火 阿朵 rqsh

阿杜/林俊杰
阿杜/孙燕姿//林俊杰
阿杜/张清芳



574937 叹金莲 阿朵 tjl
562865 烟花 阿朵 yh
575329 热爱 阿尔法 ra
565507 阿飞 pntrzd
565508 我好想飞 阿飞 whxf
565613 樱花彩虹 阿飞 yhch
880116 假情真爱 阿华 jqza
575327 你爱着谁 阿华 nazs
569976 双人床一个人睡 阿华 srcygrs
575328 我要你爱我 阿华 wynaw
977667 情歌唱尽 阿吉仔 qgcj
562092 无情的爱人 阿吉仔 wqdar
975050 无心的人 阿吉仔 wxdr
977687 相见 阿吉仔 xj
977704 心爱再会 阿吉仔 xazh
975048 也罢 阿吉仔 yb
975047 一双手牵一世人 阿吉仔 yssqysr
975049 作阵彼一瞑 阿吉仔 zzbym
975046 只爱你一人 zanyr
568622 我没想过不爱你 阿杰 wmxgban
568621 纪念日 jnr
574066 我只想看看你就走 阿来 wzxkknjz
971722 LOVE SONG 阿兰 ls
971807 凤凰 阿兰 fh
974927 LAN LAN ll
974928 LOVE SONG ls
974929 凤凰 fh
970210 一念执着 ynzz
976434 美丽的草原姑娘 mldcygn
971427 回家 阿乐 hj
971426 哭 阿乐 k
971425 遇见未来的你 yjwldn
566707 红书包 阿里 hsb
901772 不求名来名自扬 阿里郎 bqmlmzy
573041 出人头地 阿里郎 crtd
973110 戴着面具的女郎 阿里郎 dzmjdnl
573040 兰花指 阿里郎 lhz
901806 忘记你太难 阿里郎 wjntn
505115 我愿意 阿里郎 wyy
970199 再次爱上你 阿里郎 zcasn
970454 再次爱上你 阿里郎 zcasn
573725 感动中国 阿丽玛 gdzg
573727 高飞 阿丽玛 gf
573726 拼搏永不败 阿丽玛 pbybb
573724 思念的故乡 阿丽玛 sndgx
573723 一个人过 阿丽玛 ygrg
573722 青铜鄂尔多斯 qteeds
573721 请到内蒙古来 qdnmgl

PONGSO NO TAO人之岛

阿吉仔/苏路

阿杰/彦伶

阿兰(alan)
阿兰(alan)
阿兰(alan)
阿兰/胡歌
阿郎/门丽

阿乐/时以凌

阿丽玛/奇力格尔
阿丽玛/奇力格尔



573720 实现梦想 sxmx
573719 中国正北方 zgzbf
976044 老地方 ldf
976483 你是谁 nss
973378 独卒擒王 阿良伟 dzqw
973377 林桑 阿良伟 ls
975058 前辈 qb
573233 卓玛 阿亮 zm
570105 永远有爱 yyya
566176 爱上你这样的女人 阿龙正罡 asnzydnr
565456 从此我该怎么过 阿龙正罡 ccwgzmg
566089 泪就这样一直流着 阿龙正罡 ljzyyzlz
568539 你的世界我曾经来过 阿龙正罡 ndsjwzjlg
564566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 阿龙正罡 nswyszadr
565875 死了心 阿龙正罡 slx
566088 我想说我爱你 阿龙正罡 wxswan
565874 新浪人情歌 阿龙正罡 xlrqg
566087 也许不该认识你 阿龙正罡 yxbgrsn
570491 一秒钟认识一辈子忘记 阿龙正罡 ymzrsybzw
566175 那一次我真的爱过你 nycwzdagn
566174 亲爱的 对不起 qaddbq
572451 好兄弟 hxd
603214 好兄弟 hxd
570487 回到家乡 hdjx
574261 相濡以沫 阿鲁阿卓 xrym
569657 想起了你 阿鲁阿卓 xqln
574262 遥远的回声 阿鲁阿卓 yydhs
568341 遇上你是我的缘 阿鲁阿卓 ysnswdy
768341 遇上你是我的缘 阿鲁阿卓 ysnswdy
973615 鸳鸯衣 阿伦 yyy
975076 万古哭城 阿轮 wgkc
971521 萬古哭城 阿轮 wgkc
971522 雨中蝶 阿轮 yzd
562069 阿妹妹 dqbfqg
503332 爱最大 阿妹妹 azd
503389 爆米花 阿妹妹 bmh
503464 不能改 阿妹妹 bng
506500 大闹一场 阿妹妹 dnyc
510350 带我去月球 阿妹妹 dwqyq
500878 冬天 阿妹妹 dt
503935 很抱歉 阿妹妹 hbq
501299 嫉妒 阿妹妹 jd
504063 假想敌 阿妹妹 jxd
511219 男人要干脆 阿妹妹 nrygc
511439 请别放情歌 阿妹妹 qbfqg
562070 如果我是你的电脑 阿妹妹 rgwsnddn
563018 神舟 阿妹妹 sz
513817 我要为你做饭 阿妹妹 wywnzf

阿丽玛/奇力格尔
阿丽玛/奇力格尔
阿凉·余佳伦
阿凉·余佳伦

阿良伟/张玉霞

阿龙/张雅未

阿龙正罡/阿唯
阿龙正罡/阿唯
阿龙正罡/胡力
阿龙正罡/胡力
阿龙正罡/胡力

DJ请别放情歌



500251 想 阿妹妹 x
509153 嘘让我哭 阿妹妹 xrwk
572667 一个深爱的女孩 阿米 ygsadnh
602922 分生 fs
970122 一个人对话 ygrdh
972968 美 m
566982 I LOVE YOU 阿木 ily
500486 爱你 阿木 an
567694 爱在现实面前 阿木 azxsmq
767694 爱在现实面前 阿木 azxsmq
572666 不该爱的人 阿木 bgadr
572842 大英雄 阿木 dyx
603175 大英雄 阿木 dyx
500872 丢了 阿木 dl
569365 冬天 阿木 dt
569367 梦想的方向 阿木 mxdfx
566983 某个女人的美 阿木 mgnrdm
766983 某个女人的美 阿木 mgnrdm
569369 铁窗 阿木 tc
569366 新彝族舞曲 阿木 xyzwq
569364 兄弟 阿木 xd
567382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阿木 yyzajzfs
567597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之慢摇 阿木 yyzajzfsz
565082 中暑的思念 阿木 zsdsn
765082 中暑的思念 阿木 zsdsn
569368 走过一九九五 阿木 zgyjjw
572729 木头人 阿穆隆 mtr
572728 你是空气 阿穆隆 nskq
568050 思念母亲 阿穆隆 snmq
569884 美好时光 mhsg
568094 男人女人 nrnr
571387 我听过你的歌 wtgndg
500393 阿牛 md
700393 阿牛 md
503190 OH HONEY HONEY 阿牛 ohh
506093 爱我久久 阿牛 awjj
565955 北京的月亮 阿牛 bjdyl
510257 唱歌给你听 阿牛 cggnt
710257 唱歌给你听 阿牛 cggnt
506394 城市蓝天 阿牛 cslt
880237 纯文艺恋爱 阿牛 cwyla
503604 大肚腩 阿牛 ddn
565957 桂花香 阿牛 ghx
504187 来来歌 阿牛 llg
510993 老夫子情歌 阿牛 lfzqg
514651 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阿牛 mmdadsj
507657 魔幻童谣 阿牛 mhty
511564 上辈子欠你 阿牛 sbzqn

阿密特/张惠妹
阿密特/张惠妹
阿蜜丝/中国好声音

阿穆隆/光良
阿穆隆/许茹芸
阿南/孙琳

MAMAK 档
MAMAK 档



562562 桃花朵朵开 阿牛 thddk
565956 天天天天说爱你 阿牛 ttsan
516010 我和我的四个妹妹 阿牛 whwdsgmm
515169 我是你的小小狗 阿牛 wsndxxg
513808 我想吃你的面 阿牛 wxcndm
563198 我要为你唱首歌 阿牛 wywncsg
563197 我在不远处等你 阿牛 wzbycdn
512058 无尾熊抱抱 阿牛 wwxbb
509124 星星亮了 阿牛 xxll
563276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阿牛 ymlxydtql
562914 约定 阿牛 yd
500542 拜年 bn
976763 爱她没得救 atmdj
504567 牵牛花 qnh
516545 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czslcmcdl
510986 浪花一朵朵 lhydd
567695 你是我的宝 nswdb
564809 FLYING 阿霈乐团 f
564882 减肥歌 阿霈乐团 jfg
564810 天使 阿霈乐团 ts
503509 草原情 阿其米格 cyq
976192 爱与妒忌 阿悄 aydj
880164 犯贱 f
880334 红装 hz
880166 天真 tz
880165 月光 yg
880333 梦 m
570034 波丽士 bls
566128 梵谷的左耳 gdze
565954 光荣时代 grsd
566036 其实还爱你 qshan
566221 圣堂之门 stzm
566525 我不懂 wbd
566182 遗失的美好 ysdmh
566173 记的爱 jda
567955 不顾一切的爱 阿清 bgyqda
567956 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阿清 wszdasnl
568098 患难见真情 hnjzq
566697 失恋英雄 slyx
570893 我想你了 阿茹娜 wxnl
560332 保管 阿桑 bg
500578 被动 阿桑 bd
560334 疯了 阿桑 fl
506820 孤单旅行 阿桑 gdlx
510802 寂寞在唱歌 阿桑 jmzcg
560333 开车 阿桑 kc
507744 你的世界 阿桑 ndsj
504623 让我爱 阿桑 rwa

阿牛/蔡立
阿牛/杜德伟
阿牛/锦绣二重唱
阿牛/任贤齐
阿牛/任贤齐
阿牛/谢娜

阿悄/徐良
阿悄/徐良
阿悄/徐良
阿悄/徐良
阿悄/徐良l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飞儿乐团
阿沁/李玖哲

阿清/红布条
阿清/网络歌手



516375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阿桑 rganzyzyc
508296 受了点伤 阿桑 slds
562866 温柔的慈悲 阿桑 wrdcb
505028 我不想 阿桑 wbx
562561 心甘情愿 阿桑 xgqy
502724 叶子 阿桑 yz
560819 一直很安静 阿桑 yzhaj
569166 阿妈的酥油灯 阿桑古卡 amdsyd
571501 爱的天堂 阿桑古卡 adt
569164 茶马古道 阿桑古卡 cmgd
569163 男人心 阿桑古卡 nrx
569162 牵手草原 阿桑古卡 qscy
569165 遇上你是我的缘 阿桑古卡 ysnswdy
571691 去拉萨的路有多远 阿斯根 qlsdlydy
570245 天上的西藏 阿斯根 tsdxc
569351 爱情寄寓 aqjy
569352 简单爱 jda
570399 三角链 阿唯 sjl
603176 我的爱情我亲手埋藏 阿伟 wdaqwqsmc
575331 情书 阿温 qs
510914 绝口不再提 阿翔 jkbzt
572679 花火 hh
569242 走火入魔 zhrm
974430 黑暗骑士 haqs
563048 HAPPY BIRTH DAY hbd
564997 盛夏光年 sxgn
571726 死了都要爱 sldya
505796 GO GO GO GO 阿雅 gggg
505800 HAPPY BOY HAPPY GIRL 阿雅 hbhg
510086 八卦啊呀呀 阿雅 bgayy
511340 刨冰进行曲 阿雅 bbjxq
711340 刨冰进行曲 阿雅 pbjhq
506208 壁花小姐 阿雅 bhxj
706208 壁花小姐 阿雅 bhxj
503654 单眼皮 阿雅 dyp
564455 阿雅 dhlysh
510536 疯狂大请客 阿雅 fdqk
501022 福气 阿雅 fq
501050 感谢 阿雅 gx
504069 减肥拳 阿雅 jfq
510969 快睡快快睡 阿雅 kskks
507421 阿雅 last
564454 如果你爱上我 阿雅 rgnasw
513615 世界非常奇妙 阿雅 sjfcqm
511627 世界无限大 阿雅 sjwxd
505656 阿雅 zgl
506031 aqll
515868 女儿河畔的姑娘们 阿依土尔逊 nehpdgnm

阿松/网络歌手
阿松/网络歌手

阿信/丁当
阿信/丁当
阿信/林俊杰
阿信/五月天
阿信/五月天
阿信/小沈阳

当哈利遇上HONEY

恋爱46天

照过来(无原唱)
爱情来了(无原唱) 阿雅/佚名



570856 狐女 hn
568692 高举吉祥 阿勇泽让 gjjx
568690 欢腾的草原 阿勇泽让 htdcy
568691 美丽的蒙古包 阿勇泽让 mldmgb
568689 卓玛 阿勇泽让 zm
570038 当归 阿幼朵 dg
566980 我爱家乡的微山湖 wajxdwsh
563566 兵心 阿正 bx
562867 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 阿正 nswdxnswd
573234 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 阿正 rgnswyzdy
562868 最爱 阿正 za
565448 老鼠爱玉米 lsaym
574813 1234567 爱戴 -
560209 CHIC NIGHT 爱戴 cn
973792 FIGHTING GIRL 爱戴 fg
560210 HONEY 爱戴 h
561934 READY FOR LOVE 爱戴 rfl
561935 TODAY 爱戴 t
561936 YOU LIE 爱戴 yl
574816 爱才是王牌 爱戴 acswp
561939 安全感 爱戴 aqg
506334 彩云追月 爱戴 cyzy
574814 唱的是寂寞 爱戴 cdsjm
565812 初次与你相遇 爱戴 ccynxy
574815 斗爱 爱戴 da
570479 和寂寞说分手 爱戴 hjmsfs
561945 黑盒子 爱戴 hhz
561942 红色警戒 爱戴 hsjj
561943 绝招 爱戴 jz
561940 恋爱街 爱戴 laj
560211 没有你的圣诞节 爱戴 myndsdj
561944 那时那刻 爱戴 nsnk
561938 南海姑娘 爱戴 nhgn
504984 维他命 爱戴 wtm
561941 抓紧你的手 爱戴 zjnds
561937 准备接受爱 爱戴 zbjsa
576110 给爱丽丝 爱的大未来 gals
576111 青鸟 爱的大未来 qn
576109 世纪末之诗 爱的大未来 sjmzs
973057 花开半夏 爱朵女孩 hkbx
973748 又见桃花开 爱朵女孩 yjthk
572153 鲁冰花 爱乐公社 lbh
602923 鲁冰花 爱乐公社 lbh
572151 完美 爱乐公社 wm
602924 完美 爱乐公社 wm
572152 新年好 爱乐公社 xnh
602925 新年好 爱乐公社 xnh
880027 爱乐团 lyazn

阿英/网络歌手

阿振/网络歌手

阿正/杨臣刚

loving you爱着你



576108 爱着你 爱乐团 azn
566600 半面妆 爱乐团 bmz
561549 电影胶片 爱乐团 dyjp
570662 活力由我 爱乐团 hlyw
571279 解围 爱乐团 jw
571278 拿出你的爱 爱乐团 ncnda
570661 守护天使 爱乐团 shts
562592 天涯 爱乐团 ty
571277 我即将成名 爱乐团 wjjcm
504988 未了情 wlq
574427 大侠艾吃汉堡包 艾成 dxachbb
574235 万人迷 艾成 wrm
571330 危机意识 艾成 wjys
503337 巴郎仔 艾尔肯 blz
703337 巴郎仔 艾尔肯 blz
575276 没有感情的感情 艾歌 mygqdgq
880452 你怎么舍得我流泪 艾歌 nzmsdwll
901848 一个人的脚步 艾歌 ygrdjb
571292 一生中最爱的人 艾歌 yszzadr
574866 传说中的天堂 艾歌 cszdt
973386 做你的雪莲 艾歌 zndxl
511037 流浪的燕子 艾敬 lldyz
508280 是不是梦 艾敬 sbsm
505033 艾敬 wdyjjq
563255 追月 艾敬 zy
901919 谁是谁的谁 艾莉莎 sssds
973721 世界末日也要在一起 艾莉莎 sjmryyzyq
570706 单亲房子 艾梦萌 dqfz
569756 恒星 艾梦萌 hx
570707 红舞鞋 艾梦萌 hwx
571186 狼 艾梦萌 l
972162 明天天亮以后 艾梦萌 mtlyh
571184 你要走就走就走 艾梦萌 nyzjzjz
571185 物质女孩 艾梦萌 wznh
570209 这里是新疆 艾尼瓦尔 zlsxj
976390 某个下午的日记 艾绮恩 mgxwdrj
976389 坐在屋顶听你弹琴 艾绮恩 zzwdtndq
569617 DALAH 艾青 d
569543 MY ANGEL 艾青 ma
569545 玻璃窗 艾青 blc
569546 面具 艾青 mj
569544 总有人罩 艾青 zyrz
573196 无路可退 艾晴晴 wlkt
973041 别说出 艾怡良 bsc
973536 敏感 艾怡良 mg
975003 如果你爱我 艾怡良 rgnaw
978278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艾怡良 wbzdassm
571562 白狐 艾轶曼 bh

爱新觉罗.启笛

我的1997



502386 问题 艾雨 wt
510834 今生爱走远 jsazy
568504 胭脂路 zl
576043 爱你忘了我自己 安东阳 anwlwzj
571475 爱在秋天的童话 安东阳 azqtdth
880835 爱在秋天的童话 安东阳 azqtdth
575510 分手的理由 安东阳 fsdly
574016 婚礼誓言 安东阳 hlsy
572612 你的美丽是我的伤悲 安东阳 ndmlswdsb
576041 日记秋天 安东阳 rjqt
576040 忘情酒 安东阳 wqj
576042 星月情缘 安东阳 xyqy
901523 缘分惹的祸 安东阳 yfrdh
510605 故土的太阳 安冬 gtdty
508599 为爱祈祷 安红 waqd
576044 拂袖 安琥 fx
571040 醉红颜 安琥 zhy
575132 上阵父子兵 szfzb
575131 幸福城堡 xfcb
972448 斗地主 ddz
566795 哥们儿 gme
569463 天使的翅膀 tsdcb
560980 BUDDY b
980893 乌兰巴托之夜 安来宁 wlbtzy
574638 安蕾尔 hfdsqb
575133 思念 安蕾尔 sn
570086 转身以后 安明亮 zsyh
567655 面具 安七炫 mj
564264 r
565088 GOOD VIBRATION gv
565729 ONE DAY od
564051 SCANDAL s
975949 有难同当 yntd
570518 细汉时 安琪 xhs
570222 爱情里的眼泪 aqldyl
514206 爱你就让你幸福 安然 anjrnxf
509410 用情去牵 安然 yqqq
572224 话还没有说出口 安涛 hhmysck
572225 雪在飘 安涛 xzp
572223 一个人的夏天 安涛 ygrdxt
503381 保家乡 bjx
503378 包楞调 安雯 bld
507037 黄土高坡 安雯 htgp
707037 黄土高坡 安雯 htgp
504200 揽工调 安雯 lgd
507420 连城拜年 安雯 lcbn
504323 卖娃娃 安雯 mww
516320 妹妹永远是哥哥的人 安雯 mmyysggdr

艾雨/孙楠
安迪/网络歌手

安琥/苗帅锋
安琥/苏素
安琥/王麟
安琥/网络歌手
安琥/网络歌手
安钧璨/张庭伟

火法帝(抒情版)

127日 安七炫/吴建豪
安七炫/吴建豪
安七炫/吴建豪
安七炫/吴建豪
安七炫/徐千雅

安琪/许嵩

安尉/范春梅



501771 女人 安雯 nr
504563 掐蒜苔 安雯 qst
515269 想你总是在雨季 安雯 xnzszyj
516111 崖畔上酸枣红艳艳 安雯 ypsszhyy
509526 月满西楼 安雯 ymxl
970468 月满西楼 安雯 ymxl
510217 不远的朋友 bydpy
514911 人人都说咱俩好 rrdszlh
504690 捎戒指 sjz
974901 DON'T CRY 安心亚 dc
973367 爱的动名片 安心亚 addmp
973732 爱得好寂寞 安心亚 adhjm
973733 爱情天敌 安心亚 aqtd
974295 残酷游戏 安心亚 ckyx
973731 单身日记 安心亚 dsrj
973630 呼呼 安心亚 hh
971029 恋爱应援团 安心亚 layyt
973647 没有你的明天 安心亚 myndmt
974842 唯舞 安心亚 ww
971030 我可以很勇敢 安心亚 wkyhyg
973783 我们都在等待 安心亚 wmdzdd
569944 狗尾草 安旭 gwc
569911 妈妈我很好 安以轩 mmwhh
574637 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 安以轩 rgntmyyjn
567325 天香 安以轩 tx
566480 安以轩 xtljl
901587 红尘恋歌 hclg
973781 安大小姐 安又琪 adxj
560099 别靠近我 安又琪 bkjw
564024 唱得响亮 安又琪 cdxl
973782 等你懂了 安又琪 dndl
973780 孤独的半音 安又琪 gddby
561460 安又琪 mx
511254 你好周杰伦 安又琪 nhzjl
973778 伞下的天空 安又琪 sxdtk
562889 甚么东东 安又琪 smdd
973779 圣诞夜 安又琪 sdy
973053 失恋这件小事 安又琪 slzjxs
562673 谈情说爱 安又琪 tqsa
562888 有你陪着我 安又琪 ynpzw
569431 最后悔爱谁 安又琪 zhhas
572141 最幸福的孩子 安又琪 zxfdhz
974474 断羽傲飞 安与骑兵 dyaf
974473 嫁妆 安与骑兵 jz
974475 秋千下的小黄狗 安与骑兵 qqxdxhg
974484 幸福家乡 xfx
566974 不再怕黑 安志杰 bzph
561780 禅 安志杰 c

安雯/黄格选
安雯/佚名
安雯/佚名

心跳零距离(欣赏版)
安以轩/丛浩楠

梦想(欣赏版)

安与骑兵/李玉刚



761780 禅 安志杰 c
570085 我爱的人都让我伤心 安志杰 wadrdrwsx
770085 我爱的人都让我伤心 安志杰 wadrdrwsx
505948 爱的天使 adts
570084 我不在乎 wbzh
770084 我不在乎 wbzh
880380 义气 yq
976319 推销员之死 奥迪 txyzs
976306 新欢旧爱 xhja
516207 阿呷嫫你想往哪里走 奥杰阿格 ajmnxwnlz
507494 洛波雅幽 奥杰阿格 lbyy
501862 抢亲 奥杰阿格 qq
504664 山寨夜 奥杰阿格 szy
508777 奥杰阿格 wyzl
509346 异国他乡 奥杰阿格 ygtx
512485 有一双眼睛 奥杰阿格 yysyj
569505 DREAM GIRL 八三夭 dg
569379 八三夭 btlwdsj
974910 不是男人 八三夭 bsnr
980112 大逃杀 八三夭 dts
971567 东区东区 八三夭 dqdq
980110 钢铁人 八三夭 gtr
569381 来去夏威夷 八三夭 lqxwy
980115 水星逆行 八三夭 sxnh
980113 我怎么哭了 八三夭 wzmkl
980111 无诚勿爱 八三夭 wcwa
980116 熊麻吉 八三夭 xmj
980114 摇勒摇勒 八三夭 ylyl
569380 拯救世界 八三夭 zjsj
971568 最好的结局 八三夭 zhdjj
974454 八三夭 zhdbs
51580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八只眼 mskjwdws
51572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巴哈尔古丽 hewsmzyh
514874 请你尝块哈蜜瓜 巴哈尔古丽 qnckhmg
508446 天山儿女 巴哈尔古丽 tsen
515969 甜甜的歌儿迎贵客 巴哈尔古丽 tdgeygk
513691 吐鲁番的姑娘 巴哈尔古丽 tlfdgn
515977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巴哈尔古丽 tlfdptsl
509102 新疆姑娘 巴哈尔古丽 xjgn
505357 新疆好 巴哈尔古丽 xjh
516201 最美还是我们新疆 巴哈尔古丽 zmhswmxj
569121 天路 巴桑 tl
573131 中了你的毒做了你的奴 巴小波 zlnddzlnd
973017 我不是来自泰国 巴紮扎溜乐团 wbslztg
602928 爱情黑洞 芭比 aqhd
602929 解除防卫 芭比 jcfw
602930 靠站不停 芭比 kzbt
602931 靠站不停 芭比 kzbt

安志杰/蔡依林
安志杰/曾恺玹
安志杰/曾恺玹
敖犬/张芸京

奥迪/冷漠

我要走了(欣赏版)

崩塌了!(我的世界...)

最后的831



602932 杀很大 芭比 shd
562063 DON'T BE COOL 芭芘娃娃 dbc
762063 DON'T BE COOL 芭芘娃娃 dbc
512809 I DON'T WANNA BE ALONE 芭芘娃娃 idwba
560741 WOMAN POWER 芭芘娃娃 wp
505863 阿里巴斯 芭芘娃娃 albs
705863 阿里巴斯 芭芘娃娃 albs
566075 暧昧关系 芭芘娃娃 mgx
566027 爱 芭芘娃娃 a
571218 爱的疯 芭芘娃娃 adf
564380 芭芘娃娃 aqd
509997 爱情的魔力 芭芘娃娃 aqdml
709997 爱情的魔力 芭芘娃娃 aqdml
572039 爱情黑洞 芭芘娃娃 aqhd
564381 爱情结局 芭芘娃娃 aqjj
560258 爱情三振球 芭芘娃娃 aqszq
506128 芭比电话 芭芘娃娃 bbdh
706128 芭比电话 芭芘娃娃 bbdh
560742 拜金女孩 芭芘娃娃 bjnh
563132 宝贝 芭芘娃娃 bb
500749 触电 芭芘娃娃 cd
700749 触电 芭芘娃娃 cd
500946 放电 芭芘娃娃 fd
564379 放肆黑夜 芭芘娃娃 fshy
560259 粉耗呆 芭芘娃娃 fhd
501010 疯狂 芭芘娃娃 f
701010 疯狂 芭芘娃娃 f
571331 怪兽 芭芘娃娃 gs
506903 好累好累 芭芘娃娃 hlhl
567732 灰烬 芭芘娃娃 hj
572106 解除防卫 芭芘娃娃 jcfw
572040 靠站不停 芭芘娃娃 kzbt
560743 礼物 芭芘娃娃 lw
507581 魅力界限 芭芘娃娃 mljx
707581 魅力界限 芭芘娃娃 mljx
501704 魔力 芭芘娃娃 ml
501747 你说 芭芘娃娃 ns
507897 奇幻魔力 芭芘娃娃 qhml
501980 热舞 芭芘娃娃 rw
566026 森林传说 芭芘娃娃 slcs
572038 杀很大 芭芘娃娃 shd
560260 闪耀 芭芘娃娃 sy
564948 使劲摇 芭芘娃娃 sjy
511635 是我的无奈 芭芘娃娃 swdwn
571217 是我是我 芭芘娃娃 swsw
511665 说谎的眼泪 芭芘娃娃 shdyl
566076 讨我欢心不费力 芭芘娃娃 twhxbfl
502255 挑动 芭芘娃娃 td

爱情DNA



502261 跳舞 芭芘娃娃 tw
702261 跳舞 芭芘娃娃 tw
567730 喔喔喔 芭芘娃娃 ooo
567594 芭芘娃娃 zd
513739 我不是坏女孩 芭芘娃娃 wbshnh
505228 相信我 芭芘娃娃 xxw
705228 相信我 芭芘娃娃 xxw
509202 摇咧摇咧 芭芘娃娃 ylyl
709202 摇咧摇咧 芭芘娃娃 ylyl
505446 摇摇头 芭芘娃娃 yyt
705446 摇摇头 芭芘娃娃 yyt
509209 野心勃勃 芭芘娃娃 yxbb
560256 一粒电火 芭芘娃娃 yldh
560257 异想的甜蜜 芭芘娃娃 yxdtm
502857 圆圈 芭芘娃娃 yq
509612 折叠眼泪 芭芘娃娃 zdyl
509657 真心至上 芭芘娃娃 zxzs
502972 直觉 芭芘娃娃 zj
509739 周末音乐 芭芘娃娃 zmyy
709739 周末音乐 芭芘娃娃 zmyl
563133 走火入魔 芭芘娃娃 zhrm
973638 麦田捕手 白安 mtbs
973580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白安 ssmrwyjzy
974052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白安 wzxzhwzhd
981249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白百何 nzdwzdnm
97835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wmbsshlm
575234 想赢 xy
571311 星宿海 xxh
510403 等着你回来 白光 dznhl
515015 四月梨花白如霜 白红 sylhbrs
981053 青春再见 qczj
971675 加班歌 白领组合 jbg
571182 为梦流浪 白玛 wmll
602935 离开网络真的孤单 白山情歌 lkwlzdgd
572060 离开网络真孤单 lkwlzgd
575254 家 白松 j
565782 怕黑 白歆惠 ph
564410 哎呀 白雪 ay
500808 错位 白雪 cw
572156 归来 白雪 gl
507214 久别的人 白雪 jbdr
515764 离开你并非我愿意 白雪 lknbfwyy
569940 每一次幸福 白雪 mycxf
516345 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 白雪 nswjsgddr
563128 牛郎织女 白雪 nlzn
507842 女兵十八 白雪 nbsb
507889 七个月亮 白雪 qgyl
507903 千古绝唱 白雪 qgjc

喔喔喔之DJ

白百合/彭于晏
白冰/海鸣威
白冰/黄鑫

白举纲/华晨宇

白山情歌/不爱



514877 请相信我的诺言 白雪 qxxwdny
514909 人间自有真情在 白雪 rjzyzqz
571283 太阳之下 白雪 tyzx
511778 晚安我的爱 白雪 wawda
514001 沂蒙山好风光 白雪 ymshfg
569070 拥抱明天 ybmt
515047 听罢奶奶说红灯 白玉玲 tbnnshd
574217 大路越走越宽阔 白致瑶 dlyzykk
574219 金盾之歌 白致瑶 jdzg
574218 美丽的鄂尔多斯 白致瑶 mldeeds
576123 平凡又伟大 白致瑶 pfywd
574215 七根火柴 白致瑶 qghc
574216 喜事多多 白致瑶 xsdd
574214 蝴蝶泉边 hdqb
976382 锡林郭勒之恋 百变金童 xlglzl
505350 新大陆 百榆 xdl
971286 风火轮 拜尔 fhl
560152 点绛唇 拜金小姐 dc
560153 青春骊歌 拜金小姐 qclg
603179 回来吧我的心上人 班马尖措 hlbwdxsr
974780 花开再会 hkzh
880547 爱情故事 aqgs
880548 归暝的雨水 gmdys
880534 有爱不惊苦来磨 yabjklm
974970 爱情的甜 办桌二人组 aqdt
972974 带抹走的行李 办桌二人组 dmzdhl
972975 我的心置痛 办桌二人组 wdxzt
570906 向前冲 办桌二人组 xqc
560470 小强怕拖鞋 办桌二人组 xqptx
974969 永远的情歌 办桌二人组 yydqg
571723 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办桌二人组 zxlccyyyg
975103 敬你一杯 jnyb
975104 追 z
568153 YES 棒棒堂 y
567253 爱情玛琪朵 棒棒堂 aqmd
565950 爱情学测 棒棒堂 aqxc
569875 藏经阁 棒棒堂 cjg
567252 大头猪 棒棒堂 dtz
569257 棒棒堂 gzwdt
568595 梦想巴士 棒棒堂 mxbs
566021 梦想号 棒棒堂 mxh
569874 秘密基地 棒棒堂 mmjd
568395 哪里怕 棒棒堂 nlp
569258 那一天 棒棒堂 nyt
565738 七彩棒棒堂 棒棒堂 qcbbt
572708 说说 棒棒堂 ss
568154 我们之间 棒棒堂 wmzj
572034 我是传奇 棒棒堂 wscq

白雪/蔡国庆

白致瑶/周强

办桌阿杰/刘依纯
办桌阿杰/苏路
办桌阿杰/苏路
办桌阿杰/苏路

办桌二人组/蒲庭龙
办桌二人组/蒲庭龙

跟着我的TEMPO



602936 我是传奇 棒棒堂 wscq
566459 夏日初体验 棒棒堂 xrcty
572290 夏日恋爱 棒棒堂 xrla
603180 夏日恋爱 棒棒堂 xrla
572291 综艺咖 棒棒堂 zyk
603181 综艺咖 棒棒堂 zyk
575224 DEAR BABY db
567251 黑糖秀 htx
573398 苦茶 kc
570298 对不起 dbq
981312 世界上最难唱的歌 sjszncdg
976309 不是不想嫁 包蔓 bsbxj
976310 想着你亲爱的 包蔓 xznqad
565669 错爱 包小柏 ca
505005 问紫鹃 wzj
562200 单练 保剑锋 dl
562145 保剑锋 lb
562199 简单的一天 jddyt
569464 喜欢我马上点 xhwmsd
568167 cx
568909 暗恋 al
568168 不要在脸上留下眼泪 byzlslxyl
574040 那一夜 nyy
977200 srpg
977199 台湾女孩 twnh
977201 跳电 td
568169 夜游上海 yysh
573638 宝贝小雨 xf
571354 蝴蝶 宝儿 hd
570349 哪里天涯有鲜花 宝罗 nltyyxh
570350 诺言 宝罗 ny
975051 陪伴幸福 pbxf
511014 脸儿甜如蜜 letrm
500308 COOL EYES 宝智孔 ce
514783 你和我和他之间 nhwhtzj
576066 爱的太深 暴林 adts
500356 HONEY BABY 豹小子 hb
514211 爱你在心口难开 豹小子 anzxknk
506956 虹彩妹妹 豹小子 hcmm
501200 胡闹 豹小子 hn
510839 今天不回家 豹小子 jtbhj
511066 绿色的水滴 豹小子 lsdsd
508320 说变就变 豹小子 sbjb
500351 HEY PAULA hp
570732 男人底线 鲍国 nrdx
570730 我依然爱她 鲍国 wyrat
570731 月亮怎能代表我的心 鲍国 ylzndbwdx
501190 呼唤 北原山猫 hh

棒棒堂/黑GIRL
棒棒堂/黑涩会美眉
棒棒堂/黑涩会美眉
棒棒堂/王子
包贝尔/朱亚文

包亚鹃/陈辉玲

狼狈(无原唱)
保剑锋/李智楠
宝宝林子/网络歌手

CHIQITA 小妞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生日PARTY歌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宝贝/罗百吉

幸福1+1

宝妈/黄锦雯
宝佩如/田蕊妮

宝智孔/戴爱玲

豹小子/许秋怡



513331 六分钟护一生 北原山猫 lfzhys
507652 摩莉莎卡 北原山猫 mlsk
513399 男子汉大丈夫 北原山猫 nzhdzf
511698 泰雅结婚歌 北原山猫 tyjhg
515215 邬族结婚祝福歌 北原山猫 wzjhzfg
57438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qsjwzxhn
510698 花儿头上插 蓓蕾 hetsc
511187 默默的相思 蓓蕾 mmdxs
979907 花火 贝贝 hh
981177 我的天空 wdtk
571193 红红的缘 hhdy
573034 豆蔻春残 贝司 dkcc
573035 赌注 贝司 dz
573033 痛苦的回忆 贝司 tkdhy
564560 摩羯的爱情 mdaq
500299 CAME OVER co
560601 rry
510007 爱情快闪族 aqksz
503292 爱上了 asl
514364 单身女子俱乐部 dsnzjlb
514398 冬季的爱情电影 djdaqdy
513126 gwydat
503837 跟我说 gws
510796 寂寞的游戏 jmdyx
516600 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独 jtdzfmtdg
507571 美丽心情 mlxq
504770 谁怕谁 sps
516683 神啊请多给我一点力量 saqdgwydl
508842 午夜彩虹 wych
512343 一点点力量 yddll
514022 有时候没时候 yshmsh
515501 真好我需要爱情 zhwxyaq
976469 你从不知道我的心 本兮 ncbzdwdx
974565 让寂寞别走 本兮 rjmbz
976527 天都黑了 本兮 tdhl
976041 一个故事 yggs
507004 滑步向左 比莉 hbxz
508311 谁是白痴 比莉 ssbc
509358 因为有爱 比莉 ywya
509419 忧郁通行 比莉 yytx
509488 欲望天使 比莉 ywts
512833 爱好痛心不苦 毕国勇 ahtxbk
507540 没有退路 毕国勇 mytl
976487 流星飞过 毕书尽 lxfg
976195 幸福无关 毕书尽 xfwg
976471 再见再见 毕书尽 zjzj
976229 COME BACK TO ME cbtm
975568 故乡 gx

焙焙!/来吧!

贝贝/修儿
贝林/成林江措

奔奔/网络歌手
本多RURU

RAIN RAIN雨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给我一点爱TONIGHT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多RURU

本兮/谭炜星

毕书尽[ BII ]
毕夏/中国好声音



975567 像梦一样自由 xmyyzy
880457 真的无所谓 毕昕 zdwsw
570055 SILENT DAY 便利商店 sd
511463 泉水叮咚响 卞晓贞 qsddx
516395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卞晓贞 tyzhmzxzq
571021 圣地 别丹 sd
571022 我爱今天 别丹 wajt
976108 天空 宾俊杰 tk
976170 PINKY LOVE 冰果甜心 pl
568502 尽头 jt
573483 爱过就好 冰窟 agjh
567074 爱上青蛙 冰淇 asqw
572216 不了了之 冰淇 bllz
567075 落叶 冰淇 ly
572341 你真的走了 冰淇 nzdzl
570903 恋爱登场 冰淇淋少女组 ladc
571119 冰淇淋少女组 lagm
571118 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是无法付出爱 冰淇淋少女组 zmyyszrdx
571877 寂寞的夜里你在等着谁 波拉 jmdylnzdz
572439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波拉 ygrdjmlgr
602937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波拉 ygrdjmlgr
575497 请别说什么了 博毅 qbssml
575496 为爱心伤 博毅 waxs
574592 我想你的夜 博毅 wxndy
574763 你狠心离开我 柏君 nhxlkw
574198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柏君 nswzbzzad
880459 越爱越美丽 柏文 yayml
500064 HOBO 卜学亮 h
506380 超级任务 卜学亮 cjrw
510437 动物的悲歌 卜学亮 dwdbg
510584 恭喜发财歌 卜学亮 gxfcg
507281 刻骨铭心 卜学亮 kgmx
566973 起床歌 卜学亮 qcg
508523 痛哭的人 卜学亮 tkdr
515182 我想做个好男人 卜学亮 wxzghnr
502538 小怜 卜学亮 xl
503038 子曰 卜学亮 zy
572686 老师老师 lsls
574163 lslszhhsf
502959 知己 zj
972676 不管有多苦 bgydk
572197 等到你愿意 不辣 ddnyy
571422 还有 不辣 hy
571421 我们的泪 不辣 wmdl
571420 一直想要告诉你 不辣 yzxygsn
564027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布仁巴雅尔 fqdcymqdh
564025 呼伦贝尔大草原 布仁巴雅尔 hlbedcy
563285 布仁巴雅尔 jxsb

毕夏/中国好声音

冰火组合-/网络歌手

恋爱革命21

卜学亮/大小姐
老师老师之虎虎生风(贺年版) 卜学亮/大小姐

卜学亮/黄子佼
不管有多苦/齐雯

吉祥三宝(国)



563222 布仁巴雅尔 jxsb
564026 天边 布仁巴雅尔 tb
512930 北京的金山上 才旦卓玛 bjdjss
712930 北京的金山上 才旦卓玛 bjdjss
514275 北京有个金太阳 才旦卓玛 bjygjty
514320 唱支山歌给党听 才旦卓玛 czsggdt
514427 翻身农奴把歌唱 才旦卓玛 fsnnbgc
515704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才旦卓玛 gcdllkbt
513350 毛主席的光辉 才旦卓玛 mzxdgh
575307 唱支山歌给党听 czsggdt
561009 I LOVE YOU DADDY 彩虹姐姐 ilyd
561011 彩虹姐姐 bb
561012 蝉 彩虹姐姐 c
561010 动物爸爸 彩虹姐姐 dwbb
561188 巨人 彩虹姐姐 jr
570359 惹火 彩月团 rh
570360 我很喜欢你 彩月团 whxhn
570358 一对游泳的鱼 彩月团 ydyydy
504002 坏苹果 蔡安荞 hpg
502003 如果 蔡安荞 rg
516697 天下的男孩都是一样的 蔡安荞 txdnhdsyy
568174 YESTERDAY 蔡淳佳 y
506063 爱如潮水 蔡淳佳 arcs
706063 爱如潮水 蔡淳佳 arcs
568270 倒爱 蔡淳佳 da
565336 等一个晴天 蔡淳佳 dygqt
565505 风铃 蔡淳佳 fl
572721 回家的路 蔡淳佳 hjdl
565499 恋之憩 蔡淳佳 lz
560762 陪我看日出 蔡淳佳 pwkrc
572884 前座后座 蔡淳佳 qzhz
568175 庆幸有你爱我 蔡淳佳 qxynaw
565503 未知的以后 蔡淳佳 wzdyh
565500 我想快乐些 蔡淳佳 wxklx
565501 星星眼睛 蔡淳佳 xxyj
576146 银白色月光 蔡淳佳 ybsyg
572722 隐形纪念 蔡淳佳 yxjn
565504 永远的愚人 蔡淳佳 yydyr
565502 有你多好 蔡淳佳 yndh
514023 有心人有情人 蔡淳佳 yxryqr
565422 有一天我会 蔡淳佳 yytwh
562745 左右为难 蔡淳佳 zywn
562557 对不起我爱你 dbqwan
570212 女人们的咖啡 nrmdkf
560635 小夫妻 xfq
502190 谈心 tx
507192 今夜月圆 jyyy
506181 北京的桥 蔡国庆 bjdq

吉祥三宝(蒙)

才旦卓玛/谭维维

爸比(无原唱)

蔡淳佳/陈冠宇
蔡淳佳/金海心
蔡淳佳/欧得洋
蔡淳佳/游鸿明
蔡大生/王馥荔



880839 北京的桥 蔡国庆 bjdq
511404 青春的中国 蔡国庆 qcdzg
515918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蔡国庆 sblswgzf
515011 四川太阳喜洋洋 蔡国庆 sctyxyy
508511 同一首歌 蔡国庆 tysg
513764 我和我的祖国 蔡国庆 whwdzg
571681 小猫 蔡国庆 xm
509018 小小水滴 蔡国庆 xxsd
512253 心中的故事 蔡国庆 xzdgs
571682 幸福的灯火 蔡国庆 xfddh
506375 常来常往 clcw
515887 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qqmsndyj
502991 钟情 zq
513288 跨进一九九九 kjyjjj
510430 东南西北风 dnxbf
505290 小兰河 xlh
574440 把心死掉 蔡恒 bxsd
574438 保证书 蔡恒 bzs
574439 悲伤情歌 蔡恒 bsqg
574435 不要说再见 蔡恒 byszj
574442 灯熄了烟熄了 蔡恒 dxlyxl
574437 你把我的爱一次带走 蔡恒 nbwdaycdz
574436 为你醉 蔡恒 wnz
574434 一个人孤单两个人寂寞 蔡恒 ygrgdlgrj
574441 最爱你的笑 蔡恒 zandx
508474 天涯歌女 蔡红虹 tygn
505145 无锡景 蔡红虹 wxj
971193 告白 蔡黄汝 gb
971195 空气人形 蔡黄汝 kqrx
971194 我是幸福的 蔡黄汝 wsxfd
880391 幸运女神 蔡黄汝 xyns
971196 逊掉 蔡黄汝 xd
503475 不要躲 蔡济文 byd
504542 平凡心 蔡济文 pfx
501919 情缘 蔡济文 qy
514665 慢慢地陪着你走 mmdpznz
566058 让爱的感觉回来 radgjhl
509340 遗忘过去 ywgq
974905 麻吉兄弟 蔡佳麟 mjxd
974891 为爱车拼 蔡佳麟 wacp
974890 人生的滋味 rsdzw
563724 BEAUTIFUL LOVE 蔡健雅 bl
980462 BEAUTIFUL LOVE 蔡健雅 bl
503143 I DO BELIEVE 蔡健雅 idb
971315 LETTING GO 蔡健雅 lg
572578 ONLY LOVE 蔡健雅 ol
500457 TRUE LOVE 蔡健雅 tl
503223 TWO OF US 蔡健雅 tou

蔡国庆/陈红
蔡国庆/陈红
蔡国庆/杭天琪
蔡国庆/景岗山/黄格选
蔡国庆/殷秀梅
蔡国庆/张继红

蔡济文/梁雁翎
蔡济文/梁雁翎
蔡济文/梁雁翎

蔡佳麟/郭婷筠



500132 WHY 蔡健雅 w
506016 爱情的路 蔡健雅 aqdl
514262 白天不懂夜的黑 蔡健雅 btbdydh
977666 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 bxfdx
971316 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 bzwmf
561100 尘埃 蔡健雅 ca
567783 晨间新闻 蔡健雅 cjxw
500723 冲动 蔡健雅 cd
567935 达尔文 蔡健雅 dew
977217 单恋曲 蔡健雅 dlq
567530 当你离开的时候 蔡健雅 dnlkdsh
573026 多少 蔡健雅 ds
503745 二手烟 蔡健雅 esy
513129 跟你借的幸福 蔡健雅 gnjdxf
564071 过动儿 蔡健雅 gde
503911 好无聊 蔡健雅 hwl
703911 好无聊 蔡健雅 hwl
571299 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 hsggx
501194 呼吸 蔡健雅 hx
701194 呼吸 蔡健雅 hx
501304 记念 蔡健雅 jn
504062 假想敌 蔡健雅 jxd
501394 精彩 蔡健雅 jc
971186 旧行李 蔡健雅 jhl
971185 可爱 蔡健雅 ka
513281 可以爱你真好 蔡健雅 kyanzh
567739 空白格 蔡健雅 kbg
564384 路口 蔡健雅 lk
504421 陌生人 蔡健雅 msr
501710 默契 蔡健雅 mq
507749 你的温度 蔡健雅 ndwd
507773 你快走开 蔡健雅 nkzk
707773 你快走开 蔡健雅 nkzk
501748 你说 蔡健雅 ns
572579 抛物线 蔡健雅 pwx
507874 漂亮一点 蔡健雅 plyd
567934 如果你爱我 蔡健雅 rgnaw
572580 若你碰到他 蔡健雅 rnpdt
502028 沙滩 蔡健雅 st
572581 谁 蔡健雅 s
563954 深信不疑 蔡健雅 sxby
504720 失乐园 蔡健雅 sly
504725 失忆症 蔡健雅 syz
977665 十万毫升泪水 蔡健雅 swhsls
508304 双栖动物 蔡健雅 sqdw
971187 说到爱 蔡健雅 sda
569623 思念 蔡健雅 sn
502177 太多 蔡健雅 td



502208 体会 蔡健雅 th
977243 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蔡健雅 tsymgddh
502333 忘了 蔡健雅 wl
505130 无底洞 蔡健雅 wdd
505136 无所谓 蔡健雅 wsw
516452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蔡健雅 xycaqldsh
505212 下一站 蔡健雅 xyz
502501 想你 蔡健雅 xn
505470 夜盲症 蔡健雅 ymz
512349 一分钟追悔 蔡健雅 yfzzh
505558 优先权 蔡健雅 yxq
505568 有问题 蔡健雅 ywt
509462 余兴节目 蔡健雅 yxjm
509469 与你无关 蔡健雅 ynwg
509511 愿意渺小 蔡健雅 yymx
569474 越来越不懂 蔡健雅 ylybd
560283 再见 蔡健雅 zj
563955 障眼法 蔡健雅 zyf
509842 坐立不安 蔡健雅 zlba
502847 原点 yd
569477 说好不分手 蔡葵 shbfs
767825 蔡葵 txan
569476 一切为你 蔡葵 yqwn
569475 再爱你 zan
504845 他的话 蔡蓝钦 tdh
509614 这个世界 蔡蓝钦 zgsj
570381 六月的泪 lydl
573422 DON'T BE QUIET 蔡孟臻 dbq
573689 留在这首 蔡孟臻 lzzs
977628 同步青春 蔡孟臻 tbqc
573688 我们都一样 蔡孟臻 wmdyy
573423 小世界的女王 蔡孟臻 xsjdnw
977627 信号 蔡孟臻 xh
970750 有一个拥抱 蔡孟臻 yygyb
977222 真实的模样 蔡孟臻 zsdmy
971188 滞留症 蔡孟臻 zlz
977703 痣 蔡孟臻 z
977204 自欺欺人 蔡孟臻 zqqr
569624 蔡旻佑 r
566030 CAN YOU HEAR ME 蔡旻佑 cyhm
569553 STAY WITH ME 蔡旻佑 swm
573852 爱是对的 蔡旻佑 asdd
972835 超级右脑 蔡旻佑 cjyn
565039 城外 蔡旻佑 cw
573424 发光的简讯 蔡旻佑 fgdjx
565092 翻不完的夏天 蔡旻佑 fbwdxt
976642 好不好 蔡旻佑 hbh
573205 寂寞好了 蔡旻佑 jmhl

蔡健雅/孙燕姿

太想爱你2007

蔡葵/刘婕

蔡龙波/网络歌手

2人



565335 梦不落帝国 蔡旻佑 mbldg
573561 你看不到的天空 蔡旻佑 nkbddtk
975039 谁知道 蔡旻佑 szd
569878 蔡旻佑 tbdc
569554 我回来了 蔡旻佑 whll
565040 我可以 蔡旻佑 wky
565498 我想要说 蔡旻佑 wxys
569879 蔡旻佑 wyysdgngb
573206 小乖乖 蔡旻佑 xgg
972834 怎么爱你都不够 蔡旻佑 zmandbg
972986 女大田力小 ndtlx
507416 丽达之歌 ldzg
204931 追星族 zxz
508399 谈谐小曲 蔡其平 txxq
515095 我爱祖国的蓝天 蔡其平 wazgdlt
509384 英雄中国 蔡其平 yxzg
505964 爱断情伤 蔡琴 adqs
506005 爱你太浓 蔡琴 antn
512858 爱情就是这样 蔡琴 aqjszy
506073 爱神的箭 蔡琴 asdj
572587 爱像一首歌 蔡琴 axysg
514254 把悲伤留给自己 蔡琴 bbslgzj
512918 把月光射下来 蔡琴 bygsxl
512932 被遗忘的时光 蔡琴 bywdsg
712932 被遗忘的时光 蔡琴 bywdsg
565162 不悔 蔡琴 bh
503458 不了情 蔡琴 blq
500681 常喜 蔡琴 cx
500696 晨书 蔡琴 cs
506423 出人头地 蔡琴 crtd
503547 出塞曲 蔡琴 csq
500148 船 蔡琴 c
506496 大江东去 蔡琴 djdq
503626 大女人 蔡琴 dnr
510344 大约在冬季 蔡琴 dyzdj
510412 第一次青春 蔡琴 dycqc
510422 点亮霓虹灯 蔡琴 dlnhd
500901 读你 蔡琴 dn
501006 风筝 蔡琴 fz
570560 给电影人的情书 蔡琴 gdyrdqs
510574 跟我说爱我 蔡琴 gwsaw
567495 海鸥 蔡琴 ho
567493 好预兆 蔡琴 hyz
503955 红蔷薇 蔡琴 hqw
510693 忽然想起你 蔡琴 hrxqn
506993 花天走地 蔡琴 htzd
575877 华丽的笑脸 蔡琴 hldxl
501236 怀念 蔡琴 hn

台北21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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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旻佑/天心
蔡明/李琦
蔡明/赵丽蓉



507081 魂萦旧梦 蔡琴 hyjm
501297 机遇 蔡琴 jy
501310 继续 蔡琴 jx
510852 今宵多珍重 蔡琴 jxdzz
516602 就这样咏叹一段美丽的爱情 蔡琴 jzyytydml
501421 抉择 蔡琴 jz
507288 空中歌声 蔡琴 kzgs
507357 蓝色的梦 蔡琴 lsdm
567494 流水年华 蔡琴 lsnh
511063 绿岛小夜曲 蔡琴 ldxyq
711063 绿岛小夜曲 蔡琴 ldxyq
507498 落一滴泪 蔡琴 lydl
501633 慢舞 蔡琴 mw
507604 梦里相思 蔡琴 mlxs
504396 梦中人 蔡琴 mzr
507645 明日之歌 蔡琴 mrzg
516325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蔡琴 mtnsfyraw
514738 明月千里寄相思 蔡琴 myqljxs
513394 那些事那些人 蔡琴 nxsnxr
516633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蔡琴 nbynykzwd
507759 你的眼神 蔡琴 ndys
515841 你是我心中云一朵 蔡琴 nswxzyyd
501782 偶然 蔡琴 or
573027 祈祷 蔡琴 qd
513486 恰似你的温柔 蔡琴 qsndwr
507943 亲密爱人 蔡琴 qmar
507946 秦淮河畔 蔡琴 qhhp
974506 情人的眼泪 蔡琴 qrdyl
504597 情人山 蔡琴 qrs
501945 秋夜 蔡琴 qy
501962 缺口 蔡琴 qk
574876 如梦令 蔡琴 rml
502019 三年 蔡琴 sn
508199 神秘女郎 蔡琴 smnl
502087 示爱 蔡琴 sa
504789 顺应着 蔡琴 syz
508472 天涯歌女 蔡琴 tygn
508499 庭院深深 蔡琴 tyss
564910 问白云 蔡琴 wby
508694 我的思念 蔡琴 wdsn
570558 我的兄弟姐妹 蔡琴 wdxdjm
572586 我心是海洋 蔡琴 wxshy
570559 我要如何不想他 蔡琴 wyrhbxt
511997 我有一段情 蔡琴 wyydq
515260 香烟迷蒙了眼睛 蔡琴 xymmlyj
512162 想你的时候 蔡琴 xndsh
505341 心太急 蔡琴 xtj
509095 新不了情 蔡琴 xblq



513935 新感情旧回忆 蔡琴 xgqjhy
502604 新月 蔡琴 xy
502629 幸福 蔡琴 xf
512380 蔡琴 yrklo
512385 一生都给你 蔡琴 ysdgn
509348 驿动的心 蔡琴 yddx
509421 油麻菜籽 蔡琴 ymcz
512517 远扬的梦舟 蔡琴 yydmz
564909 愿嫁汉家郎 蔡琴 yjhjl
512526 月光小夜曲 蔡琴 ygxyq
567492 再爱我一次 蔡琴 zawyc
509597 张三的歌 蔡琴 zsdg
505713 重相逢 蔡琴 cxf
509826 最后一夜 蔡琴 zhyy
512783 醉在你怀中 蔡琴 zznhz
511135 美丽在心头 mlzxt
575260 纠缠一生 jcys
570327 答案 da
511725 天使不夜城 tsbyc
971505 到最后无撇步 蔡秋凤 dzhwpb
971506 疯狗涌 蔡秋凤 fgy
563015 你按怎对待我 蔡秋凤 nazddw
975061 千年梦 蔡秋凤 qnm
971503 为何袂觉醒 蔡秋凤 whmjx
975062 问月 蔡秋凤 wy
971504 心中愁 蔡秋凤 xzc
971508 野玫瑰 蔡秋凤 ymg
971507 真相 蔡秋凤 zx
569954 真爱来敲门 zalqm
515743 久久才见到你的好 蔡荣祖 jjcjdndh
504447 男人心 蔡荣祖 nrx
505652 找寻你 蔡荣祖 zxn
516178 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 zlyadwhl
566427 不肯睡 蔡诗芸 bks
566168 错爱 蔡诗芸 ca
566562 对不起现在收不到讯号 蔡诗芸 dbqxzsbdx
971512 黑色彩虹 蔡诗芸 hsch
562166 孔雀 蔡诗芸 kq
971513 你不懂 蔡诗芸 nbd
971511 你知道这不是爱 蔡诗芸 nzdzbsa
562167 诗恋 蔡诗芸 sl
566166 天生慢熟 蔡诗芸 tsms
561604 我不想知道他是谁 蔡诗芸 wbxzdtss
566167 要就现在 蔡诗芸 yjxz
561590 一脸清秀 蔡诗芸 ylqx
562089 雨声街 蔡诗芸 ysj
561591 紫外线 蔡诗芸 zwx
513929 心中有一首歌 蔡淑娟 xzyysg

一人卡拉OK

蔡琴/黄耀明
蔡琴/童安格
蔡琴/万芳
蔡琴/王柏泉

蔡仁皓/网络歌手



570213 爱上你我真的错了吗 蔡献华 asnwzdclm
574875 开心农场我种的是寂寞 蔡献华 kxncwzdsj
971497 半条命 蔡小虎 btm
974893 痴 蔡小虎 c
970753 放荡浪子心 蔡小虎 fdlzx
971501 简单情歌 蔡小虎 jdqg
971502 靠你的爱过日子 蔡小虎 kndagrz
974871 美丽人生 蔡小虎 mlrs
974870 梦春风 蔡小虎 mcf
971499 情关 蔡小虎 qg
971500 深深爱你 蔡小虎 ssan
971498 天地梦 蔡小虎 tdm
976656 小虎酒场 蔡小虎 xhjc
974892 幸福 xf
970751 世间的舞台 sjdwt
505915 爱的花园 蔡幸娟 adhy
560286 难忘的初恋情人 蔡幸娟 nwdclqr
562122 你是我的宝贝 蔡幸娟 nswdbb
501863 巧合 蔡幸娟 qh
511447 秋凉如我心 蔡幸娟 qlrwx
511607 什么都别说 蔡幸娟 smdbs
711607 什么都别说 蔡幸娟 smdbs
515045 天真活泼又美丽 蔡幸娟 tzhpyml
502276 童话 蔡幸娟 th
508601 为爱叹惜 蔡幸娟 watx
502385 问情 蔡幸娟 wq
515100 我不要别人的爱 蔡幸娟 wbybrda
508764 我心已许 蔡幸娟 wxyx
502516 想通 蔡幸娟 xt
502858 缘份 蔡幸娟 yf
514054 再见蔚蓝海岸 蔡幸娟 zjwlha
515499 真的让我爱你吗 蔡幸娟 zdrwanm
505731 转一圈 蔡幸娟 zyq
512560 再牵你的手 zqnds
564148 雨颗心四行泪 ykxsxl
561847 及时行乐 蔡一杰 jsxl
500284 BABY FACE 蔡依林 bf
974574 BEAST 蔡依林 b
503106 BECAUSE OF YOU 蔡依林 boy
503120 DON'T STOP 蔡依林 ds
972460 DR.JOLIN 蔡依林 dj
500050 GOODBYE 蔡依林 g
505810 I SHOULD YOU KNOW 蔡依林 isyk
562121 J9 MAGIC REMIX 蔡依林 jmr
567933 LET'S MOVE IT 蔡依林 lmi
503176 LOVE LOVE LOVE 蔡依林 lll
500390 LUCKY NUMBER 蔡依林 ln
563788 MR.Q 蔡依林 m

蔡小虎/龙千玉
蔡小虎/张秀卿

蔡幸娟/李克勤
蔡幸娟/彭伟华



560756 OH OH 蔡依林 oo
978256 蔡依林 pwp
503204 PRETTY PRETTY DAY 蔡依林 ppd
503210 SHOW YOUR LOVE 蔡依林 syl
500122 SURPRISE 蔡依林 s
503215 TAKE IT EASY 蔡依林 tie
503221 THAT'S FUNNY 蔡依林 tf
503233 YOU GOTTA KNOW 蔡依林 ygk
512859 爱情三十六计 蔡依林 aqsslj
512866 爱上了一条街 蔡依林 aslytj
567432 爱无赦 蔡依林 aws
572189 爱引力 蔡依林 ayl
602938 爱引力 蔡依林 ayl
512927 爆米花的味道 蔡依林 bmhdwd
500615 捕手 蔡依林 bs
510226 布拉格广场 蔡依林 blggc
500648 猜想 蔡依林 cx
974062 彩色相片 蔡依林 csxp
506378 唱这首歌 蔡依林 czsg
563532 唇唇欲动 蔡依林 ccyd
972462 大艺术家 蔡依林 dysj
571333 大丈夫 蔡依林 dzf
506514 单身公害 蔡依林 dsgh
500840 倒带 蔡依林 dd
510415 第一次听见 蔡依林 dyctj
506571 第一优先 蔡依林 dyyx
978284 电话皇后 蔡依林 dhhh
560279 独占神话 蔡依林 dzsh
560757 反复记号 蔡依林 ffjh
567738 非卖品 蔡依林 fmp
506755 蔡依林 gedx
513118 感觉你的存在 蔡依林 gjndcz
516268 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 蔡依林 gddrzswsw
564201 乖乖牌 蔡依林 ggp
501099 乖猫 蔡依林 gm
510611 怪我太年轻 蔡依林 gwtnq
571410 惯性背叛 蔡依林 gxbp
500175 嗨 蔡依林 h
501130 海盗 蔡依林 hd
506877 海市蜃楼 蔡依林 hssl
561196 海洋之心 蔡依林 hyzx
560758 好想你 蔡依林 hxn
513176 和世界做邻居 蔡依林 hsjzlj
880809 黑色尤物 蔡依林 hsyw
571533 花蝴蝶 蔡依林 hhd
565038 怀念 蔡依林 hn
880250 即时生效 蔡依林 jssx
510808 假面的告白 蔡依林 jmdgb

play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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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531 假装 蔡依林 jz
572190 降落伞 蔡依林 jls
602939 降落伞 蔡依林 jls
567736 节拍器 蔡依林 jpq
567737 金三角 蔡依林 jsj
504122 就是爱 蔡依林 jsa
563952 开场白 蔡依林 kcb
504149 看紧我 蔡依林 kjw
513271 看我七十二变 蔡依林 kwqseb
501458 空白 蔡依林 kb
504176 快有爱 蔡依林 kya
562022 乐园 蔡依林 ly
567734 冷暴力 蔡依林 lbl
564203 离人节 蔡依林 lrj
977216 旅程 蔡依林 lc
563534 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 mdlbsy
513347 马甲上的绳索 蔡依林 mjsdss
972687 马赛克 蔡依林 msk
880413 美人计 蔡依林 mrj
972997 迷幻 蔡依林 mh
511255 你还爱我吗 蔡依林 nhawm
507772 你快乐吗 蔡依林 nklm
572186 你快乐我内伤 蔡依林 nklwns
602940 你快乐我内伤 蔡依林 nklwns
504483 你是谁 蔡依林 nss
504485 你为何 蔡依林 nwh
516650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蔡依林 nzmlhdsbq
513465 柠檬草的味道 蔡依林 nmcdwd
504495 奴隶船 蔡依林 nlc
567529 怕什么 蔡依林 psm
501797 朋友 蔡依林 py
880251 七上八下 蔡依林 qsbx
507898 骑士精神 蔡依林 qsjs
507980 情不自禁 蔡依林 qbzj
569826 让让 蔡依林 rr
572188 热冬 蔡依林 rd
602941 热冬 蔡依林 rd
567629 日不落 蔡依林 rbl
511511 如果不想要 蔡依林 rgbxy
515907 如果那天你说爱我 蔡依林 rgntnsaw
502046 上街 蔡依林 sj
504698 舍不得 蔡依林 sbd
972609 诗人漫步 蔡依林 srmb
511614 什么样的爱 蔡依林 smyda
974061 十三号星期舞 蔡依林 sshxqw
508256 始作俑者 蔡依林 szyz
571411 耍大牌 蔡依林 sdp
504790 说爱你 蔡依林 san



560760 酸甜 蔡依林 st
508375 所有所有 蔡依林 sysy
575579 台湾的心跳声 蔡依林 twdxts
567735 桃花源 蔡依林 thy
567272 蔡依林 tw
560278 天空 蔡依林 tk
565211 听说爱情回来过 蔡依林 tsaqhlg
571532 妥协 蔡依林 tx
880414 玩爱之徒 蔡依林 wazt
564006 玩美 蔡依林 wm
564806 唯舞独尊 蔡依林 wwdz
973658 我 蔡依林 w
571716 我的依赖 蔡依林 wdyl
508720 我很怕黑 蔡依林 whph
563655 我要的选择 蔡依林 wydxz
515203 我知道你很难过 蔡依林 wzdnhng
880377 无言以对 蔡依林 wyyd
563533 舞娘 蔡依林 wn
512189 消失的城堡 蔡依林 xsdcb
880226 小伤口 蔡依林 xsk
564202 心型圈 蔡依林 xxq
560281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蔡依林 xycdxlsn
560282 野蛮游戏 蔡依林 ymyx
567628 一个人 蔡依林 ygr
512397 一眼就看见 蔡依林 yyjkj
563789 衣服占星术 蔡依林 yfzxs
572187 影舞者 蔡依林 ywz
602942 影舞者 蔡依林 ywz
502788 永恒 蔡依林 yh
502809 由我 蔡依林 yw
571608 愈慢愈美丽 蔡依林 ymyml
972686 栅栏间隙偷窥你 蔡依林 sljxtkn
974984 栅栏间隙偷窥你 蔡依林 sljxtkn
509606 招牌动作 蔡依林 zpdz
56028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蔡依林 zyzybyzy
512669 只有一个你 蔡依林 zyygn
560759 追杀邱比特 蔡依林 zsqbt
563953 最终话 蔡依林 zzh
512799 做一天的你 蔡依林 zytdn
564525 今天你要嫁给我 jtnyjgw
971417 蔡董ㄟ 蔡义德 cd
971414 痴情误一生 蔡义德 cqwys
976235 恩情似海 蔡义德 eqsh
971410 今生最爱你 蔡义德 jszan
971412 恋春风 蔡义德 lcf
974807 认真一定红 蔡义德 rzydh
974812 世间米 蔡义德 sjm
971413 是我的 蔡义德 swd

特务J

蔡依林/陶喆



971411 双喜差一字 蔡义德 sxcyz
976234 天公仔子 蔡义德 tgzz
974806 一粒汗 蔡义德 ylh
971415 粘朝朝 蔡义德 zcc
971418 走去觅 蔡义德 zqm
974826 今生的爱 jsda
974811 心肝子 xgz
975956 倒影 蔡瑛 dy
975955 有无 yw
571188 爱在夕阳 蔡勇 azxy
570693 很想你 蔡勇 hxn
570694 痛个彻底 蔡勇 tgcd
567825 txan
575580 爱赢才会拼 蔡卓妍 aychp
576144 大风暴 蔡卓妍 dfb
576145 往事并不如烟 蔡卓妍 wsbbry
972698 为什么 蔡卓妍 wsm
571103 心如蝶舞 蔡卓妍 xrdw
574433 知己 蔡卓妍 zj
570016 小酒窝 xjw
562746 爱 a
976584 约定 yd
571094 NEED 苍茫 n
571099 爱渐渐消失 苍茫 ajjxs
569750 第一次离别 苍茫 dyclb
571097 懂得寂寞 苍茫 ddjm
571095 假日约会 苍茫 jryh
571096 双狮座 苍茫 ssz
571100 苏醒 苍茫 sx
569825 项链 苍茫 xl
571098 最后的旋律 苍茫 zhdxl
571093 简单的浪漫 jddlm
568524 转转转 藏古西 zzz
569071 我们等待这一天 藏天朔 wmddzyt
564905 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wznylddss
575295 生命站立成树 藏星 smzlcs
506353 草原之夜 cyzy
706353 草原之夜 cyzy
976421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操玥 gcdllkbt
976422 我们的老书记 操玥 wmdlsj
575783 比天空还远 曹方 btkhy
978000 比天空还远 曹方 btkhy
575782 春花秋开 曹方 chqk
575787 风吹过下雨天 曹方 fcgxyt
575785 落单续 曹方 ldx
575780 南澜掌 曹方 nlz
575784 秋凉 曹方 ql
575781 失陪 曹方 sp

蔡义德/陈思安
蔡义德/张政雄

蔡瑛/吴灿涛

太想爱你2007 蔡镇泽/网络歌手

蔡卓妍/林俊杰
蔡卓妍/谢霆锋
蔡昮佑/汪东城

苍茫/许歌

藏娃/网络歌手

藏玉炎/关贵敏
藏玉炎/关贵敏



575786 透明对白 曹方 tmdb
562834 遇见我 曹方 yjw
575779 住在春天 曹方 zzct
978005 最小的海 曹方 zxdh
576067 漫天是我想你的星 曹菲儿 mtswxndx
576068 自己的方向 曹菲儿 zjdfx
576169 让爱凝固在你离开的瞬间 rangznlkd
575256 雨天是放声哭泣的时间 ytsfskqds
574191 爱情的味道 曹芙嘉 aqdwd
574705 等待 曹芙嘉 dd
574706 美丽 曹芙嘉 ml
565592 3-7-20-1 曹格 -
572030 HAPPY DAY 曹格 hd
602943 HAPPY DAY 曹格 hd
568802 SUPER SUNSHINE 曹格 ss
565846 SUPERMAN 曹格 s
602944 SUPERMARKET 曹格 s
572031 曹格 scjsc
562694 SUPERWOMAN 曹格 s
568581 爱爱 曹格 aa
568580 爱到最后一秒也不委屈 曹格 adzhymybw
565593 背叛 曹格 bp
563442 沉默玩具 曹格 cmwj
970201 丑角 曹格 cj
970444 丑角 曹格 cj
569444 吹吹风 曹格 ccf
568389 单数 曹格 ds
563037 姑娘 曹格 gn
563943 刮目相看 曹格 gmxk
974044 荒谬英雄 曹格 hmyx
571834 寂寞先生 曹格 jmxs
901943 惊天动地 曹格 jtdd
565678 两只恋人 曹格 lzlr
568710 妹妹要快乐 曹格 mmykl
569443 你的歌 曹格 ndg
568391 起床歌 曹格 qcg
564873 情人节快乐 曹格 qrjkl
973054 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 曹格 slpwcwzsg
563181 世界唯一的你 曹格 sjwydn
563574 数到五答应我 曹格 sdwdyw
566017 天使忌妒的生活 曹格 tsjddsh
568390 无辜 曹格 wg
974043 无聊男孩 曹格 wlnh
567336 新不了情 曹格 xblq
572032 掌纹 曹格 zw
563443 烛光晚餐 曹格 zgwc
560463 少年 sn
570925 PK p

曹菲儿/铁热沁夫
曹菲儿/秀爱组合

SUPERMARKET超级市场

曹格/光良
曹格/梁静茹



569254 一起飞 yqf
569784 你我 nw
564870 I STILL BELIEVE isb
575208 月儿又弯弯 yeyww
952765 月儿又弯弯 yeyww
565003 梁山伯与茱丽叶 lsbyly
565919 玻璃杯 blb
565105 车站 曹磊 cz
571954 好妹妹 曹磊 hmm
562965 回不来的爱 曹磊 hblda
565762 男人不是没眼泪 曹磊 nrbsmyl
562966 求爱敢死队 曹磊 qagsd
572996 是我的错 曹磊 swdc
504374 媚香楼 曹秀琴 mxl
972608 当我不在你身边 曹轩宾 dwbznsb
571048 好想家 曹轩宾 hxj
970438 可惜不是你 曹轩宾 kxbsn
970862 可惜不是你 曹轩宾 kxbsn
977677 你不在北京 曹轩宾 nbzbj
971698 如果你爱我 曹轩宾 rgnaw
569145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qdydyjkd
880938 谢谢你的温柔 曹雅雯 xxndwr
569948 爱你就该放了你 anjgfln
973116 会呼吸的痛 hhxdt
570469 爱上怎样的人 曹颖 aszydr
570466 嘟嘟娃娃 曹颖 ddww
570468 每一个女人 曹颖 mygnr
570467 女人 曹颖 nr
570465 他他他 曹颖 tt
574707 甜爱 曹颖 ta
506242 玻璃夕阳 曹宇 blxy
706242 玻璃夕阳 曹宇 blxy
880844 玻璃夕阳 曹宇 blxy
573309 中国是我家 zgswj
502491 香菸 草莓救星 xy
500001 ? 草蜢 w
509850 A.E.I.O.U 草蜢 aeiou
503101 BA BA BA 草蜢 bbb
503132 GOODBYE MY LOVE 草蜢 gml
500439 SO SAD 草蜢 ss
503232 YOU ARE EVERYTHING 草蜢 yae
503256 爱不怕 草蜢 abp
514181 爱不怕让你知道 草蜢 abprnzd
505910 爱的鼓励 草蜢 adgl
509942 爱过就可以 草蜢 agjky
709942 爱过就可以 草蜢 agjky
505965 爱过就忘 草蜢 agjw
510006 爱情嘉年华 草蜢 aqjnh

曹格/群星
曹格/魏雪漫
曹格/徐若萱
曹格/杨青倩
曹格/杨青倩
曹格/卓文萱
曹卉娟/网络歌手

曹雪/网络歌手

曹义/网络歌手
曹寅/中国好声音

曹子巍/段丽阳



516215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草蜢 asygbhjdr
510077 暗恋的代价 草蜢 aldjj
503363 半点心 草蜢 bdx
703363 草蜢 bdxg
510113 宝贝对不起 草蜢 bbdbq
710113 宝贝对不起 草蜢 bbdbq
510459 对你爱不完 草蜢 dnabw
710459 对你爱不完 草蜢 dnabw
506906 好梦易醒 草蜢 hmyx
511015 草蜢 layzm
504546 凭什么 草蜢 psm
514888 让你哭红了眼睛 草蜢 rnkhlyj
511485 热情交给我 草蜢 rqjgw
513606 失恋阵线联盟 草蜢 slzxlm
511797 忘情森巴舞 草蜢 wqsbw
505110 我愿意 草蜢 wyy
515246 草蜢 xszsabc
512372 一起手牵手 草蜢 yqsqs
505644 站出来 草蜢 zcl
576136 带你的耳朵去草原 草原兄妹 dndedqcy
576135 富饶 草原兄妹 fr
973072 很想很想说再见 侧田 hxhxszj
974289 你的海 侧田 ndh
500066 HONEY 曾宝仪 h
512901 爱在轻度台风 曾宝仪 azqdtf
500803 存在 曾宝仪 cz
506548 等你道歉 曾宝仪 dndq
504353 没有人 曾宝仪 myr
507792 你说了算 曾宝仪 nsls
513450 你一直存在着 曾宝仪 nyzczz
511538 傻笑的照片 曾宝仪 sxdzp
504671 伤感情 曾宝仪 sgq
514952 少了你该怎么办 曾宝仪 slngzmb
502226 天亮 曾宝仪 tl
504902 天之美 曾宝仪 tzm
511918 我们的童话 曾宝仪 wmdth
511919 我们的颜色 曾宝仪 wmdys
508939 相思河畔 曾宝仪 xshp
502493 想爱 曾宝仪 xa
505531 因为你 曾宝仪 ywn
503016 专注 曾宝仪 zz
512748 最懂得爱你 曾宝仪 zddan
603102 戒不掉你的温柔 曾春年 jbdndwr
901752 戒不掉你的温柔 曾春年 jbdndwr
880830 你到底需要什么 曾春年 nddxysm
575535 最幸福的人 曾春年 zxfdr
575788 摇滚吧山歌 曾辉彬 ygbsg
510503 放飞的风筝 曾剑雄 fdfz

半点心(国)

恋爱预兆MARIO

限时专送ABC



502477 相思 曾剑雄 xs
503741 二泉吟 曾静 eqy
509269 一梦千年 曾静 ymqn
971111 别说我不懂 曾静玟 bswbd
971109 不快乐 曾静玟 bkl
971114 拉拉拉山 曾静玟 llls
971113 姆姆 曾静玟 mm
971110 你怎么看我 曾静玟 nzmkw
971112 前男友 曾静玟 qny
570119 撒娇 曾恺玹 sj
770119 撒娇 曾恺玹 sj
563182 写字 曾来德 xz
575185 贴心人 曾敏 txr
574020 我爱美 曾敏 wam
573154 火柴天堂 曾沛慈 hct
571737 泪了 曾沛慈 ll
974298 数不尽的星空 曾沛慈 sbjdxk
974026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曾沛慈 ygrxzygr
880084 最幸福的人 曾庆年 zxfdr
501525 冷火 曾庆瑜 lh
507470 柳暗花明 曾庆瑜 lahm
504559 七色桥 曾庆瑜 qsq
502470 相见 曾庆瑜 xj
509302 一往情深 曾庆瑜 ywqs
568273 北极光 bjg
508035 秋水伊人 曾时娟 qsyr
512861 爱情外的路人 曾淑勤 aqwdlr
567192 过节的霓虹灯 曾淑勤 gjdnhd
511334 怕黑的孩子 曾淑勤 phdhz
501858 浅滩 曾淑勤 qt
508010 情生意动 曾淑勤 qsyd
504214 老情歌 曾羿 lqg
576069 FOREVER ROAD 曾轶可 fr
574710 白色秋天 曾轶可 bsqt
574711 等我回来 曾轶可 dwhl
576072 电车计划 曾轶可 dcjh
574709 多余的流星 曾轶可 dydlx
576073 还能孩子多久 曾轶可 hnhzdj
973381 荒唐的羊 曾轶可 htdy
57607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曾轶可 nswzhdpy
976526 你幸福我幸福 曾轶可 nxfwxf
952768 师子座 曾轶可 szz
572998 狮子座 曾轶可 szz
576071 勇敢一点 曾轶可 ygyd
572997 最天使 曾轶可 zts
901729 呼唤我 曾昱嘉 hhw
901699 眼泪不够 曾昱嘉 ylbg
901700 疑心病 曾昱嘉 yxb

曾仁郁/郑博夫



566886 这种感觉就是爱 曾之乔 zzgjjsa
571451 刺心 常艾非 cx
567670 世界上最伤心的人 sjszsxdr
506482 打渔杀家 dysj
569057 你在哪里我的爱 常皓然 nznlwda
880182 爱不再美 常健鸿 abzm
571794 玻璃爱 常健鸿 bla
500412 OH BABY 常宽 ob
505861 阿拉木汗 常宽 almh
513063 第一天就爱你 常宽 dytjan
508324 说来说去 常宽 slsq
513653 他们说我不好 常宽 tmswbh
575753 暧昧 常林 am
570354 梦幻五环 mhwh
571633 玛依拉变奏曲 常思思 mylbzq
571632 我爱我的祖国 常思思 wawdzg
571634 邀请全世界 常思思 yqqsj
975542 FUNKY MUSIC fm
573863 如果爱你是我犯的罪 长春虫子 rganswfdz
574064 如果你不爱我就放了我 长春虫子 rgnbawjfl
976008 生生世世在一起 长春虫子 sssszyq
574065 我们不分开好吗 长春虫子 wmbfhm
880325 我受不了你的背叛 长春虫子 wsblndbp
571483 用一生爱你 长春虫子 yysan
569350 爱走了心碎了 azlxsl
568906 动了情伤了心 dlqslx
569349 对你还是放不下 dnhsfbx
569348 如何能把你忘记 rhnbnwj
980109 每天爱你多一些 长宇 mtandyx
561483 超级女声 sg
563357 超级女声 cyzy
563481 超级女声 jgrwx
561484 超级女声 lqjwx
561453 超级女声 qcwq
563482 超级女声 waxt
563420 超级女声 xqc
563353 ckg
561481 kf
563354 c
561482 ansad
563418 kwqseb
562129 宠物精灵 cwjl
561407 byzhpjm
563321 thh
568675 西班牙野玫瑰 xbyymg
768675 西班牙野玫瑰 xbyymg
566702 单飞 df
563479 cn

常艾非/网络歌手
常东/徐潇玲

常石磊/倪亚丰

常颖/中国好声音

长春虫子/网络歌手
长春虫子/网络歌手
长春虫子/网络歌手
长春虫子/网络歌手

SUPER GIRLS(欣赏版)
彩云追月(欣赏版)
劲歌热舞秀(欣赏版)
龙拳劲舞秀(欣赏版)
青春舞曲(欣赏版)
我爱夏天(欣赏版)
向前冲(欣赏版)
超快感(欣赏版) 超级女声/陈嘉琦
空房间(欣赏版) 超级女声/陈嘉琪
CAPPUCCINO(欣赏版) 超级女声/陈西贝
爱你所爱的(欣赏版) 超级女声/陈西贝
看我七十二变(欣赏版) 超级女声/陈西贝

超级女声/邓倩媛
不要再害怕寂寞(欣赏版) 超级女声/丁叮
天黑黑(欣赏版) 超级女声/丁叮

超级女声/韩真真
超级女声/韩真真
超级女声/胡灵

刺鸟(欣赏版) 超级女声/黄雅莉



563480 ds
563355 frx
563419 orl
563356 spl
563349 fdgg
564441 涂鸦 ty
563348 ylzs
563478 dnhl
563413 zzj
563416 rmdm
563344 wtjwn
566448 提线木偶 txmo
562128 飞 f
562127 美雪 mx
563323 fa
563471 ywd
568337 爱。的光 adg
568338 蝶 d
569158 如果我没有爱过 rgwmyag
565933 神鹰传说 sycs
566607 雪落下的声音 xlxdsy
568336 做错 zc
568046 SHOW ME YOUR LOVE smyl
561432 byj
561478 sjx
569361 爱自己 azj
564754 那年夏天 nnxt
567093 我最响亮 wzxl
569360 夏天的味道 xtdwd
563324 trxan
563472 wsbsnztad
563407 zqr
563339 byg
563412 bywdsg
563338 hmr
563340 lsy
563476 mldyt
564753 爱得太多 adtd
764753 爱得太多 adtd
563417 tszslk
561479 我的左手旁边是你的右手 wdzspbsnd
563350 ymyx
563352 wyy
563351 yy
561480 bxgh
563477 qsndwr
561461 a
561464 bjys

懂事(欣赏版) 超级女声/黄雅莉
发如雪(欣赏版) 超级女声/黄雅莉
欧若拉(欣赏版) 超级女声/黄雅莉
杀破狼(欣赏版) 超级女声/黄雅莉
飞的更高(欣赏版) 超级女声/纪敏佳

超级女声/纪敏佳
月亮之上(欣赏版) 超级女声/纪敏佳
等你回来(欣赏版) 超级女声/李娜
找自己(欣赏版) 超级女声/李娜
让梦冬眠(欣赏版) 超级女声/林爽
无条件为你(欣赏版) 超级女声/林爽

超级女声/刘力扬
超级女声/潘蓉
超级女声/潘蓉

FLY AWAY(欣赏版) 超级女声/佘曼妮
燕尾蝶(欣赏版) 超级女声/佘曼妮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谭维维
超级女声/王缇

白羊纪(欣赏版) 超级女声/夏颖
水晶鞋(欣赏版) 超级女声/谢雅雯

超级女声/许飞
超级女声/许飞
超级女声/许飞
超级女声/许飞

突然想爱你(欣赏版) 超级女声/叶一茜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欣赏版) 超级女声/叶一茜
真情人(欣赏版) 超级女声/叶一茜
白月光(欣赏版) 超级女声/易慧
被遗忘的时光(欣赏版) 超级女声/易慧
火美人(欣赏版) 超级女声/易慧
蓝色雨(欣赏版) 超级女声/易慧
美丽的一天(欣赏版) 超级女声/易慧

超级女声/张亚飞
超级女声/张亚飞

天使暂时离开(欣赏版) 超级女声/赵静怡
超级女声/赵静怡

野蛮游戏(欣赏版) 超级女声/赵静怡
我愿意(欣赏版) 超级女声/郑靖文
寓言(欣赏版) 超级女声/郑靖文
八仙过海(欣赏版) 超级女声/郑静雯
恰似你的温柔(欣赏版) 超级女声/朱妍
爱(欣赏版) 超级女声/总决选
颁奖仪式(欣赏版) 超级女声/总决选



561458 bgylpsl
561459 gzdc
561450 xcjc
570316 美梦成真 超级偶像 mmcz
603182 等什么 超克 dsm
571847 大青春 dqc
563524 爱神的箭 超口爱乐团 asdj
565302 碎心电话亭 超仁 sxdht
976541 一路发威 超有种 ylfw
880889 比翼蝶 潮潮 byd
880890 将进酒 潮潮 jjj
571287 我是真的想好好爱你 潮峰 wszdxhhan
880135 最爱的女人伤我最深 潮峰 zadnrswzs
569159 我以为你是流过泪的人 车继铃 wywnslgld
51680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车继铃 zydnswzjd
71680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车继铃 zydnswzjd
568530 YESTERDAY 车静子 y
768530 YESTERDAY 车静子 y
568531 其实我很在乎你 车静子 qswhzhn
768531 其实我很在乎你 车静子 qswhzhn
568532 千千吻 车静子 qqw
768532 千千吻 车静子 qqw
500211 梦 车仁表 m
570395 爱你到永久 车辙 andyj
880447 我的泪是你不了解的伤悲 车辙 wdlsnbljd
576065 给我一个不爱的理由 晨熙 gwygbadly
880812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沉超 fqdcymqdh
901845 爱你伤了我自己 沉世爱 anslwzj
901509 两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睡 沉世爱 lgrdsjygr
902015 我为歌狂 沉世爱 wwgk
501759 凝望 陈百强 nw
502532 小芳 陈百祥 xf
975958 我会忘了你 陈宝欣 whwln
975957 依然爱你 陈宝欣 yran
570252 离开我你会快乐吗 陈柏辰 lkwnhklm
503423 别难过 陈柏霖 bng
970763 我不会喜欢你 陈柏霖 wbhxhn
565055 猜心 陈柏圻 cx
565054 没有人的地方 陈柏圻 myrddf
564523 伤心乐伤心 陈柏圻 sxlsx
564524 无所谓 陈柏圻 wsw
507857 陪你狂乱 陈柏全 pnkl
514000 一字爱一字恨 陈柏全 yzayzh
602945 I Will Be Loving You 陈柏宇 iwbly
574959 感情课 陈柏宇 gqk
566867 坚强 陈柏宇 jq
574960 秘密 陈柏宇 mm
602946 你瞒我瞒 陈柏宇 nmwm

半个月亮爬上来(欣赏版) 超级女声/总决选
观众点唱(欣赏版) 超级女声/总决选
想唱就唱(欣赏版) 超级女声/总决选

超克7



974341 让子弹飞 陈柏宇 rzdf
766756 陈超 fc
566756 fc
565641 香水有毒 xsyd
568542 听窗外的风铃 陈辰 tcwdfl
567374 如果下一秒 rgxym
602947 姑娘 陈楚生 gn
575925 绿动 陈楚生 ld
574964 某某 陈楚生 mm
574961 奇幻之旅 陈楚生 qhzl
572844 且听风吟 陈楚生 qtfy
978286 容颜 陈楚生 ry
574963 我不是我自己 陈楚生 wbswzj
97620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陈楚生 wzdnlwby
574962 想哭 陈楚生 xk
573576 一个人唱情歌 陈楚生 ygrcqg
571110 一个人的冬天 陈楚生 ygrddt
971637 瘾 陈楚生 y
570718 原来的我 陈楚生 yldw
973093 经过 jg
569441 凤凰花儿开 fhhek
567830 姑娘 gn
566755 有没有人告诉你 ymyrgsn
568343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ylwyzdbgd
570253 倾国倾城 qgqc
503840 恭喜你 gxn
513727 我爱你爱好多 陈德容 wanahd
505619 在一起 陈德容 zyq
570249 沙子 陈德志 sz
569744 错 c
976139 SO GOOD 陈芳语 sg
971537 爱你 陈芳语 an
971602 星际旅行 xjlh
503385 抱紧我 陈妃平 bjw
503641 大雪天 陈妃平 dxt
563362 淡妆 陈妃平 dz
572169 剑侠情 陈妃平 jxq
602948 剑侠情 陈妃平 jxq
513392 那就好好过吧 陈妃平 njhhgb
514800 你是泥土我是水 陈妃平 nsntwss
504540 平安歌 陈妃平 pag
508711 我等着你 陈妃平 wdzn
515274 想一个人多么苦 陈妃平 xygrdmk
563928 雪精灵 陈妃平 xjl
515326 阳光灿烂的日子 陈妃平 ygcldrz
715326 阳光灿烂的日子 陈妃平 ygcldrz
515403 永远到底有多远 陈妃平 yyddydy
508313 水晶之恋 sjzl

非常2007
非常2007 陈超/网络歌手

陈超/网络歌手

陈辰/网络歌手

陈楚生/何洁
陈楚生/快乐男声
陈楚生/快乐男声
陈楚生/快乐男声
陈楚生/快乐男声
陈楚生/齐秦
陈闯/周亮

陈德志/网络歌手

陈芳语/戴爱玲

陈妃平/捞仔



708313 水晶之恋 sjzl
573241 不再为谁流眼泪 陈飞彤 bzwslyl
566488 分手的理由 fsdly
507354 兰闺寂寂 陈芬兰 lgjj
569759 别说我笨 陈凤 bswb
573731 水袖 sx
972454 谢谢你 陈冠锋 xxn
500597 别说 陈冠蒲 bs
506902 好聚好散 陈冠蒲 hjhs
507221 就让你走 陈冠蒲 jrnz
566926 蓝眼泪 陈冠蒲 lyl
502178 太多 陈冠蒲 td
504852 太孤单 陈冠蒲 tgd
505493 一个人 陈冠蒲 ygr
976603 雾雾滴 wwd
566837 ACT LIKE U KNOW 陈冠希 aluk
500013 ANGEL 陈冠希 a
503104 BE MY BABY 陈冠希 bmb
901665 陈冠希 icfwky
505809 I NEVER TOLD YOU 陈冠希 inty
901993 man in the mirr 陈冠希 mitm
901666 mr 陈冠希 m
901994 陈冠希 rpt
561496 SORRY 陈冠希 s
506381 超速游戏 陈冠希 csyx
500862 电话 陈冠希 dh
506756 感觉怪怪 陈冠希 gjgg
501097 故意 陈冠希 gy
566523 记得我吗 陈冠希 jdwm
501364 解渴 陈冠希 jk
504156 看着我 陈冠希 kzw
511278 你让我失眠 陈冠希 nrwsm
511386 欠了你的爱 陈冠希 qlnda
508360 酸酸甜甜 陈冠希 sst
508914 夏夜神话 陈冠希 xysh
502728 夜风 陈冠希 yf
566567 不可能 bkn
506550 等你点头 陈国华 dndt
573864 分岔路 陈国华 fcl
507728 你不爱我 陈国华 nbaw
573728 为你写一首幸福的歌 陈国华 wnxysxfdg
516151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陈国华 yytwmdhl
574493 不要不快乐 陈国宁 bybkl
574495 恋爱的季节 陈国宁 ladjj
574494 你的影子 陈国宁 ndyz
574496 生日快乐 陈国宁 srkl
574492 一世情 陈国宁 ysq
971347 YOU ARE MY BABY yamb

陈妃平/捞仔

陈飞彤/网络歌手

陈钢/杨阳

陈冠玮/梅东生

i can fly我可以

running 跑逃

陈冠希/陈奂仁

陈汉典/倪安东



574498 爱就爱 陈好 aja
569095 不用说出口的 陈好 bysckd
566927 分手后的夜 陈好 fshdy
562873 风吹草动 陈好 fccd
573573 公主复仇记 陈好 gzfcj
510809 假装不在意 陈好 jzbzy
573729 跑在最前头 陈好 pzzqt
576174 台风 陈好 tf
569480 我在世界这头想念你 陈好 wzsjztxnn
573574 幸好 陈好 xh
505971 爱海滔滔 陈浩民 aht
971523 擦心而过 陈浩民 cxeg
567962 对不起请原谅我 陈浩民 dbqqylw
501709 默契 陈浩民 mq
567536 男人最痛 陈浩民 nrzt
567631 完美飞行 陈浩民 wmfx
976592 我爱你 陈浩民 wan
567535 我愿为你赴汤蹈火 陈浩民 wywnftdh
567534 当爱不在我身边 dabzwsb
508925 相爱太难 xatn
572354 祝福以后 zfyh
974342 傻瓜傻瓜 陈赫 sgsg
510251 常回家看看 陈红 chjkk
503558 春光美 陈红 cgm
500865 蝶舞 陈红 dw
510599 古老的故事 陈红 gldgs
506896 好好工作 陈红 hhgz
507216 旧梦重圆 陈红 jmcy
500236 颂 陈红 s
516004 我的未来你放心吗 陈红 wdwlnfxm
508904 喜乐年华 陈红 xlnh
508995 潇洒女兵 陈红 xsnb
505319 小桃红 陈红 xth
505591 原乡人 陈红 yxr
516791 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 陈红 zycwszdlx
509704 中国版图 陈红 zgbt
515582 最近心情好不好 陈红 zjxqhbh
513163 好年头好兆头 hnedbz
569063 乒乓球飞起来 ppqfql
512694 中华我的家 zhwdj
515538 志在宝岛创新业 陈红浪 zzbdcxy
973828 毛毛虫 陈奂仁 mmc
973829 矛盾 陈奂仁 md
880520 一步一步爱 ybyba
516592 何日里拨开鸟云雪沉冤 陈辉玲 hrlbknyxc
511194 穆桂英挂帅 陈辉玲 mgygs
509853 BOY I THINK OF YOU 陈慧琳 bitoy
563484 SAY YOU LOVE ME 陈慧琳 sylm

陈浩民/马梓涵
陈浩民/钟汶
陈皓恩/周吉佩

陈红/景岗山
陈红/王涛
陈红/张媛媛

陈奂仁/郑秀文



763484 SAY YOU LOVE ME 陈慧琳 sylm
500119 SUGAR 陈慧琳 s
505908 爱的感觉 陈慧琳 adgj
705908 爱的感觉 陈慧琳 adgj
505958 爱的自由 陈慧琳 adzy
509916 爱得不一样 陈慧琳 adbyy
505995 爱你爱的 陈慧琳 anad
509985 爱情的冬天 陈慧琳 aqddt
506032 爱情来了 陈慧琳 aqll
575605 爱情天使的一面 陈慧琳 aqtsdym
510029 爱上一个人 陈慧琳 asygr
506090 爱我不爱 陈慧琳 awba
503449 不得了 陈慧琳 bdl
506281 不如跳舞 陈慧琳 brtw
706281 不如跳舞 陈慧琳 brtw
510213 不要说抱歉 陈慧琳 bysbq
506309 不愿为你 陈慧琳 bywn
706309 不愿为你 陈慧琳 bywn
513002 崇拜我羡慕你 陈慧琳 cbwxmn
713002 崇拜我羡慕你 陈慧琳 cbwxmn
513006 触不到的恋人 陈慧琳 cbddlr
561519 穿越时空遇见你 陈慧琳 cyskyjn
503590 打呵欠 陈慧琳 dhq
561518 短消息 陈慧琳 dxx
505953 对你太在乎 陈慧琳 dntzh
564994 烦恼配方 陈慧琳 fnpf
506659 放不开手 陈慧琳 fbks
506666 放轻一点 陈慧琳 fqyd
500962 飞吧 陈慧琳 fb
510545 感觉多么美 陈慧琳 gjdmm
503889 好地方 陈慧琳 hdf
504055 记事本 陈慧琳 jsb
561511 今生你作伴 陈慧琳 jsnzb
501460 空白 陈慧琳 kb
504251 两个人 陈慧琳 lgr
561510 两个世界 陈慧琳 lgsj
504262 零距离 陈慧琳 ljl
562137 美丽的新娘 陈慧琳 mldxn
507733 你不一样 陈慧琳 nbyy
574956 你让我懂 陈慧琳 nrwd
513428 你若是真爱我 陈慧琳 nrszaw
561512 你太冷静 陈慧琳 ntlj
507860 陪我失眠 陈慧琳 pwsm
976046 七色梦想 陈慧琳 qsmx
501872 青鸟 陈慧琳 qn
507979 情不自禁 陈慧琳 qbzj
511445 邱比特笑了 陈慧琳 qbtxl
504642 三秒钟 陈慧琳 smz



562136 杀掉旧名单 陈慧琳 sdjmd
511554 闪亮每一天 陈慧琳 slmyt
504762 谁爱过 陈慧琳 sag
508285 是我不好 陈慧琳 swbh
502099 释放 陈慧琳 sf
513628 数到三就不哭 陈慧琳 sdsjbk
502143 说谎 陈慧琳 sh
511669 说你不爱我 陈慧琳 snbaw
561515 思念 陈慧琳 sn
518460 随身听 陈慧琳 sst
561520 糖衣与巧克力 陈慧琳 tyyqkl
502206 体会 陈慧琳 th
508442 天脉传奇 陈慧琳 tmcq
508541 完美情人 陈慧琳 wmqr
574957 微光 陈慧琳 wg
511807 为爱放心上 陈慧琳 wafxs
511831 喂有人在吗 陈慧琳 wyrzm
505023 我不管 陈慧琳 wbg
508674 我不以为 陈慧琳 wbyw
511920 我们都爱你 陈慧琳 wmdan
511939 我是你的谁 陈慧琳 wsnds
711939 我是你的谁 陈慧琳 wsnds
561516 我是阳光的 陈慧琳 wsygd
511976 我要的是你 陈慧琳 wydsn
513813 我要的只是爱 陈慧琳 wydzsa
561513 陈慧琳 xwg
509030 心不设防 陈慧琳 xbsf
509048 心口不一 陈慧琳 xkby
574505 幸福的快车 陈慧琳 xfdkc
505411 薰衣草 陈慧琳 xyc
516772 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的事 陈慧琳 ygnrygnrd
566127 隐瞒 陈慧琳 ym
575336 永远的福气 陈慧琳 yydfq
509566 再也不愿 陈慧琳 zyby
512675 至少还有你 陈慧琳 zshyn
561711 自由 陈慧琳 zy
509803 走在前面 陈慧琳 zzqm
503395 北极雪 bjx
569015 随梦而飞 smef
515612 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asygsdlx
575588 望爱 wa
560982 再见北极雪 zjbjx
509699 制造浪漫 zzlm
561509 你是谁 陈慧姗 nss
561892 有缘人 陈慧姗 yyr
513531 让我抱着你哭 陈慧娴 rwbznk
516050 我也有懦弱的时候 陈慧娴 wyynrdsh
512226 谢谢你的爱 陈慧娴 xxnda

希望(国)

陈慧琳/冯德伦
陈慧琳/黎明
陈慧琳/李泉
陈慧琳/谭咏麟
陈慧琳/小刚
陈慧琳/郑中基



512234 心就要飞了 陈慧娴 xjyfl
971294 陪我好不好 pwhbh
973835 明明就 陈佳喆 mmj
976067 我就是我 陈嘉桦 wjsw
500321 FEEL GOOD 陈嘉唯 fg
500349 HEY BOY 陈嘉唯 hb
512813 陈嘉唯 iwtndh
570771 SHOPPING 陈嘉唯 s
570571 爱的奇迹 陈嘉唯 adqj
506158 半罐可乐 陈嘉唯 bgkl
575920 离线留言 陈嘉唯 lxly
562134 我等的人会是谁 陈嘉唯 wddrhss
570570 幸福导航 陈嘉唯 xfdh
514018 游过来游过去 陈嘉唯 yglygq
505684 蜘蛛网 陈嘉唯 zzw
506486 大地情怀 陈建年 ddqh
511927 我们是同胞 陈建年 wmstb
564388 想你一切都好 陈建年 xnyqdh
573730 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陈娇 wadnrblx
880247 宝贝 陈杰瑞 bb
880248 为你湿的泪 陈杰瑞 wnsdl
880274 我不相信 陈杰瑞 wbxx
900274 我不相信 陈杰瑞 wbxx
569679 陈洁丽 bywdsgwyy
569678 胆小鬼 陈洁丽 dxg
569677 绿色的旋律 陈洁丽 lsdxl
569672 梦想天堂 陈洁丽 mxt
569671 情非得已 陈洁丽 qfdy
569664 伤痕 陈洁丽 sh
569663 上弦月 陈洁丽 sxy
569669 天涯歌女 陈洁丽 tygn
569676 相思河畔 陈洁丽 xshp
500036 DREAMS 陈洁仪 d
500527 拔河 陈洁仪 bh
506199 逼的太紧 陈洁仪 bdtj
500589 变天 陈洁仪 bt
510141 别让我恨你 陈洁仪 brwhn
500833 担心 陈洁仪 dx
563486 得寸进尺 陈洁仪 dcjc
500881 懂得 陈洁仪 dd
501618 罗拉 陈洁仪 ll
507685 那天那夜 陈洁仪 ntny
501742 你酷 陈洁仪 nk
501877 轻佻 陈洁仪 qt
508118 入戏太深 陈洁仪 rxts
508166 伤了和气 陈洁仪 slhq
502043 伤心 陈洁仪 sx
511684 他不适合你 陈洁仪 tbshn

陈佳薪/张智成

I WILL听你的话

被遗忘的时光+我愿意



511714 天冷就回来 陈洁仪 tljhl
502297 拖鞋 陈洁仪 tx
505015 我爱你 陈洁仪 wan
512018 我真的爱错 陈洁仪 wzdan
505199 喜欢你 陈洁仪 xhn
505218 限制级 陈洁仪 xzj
513894 像男孩的男人 陈洁仪 xnhdnr
978365 心动 陈洁仪 xd
978738 心动 陈洁仪 xd
978739 心如刀割 陈洁仪 xrdg
502585 心痛 陈洁仪 xt
502654 炫耀 陈洁仪 xy
515370 一个人的圆舞曲 陈洁仪 ygrdywq
562515 珍重 陈洁仪 zz
509685 只哭一天 陈洁仪 zkyt
560346 终于忘记了你的生日 陈洁仪 zywjlndsr
515302 心会跟爱一起走 xhgayqz
506214 变了真心 blzx
514786 你可知道我爱谁 陈金 nkzdwas
508594 为爱高歌 陈金 wagg
506200 逼上梁山 陈劲 bsls
566933 情人的眼泪 陈静允 qrdyl
901506 分手的黑夜 陈久霖 fsdhy
901872 给我个痛快 陈娟儿 gwgtk
575092 错错错 ccc
511052 龙灯舞起来 陈俊华 ldwql
507677 牧羊姑娘 陈俊华 mygn
707677 牧羊姑娘 陈俊华 mygn
515133 我的真心没有罪 陈俊廷 wdzxmyz
560347 你说 陈科妤 ns
566179 淡淡忧郁 陈坤 ddyy
574942 琥珀 陈坤 hp
564456 幻觉 陈坤 hj
574944 镜子 陈坤 jz
566180 轮回的天使 陈坤 lhdts
560335 逆行列车 陈坤 nxlc
574943 蔷薇刑 陈坤 qwx
566178 太认真 陈坤 trz
505417 烟花火 陈坤 yhh
505593 月半弯 陈坤 ybw
566177 再一次实现 陈坤 zycsx
569764 争霸 陈坤 zb
981468 光辉岁月 陈乐基 ghsy
974993 妈妈的皱纹 陈雷 mmdzw
974994 庆团圆 陈雷 qty
972999 有你人生才美丽 陈雷 ynrscml
572851 爱情左右 陈黎明 aqzy
572845 不该相遇的人 陈黎明 bgxydr

陈洁仪/郭峰
陈洁仪/潘协庆

陈娟儿/六哲



573048 不敢爱你 陈黎明 bgan
573470 独唱伤悲 陈黎明 dcsb
572848 华少 陈黎明 hs
572171 慢慢长大 陈黎明 mmzd
602949 慢慢长大 陈黎明 mmzd
572846 你是我一杯橙汁 陈黎明 nswybcz
572847 十年路 陈黎明 snl
572850 我不是故意要那么像他 陈黎明 wbsgyynmx
576179 心声 陈黎明 xs
572849 心碎 陈黎明 xs
572852 用心 陈黎明 yx
973484 原来你喜欢的是他 陈黎明 ylnxhdst
974991 片刻绮想 陈俐安 pkqx
504942 枉凝眉 陈力 wnm
507787 你是我的 陈立强 nswd
515991 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陈立强 wansgzsj
973836 抢头帕 陈笠笠 qtp
979737 历历万乡 陈粒 llwx
979733 没完 陈粒 mw
979739 妙龄童 陈粒 mlt
979738 奇妙能力歌 陈粒 qmnlg
981309 小半 陈粒 xb
981461 性空山 陈粒 xks
981321 远辰 陈粒 yc
979740 走马 陈粒 zm
565924 挽留 wl
510391 等待的方向 陈亮吟 dddfx
562139 13131 陈琳 ysysy
500340 GREAT DAY 陈琳 gd
505982 爱就爱了 陈琳 ajal
506060 爱人危险 陈琳 arwx
500507 爱心 陈琳 ax
510115 抱紧我别走 陈琳 bjwbz
500587 变脸 陈琳 bl
506224 别怕有我 陈琳 bpyw
510198 不想骗自己 陈琳 bxpzj
564591 大话爱情 陈琳 dhaq
501045 感受 陈琳 gs
510724 还是你最好 陈琳 hsnzh
510630 害怕爱上你 陈琳 hpasn
501154 喝彩 陈琳 hc
507000 花样年华 陈琳 hynh
507525 满天风雪 陈琳 mtfx
562611 没收你的爱 陈琳 msnda
516337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陈琳 ndrqwyybd
501769 女人 陈琳 nr
701769 女人 陈琳 nr
501808 陈琳 ph

陈亮/网络歌手

平衡(欣赏版)



511399 青菜鸡蛋面 陈琳 qcjdm
513509 请别再说爱我 陈琳 qbzsaw
513524 让你想不明白 陈琳 rnxbmb
502058 深绿 陈琳 sl
511603 十二种颜色 陈琳 sezys
562193 天使的选择 陈琳 tsdxz
513769 我还是挑我的 陈琳 whstwd
508753 我挑我的 陈琳 wtwd
516057 我在飞却飞得好累 陈琳 wzfqfdhl
502725 叶子 陈琳 yz
561557 雨夜 陈琳 yy
509593 展翅高飞 陈琳 zcgf
509778 紫色唇膏 陈琳 zscg
503061 走开 陈琳 zk
512749 最好的朋友 陈琳 zhdpy
508209 生日心愿 srxy
505758 走西口 zxk
705758 走西口 zxk
513318 两个人的世界 lgrdsj
976612 当爱只剩下期待 陈零九 dazsxqd
976485 没什么，只是有些话 陈零九 msmzsyxh
976611 已读不回 陈零九 ydbh
511081 漫步人生路 陈龙 mbrsl
972411 爱的回归线 adhgx
972677 爱的回归线 adhgx
510652 何必去烧香 陈美娥 hbqsx
573046 在我心里有个你 陈美惠 zwxlygn
971742 没有彩排的人生 mycpdrs
506157 半个月亮 陈明 bgyl
514288 捕捉爱情的女人 陈明 bzaqdnr
512581 曾经快乐过 陈明 cjklg
514381 灯火阑栅处有你 陈明 dhlscyn
506546 等你爱我 陈明 dnaw
706546 等你爱我 陈明 dnaw
506730 浮世英雄 陈明 fsyx
506955 红颜知己 陈明 hyzj
515728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陈明 jmrwrcml
501415 聚首 陈明 js
507318 快乐老家 陈明 kllj
508061 让爱自由 陈明 razy
504667 珊瑚颂 陈明 shs
508410 桃之夭夭 陈明 tzyy
508469 天涯歌女 陈明 tygn
504932 万花筒 陈明 wht
511790 忘不了的雪 陈明 wbldx
502349 为你 陈明 wn
702349 为你 陈明 wn
511937 我是你的梦 陈明 wsndm

陈琳/黑豹
陈琳/孟新洋
陈琳/孟新洋
陈琳/杨坤

陈每文/陈韵若
陈每文/陈韵若

陈妙权/刘伟



511986 我要找到你 陈明 wyzdn
505122 我在飞 陈明 wzf
508829 无忧无虑 陈明 wywl
512070 午夜的时候 陈明 wydsh
508917 仙乐飘飘 陈明 xlpp
516453 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 陈明 xxnzhbwgd
513881 陈明 xnndyw
974446 新不了情 陈明 xblq
502628 幸福 陈明 xf
502655 学飞 陈明 xf
505471 夜玫瑰 陈明 ymg
512515 远空的呼唤 陈明 ykdhh
505666 珍珠泪 陈明 zzl
516186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陈明 zzndmzrm
514796 你是爱情的原因 nsaqdyy
511774 弯弯的月亮 wwdyl
512905 奥林匹克之光 alpkzg
974340 当我想你的时候 dwxndsh
974305 等你爱我 dnaw
974375 qrdylsnsy
974551 听说爱情回来过 tsaqhlg
564252 爱到如今 陈明真 adrj
516226 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 陈明真 aygrshkds
506150 百万个吻 陈明真 bwgw
510114 宝贝我的心 陈明真 bbwdx
506188 背叛的舞 陈明真 bpdw
500572 背心 陈明真 bx
510132 变心的翅膀 陈明真 bxdcb
514355 大红灯笼高高挂 陈明真 dhdlggg
515661 当女孩有时真无奈 陈明真 dnhyszwn
516258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陈明真 dnlznmhdr
501287 火花 陈明真 hh
515765 离我最远的人是你 陈明真 lwzydrsn
501565 两个 陈明真 lg
515866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 陈明真 nzjszmhs
514820 念念不忘的情人 陈明真 nnbwdqr
501924 情债 陈明真 qz
501973 让步 陈明真 rb
564251 如果你真的爱我 陈明真 rgnzdaw
564250 伤心男人 陈明真 sxnr
516402 偷偷等待你送的玫瑰 陈明真 tddnsdmg
513713 为爱笑着流泪 陈明真 waxzll
516712 我不是轻易放下感情的人 陈明真 wbsqyfxgq
516442 我想我不会真的变坏 陈明真 wxwbhzdbh
516447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陈明真 wyzjdfsan
716447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陈明真 wyzjdfsan
516112 眼泪不再为你而流 陈明真 ylbzwnel
509475 雨过天晴 陈明真 ygtq

想念你的夜晚(欣赏版)

陈明/林志炫
陈明/林志炫
陈明/满文军
陈明/我是歌手
陈明/我是歌手

情人的眼泪+思念是一种病 陈明/我是歌手
陈明/我是歌手



564344 再见不是最伤感的话 陈明真 zjbszsgdh
505728 抓兔子 陈明真 ztz
564345 昨天以前 陈明真 ztyq
514238 爱在星光灿烂时 azxgcls
512586 战争与和平 zzyhp
516523 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 aygrdyasg
572310 陈乃荣 xsf
603183 陈乃荣 xsf
572311 PARADISE 陈乃荣 p
603184 PARADISE 陈乃荣 p
572312 不再 陈乃荣 bz
603185 不再 陈乃荣 bz
974814 春 陈乃荣 c
973588 听见 陈乃荣 tj
974813 同种异类 陈乃荣 tzyl
572313 召唤兽 陈乃荣 zhs
603186 召唤兽 陈乃荣 zhs
974862 只想抱着你 陈乃荣 zxbzn
972855 终于 陈乃荣 zy
427156 吃面条 cmt
427157 拍电影 pdy
426487 王爷邮差 wyyc
427158 羊肉串 yrc
427155 主角与配角 zjypj
573047 你是谁 陈鹏 nss
769151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陈鹏 wcszandr
570680 眼泪为你流 陈鹏 ylwnl
570382 走过路过别错过 陈鹏 zglgbcg
569151 wcszandr
506928 贺后骂殿 陈琪 hhmd
508201 审头刺汤 陈琪 stct
973754 兰州姑娘 陈启泰 lzgn
514165 1234567 陈绮真 yesswlq
566394 AFTER 17 陈绮贞 a
561714 SELF 陈绮贞 s
562095 表面的和平 陈绮贞 bmdhp
500847 等待 陈绮贞 dd
561238 腐朽 陈绮贞 fx
503823 告诉我 陈绮贞 gsw
561158 孩子 陈绮贞 hz
510722 还是会寂寞 陈绮贞 hshjm
510661 和你在一起 陈绮贞 hnzyq
562565 花的姿态 陈绮贞 hdzt
566395 华丽的冒险 陈绮贞 hldmx
504037 会不会 陈绮贞 hbh
504047 吉他手 陈绮贞 jts
501298 嫉妒 陈绮贞 jd
562770 静静的生活 陈绮贞 jjdsh

陈明真/黄日华
陈明真/邰正宵
陈明真/佚名

24小时疯狂
24小时疯狂

陈佩斯/朱时茂
陈佩斯/朱时茂
陈佩斯/朱时茂
陈佩斯/朱时茂
陈佩斯/朱时茂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2008 陈鹏/网络歌手



561157 九份的咖啡店 陈绮贞 jfdkfd
560349 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 陈绮贞 jsqsjywwd
571220 距离 陈绮贞 jl
561558 旅行的意义 陈绮贞 lxdyy
560350 陈绮贞 mg
576178 每天都是一种练习 陈绮贞 mtdsyzlx
566396 女明星 陈绮贞 nmx
511472 让我想一想 陈绮贞 rwxyx
571133 手的预言 陈绮贞 sdyy
504851 太聪明 陈绮贞 tcm
561605 太多 陈绮贞 td
570976 太阳 陈绮贞 ty
513659 躺在你的衣柜 陈绮贞 tzndyg
516002 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陈绮贞 wdjawkjy
566397 我亲爱的偏执狂 陈绮贞 wqadpzk
571219 下个星期去英国 陈绮贞 xgxqqyg
508997 小步舞曲 陈绮贞 xbwq
515361 一二三四五六七 陈绮贞 yesswlq
571134 鱼 陈绮贞 y
512504 雨天的尾巴 陈绮贞 ytdwb
509545 越洋电话 陈绮贞 yydh
562564 最初的起点 陈绮贞 zcdqd
503483 不应该 陈倩倩 byg
562871 见爱就躲 陈倩倩 jajd
562610 每天每夜 陈倩倩 mtmy
562870 秋千 陈倩倩 qq
502140 说爱 陈倩倩 sa
562869 无拘无束 陈倩倩 wjws
509138 幸福每天 陈倩倩 xfmt
502778 婴儿 陈倩倩 ye
565121 蓝颜知己 lyzj
567283 其实你懂我 陈乔恩 qsndw
971633 喜欢孤独 陈乔恩 xhgd
566949 再次相信 zcxx
565169 偶然 陈秋霞 or
565341 知音知心 zyzx
565214 放飞梦想 fmx
506841 故园之恋 陈汝佳 gyzl
511770 外面的世界 陈汝佳 wmdsj
505076 我祈祷 陈汝佳 wqd
512252 心中的安妮 陈汝佳 xzdan
568541 爱的迷雾 陈瑞 admw
768541 爱的迷雾 陈瑞 admw
573045 爱你我会幸福吗 陈瑞 anwhxfm
566608 白狐 陈瑞 bh
568053 白狐新版 陈瑞 bhxb
567099 陈瑞 bhzd
567224 白狐之慢摇 陈瑞 bhzmy

慢歌3

陈倩倩/郭亮

陈乔恩/明道

陈秋霞/黄韵玲
陈秋霞/谭咏麟

白狐之DJ



901826 不要对爱说抱歉 陈瑞 bydasbq
569681 曾经是我最爱的人 陈瑞 cjswzadr
575339 尘埃里的花 陈瑞 caldh
880443 等待 陈瑞 dd
567373 陈瑞 dydcs
569375 回忆 陈瑞 hy
568347 蓝颜知己 陈瑞 lyzj
576568 老地方的雨 陈瑞 ldfdy
570720 离开你并非是我愿意 陈瑞 lknbfswyy
574272 恋花 陈瑞 lh
576567 没有 陈瑞 my
571566 玫瑰花又开 陈瑞 mghyk
974395 梦里有你 陈瑞 mlyn
564906 梦醉西楼 陈瑞 mzxl
575338 你是我生命的传奇 陈瑞 nswsmdcq
568344 女人心 陈瑞 nrx
569168 藕断丝连 陈瑞 odsl
571567 秋天的玫瑰 陈瑞 qtdmg
567389 三生三世 陈瑞 ssss
568051 伤口 陈瑞 sk
974394 完美女人 陈瑞 wmnr
974393 习惯负担 陈瑞 xgfd
570255 喜新恋旧 陈瑞 xxlj
567372 下辈子不做女人 陈瑞 xbzbznr
569682 相思的债 陈瑞 xsdz
568346 相思债 陈瑞 xsz
571568 醒来 陈瑞 xl
571502 幸福女人 陈瑞 xfnr
571565 一世情缘 一世愁 陈瑞 ysqyysc
568052 有点孤单 陈瑞 ydgd
568054 鱼和水的故事 陈瑞 yhsdgs
569773 最后的枫叶 陈瑞 zhdfy
568345 昨夜 陈瑞 zy
570492 挥不去的情愁 hbqdqc
570894 鱼水情歌 ysqg
971236 陈珊妮 kcq
976412 抽烟 陈珊妮 cy
976610 低调人生 陈珊妮 dtrs
560827 蝶恋花 陈珊妮 dlh
501327 监视 陈珊妮 js
511119 美丽的女生 陈珊妮 mldns
562138 尼可拉斯 陈珊妮 nkls
976643 启示路 陈珊妮 qsl
563758 情歌 陈珊妮 qg
570772 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陈珊妮 rgyyjsszy
502054 呻吟 陈珊妮 sy
502160 四季 陈珊妮 sj
570773 演歌 陈珊妮 yg

多雨的城市(欣赏版)

陈瑞/冷漠
陈瑞/许强

KTV传奇



502698 验伤 陈珊妮 ys
509609 找一双鞋 陈珊妮 zysx
560826 拜金国际俱乐部拉拉队之歌 bjgjjlbll
566116 卡夫卡的爱 kfda
516532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陈少华 bswdylnws
716532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陈少华 bswdylnws
510180 不解的句点 陈少华 bjdjd
503634 大太阳 陈少华 dty
510876 九九女儿红 陈少华 jjneh
710876 九九女儿红 陈少华 jjneh
510883 九月九的酒 陈少华 jyjdj
560824 绝对 陈少华 jd
760824 绝对 陈少华 jd
575924 难得有朋友 陈少华 ndypy
504539 拼命爱 陈少华 pma
511370 七月七的桥 陈少华 qyqdq
565242 全世界最伤心的人 陈少华 qsjzsxdr
765242 全世界最伤心的人 陈少华 qsjzsxdr
570406 让世界为我感动 陈少华 rsjwwgd
508451 天上人间 陈少华 tsrj
508620 为我感动 陈少华 wwgd
508756 我想回家 陈少华 wxhj
516095 想你的夜晚没有你 陈少华 xndywmyn
505242 想念你 陈少华 xnn
505359 新酒令 陈少华 xjl
509271 一起飞翔 陈少华 yqfx
512512 远方的姑娘 陈少华 yfdgn
576177 是不是不是我 陈绍楠 sbsbsw
570975 1+1≠2 陈升 -
509849 陈升 atdt
567126 E=MC2 陈升 e
500120 SUMMER 陈升 s
567009 阿草 陈升 ac
514250 把悲伤留给自己 陈升 bbslgzj
503369 半生情 陈升 bsq
506228 别让我哭 陈升 brwk
512983 不再让你孤单 陈升 bzrngd
566091 布考斯基协奏曲 陈升 bksjxzq
977657 彩虹的你 陈升 chdn
977689 打死不再恋爱 陈升 dsbzla
576548 二十年以前 陈升 esnyq
513088 二十岁的眼泪 陈升 essdyl
506650 发条兔子 陈升 fttz
562563 绯闻 陈升 w
501007 风筝 陈升 fz
565509 狗脸的岁月 陈升 gldsy
510612 关心永远在 陈升 gxyyz
503942 恨情歌 陈升 hqg

陈珊妮/李端娴
陈尚实/网络歌手

A Train到天堂



506954 红色汽球 陈升 hsqq
501399 镜子 陈升 jz
880493 旧爱七条通 陈升 jaqt
880517 啦啦啦啦啦 陈升 lllll
880516 来去厦门电头毛 陈升 lqsmdtm
971231 老情歌 陈升 lqg
504220 老嬉皮 陈升 lxp
566896 丽江的春天 陈升 ljdct
511043 流星小夜曲 陈升 lxxyq
501601 六月 陈升 ly
571337 美丽的邂逅 陈升 mldxh
576549 妹妹 陈升 mm
561710 梦河 陈升 mh
514726 明年你还爱我吗 陈升 mnnhawm
507654 蘑菇蘑菇 陈升 mgmg
571132 骗子 陈升 pz
977668 七天恋爱 陈升 qtla
565694 青鸟日记 陈升 qnrj
566090 去年在北海道 陈升 qnzbhd
501968 然而 陈升 re
511675 思念人之屋 陈升 snrzw
510827 她不是我的 陈升 tbswd
561148 塔里的男孩 陈升 tldnh
977690 汤米先生的诚实告白 陈升 tmxsdcsgb
566897 我爱贾苏切 陈升 wajsq
977658 我没在那 陈升 wmzn
516439 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 陈升 wxhsbhwzj
512066 五十米深蓝 陈升 wsmsl
505303 小南门 陈升 xnm
509168 鸦片玫瑰 陈升 ypmg
513979 一个人去旅行 陈升 ygrqlx
512434 拥挤的乐园 陈升 yjdly
561593 鱼说 陈升 ys
561592 鱼丸 陈升 yw
502901 责任 陈升 zr
512609 陈升 zaagj
514146 最后一次温柔 陈升 zhycwr
512764 最后一盏灯 陈升 zhyzd
561713 你一直在玩 nyzzw
501794 朋友 py
560820 -
565693 告诉妈妈 gsmm
506184 北京一夜 bjyy
706184 北京一夜 bjyy
571335 卖水 ms
571336 牡丹亭外 mdtw
500603 冰点 bd
508264 世间情歌 sjqg

真爱A感觉

陈升/陈绮贞
陈升/陈泰翔/彭佳慧

π(无原唱) 陈升/恨情歌
陈升/李昀喜
陈升/刘佳慧
陈升/刘佳慧
陈升/刘萍儿
陈升/刘萍儿
陈升/刘若英
陈升/刘若英



506229 别让我哭 brwk
567008 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 ddhgwmdhp
971229 家在北极村 jzbjc
971230 月儿几时圆 yejsy
568922 我的明天 wdmt
971228 爱情的枪 aqdq
971227 加格达奇的夜车 jgdqdyc
575340 最后哭着说再见 陈胜屿 zhkzszj
880966 喜欢可以试穿 陈世川 xhkysc
977688 爱情歌 陈势安 aqg
971224 不习惯喊痛 陈势安 bxght
977633 非你不可 陈势安 fnbk
977649 皮肤 陈势安 pf
974487 天后 陈势安 th
971226 心洞 陈势安 xd
971225 再爱一遍 陈势安 zayb
974895 再痛也没关系 陈势安 ztymgx
516748 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陈淑芳 wzljyelzx
509928 爱的进行式 陈淑桦 adjxs
574966 爱得比较深 陈淑桦 adbjs
503277 爱来时 陈淑桦 als
566797 别说可惜 陈淑桦 bskx
500635 不想 陈淑桦 bx
510314 聪明糊涂心 陈淑桦 cmhtx
710314 聪明糊涂心 陈淑桦 cmhtx
506541 等待风起 陈淑桦 ddfq
500871 定情 陈淑桦 dq
510457 对不起妈妈 陈淑桦 dbqmm
501081 孤单 陈淑桦 gd
506857 滚滚红尘 陈淑桦 gghc
576176 流光飞舞 陈淑桦 lgfw
507617 梦醒时分 陈淑桦 mxsf
513376 明天还爱我吗 陈淑桦 mthawm
501736 难忘 陈淑桦 nw
501887 情关 陈淑桦 qg
501904 情深 陈淑桦 qs
508215 生生世世 陈淑桦 ssss
504718 失乐园 陈淑桦 sly
508325 说你爱我 陈淑桦 snaw
500245 问 陈淑桦 w
505330 笑红尘 陈淑桦 xhc
509287 一生守候 陈淑桦 yssh
515496 这样爱你对不对 陈淑桦 zyandbd
514723 明明白白我的心 mmbbwdx
714723 明明白白我的心 mmbbwdx
511310 你走你的路 nzndl
506526 当真就好 dzjh
706526 当真就好 dzjh

陈升/任贤齐
陈升/萧言中
陈升/郁可唯
陈升/郁可唯
陈升/赵传
陈升/左小祖咒
陈升/左小祖咒

陈淑桦/成龙
陈淑桦/成龙
陈淑桦/李宗盛
陈淑桦/张国荣
陈淑桦/张国荣



971430 不顾一切爱你 陈淑萍 bgyqan
561712 陈淑萍 cf
500805 错爱 陈淑萍 ca
503631 大傻瓜 陈淑萍 dsg
971525 换你一面 陈淑萍 hnym
971527 甲你作伴 陈淑萍 jnzb
971528 看云 陈淑萍 ky
971529 离家 陈淑萍 lj
971524 伤心海岸 陈淑萍 sxha
971526 无人车站 陈淑萍 wrcz
971431 无伤心无算爱 陈淑萍 wsxwsa
971530 美人计 mrj
971429 结束悲情 jsbq
602950 美丽 陈数 ml
572670 苦爱 陈爽 ka
572253 埃及艳后 陈烁轩 ajyh
500047 GIRL 陈司翰 g
700047 GIRL 陈司翰 g
506055 爱情主义 陈司翰 aqzy
561149 繁华梦 陈司翰 fhm
506678 飞行座标 陈司翰 fxzb
560821 挥霍浪漫 陈司翰 hhlm
501354 教堂 陈司翰 jt
504148 看见爱 陈司翰 kja
513322 两颗星的距离 陈司翰 lkxdjl
563147 隐形人 陈司翰 yxr
560822 玉环 陈司翰 yh
502946 震央 陈司翰 zy
701210 花海 hh
974827 OK-NO 陈思安 o
974854 心已经碎 陈思安 xyjs
974855 愈饮心愈凝 陈思安 yyxyn
575335 尘缘 陈思成 cy
975973 长路 陈思函 zl
974825 说爱不爱 陈思函 saba
901524 兵马乱 陈思涵 bml
574502 奥运的微笑 陈思思 aydwx
574503 当万紫千红的时候 陈思思 dwzqhdsh
506699 风调雨顺 陈思思 ftys
574504 感谢亲人 陈思思 gxqr
510586 共度好时光 陈思思 gdhsg
574501 和平歌 陈思思 hpg
506971 湖湘云梦 陈思思 hxym
504048 吉祥歌 陈思思 jxg
507197 锦绣中华 陈思思 jxzh
514589 九九中国艳阳天 陈思思 jjzgyyt
504260 猎人魂 陈思思 lrh
972455 柳叶湖美 陈思思 lyhm

惩罚(无原唱)

陈淑萍/林俊吉
陈淑萍/庄振凯

陈司翰/徐婕儿



980253 满月 陈思思 my
564590 美丽之路 陈思思 mlzl
569772 梦入桃花源 陈思思 mrthy
511276 你让我感动 陈思思 nrwgd
504554 瀑布雨 陈思思 pby
574500 亲亲的中国人 陈思思 qqdzgr
560825 情哥回家乡 陈思思 qghjx
511425 情哥去南方 陈思思 qgqnf
514938 山里妹子真漂亮 陈思思 slmzzpl
511550 山寨新故事 陈思思 szxgs
508314 顺风哥哥 陈思思 sfgg
971743 天天月圆 陈思思 tyy
511743 甜甜的山歌 陈思思 tdsg
502383 问候 陈思思 wh
563258 我家就在长江边 陈思思 wjjzcjb
508959 相约明天 陈思思 xymt
505229 香江谣 陈思思 xjy
573240 幸福泉 陈思思 xfq
512312 崖畔上开花 陈思思 ypskh
574499 一轮红日 陈思思 ylhr
512451 永远的相约 陈思思 yydxy
505698 中国茶 陈思思 zgc
705698 中国茶 陈思思 zgc
509708 中国女孩 陈思思 zgnh
515568 祖国你在我心上 陈思思 zgnzwxs
572843 顽固 陈思彤 wg
971624 我的爱伤了风 wdaslf
509184 陈思颖 yedl
513731 我爱上了英雄 陈松龄 waslyx
971541 爱过你 陈随意 agn
971543 陈董 陈随意 cd
971539 断情丝 陈随意 dqs
971542 男人的肩胛 陈随意 nrdjj
971544 青春舞台 陈随意 qcwt
971535 情人眼里出西施 陈随意 qrylcxs
976561 煽东风 陈随意 sdf
971536 我赌一口气 陈随意 wdykq
971540 月弯弯 陈随意 yww
901976 今生只为你 jszwn
976560 有够伤啦 ygsl
503319 爱雨多 陈泰翔 ayd
504115 久违了 陈泰翔 jwl
568034 爱难永恒 anyh
901743 你怎么舍得让我一个人哭 陈威 nzmsdrwyg
972387 爱你爱你 陈威全 anan
975070 爱小于三 陈威全 axys
971601 滥好人 陈威全 lhr
880221 模特儿 陈威全 mte

陈思彤/王柯淇
掩耳盗铃(欣赏版)

陈随意/唐俪
陈随意/吴俊宏

陈涛/网络歌手



972386 你有我的快乐 陈威全 nywdkl
971600 倾听 陈威全 qt
572589 青鸟 陈威全 qn
880373 再见单身 陈威全 zjds
566181 中途转机 陈威全 ztzj
880222 坐在月亮里 陈威全 zzyll
566159 中间 zj
567288 安全的爱 陈崴 aqda
568189 危险天使 陈崴 wxts
565428 陈崴 ysandg
565429 陈葳 wmdgs
561160 猪之歌 陈韦霖 zzg
566644 READY FOR LOVE 陈韦汝 rfl
512810 I DON'T WANT TO KNOW 陈伟 idwtk
570400 噢 爱人 陈伟 oar
513633 谁说爱要结果 陈伟 ssayjg
511687 他们都猜错 陈伟 tmdcc
515444 月亮代表我的心 陈伟 yldbwdx
567284 I LOVE YOU 陈伟联 ily
567286 爱恨难 陈伟联 ahn
574263 大海 陈伟联 dh
973044 分岔口 陈伟联 fck
567285 普通的人 陈伟联 ptdr
567533 我只是想要 陈伟联 wzsxy
567532 小人物的心声 陈伟联 xrwdxs
574264 永远的朋友 陈伟联 yydpy
573043 陈伟霆 jtzyzdcg
574266 就在现场 jzxc
573872 如果爱能感动上天 陈文浩 rgangdst
565614 那一年 陈文华 nyn
567841 选择 陈文媛 xz
976137 爱的剧本 陈僖仪 adjb
976453 蜚蜚 陈僖仪 f
569794 可爱的她 陈熙 kadt
569795 我还以为 陈熙 whyw
575928 好运来发大财 陈祥平 hylfdc
974447 承诺 陈翔 cn
505776 932 陈小春 ljse
500063 HERO 陈小春 h
509882 陈小春 obwda
500140 爱 陈小春 a
505986 爱来爱去 陈小春 alaq
514218 爱情是一头大象 陈小春 aqsytdx
503290 爱上她 陈小春 ast
514271 抱歉让你爱上我 陈小春 bqrnasw
503386 抱一抱 陈小春 byb
500561 爆发 陈小春 bf
500613 补偿 陈小春 bc

陈威全/王蓝茵

一首爱你的歌(无原唱)
我们的故事(无原唱)

今天终于知道错(国)
陈伟霆/钟欣桐

OH BABY我的爱



700613 补偿 陈小春 bc
510169 不错的决定 陈小春 bcdjd
506264 不顾一切 陈小春 bgyq
503465 不骗你 陈小春 bpn
510216 不要为他等 陈小春 bywtd
569982 不在服务区 陈小春 bzfwq
506340 苍天有梦 陈小春 ctym
562135 沉默 陈小春 cm
513057 陈小春 dyhnpy
500156 丢 陈小春 d
506595 动感超人 陈小春 dgcr
565385 斗残酷 陈小春 dck
568864 独家记忆 陈小春 djjy
510481 多谢老天爷 陈小春 dxlty
503739 二楞子 陈小春 elz
703739 二楞子 陈小春 elz
506744 该我的爱 陈小春 gwda
503803 尴尬了 陈小春 ggl
513127 给我一个机会 陈小春 gwygjh
506828 古墓爱情 陈小春 gmaq
569096 好难好难 陈小春 hnhn
501260 黄豆 陈小春 hd
701260 黄豆 陈小春 hd
507135 家庭计划 陈小春 jtjh
562769 教我怎么不想你 陈小春 jwzmbxn
507180 今生今世 陈小春 jsjs
504205 陈小春 lkl
507407 离不开你 陈小春 lbkn
513316 两个人的故事 陈小春 lgrdgs
562768 妈妈的话 陈小春 mmdh
507533 没那种命 陈小春 mnzm
515789 没有音乐就是地狱 陈小春 myyyjsdy
511220 男人与公狗 陈小春 nrygg
568948 难朋友 陈小春 npy
501721 内伤 陈小春 ns
516360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陈小春 nrbgrnrtl
507990 情瘤感菌 陈小春 qlgj
511456 求爱瞎拼摸 陈小春 qaxpm
504631 人情味 陈小春 rqw
704631 人情味 陈小春 rqw
508312 谁是最爱 陈小春 ssza
515001 谁说我在掉眼泪 陈小春 sswzdyl
511584 神啊救救我 陈小春 sajjw
504708 神经病 陈小春 sjb
504758 双黄线 陈小春 shx
504837 算你狠 陈小春 snh
514564 她的妈妈不爱我 陈小春 tdmmbaw
504093 她最好 陈小春 tzh

第1号女朋友

老K脸



511783 万万没想到 陈小春 wwmxd
508648 我爱的人 陈小春 wadr
511984 我要新生活 陈小春 wyxsh
513825 我已不再糊涂 陈小春 wybzht
516448 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 陈小春 wysmzgbyn
505123 我在乎 陈小春 wzh
508908 下半辈子 陈小春 xbbz
708908 下半辈子 陈小春 xbbz
512118 下岗一枝花 陈小春 xgyzh
512229 谢谢再连络 陈小春 xxzll
505480 一百分 陈小春 ybf
512346 一定要幸福 陈小春 ydyxf
502745 一对 陈小春 yd
512481 陈小春 ysms
509735 重色轻友 陈小春 zsqy
509767 装聋作哑 陈小春 zlzy
503085 作梦 陈小春 zm
510770 机车与芭乐 jcybl
508950 相信感觉 陈小花 xxgj
708950 相信感觉 陈小花 xxgj
569766 变脸 陈小涛 bl
569768 茶籽儿花开 陈小涛 czehk
568540 当那一天来临 陈小涛 dnytll
569767 就这样走 陈小涛 jzyz
570405 麻辣烫 陈小涛 mlt
570404 忍辱待明朝 陈小涛 rrdmc
561151 暗夜 陈小霞 ay
563052 查无此人 陈小霞 cwcr
561150 依赖 陈小霞 yl
509960 爱你不后悔 陈小云 anbhh
506516 单身贵族 陈小云 dsgz
976163 心情 xq
500053 GOODBYE 陈晓东 g
500068 IF 陈晓东 i
500408 NO WAY 陈晓东 nw
500425 PERFECT LOVE 陈晓东 pl
503252 爱不离 陈晓东 abl
509908 爱不是一切 陈晓东 absyq
570321 爱不死 陈晓东 abs
506002 爱你躲你 陈晓东 andn
512894 爱一天多一天 陈晓东 aytdyt
510064 爱有了影踪 陈晓东 aylyz
977695 把你写进我的情歌里 陈晓东 bnxjwdqgl
510109 般若波罗蜜 陈晓东 brblm
506202 比我幸福 陈晓东 bwxf
565180 不必说感谢 陈晓东 bbsgx
574958 不想睡 陈晓东 bxs
503493 猜猜猜 陈晓东 ccc

有说=没说

陈小春/蔡安荞

陈晓/赵丽颖



513039 挡不住我的心 陈晓东 dbzwdx
570319 东方的红 陈晓东 dfdh
570320 方向感 陈晓东 fxg
513106 风一样的男子 陈晓东 fyydnz
514453 感情不是一盏灯 陈晓东 gqbsyzd
516269 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 陈晓东 gddylwbgd
501482 快门 陈晓东 km
511042 流星森林雨 陈晓东 lxsly
513353 陈晓东 mydhdx
515791 每个人都想谈恋爱 陈晓东 mgrdxtla
513360 每一天都想念 陈晓东 mytdxn
563485 梦过 陈晓东 mg
500225 跑 陈晓东 p
507926 倩女幽魂 陈晓东 qnyh
502086 实在 陈晓东 sz
511717 天亮说晚安 陈晓东 tlswa
502262 贴心 陈晓东 tx
977182 突然心动 陈晓东 trxd
513720 为我多留一夜 陈晓东 wwdlyy
513724 吻下去爱上你 陈晓东 wxqasn
513733 我比谁都清楚 陈晓东 wbsdqc
713733 我比谁都清楚 陈晓东 wbsdqc
513812 我要的只是爱 陈晓东 wydzsa
565181 我愿意 陈晓东 wyy
512216 笑着说再会 陈晓东 xzszh
502561 心地 陈晓东 xd
509054 心理游戏 陈晓东 xlyx
570429 心里有数 陈晓东 xlys
513916 心伤心痛不痛 陈晓东 xsxtbt
512242 心碎了无痕 陈晓东 xslwh
509085 心有独钟 陈晓东 xydz
515337 要知道你的感觉 陈晓东 yzdndgj
515392 以为你只对我好 陈晓东 ywnzdwh
502770 隐瞒 陈晓东 ym
503013 抓梦 陈晓东 zm
509776 准我爱你 陈晓东 zwan
505751 自由港 陈晓东 zyg
512766 最佳男朋友 陈晓东 zjnpy
512769 最近的距离 陈晓东 zjdjl
506773 高兴就好 gxjh
500712 痴心 陈晓娟 cx
502462 羡慕 陈晓娟 xm
509507 远走高飞 陈晓娟 yzgf
502851 原谅 陈晓淇 yl
976164 梦想启航 陈晓琪 mxqh
974992 再一次相见 陈信宏 zycxj
574071 宝贝宝贝我爱你 陈兴瑜 bbbbwan
574068 个性的一面 陈兴瑜 gxdym

没有灯火的X'MAS

陈晓东/范晓萱



574069 你到底爱不爱我 陈兴瑜 nddabaw
574070 你说过爱我一万年 陈兴瑜 nsgawywn
570401 情缘 陈兴瑜 qy
574072 最爱的人是你 陈兴瑜 zadrsn
574067 我的爱永远陪着你 wdayypzn
509859 DON'T SAY LOVE ME 陈星 dslm
505978 爱恨缠绵 陈星 ahcm
566373 爱情保险 陈星 aqbx
566368 北京我的家 陈星 bjwdj
566369 北漂 陈星 bp
503409 避风港 陈星 bfg
566372 打工情歌 陈星 dgqg
503637 大西北 陈星 dxb
503789 风筝恋 陈星 fzl
506819 孤单地走 陈星 gddz
566375 观世音菩萨 陈星 gsyps
510617 归来吧爱人 陈星 glbar
504043 火玫瑰 陈星 hmg
504058 祭春秋 陈星 jcq
501315 佳佳 陈星 jj
504212 老朋友 陈星 lpy
566371 另一半 陈星 lyb
504271 流浪歌 陈星 llg
514669 没有恋爱的孩子 陈星 myladhz
501662 梦你 陈星 mn
507832 鸟语花香 陈星 nyhx
511319 宁愿一个人 陈星 nyygr
566367 农民 陈星 nm
504496 努力歌 陈星 nlg
501803 漂流 陈星 pl
514843 其实只要你等我 陈星 qszyndw
566374 牵手观姻 陈星 qsgy
507921 前浪后浪 陈星 qlhl
501908 情锁 陈星 qs
504605 秋风凉 陈星 qfl
502031 傻瓜 陈星 sg
572170 山寨 陈星 sz
504673 伤心泪 陈星 sxl
511573 舍不得你走 陈星 sbdnz
566370 双亲佛 陈星 sqf
572669 双星佛 陈星 sxf
603189 双星佛 陈星 sxf
504804 思乡酒 陈星 sxj
504900 天天等 陈星 td
508505 同船过渡 陈星 tcgd
508561 网络情缘 陈星 wlqy
508575 忘了我吧 陈星 wlwb
504960 望故乡 陈星 wgx

陈兴瑜/陈玉建



515998 我不是爱情的逃兵 陈星 wbsaqdtb
508811 无聊的歌 陈星 wldg
508955 相遇以后 陈星 xyyh
566377 香格里拉 陈星 xgll
513928 心中的山茶花 陈星 xzdsch
509096 新打工谣 陈星 xdgy
566376 雁南飞 陈星 ynf
512329 遥远的承诺 陈星 yydcn
509555 再呆一会 陈星 zdyh
502924 珍爱 陈星 za
512619 真的要走了 陈星 zdyzl
509719 中华雄关 陈星 zhxg
511004 离家的孩子 ljdhz
507463 流浪兄弟 llxd
514448 该是回家的时候 gshjdsh
572668 玫瑰伤透我的心 mgstwdx
603188 mgstwdxwy
500887 懂心 dx
509305 一线情缘 yxqy
500360 I BELIEVE 陈秀雯 ib
515440 月亮代表我的心 陈秀雯 yldbwdx
567098 边做边爱 陈旭 bzba
574271 哥只是个传说 陈旭 gzsgcs
562874 花瓶 陈旭 hp
566716 命运 陈旭 my
972424 OH OH OH ooo
978056 不再见 陈学冬 bzj
98137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陈雅森 wdkljsxn
976413 因为相信你 陈雅欣 ywxxn
976138 方向 陈妍希 fx
971235 孩子气 陈妍希 hzq
976296 叔公的小城故事 陈妍希 sgdxcgs
976297 悬崖上的玫瑰 陈妍希 xysdmg
971309 漂流瓶 plp
564015 情人朋友 陈扬杰 qrpy
563796 深情歌 陈扬杰 sqg
563795 似火 陈扬杰 sh
503540 赤子心 陈耀川 czx
511933 我始终爱你 陈耀川 wszan
570484 亲爱的我爱你 陈依然 qadwan
970203 少年情 陈依婷 snq
970105 少女情 陈依婷 snq
561146 爱情考卷 陈依依 aqkj
561201 飞天 陈依依 ft
561145 回音谷 陈依依 hyg
561200 收集 陈依依 sj
561237 问路精灵 陈依依 wljl
560127 纸飞机 zf

陈星/吕飞
陈星/吕飞
陈星/松青
陈星/小龙

玫瑰伤透我的心(无原唱) 陈星/小龙
陈星/叶可萌
陈星/佚名

陈旭/周逸涵

陈妍希/柯震东

陈怡廷/张峰奇



563455 暗恋我 陈奕 alw
563794 诚意的拥抱 陈奕 cydyb
563525 等待 陈奕 dd
763525 等待 陈奕 dd
563656 没有你的房间 陈奕 myndf
563050 傻瓜 陈奕 sg
567128 需要爱 陈奕 xya
567010 奕想天开 陈奕 xtk
563051 自恋狂 陈奕 zlk
567127 青梅铁马 qmtm
569566 7 陈奕迅 q
970473 1874 陈奕迅 -
970761 BABY SONG 陈奕迅 bs
512806 陈奕迅 bygtm
562511 GOOD TIMES 陈奕迅 gt
505822 陈奕迅 kgzw
560629 LAST ORDER 陈奕迅 lo
517885 SHALL WE TALK 陈奕迅 swt
500470 阿怪 陈奕迅 ag
566325 爱情转移 陈奕迅 aqzy
506076 爱是怀疑 陈奕迅 ashy
566524 爱是一本书 陈奕迅 asybs
500540 拜访 陈奕迅 bf
562765 不能再等待 陈奕迅 bnzdd
562446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陈奕迅 brnywzmy
506283 不如这样 陈奕迅 brzy
562447 不睡 陈奕迅 bs
569282 不要说话 陈奕迅 bysh
574946 从何说起 陈奕迅 chsq
569567 倒带人生 陈奕迅 ddrs
901969 等你爱我 陈奕迅 dnaw
902007 等你爱我 陈奕迅 dnaw
561503 低等动物 陈奕迅 dddw
562216 对不起谢谢 陈奕迅 dbqxx
573343 多少 陈奕迅 ds
562767 浮城 陈奕迅 fc
572730 给你 陈奕迅 gn
972610 孤独患者 陈奕迅 gdhz
566428 好久不见 陈奕迅 hjbj
503925 黑白灰 陈奕迅 hbh
566568 红玫瑰 陈奕迅 hmg
510759 婚礼的祝福 陈奕迅 hldzf
971234 积木 陈奕迅 jm
514546 寂寞让你更快乐 陈奕迅 jmrngkl
501353 脚印 陈奕迅 jy
971233 看穿 陈奕迅 kc
981539 可以了 陈奕迅 kyl
566429 快乐男生 陈奕迅 klns

陈奕/曾之乔

BECAUSE YOU'RE GOOD TO ME无原唱

K歌之王



974930 碌卡 陈奕迅 lk
569569 陈奕迅 lyzdz
504346 没有你 陈奕迅 myn
514678 没有手机的日子 陈奕迅 mysjdrz
507553 玫瑰在哭 陈奕迅 mgzk
972868 梦想天空分外蓝 陈奕迅 mxtkfwl
507695 男人的错 陈奕迅 nrdc
971232 内疚 陈奕迅 nj
507738 你的背包 陈奕迅 ndbb
507768 你会不会 陈奕迅 nhbh
980679 倾城 陈奕迅 qc
511461 全世界失眠 陈奕迅 qsjsm
569568 然后怎样 陈奕迅 rhzy
508097 人造卫星 陈奕迅 rzwx
566709 如果这都不算爱 陈奕迅 rgzdbsa
502080 十年 陈奕迅 sn
566276 淘汰 陈奕迅 t
508485 跳蚤市场 陈奕迅 tzsc
972987 完 陈奕迅 w
976258 稳稳的幸福 陈奕迅 wwdxf
515108 我的开始在这里 陈奕迅 wdkszzl
511922 我们都寂寞 陈奕迅 wmdjm
502498 想哭 陈奕迅 xk
505334 谢谢侬 陈奕迅 xxn
572890 心的距离 陈奕迅 xdjl
561504 新美人主义 陈奕迅 xmrzy
973541 信任 陈奕迅 xr
502633 兄妹 陈奕迅 xm
567387 烟味 陈奕迅 yw
505451 要你的 陈奕迅 ynd
509236 一滴眼泪 陈奕迅 ydyl
560823 遇见了你 陈奕迅 yjln
564343 预感 陈奕迅 yg
502881 酝酿 陈奕迅 yn
575603 在你身边 陈奕迅 znsb
562766 早开的长途班 陈奕迅 zkdctb
970762 张氏情歌 陈奕迅 zsqg
572892 这样的一个麻烦 陈奕迅 zydygmf
974931 重口味 陈奕迅 zkw
977276 最冷一天（国） 陈奕迅 zlytg
500528 拔河 bh
567598 兄弟 xd
574268 nxgdgrdqg
575589 龙文 lw
901750 因为爱情 ywaq
901968 因为爱情 ywaq
978440 一起老去 陈意涵 yqlq
562875 老鼠不再爱大米 陈艺鹏 lsbzadm

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梁汉文
陈奕迅/刘德华

那些感动过人的情歌MEDLEY 陈奕迅/群星
陈奕迅/谭晶
陈奕迅/王菲
陈奕迅/王菲



574968 天涯歌女 陈艺鹏 tygn
568348 西关 陈艺鹏 xg
516724 我的忧伤不让你看出来 陈逸达 wdysbrnkc
575199 要爱就爱猪八戒 yajazbj
569955 爱是烈酒 陈咏 aslj
569956 留不住的温柔 陈咏 lbzdwr
901539 我的爱情换来你的无情 陈咏 wdaqhlndw
570857 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 陈咏 wszdbyfn
564072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陈永龙 dwsmldmm
574965 告别 陈永龙 gb
575926 一条日光大道 陈永龙 ytrgdd
505387 休止符 陈永熙 xzf
573344 IT‘S A PART 陈宥臻 isap
573237 ROCK STAR 陈宥臻 rs
573238 你我她 陈宥臻 nwt
515271 想起当年儿女情 陈瑜 xqdnenq
512848 爱你会更快乐 陈予新 anhgkl
510420 第一类接触 陈予新 dyljc
511285 你是外星人 陈予新 nswxr
564341 天堂与地狱 陈予新 tydy
515216 无法解释的事件 陈予新 wfsdsj
505452 要再见 陈予新 yzj
514112 只要你想起我 陈予新 zynxqw
514134 自然和你有关 陈予新 zrhnyg
564342 左脸 陈予新 zl
503147 I GOT YOU 陈宇凡 igy
506247 不必抱歉 陈宇凡 bbbq
511859 我不是英雄 陈宇凡 wbsyx
977221 撒娇 sj
567634 乖乖 陈瑀涵 gg
567129 坏情人 陈瑀涵 hqr
567130 庆祝分手 陈瑀涵 qzfs
567632 一万次为什么 ywcwsm
567633 当女孩遇到爱的男孩时 dnhydadnh
512895 爱一天算一天 陈雨霈 aytsyt
506335 菜鸟探戈 陈雨霈 cntg
570719 爱上负心的人 陈玉建 asfxdr
769066 爱上离婚的女人 陈玉建 aslhdnr
571990 把爱给了你 陈玉建 bagln
572518 男人就是累 陈玉建 nrjsl
603190 男人就是累 陈玉建 nrjsl
575927 你爱了吗 陈玉建 nalm
901873 你幸福我快乐 陈玉建 nxfwkl
574967 偷偷的哭 陈玉建 tdk
769957 为什么伤害我 陈玉建 wsmshw
569066 爱上离婚的女人 aslhdnr
567371 离开你我哭了 lknwkl
569957 为什么伤害我 wsmshw

陈莹/杜存刚

陈宇风/陈怡婷

陈瑀涵/陈浩民
陈瑀涵/黄蕙君

陈玉建/网络歌手
陈玉建/网络歌手
陈玉建/网络歌手



573870 不醉不归 陈振云 bzbg
570859 蝴蝶飞不过沧海 陈振云 hdfbgch
573346 挥不去的影子 陈振云 hbqdyz
573345 噢姑娘 陈振云 ogn
573871 亲爱的你还爱我吗 陈振云 qadnhawm
575609 蜗居奋斗 陈振云 wjfd
575337 陈振云 wjfdzd
570858 五月二十日 陈振云 wyesr
575607 小表妹 陈振云 xbm
575608 永远的海港 陈振云 yydhg
575606 这杯酒 zbj
501634 慢走 陈峙民 mz
516251 当你飞向遥远的边际 dnfxyydbj
510784 记住你的香 陈志朋 jzndx
512797 做我的爱人 陈志朋 zwdar
575334 我是蜜蜂你是蜜 陈子嘟 wsmfnsm
575923 想飞就飞 陈子嘟 xff
510085 澳门小荷花 陈子孔 amxhh
569654 没你以后 mnyh
506696 风吹着花 城市姐妹 fczh
508366 随风舞动 城市姐妹 sfwd
516195 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城市少女 zygmxzss
502279 童年 成方圆 tn
505196 洗衣歌 成方圆 xyg
505559 游子吟 成方圆 yzy
705559 游子吟 成方圆 yzy
976336 凑合过 成骏 chg
572627 我的心上人 成林江措 wdxsr
603191 我的心上人 成林江措 wdxsr
512819 STAYING WITH YOU ALL MY LIFE 成龙 swyaml
566594 爸妈的话 成龙 bmdh
510359 但愿花常在 成龙 dyhcz
565629 当我们同在一起 成龙 dwmtzyq
501044 感受 成龙 gs
571640 红绿灯 成龙 hld
503959 红太阳 成龙 hty
501469 口袋 成龙 kd
565628 冷雨中 成龙 lyz
511211 男儿当自强 成龙 nedzq
504451 男子汉 成龙 nzh
513407 你爱的我是谁 成龙 nadwss
513418 你给我一片天 成龙 ngwypt
569126 生死不离 成龙 ssbl
508642 问心无愧 成龙 wxwk
424324 我是谁 成龙 wss
508808 无愧我心 成龙 wkwx
512185 向着阳光走 成龙 xzygz
575173 饮水思源 成龙 yssy

蜗居奋斗之DJ

陈振云/云菲菲

陈志坚/李宝龄

陈子阳/网络歌手



574364 油菜花 成龙 ych
565627 再见宁愿在梦中 成龙 zjnyzmz
505631 怎么会 成龙 zmh
512620 真的用了心 成龙 zdylx
512711 壮志在我胸 成龙 zzzwx
509783 自我挑战 成龙 zwtz
503078 醉拳 成龙 zq
508182 身不由己 sbyj
561218 美丽的神话 mldsh
511154 梦想的天际 mxdtj
571639 国家 gj
570462 站起来 zql
505989 爱了就算 aljs
516495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zwsmzdmyt
716495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zwsmzdmyt
570112 中国看见 zgkj
770112 中国看见 zgkj
510441 都市桃花源 dsthy
420484 xjcgsa
420485 xjcgsb
505990 爱了就算 aljs
973080 妙手空空 mskk
571822 自己的电影 zjddy
880159 爱情与坟墓 成学迅 aqyfm
900159 爱情与坟墓 成学迅 aqyfm
880160 亲爱的我的爱人 qadwdar
900160 亲爱的我的爱人 qadwdar
568605 后来才知道 程崇胜 hlczd
575258 换心人 程飞鸣 hxr
515964 天边有颗闪亮的星 程桂兰 tbyksldx
574419 心扉 程海星 xf
972453 无聊歌 程恢弘 wlg
976019 我试着忘记 程瑾 wszwj
575257 不怨天不怨地 程科 bytbyd
901773 怪自己 程科 gzj
901774 痛是一种快乐 程科 tsyzkl
901775 我是一个被爱伤害的男人 程科 wsygbashd
901776 一夜动真情 程科 yydzq
901777 怨天怨地 程科 ytyd
510888 酒干倘卖无 程琳 jgtmw
504383 梦红楼 程琳 mhl
574418 每天每天 程宁 mtmt
973407 不再联系 程响 bzlx
901846 亲爱的你可知 程响 qadnkz
901540 真心换伤心 程响 zxhsx
503412 编花篮 程燕 bhl
506638 二泉映月 程燕 eqyy
506448 春天的钟 ctdz

成龙/范晓萱
成龙/金喜善
成龙/李秀英
成龙/刘媛媛
成龙/群星
成龙/苏慧伦
成龙/苏慧伦
成龙/苏慧伦
成龙/谭晶
成龙/谭晶
成龙/藤原纪香

新警察故事a 成龙/谢霆锋
新警察故事b 成龙/谢霆锋

成龙/郑秀文
成龙/周华健
成龙/周蕙

成学迅/晓舟
成学迅/晓舟

程志/顾欣/魏松



508350 松花江上 shjs
575253 最幸福的两口子 痴心王子 zxfdlkz
562891 命运曲 myq
973784 热辣辣 rll
500565 北郊 迟志强 bj
500684 钞票 迟志强 cp
503541 愁啊愁 迟志强 cac
510319 打工十二月 迟志强 dgsey
514831 啤酒雪茄顶呱呱 迟志强 pjxjdgg
504727 十不该 迟志强 sbg
504729 十二月 迟志强 sey
704729 十二月 迟志强 sey
511622 实在不应该 迟志强 szbyg
504810 四大劝 迟志强 sdq
504911 铁窗泪 迟志强 tcl
504912 铁窗泪 迟志强 tcl
505313 小生命 迟志强 xsm
502576 心声 迟志强 xs
509485 狱中望月 迟志强 yzwy
507072 悔恨的泪 hhdl
501274 回来 丑丑 hl
504427 目的地 丑丑 mdd
507698 南郭先生 丑丑 ngxs
511444 请走人行道 丑丑 qzrxd
508370 随心所欲 丑丑 sxsy
511905 我没有远方 丑丑 wmyyf
561837 别逃 臭皮匠 bt
570374 不管还有多少个明天 bghydsgmt
505312 小哨所 初瑞 xss
971699 寒江雪 hjx
575816 好想对你说我爱你 楚博仁 hxdnswan
972452 原谅我 楚博仁 ylw
973104 自由不是理由 zybsly
901908 没有了时间没有了你 楚奕 mylsjmyln
572617 今生缘 川子 jsy
564651 那一刻 nyk
571952 好姑娘 春雷 hgn
571953 花儿香 春雷 hex
569442 吉祥 春雷 jx
880845 吉祥 春雷 jx
571951 农民父兄 春雷 nmfx
972451 我的玫瑰卓玛拉 春雷 wdmgzml
511542 山地痴情梦 春妹 sdcqm
513577 山里的小野菊 春妹 sldxyj
508395 春妹 tyyywyc
508841 午后阳光 春妹 whyg
970244 我们的小世界 wmdxsj
970434 我们的小世界 wmdxsj

程志/殷秀梅

池珍熙/张学友
迟云/庞龙

迟志强/佚名

初百军/网络歌手

储兰兰/郑源

楚博仁/王麟

船长/网络歌手

太阳一样(无原唱)

春晓/彭坦
春晓/彭坦



512047 无敌铁金刚 刺客合唱团 wdtjg
575818 为你等待 次仁央宗 wndd
571166 爱的呼唤 次真降措 adhh
569133 爱在亚丁 次真降措 azyd
569132 故乡阿妈 次真降措 gxam
569134 牧人之歌 次真降措 mrzg
571162 圣地亚丁 次真降措 sdyd
569131 圣洁亚丁 次真降措 sjyd
571160 位置 次真降措 wz
571165 我爱的人 次真降措 wadr
571163 我从亚丁来 次真降措 wcydl
571164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次真降措 whcyygyd
571161 卓玛拉措 次真降措 zmlc
571159 雪域家园 xyjy
572902 追影 丛浩楠 zy
512965 不是我不明白 崔健 bswbmb
972449 分手 崔健 fs
506981 花房姑娘 崔健 hfgn
504065 假行僧 崔健 jxs
972450 戒爱 崔健 ja
516606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 崔健 krwzxdssd
516102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崔健 xczlsdyg
509257 一块红布 崔健 ykhb
509304 一无所有 崔健 ywsy
506459 赐福千载 崔京浩 cfqz
514372 当阳常志此心丹 崔京浩 dyczcxd
501024 父亲 崔京浩 fq
504080 江上行 崔京浩 jsx
510869 警察的承诺 崔京浩 jcdcn
514721 民得平安天下安 崔京浩 mdpatxa
511428 情困我一生 崔京浩 qkwys
975539 不见不散 bjbs
511881 我的一颗心 崔萍 wdykx
574652 夫妻相 fqx
975541 MAD WORLD mw
975540 STRONGER s
574651 飞羽 fy
975946 爱情水晶 崔琰 aqsj
976466 忘不了的你 崔琰 wbldn
974478 无声电影 崔琰 wsdy
975947 无声电影 崔琰 wsdy
975945 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 崔子格 hnrdsneql
978252 崔子格 jmd
980711 可念不可说 崔子格 knbks
973734 空心年华 崔子格 kxnh
975944 天字女一号 崔子格 tznyh
972161 我被爱情下了药 崔子格 wbaqxly
971626 老婆最大 lpzd

次真降措/官确嘉措

崔兰花/中国好声音

崔恕/崔岩
崔天琪/中国好声音
崔天琪/中国好声音
崔岩/李东燕

寂寞DNA

崔子格/老貓



971640 王铮亮 错过 wzl
563358 SONG F 达达乐队 s
500559 暴雨 达达乐队 by
560309 等待 达达乐队 dd
516277 化学心情的爱情反应 达达乐队 hxxqdaqfy
501252 荒诞 达达乐队 hd
507165 节日快乐 达达乐队 jrkl
501642 毛病 达达乐队 mb
563359 南方 达达乐队 nf
514785 你就是我的天使 达达乐队 njswdts
502137 瞬间 达达乐队 sj
502313 玩偶 达达乐队 wo
508697 我的天使 达达乐队 wdts
560308 无双 达达乐队 ws
505149 五分儿 达达乐队 wfe
511115 美丽的谎言 达明一派 mldhy
504934 万人迷 达明一派 wrm
513980 一个人在途上 达明一派 ygrzts
971356 爱的排行榜 大芭 adphb
416348 电视速配 dssp
416352 明星效益 mxxy
416345 双簧 sh
416351 洗脚城 xjc
562469 爱了散了 大地乐团 alsl
562467 别来无恙 大地乐团 blw
563737 出发 大地乐团 cf
562468 明天 大地乐团 mt
501824 期待 大地乐团 qd
974975 风筝 大合唱 fz
977209 拼图 大合唱 pt
901987 同一片天空 大合唱 typtk
516374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大家唱合唱团 rmjfzlnj
976315 谁与争锋 大军 syzf
979827 屌丝情歌 dsqg
979826 刘哈哈与大先生 lhhydxs
972948 千年之恋 qnzl
972859 也许明天 yxmt
972858 站在高岗上 zzggs
574164 大小姐 bbgxn
976675 FOLLOW ME 大小姐 fm
572687 GO GO GIRL 大小姐 ggg
976676 LOVE 大小姐 l
976686 爱心大无限 大小姐 axdwx
572688 大小姐 大小姐 dxj
901669 大小姐 gsl
901670 加加油 大小姐 jjy
901671 起立敬礼坐下 大小姐 qljlzx
572761 打劫爱情 大勇 djaq

大兵/奇志
大兵/奇志
大兵/奇志
大兵/奇志

大鹏/刘心
大鹏/刘心
大山/中国好声音
大山/中国好声音
大山/中国好声音

BLING BLING 过新年

怪兽 lonely



572762 远走高飞 大勇 yzgf
981166 BIUBIUBIU 大张伟 b
981227 爱如潮水 大张伟 arcs
981226 北京小妞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大张伟 bjxnxzzls
981224 倍儿爽 大张伟 bes
981229 倍爽 大张伟 bs
981225 葫芦娃 大张伟 hlw
981238 人间精品起来嗨 大张伟 rjjpqlh
573197 爱火烧 ahs
573491 别哭小孩 大哲 bkxh
901541 大哲 nrdt
572355 你的泪水滴穿了我的心 大哲 ndlsdclwd
570853 你怎么狠心离开我 大哲 nzmhxlkw
573113 伤心男人唱着伤心的歌 大哲 sxnrczsxd
976316 天涯歌仔 大哲 tygz
975931 笑我不浪漫 大哲 xwblm
880478 走天涯 大哲 zty
570673 最深的伤口 大哲 zsdsk
565232 不悔情歌 bhqg
569462 闯码头 cmt
568900 结局 jj
564899 离开你不后悔 lknbhh
569342 藕断丝连 odsl
568899 偷渡 td
568995 夜总会 yzh
975930 我是歌手 wsgs
510129 毕业干什么 bygsm
512215 笑着让你走 xzrnz
567875 119 大嘴巴 yyj
971463 BABOO 大嘴巴 b
973564 BEAUTIFUL LUV 大嘴巴 bl
570915 大嘴巴 dnyc
574333 大嘴巴 hbmde
971464 大嘴巴 mdjl
975085 大嘴巴 mdjl
971465 PLAY! 大嘴巴 p
971466 R U KIDDING ME? 大嘴巴 rukm
975079 大嘴巴 rukm
574161 ROCK IT 大嘴巴 ri
574334 SHINING 大嘴巴 s
574335 爱不爱我 大嘴巴 abaw
570917 爱的宣言 大嘴巴 adxy
570916 国王皇后 大嘴巴 gwhh
568069 怀秋 大嘴巴 hq
567511 结果咧 大嘴巴 jg
570918 紧箍咒 大嘴巴 jgz
568070 靠过来 大嘴巴 kgl
574162 喇舌 大嘴巴 ls

大张伟/花儿乐队

男人的痛2011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网络歌手
大哲/我是歌手
大支/EAC
大支/黄品源

DA NOW 一场
HAPPY BIRTHDAY买滴儿
MAYBE的机率
MAYBE的机率

R U KIDING ME？



880962 没礼貌 大嘴巴 mlm
971355 你怕谁 大嘴巴 nps
975091 你怕谁 大嘴巴 nps
575121 牵心的朋友 大嘴巴 qxdpy
567876 我就是喜欢你 大嘴巴 wjsxhn
570752 永远在身边 大嘴巴 yyzsb
575160 办不到 bbd
570852 让我哭让我醉 rwkrwz
572324 大不了就分手 代理仁 dbljfs
570176 不是韩文歌 bshwg
571904 白色谎言 戴愛玲 bshy
500087 MAGIC 戴爱玲 m
509952 爱了就知道 戴爱玲 aljzd
571521 爱灵灵 戴爱玲 all
971041 爱永远 戴爱玲 ayy
576061 闭上眼睛爱 戴爱玲 bsyja
976701 不想再爱不明白的爱 戴爱玲 bxzabmbda
971366 不只十二月 戴爱玲 bzsey
571831 倒数 戴爱玲 ds
563607 对的人 戴爱玲 ddr
569184 恶梦 戴爱玲 em
880528 防火墙 戴爱玲 fhq
500160 放 戴爱玲 f
571605 沸腾 戴爱玲 ft
976523 感觉对了就爱哟 戴爱玲 gjdljay
880939 加减乘除 戴爱玲 jjcc
510941 可惜你不在 戴爱玲 kxnbz
571522 空港 戴爱玲 kg
568801 累格 戴爱玲 lg
569253 离骚 戴爱玲 ls
569088 恋单 戴爱玲 ld
508383 他是跳蚤 戴爱玲 tstz
568941 天使之翼 戴爱玲 tszy
575773 跳痛 戴爱玲 t
971367 我爱的人不必爱我 戴爱玲 wadrbbaw
508715 我该得到 戴爱玲 wgdd
976702 想你的距离 戴爱玲 xndjl
976726 谢谢你放我走 戴爱玲 xxnfwz
976524 醒了 戴爱玲 xl
510711 坏坏惹人爱 hhrra
507908 千年之恋 qnzl
568589 只要再看你一眼 zyzknyy
503153 I WILL SMILE iws
573292 爱过就忘的人 戴鸿鑫 agjwdr
505567 有为歌 戴建明 ywg
500471 阿莲 戴军 al
700471 阿莲 戴军 al
508173 上海往事 戴军 shws

大嘴巴/张靓颖
代理/网络歌手

代理仁/网络歌手

戴爱玲/阿信
戴爱玲/信乐团
戴爱玲/杨培安
戴爱玲/赵咏华



504701 申江水 戴军 sjs
502599 新娘 戴军 xn
502960 知己 戴军 zj
516144 有了爱就不再孤独 ylajbzgd
505921 爱的空白 adkb
515278 像你这样的朋友 xnzydpy
560150 对不起 戴洛 dbq
560583 79 89 99 戴佩妮 qjbjjj
560584 IT'S ALRIGHT 戴佩妮 ia
571903 LAFITE 戴佩妮 l
503192 OH MY GOD 戴佩妮 omg
560148 爱疯了 戴佩妮 afl
500478 爱过 戴佩妮 ag
971301 爱在被爱之前 戴佩妮 azbazq
503380 保护我 戴佩妮 bhw
503444 不安定 戴佩妮 bad
500636 不想 戴佩妮 bx
500639 不一定 戴佩妮 byd
503492 猜不透 戴佩妮 cbt
977223 草莓面包 戴佩妮 cmmb
564939 窗外 戴佩妮 cw
571830 吹哔哔 戴佩妮 cbb
976490 纯属意外 戴佩妮 csyw
564936 单身潜逃 戴佩妮 dsqt
564938 淡水河边 戴佩妮 dshb
506553 等你回来 戴佩妮 dnhl
513059 第十五个耳洞 戴佩妮 dswged
971040 多么想念你 戴佩妮 dmxnn
506629 躲在夜里 戴佩妮 dzyl
503751 防空洞 戴佩妮 fd
503773 非卖品 戴佩妮 fmp
565403 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戴佩妮 gzbmbxzj
971038 光着我的脚ㄚ子 戴佩妮 gzwdjz
565404 逛街 戴佩妮 gj
501124 过夜 戴佩妮 gy
503890 好感觉 戴佩妮 hgj
503931 黑眼圈 戴佩妮 hyq
501198 忽然 戴佩妮 hr
971039 回家路上 戴佩妮 hjls
510823 街角的祝福 戴佩妮 jjdzf
560145 就是你 戴佩妮 jsn
976500 懒人漫游 戴佩妮 lrmy
571751 两难 戴佩妮 ln
500199 路 戴佩妮 l
976522 没有人爱 戴佩妮 myra
880927 明天以后 戴佩妮 mtyh
507802 你要的爱 戴佩妮 nyda
976521 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 戴佩妮 nzmkyaxds

戴军/盖丽丽
戴军/杨漫
戴军/杨漫



971300 亲爱的再见 戴佩妮 qadzj
501998 日期 戴佩妮 rq
974440 三分之二 戴佩妮 sfze
511611 什么都舍得 戴佩妮 smdsd
508251 时间快转 戴佩妮 sjkz
560149 试探 戴佩妮 st
504786 水中央 戴佩妮 szy
504816 四季天 戴佩妮 sjt
502273 听说 戴佩妮 ts
508531 透明玫瑰 戴佩妮 tmmg
502287 透气 戴佩妮 tq
560146 往前飞 戴佩妮 wqf
565761 未知数 戴佩妮 wzs
976687 吻 戴佩妮 w
513768 我还是很爱你 戴佩妮 whshan
565759 我们的故事 戴佩妮 wmdgs
505075 我祈祷 戴佩妮 wqd
508900 习惯这样 戴佩妮 xgzy
564937 小小 戴佩妮 xx
509091 辛德瑞拉 戴佩妮 xdrl
880976 野蔷薇 戴佩妮 yqw
564795 一个人的行李 戴佩妮 ygrdxl
509252 一九九九 戴佩妮 yjjj
568966 一念之间 戴佩妮 ynzj
560147 游乐园 戴佩妮 yly
509477 雨和太阳 戴佩妮 yhty
571829 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戴佩妮 ylwjszydn
565760 择偶条件 戴佩妮 zotj
502903 怎样 戴佩妮 zy
572028 这就是我 戴佩妮 zjsw
563293 转眼 戴佩妮 zy
508117 如影随形 rysx
569019 半生熟 bss
979901 悟空 戴荃 wk
975552 NOBODY n
975551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mmndddwqz
514267 百姓才是头上天 戴娆 bxcstst
510604 故事里的事 戴娆 gslds
510723 还是家乡好 戴娆 hsjxh
566918 铁齿铜牙纪晓岚 戴娆 tctyjx
505379 星月夜 戴娆 xyy
572993 LOVE RAIN lr
572629 是谁伤了我的心 戴尚辉 ssslwdx
901832 西藏 戴尚辉 xc
506861 过期情雪 戴辛尉 gqqx
501256 荒原 戴辛尉 hy
567816 泪流一千遍 llyqb
572413 好想找个人来爱 戴雪儿 hxzgrla

戴佩妮/江美琪
戴佩妮/品冠

戴荃/中国好声音
戴荃/中国好声音

戴娆/苏醒

戴辛慰/网络歌手



572412 也许你只是爱我的美 戴雪儿 yxnzsawdm
571285 后来的你爱上了谁 戴毅 hldnasls
570184 伪装 戴毅 wz
568509 谁说男人不会哭 ssnrbhk
572226 大黄河 戴玉强 dhh
513732 我爱我的祖国 戴玉强 wawdzg
515719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hewsmzyh
570722 人类是一家 rlsyj
569902 左岸右岸 zaya
514079 战士们来唱歌 丹妮 zsmlcg
975520 存在 cz
975519 当我想你的时候 dwxndsh
975521 我的路 wdl
568503 那一场雪 nycx
569460 农村包围城市 ncbwcs
564558 猪都笑了 zdxl
564313 猪都笑了续集 zdxlxj
513662 桃花红杏花白 单秀荣 thhxhb
713662 桃花红杏花白 单秀荣 thhxhb
514338 春来满山铺红锦 clmsphj
569999 美丽新一天 单紫宁 mlxyt
569997 天外天上天无涯 单紫宁 twtstwy
569998 忘了他 单紫宁 wlt
880898 经典 蛋堡 jd
976697 史诗 蛋堡 ss
976698 屎王 蛋堡 sw
901819 烟雾弥漫 蛋堡 ywmm
971197 嘘 x
516514 刀郎 ellenddyc
716514 刀郎 nddycx
505983 爱就爱了 刀郎 ajal
563877 爱是你我 刀郎 asnw
763877 爱是你我 刀郎 asnw
514176 艾里甫与赛乃姆 刀郎 alfysnm
506116 敖包相会 刀郎 abxh
510118 北方的天空下 刀郎 bfdtkx
710118 北方的天空下 刀郎 bfdtkx
563871 冰山上的雪莲 刀郎 bssdxl
763871 冰山上的雪莲 刀郎 bssdxl
506351 草原之夜 刀郎 cyzy
510279 冲动的惩罚 刀郎 cddcf
561922 冲动的惩罚 刀郎 cddcf
710279 冲动的惩罚 刀郎 cddcf
563875 打起手鼓唱起歌 刀郎 dqsgcqg
763875 打起手鼓唱起歌 刀郎 dqsgcqg
563872 大敦煌 刀郎 ddh
763872 大敦煌 刀郎 ddh
563873 大眼睛 刀郎 dyj

戴毅/网络歌手

戴玉强/孙丽英
戴玉强/韦唯
丹丹/刘栋升

单冲峰/中国好声音
单冲峰/中国好声音
单冲峰/中国好声音
单良/网络歌手
单行道/网络歌手
单行道/网络歌手
单行道/网络歌手

单仰萍/王志萍

蛋堡/徐佳莹
2002年的第一场雪
2002年的第一场雪



763873 大眼睛 刀郎 dyj
565191 德令哈一夜 刀郎 dlhyy
563870 关于二道桥 刀郎 gyedq
763870 关于二道桥 刀郎 gyedq
507018 还等什么 刀郎 hdsm
506915 好心分手 刀郎 hxfs
506957 虹彩妹妹 刀郎 hcmm
51572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刀郎 hewsmzyh
507014 怀念战友 刀郎 hnzy
504045 吉尔拉 刀郎 jel
513265 喀什噶尔胡杨 刀郎 ksgehy
514606 可惜我是水瓶座 刀郎 kxwsspz
511006 离开我以后 刀郎 lkwyh
501632 曼莉 刀郎 ml
563878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刀郎 mldcywdj
763878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刀郎 mldcywdj
514744 哪里来的骆驼队 刀郎 nlldltd
563876 披着羊皮的狼 刀郎 pzypdl
763876 披着羊皮的狼 刀郎 pzypdl
501899 情人 刀郎 qr
701899 情人 刀郎 qr
514912 人人都说咱俩好 刀郎 rrdszlh
513562 萨拉姆毛主席 刀郎 slmmzx
511535 沙枣花儿香 刀郎 szhex
563874 守侯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吧 刀郎 shzlcldds
763874 守侯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吧 刀郎 shzlcldds
572217 手心里的温柔 刀郎 sxldwr
504860 太委屈 刀郎 twq
515965 天山的姑娘最美丽 刀郎 tsdgnzml
515978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刀郎 tlfdptsl
502302 驼铃 刀郎 tl
508586 为爱痴狂 刀郎 wack
563868 为什么我泪水成行 刀郎 wsmwlscx
763868 为什么我泪水成行 刀郎 wsmwlsch
563869 五一夜市的兄弟 刀郎 wyysdxd
763869 五一夜市的兄弟 刀郎 wyysdxd
565192 西海情歌 刀郎 xhqg
502467 乡恋 刀郎 xl
563879 谢谢你 刀郎 xxn
763879 谢谢你 刀郎 xxn
513930 新阿瓦尔古丽 刀郎 xawegl
505358 新疆好 刀郎 xjh
509165 刀郎 xzfw
505539 英孜那 刀郎 yzn
502782 影子 刀郎 yz
515420 雨中飘荡的回忆 刀郎 yzpddhy
503010 祝福 刀郎 zf
505725 祝酒歌 刀郎 zjg

雪中飞舞(欣赏版)



563867 雁南飞 ynf
763867 雁南飞 ynf
513224 讲不出的告别 jbcdgb
974290 清澈见底 qcjd
569115 慈祥的母亲 刀妹 cxdmq
505914 爱的哈达 德德玛 adhd
503508 草原恋 德德玛 cyl
512991 草原绿色的歌 德德玛 cylsdg
510244 草原上的风 德德玛 cysdf
516553 草原上有一个美妙的传说 德德玛 cysyygmmd
510245 草原无名河 德德玛 cywmh
510246 草原夜色美 德德玛 cyysm
510247 草原在哪里 德德玛 cyznl
510426 雕花的马鞍 德德玛 dhdma
516584 鄂尔多斯我富饶的家乡 德德玛 eedswfrdj
516264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德德玛 fqdcymqdh
514515 呼伦贝尔大草原 德德玛 hlbedcy
513193 欢乐的那达慕 德德玛 hldndm
514624 蓝色的蒙古高原 德德玛 lsdmggy
511026 辽阔的草原 德德玛 lkdcy
513345 马背上的骑手 德德玛 mbsdqs
515794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德德玛 mldcywdj
511191 牧村的黄昏 德德玛 mcdhh
501720 牧人 德德玛 mr
508374 岁月中秋 德德玛 syzq
508447 天上的风 德德玛 tsdf
511864 我从草原来 德德玛 wccyl
511866 我的大草原 德德玛 wddcy
508689 我的母亲 德德玛 wdmq
505192 锡林河 德德玛 xlh
508922 乡间的风 德德玛 xjdf
512516 远去的母亲 德德玛 yqdmq
505696 致草原 德德玛 zcy
503830 格桑啦 德乾旺姆 gsl
504110 敬酒歌 德乾旺姆 jjg
501831 祈祷 德乾旺姆 qd
504581 青海湖 德乾旺姆 qhh
508850 舞动高原 德乾旺姆 wdgy
512108 西藏的孩子 德乾旺姆 xzdhz
513862 献给阿妈的歌 德乾旺姆 xgamdg
515259 香巴拉并不遥远 德乾旺姆 xblbbyy
508990 向着太阳 德乾旺姆 xzty
512569 在那草地上 德乾旺姆 zncds
512785 昨天的太阳 德乾旺姆 ztdty
976429 我爱我的家 邓宝山 wawdj
574908 华夏英雄 邓超 hxyx
975983 bplkdd
971423 ALL HAPPY 邓福如 ah

刀郎/黄灿
刀郎/黄灿
刀郎/谭咏麟
刀郎/云朵

奔跑+冷酷到底 邓超/羽泉



976708 ME & U 邓福如 mu
973586 WHERE IS THE LOVE 邓福如 witl
976608 良人 邓福如 lr
973661 让我爱上我 邓福如 rwasw
976709 天使 邓福如 ts
976569 完美情人 邓福如 wmqr
976607 无限度自由 邓福如 wxdzy
975591 天黑黑 thh
975592 重来 zl
514172 阿福正传台北儿 邓广福 afzztbe
510563 给我一点爱 邓广福 gwyda
516760 想一天就可以想你到永远 邓广福 xytjkyxnd
880807 是我错了吗 邓岚 swclm
505798 GOOD BYE MY LOVE 邓丽君 gbml
505919 爱的开始 邓丽君 adks
505925 爱的理想 邓丽君 adlx
514189 爱的你呀何处寻 邓丽君 adnyhcx
505942 爱的使者 邓丽君 adsz
505955 爱的箴言 邓丽君 adzy
500493 爱人 邓丽君 ar
510054 爱像一首歌 邓丽君 axysg
710054 爱像一首歌 邓丽君 axysg
510069 爱在我心中 邓丽君 azwxz
506180 北国之春 邓丽君 bgzc
510134 别把眉儿皱 邓丽君 bbmez
510174 不管你是谁 邓丽君 bgnss
514297 不论今宵或明天 邓丽君 bljxhmt
506323 不著痕迹 邓丽君 bzhj
510231 彩霞回来吧 邓丽君 cxhlb
503496 采槟榔 邓丽君 cbl
500677 偿还 邓丽君 ch
513004 初次尝到寂寞 邓丽君 cccdjm
510281 初恋的地方 邓丽君 clddf
500759 船歌 邓丽君 cg
510294 春风满小城 邓丽君 cfmxc
510363 但愿人长久 邓丽君 dyrcj
710363 但愿人长久 邓丽君 dyrzj
506592 冬之恋情 邓丽君 dzlq
506603 独上西楼 邓丽君 dsxl
510473 多情的玫瑰 邓丽君 dqdmg
516262 多少黎明多少黄昏里 邓丽君 dslmdshhl
510525 风从哪里来 邓丽君 fcnll
513120 告诉你告诉我 邓丽君 gsngsw
503846 古树下 邓丽君 gsx
501133 海恋 邓丽君 hl
501139 海韵 邓丽君 hy
510658 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 hrjzl
514509 恨不相逢未嫁时 邓丽君 hbxfwjs

邓鼓/中国好声音
邓鼓/中国好声音



504018 黄昏里 邓丽君 hhl
504051 几多愁 邓丽君 jdc
514549 假如梦儿是真的 邓丽君 jrmeszd
513219 假如我是真的 邓丽君 jrwszd
501345 郊道 邓丽君 jd
510856 今夜想起你 邓丽君 jyxqn
504107 襟裳岬 邓丽君 jsj
510881 九月的故事 邓丽君 jydgs
510896 酒醉的探戈 邓丽君 jzdtg
510897 旧梦何处寻 邓丽君 jmhcx
507248 君心我心 邓丽君 jxwx
507249 君在前哨 邓丽君 jzqs
507393 泪的小雨 邓丽君 ldxy
501608 旅愁 邓丽君 lc
515775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邓丽君 lbdyhbyc
507499 妈妈的歌 邓丽君 mmdg
511074 妈妈呼唤你 邓丽君 mmhhn
511104 美酒加咖啡 邓丽君 mjjkf
507664 莫忘今宵 邓丽君 mwjx
501727 奈何 邓丽君 nh
507700 南海姑娘 邓丽君 nhgn
514764 难忘初恋的情人 邓丽君 nwcldqr
511230 难忘的眼睛 邓丽君 nwdyj
511231 难忘的一天 邓丽君 nwdyt
514787 你可知道我爱谁 邓丽君 nkzdwas
513433 你是偷心的人 邓丽君 nstxdr
511302 你在我心里 邓丽君 nzwxl
525856 你在我心中 邓丽君 nzwxz
507810 你怎么说 邓丽君 nzms
513457 你照亮我的心 邓丽君 nzlwdx
513460 你装着不知道 邓丽君 nzzbzd
501756 娘心 邓丽君 nx
501760 凝望 邓丽君 nw
507839 浓情万缕 邓丽君 nqwl
513489 恰似你的温柔 邓丽君 qsndwr
507914 千言万语 邓丽君 qywy
501874 轻风 邓丽君 qf
501894 情迷 邓丽君 qm
504595 情飘飘 邓丽君 qpp
511429 情人的关怀 邓丽君 qrdgh
508000 情人再见 邓丽君 qrzj
513511 请你别再找我 邓丽君 qnbzzw
513538 让心儿圈起你 邓丽君 rxeqqn
508080 人面桃花 邓丽君 rmth
511499 人约黄昏后 邓丽君 ryhhh
511514 如果没有你 邓丽君 rgmyn
504657 山茶花 邓丽君 sch
514940 山南山北走一回 邓丽君 snsbzyh



508308 谁来爱我 邓丽君 slaw
502078 诗意 邓丽君 sy
511617 时光不再来 邓丽君 sgbzl
513613 使爱情更美丽 邓丽君 saqgml
511625 世界多美丽 邓丽君 sjdml
502092 是否 邓丽君 sf
504779 水涟漪 邓丽君 sly
504781 水上人 邓丽君 ssr
508330 说说笑笑 邓丽君 ssxx
511672 说一声再见 邓丽君 syszj
508335 丝丝小雨 邓丽君 ssxy
508342 四个愿望 邓丽君 sgyw
504812 四季歌 邓丽君 sjg
523372 碎心恋 邓丽君 sxl
567501 叹十声 邓丽君 tss
504876 逃避行 邓丽君 tbx
515043 天外天上天无涯 邓丽君 twtstwy
508470 天涯歌女 邓丽君 tygn
511741 甜蜜的小雨 邓丽君 tmdxy
504905 甜蜜蜜 邓丽君 tmm
508567 往事如昨 邓丽君 wsrz
504945 忘不了 邓丽君 wbl
504967 望一望 邓丽君 wyw
508584 微风细雨 邓丽君 wfxy
505008 问自己 邓丽君 wzj
511862 我不再迷惘 邓丽君 wbzmm
505052 我和你 邓丽君 whn
508732 我了解你 邓丽君 wljn
511904 我没有骗你 邓丽君 wmypn
511941 我是你知音 邓丽君 wsnzy
511961 我问我自己 邓丽君 wwwzj
508762 我心深处 邓丽君 wxsc
511978 我要对你说 邓丽君 wydns
511983 我要你为偶 邓丽君 wynwo
513824 我一见你就笑 邓丽君 wyjnjz
508779 我与秋风 邓丽君 wyqf
513831 我怎能离开你 邓丽君 wznlkn
512014 我怎舍得你 邓丽君 wzsdn
512031 我只在乎你 邓丽君 wzzhn
515219 无情荒地有情天 邓丽君 wqhdyqt
512063 无语问苍天 邓丽君 wywct
508849 舞伴泪影 邓丽君 wbly
512138 相见在明天 邓丽君 xjzmt
512139 相聚更甜蜜 邓丽君 xjgtm
529174 香港假期 邓丽君 xgjq
508965 香港之夜 邓丽君 xgzy
512165 想你想断肠 邓丽君 xnxdc
505245 想起你 邓丽君 xqn



505256 向日葵 邓丽君 xrk
508999 小城故事 邓丽君 xcgs
509001 小窗相思 邓丽君 xcxs
511347 小村之恋 邓丽君 xczl
502540 小路 邓丽君 xl
567502 小媳妇回娘家 邓丽君 xxfhnj
512204 小小的秘密 邓丽君 xxdmm
515295 谢谢你常记得我 邓丽君 xxncjdw
502579 心事 邓丽君 xs
512237 心事知多少 邓丽君 xszds
502618 星愿 邓丽君 xy
509129 星月泪痕 邓丽君 xylh
513951 雪地上的回忆 邓丽君 xdsdhy
505409 雪中莲 邓丽君 xzl
505420 胭脂泪 邓丽君 yzl
512323 眼泪中的爱 邓丽君 ylzda
515333 要去遥远的地方 邓丽君 yqyyddf
505463 夜来香 邓丽君 ylx
502739 夜雾 邓丽君 yw
513962 夜雾下的姑娘 邓丽君 ywxdgn
509243 一封情书 邓丽君 yfqs
512362 一个小心愿 邓丽君 ygxxy
509270 一片落叶 邓丽君 yply
509329 伊人何处 邓丽君 yrhc
514010 迎着风跟着云 邓丽君 yzfgzy
509399 永远爱我 邓丽君 yyaw
564154 有谁知我此时情 邓丽君 yszwcsq
512482 有我就有你 邓丽君 ywjyn
509453 又见炊烟 邓丽君 yjcy
514030 雨不停心不定 邓丽君 ybtxbd
512505 雨下的花朵 邓丽君 yxdhd
509487 欲说还休 邓丽君 yshy
509499 原乡情浓 邓丽君 yxqn
505589 原乡人 邓丽君 yxr
512519 愿你来看我 邓丽君 ynlkw
512523 月儿像柠檬 邓丽君 yexnm
515445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 yldbwdx
509532 月夜诉情 邓丽君 yysq
502878 云河 邓丽君 yh
514059 再见我的爱人 邓丽君 zjwdar
509561 再来一杯 邓丽君 zlyb
515463 在那遥远的地方 邓丽君 znyyddf
509574 在水一方 邓丽君 zsyf
502925 珍惜 邓丽君 zx
509793 总有一天 邓丽君 zyyt
512787 昨夜梦魂中 邓丽君 zymhz
512035 我只在乎你 wzzhn
567833 另一个自己 lygzj

邓丽君/成龙
邓丽欣/胡彦斌



573223 不敢爱 邓灵 bga
568619 因为有你 邓美月 ywyn
971421 讲乎你知 邓妙华 jhnz
971422 讲乎谁来听 邓妙华 jhslt
565167 时限 邓妙华 sx
971420 无情人放乎抹记 邓妙华 wqrfhmj
565166 想着你 邓妙华 xzn
971419 作阵飞 zzf
975086 作阵飞 zzf
567278 第二次分手 邓宁 decfs
567006 万夫莫敌 邓宁 wfmd
567746 中国制造 邓宁 zgzz
507678 拿心来换 邓少华 nxlh
572662 爱无痕 邓天晴 awh
572661 晴天 邓天晴 qt
976588 安慰 邓养天 aw
976542 不流泪 邓养天 bll
560311 STOP STOP STOP 邓颖芝 sss
560313 玻璃鞋 邓颖芝 blx
560315 等半天 邓颖芝 dbt
760315 等半天 邓颖芝 dbt
568536 这样就好 邓颖芝 zyjh
508007 情深谊长 邓玉华 qsyc
508274 仕林祭塔 邓志驹 sljt
509483 雨中即景 邓智乐 yzjj
516410 为你我的心找一个家 邓智彰 wnwdxzygj
572663 爱要怎么放开 邓子超 ayzmf
976097 爱过、错过 邓子霆 agcg
976590 爱过错过 邓子霆 agcg
976606 背叛 邓子霆 bp
976589 坏习惯 邓子霆 hxg
575957 邓紫棋 aan
880553 邓紫棋 myxz
974839 OH BOY 邓紫棋 ob
978047 不存在的存在 邓紫棋 bczdcz
978046 春天里 邓紫棋 ctl
977874 存在 邓紫棋 cz
981520 多远都要在一起 邓紫棋 dydyzyq
981251 红蔷薇白玫瑰 邓紫棋 hqwbmg
978051 后会无期 邓紫棋 hhwq
575958 回忆的沙漏 邓紫棋 hydsl
977876 寂寞星球的玫瑰 邓紫棋 jmxqdmg
977894 龙卷风 邓紫棋 ljf
977898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邓紫棋 nbszzdkl
978212 偶尔 邓紫棋 oe
973011 泡沫 邓紫棋 pm
972824 奇迹 邓紫棋 qj
901823 我的秘密 邓紫棋 wdmm

邓妙华/邵大伦
邓妙华/邵大伦

A.I.N.Y.爱你
mascara烟熏妆



977647 我要我们在一起 邓紫棋 wywmzyq
575653 写不完的温柔 邓紫棋 xbwdwr
981250 夜空中最亮的星 邓紫棋 ykzzldx
977873 IF I WERE A BOY iiwab
977871 你把我灌醉 nbwgz
977850 我要我们在一起 wywmzyq
572449 爱一回痛一回 翟惠民 ayhtyh
572450 钞票 翟惠民 cp
500480 爱盲 迪克牛仔 am
509965 爱你的宿命 迪克牛仔 andxm
506067 爱如潮水 迪克牛仔 arcs
516222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迪克牛仔 awdrhwadr
503307 爱无罪 迪克牛仔 awz
510062 爱依然是爱 迪克牛仔 ayrsa
506172 卑微懦弱 迪克牛仔 bwnr
503419 别回头 迪克牛仔 bht
503455 不归路 迪克牛仔 bgl
500630 不忍 迪克牛仔 br
510242 沧海一声笑 迪克牛仔 chysz
506416 出卖心碎 迪克牛仔 cmxs
516572 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迪克牛仔 ddwyddsms
513060 第一号伤心人 迪克牛仔 dyhsxr
566733 放手去爱 迪克牛仔 fsqa
566565 风飞沙 迪克牛仔 fs
506759 感觉着飞 迪克牛仔 gjzf
510597 孤独一个人 迪克牛仔 gdygr
507128 寂寞天堂 迪克牛仔 jmt
501370 解脱 迪克牛仔 jt
510891 酒干倘卖无 迪克牛仔 jgtmw
504158 靠近我 迪克牛仔 kjw
566835 可以不流泪 迪克牛仔 kybll
507292 哭不出来 迪克牛仔 kbcl
500192 累 迪克牛仔 l
507506 麻辣男人 迪克牛仔 mlnr
504313 玛丽安 迪克牛仔 mla
507518 埋葬灵魂 迪克牛仔 mzlh
507554 眉飞色舞 迪克牛仔 mfsw
507619 梦醒时分 迪克牛仔 mxsf
707619 梦醒时分 迪克牛仔 mxsf
511222 男人真命苦 迪克牛仔 nrzmk
711222 男人真命苦 迪克牛仔 nrzmk
511277 你让我难过 迪克牛仔 nrwng
513431 你是你我是我 迪克牛仔 nsnwsw
515864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迪克牛仔 nzdwzdnm
516672 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迪克牛仔 rgnsaswdc
508132 三万英尺 迪克牛仔 swyc
504652 莎郎嘿 迪克牛仔 slh
502131 水手 迪克牛仔 ss

邓紫棋/我是歌手
邓紫棋/我是歌手
邓紫棋/我是歌手



508340 死心塌地 迪克牛仔 sxtd
508379 他不爱我 迪克牛仔 tbaw
504908 甜蜜蜜 迪克牛仔 tmm
511749 听到我心碎 迪克牛仔 tdwxs
502295 蜕变 迪克牛仔 tb
515981 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迪克牛仔 wjwhswjt
502381 吻别 迪克牛仔 wb
573710 我可以抱你吗 迪克牛仔 wkybnm
516059 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迪克牛仔 wzgnbadr
716059 我这个你不爱的人 迪克牛仔 wzgnbadr
512050 无力去爱谁 迪克牛仔 wlqas
712050 无力去爱谁 迪克牛仔 wlqas
508817 无名小卒 迪克牛仔 wmxz
502563 心动 迪克牛仔 xd
502587 心痛 迪克牛仔 xt
509312 一言难尽 迪克牛仔 yynj
509354 因为寂寞 迪克牛仔 ywjm
566732 影子 迪克牛仔 yz
502803 勇气 迪克牛仔 yq
51614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迪克牛仔 ydsakycl
512479 有谁抱紧我 迪克牛仔 ysbjw
516486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迪克牛仔 ylnsmdbxy
502973 值得 迪克牛仔 zd
573711 至少还有你 迪克牛仔 zshyn
512762 最后一首歌 迪克牛仔 zhysg
712762 最后一首歌 迪克牛仔 zhysg
512403 一样的月光 yydyg
501763 弄丢 nd
507057 回头是岸 htsa
514737 明月千里寄相思 myqljxs
566564 老爹 ld
572959 大雁北飞 地铁兄弟 dybf
575507 冬天里的白玫瑰 地铁兄弟 dtldbmg
572960 开往冬天的地铁 地铁兄弟 kwdtddt
572961 重新面对 地铁兄弟 zxmd
566257 天长地久 tcdj
506358 茶坊斗智 cfdz
503501 采花郎 刁寒 chl
510299 春水似年华 刁寒 cssnh
506983 花好月圆 刁寒 hhyy
706983 花好月圆 刁寒 hhyy
501707 莫醉 刁寒 mz
880409 fu good 丁当 fg
978242 白头吟 丁当 bty
569501 猜不透 丁当 cbt
901980 踹来共 丁当 clg
567102 代替 丁当 dt
901979 多爱少怪 丁当 dasg

迪克牛仔/动力火车
迪克牛仔/高慧君
迪克牛仔/李翊君
迪克牛仔/孙悦
迪克牛仔/弦子

地下铁/网络歌手
刁德一/胡传奎



971563 好难得 丁当 hnd
566620 可以不可以 丁当 kybky
901672 冷血动物 丁当 lxdw
566539 离家出走 丁当 ljcz
566538 明白 丁当 mb
572863 你为什么说谎 丁当 nwsmsh
973554 平凡相依 丁当 pfxy
901883 亲爱陌生人 丁当 qamsr
574138 亲人 丁当 qr
569502 闪光灯 丁当 sgd
977249 手掌心 丁当 szx
971562 他还认不认得我 丁当 thrbrdw
573070 他说你没用 丁当 tsnmy
569500 我爱上的 丁当 wasd
572680 我爱他 丁当 wat
971610 我还是一样 丁当 whsyy
972458 我是一只小小鸟 丁当 wsyzxxn
901929 想原谅 丁当 xyl
880383 洋葱 丁当 yc
971613 洋葱 丁当 yc
971452 野兽 丁当 ys
572864 夜猫 丁当 ym
901673 一半 丁当 yb
974908 一个人不可能 丁当 ygrbkn
978270 有一种勇气叫放弃 丁当 yyzyqjfq
979964 拯救 丁当 zj
970808 明年情人节 mnqrj
564568 双飞 sf
569179 真爱到永远 zadyy
974373 无处不乐 wcbl
980672 为你而活 wneh
971277 偷偷的爱 tda
567229 爱情没有答案 aqmyda
573365 突然想爱你 trxan
975097 爱要坦荡荡 丁丁 aytdd
976456 丁丁 sls
972944 辛德瑞拉 xdrl
564645 泪干以后我不哭 lgyhwbk
568670 你从什么时候不再爱我 ncsmshbza
504834 算了吧 丁菲飞 slb
508572 忘记月亮 丁菲飞 wjyl
971451 败犬美魔女 丁国琳 bqmmn
974757 手抛红豆 丁国琳 sphd
971450 手拋红豆 丁国琳 sphd
971449 危险女人香 丁国琳 wxnrx
971447 就这样吧 jzyb
974760 甲你熟悉 jnsx
971448 甲你熟识 jnss

丁当/何润东
丁当/黄晓明
丁当/品冠
丁当/曲婉婷
丁当/沙宝亮
丁当/严爵
丁当/张震岳
丁当/周华健

失恋STYLE
丁丁/中国好声音
丁咚/网络歌手
丁咚/网络歌手

丁国琳/李罗
丁国琳/伊正
丁国琳/依正



976299 你的故事我的歌 丁浩然 ndgswdg
975504 BAD BOY bb
569646 做你的小女人 zndxnr
973231 我知道你离不开我 wzdnlbkw
972945 我要我们在一起 wywmzyq
567974 梦红楼 丁汀 mhl
976300 伤心的玫瑰 丁童 sxdmg
506359 茶和咖啡 丁薇 chkf
506609 断翅蝴蝶 丁薇 dchd
501257 慌城 丁薇 hc
501436 开始 丁薇 ks
514822 女孩儿与四重奏 丁薇 nheyscz
714822 女孩与四重奏 丁薇 nhyszz
504576 亲爱的 丁薇 qad
504678 上班族 丁薇 sbz
505031 我不在 丁薇 wbz
505096 我想说 丁薇 wxs
512554 再见我爱你 丁薇 zjwan
503094 99% & 1% 丁文琪 bzjsjybfz
509924 爱的读后感 丁文琪 addhg
500143 别 丁文琪 b
500632 不说 丁文琪 bs
503820 高三症 丁文琪 gsz
513344 丁文琪 mlnhkp
511139 美少女团体 丁文琪 msnt
501802 骗子 丁文琪 pz
501840 起飞 丁文琪 qf
515938 十七岁的异想世界 丁文琪 sqsdjxsj
502394 我的 丁文琪 wd
505126 我知道 丁文琪 wzd
562925 影迷 丁文琪 ym
515519 只想跟你在一起 丁文琪 zxgnzyq
503105 BE YOUR FRIEND 丁小芹 byf
500293 BEAUTIFUL WORLD 丁小芹 bw
500041 FANTASY 丁小芹 f
505834 NO ANSWER NO REASON 丁小芹 nanr
503201 PA PA LA 丁小芹 ppl
503225 WALKING 2OOO 丁小芹 welll
500172 乖 丁小芹 g
513510 请对我好一点 丁小芹 qdwhyd
513553 如果我是男生 丁小芹 rgwsns
513614 世纪末新生活 丁小芹 sjmxsh
502144 说谎 丁小芹 sh
504798 说再见 丁小芹 szj
502155 思念 丁小芹 sn
502810 游戏 丁小芹 yx
503059 走吧 丁小芹 zb
574140 报答祖国 丁晓红 bdzg

丁克森/中国好声音
丁宁/网络歌手
丁娜/天浩
丁少华/中国好声音

麻辣女孩KIM POSSIBLE



574139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丁晓红 kkxxkkll
575476 美丽的日子 丁晓红 mldrz
573478 平凡的人最幸福 丁晓红 pfdrzxf
575475 山水欢歌 丁晓红 sshg
570783 变形金刚 丁于 bxjg
973830 女儿绿 丁紫薇 nel
971460 不是你的错 叮当 bsndc
573770 蝴蝶眼泪 叮当 hdyl
570851 你是潘金莲我是西门庆 nspjlwsxm
570590 够爱 东城卫 ga
880209 天使的距离 东城卫 tsdjl
880371 以战止战 东城卫 yzzz
880401 在你离开那一天 东城卫 znlknyt
571519 对手 ds
516776 用我的长发做你的窗帘 东方二重唱 ywdcfzndc
564987 等你等得胡子都长了 东方骏 dnddhzdcl
567804 广州大道 东方骏 gzdd
565915 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 东方骏 nadswhsnz
567072 情愿为你受伤 东方骏 qywnss
515309 东方快车 xqldygp
512468 有梦没有风 东方快车 ymmyf
562644 东方神起 rs
974721 魔咒 东方神起 mz
562645 傻瓜 东方神起 sg
567311 我相信 东方神起 wxx
574301 喜上眉梢 xsms
976301 致青春 东方依依 zqc
561271 爱你太多 东来东往 antd
571773 被爱伤害以后 东来东往 bashyh
516531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东来东往 bswdylnws
571619 唱情歌的人 东来东往 cqgdr
570996 海角七号 东来东往 hjqh
565892 连哭都是我的错 东来东往 lkdswdc
566470 你要的只是幸福 东来东往 nydzsxf
562574 倾国倾城 东来东往 qgqc
575684 山楂树之恋 东来东往 szszl
571618 事与愿违 东来东往 syyw
572741 试图生日快乐 东来东往 stsrkl
976199 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 东来东往 wcjnmjjxf
566734 我要为你戒烟 东来东往 wywnjy
572903 我知道 东来东往 wzd
575078 异度空间的爱 东来东往 ydkjda
973707 101 东南 yly
973708 不谈爱情 东南 btaq
973710 大明星 东南 dmx
973709 假装不认识 东南 jzbrs
973711 我是你最坏 东南 wsnzh
571792 天天 t

东北阿星/网络歌手

东城卫/强辩乐团

星期六的摇滚PARTY

RISING SUN(无原唱)

东方天使/兄弟联

东学/网络歌手



970809 十九之夏 东于哲 sjzx
572200 空中飞人 东与政 kzfr
572199 围城 东与政 wc
571853 东与政 wdcj
572198 友爱 东与政 ya
573087 你有什么资格说爱我 冬冬 nysmzgsaw
574311 我和你分手后 冬冬 whnfsh
574143 赐我一根红线 冬炜 cwyghx
503696 定军山 董德光 djs
504361 梅龙镇 董德光 mlz
504717 失空斩 董德光 skz
576140 随便 董冬 sb
576139 我们的大中华 董冬 wmddzh
576138 我一直在等你 董冬 wyzzdn
562502 热烈欢迎 董赫男 rlhy
562501 同抽一根烟 董赫男 tcygy
501755 娘亲 董华 nq
515541 种下一棵爱情树 zxykaqs
514582 金玉良缘将我骗 董慧敏 jylyjwp
505004 问紫鹃 wzj
973061 那时的我们 董洁 nsdwm
516567 但未知何日骨肉能聚首 董柯娣 dwzhrgrnj
514503 何日骨肉能聚首 董柯娣 hrgrnjs
516394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董兰萍 tyzhmzxzq
513616 世界是一个家 董璐 sjsygj
602952 爱不是罪 董青 absz
572455 梦回云南 董瑞 mhyn
560274 JUST GIVE ME A CHANCE 董事长 jgmac
560276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董事长 brblmdxj
560277 蓝旗袍 董事长 lqp
515098 我不是你的司机 董事长 wbsndsj
505487 一二三 董事长 yes
560275 找一个新世界 董事长 zygxsj
565331 追追追 zzz
510202 不朽的黄河 董文华 bxdhh
503514 长城长 董文华 ccc
503517 长城谣 董文华 ccy
503519 长江长 董文华 cjc
500768 春歌 董文华 cg
510301 春天的故事 董文华 ctdgs
710301 春天的故事 董文华 ctdgs
510324 大地的呼唤 董文华 dddhh
515669 当祖国需要我们时 董文华 dzgxywms
503740 二泉吟 董文华 eqy
506811 共享幸福 董文华 gxxf
501109 归航 董文华 gh
510627 海南的故事 董文华 hndgs
504013 黄河黄 董文华 hhh

我的CD机

董华/戴玉强

董慧敏/方亚芬

董事长/螺丝钉



507152 江山多娇 董文华 jsdj
513223 江山如此多娇 董文华 jsrcdj
514576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董文华 jtsndsrzg
714576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董文华 jtsndsrzg
510846 今晚好明月 董文华 jwhmy
507289 孔子之歌 董文华 kzzg
510951 苦乐一起说 董文华 klyqs
515778 妈妈的心战士的情 董文华 mmdxzsdq
513340 妈妈你可知道 董文华 mmnkzd
514771 你从战场上归来 董文华 nczcsgl
507904 千古孔子 董文华 qgkz
504565 千古情 董文华 qgq
511452 秋天的诉说 董文华 qtdss
511605 十五的月亮 董文华 swdyl
514973 十月是你的生日 董文华 sysndsr
504773 水啊水 董文华 sas
513646 送你一份吉利 董文华 snyfl
504964 望星空 董文华 wxk
511841 文明礼貌歌 董文华 wmlmg
511874 我的小太阳 董文华 wdxty
516054 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董文华 wyhqhnsh
508790 沃土之恋 董文华 wtzl
508837 五月的风 董文华 wydf
516093 想给边防军写封信 董文华 xgbfxfx
512306 血染的风采 董文华 xrdfc
512525 月光的思念 董文华 ygdsn
514040 月光下的思念 董文华 ygxdsn
509644 真情永远 董文华 zqyy
515558 总想走进你心里 董文华 zxzjnxl
509807 祖国吉祥 董文华 zgjx
516513 祖国我在你的怀抱里 董文华 zgwzndhbl
511606 十五的月亮 swdyl
564656 爱到死心塌地 董璇 adsxtd
976094 还记得吗 董雪婷 hjdm
976093 时间礼 董雪婷 sjl
569753 真爱太昂贵 董燕妮 zatag
514554 坚决要求上战场 董瑶琴 jjyqszc
563765 笑出声音 xcsy
563493 bx
563432 ltdyj
563644 太阳公公 tygg
505260 硝烟花 董颖 xyh
901849 给我的弟弟 董映言 gwddd
574430 刀剑如梦 董贞 djrm
572247 雕花笼 董贞 dhl
901862 雕花笼 董贞 dhl
572246 回到起点 董贞 hdqd
901855 回到起点 董贞 hdqd

董文华/佚名

董一明/付士伦
把戏(无原唱) 董一明/傅仕伦
骆驼的眼睛(无原唱) 董一明/傅仕伦

董一明/傅仕伦



901856 祭夙玉 董贞 jsy
573204 金缕衣 董贞 jly
901861 金缕衣 董贞 jly
901854 君生我未生 董贞 jswws
574432 美人浴 董贞 mry
901857 美人浴 董贞 mry
901863 青衫隐 董贞 qsy
901852 三世缘 董贞 ssy
901859 誓言 董贞 sy
901853 仙剑赋 董贞 xjf
574431 相思引 董贞 xsy
971636 相思引 董贞 xsy
574874 逍遥游 董贞 xyy
901860 逍遥游 董贞 xyy
976538 倚天剑雨 董贞 ytjy
976040 月光 董贞 yg
981516 枕上书 董贞 zss
574873 朱砂泪 董贞 zsl
901858 自由的风 董贞 zydf
901851 当我开始偷偷爱你 dwkstan
901850 情醉 qz
902004 情醉 qz
972673 刀剑如梦 djrm
503714 读书郎 动感男孩 dsl
514072 怎么舍得你走 动感男孩 zmsdnz
506009 爱你想你 动静乐团 anxn
562149 宝贝 动静乐团 bb
563034 变脸 动静乐团 bl
563592 动静 动静乐团 dj
561683 饭 动静乐团 f
561540 放心不下 动静乐团 fxbx
560961 还你自由 动静乐团 hnzy
561541 梦想战场 动静乐团 mxzc
561212 命运 动静乐团 my
561182 摩天轮 动静乐团 mtl
507852 怕你走了 动静乐团 pnzl
561542 水中影 动静乐团 szy
502409 无解 动静乐团 wj
560475 相信未来 动静乐团 xxwl
505791 DON'T BREAK MY HEART 动力火车 dbmh
561626 HAPPY POWER 动力火车 hp
500353 HIGH POWER 动力火车 hp
500105 SELENA 动力火车 s
500442 SORRY SUNDAY 动力火车 ss
571603 爱到疯癫 动力火车 adfd
514191 爱给错让你想走 动力火车 agcrnxz
505984 爱就够了 动力火车 ajgl
503316 爱已经 动力火车 ayj

董贞/雷诺儿
董贞/盛威
董贞/盛威
董贞/中国好声音



506190 背叛情歌 动力火车 bpqg
706190 背叛情歌 动力火车 bpqg
512953 不甘心不放手 动力火车 bgxbfs
500621 不过 动力火车 bg
510179 不会哭的人 动力火车 bhkdr
514299 不能阻止我喝醉 动力火车 bnzzwhz
506292 不要怪我 动力火车 bygw
512978 不要再说爱我 动力火车 byzsaw
506318 不再遗憾 动力火车 bzyh
500660 彩虹 动力火车 ch
700660 彩虹 动力火车 ch
974458 残缺的完整 动力火车 cqdwz
510266 沉重的回忆 动力火车 czdjy
506411 翅膀之歌 动力火车 cbzg
500724 冲动 动力火车 cd
515647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动力火车 clanhnas
715647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动力火车 clanhnas
506479 打开天空 动力火车 dktk
506511 单程车票 动力火车 dccp
500153 当 动力火车 d
516573 地老地老地老天荒天荒 动力火车 dldldltht
510406 第二次分手 动力火车 decfs
506566 第一滴泪 动力火车 dydl
974556 东方的光 动力火车 dfdg
506597 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 dlhc
513079 多想给你一些 动力火车 dxgnyx
571703 风光明媚 动力火车 fgmm
974457 奉陪 动力火车 fp
513123 动力火车 gnabyl
510591 姑娘的酒窝 动力火车 gndjw
510614 管你嫁给谁 动力火车 gnjgs
974557 光 动力火车 g
510734 还隐隐作痛 动力火车 hyyzt
501150 好吧 动力火车 hb
510688 厚重的记忆 动力火车 hzdjy
501271 回家 动力火车 hj
501278 回想 动力火车 hx
510800 寂寞是思念 动力火车 jmssn
976506 寂寞无赖 动力火车 jmwl
504057 寄生人 动力火车 jsr
571513 继续转动 动力火车 jxzd
510894 酒醉的探戈 动力火车 jzdtg
516294 动力火车 jzdtge
507277 可不可能 动力火车 kbkn
511001 梨山痴情花 动力火车 lscqh
504299 路人甲 动力火车 lrj
504301 乱乱的 动力火车 lld
504341 没时间 动力火车 msj

给你爱BUT YOU LIE

酒醉的探戈2001



515798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动力火车 mtdmtdmt
507659 陌生的夜 动力火车 msdy
511199 那就这样吧 动力火车 njzyb
711199 那就这样吧 动力火车 njzyb
560474 南下北上 动力火车 nxbs
515830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动力火车 nklsywkl
51586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动力火车 nzmsdwng
571702 逆向行驶 动力火车 nxhs
514901 让我一次爱个够 动力火车 rwycagg
511479 热情的沙漠 动力火车 rqdsm
511739 天真的双眼 动力火车 tzdsy
502268 听海 动力火车 th
502305 外套 动力火车 wt
508596 为爱流泪 动力火车 wall
505027 我不想 动力火车 wbx
508677 我不知道 动力火车 wbzd
565149 我答应你 动力火车 wdyn
508712 我都要等 动力火车 wdyd
513783 我能给你什么 动力火车 wngnsm
505100 我要等 动力火车 wyd
512056 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 wqdqs
515319 寻觅幸福的感受 动力火车 xmxfdgs
509434 有话直说 动力火车 yhzs
516167 再会吧我的心上人 动力火车 zhbwdxsr
514060 再见我的爱人 动力火车 zjwdar
509661 镇守爱情 动力火车 zsaq
502978 挚爱 动力火车 za
515539 忠孝东路走九遍 动力火车 zxdlzjb
560076 终于明白 动力火车 zymb
503054 自由 动力火车 zy
514148 最后一种快乐 动力火车 zhyzkl
562164 面不改色 mbgs
500238 痛 t
571512 爱上你不如爱上海 asnbrash
507087 火柴天堂 hct
420516 动作片 xgzza
412577 动作片 thysj
981193 CHIMES 窦靖童 c
575857 爱做主 窦老三 azz
575856 流浪狗 窦老三 llg
575858 雪狼 窦老三 xl
506176 悲伤的梦 窦唯 bsdm
500761 窗外 窦唯 cw
506770 高级动物 窦唯 gjdw
506935 黑色梦中 窦唯 hsmz
501778 噢乖 窦唯 og
508172 上帝保佑 窦唯 sdby
501730 难道 窦智孔 nd

动力火车/苟伟
动力火车/李翊君
动力火车/林志炫
动力火车/熊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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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30 樱花的秘密 窦智孔 yhdmm
511295 你想听的话 nxtdh
571472 姑娘动了我的心 独脚神鹰 gndlwdx
571473 姑娘我爱你 独脚神鹰 gnwan
571474 那边的格桑花 独脚神鹰 nbdgsh
571551 卓玛你在哪里 独脚神鹰 zmnznl
976361 江山如画 杜春梅 jsrh
573008 两难 ln
575802 大哥大 杜存刚 dgd
503129 GO GO CAT 杜德伟 ggc
500361 I BELIEVE 杜德伟 ib
560618 杜德伟 mmh
503209 SET YOU FREE 杜德伟 syf
500431 SEXY BABY 杜德伟 sb
500133 WHY 杜德伟 w
503251 爱不坏 杜德伟 abh
503254 爱不灭 杜德伟 abm
514197 爱你爱的不寻常 杜德伟 anadbxc
514196 爱你爱得不寻常 杜德伟 anadbxc
509964 爱你的全部 杜德伟 andqb
510093 把你藏起来 杜德伟 bncql
710093 把你藏起来 杜德伟 bncql
506133 把你宠坏 杜德伟 bnch
706133 把你宠坏 杜德伟 bnch
503398 笨女孩 杜德伟 bnh
500640 不走 杜德伟 bz
700640 不走 杜德伟 bz
500661 彩虹 杜德伟 ch
506400 痴痴的等 杜德伟 ccdd
562270 刺 杜德伟 c
762270 刺 杜德伟 c
560620 独领风骚 杜德伟 dlfs
503746 发现爱 杜德伟 fxa
501028 改变 杜德伟 gb
513131 跟着我一辈子 杜德伟 gzwybz
560619 功夫 杜德伟 gf
977239 好样 杜德伟 hy
560172 黑色契约 杜德伟 hsqy
562271 红色反应 杜德伟 hsfy
507033 黄金比例 杜德伟 hjbl
560171 嫁给我 杜德伟 jgw
501410 救你 杜德伟 jn
507232 绝不后悔 杜德伟 jbhh
501479 快爱 杜德伟 ka
510962 快乐快烧坏 杜德伟 klksh
565408 迷途 杜德伟 mt
977238 你不再孤单 杜德伟 nbzgd
511301 你有罪的心 杜德伟 nyzdx

窦智孔/BOBBY DOU

杜淳/彭芳

MA MA好屌



501789 跑远 杜德伟 py
701789 跑远 杜德伟 py
511394 亲爱的别哭 杜德伟 qadbk
501898 情人 杜德伟 qr
701898 情人 杜德伟 qr
513518 让爱那么愉快 杜德伟 ranmyk
511477 让自己快乐 杜德伟 rzjkl
508073 热情回来 杜德伟 rqhl
502122 束缚 杜德伟 sf
508435 天公地道 杜德伟 tgdd
502250 天真 杜德伟 tz
702250 天真 杜德伟 tz
502298 脱掉 杜德伟 td
508538 完美假期 杜德伟 wmjq
504953 忘了他 杜德伟 wlt
704953 忘了他 杜德伟 wlt
508588 为爱存在 杜德伟 wacz
562699 为我照顾她 杜德伟 wwzgt
511946 我是一只鸟 杜德伟 wsyzn
508825 无心伤害 杜德伟 wxsh
512154 想不尽的你 杜德伟 xbjdn
976733 想要快乐 杜德伟 xykl
502715 要求 杜德伟 yq
512369 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 yqkyl
502804 勇气 杜德伟 yq
515427 杜德伟 ylwlysm
715427 杜德伟 ylwlysm
509668 拯救地球 杜德伟 zjdq
709668 拯救地球 杜德伟 zjdq
509726 钟爱一生 杜德伟 zays
709726 钟爱一生 杜德伟 zays
512798 做我的情人 杜德伟 zwdqr
505961 爱都给我 adgw
515735 她总在某一个地方 tzzmygdf
509638 真的想你 zdxn
709638 真的想你 zdxn
512849 爱你让我勇敢 anrwyg
503797 复活岛 fhd
503943 恨自由 hzy
507720 难兄难弟 nxnd
506584 东方商人 杜菲菲 dfsr
976433 如果你不爱我 杜歌 rgnbaw
976432 伤了你伤了自己 杜歌 slnslzj
575359 完美结局 wmjj
508454 天生我才 杜昊 tswc
573009 桂花香 杜鹃 ghx
514993 谁不说俺家乡好 杜康 sbsajxh
714993 谁不说俺家乡好 杜康 sbsajxh

原来我LOVE YOU SO MUCH
原来我LOVE YOU SO MUCH

杜德伟/黄嘉千
杜德伟/刘沁
杜德伟/顺子
杜德伟/顺子
杜德伟/苏慧伦
杜德伟/丸子
杜德伟/汪佩蓉
杜德伟/周华健

杜海涛/黄奕



563913 害怕有来生 hpyls
567213 米黄色衬衫 mhscs
565552 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海 rgzsjszsx
975936 爱到死心塌地 杜蕾 adsxtd
516305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mlexlynec
716305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mlexlynec
501432 卡门 杜丽莎 km
981480 卡门 杜丽莎 km
506483 打侄上坟 杜鹏 dzsf
901525 雪 x
514557 拣取花枝慢端详 杜宜春 jqhzmdx
573503 不要连分手都骗我 杜奕衡 bylfsdpw
562589 剪刀石头布 杜奕衡 jdstb
976425 你是这个世界最疼爱我的人 杜奕衡 nszgsjzta
562588 一滴泪 杜奕衡 ydl
976424 这一路走来 杜奕衡 zylzl
562480 爱上你 asn
973741 我们 段林希 wm
514871 请到天涯海角来 段品章 qdtyhjl
576463 爱情就像一出戏 段千寻 aqjxycx
572078 爱傻了 段千寻 asl
602953 爱傻了 段千寻 asl
571362 爱总那么伤人 段千寻 aznmsr
572079 白色距离 段千寻 bsjl
602954 白色距离 段千寻 bsjl
570840 别再为我哭 段千寻 bzwwk
566253 不爱你走 段千寻 banz
566256 淡黄色卷发 段千寻 dhsjf
570841 第一次为女生哭 段千寻 dycwnsk
565111 恩惠 段千寻 eh
566255 分手那一天 段千寻 fsnyt
572080 绝情歌 段千寻 jqg
602955 绝情歌 段千寻 jqg
566296 那一天 段千寻 nyt
766296 那一天 段千寻 nyt
566252 七夕爱情故事 段千寻 qxaqgs
569741 伤心的日子 段千寻 sxdrz
571068 谁都不必说抱歉 段千寻 sdbbsbq
566254 他不是真正爱你的人 段千寻 tbszzandr
565559 我是真的爱你 段千寻 wszdan
571066 一辈子不后悔 段千寻 ybzbhh
566251 一个人 段千寻 ygr
571067 最后一个拥抱 段千寻 zhygyb
569226 说分手就放开手 sfsjfs
566739 别再说你爱着我 bzsnazw
564564 信了你的邪 xlndx
976513 爱情的味道 多亮 aqdwd
570347 爱的火焰 adhy

杜磊/田华
杜磊/田华
杜磊/田华

杜丽华/胡松华
杜丽华/胡松华

杜雯媞/王艺翔

杜奕衡/桑兰

段千寻/蓝雨
段千寻/易欣
段思思/网络歌手

多明戈/宋祖英



573738 毕业歌 额尔古纳乐队 byg
573742 鸿雁 额尔古纳乐队 hy
573734 候鸟 额尔古纳乐队 hn
573740 老榆树 额尔古纳乐队 lys
573741 莫尼山 额尔古纳乐队 mns
573739 漂亮姑娘 额尔古纳乐队 plgn
573737 无言的诉说 额尔古纳乐队 wydss
573736 寻 额尔古纳乐队 x
573735 夜色 额尔古纳乐队 ys
976202 雨 彩虹 ych
567658 爱过后的酸楚 尔萨 aghdsc
569209 爱你不后悔 尔萨 anbhh
567656 不让你看见眼泪 尔萨 brnkjyl
567657 为爱放弃自由 尔萨 wafqzy
569208 无情的伤害 尔萨 wqdsh
569207 心中的圣地 尔萨 xzdsd
570095 原来我不是你的天堂 尔萨 ylwbsndt
979902 悟空 贰婶 wk
977651 闪电 法兰黛乐团 sd
569510 赶路 凡人 gl
516449 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 凡人 wysnzwrdf
509076 心碎码头 凡人 xsmt
569508 北京爱情故事 bjaqgs
569509 上海爱情故事 shaqgs
976366 回味 樊凡 hw
573836 燃烧翅膀 樊凡 rscb
574390 守着你到永久 樊凡 szndyj
573834 我不想逃 樊凡 wbxt
573835 我想大声告诉你 樊凡 wxdsgsn
570188 展翅天空 樊凡 zctk
573833 只需要一首歌 zxyysg
570477 猜呀猜 樊少华 cyc
570476 女人的心是无情的铁榔头 樊少华 nrdxswqdt
573837 如果爱情是一场罪 樊少华 rgaqsycz
509037 心的守候 xdsh
568444 还我蔚蓝 反光镜 hwwl
565077 飞鸟 范冰冰 fn
570690 刚刚开始 范冰冰 ggks
505905 爱的奉献 范春梅 adfx
705905 爱的奉献 范春梅 adfx
506710 风雨兼程 范春梅 fyjc
976428 故乡的小河 范春梅 gxdxh
976204 汪妤凌 范儿 wyl
976393 爱过才知道痛 范宏伟 agczdt
570691 爱却不能在一起 范宏伟 aqbnzyq
976391 不要再哭 范宏伟 byzk
976394 红酒与二锅头 范宏伟 hjyegt
976392 我爱你们 范宏伟 wanm

恶武2KD5

凡人/刘若英
凡人/齐秦

樊凡/李慧珍

樊少皇/李婷宜



570394 让我拥有你 rwyyn
510329 大海的传说 范琳琳 dhdcs
503644 大英雄 范琳琳 dyx
503702 冬之恋 范琳琳 dzl
507301 苦乐年华 范琳琳 klnh
575277 情哥哥心思猜不透 范琳琳 qggxscbt
502151 思念 范琳琳 sn
702151 思念 范琳琳 sn
513786 我热恋的故乡 范琳琳 wrldgx
505375 信天游 范琳琳 xty
705375 信天游 范琳琳 xty
509720 中华尊严 范琳琳 zhzy
569060 黑头发飘起来 htfpql
514622 兰芝妻你慢行走 lzqnmxz
569751 新身不由己 范思威 xsbyj
602956 昨天你哭了吗 范思威 ztnklm
569468 你是坏天气 nshtq
426406 牛大叔提干 ndstg
562165 I THINK I 范玮琪 it
572575 爱的盲点 范玮琪 admd
974848 宝贝我们不要哭 范玮琪 bbwmbyk
560745 不眠 范玮琪 bm
564383 打勾勾 范玮琪 dgg
971593 弹起来 范玮琪 dql
500838 当时 范玮琪 ds
503665 到不了 范玮琪 dbl
569549 放电 范玮琪 fd
971180 感动就不远 范玮琪 gdjby
564068 黑白配 范玮琪 hbp
572301 灰色的彩虹 范玮琪 hsdch
603192 灰色的彩虹 范玮琪 hsdch
560746 就是你 范玮琪 jsn
501424 绝密 范玮琪 jm
514605 可不可以不勇敢 范玮琪 kbkybyg
714605 可不可以不勇敢 范玮琪 kbkybyg
972402 路 范玮琪 l
974787 路 范玮琪 l
560747 没那么爱他 范玮琪 mnmat
501646 每天 范玮琪 mt
511096 每天的每天 范玮琪 mtdmt
901965 暮光 范玮琪 mg
507686 那些花儿 范玮琪 nxhe
707686 那些花儿 范玮琪 nxhe
501835 启程 范玮琪 qc
977664 悄悄告诉你 范玮琪 qqgsn
561233 秋千 范玮琪 qq
571714 全世界失眠 范玮琪 qsjsm
563951 让我们自由 范玮琪 rwmzy

范竞马/谭晶

范琳琳/杭天琪
范瑞娟/傅全香

范婷/网络歌手
范伟/赵本山



504636 如果爱 范玮琪 rga
516380 如果我有一支天使棒 范玮琪 rgwyyztsb
572108 傻的可以 范玮琪 sdky
602958 傻的可以 范玮琪 sdky
567271 是非题 范玮琪 sft
504742 手帕交 范玮琪 spj
508381 他没有错 范玮琪 tmyc
502185 太阳 范玮琪 ty
505037 我的爱 范玮琪 wda
560266 我就是这样 范玮琪 wjszy
563787 我们的纪念日 范玮琪 wmdjnr
560265 我们之间的事 范玮琪 wmzjds
505248 想太多 范玮琪 xtd
572185 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 范玮琪 xzdxznhbh
602959 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 范玮琪 xzdxznhbh
502675 寻找 范玮琪 xz
564382 一半的我 范玮琪 ybdw
560264 一比一 范玮琪 yby
563786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范玮琪 ygxxtygxq
569400 一颗心的距离 范玮琪 ykxdjl
502762 因为 范玮琪 yw
505609 再联络 范玮琪 zll
972401 怎么办 范玮琪 zmb
567121 哲学家 范玮琪 zxj
512747 最初的梦想 范玮琪 zcdmx
971496 最亲爱的你 范玮琪 zqadn
901975 最重要的决定 范玮琪 zzydjd
977706 千年 qn
703897 好寂寞 hjm
566783 仨人 r
567430 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bngqrsdh
566526 心的发现 xdfx
503476 不要哭 byk
560744 如果的事 rgds
569548 如果你是我 rgnsw
500085 LUV3 范文芳 l
500445 SUMMER RAIN 范文芳 sr
510124 被爱的权利 范文芳 badql
514322 趁一切还来得及 范文芳 cyqhldj
501080 孤单 范文芳 gd
501108 逛街 范文芳 gj
501153 好想 范文芳 hx
507541 没有问题 范文芳 mywt
507748 你的温度 范文芳 ndwd
505060 我还好 范文芳 whh
502500 想你 范文芳 xn
505377 星期六 范文芳 xql
512354 一个人生活 范文芳 ygrsh

范玮琪/曾静玟
范玮琪/光良
范玮琪/郭静
范玮琪/刘若英
范玮琪/马兆骏
范玮琪/佚名
范玮琪/张韶涵
范玮琪/周华健



509278 一圈一圈 范文芳 yqyq
510140 别让情两难 brqln
500290 BARTENDER ANGEL 范晓萱 ba
500031 DARLING 范晓萱 d
500375 JINGLE BELLS 范晓萱 jb
500100 RAIN 范晓萱 r
500430 SECRET MAGIC 范晓萱 sm
500113 SOMETIMES 范晓萱 s
567269 WHY 范晓萱 w
514170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范晓萱 ydtmaa
500671 缠绵 范晓萱 cm
503546 出气球 范晓萱 cqq
510287 处处都有你 范晓萱 ccdyn
506502 大声唱歌 范晓萱 dscg
500841 范晓萱 ds
503709 豆豆龙 范晓萱 ddl
515686 飞机上的几个小时 范晓萱 fsdjgxs
500167 风 范晓萱 f
510590 狗狗减肥操 范晓萱 ggjfc
572881 管他什么音乐 范晓萱 gtsmyl
501121 过期 范晓萱 gq
510648 好想谈恋爱 范晓萱 hxtla
513170 好小孩的日记 范晓萱 hxhdrj
506943 恨你爱你 范晓萱 hnan
564434 范晓萱 jkgd
513233 姐妹们的聚会 范晓萱 jmmdjh
504144 看电视 范晓萱 kds
501472 哭了 范晓萱 kl
507595 梦的扑满 范晓萱 mdpm
504412 范晓萱 mle
704412 范晓萱 mle
501729 男人 范晓萱 nr
500222 你 范晓萱 n
507746 你的甜蜜 范晓萱 ndtm
513458 你真的爱我吗 范晓萱 nzdawm
511432 情人的眼泪 范晓萱 qrdyl
508054 让爱发光 范晓萱 rafg
501983 人类 范晓萱 rl
513588 稍息立正站好 范晓萱 sxlzzh
713588 稍息立正站好 范晓萱 sxlzzh
504703 深呼吸 范晓萱 shx
508225 范晓萱 sbdm
511600 失控的胖子 范晓萱 skdpz
502072 失恋 范晓萱 sl
567270 属于 范晓萱 sy
508301 数字恋爱 范晓萱 szla
504756 刷牙歌 范晓萱 syg
502317 晚安 范晓萱 wa

范文芳/张信哲

等14

健康歌之DJ

魔力ESP
魔力ESP

失败的MAN



508652 我爱洗澡 范晓萱 waxz
515175 我是真的很开心 范晓萱 wszdhkx
516043 我喜欢这样的安静 范晓萱 wxhzydaj
515188 我要我们在一起 范晓萱 wywmzyq
502505 想你 范晓萱 xn
502524 消失 范晓萱 xs
505271 小叮当 范晓萱 xdd
515288 小魔女的魔法书 范晓萱 xmndmfs
502547 小偷 范晓萱 xt
502617 星星 范晓萱 xx
502665 雪人 范晓萱 xr
502691 眼泪 范晓萱 yl
502703 氧气 范晓萱 yq
502761 因为 范晓萱 yw
572718 幽默感 范晓萱 ymg
500273 战 范晓萱 z
509600 张牙舞爪 范晓萱 zywz
502956 证据 范晓萱 zj
514118 猪你生日快乐 范晓萱 znsrkl
714118 猪你生日快乐 范晓萱 znsrkl
509785 自言自语 范晓萱 zyzy
509834 最最亲爱 范晓萱 zzqa
504907 甜蜜蜜 tmm
504075 健康歌 jkg
508958 相约九九 xyjj
509003 小鬼当心 xgdx
502917 找爱 za
973722 西沙恋曲 范忻 xslq
570192 把我的心还给我 bwdxhgw
573325 爱不执着 范怡文 abzz
573200 巴黎的忧郁 范怡文 bldyy
573326 秘密 范怡文 mm
560262 男人说女人说 范怡文 nrsnrs
560261 墙 范怡文 q
560263 随心所欲 范怡文 sxsy
500315 DEVIL ANGEL 范逸臣 da
500367 I BELIEVE 范逸臣 ib
563582 LOVE STORY 范逸臣 ls
569618 MISSING YOU 范逸臣 my
500098 PIANO 范逸臣 p
575864 ROCK ALL NIGHT 范逸臣 ran
575865 ROCK BOYS 范逸臣 rb
500106 SERENA 范逸臣 s
700106 SERENA 范逸臣 s
506014 爱情程式 范逸臣 aqcs
506085 爱太遥远 范逸臣 atyy
503357 百慕达 范逸臣 bmd
575866 别回答 范逸臣 bhd

范晓萱/解晓东
范晓萱/王英州
范晓萱/王英州
范晓萱/佚名
范晓萱/佚名

范野/网络歌手



510181 不开的玫瑰 范逸臣 bkdmg
510182 不可能忘记 范逸臣 bknwj
564571 不说出的温柔 范逸臣 bscdwr
764571 不说出的温柔 范逸臣 bscdwr
500654 彩虹 范逸臣 ch
506426 除此之外 范逸臣 cczw
514384 等到天晴离开你 范逸臣 ddtqlkn
510454 断翅蝴蝶飞 范逸臣 dchdf
561234 恶男宅急电 范逸臣 enzjd
563654 放生 范逸臣 fs
501053 钢琴 范逸臣 gq
570308 国境之南 范逸臣 gjzn
562299 范逸臣 hnh
507105 既往不究 范逸臣 jwbj
510822 街角的情歌 范逸臣 jjdqg
504094 解释我 范逸臣 jsw
507220 就结束了 范逸臣 jjsl
570955 离开悲伤 范逸臣 lkbs
507726 你爱我吗 范逸臣 nawm
570309 情书 范逸臣 qs
976705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范逸臣 smfbncld
504733 时间沙 范逸臣 sjs
504950 忘了爱 范逸臣 wla
976727 我是谁 范逸臣 wss
508778 我已受伤 范逸臣 wyss
569550 无乐不作 范逸臣 wlbz
509118 信仰爱情 范逸臣 xyaq
569619 许愿 范逸臣 xy
512314 亚德里亚海 范逸臣 ydlyh
565784 范逸臣 yz
564281 用心听 范逸臣 yxt
561203 再说 范逸臣 zs
512574 在这里分手 范逸臣 zzlfs
561555 祝福 范逸臣 zf
564003 最最爱 范逸臣 zza
563723 醉青楼 范逸臣 zql
970245 黑白之间 hbzj
970377 黑白之间 hbzj
564262 相爱 xa
976005 ROCK FOR LOVE rfl
502436 误会 wh
572823 爱无缘 范永生 awy
574043 我当初也曾爱过你 范永生 wdcycagn
562212 爱你的缺点 范植伟 andqd
880545 团团爱 ta
975029 BB88 方大同 b
568144 LOVE SONG 方大同 ls
974279 ROMEO 方大同 r

哈你HONEY

一直(无原唱)

范逸臣/戚薇
范逸臣/戚薇
范逸臣/同恩
范逸臣/许慧欣
范逸臣/佚名

饭团之家全/思涵csha



568256 SORRY 方大同 s
566151 爱爱爱 方大同 aaa
973081 爱立刻 方大同 alk
568709 爱在 方大同 az
566350 等着你回来 方大同 dznhl
568578 够不够 方大同 gbg
973727 关于爱的定义 方大同 gyaddy
570921 黑白 方大同 hb
571210 黑洞里 方大同 hdl
572278 红豆 方大同 hd
603194 红豆 方大同 hd
973737 妈妈说 方大同 mms
576063 每个人都会 方大同 mgrdh
568708 暖 方大同 n
975030 千纸鹤 方大同 qzh
575177 如果爱 方大同 rga
570919 三人游 方大同 sry
566152 苏丽珍 方大同 slz
977949 特别的人 方大同 tbdr
570756 为你写的歌 方大同 wnxdg
570920 小小虫 方大同 xxc
901892 因为你 方大同 ywn
568946 复刻回忆 fhy
566119 四人游 sry
506535 得意洋洋 方芳 dyyy
505444 摇太阳 方芳 yty
516307 毛泽东思想东风传送 方海珍 mzdsxdfcs
503115 DO YOU KNOW 方皓玟 dyk
564229 WANNA LOVE 方皓玟 wl
510057 爱要让你知 方皓玟 ayrnz
562587 蝴蝶 方皓玟 hd
566155 欢迎光临 方皓玟 hygl
507321 快乐女孩 方皓玟 klnh
560158 梦的捕手 方皓玟 mdbs
566154 新鲜人 方皓玟 xxr
561023 幸福 方皓玟 xf
566153 捉迷藏 方皓玟 zmc
506026 爱情故事 方季惟 aqgs
570463 除了你谁都不爱 方季惟 clnsdba
510628 海鸥飞呀飞 方季惟 hofyf
710628 海鸥飞呀飞 方季惟 hofyf
506882 含泪的眼 方季惟 hldy
507612 梦醒边缘 方季惟 mxby
516687 是不是爱情已走到尽头 方季惟 sbsaqyzdj
516719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方季惟 wdanmryss
515266 想你想到梦里头 方季惟 xnxdmlt
516114 夜夜抱着歉意入眠 方季惟 yybzqyrm
514039 怨苍天变了心 方季惟 yctblx

方大同/薛凯琪
方大同/薛凯琪



563125 直到永远 方季惟 zdyy
565479 原谅 yl
568577 爱的目的地 方嘉龙 admdd
568576 听见了 方嘉雄 tjl
570757 风 方炯镔 f
570291 坏人 方炯镔 hr
570428 回去吧 方炯镔 hqb
973237 剪爱 方炯镔 ja
570521 你不必爱我 方炯镔 nbbaw
573149 遗憾 方炯镔 yh
971478 在我怀里 方炯镔 zwhl
573148 暗示 as
512642 只爱一点点 zaydd
566289 你什么都可以 方力申 nsmdky
572805 记忆 jy
514570 今日处处好风光 方琼 jrcchfg
504709 审潘洪 方荣翔 sph
512187 像朋友一样 方蓉 xpyyy
971373 爱过才知影 方瑞娥 agczy
971374 诚恳地关怀 方瑞娥 ckdgh
974769 等伴 方瑞娥 db
971369 割爱 方瑞娥 ga
971370 姑娘水当当 方瑞娥 gnsdd
971584 旧爱新欢 方瑞娥 jaxh
971372 情歌唱给自己听 方瑞娥 qgcgzjt
971371 尚美丽 方瑞娥 sml
974770 雾中花 方瑞娥 wzh
971583 心冷 方瑞娥 xl
880157 爱的印记 方薇 adyj
900157 爱的印记 方薇 adyj
501490 困砂 方文琳 ks
516708 我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 方文琳 wagdrwxzh
513754 我的心我的情 方文琳 wdxwdq
502811 游泳 方文琳 yy
515396 英台说出心头话 方雪雯 ytscxth
974817 变色风飞沙 方怡萍 bsfs
974843 别人的香水味 方怡萍 brdxsw
974844 痴情换无情 方怡萍 cqhwq
974818 敬月 方怡萍 jy
976625 梦袂醒 方怡萍 mmx
566195 蓝与黑 方逸华 lyh
901833 金厝边银亲戚 jcbyqq
504962 望江亭 wjt
574697 大雨 方子颖 dy
561957 芳华十八 dyrcj
561964 泪的小雨 ldxy
561962 小城故事 xcgs
561963 月亮代表谁的心 yldbsdx

方季韦/关心

方炯镔/弦子
方丽仪/巫啓贤

方力申/孙俪

方育琪/杜伟坤
方志成/杨淑蕊

但愿人长久(欣赏版)
芳华十八/谭咏麟
芳华十八/谭咏麟
芳华十八/谭咏麟



560151 边走边唱 房祖名 bzbc
575531 假动作 房祖名 jdz
575774 若无其事 房祖名 rwqs
576062 一路好走 房祖名 ylhz
575174 忠 房祖名 z
505766 最动听 房祖名 zdt
880538 最好的我 zhdw
572760 狐女 啡啡 hn
572454 分手算了 菲儿 fssl
564953 1234567 飞儿乐团 yesswlq
568195 CHANGE 飞儿乐团 c
500325 FLY AWAY 飞儿乐团 fa
568196 FOREVER GREEN 飞儿乐团 fg
564391 GET HIGH 飞儿乐团 gh
560849 I CAN‘T GO ON 飞儿乐团 ictgo
565057 I DON'T CARE 飞儿乐团 idc
560368 LOVE3 飞儿乐团 l
500086 LYDIA 飞儿乐团 l
560850 NEVER LAND 飞儿乐团 nl
500103 REVOLUTION 飞儿乐团 r
573743 WE ARE 飞儿乐团 wa
515595 YOU MAKE ME WANT TO FALL IN LOVE 飞儿乐团 ymmwtfil
560374 爱的力量 飞儿乐团 adll
760374 爱的力量 飞儿乐团 adll
568198 爱过 飞儿乐团 ag
560372 把爱放开 飞儿乐团 baf
760372 把爱放开 飞儿乐团 baf
562568 把爱传出来 飞儿乐团 baccl
565058 北极圈 飞儿乐团 bjq
568197 彩色拼图 飞儿乐团 cspt
560369 刺鸟 飞儿乐团 cn
567749 第十行星 飞儿乐团 dsxx
564206 飞行部落 飞儿乐团 fxbl
501107 光芒 飞儿乐团 gm
503968 后乐园 飞儿乐团 hly
574516 纪念日 飞儿乐团 jnr
573874 荆棘里的花 飞儿乐团 jjldh
564627 眷恋 飞儿乐团 jl
511038 流浪者之歌 飞儿乐团 llzzg
574515 猫头鹰的梦 飞儿乐团 mtydm
507747 你的微笑 飞儿乐团 ndwx
564813 你很爱他 飞儿乐团 nhat
560370 千年之恋 飞儿乐团 qnzl
567538 三个心愿 飞儿乐团 sgxy
560851 死心的理由 飞儿乐团 sxdly
504847 塔罗牌 飞儿乐团 tlp
564392 天天夜夜 飞儿乐团 tyy
508738 我们的爱 飞儿乐团 wmda

房祖名/龚芝怡



505103 我要飞 飞儿乐团 wyf
565059 我最爱的人 飞儿乐团 wzadr
560373 无限 飞儿乐团 wx
574275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飞儿乐团 xrkskdxt
560852 消失 飞儿乐团 xs
560371 应许之地 飞儿乐团 yxzd
564954 雨樱花 飞儿乐团 yyh
567292 月牙湾 飞儿乐团 yyw
567748 真爱地图 飞儿乐团 zadt
567537 需要你的爱 xynda
564567 比我更幸福 bwgxf
565698 飞轮海 yhj
971547 MR PERFECT 飞轮海 mp
975094 MR.PERFECT 飞轮海 m
880952 sexy girl 飞轮海 sg
565061 爱到 飞轮海 ad
574518 爱的王道 飞轮海 adwd
567438 不会爱 飞轮海 bha
574517 不死之谜 飞轮海 bszm
565255 超喜欢你 飞轮海 cxhn
565699 出口 飞轮海 ck
765699 出口 飞轮海 ck
567439 出神入化 飞轮海 csrh
570977 孤单摩天轮 飞轮海 gdmtl
570978 恒星 飞轮海 hx
570774 寂寞暴走 飞轮海 jmbz
570980 留下来 飞轮海 lxl
568628 明日香 飞轮海 mrx
570981 默默 飞轮海 mm
880236 飞轮海 trsh
568199 为你存在 飞轮海 wncz
564715 飞轮海 wywdy
901636 误会 飞轮海 wh
564714 夏雪 飞轮海 xx
568627 心里有数 飞轮海 xlys
880991 心疼你的心疼 飞轮海 xtndxt
564884 一个人流浪 飞轮海 ygrll
570575 越来越爱 飞轮海 ylya
571995 占有 飞轮海 zy
565060 找幸福给你 飞轮海 zxfgn
568629 至少还有我 飞轮海 zshyw
570979 最佳听众 飞轮海 zjtz
574519 今天我们吵了一架 飞鸟 jtwmclyj
572676 我的爱情我亲手埋藏 飞鹰阿伟 wdaqwqsmc
500385 LOVE ME 费翔 lm
503272 爱过你 费翔 agn
514195 爱就像短暂的梦 费翔 ajxdzdm
510058 爱要说出来 费翔 ayscl

飞儿乐团/信
飞梵乐队/网络歌手

2月30号见

太热 super hot

我有我的YOUNG



500514 安娜 费翔 an
500846 等待 费翔 dd
514400 冬天里的一把火 费翔 dtldybh
714400 冬天里的一把火 费翔 dtldybh
500902 读你 费翔 dn
700902 读你 费翔 dn
515690 分手在缘尽的时候 费翔 fszyjdsh
503810 橄榄树 费翔 gls
501086 孤行 费翔 gx
506835 故乡的云 费翔 gxdy
506870 海角天涯 费翔 hjty
506894 好好爱我 费翔 hhaw
501199 弧形 费翔 hx
501266 灰色 费翔 hs
560795 回忆 费翔 hy
501393 精彩 费翔 jc
510943 空白的时候 费翔 kbdsh
504193 兰花草 费翔 lhc
504226 冷太阳 费翔 lty
501584 流连 费翔 ll
507481 龙子龙孙 费翔 lzls
501605 旅程 费翔 lc
507516 埋藏过去 费翔 mcgq
511150 梦里都是你 费翔 mldsn
501735 难题 费翔 nt
511232 恼人的秋风 费翔 nrdqf
513435 你是我的王牌 费翔 nswdwp
511317 宁静的夜晚 费翔 njdyw
507843 女孩女孩 费翔 nhnh
501854 牵引 费翔 qy
508012 情为何物 费翔 qwhw
511615 什么样的爱 费翔 smyda
502201 淘金 费翔 tj
502218 天窗 费翔 tc
505001 问斜阳 费翔 wxy
513777 我们的幸福呢 费翔 wmdxfn
512012 我怎么哭了 费翔 wzmkl
508846 午夜星河 费翔 wyxh
508912 夏的季节 费翔 xdjj
513893 像没说过再见 费翔 xmsgzj
505397 雪孩子 费翔 xhz
502719 野花 费翔 yh
509227 一场大雨 费翔 ycdy
505491 一封信 费翔 yfx
505514 一夜情 费翔 yyq
502756 遗忘 费翔 yw
509342 以防万一 费翔 yfwy
502882 再见 费翔 zj



509693 只有分离 费翔 zyfl
511718 天亮再回去 tlzhq
575893 爱是一个圆 费玉清 asygy
569039 白云长在天 费玉清 byczt
510131 变色的长城 费玉清 bsdcc
561126 不了情 费玉清 blq
506354 草原之夜 费玉清 cyzy
500679 偿还 费玉清 ch
503520 长江水 费玉清 cjs
569275 纯纯的爱 费玉清 ccda
569038 对着月亮诉情意 费玉清 dzylsqy
566521 风中的早晨 费玉清 fzdzc
506722 凤凰于飞 费玉清 fhyf
501019 浮萍 费玉清 fp
566780 橄榄树 费玉清 s
566517 归 费玉清 g
514500 何必旁人来说煤 费玉清 hbprlsm
510656 何日君再来 费玉清 hrjzl
561127 合家欢 费玉清 hjh
514510 恨不钟情在当年 费玉清 hbzqzdn
566518 旷野寄情 费玉清 kyjq
501505 狼烟 费玉清 ly
511020 良夜不能留 费玉清 lybnl
501596 留恋 费玉清 ll
504372 美斯乐 费玉清 msl
570228 梦驼铃 费玉清 mtl
501726 奈何 费玉清 nh
566516 你那好冷的小手 费玉清 nnhldxs
515844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费玉清 nswyydxc
566730 千里之外 费玉清 qlzw
507913 千言万语 费玉清 qywy
511426 情歌不再唱 费玉清 qgbzc
504588 情何物 费玉清 qhw
507987 情何以堪 费玉清 qhyk
563138 情深往事 费玉清 qsws
566519 秋蝉 费玉清 qc
511483 热情的夏季 费玉清 rqdxj
508282 是梦是真 费玉清 smsz
508449 天上人间 费玉清 tsrj
566779 天水流长 费玉清 tslc
575889 天之大 费玉清 tzd
502257 挑夫 费玉清 tf
566520 网住一季秋 费玉清 wzyjq
508578 忘情天涯 费玉清 wqty
508763 我心深处 费玉清 wxsc
513830 我怎能离开你 费玉清 wznlkn
575890 屋檐下的思念 费玉清 wyxdsn
502465 乡愁 费玉清 xc

费翔/朱桦



508998 小城故事 费玉清 xcgs
509002 小村之恋 费玉清 xczl
505306 小亲亲 费玉清 xqq
981447 小幸运 费玉清 xxy
509122 星心相印 费玉清 xxxy
569274 星语 费玉清 xy
505466 夜来香 费玉清 ylx
502735 夜曲 费玉清 yq
509228 一场游戏 费玉清 ycyx
505502 一剪梅 费玉清 yjm
512382 一生的朋友 费玉清 ysdpy
505521 忆芙蓉 费玉清 yfr
512488 又见柳叶青 费玉清 yjlyq
566731 渔唱 费玉清 yc
505590 原乡人 费玉清 yxr
515439 月亮代表我的心 费玉清 yldbwdx
575892 月下待杜鹃下来 费玉清 yxddjxl
509533 月圆花好 费玉清 yyhh
514057 再见我的爱人 费玉清 zjwdar
569094 在水一方 费玉清 zsyf
515517 只为你清清的梦 费玉清 zwnqqdm
512729 走过我自己 费玉清 zgwzj
575891 昨夜小楼又东风 费玉清 zyxlydf
564616 千里之外 qlzw
575219 最后的哭泣 枫舞 zhdkq
571113 风云帮 xnklfyb
572524 你爱我吗 风云组合 nawm
572525 奇迹中有你 风云组合 qjzyn
880878 水韵江南 风中采莲 syjn
880879 水韵江南 风中采莲 syjn
570605 爱不够 冯德伦 abg
504763 谁爱谁 冯德伦 sas
426983 爱的奉献 冯巩 adfx
3066 见机行事 冯巩 jjhs
204923 言传身教 冯巩 ycsj
426979 无蝇餐厅 wyct
426978 心愿 xy
3100 五官争功 wgzg
3048 办晚会 bwh
3054 点子公司 dzgs
3075 两个弄潮儿 lgnce
3084 拍卖 pm
3097 我错了 wcl
204921 小偷公司 xtgs
426178 最差先生 zcxs
3121 坐享其成 zxqc
426980 面的与皇冠 mdyhg
426982 家中有贼 jzyz

费玉清/周杰伦

新年快乐(风云版)

冯巩/李丁
冯巩/吕丽萍
冯巩/马季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群
冯巩/牛振华
冯巩/陶红



426981 融 r
503805 赶牲灵 冯健雪 gsl
508128 三十里铺 冯健雪 sslp
515255 相信你也在感觉 冯敏 xxnyzgj
515390 一直在找一个人 冯玮君 yzzzygr
505729 抓凶手 zxs
570606 避风港 冯曦妤 bfg
571340 不做你的情人 冯曦妤 bzndqr
602960 不做你的情人 冯曦妤 bzndqr
574313 华夏春满园 冯晓飞 hxcmy
569718 半城山半城水 冯晓泉 bcsbcs
506240 冰糖葫芦 冯晓泉 bthl
514383 等到花开那一天 冯晓泉 ddhknyt
508031 秋水长天 冯晓泉 qsct
516469 遥远的城镇遥远的人 冯晓泉 yydczyydr
508452 天上人间 tsrj
574312 爱像一场纷飞雨 冯晓荣 axycfy
567353 看到了痛 kdlt
565636 别再对爱说无所谓 bzdaswsw
508356 苏武牧羊 冯志孝 swmy
500187 酒 凤飞飞 j
507435 凉呀凉呀 凤飞飞 lyly
514830 陪伤心人说往事 凤飞飞 psxrsws
501849 牵情 凤飞飞 qq
573588 想要跟你飞 凤飞飞 xygnf
502759 驿站 凤飞飞 yz
512594 掌声响起来 凤飞飞 zsxql
505734 追梦人 凤飞飞 zmr
570063 爱的狂怒 凤凰传奇 adkn
576359 兵马俑 凤凰传奇 bmy
570065 草原凤凰 凤凰传奇 cyfh
576360 大漠情人 凤凰传奇 dmqr
569293 等爱的玫瑰 凤凰传奇 dadmg
769293 等爱的玫瑰 凤凰传奇 dadmg
567168 等爱的玫瑰之慢摇 凤凰传奇 dadmgzmy
570062 桂林美 凤凰传奇 glm
880200 荷塘月色 凤凰传奇 htys
567056 吉祥如意 凤凰传奇 jxry
975925 吉祥如意 凤凰传奇 jxry
567167 吉祥如意之慢摇 凤凰传奇 jxryzmy
567648 康定情缘 凤凰传奇 kdqy
767648 康定情缘 凤凰传奇 kdqy
572602 郎的诱惑 凤凰传奇 ldyh
575485 溜溜的情歌 凤凰传奇 lldqg
574576 奇迹世界 凤凰传奇 qjsj
976057 情歌天下唱 凤凰传奇 qgtxc
573264 全是爱 凤凰传奇 qsa
576367 让爱领舞 凤凰传奇 ralw

冯巩/王兰

冯玮君/马志翔

冯晓泉/曾格格

冯之诚/网络歌手
冯之评/网络歌手



574577 奢香夫人 凤凰传奇 sxfr
576363 深深爱 凤凰传奇 ssa
573091 天蓝蓝 凤凰传奇 tll
576361 我不是公主 凤凰传奇 wbsgz
901526 我从草原来 凤凰传奇 wccyl
561919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凤凰传奇 whcyygyd
570064 相约北京 凤凰传奇 xybj
567650 香香 凤凰传奇 xx
573763 心驰神往 凤凰传奇 xcsw
576362 新疆玫瑰 凤凰传奇 xjmg
567647 一代天骄 凤凰传奇 ydtj
767647 一代天骄 凤凰传奇 ydtj
977273 御龙归字谣 凤凰传奇 ylgzy
561921 月亮之上 凤凰传奇 ylzs
972680 中国味道 凤凰传奇 zgwd
574145 中国我爱你 凤凰传奇 zgwan
567649 自由飞翔 凤凰传奇 zyfx
561920 最后的讨伐 凤凰传奇 zhdtf
573764 最炫民族风 凤凰传奇 zxmzf
974455 天下的姐妹 txdjm
977225 爱情就是连你我都不懂 凤娘 aqjslnwdb
602961 凤娘 nswdv
975080 欢喜来做伙 hxlzh
971457 愛甲这呢固执 ajzngz
975093 爱甲这呢固执 ajzngz
569341 爱上别人的人 符号 asbrdr
567369 风 f
574221 符琼音 jm
973639 I CAN BELIEVE 符琼音 icb
574420 爱 我说了算 符琼音 awsls
901604 不服 符琼音 bf
973640 沉默 符琼音 cm
571326 蝶恋花 符琼音 dlh
973655 忘了 符琼音 wl
572284 有你有明天 ynymt
603318 有你有明天 ynymt
569616 不要对我再说爱 符致逸 bydwzsa
569704 真的我没事 符致逸 zdwms
508606 为你挡风 付笛声 wndf
502594 心愿 付笛声 xy
702594 心愿 付笛声 xy
509711 中国志气 付笛声 zgzq
515543 众人划桨开大船 付笛声 zrhjkdc
569287 爱到春潮滚滚来 adccggl
510018 爱情一百年 aqybn
513005 初恋般的味道 clbdwd
506817 姑娘月亮 gnyl
515718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hewsmzmh

凤凰传奇/徐千雅

你是我的VITAMIN
凤娘/黄芭乐
凤娘/周韦杰
凤娘/周韦杰

符号/网络歌手
58° 寂寞

符琼音/杨培安
符琼音/杨培安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507270 康定情歌 kdqg
504403 苗山恋 msl
514769 nbcqgml
516643 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nsxfdwskl
508536 团团圆圆 tyy
505223 相思曲 xsq
509120 星空相对 xkxd
509289 一生相随 ysxs
509675 知心爱人 zxar
512651 只是太想你 zstxn
572599 人偶 付佳明 ro
572601 我不好 付佳明 wbh
572600 只能看着你 付佳明 znkzn
514609 客人来到蒙古包 付立明 krldmgb
561273 勇敢 付天颖 yg
575085 两个人的爱 付薇薇 lgrda
976032 这一刻爱吧 付辛博 zykab
500314 DECEMBER RAIN 傅佩嘉 dr
503605 大风吹 傅佩嘉 dfc
561766 干掉你的胃 傅佩嘉 gdndw
515593 做朋友也有界限 傅佩嘉 zpyyyjx
902012 分手以后才知道最珍贵 傅斯彦 fsyhczdzz
902011 你现在好吗 傅斯彦 nxzhm
902013 我不怕 傅斯彦 wbp
561767 NUMBER ONE 傅天颖 no
509981 爱情的背影 傅天颖 aqdby
511109 美丽的错误 傅天颖 mldcw
508306 谁的眼泪 傅天颖 sdyl
510732 还要等多久 傅薇 hyddj
970823 好的爱 傅宇昊 hda
975006 步步为营 傅振辉 bbwy
975005 人吃一点气 傅振辉 rcydq
973251 感情戏 gqx
572615 草原女孩 尕让邓真 cynh
603197 草原女孩 尕让邓真 cynh
572616 雪域蓝色梦 尕让邓真 xylsm
603198 雪域蓝色梦 尕让邓真 xylsm
975932 小三 干露露 xs
573673 我不想走我不想逃 泔林 wbxzwbxt
506387 潮湿的心 甘萍 csdx
506388 潮湿的心 甘萍 csdx
510327 大哥你好吗 甘萍 dgnhm
710327 大哥你好吗 甘萍 dgnhm
501037 感动 甘萍 gd
516636 你的心总是最新的请柬 甘萍 ndxzszxdq
516362 其实我对你似水柔情 甘萍 qswdnssrq
511398 亲亲美人鱼 甘萍 qqmry
508124 三个和尚 甘萍 sghs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你比从前更美丽(欣赏版)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付笛声/任静

傅振辉/周小璇



502029 沙心 甘萍 sx
508416 疼你的人 甘萍 tndr
508686 我的恋曲 甘萍 wdlq
515371 一个真实的故事 甘萍 ygzsdgs
715371 一个真实的故事 甘萍 ygzsdgs
516777 用我的真情暖暖你的手 甘萍 ywdzqnnnd
572350 爱比烟花更寂寞 刚辉 abyhgjm
573096 爱到心碎还依然爱你 刚辉 adxshyran
571972 爱情说了谎 刚辉 aqslh
571556 抽烟的女人 刚辉 cydnr
571970 分手那一天 刚辉 fsnyt
602963 孤单的感觉 刚辉 gddgj
571971 好想放开你的手 刚辉 hxfnds
572349 没有你我也会很幸福 刚辉 mynwyhhxf
571969 为什么离开我 刚辉 wsmlkw
570481 我真的累了 刚辉 wzdll
575103 无情伤 刚辉 wqs
571083 要走就别再说爱我 刚辉 yzjbzsaw
571557 永久的记忆 刚辉 yjdjy
565230 求求你 qqn
510063 爱易放难收 刚泽斌 ayfns
507804 你在他乡 刚泽斌 nztx
570611 中等美女 刚泽斌 zdmn
901903 爱的音符 高安 adyf
901904 红尘情歌 高安 hcqg
574520 是我不对 高安 swbd
573746 思思念念全是你 高安 ssnnqsn
572856 我好想哭 高安 whxk
603199 我好想哭 高安 whxk
901807 一生去守候 高安 ysqsh
571978 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高安 zxlccyyyg
972306 一生无悔 yswh
971443 红尘情歌 hcqg
974829 SORRY 高登 s
976615 爱在梦里 高登 azml
568546 九门提督 高登 jmtd
974830 太孤单 高登 tgd
976614 悟空不空 高登 wkbk
974831 幸福传说 高登 xfcs
974832 有没有搞错 高登 ymygc
976616 雨天 高登 yt
976613 add
974939 想念你 xnn
570897 勃拉姆斯的宠儿 高菲 blmsdce
576211 奥运中国 高峰 ayzg
576574 地球是我们的家 高峰 dqswmdj
576213 给你微笑 高峰 gnwx
503892 好姑娘 高峰 hgn

刚辉/网络歌手

高安/杭娇
高安/黑鸭子

爱的DIDADI 高登/黄甄妮
高登/李翊君



576575 没有帆的船 高峰 myfdc
576577 男人累 高峰 nrl
576576 生命中的爱 高峰 smzda
576212 我不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 高峰 wbsnzpzyp
880583 我真的哭了 高峰 wzdkl
576578 雨后的天空 高峰 yhdtk
506178 北方的狼 高枫 bfdl
508149 刹那之间 高枫 snzj
500682 嫦娥 高枫 ce
510272 城市的烦恼 高枫 csdfn
506420 出门在外 高枫 cmzw
503647 大中国 高枫 dzg
703647 大中国 高枫 dzg
500855 低调 高枫 dd
500157 斗 高枫 d
500994 丰收 高枫 fs
506800 公众人物 高枫 gzrw
506899 好好努力 高枫 hhnl
510764 活得像个人 高枫 hdxgr
504099 金不换 高枫 jbh
510971 葵花向太阳 高枫 khxty
501651 美人 高枫 mr
504917 高枫 tc
509253 一九九七 高枫 yjjq
512437 永不说再见 高枫 ybszj
512478 有事就言语 高枫 ysjyy
500267 雨 高枫 y
502982 中国 高枫 zg
702982 中国 高枫 zg
509710 中国在线 高枫 zgzx
502995 重来 高枫 cl
505773 做英雄 高枫 zyx
511720 天那边的爱 tnbda
516569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高歌 dndxfgwd
511086 没钱也潇洒 高歌 mqyxs
51640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高歌 tddyplsdb
505718 驻港兵 高歌 zgb
568545 傻妞妞 高寒 s
569152 情罪 qz
572529 某年某月某天 高昊 mnmymt
572677 如果有如果 高昊 rgyrg
574521 WHERE IS MY HOME 高皓正 wimh
505825 LETS GO PARTY NOW 高慧君 lgpn
503185 NA NA NA 高慧君 nnn
500466 YOU I 高慧君 yi
500498 爱色 高慧君 as
514225 爱上你是我的罪 高慧君 asnswdz
506106 爱与愿违 高慧君 ayyw

听听CD

高枫/辛欣

高寒/网络歌手



500556 报应 高慧君 by
513146 管我快不快乐 高慧君 gwkbkl
713146 管我快不快乐 高慧君 gwkbkl
515834 你是不爱我的对吗 高慧君 nsbawddm
515904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高慧君 rzdnrzml
715904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高慧君 rzdnrzml
514949 伤心的女人唱歌 高慧君 sxdnrcg
502073 失眠 高慧君 sm
508267 世界末日 高慧君 sjmr
502335 忘了 高慧君 wl
508661 我不觉得 高慧君 wbjd
508768 我学不会 高慧君 wxbh
509479 雨季过后 高慧君 yjgh
503019 转身 高慧君 zs
574989 爱那么轻 高进 anmq
574988 爱已不在 高进 aybz
575937 别想她 高进 bxt
570260 存在 高进 cz
568057 多想把你抱住 高进 dxbnbz
569492 分手后就不要回头 高进 fshjbyht
568352 荷花亭 高进 hht
568058 江山 高进 js
569376 就在这一刻 高进 jzzyk
568351 梦带我旅行 高进 mdwlx
567697 听着情歌流眼泪 高进 tzqglyl
880437 我的好兄弟 wdhxd
979090 男人歌 nrg
602965 我的好兄弟 wdhxd
768907 我要你 高浚 wyn
768908 最后说一声我爱你 高浚 zhsyswan
568907 我要你 wyn
568908 最后说一声我爱你 zhsyswan
977205 偷偷 高蕾雅 t
573246 西施魅 高粱 xsm
976415 追求完美 高亮 zqwm
510395 等待你的心 高林生 ddndx
514496 过眼烟云也留情 高林生 gyyyylq
514852 牵挂你的人是我 高林生 qgndrsw
513677 天也兰梦也兰 高林生 tylmyl
508612 为你倾心 高林生 wnqx
515120 我的心不会改变 高林生 wdxbhgb
512542 再次走近你 高林生 zczjn
515500 真的有话对你说 高林生 zdyhdns
514779 你的眼神告诉我 ndysgsw
513926 心有千言万语 xyqywy
565700 高凌风 d
565752 高凌风 sylm
565753 高凌风 jj

高进/小沉阳
高进/小沈阳
高进/小沈阳

高浚/网络歌手
高浚/网络歌手

高林生/刘小钰
高林生/刘小钰

DANGEROUS(无原唱)
SAY YOU LOVE ME(无原唱)
计较(无原唱)



565701 高凌风 rydtb
565458 晚餐 wc
565644 晚餐 wc
512897 爱与不爱之间 高明骏 aybazj
565243 唱歌给孤单的人听 高明骏 cgggddrt
506466 高明骏 clnh
507010 话说从头 高明骏 hsct
515737 今夜让我梦中有你 高明骏 jyrwmzyn
513414 高明骏 nctwdx
511294 你说你想我 高明骏 nsnxw
513581 伤心对我来说 高明骏 sxdwls
505025 我不哭 高明骏 wbk
515136 我独自在风雨中 高明骏 wdzzfyz
565244 现在回家 高明骏 xzhj
512520 约在某一天 高明骏 yzmyt
513635 谁说我不在乎 sswbzh
563286 男人的累男人的泪 nrdlnrdl
507183 今生注定 jszd
516434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wqqmsndyj
562881 蚂蚁之恋 高娜 myzl
562880 糖果 高娜 tg
514591 九片棱角的回忆 高旗 jpljdhy
512740 祖先的阴影 高旗 zxdyy
514700 每次都想拥抱你 mcdxybn
500318 DREAM AGAIN 高桥晃一 da
575352 一生相伴 高庆峥 ysxb
510926 看到你流泪 高人杰 kdnll
567375 GOODBYE MY DARLING gmd
569067 钢琴上的芭蕾 gqsdbl
568300 多久 dj
572593 大声说爱你 高瑞欣 dssan
572736 韩秀香 高瑞欣 hxx
572735 走到最后 高瑞欣 zdzh
575353 今天分手 高润荷 jtfs
500295 BUDDY BUDDY 高山峰 bb
509887 SAVE YOUR HEART FOR ME 高山峰 syhfm
509893 WHAT A FOOL I AM 高山峰 wafia
510044 爱我好不好 高山峰 awhbh
503431 别作梦 高山峰 bzm
506495 大家要快 高山峰 djyk
506688 分手告白 高山峰 fsgb
501465 空虚 高山峰 kx
502081 什么 高山峰 sm
502525 消失 高山峰 xs
570682 不要离开我 高山林 bylkw
880110 乘风破浪 高山林 cfpl
570684 打开天窗说亮话 高山林 dktcslh
570683 孤单的情人节 高山林 gddqrj

入夜的台北(无原唱)
高隆/网络歌手
高隆/网络歌手

丛林男孩(欣赏版)

你刺疼我的心(欣赏版)

高明骏/陈艾湄
高明骏/庞龙
高明骏/王馨平
高明骏/佚名

高旗/佚名

高榕/网络歌手
高榕/网络歌手
高榕/张嘉洵



569823 伤心祝福 高山林 sxzf
569824 写首歌唱给无情的你 高山林 xsgcgwqdn
569471 恨你恨到骨头里 hnhdgtl
569470 你不懂爱 nbda
569354 你不是我要的女人 nbswydnr
569353 五月花开 wyhk
563421 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高胜美 asnswysdc
51621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高胜美 asygbhjdr
512912 把爱埋在心窝 高胜美 bamzxw
512935 碧兰村的姑娘 高胜美 blcdgn
506261 不告而别 高胜美 bgeb
510190 不能忘记你 高胜美 bnwjn
510233 彩云伴海鸥 高胜美 cybho
500748 杵歌 高胜美 cg
510346 大约在冬季 高胜美 dyzdj
566129 当掌声过后 高胜美 dzsgh
563422 等你等到我心痛 高胜美 dnddwxt
514393 蝶儿蝶儿满天飞 高胜美 dedemtf
500908 渡情 高胜美 dq
503748 凡人歌 高胜美 frg
703748 凡人歌 高胜美 frg
513135 共此花月春风 高胜美 gchycf
506874 海浪泪痕 高胜美 hllh
506875 海鸥飞处 高胜美 hofc
501142 海韵 高胜美 hy
501149 寒星 高胜美 hx
501157 何苦 高胜美 hk
563423 红尘来去一场梦 高胜美 hclqycm
981462 红尘来去一场梦 高胜美 hclqycm
507280 刻骨铭心 高胜美 kgmx
501476 哭砂 高胜美 ks
507411 离情依依 高胜美 lqyy
504238 俩相依 高胜美 lxy
513312 高胜美 lqyjjl
507542 玫瑰爱情 高胜美 mgaq
507618 梦醒时分 高胜美 mxsf
51663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高胜美 nycfhxyds
513404 能不能留住你 高胜美 nbnlzn
516335 你的肩是我今生的天 高胜美 ndjswjsdt
507819 你最无情 高胜美 nzwq
511210 娜努娃情歌 高胜美 nnwqg
515874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高胜美 qsnbdwdx
511380 千年等一回 高胜美 qndyh
507918 千言万语 高胜美 qywy
507927 倩女幽魂 高胜美 qnyh
507942 亲密爱人 高胜美 qmar
511413 青青河边草 高胜美 qqhbc
501884 情病 高胜美 qb

高山林/网络歌手
高山林/网络歌手
高山林/网络歌手
高山林/网络歌手

恋曲1990



501888 情关 高胜美 qg
504592 情难枕 高胜美 qnz
501918 情雨 高胜美 qy
511440 请你别忘记 高胜美 qnbwj
514875 请你记得我的好 高胜美 qnjdwdh
508105 柔情深种 高胜美 rqsz
515913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高胜美 rgnswdcs
508155 山地情歌 高胜美 sdqg
504699 舍不得 高胜美 sbd
504713 声声慢 高胜美 ssm
564995 受害人 高胜美 shr
504866 太阳雨 高胜美 tyy
508458 天使之恋 高胜美 tszl
504913 铁心肠 高胜美 txc
504958 望夫崖 高胜美 wfy
516707 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 高胜美 wsmwdzhlw
513723 未曾留下地址 高胜美 wclxdz
502376 吻别 高胜美 wb
513729 我爱你这样深 高胜美 wanzys
516734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高胜美 wsbsgajdz
512011 我怎么哭了 高胜美 wzmkl
502476 相思 高胜美 xs
508993 潇洒的走 高胜美 xsdz
708993 潇洒的走 高胜美 xsdz
512213 笑拥江山梦 高胜美 zyjsm
512232 心湖雨又风 高胜美 xhyyf
509068 心声泪痕 高胜美 xslh
505501 一剪梅 高胜美 yjm
509261 一廉幽梦 高胜美 ylym
512379 一去不回头 高胜美 yqbht
500271 缘 高胜美 y
509541 越爱越痛 高胜美 yayt
502896 葬心 高胜美 zx
502897 早秋 高胜美 zq
502940 真心 高胜美 zx
516189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高胜美 zyngdbwh
512713 追风的女儿 高胜美 zfdne
505735 追梦人 高胜美 zmr
513143 故乡的万泉河 高松 gxdwqh
515982 为你终生守口如瓶 高松 wnzsskrp
574276 我背着你爱上别人 高天艺 wbznasbr
570685 宝贝你怎么能让我流泪 bbnzmnrwl
426929 酒胆 jd
3122 安电话 adh
3079 密码 mm
572054 ROCK YOUR BODY 高以爱 ryb
572055 如果没有明天 高以爱 rgmymt
572056 我不是坏女孩 高以爱 wbshnh

高文君/网络歌手
高秀敏/李美英
高秀敏/武福星
高秀敏/赵世林



602967 我不是坏女孩 高以爱 wbshnh
572053 出乎意料 chyl
602966 出乎意料 chyl
976661 KISS MY LIFE 高玉玫 kml
976644 WAVE 高玉玫 w
976645 好想你 高玉玫 hxn
971237 呼唤 高玉玫 hh
971239 梦游仙境 高玉玫 myxj
976662 微笑说再见 高玉玫 wxszj
971238 我的最爱 高玉玫 wdza
971240 舞夜 高玉玫 wy
563797 爱情难题 高原 aqnt
563727 高原 gygctwt
563726 何日君再唱何日君在來 高原 hrjzchrjz
880440 留给我一点点温柔 高原 lgwyddwr
880439 那时我还不懂爱 高原 nswhbda
901876 秋雨 高原 qy
563964 软弱 高原 rr
563798 谁会像我这样等 高原 shxwzyd
880441 我怎么舍得你流泪 高原 wzmsdnll
573745 次仁拉索 高原红组合 crls
603200 高原红组合 crlswbc
573744 放牧青春 高原红组合 fmqc
506588 东京之夜 高贞 djzy
514659 满怀豪情回海港 高志扬 mhhqhhg
500429 SAY FOREVER 哥哥妹妹 sf
973394 请你快乐 歌浴森 qnkl
974324 微笑含着眼泪 歌浴森 wxhzyl
973102 敲痛我的心 qtwdx
972672 征服 zf
572150 草原在哪里 格格 cyznl
602968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格格 fqdcymqdh
973240 很有味道 格格 hywd
573668 火苗 格格 hm
574766 万树繁花 格格 wsfh
976363 西藏情歌 格格 xcqg
574767 相约在草原 格格 xyzcy
569449 想你想到草绿了 格格 xnxdcll
976364 嫣然一笑 格格 yryx
567904 雪花 格里杰夫 xh
567902 一台好戏 格里杰夫 ythx
567903 左右手 格里杰夫 zys
572295 坏天气好心情 htqhxq
603277 坏天气好心情 htqhxq
571274 美丽的嘎曲河 格桑梅朵 mldgqh
505719 祝福歌 格桑志玛 zfg
971674 MERRY CHRISTMAS GOOD BYE FOR YOU 格杨 mcgbfy
880860 哭泣的红颜 葛本军 kqdhy

高以爱/潘玮柏
高以爱/潘玮柏

高原高唱天外天(无原唱)

次仁拉索(无伴唱)

歌浴森/中国好声音
歌浴森/中国好声音

格里杰夫/王心如
格里杰夫/王心如



880857 生命的交错 葛本军 smdjc
880859 夜 葛本军 y
880858 月下倾情 葛本军 yxqq
975584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 sgahom
975586 我曾用心爱着你 wcyxazn
500070 JAJAMBO 葛兰 j
972962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wsbsnztad
603201 根呷 hddcbwbc
573179 吉祥酒歌 根呷 jxjg
572618 爱的翅膀 庚饭 adcb
503757 放风筝 耿莲凤 fz
572658 你要走别回头 耿宁 nyzbht
504867 昙花梦 耿宁 thm
565923 一千个轮回 yqglh
575265 绿色军衣 耿为华 lsjy
572657 疼爱妈妈 耿为华 tamm
573654 神奇的墨尔多山 更登扎西 sqdmeds
569506 公主彻夜未眠 公主帮 gzcywm
569507 冒险世界 公主帮 mxsj
575562 听我对你说 twdns
573255 沉默秘密 龚柯允 cmmm
573256 离岛 龚柯允 ld
573254 太傻 龚柯允 ts
573257 阵阵跳 龚柯允 zzt
973397 法海你不懂爱 龚琳娜 fhnbda
901527 忐忑 龚琳娜 t
562772 白鸽 龚诗嘉 bg
562773 起初只是朋友 龚诗嘉 qczspy
562572 十字路口 龚诗嘉 szlk
562771 想不想自由 龚诗嘉 xbxzy
565465 幸福的图形 龚诗嘉 xfdtx
562173 远远在一起 龚诗嘉 yyzyq
561718 再一次拥有 龚诗嘉 zycyy
576590 牧羊曲 龚玥 myq
978161 数天数 龚玥 sts
971552 恋爱女生都是羊 龚芝怡 lansdsy
971553 明知我爱你 龚芝怡 mzwan
975084 LALA l
971551 明知我爱你 mzwan
514362 大年三十包饺子 巩汉林 dnssbjz
204922 鞋钉 xd
3062 回乡 hx
3091 如此检查 rcjc
204928 约法三章 yfsz
3073 老将出马 ljcm
502980 智斗 zd
204929 造才公司 zcgs
3057 跟踪情侣 gzql

葛泓语/中国好声音
葛泓语/中国好声音

葛林/中国好声音
蝴蝶的翅膀(无伴唱)

耿宁/网络歌手

功夫/牛奶@咖啡

龚芝怡/伍家辉
龚芝怡/伍家辉

巩汉林/黄宏
巩汉林/金珠
巩汉林/金珠
巩汉林/金珠
巩汉林/金珠/赵丽蓉
巩汉林/李维康
巩汉林/刘流
巩汉林/唐静



3092 如此游客 rcyk
3033 打工奇遇 dgqy
3059 功夫令 gfl
3078 妈妈的今天 mmdjt
3090 如此包装 rcbz
565443 一个人回家 巩贺 ygrhj
571265 非诚勿扰 巩新亮 fcwr
571783 妈妈我很好 巩新亮 mmwhh
901528 被爱融化的雪 贡维特 barhdx
576153 想你想到眼流泪 贡维特 xnxdyll
571740 原来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 贡维特 ylnclmyzz
566201 越陷越深 苟伟 yxys
562211 光辉岁月 ghsy
561925 wxws
564900 下辈子还要做男人 xbzhyznr
500864 蝶舞 辜靖洁 dw
508426 天大的谎 辜靖洁 tddh
501487 傀儡 kl
973483 唱歌给谁听 辜樱樱 cggst
509894 YOU DON'T HAVE TO SAY 古皓 ydhts
514217 爱情没有那么美 古皓 aqmynmm
506215 遍体鳞伤 古皓 btls
513254 就是你可是你 古皓 jsnksn
516314 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 古皓 myrbwdngh
516679 伤心的人进不了天堂的门 古皓 sxdrjblt
515006 说了爱就不能走 古皓 slajbnz
508987 向日葵田 古皓 xrkt
566218 HELLO MY FRIEND hmf
501251 换心 hx
500075 LEOKY 古巨基 l
500112 SOMEDAY 古巨基 s
562150 不要说你不知道 古巨基 bysnbzd
562658 春天 古巨基 ct
978686 匆匆那年 古巨基 ccnn
513019 从前情人好吗 古巨基 cqqrhm
713019 从前情人好吗 古巨基 cqqrhm
500877 冬天 古巨基 dt
700877 冬天 古巨基 dt
970832 富万代 古巨基 fwd
978402 父亲 古巨基 fq
978689 父亲 古巨基 fq
506912 好想好想 古巨基 hxhx
514563 结束我们抱着哭 古巨基 jswmbzk
507386 乐在其中 古巨基 lzqz
504254 亮晶晶 古巨基 ljj
504297 路边摊 古巨基 lbt
501681 蜜蜂 古巨基 mf
501715 木讷 古巨基 mn

巩汉林/杨蕾
巩汉林/赵丽蓉
巩汉林/赵丽蓉
巩汉林/赵丽嫆
巩汉林/赵丽嫆

苟伟/黄家强
我型我SHOW 苟伟/张杰

孤山大烧/网络歌手

辜靖洁/黄浩伦

古皓/萧贺硕
古皓/佚名



515878 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古巨基 qswmyyzs
568958 情歌王 古巨基 qgw
768958 情歌王 古巨基 qgw
970833 穷我一生 古巨基 qwys
501997 日记 古巨基 rj
562152 睡美人 古巨基 smr
562399 天才与白痴 古巨基 tcybc
508450 天上人间 古巨基 tsrj
978690 突然好想你 古巨基 trhxn
513708 忘了时间的钟 古巨基 wlsjdz
505002 问燕儿 古巨基 wye
569385 我还是你的 古巨基 whsnd
569297 我们的彩虹 古巨基 wmdch
505086 我送你 古巨基 wsn
502448 喜欢 古巨基 xh
562151 夏天的童话 古巨基 xtdth
569517 小甜蜜 古巨基 xtm
502552 小指 古巨基 xz
509052 心里有数 古巨基 xlys
512287 幸福号列车 古巨基 xfhlc
502669 寻宝 古巨基 xb
509179 烟雨濛濛 古巨基 yymm
515474 在这离别的时候 古巨基 zzlbdsh
512666 只友情不变 古巨基 zyqbb
502984 中箭 古巨基 zj
569691 还是好朋友 hshpy
502641 许愿 xy
570071 我们的彩虹 wmdch
970831 够朋友 gpy
563881 爱是神话 assh
566915 直到爱上你 zdasn
564722 爱得太迟 adtc
513481 飘动的红丝带 pddhsd
603203 古敏倩 bkwzsyzyx
571623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古倩敏 bkwzsyzy
504532 朋友说 古天乐 pys
974898 彩色 古小伟 cs
510315 错过的秋天 古璇 cgdqt
510781 记得昨日情 古璇 jdzrq
506669 放松自己 谷峰 fszj
507150 见字如面 谷峰 jzrm
514777 你的心情好不好 谷峰 ndxqhbh
504977 为了你 谷峰 wln
512421 以梦的鲜艳 谷峰 ymdxy
514107 只爱我一点点 谷峰 zawydd
901507 疯狂哆来咪 谷朴 fdlm
561125 阳光 谷炫錞 yg
505722 祝红军 谷亚玲 zhj

古巨基/梁静茹
古巨基/梁咏琪
古巨基/桑兰
古巨基/孙楠
古巨基/王丽达
古巨基/张佰芝
古巨基/周慧敏
古巨基/祖海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喜羊羊与灰太狼)



575887 最酷 谷云龙 zk
574509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雇屹 wzdbsgyd
568036 恨自己 顾峰 hzj
567687 假如爱能重来过 顾峰 jranzlg
574694 猜 c
571570 犯错 fc
506938 黑桃皇后 顾海滨 hthh
501792 配角 顾海滨 pj
501881 蜻蜓 顾海滨 qt
502232 天使 顾海滨 ts
565120 爱你今生到永远 顾建华 anjsdyy
570726 我们的爱还在不在 顾建华 wmdahzbz
564907 我依然爱你 顾建华 wyran
574979 金色彩带 顾凯 jscd
572523 人生就像一场梦 顾凯 rsjxycm
571741 我管不住我眼泪 顾凯 wgbzwyl
569487 爱上一个人 顾莉雅 asygr
569488 爱无尽头 顾莉雅 awjt
569483 冲动 顾莉雅 cd
569482 从头再来 顾莉雅 ctzl
569481 从一数到十 顾莉雅 cysds
569484 带刺玫瑰 顾莉雅 dcmg
574514 红酒 顾莉雅 hj
569491 花为媒 顾莉雅 hwm
574513 江湖情 顾莉雅 jhq
574512 天涯 顾莉雅 ty
569486 我爱你中国 顾莉雅 wanzg
569485 我在飞 顾莉雅 wzf
574511 乡愁 顾莉雅 xc
574510 一生一世只爱你 顾莉雅 ysyszan
901529 一生一世只爱你 顾莉雅 ysyszan
569489 真爱每一天 顾莉雅 zamyt
569490 自由 顾莉雅 zy
571572 爱你爱到心碎 顾晓宇 anadxs
571571 刺青 顾晓宇 cq
566300 和平拥抱 乖猫婧婧 hpyb
566299 七夕爱情故事 乖猫婧婧 qxaqgs
505886 爱到灰心 关德辉 adhx
503408 避风港 关德辉 bfg
719481 镜花水月 关德辉 jhsy
510253 敞开你的心 ckndx
516302 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关贵敏 lhlfchldg
502301 驼铃 关贵敏 tl
702301 驼铃 关贵敏 tl
505865 阿妹的心 关牧村 amdx
510474 多情的土地 关牧村 dqdtd
510626 海蓝色的梦 关牧村 hlsdm
514550 假如你要认识我 关牧村 jrnyrsw

顾峰/斯琴高丽
顾峰/斯琴高丽

关德辉/佚名



575997 金风吹来的时候 关牧村 jfcldsh
511078 马铃声声响 关牧村 mlssx
511137 美妙的西藏 关牧村 mmdxz
511694 台湾当归谣 关牧村 twdgy
515975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关牧村 tlfdptsl
715975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关牧村 tlfdptsl
512211 校园多美好 关牧村 xydmh
513997 一支难忘的歌 关牧村 yznwdg
505572 渔光曲 关牧村 ygq
981314 紫丁香啊白丁香 关牧村 zdxabdx
974881 快递甜心 关诗敏 kdtx
980137 恋人未满 关诗敏 lrwm
974911 魔法爱情 关诗敏 mfaq
980107 晴天 关诗敏 qt
974935 天气预报 关诗敏 tqyb
976671 好好说再见 hhszj
512838 爱你爱得太久 关淑怡 anadtj
501451 可惜 关淑怡 kx
501526 冷火 关淑怡 lh
501616 乱了 关淑怡 ll
511228 难得有情人 关淑怡 ndyqr
561288 是谁 关淑怡 ss
561625 提醒我的伤心 关淑怡 txwdsx
509216 夜凉如水 关淑怡 ylrs
565471 生命圆舞曲 关心 smywq
971655 等候耶和华的人 关心妍 dhyhhdr
501445 考验 关心妍 ky
507489 乱了情人 关心妍 llqr
560951 没有人可以没有爱 关心妍 myrkymya
566913 是谁 关心妍 ss
766913 是谁 关心妍 ss
509363 音乐女神 关心妍 yyns
514081 战争不是答案 关心妍 zzbsda
567646 终点 关心妍 zd
767646 终点 关心妍 zd
560950 吻了再说 wlzs
880424 关不住的秘密 关颖 gbzdmm
880399 关方说法 关颖 gfsf
880423 秒秒都美丽 关颖 mmdml
880370 我不是公主 关颖 wbsgz
570902 星星的泪光 关颖 xxdlg
562784 结果呢 关悦 jgn
566914 我还是属于你 关悦 whssyn
571555 这一生有你就足够 关泽楠 zysynjzg
974485 给你的歌 关喆 gndg
575094 菊 关喆 j
974517 伤痕 关喆 sh
974089 她不爱我 关喆 tbaw

关诗敏/陶喆

关心妍/萧正楠



575093 想你的夜 关喆 xndy
976305 征服 关喆 zf
973744 领悟 lw
973742 你把我灌醉 nbwgz
973743 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rgfwyan
510727 还是要孤单 关芝琳 hsygd
562927 无声讯号 关智斌 wsxh
564988 哭着眼睛说拜拜 kzyjsbb
976090 CASINO 管罄 c
506922 何持距离 管罄 hcjl
976003 转身之后 管罄 zszh
567069 押韵的悲伤 管维嘉 yydbs
565922 爱比雪更冷 abxgl
506166 管馨 bcjl
516206 光良 ejjjndsdj
565392 I AM WHO I AM 光良 iawia
568245 I MISS YOU 光良 imy
500444 STOP NOW 光良 sn
509915 爱得不快乐 光良 adbkl
568127 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 光良 akydlzgsj
503291 爱上她 光良 ast
506089 爱我别走 光良 awbz
567701 不会分离 光良 bhfl
500831 单恋 光良 dl
700831 单恋 光良 dl
503685 第一次 光良 dyc
563167 都是你 光良 dsn
976056 给自己 光良 gzj
500173 光 光良 g
510749 回到一个人 光良 hdygr
976647 回忆里的疯狂 光良 hyldf
560467 记得我爱你 光良 jdwan
504083 讲不听 光良 jbt
511013 连梦也没有 光良 lmymy
563715 恋 光良 l
511084 没你的日子 光良 mndrz
560465 妹妹 光良 mm
981479 那一段日子 光良 nydrz
511353 朋友首日封 光良 pysrf
981488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 光良 qbyzbrdjs
976718 让你飞 光良 rnf
513548 如果你还爱我 光良 rgnhaw
511516 如果你愿意 光良 rgnyy
508120 若无其事 光良 rwqs
508168 伤心地铁 光良 sxdt
511633 是你变了吗 光良 snblm
560466 手机留言 光良 sjly
567864 双子星 光良 szx

关喆/中国好声音
关喆/中国好声音
关喆/中国好声音

冠男/网络歌手

管维嘉/网络歌手
保持距离(欣赏版)
2999年的圣诞节



880979 太天真 光良 tz
502237 天堂 光良 t
535158 童话 光良 th
973073 我们的故事 光良 wmdgs
508792 握你的手 光良 wnds
708792 握你的手 光良 wnds
505237 想飞越 光良 xfy
513889 向左走向右走 光良 xzzxyz
509042 心甘情愿 光良 xgqy
567865 烟火 光良 yh
560464 一点光一点亮 光良 ydgydl
563433 拥抱我 光良 ybw
563166 勇气 光良 yq
512476 有你在身旁 光良 ynzsp
569854 右手边 光良 ysb
769854 右手边 光良 ysb
500265 雨 光良 y
562652 约定 光良 yd
503897 好寂寞 hjm
564511 对你有感觉 dnygj
976672 幸福来了 xfll
512645 只能抱着你 znbzn
568216 一个人走 ygrz
970275 一个人走 ygrz
970394 一个人走 ygrz
575091 归心似箭回家过年 光头阿兴 gxsjhjgn
503404 毕业歌 广播之友合唱团 byg
703404 毕业歌 广播之友合唱团 byg
510321 大刀进行曲 广播之友合唱团 ddjxq
513692 团结就是力量 广播之友合唱团 tjjsll
516081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广播之友合唱团 xsydzhgt
506311 不再回头 广智 bzht
573284 春天的火车 广智 ctdhc
570822 分手了就不要再想起我 广智 fsljbyzxq
569122 为何还在爱你 广智 whhzan
569828 猪坚强 zjq
574459 爱你爱到痛断肠 轨道 anadtdc
570526 哈罗麦克风 桂纶镁 hlmkf
576096 海洋天堂 桂纶镁 hyt
571149 用力爱 yla
975562 让每个人都心碎 rmgrdxs
569811 忘了 郭彪 wl
567991 角斗士 jds
568187 I NEED YOU 郭采洁 iny
569882 L.O.V.E 郭采洁 l
572309 LOVE & LOVE 郭采洁 ll
603206 LOVE & LOVE 郭采洁 ll
571918 RAIN WON'T STAY 郭采洁 rws

光良/范玮琪
光良/江美琪
光良/江美琪
光良/梁静茹
光良/卫兰
光良/卫兰
光良/卫兰

广智/金波

桂纶镁/周迅
桂雨蒙/中国好声音

郭彪/快乐男声



576539 爱不爱 郭采洁 aba
568720 爱情定格 郭采洁 aqdg
571848 爱异乡 郭采洁 ayx
974990 爆炸的沉默 郭采洁 bzdcm
569883 笨的可以 郭采洁 bdky
576161 不过问 郭采洁 bgw
568188 诚实地想你 郭采洁 csdxn
974926 单曲循环 郭采洁 dqxh
971557 该忘了 郭采洁 gwl
974894 该忘了 郭采洁 gwl
974824 给他 郭采洁 gt
880518 怪怪牌 郭采洁 ggp
972854 还爱着你 郭采洁 hazn
572052 狠狠哭 郭采洁 hhk
568414 快一点 郭采洁 kyd
571719 郭采洁 nzbz
576162 卡通人生 郭采洁 ktrs
972357 我的未来式 郭采洁 wdwls
576163 烟火 郭采洁 yh
568721 隐形超人 郭采洁 yxcr
571611 又圆了的月亮 郭采洁 yyldyl
880005 原谅 郭采洁 yl
574522 专属魔力 zsml
572274 就是爱 jsa
603333 就是爱 jsa
506599 都是亲人 dsqr
562862 不是说好的吗 郭顶 bsshdm
562863 今天还是明天 郭顶 jthsmt
573037 我们俩 郭顶 wml
573229 幸运大门 郭顶 xydm
505832 MY LOVE TO YOU 郭峰 mlty
705832 MY LOVE TO YOU 郭峰 mlty
505981 爱叫什么 郭峰 ajsm
506235 别无所求 郭峰 bwsq
500637 不要 郭峰 by
700637 不要 郭峰 by
512975 不要说走就走 郭峰 byszjz
500739 出走 郭峰 cz
561137 从来就没有路 郭峰 cljmyl
506652 翻来覆去 郭峰 flfq
506751 甘心情愿 郭峰 gxqy
706751 甘心情愿 郭峰 gxqy
561139 归宿 郭峰 gs
501325 坚持 郭峰 jc
507331 快乐舞曲 郭峰 klwq
513358 每天都有你在 郭峰 mtdynz
513379 明天属于你我 郭峰 mtsynw
507711 难得糊涂 郭峰 ndht

你在,不在

郭采洁/魔幻力量
郭采洁/张栋梁
郭采洁/张栋梁
郭达/蔡明/李文启/刘



561141 难兄难弟 郭峰 nxnd
511258 你还是爱我 郭峰 nhsaw
516355 你已把我的心全带走 郭峰 nybwdxqdz
561138 全部 郭峰 qb
561140 让世界充满爱 郭峰 rsjcma
514903 让我再看你一眼 郭峰 rwzknyy
714903 让我再看你一眼 郭峰 rwzknyy
508253 实现梦想 郭峰 sxmx
515023 岁岁月月情更深 郭峰 ssyyqgs
511925 我们是朋友 郭峰 wmspy
561136 一路同行 郭峰 yltx
509338 移情别恋 郭峰 yqbl
502792 永远 郭峰 yy
516493 在你面前我好想流泪 郭峰 znmqwhxll
505637 怎能忘 郭峰 znw
501599 留住 lz
502856 圆梦 ym
500337 GOODBYE VALENTINE 郭富城 gv
509872 I WANNA HOLD YOU FOREVER 郭富城 iwhyf
564245 PARA PARA SAKURA 郭富城 pps
503219 TELL ME WHY 郭富城 tmw
505890 爱到最后 郭富城 adzh
503263 爱定你 郭富城 adn
500484 爱你 郭富城 an
565423 爱情 郭富城 aq
564335 爱情大舞台 郭富城 aqdwt
515605 爱情到底有多危险 郭富城 aqddydwx
514227 爱上这样子的你 郭富城 aszyzdn
516229 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 郭富城 bsydadlgn
503397 被你害 郭富城 bnh
565424 避风港 郭富城 bfg
500598 别说 郭富城 bs
700598 别说 郭富城 bs
564661 不寻常 郭富城 bxc
514304 不要放开你的手 郭富城 byfnds
512974 不要让你知道 郭富城 byrnzd
519002 查无此人 郭富城 cwcr
719002 查无此人 郭富城 cwcr
503513 差不多 郭富城 cbd
564246 唱这歌 郭富城 czg
510331 大家都知道 郭富城 djdzd
516565 大易输入法之对不起我爱你 郭富城 dysrfzdbq
515668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郭富城 dwzdnmxa
516257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郭富城 ddysnggsw
573439 郭富城 ddysnggsw
506554 等我回来 郭富城 dwhl
506596 动感豪情 郭富城 dghq
503705 动起来 郭富城 dql

郭峰/格格
郭峰/孙悦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新演)



573440 郭富城 dqlxy
510458 对你爱不完 郭富城 dnabw
573445 郭富城 dnabwxy
503777 分享爱 郭富城 fxa
503780 风不息 郭富城 fbx
501025 付出 郭富城 fc
516273 很难过还是要告诉你 郭富城 hnghsygsn
504040 活的好 郭富城 hdh
513243 今夜我有点坏 郭富城 jywydh
517294 惊变 郭富城 jb
501454 渴望 郭富城 kw
514608 郭富城 kwwxafm
501486 狂沙 郭富城 ks
501610 旅途 郭富城 lt
504387 梦难留 郭富城 mnl
507899 起飞心情 郭富城 qfxq
507936 亲爱宝贝 郭富城 qabb
508078 人间天堂 郭富城 rjt
516669 如果今生不能和你一起 郭富城 rgjsbnhny
514925 如果听到这首歌 郭富城 rgtdzsg
516677 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郭富城 sxdhldmtz
513593 舍不得让你走 郭富城 sbdrnz
511646 谁会记得我 郭富城 shjdw
514971 失忆谅解备忘录 郭富城 syljbwl
560817 守护你 郭富城 shn
511671 说声我爱你 郭富城 sswan
502245 天涯 郭富城 ty
508626 唯一色彩 郭富城 wysc
573442 郭富城 wyscxy
502368 温柔 郭富城 wr
508666 我不认输 郭富城 wbrs
516733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郭富城 wsbsgajdz
516742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郭富城 wxtdnswa
508759 我心狂野 郭富城 wxky
516046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郭富城 wygnqbda
564448 牺牲 郭富城 xs
513920 心现在还在跳 郭富城 xxzhzt
502606 信鸽 郭富城 xg
516115 一次相逢就成永远 郭富城 ycxfcyy
512384 一生的情人 郭富城 ysdqr
565425 银色公路 郭富城 ysgl
573461 郭富城 ysglxy
901824 永远爱不完 郭富城 yyabw
564332 在我眼里你最特别 郭富城 zwylnztb
503036 着迷 郭富城 zm
564248 找自己爱的人 郭富城 zzjadr
509636 真的怕了 郭富城 zdpl
502947 争气 郭富城 zq

动起来(新演)

对你爱不完(新演)

渴望无限ASK FOR MORE

唯一色彩(新演)

银色公路(新演)



512662 只要我的爱 郭富城 zywda
505687 只有你 郭富城 zyn
564662 忠贞不二 郭富城 zzbe
513636 谁说我不在乎 sswbzh
516171 在我生命中有了你 zwsmzyln
514625 劳燕纷飞各西东 郭公芳 lyfgxd
504793 说聊斋 郭公芳 slz
505048 我多想 郭公芳 wdx
512739 祖国赞美诗 郭公芳 zgzms
712739 祖国赞美诗 郭公芳 zgzms
571799 爱过的你还在我心里 agdnhzwxl
977686 天使也看见了 郭蘅祈 tsykjl
502060 深夜 郭红 sy
973388 妈妈的手 郭欢 mmds
512598 找回你的心 郭嘉欣 zhndx
973803 谜 郭家铭 m
502570 心火 郭晋安 xh
575908 ENCORE LALA 郭静 el
572113 GOODBYE 郭静 g
602971 GOODBYE 郭静 g
567007 LEAVE 郭静 l
569565 爱情讯息 郭静 aqxx
569041 百分百 郭静 bfb
975045 别去问他好吗 郭静 bqwthm
569198 不药而愈 郭静 byey
569281 大玩笑 郭静 dwx
973402 回忆的阁楼 郭静 hydgl
575909 嫁妆 郭静 jz
572114 简单 郭静 jd
602972 简单 郭静 jd
901778 今天起 郭静 jtq
971221 离开 郭静 lk
575910 聊天 郭静 lt
566784 麻雀 郭静 mq
576164 慢慢纪念 郭静 mmjn
576165 每一天都不同 郭静 mytdbt
571849 明白 郭静 mb
567125 你的香气 郭静 ndxq
976740 你眼中的我 郭静 nyzdw
970207 陪着我的时候想着她 郭静 pzwdshxzt
971222 软绵绵 郭静 rmm
973804 随意 郭静 sy
566643 我不想忘记你 郭静 wbxwjn
973264 我们都能幸福着 郭静 wmdnxfz
971220 下一个奇迹 郭静 xygqj
569040 下一个天亮 郭静 xygtl
566836 想个不停 郭静 xgbt
571919 心墙 郭静 xq

郭富城/陈艾湄
郭富城/佚名

郭浩男/网络歌手



571768 在树上唱歌 郭静 zsscg
569408 知道 郭静 zd
576540 总算我们也爱过 郭静 zswmyag
505388 绣荷包 郭兰英 xhb
505390 绣金匾 郭兰英 xjb
500029 COS 郭凌霞 c
574922 爱上你我傻乎乎 郭玲 asnwshh
567595 郭玲 wyysndzd
568514 上天注定我永远是你的 stzdwyysn
567785 爱情女神 郭美美 aqns
562760 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 郭美美 asnyldysq
973753 爱我请打卡 郭美美 awqdk
562759 不怕不怕 郭美美 bpbp
567747 不要怕 郭美美 byp
563393 大声说爱 郭美美 dssa
575907 代我爱他 郭美美 dwat
563047 勾勾手 郭美美 ggs
880006 和我来电 郭美美 hwld
900006 和我来电 郭美美 hwld
563392 剪刀石头布 郭美美 jdstb
567784 我的答铃 郭美美 wddl
567952 夏日完结篇 郭美美 xrwjp
567953 左手边 郭美美 zsb
566084 爱情备忘录 郭品超 aqbwl
566083 变化球 郭品超 bhq
500950 放弃 郭品超 fq
560318 两个人 郭品超 lgr
565953 两个人的风景 郭品超 lgrdf
560319 你是否看见我的眼泪 郭品超 nsfjwdyl
566034 伤心镜头 郭品超 sxjt
565786 同行 郭品超 tx
508672 我不像我 郭品超 wbxw
560320 信赖 郭品超 xl
560317 一直在这里 郭品超 yzzzl
561135 偷天换日 thr
510524 风啊你吹吧 郭蓉 fancb
710524 风啊你吹吧 郭蓉 fancb
570710 荣光 郭蓉 rg
513688 童年的小摇车 郭蓉 tndxyc
713688 童年的小摇车 郭蓉 tndxyc
976406 一曲红尘 郭少杰 yqhc
880249 di di da 郭书瑶 ddd
880390 honey 郭书瑶 h
572727 爱的抱抱 郭书瑶 adbb
974872 爱的告白 郭书瑶 adgb
572725 放弃你 郭书瑶 fqn
880224 好姐妹 郭书瑶 hjm
572726 来不及说再见 郭书瑶 lbjszj

我永远是你的之DJ
郭玲/网络歌手

郭品超/杨家成



880363 幸福不远 郭书瑶 xfby
880917 自已回家 郭书瑶 zyhj
974335 郭书瑶 zakg
562757 郭淑仪 wjhj
514287 冰雪长白有温泉 郭颂 bxcbywq
503555 串门儿 郭颂 cme
703555 串门儿 郭颂 cme
503595 打轮墩 郭颂 dld
514351 大顶子山高又高 郭颂 ddzsgyg
500869 顶牛 郭颂 dn
503697 丢戒指 郭颂 djz
514420 鄂伦春人歌唱党 郭颂 elcrgcd
513171 好一朵茉莉花 郭颂 hydmlh
504155 看秧歌 郭颂 kyg
504574 瞧情郎 郭颂 qql
515928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 郭颂 sszlzhzr
511784 王二姐思夫 郭颂 wejsf
515186 我心中的金凤凰 郭颂 wxzdjfh
512044 乌苏里船歌 郭颂 wslcg
505353 新货郎 郭颂 xhl
512540 越走越亮堂 郭颂 yzylt
973723 红红火火总是年 郭涛 hhhhzsn
567057 我曾经最爱的女人 wzjzadnr
508116 如意吉祥 ryjx
574923 新四季歌 郭芯语 xsjg
510694 郭薪仪 hlhdx
880853 凡僧 郭旭岗 fs
506814 咕咕露妮 郭雅琪 ggln
569005 爱情冬至 郭燕 aqdz
568925 别对我说爱 郭燕 bdwsa
569975 风暴 郭燕 fb
575906 花语 郭燕 hy
568926 刻骨的温柔 郭燕 kgdwr
569974 郭燕 kgdwrsqb
576538 天空之城 郭燕 tkzc
569004 我的爱回不来 郭燕 wdahbl
568924 下半生 郭燕 xbs
569003 幸福来了 郭燕 xfll
569161 眼泪 郭燕 yl
569002 一公升眼泪 郭燕 ygsyl
973725 西沙恋曲 郭艳燕 xslq
973724 西沙恋曲 xslq
573228 西门吹雪 郭易 xmcx
568323 JUST ONE NIGHT jon
976007 让我拉着你的手 rwlznds
576159 你给的爱 郭映 ngda
576160 眼泪的体会 郭映 yldth
574624 跟我走 gwz

最爱k歌
忘记回家(无原唱)

郭彤/刘尊
郭瓦·加毛吉

狐狸和大虾(欣赏版)

刻骨的温柔(深情版)

郭艳燕/唐涛

郭易/网络歌手
郭艺/李策

郭映/孙悦



507099 极度疯狂 郭子 jdf
508602 为爱偷生 郭子 wats
703008 祝福 zf
974560 只是迟到 国蛋 zscd
575505 爱在华山美在华山 国巍 azhsmzhs
575506 等缘 国巍 dy
573276 负约 国巍 fy
573275 脚踏两船 国巍 jtlc
575504 曙光之歌 国巍 sgzg
572219 飞翔的翅膀 fxdcb
575025 美丽的笑脸 mldxl
575551 ME AND I mai
575553 沙滩绅士 stss
575552 正义红师 zyhs
575598 唐伯虎点秋香 过江龙 tbhdqx
565285 爱是阳光 哈辉 asyg
565278 唱起春天的故事 哈辉 cqctdgs
565280 回族姑娘 哈辉 hzgn
565283 母亲河我喊你一声妈妈 哈辉 mqhwhnysm
565284 清风细浪寄深情 哈辉 qfxljsq
565282 抬头见喜 哈辉 tjx
565279 喜气洋洋 哈辉 xqyy
565281 心海 哈辉 xh
565277 中国吉祥 哈辉 zgjx
571935 四姑娘 哈拉玛 sgn
568259 唱响世界 海蝶群星 cxsj
574032 长痛不如短痛 海浪 ztbrdt
569345 藕断丝连 odsl
569818 我问天 wwt
568006 DANCE DANCE DANCE 海鸣威 ddd
568009 波吕克赛娜 海鸣威 blksn
568007 彩虹背后 海鸣威 chbh
566444 老人与海 海鸣威 lryh
568667 你的承诺 海鸣威 ndcn
768667 你的承诺 海鸣威 ndcn
568010 舞动全城 海鸣威 wdqc
572641 寻找迈克尔 海鸣威 xzmke
571071 你的承诺 ndcn
569346 爱啦啦 all
575561 我不是上帝你不是神 海鹏 wbssdnbss
573184 爱情是什么东西 海生 aqssmdx
570659 不必流泪 海生 bbll
569813 现在的他对你好吗 海生 xzdtdnhm
575559 好好爱 hha
568997 我不是你的玩偶 wbsndwo
575836 海涛 fc
575834 另一个世界 海涛 lygsj
575835 姿态 海涛 zt

郭子/辛晓琪

国巍/徐志强
果果/龙奔
果味VC
果味VC
果味VC

海恋/网络歌手
海恋/网络歌手

海鸣威/泳儿
海楠/网络歌手

海生/施夏
海生/网络歌手

非常1+1



573408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海洋乐团 idwtsg
573409 I WANNA ROCK'N ROLL 海洋乐团 iwrr
573410 梦想 海洋乐团 mx
565634 战衣飘飘 海组合 zypp
562336 亥儿乐队 lxhny
562396 亥儿乐队 ms
570073 不该问的问题 含笑 bgwdwt
500967 飞天 含笑 ft
509023 笑傲江湖 含笑 xajh
709023 笑傲江湖 含笑 xajh
706851 归心似箭 gxsj
509147 兄弟有缘 xdyy
709147 兄弟有缘 xdyy
570179 一千零一次的想起你 yqlycdxqn
976132 半生缘 涵昱 bsy
509970 爱你一万年 韩宝仪 anywn
561987 背新娘 韩宝仪 bxn
506280 不如归去 韩宝仪 brgq
500678 偿还 韩宝仪 ch
560845 痴情的爱 韩宝仪 cqda
514373 当做没有爱过我 韩宝仪 dzmyagw
513041 到底爱我不爱 韩宝仪 ddawba
514389 滴滴眼泪都是爱 韩宝仪 ddyldsa
500874 冬恋 韩宝仪 dl
513099 粉红色的回忆 韩宝仪 fhsdhy
503821 高山青 韩宝仪 gsq
501140 海韵 韩宝仪 hy
561985 含泪的别离 韩宝仪 hldbl
560844 寒冬望春风 韩宝仪 hdwcf
560843 喝采 韩宝仪 hc
561982 何必为钱来呕气 韩宝仪 hbwqloq
510657 何日君再来 韩宝仪 hrjzl
510674 恨你不回头 韩宝仪 hnbht
507032 黄昏小唱 韩宝仪 hhxcm
510895 酒醉的探戈 韩宝仪 jzdtg
510936 可爱的人生 韩宝仪 kadrs
507391 泪的小雨 韩宝仪 ldxy
560846 离别前夕 韩宝仪 lbqx
560842 另一种乡愁 韩宝仪 lyzxc
511044 留不住斜阳 韩宝仪 lbzxy
504385 梦难留 韩宝仪 mnl
514763 难忘初恋的情人 韩宝仪 nwcldqr
513456 你曾经爱过我 韩宝仪 ncjagw
513430 你是否还记得 韩宝仪 nsfhyd
513446 你潇洒我漂亮 韩宝仪 nxswpl
507809 你怎么说 韩宝仪 nzms
504547 苹果花 韩宝仪 pgh
561988 钱来去匆匆 韩宝仪 qlqcc

良宵花弄月(无原唱)
迷失(无原唱)

含笑/群星
含笑/赵鹏
含笑/赵鹏
寒雨/网络歌手



504596 情人桥 韩宝仪 qrq
560847 让我悄悄离去 韩宝仪 rwqqlq
511486 人儿不能留 韩宝仪 rebnl
502016 三年 韩宝仪 sn
514996 谁能禁止我的爱 韩宝仪 snjzwda
502107 誓言 韩宝仪 sy
511670 说声对不起 韩宝仪 ssdbq
561986 摊牌 韩宝仪 tp
561984 叹十声 韩宝仪 tss
513700 往事只能回味 韩宝仪 wsznhw
512051 无聊的游戏 韩宝仪 wldyx
512053 无奈的思绪 韩宝仪 wndsx
512061 无言的温柔 韩宝仪 wydwr
512071 午夜梦回时 韩宝仪 wymhs
502421 舞女 韩宝仪 wn
505152 舞女泪 韩宝仪 wnl
512105 夕阳山外山 韩宝仪 xysws
505403 雪山盟 韩宝仪 xsmm
502734 夜空 韩宝仪 yk
561983 依然爱你 韩宝仪 yran
509400 永远的爱 韩宝仪 yyda
509457 又是细雨 韩宝仪 ysxy
515527 只要为你活一天 韩宝仪 zywnhyt
503024 追梦 韩宝仪 zm
573353 爱的太认真 韩超 adtrz
575935 爱你发了疯 韩超 anflf
573352 爱情咖啡 韩超 aqkf
571882 爱上你如果是天意 韩超 asnrgsty
573354 离愁别绪 韩超 lcbx
573355 秋天的眼泪 韩超 qtdyl
573349 伤泪 韩超 sl
573348 伤心酒吧街 韩超 sxjbj
573350 忘了你以后 韩超 wlnyh
573351 最爱的宝贝 韩超 zadbb
568671 你真的忍心让我为你哭 nzdrxrwwn
569842 心里有鬼 韩承东 xlyg
568543 负心人 韩东 fxr
768543 负心人 韩东 fxr
568055 追求 韩东 zq
768055 追求 韩东 zq
574578 梦的地方 mddf
567686 站着坐着都想你 zzzzdxn
767686 站着坐着都想你 zzzzdxn
570257 不知不觉 bzbj
973805 HERO 韩庚 h
880385 say no 韩庚 sn
973806 THE ONE 韩庚 to
974953 背叛灵魂 韩庚 bplh

韩超/网络歌手

韩东/刘冲
韩东/网络歌手
韩东/网络歌手
韩冬韵/李心怡



973807 侧脸 韩庚 cl
880384 撑伞 韩庚 cs
880360 飞蛾扑火 韩庚 feph
973810 还跟在你身边 韩庚 hgznsb
973811 静不下来 韩庚 jbxl
971829 狂草 韩庚 kc
972443 如梦令 韩庚 rml
973809 玩世不恭 韩庚 wsbg
973808 我不缺 韩庚 wbq
880803 我是火焰 韩庚 wshy
974952 小丑面具 韩庚 xcmj
974344 云图 韩庚 yt
573347 MY CIRLIN 韩光 mc
569960 混世 hs
570383 我 w
512929 北京的金山上 韩红 bjdjss
506360 茶马古道 韩红 cmgd
500751 穿行 韩红 cx
500821 大哥 韩红 dg
515657 当兵就是这样的人 韩红 dbjszydr
514426 翻身农奴把歌唱 韩红 fsnnbgc
500974 飞扬 韩红 fy
513109 风雨中的美丽 韩红 fyzdml
978747 橄榄树 韩红 gls
563023 歌唱 韩红 gc
506786 格桑花开 韩红 gshk
978745 故乡的云 韩红 gxdy
978748 海阔天空 韩红 hktk
978749 红蔷薇 韩红 hqw
978741 回到拉萨 韩红 hdls
501316 家乡 韩红 jx
501494 来吧 韩红 lb
500190 蓝 韩红 l
507370 浪拉山情 韩红 llsq
978746 梨花又开放 韩红 lhykf
576210 流浪 韩红 ll
978750 莫尼山 韩红 mns
507680 那个冬季 韩红 ngdj
504435 那片海 韩红 nph
511243 你不会回来 韩红 nbhhl
978740 你是这样的人 韩红 nszydr
500226 漂 韩红 p
507949 青藏高原 韩红 qzgy
501902 情人 韩红 qr
501999 绒花 韩红 rh
901744 深处 韩红 sc
508204 生命之杯 韩红 smzb
504835 算了吧 韩红 slb

韩寒/网络歌手
韩寒/网络歌手



502223 天空 韩红 tk
504893 天亮了 韩红 tll
978742 天亮了 韩红 tll
563259 天路 韩红 tl
562612 天天想你 韩红 txn
502247 韩红 ty
511764 突然想流泪 韩红 trxll
978743 往事随风 韩红 wssf
562613 我的祖国 韩红 wdzg
978744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韩红 whckswhwr
505081 我是谁 韩红 wss
508905 喜玛拉雅 韩红 xmly
502468 相爱 韩红 xa
502556 斜当 韩红 xd
512247 心有你触摸 韩红 xyncm
502619 醒了 韩红 xl
500256 雪 韩红 x
509163 雪域光芒 韩红 xygm
979972 一个人 韩红 ygr
509277 一去不回 韩红 yqbh
509325 一走了之 韩红 yzlz
502852 原野 韩红 yy
562614 这样的女人 韩红 zydnr
901808 众里寻你 韩红 zlxn
515545 重整河山待后生 韩红 czhsdhs
508062 让爱作主 razz
511808 为爱牵起手 waqqs
570338 和梦一起飞 hmyqf
502441 希望 xw
563670 美丽的神话 mldsh
573701 希望在人间 xwzrj
562213 相爱多年 xadn
570497 为生命喝彩 wsmhc
576209 爱与不爱 韩晶 ayba
565643 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 韩晶 byywdalsh
571111 唱歌给谁听 韩晶 cggst
573050 单人房 韩晶 drf
572522 放开你的理由 韩晶 fndly
565457 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韩晶 myndrzwzd
565926 你是我的男人 韩晶 nswdnr
572521 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 韩晶 wbzjdandl
571112 幸福一辈子 韩晶 xfybz
571308 最爱的人最是伤害 韩晶 zadrzssh
973469 如果你不爱 rgnba
977892 为爱相随 waxs
506020 爱情飞蛾 韩磊 aqfe
512898 爱与愁交给谁 韩磊 aycjgs
506151 百战英雄 韩磊 bzyx

天涯(欣赏版)

韩红/高明骏
韩红/李春波
韩红/刘德华
韩红/满文军
韩红/孙楠
韩红/许志安
韩红/许志安
韩红/羽泉

韩晶/帅霖
韩雷/路默依



500844 等待 韩磊 dd
503729 对对飞 韩磊 ddf
506712 风雨人生 韩磊 fyrs
506917 浩浩乾坤 韩磊 hhqk
976414 开缸酒 韩磊 kgj
516608 两百个春秋五千年的戏 韩磊 lbgcqwqnd
507590 蒙古骑手 韩磊 mgqs
574977 凝聚的爱 韩磊 njda
516365 千百年后谁又记得谁 韩磊 qbnhsyjds
514847 千古英雄浪淘沙 韩磊 qgyxlts
976140 千言万语 韩磊 qywy
514864 清史明月照谁家 韩磊 qsmyzsj
511492 人间四月天 韩磊 rjsyt
513600 深山里的汉子 韩磊 ssldhz
574978 生态中国 韩磊 stzg
508254 实心汉子 韩磊 sxhz
513666 天蓝蓝海蓝蓝 韩磊 tllhll
515967 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韩磊 tsymybdh
502359 味道 韩磊 wd
880111 想亲娘 韩磊 xqn
515277 向天再借五百年 韩磊 xtzjwbn
515306 心灵睡过的地方 韩磊 xlsgddf
574976 信仰 韩磊 xy
514027 又是一声惊雷 韩磊 ysysjl
512494 又一声惊雷 韩磊 yysjl
571388 远方 韩磊 yf
973250 云飞扬 韩磊 yfy
571309 怎样的爱 韩磊 zyda
505757 走四方 韩磊 zsf
705757 走四方 韩磊 zsf
512754 最后的倾诉 韩磊 zhdqs
712754 最后的倾诉 韩磊 zhdqs
511242 你变了没有 nblmy
516799 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 zlzmjnblm
571807 为内蒙古喝彩 wnmghc
977860 暗香 ax
977886 花房姑娘 hfgn
977867 天边 tb
570896 千百年后谁又记得谁 qbnhsyjds
507190 今夜无风 jywf
503004 祝福 zf
565642 放逐 fz
570724 抱着娃娃睡觉的男人 韩烁 bzwwsjdnr
973518 毕业纪念日 韩伟 byjnr
576208 说好不分手 韩伟 shbfs
576207 一个人走 韩伟 ygrz
973519 蔚蓝色的晴朗 韩伟 wlsdql
506503 大头皮鞋 韩晓 dtpx

韩磊/刘婕
韩磊/刘婕
韩磊/任真
韩磊/我是歌手
韩磊/我是歌手
韩磊/我是歌手
韩磊/姚贝娜
韩磊/佚名
韩磊/朱桦
韩亮/网络歌手



514902 让我再唱一首歌 韩晓 rwzcysg
511964 我想去桂林 韩晓 wxqgl
711964 我想去桂林 韩晓 wxqgl
509333 依然有爱 韩晓 yrya
571745 蝴蝶飞了 韩笑 hdfl
602973 被抛弃的人 韩信 bpqdr
572520 别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 韩信 bzfsdshsa
603207 别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 韩信 bzfsdshsa
575347 不能没有你 韩信 bnmyn
572675 男人最痛的眼泪 韩信 nrztdyl
570195 听听我的心 韩信 twdx
570196 我是真的为你哭了 韩信 wszdwnkl
568515 被抛弃的人 bpqdr
568056 狂想的旅程 韩雪 kxdlc
560848 飘雪 韩雪 px
570725 下一个转角 韩雪 xygzj
502511 想起 韩雪 xq
564841 竹林风 韩雪 zlf
568350 紫藤花 韩雪 zth
514356 大红枣儿甜又香 韩延文 dhzetyx
504363 梅娘曲 韩延文 mnq
504452 南泥湾 韩延文 nnw
704452 南泥湾 韩延文 nnw
503597 打樱桃 韩再芬 dyt
514485 故乡处处唱黄梅 韩再芬 gxccchm
514494 果然天柱风光美 韩再芬 grtzfgm
507073 惠娘观画 韩再芬 hngh
504533 琵琶词 韩再芬 ppc
514943 山上松柏青又青 韩再芬 sssbqyq
508344 韩再芬 sjmr
506727 夫妻观灯 fqgd
571503 恋恋女人香 韩真真 llnrx
901508 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更脆弱 韩真真 yshnrbnrg
515017 送你一支玫瑰花 韩芝萍 snyzmgh
508960 相约如梦 杭宏 xyrm
573819 别再对我说你爱我 杭娇 bzdwsnaw
901542 唱不完的情歌 杭娇 cbwdqg
572638 美丽的地方 杭娇 mlddf
901543 相思的缠绕 杭娇 xsdcr
974846 go go fighting 杭士琁 ggf
974847 好人 杭士琁 hr
510739 黄河摇月光 杭天琪 hhyyg
504028 回家了 杭天琪 hjl
514855 前门情思大碗茶 杭天琪 qmqsdwc
504811 四季风 杭天琪 sjf
508636 温柔依然 杭天琪 wryr
502417 妩媚 杭天琪 wm
512458 永远是朋友 杭天琪 yyspy

韩信/网络歌手

四季美人(欣赏版)
韩再芬/李迎春



512521 月残花烛泪 杭天琪 ychzl
503031 追缘 杭天琪 zy
562750 豪记大对唱 sry
901921 草原雄鹰 豪图 cyxy
901920 成吉思汗的马蹄声 豪图 cjshdmts
901923 马兰花 豪图 mlh
901922 那些日子 豪图 nxrz
901868 英雄上马的地方 豪图 yxsmddf
971028 星期一吃素不吃醋 好好先生 xqycsbcc
976171 北上的列车 好妹妹乐队 bsdlc
973771 冬 好妹妹乐队 d
97377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好妹妹乐队 nfdcslyb
973776 青城山下白素贞 好妹妹乐队 qcsxbsz
976152 我到外地去看你 好妹妹乐队 wdwdqkn
976153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好妹妹乐队 wsjwygnmm
973775 相思赋予谁 好妹妹乐队 xsfys
978058 一个人的北京 好妹妹乐队 ygrdbj
973772 原来那天的阳光 好妹妹乐队 ylntdyg
973773 周一的清晨还在下着雨 好妹妹乐队 zydqchzxz
980778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 好妹妹乐队 ztxsydqld
973774 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好妹妹乐队 ztdndxzdw
565637 年轻的战场 nqdzc
765637 年轻的战场 nqdzc
575318 夜光下的战友 郝红岩 ygxdzy
510535 疯狂大吃客 郝劭文 fdck
710535 疯狂大吃客 郝劭文 fdck
880446 挂念 郝爽 gn
978303 活着 郝云 hz
573227 雨中的玫瑰花 郝云湖 yzdmgh
575317 只想和你在一起 郝云湖 zxhnzyq
569596 遍插茱萸少一人 郝中茗 bcsyr
971575 噗咙共之歌 号角翔起 plgzg
564422 分手在那个秋天 浩瀚 fszngqt
576105 很想问你是否爱过 浩瀚 hxwnsfag
565378 偶爱你 浩瀚 oan
974771 卟咙共之歌 浩角翔起 blgzg
971486 笑一个 浩角翔起 xyg
971487 谢谢你 浩角翔起 xxn
574398 小人物 浩天 xrw
571084 百家姓中华情 皓天 bjxzhq
973513 别哭了宝贝 皓天 bklbb
973515 孔子说 皓天 kzs
973516 情乖乖 皓天 qgg
571085 随缘 皓天 sy
973514 天长地久 皓天 tzdj
970818 爱情灵药 何超仪 aqly
566901 春天我不回家 何超仪 ctwbhj
970815 何超市 何超仪 hcs

双人影(无原唱)

好男儿/网络歌手
好男儿/网络歌手



566900 快走开 何超仪 kzk
970816 天眼通 何超仪 tyt
970817 指鹿为马 何超仪 zlwm
563886 爱把你给我 abngw
571965 爱已着魔 ayzm
502583 心疼 何方 xt
566475 爱自由 何炅 azy
566472 当时的理想 何炅 dsdlx
504011 还有我 何炅 hyw
565094 看穿 何炅 kc
510938 可不可以爱 何炅 kbkya
566476 离站 何炅 lz
564530 漫游 何炅 my
566478 那段岁月 何炅 ndsy
560061 平凡心 何炅 pfx
560060 世界 何炅 sj
560062 微笑 何炅 wx
566473 想 何炅 x
566474 早晨 何炅 zc
509677 栀子花开 何炅 zzhk
566477 自己 何炅 zj
560063 最好的幸福 何炅 zhdxf
566471 现在爱 xza
974381 手贴手约定 stsyd
512508 元气嘻游记 何嘉文 yqxyj
901738 为你唱一首幸福的歌 wncysxfdg
514916 认认真真过日子 何家劲 rrzzgrz
513624 是寂寞吧我想 何家劲 sjmbwx
508521 痛彻心扉 何家劲 tcxf
513940 新鸳鸯蝴蝶梦 何家劲 xyyhdm
512562 再偷一个夜 何家劲 ztygy
514096 这一生还有约 何家劲 zyshyy
572203 发呆爱 何建清 fda
575480 美女我想泡你 何建清 mnwxpn
575479 为爱作证 何建清 wazz
572204 我最爱的女人 何建清 wzadnr
573760 想你 何建清 xn
572202 一定会 何建清 ydh
561408 何洁 ayr
973712 LADY LUCK 何洁 ll
564583 爱你与你无关 何洁 anynwg
570052 爱是喜欢你 何洁 asxhn
568954 不一样的地方 何洁 byyddf
564579 发光体 何洁 fgt
561417 何洁 gwyqf
561412 何洁 gxdy
563470 何洁 hxq
981135 坏童话 何洁 hth

何超仪/周华健
何凡/网络歌手

何炅/王楠
何炅/严艺丹

何嘉文/李明川

ARE YOU READY(欣赏版)

跟我一起疯(欣赏版)
故乡的云(欣赏版)
好心情(欣赏版)



564577 举起手 何洁 jqs
563406 何洁 kbcl
563322 何洁 klbb
564582 来自不同星球 何洁 lzbtxq
561409 何洁 lgrddq
561415 何洁 mldbnr
973713 那年夏天 何洁 nnxt
574306 你是我的风景 何洁 nswdf
564325 你一定要幸福 何洁 nydyxf
764325 你一定要幸福 何洁 nydyxf
561413 何洁 qs
564585 请别再爱我 何洁 qbzaw
973501 何洁 qbydwss
561416 何洁 syzf
564584 睡在你怀中 何洁 sznhz
564578 他不该 何洁 tbg
561414 何洁 tn
564581 未来 何洁 wl
561411 何洁 wyf
564580 希望 何洁 xw
567976 夏雪 何洁 xx
561410 何洁 xfznl
561418 何洁 ys
564586 远方 何洁 yf
569800 爱是家乡 asjx
574305 相信 何晶晶 xx
509910 爱从未走远 何静 acwzy
510209 不要叫我走 何静 byjwz
506304 不由自主 何静 byzz
500697 闯关 何静 cg
510691 呼吸看世界 何静 hxksj
501279 回想 何静 hx
501285 火把 何静 hb
501320 家园 何静 jy
510828 姐妹的情人 何静 jmdqr
510921 咖啡与眼泪 何静 kfyyl
504252 两条路 何静 ltl
501754 念情 何静 nq
507963 青梅竹马 何静 qmzm
572908 时光的邂逅 何静 sgdxh
502090 是非 何静 sf
511696 太小的鞋子 何静 txdxz
502207 体会 何静 th
513664 天地与爱与人 何静 tdyayr
505143 无所谓 何静 wsw
505203 喜欢你 何静 xhn
505253 向北方 何静 xbf
505346 心相印 何静 xxy

哭不出来(欣赏版)
快乐宝贝(欣赏版)

两个人的地球(欣赏版)
美丽的苯女人(欣赏版)

牵手(欣赏版)

请不要对我说sorry
谁与争锋(欣赏版)

童年(欣赏版)

我要飞(欣赏版)

幸福在哪里(欣赏版)
颜色(欣赏版)

何洁/群星



505508 一瞬间 何静 ysj
512466 有了你的爱 何静 ylnda
512534 月亮偷着哭 何静 yltzk
505611 在爱里 zal
510528 风雨不了情 fyblq
575087 除了你没有人能让我哭泣 何君妮 clnmyrnrw
564355 GOODBYE MY LOVE 何俊明 gml
564779 爱你之前 何俊明 anzq
564356 往前追 何俊明 wqz
564780 祝你快乐 何俊明 znkl
500729 出发 何俐恩 cf
506567 第一人选 何俐恩 dyrx
501649 美丽 何俐恩 ml
575992 谁才是你今生最爱的人 何龙雨 scsnjszad
574563 说谎的女人 何龙雨 shdnr
975356 让她降落 何璐 rtjl
975926 让她降落 何璐 rtjl
575991 明明说好不哭 何曼婷 mmshbk
901503 素颜 sy
565837 DI DA 何润东 d
500084 LOVER 何润东 l
503418 别管我 何润东 bgw
565725 黑色翅膀 何润东 hscb
880509 恋人唱的歌 何润东 lrcdg
514680 没有我你怎么办 何润东 mywnzmb
714680 没有我你怎么办 何润东 mywnzmb
511094 每次想到你 何润东 mcxdn
511153 梦想的开始 何润东 mxdks
514728 明天是最后一天 何润东 mtszhyt
514750 那年我们十七岁 何润东 nnwmsqs
504515 怕麻烦 何润东 pmf
572340 双飞 何润东 sf
508487 贴心知己 何润东 txzj
515048 听到留言请回话 何润东 tdlyqhh
508540 完美情人 何润东 wmqr
505049 我疯了 何润东 wfl
576353 我记得我爱过 何润东 wjdwag
505127 我知道 何润东 wzd
567863 我只在乎你 何润东 wzzhn
880400 香水 何润东 xs
508976 想你的爱 何润东 xnda
566142 星海流浪的人 何润东 xhlldr
502636 休息 何润东 yx
565992 一封信 何润东 yfx
880510 再爱我好吗 何润东 zawhm
974531 好好就好 hhjh
561209 风之舞 fzw
565724 好想对你说 hxdns

何静/弘飚
何静/朱笑冬

何曼婷/许嵩

何润东/景甜
何润东/邱泽
何润东/张娜拉



509316 一支清香 何赛飞 yzqx
970208 爱的供养 何晟铭 adgy
970380 爱的供养 何晟铭 adgy
901779 见或不见 何晟铭 jhbj
901998 见或不见 何晟铭 jhbj
974311 石头 何晟铭 st
901605 变化 何维健 bh
901620 空位 何维健 kw
570418 何维健 nztqwzdxd
570419 我舍不得 何维健 wsbd
570508 咬字 何维健 yz
572339 我在追你在逃 何欣 wzznzt
566899 自己喂狗 何欣穗 zjwg
563937 何耀珊 jm
570594 EVERYBODY 何耀珊 e
503180 何耀珊 mzg
566497 MUSIC IS MY LIFE 何耀珊 miml
562231 YOU ARE MY STAR 何耀珊 yams
512884 爱微笑的眼睛 何耀珊 awxdyj
564492 爱一个人没错 何耀珊 aygrmc
565170 安全感 何耀珊 aqg
570272 不凋零的花 何耀珊 bdldh
565994 春天的微笑 何耀珊 ctdwx
564358 放手 何耀珊 fs
563938 还是会想他 何耀珊 hshxt
510673 很久的很久 何耀珊 hjdhj
504347 没有你 何耀珊 myn
564359 迷路 何耀珊 ml
564044 你的肩膀 何耀珊 ndjb
513442 何耀珊 nswwsh
566143 你听见了吗 何耀珊 ntjlm
564493 逆光 何耀珊 ng
563939 飘洋过海 何耀珊 pygh
566385 盛开的梦想 何耀珊 skdmx
564357 收获 何耀珊 sh
508422 天不会黑 何耀珊 tbhh
513799 我说喂我说嗨 何耀珊 wswwsh
564491 我永远都在 何耀珊 wyydz
566145 像我这样的 何耀珊 xwzyd
512228 谢谢有你们 何耀珊 xxynm
502623 幸福 何耀珊 xf
565993 拥抱 何耀珊 yb
566144 做你的公主 何耀珊 zndgz
572564 信心旅行 xxlh
563372 何以奇 mmbp
563491 别疼我 何以奇 btw
563165 超口爱 何以奇 cka
563766 反正 何以奇 fz

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

881寂寞

MISS糟糕

你说喂我说嗨(欣赏版)

何耀珊/林俊杰
MR慢半拍



563492 让你飞 何以奇 rnf
563767 我同情你谁同情我 何以奇 wtqnstqw
568374 心语 何以奇 xy
563164 圆 何以奇 y
563972 证明 何以奇 zm
568373 单翅的天使 dcdts
513801 我听过你的歌 wtgndg
713801 我听过你的歌 wtgndg
503775 非洲梦 何勇 fzm
506816 姑娘漂亮 何勇 gnpl
504178 何勇 ljc
505709 钟鼓楼 何勇 zgl
572907 诺言 何羽童 ny
974965 起飞 qf
515893 情愿是你让我心伤 何雨雯 qysnrwxs
880903 钢铁人 何韵诗 gtr
880904 诗与胡说 何韵诗 syhs
561538 我是现在 何韵诗 wsxz
973071 无脸人 何韵诗 wlr
973817 无脸人 何韵诗 wlr
880905 无名 何韵诗 wm
975976 眼泪教我的事 何韵诗 yljwds
560080 赏我 sw
569425 不知不觉暗恋你 和平组合 bzbjaln
569426 和平组合 hl
973458 这里是香巴拉 和玉芳 zlsxbl
981235 我想静静 河静静 wxjj
500383 LOVE HURT 河莉秀 lh
500124 TEMPTATION 河莉秀 t
563721 被爱的机会 河莉秀 badjh
565451 狐狸 河莉秀 hl
563720 舞法自拔 河莉秀 wfzb
976369 为龙 河图 wl
508563 网球拍拍 禾合果 wqpp
565774 白盖头黑眼睛 贺继红 bgthyj
568513 是不是真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sbszdnrbh
514323 城市女孩亮眼睛 贺雅 csnhlyj
576154 放飞的伤悲 贺一飞 fdsb
574048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贺一航 ygrdjmlgr
569710 OOXX o
971248 HEY GIRL hg
570035 哈库呐玛塔塔 hknmt
569629 叫姊姊 jzz
569711 女生 ns
575940 谁说 ss
505792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 dbmh
505957 爱的箴言 黑豹 adzy
973746 爱的箴言 黑豹 adzy

何以奇/窦智孔
何影/王炎
何影/王炎

垃圾场(欣赏版)

何雨樵/林佳桢

何志健/吴佩慈

嘿 LOVE

贺梦华/网络歌手

黑GIR
黑GIRL
黑GIRL
黑GIRL
黑GIRL
黑GIRL



510138 别来纠缠我 黑豹 bljcw
506226 别去糟蹋 黑豹 bqzt
516536 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 黑豹 bnrwdfnmj
716536 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 黑豹 bnrwdfnmj
506845 光芒之神 黑豹 gmzs
504159 靠近我 黑豹 kjw
501551 脸谱 黑豹 lp
504348 没有你 黑豹 myn
514827 怕你为自己流泪 黑豹 pnwzjll
502209 体会 黑豹 th
511931 我们这一代 黑豹 wmzyd
508799 无地自容 黑豹 wdzr
505424 眼光里 黑豹 ygl
503529 朝前走 黑豹 cqz
569777 爱的太累 黑龙 adtl
571808 被情伤过的女人 黑龙 bqsgdnr
503401 蹦蹦吧 黑龙 bbb
902009 别对我说谎 黑龙 bdwsh
568358 别离开我好吗 黑龙 blkwhm
570735 分手以后做个朋友 黑龙 fsyhzgpy
503915 好兄弟 黑龙 hxd
507065 回心转意 黑龙 hxzy
572551 黑龙 hxzy
603211 黑龙 hxzy
568359 廉价的爱情 黑龙 ljdaq
507893 七月初七 黑龙 qycq
576227 前世今生的爱 黑龙 qsjsda
568360 情笼 黑龙 ql
768360 情笼 黑龙 ql
560870 情人夜 黑龙 qry
560875 请别离开我 黑龙 qblkw
560869 射中丘比特 黑龙 szqbt
572001 盛世大中国 黑龙 ssdzg
560868 失去你的黄昏 黑龙 sqndhh
564016 为爱逃亡 黑龙 watw
560867 为你 黑龙 wn
560871 我爱的女人 黑龙 wadnr
566870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黑龙 wannqazt
766870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黑龙 wannqazt
576229 我要的感觉 黑龙 wydgj
560872 无法忘记 黑龙 wfwj
563424 新回心转意 黑龙 xhxzy
576228 学不会放手 黑龙 xbhfs
560874 英雄路 黑龙 yxl
570265 鱼儿和水 黑龙 yehs
563930 真的好爱你 黑龙 zdhan
975959 中国心中国梦 黑龙 zgxzgm
560873 爱不到的滋味 abddzw

回心转意2009
回心转意2009

黑龙/姜育恒



769355 爱让我们在一起 arwmzyq
975942 千错万错爱你没错 qcwcanmc
204925 一张邮票 yzyp
570411 一片蔚蓝的天空 黑楠 ypwldtk
562706 不变的约定 bbdyd
567525 左鞋子右鞋子 zxzyxz
565617 黑涩会美眉 mtr
565430 SHAKE IT BABY 黑涩会美眉 sib
565618 SHINING KISS 黑涩会美眉 sk
565704 晴天娃娃 黑涩会美眉 qtww
564395 我爱黑涩会 黑涩会美眉 wahsh
565703 我要爱的好 黑涩会美眉 wyadh
566527 幸福的泡泡 黑涩会美眉 xfdpp
500127 TIMING 黑色饼干 t
500897 斗志 黑色饼干 dz
501876 轻松 黑色饼干 qs
509556 黑色饼干 zjbb
505858 阿拉木汉 黑鸭子演唱组 almh
705858 阿拉木汉 黑鸭子演唱组 almh
503240 阿诗玛 黑鸭子演唱组 asm
514270 半个月亮爬上来 黑鸭子演唱组 bgylpsl
506673 飞吧鸽子 黑鸭子演唱组 fbgz
51572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黑鸭子演唱组 hewsmzyh
515750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黑鸭子演唱组 kadydmgh
504269 浏阳河 黑鸭子演唱组 lyh
514647 绿水青山都是歌 黑鸭子演唱组 lsqsdsg
504416 茉莉花 黑鸭子演唱组 mlh
501717 牧歌 黑鸭子演唱组 mg
514895 让我们荡起双浆 黑鸭子演唱组 rwmdqsj
504668 珊瑚颂 黑鸭子演唱组 shs
511916 我们的田野 黑鸭子演唱组 wmdty
573253 我只在乎你 黑鸭子演唱组 wzzhn
505263 小白船 黑鸭子演唱组 xbc
505356 新疆好 黑鸭子演唱组 xjh
505573 渔光曲 黑鸭子演唱组 ygq
515417 渔家姑娘在海边 黑鸭子演唱组 yjgnzhb
512514 远飞的大雁 黑鸭子演唱组 yfddy
515458 在那遥远的地方 黑鸭子演唱组 znyyddf
573882 快乐无处不在 黑雨 klwcbz
570898 谁也不欠谁 黑雨 sybqs
516279 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衡越 hcgylgzjk
502855 圆梦 衡越 ym
506570 第一首歌 洪爱莉 dysg
504281 留下来 洪爱莉 lxl
514687 没有月亮的时候 洪爱莉 myyldsh
515799 明天我不一定爱你 洪爱莉 mtwbydan
971827 飞 洪辰 f
571957 同学 tx

黑龙/群星
黑龙/王璐岢
黑妹/潘长江

黑楠/柯以敏
黑人/王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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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257 快乐分开凭着爱 klfpza
564372 难道 洪俊扬 nd
564371 沙沙的谁 洪俊扬 ssds
972459 踮起脚尖爱 洪佩瑜 dqjja
975055 好茶 洪荣宏 hc
975057 谁人爱我亲像你 洪荣宏 srawqxn
508198 神秘恋情 洪荣宏 smlq
975056 心情像风 洪荣宏 xqxf
975054 一杯烧酒二滴目屎 洪荣宏 ybsjedms
506470 错了算了 洪玮 clsl
511683 他不是我的 洪玮 tbswd
508581 危险游戏 洪玮 wxyx
515989 我爱的人他不爱我 洪玮 wadrtbaw
516455 想念是一首愉快的诗 洪小乔 xnsysykds
502813 游园 洪雪飞 yy
571479 忧伤的蚊子 ysdwz
564421 单身 ds
976037 对焦这一秒 洪卓立 djzym
976370 看不开 洪卓立 kbk
901897 无人认领 洪卓立 wrrl
973211 哑巴 洪卓立 yb
976253 细味 xw
568494 妈妈 洪作颜 mm
565688 发吉他 红布条 ft
565607 天堂 红布条 t
565747 忘记 红布条 wj
566558 远方 yf
507173 解放的爱 红豆 jfda
505435 扬基歌 红豆 yjg
564515 救世主 红豆少女組 jsz
501089 故事 红孩儿 gs
512067 五月的鲜花 红兰 wydxh
981428 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初来到 红楼梦 xdcmmcjnc
981430 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初来到 红楼梦 xdcmmcjnc
510681 红苹果乐园 红苹果组合 hpgly
505376 星梦缘 红苹果组合 xmy
509143 幸福预报 红苹果组合 xfyb
560696 原谅 红组合 yl
573247 爱的伤痕 鸿晨 adsh
974488 小白脸 xbl
975507 当时的月亮 dsdyl
975510 懂事 ds
975508 你的微笑 ndwx
975509 味道 wd
511051 留下油灯光 侯牧人 lxydg
515167 我们走在大路上 侯牧人 wmzzdls
502631 兄弟 侯牧人 xd
567113 就让这首歌 jrzsg

洪杰/钟舒漫

洪颜/网络歌手
洪一平/网络歌手

洪卓立/钟欣桐

红布条/李悦君

侯皓中/谢容儿
侯磊/中国好声音
侯磊/中国好声音
侯磊/中国好声音
侯磊/中国好声音

侯佩岑/张震岳



575695 月亮上的姑娘 侯强 ylsdgn
571252 爱过怎么舍得 agzmsd
571249 不懂爱的人是悲哀 bdadrsba
571250 回心转意 hxzy
571251 母亲的草原 mqdcy
571253 秋香 qx
503154 I'LL MARRY YOU 侯湘婷 imy
500510 暧昧 侯湘婷 am
500585 变化 侯湘婷 bh
506600 都是真的 侯湘婷 dszd
503788 风晓得 侯湘婷 fxd
501531 冷战 侯湘婷 lz
513307 离开爱的日子 侯湘婷 lkadrz
507439 两个冬天 侯湘婷 lgdt
507539 没有爱过 侯湘婷 myag
507725 你爱我吗 侯湘婷 nawm
508036 秋天别来 侯湘婷 qtbl
508504 通知一下 侯湘婷 tzyx
511817 为你流的泪 侯湘婷 wnldl
502392 我不 侯湘婷 wb
513793 我是如此爱你 侯湘婷 wsrcan
511949 我是一只鱼 侯湘婷 wsyzy
511980 我要看热闹 侯湘婷 wykrn
505347 心想飞 侯湘婷 xxf
512371 一起去巴黎 侯湘婷 yqqbl
712371 一起去巴黎 侯湘婷 yqqbl
509494 原来的你 侯湘婷 yldn
512627 真夏的公车 侯湘婷 zxdgc
567052 真的更精彩 zdgjc
514159 昨天今天明天 ztjtmt
564414 不哭 bk
204926 英雄母亲的一天 yxmqdyt
514891 让你走我会心疼 侯志坚 rnzwhxt
511576 深情到永远 侯志坚 sqdyy
880205 只要今生 侯宗辰 zyjs
901674 1998 猴子飞行员 -
974423 LET IT GO 猴子飞行员 lig
901621 summer day 猴子飞行员 sd
973576 喝啦 喝啦 猴子飞行员 hlhl
901622 太阳 猴子飞行员 ty
571753 小草之歌 猴子飞行员 xczg
973577 行动派 猴子飞行员 hdp
566662 成吉思汗 候强 cjsh
566664 球星 候强 qx
566663 我一直等你 候强 wyzdn
971745 花开了 候旭 hkl
570810 海盗船长 后舍男生 hdcz
565095 后弦 gz

侯强/尹力
侯强/尹力
侯强/尹力
侯强/尹力
侯强/尹力

侯湘婷/汪蕊
侯湘婷/佚名
侯旭/网络歌手
侯跃文/赵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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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18 爱妃 后弦 af
575715 白色恋习曲 后弦 bslxq
571030 笔墨伺候 后弦 bmsh
565096 单车恋人 后弦 dclr
973502 杜老师 后弦 dls
576017 给安娜 后弦 gan
570809 过桥 后弦 gq
571545 海口 后弦 hk
574155 花甲 后弦 hj
901745 花甲 后弦 hj
576018 花名册 后弦 hmc
564647 昆明湖 后弦 kmh
576016 慢四恋曲 后弦 mslq
576013 妹妹的钢琴 后弦 mmdgq
564723 桥段 后弦 qd
970125 若相惜 后弦 rxx
576015 少林寺 后弦 sls
576011 十有八九 后弦 sybj
880819 苏州城外的微笑 后弦 szcwdwx
571029 唐宋元明清 后弦 tsymq
576019 逃学书童 后弦 txst
974352 天然呆 后弦 trd
574015 娃娃脸 后弦 wwl
576021 闻鸡起舞 后弦 wjqw
974559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 后弦 wzdnyhxn
976012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 后弦 wzdnyhxn
564724 西厢 后弦 xx
576014 小白 后弦 xb
573101 后弦 xxnda
576020 郑成功 后弦 zcg
576012 只爱火星人 后弦 zahxr
505774 ○×△﹟ 呼咙 qcsj
501193 呼咙 呼咙 hl
974332 千年寒冰 胡艾彤 qnhb
507104 纪念旅行 胡蓓蔚 jnlx
501576 了了 胡蓓蔚 ll
570208 算了吧 胡蓓蔚 slb
505807 I LOVE YOU SO 胡兵 ilys
563385 爱你每一天 胡兵 anmyt
563042 不确定 胡兵 bqd
563580 彻夜未眠 胡兵 cywm
500158 发 胡兵 f
510641 好的我才爱 胡兵 hdwca
501450 可贵 胡兵 kg
516624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胡兵 mcdxhhndm
563043 你不是我的 胡兵 nbswd
504486 你温柔 胡兵 nwr
501856 前进 胡兵 qj

谢谢你的爱2009



563384 无处可躲 胡兵 wckd
563579 亚当夏娃 胡兵 ydxw
505667 真本色 胡兵 zbs
509646 真实的你 胡兵 zsdn
505712 重感情 胡兵 zgq
570203 不知不觉 bzbj
510222 不只是朋友 bzspy
503858 归去来 gql
976446 笨女人 胡丹丹 bnr
568672 蛊惑 胡东 gh
569747 值得感动 胡东 zdgd
571561 烟雨飘摇 yypy
564830 爱你不会变 胡歌 anbhb
573850 毒药 胡歌 dy
573320 敢不敢爱 胡歌 gbga
572820 光棍 胡歌 gg
507472 六月的雨 胡歌 lydy
563519 天亮以后 胡歌 tlyh
573557 忘记时间 胡歌 wjsj
560254 逍遥叹 胡歌 xyt
564829 一刻永远 胡歌 ykyy
972359 一吻天荒 胡歌 ywth
973717 指纹 胡歌 zw
503379 包青天 胡瓜 bqt
515852 你依然在我心深处 胡瓜 nyrzwxsc
515456 在乎你这个朋友 胡瓜 zhnzgpy
514130 祝我一路顺风 胡瓜 zwylsf
573323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胡红艳 cyssqbldt
573322 凤舞东方 胡红艳 fwdf
573321 三峡人家 胡红艳 sxrj
575272 我只是一束海藻 胡红艳 wzsyshz
973202 双飞 胡鸿钧 sf
981293 一生一心 胡鸿钧 ysyx
981301 暗恋 al
515804 男的朋友女的朋友 胡慧中 ndpyndpy
508600 为爱守候 wash
972312 爱忧伤 胡佳琛 ays
570202 放开你的手 胡佳琛 fnds
570200 回到小时候 胡佳琛 hdxsh
570201 快乐之后留下寂寞 胡佳琛 klzhlxjm
569748 与你同在 胡建勇 yntz
902020 爱得好疲惫 胡杰夕 adhpb
902018 对不起我不能再爱你 胡杰夕 dbqwbnzan
901918 恋爱 胡杰夕 la
902019 求天求地 胡杰夕 qtqd
901917 如果你是真的不爱我 胡杰夕 rgnszdbaw
902017 天使的使命 胡杰夕 tsdsm
901916 我的好心情 wdhxq

胡兵/蒋曦儿
胡兵/瞿颖
胡兵/希丽娜依

胡东/易欣

胡鸿钧/吴若希

胡慧中/程前

胡杰夕/陈彩萍



568327 爱不出卖 胡静 abcm
568326 天蝎座 胡静 txz
573759 喝酒歌 hjg
567823 爱在千里之外 胡力 azqlzw
506230 别让我走 胡力 brwz
706230 别让我走 胡力 brwz
565562 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 胡力 gwygbsxdl
564746 狐狸爱上熊 胡力 hlasx
565561 我被你宠坏了 胡力 wbnchl
573006 pa
567799 新四季歌 xsjg
574862 爱难守 胡量 ans
574861 我知道你爱我 胡量 wzdnaw
574860 一路有你 胡量 ylyn
973244 亲爱的女孩 胡灵 qadnh
973385 上弦月 胡灵 sxy
973245 听风的歌 胡灵 tfdg
973246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胡灵 wyrsndqr
974303 FEEL YOUR HEART fyh
976386 蓝桥幽梦 胡梅 lqym
975580 kwb
506910 好人好心 胡明冬 hrhx
901900 候补情人 胡清蓝 hbqr
571558 两个世界 lgsj
414355 双簧 sh
502892 赞歌 胡松华 zg
567729 狠讨厌 胡玮琦 hty
567782 蛋糕城堡 胡玮琪 dgcb
567781 发泡的一瞬间 胡玮琪 fpdysj
570855 超负荷 胡雯 cfh
570854 短消息 胡雯 dxx
571380 亲爱的别走 胡雯 qadbz
571089 小鱼 胡雯 xy
571090 忧伤的秋千 胡雯 ysdqq
568321 大象 dx
574339 擦肩而过 cjeg
901637 爱都是对的 胡夏 adsdd
976632 爱情离我一公尺 胡夏 aqlwygc
901638 爱夏 胡夏 ax
977993 放下 胡夏 fx
976737 黑框眼镜 胡夏 hkyj
970211 那些年 胡夏 nxn
970471 那些年 胡夏 nxn
901675 逆向 胡夏 nx
971407 燃点 胡夏 rd
971408 让我爱你 胡夏 rwan
976585 傻瓜探戈 胡夏 sgtg
971406 伤心童话 胡夏 sxth

胡军/伍思凯

PK爱 胡力/李童谣
胡力/庄妮

胡灵/石磊

看我72变 胡梦周/中国好声音

胡清蓝/网络歌手
胡全胜/唐明明

胡雯/网络歌手
胡雯/宇桐非



971494 我的错 胡夏 wdc
976654 我们会不会 胡夏 wmhbh
976696 学着走 胡夏 xzz
971493 准备好要爱 胡夏 zbhya
570483 你曾经爱过多少人 胡小宝 ncjagdsr
570191 让心死一回 胡小宝 rxsyh
570380 甜蜜爱情 胡小宝 tmaq
514521 画在墙上的天堂 胡晓海 hzqsdt
976385 大宅门 胡晓晴 dzm
516367 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 胡晓晴 qkmjxgmzx
561374 我的野蛮奶奶 wdymnn
573686 寻爱 胡杏儿 xa
573492 爱过 ag
976447 幸福在哪里 胡雪盟 xfznl
569542 胡彦斌 j
978720 DONT BREAK MY HEART 胡彦斌 dbmh
971317 LIFE 胡彦斌 l
500394 MARILYN MONROE 胡彦斌 mm
971167 ONE NIGHT IN SHANGHAI 胡彦斌 onis
562499 WAITING FOR YOU 胡彦斌 wfy
980306 爱情是怎么了 胡彦斌 aqszml
569264 巴黎铁塔 胡彦斌 blt
561589 包袱 胡彦斌 bf
573684 笔墨登场 胡彦斌 bmdc
574042 不曾后悔 胡彦斌 bchh
973795 不是猛龙不过江 胡彦斌 bsmlbgj
500146 猜 胡彦斌 c
506467 丛林一角 胡彦斌 clyj
510461 对你爱不完 胡彦斌 dnabw
503826 告诉我 胡彦斌 gsw
703826 告诉我 胡彦斌 gsw
501159 和尚 胡彦斌 hs
501164 黑雨 胡彦斌 hy
501177 红颜 胡彦斌 hy
974302 鸿门宴 胡彦斌 hmy
564430 蝴蝶 胡彦斌 hd
563130 皇帝 胡彦斌 hd
568516 婚礼进行曲 胡彦斌 hljxq
768516 婚礼进行曲 胡彦斌 hljhq
563614 借口 胡彦斌 jk
565711 诀别诗 胡彦斌 jbs
574425 林妹妹 胡彦斌 lmm
574426 罗马假期 胡彦斌 lmjq
560739 玛丽莲梦露 胡彦斌 mllml
978173 没那么简单 胡彦斌 mnmjd
568673 胡彦斌 nrk
768673 胡彦斌 nrk
507769 你记得吗 胡彦斌 njdm

胡幸儿/汪明荃

胡杏儿/张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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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84 你这么晚还没睡 胡彦斌 nzmwhms
562599 情不自禁 胡彦斌 qbzj
516370 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 胡彦斌 qsjzxnlaw
563451 三对三 胡彦斌 sds
971730 三十而立 胡彦斌 ssel
978723 山丘 胡彦斌 sq
572716 闪亮的日子 胡彦斌 sldrz
573419 失业情歌 胡彦斌 syqg
978722 味道 胡彦斌 wd
515117 我的未来不是梦 胡彦斌 wdwlbsm
571980 无所不能 胡彦斌 wsbn
560253 想 胡彦斌 x
502534 小狗 胡彦斌 xg
973796 小小的心愿 胡彦斌 xxdxy
973797 心的未来 胡彦斌 xdwl
502644 宣言 胡彦斌 xy
978724 眼色 胡彦斌 ys
974331 摇滚天生大一号 胡彦斌 ygtsdyh
563254 爷爷的老家 胡彦斌 yydlj
563129 一年前 胡彦斌 ynq
971168 一万光年 胡彦斌 ywgn
978721 一言难尽 胡彦斌 yynj
571290 音乐让我说爱你 胡彦斌 ylrwsan
509388 拥抱奇迹 胡彦斌 ybqj
564428 愿望 胡彦斌 yw
567834 月光 胡彦斌 yg
767834 月光 胡彦斌 yg
973058 在一起 胡彦斌 zyq
564429 葬英雄 胡彦斌 zyx
514162 昨天是你生日 胡彦斌 ztsnsr
506757 感觉特别 gjtb
981032 千年的爱 qnda
512467 有梦好甜蜜 ymhtm
564828 tjzgawyk
510260 超时空爱情 cskaq
504108 进行式 jxs
503686 第一次 dyc
602974 幸福降临 胡雁 xfl
566161 尘埃 胡杨林 ca
974545 多情种 胡杨林 dqz
570387 宽恕无罪 胡杨林 kswz
569357 留住冬天 胡杨林 lzdt
769357 留住冬天 胡杨林 lzdt
569749 每当你抱着我 胡杨林 mdnbzw
769749 每当你抱着我 胡杨林 mdnbzw
976188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胡杨林 nwhdwzmh
972890 是我在做多情种 胡杨林 swzzdqz
974546 香水 胡杨林 xs

胡彦斌/郭凌霞
胡彦斌/华晨宇
胡彦斌/李彩桦

田径之歌AND WHAN YOU KNOW 胡彦斌/刘翔
胡彦斌/苏永康
胡彦斌/萧亚轩
胡彦斌/郑中基



563131 香水有毒 胡杨林 xsyd
566162 想不起 胡杨林 xbq
572819 烟花翩翩 胡杨林 yhpp
570388 樱花舞 胡杨林 yhw
570204 与幸福有关 胡杨林 yxfyg
574859 左眼微笑右眼泪 胡杨林 zywxyyl
974550 爱神 as
561229 为了遇见你 胡瑶 wlyjn
564804 天空 胡元恺 tk
564805 永恒 胡元恺 yh
565035 自己 胡元恺 zj
512536 月圆的时候 胡月 yydsh
571563 飞雪 蝴蝶组合 fx
571489 吻别 蝴蝶组合 wb
562186 FLOWER SHOW 花儿乐队 fs
512856 爱情残酷物语 花儿乐队 aqckwy
567835 啵一个 花儿乐队 yg
565768 大喜宙 花儿乐队 dxz
562297 该 花儿乐队 g
503818 刚刚好 花儿乐队 ggh
501064 歌唱 花儿乐队 gc
562350 好开始 花儿乐队 hks
562351 红线 花儿乐队 hx
571092 胡说胡有理 花儿乐队 hshyl
501208 花儿 花儿乐队 he
51572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乐队 hewsmzyh
561230 化蝶飞 花儿乐队 hdf
507131 加减乘除 花儿乐队 jjcc
564831 加油歌 花儿乐队 jyg
510818 将来的主人 花儿乐队 jldzr
501357 结果 花儿乐队 jg
501397 静止 花儿乐队 jz
565770 留心 花儿乐队 lx
565771 麦霸 花儿乐队 mb
500219 嫩 花儿乐队 n
569964 平安夜 花儿乐队 pay
501812 破灭 花儿乐队 pm
567690 穷开心 花儿乐队 qkx
514897 让我们荡起双桨 花儿乐队 rwmdqsj
502001 融化 花儿乐队 rh
561232 童话生死恋 花儿乐队 thssl
565769 忘不了 花儿乐队 wbl
564655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花儿乐队 wdgzfnyb
56123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花儿乐队 wmnbnbfs
561088 嘻唰唰 花儿乐队 xss
562734 花儿乐队 xss
508989 向我开炮 花儿乐队 xwkp
571293 摇摆摆 花儿乐队 ybb

胡杨林/钟汉良

嘻唰唰HIGH PARTY2



977947 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 heysn
976475 爱情不是偶像剧 花世纪 aqbsoxj
973582 不猜 花世纪 bc
976753 就让你开心 花世纪 jrnkx
973583 炉爌众我爱吃早餐 花世纪 lkzwaczc
976770 你让我变得神秘 花世纪 nrwbdsm
973668 穷追不舍梦 花世纪 qzbsm
880315 士商的女生都好正啊 花世纪 ssdnsdhza
974055 我不是故意要想你 花世纪 wbsgyyxn
976769 一个爱情的流浪 花世纪 ygaqdll
880314 有一种心跳跟微笑 花世纪 yyzxtgwx
973581 热血大叔史丹利 rxdssdl
976754 恋爱运优 花世界 layy
979885 花僮 ptd
977711 没有舍不得 花漾年华 mysbd
564067 逆风 花园精灵 nf
974507 谢谢爱 花园精灵 xxa
568517 我是一只猫 花泽冰 wsyzm
768517 我是一只猫 花泽冰 wsyzm
570879 胡同谣 花之悦 hty
981540 二十岁的某一天 花粥 essdmyt
981541 小相思 花粥 xxs
981476 HERE WE ARE 华晨宇 hwa
981054 LET YOU GO 华晨宇 lyg
981055 LET YOU GO 华晨宇 lyg
981056 WHY NOBODY FIGHTS 华晨宇 wnf
981033 不朽 华晨宇 bx
981039 拆弹专家 华晨宇 cdzj
981068 趁你还年轻 华晨宇 cnhnq
981063 春 华晨宇 c
981035 反义词 华晨宇 fyc
981067 蜉蝣 华晨宇 fy
981065 横冲直撞 华晨宇 hczz
981066 环游 华晨宇 hy
981041 火星情报局 华晨宇 hxqbj
981452 齐天大圣 华晨宇 qtds
981058 卡西莫多的礼物 华晨宇 kxmddlw
981034 亲爱的小孩 华晨宇 qadxh
981040 挑衅 华晨宇 tx
981060 微光 华晨宇 wg
981061 我 华晨宇 w
981354 华晨宇 wdhbx
981038 我管你 华晨宇 wgn
981062 我和我 华晨宇 whw
981037 我们都是孤独的 华晨宇 wmdsgdd
981042 烟火里的尘埃 华晨宇 yhldca
981036 异类 华晨宇 yl
981059 在那遥远的地方 华晨宇 znyyddf

花世纪/史丹利

普通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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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64 枕边故事 华晨宇 zbgs
981069 青春舞曲 qcwq
981052 国王与乞丐 gwyqg
981051 花儿与少年 heysn
575105 不后悔 华少翌 bhh
575106 华语恋曲 华少翌 hylq
562787 解夏 华少翌 jx
562786 梨园英雄 华少翌 lyyx
562785 忍不住眼泪 华少翌 rbzyl
575104 爱还在 ahz
971673 明天就是未来 华仔 mtjswl
574800 时光地铁 滑轮乐队 sgdt
974841 翱翔 化学猴子 ax
971350 不可思议爱上你 化学猴子 bksyasn
971352 陪在你身边 化学猴子 pznsb
971351 热血篮天 化学猴子 rxlt
976231 友人说 yrs
574391 爱昏了头 欢子 ahlt
571867 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 欢子 ddndrqdbd
574774 离不开天空的云 欢子 lbktkdy
574772 其实很寂寞 欢子 qshjm
603217 情愿离开 欢子 qylk
576461 如果能再感动你多一次 欢子 rgnzgdndy
571656 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 欢子 sxdshkytq
574029 为何你对我许下承诺 欢子 whndwxxcn
880142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欢子 wsmnylkw
570143 为什么你要伤害一个爱你的人 欢子 wsmnyshyg
575819 我们这是怎么了 欢子 wmzszml
574030 我要的不多 欢子 wydbd
574773 午夜男女 欢子 wynn
573308 欢子 xt
973083 一个人的街 欢子 ygrdj
767676 愚爱 欢子 ya
570144 原谅我一次 欢子 ylwyc
570145 只想做你的男人 欢子 zxzndnr
571866 怀念过去 hngq
574771 爱亮晶晶 aljj
567676 愚爱 ya
566164 纯属虚钩 荒山亮 csxg
562739 点亮荒山 荒山亮 dlhs
562434 焚化誓言 荒山亮 fhsy
974058 风云行 荒山亮 fyh
566077 复活 荒山亮 fh
974057 轰动武林 荒山亮 hdwl
562736 免疫力 荒山亮 myl
566163 伤心酒吧街 荒山亮 sxjbj
562738 时间的眼泪 荒山亮 sjdyl
566078 荒山亮 snjx

华晨宇/李琦
华晨宇/杨宗纬
华晨宇/张翰

华少翌/米娜

怀秋/林俊杰

心痛2009

欢子/沈丹丹
欢子/王奕心
欢子/网络歌手

思念.界限



977653 天苍苍 荒山亮 tcc
562737 无情的坦白 荒山亮 wqdtb
972815 无心剑 荒山亮 wxj
973585 销魂的吉他 荒山亮 xhdjt
976635 最后的勇气 荒山亮 zhdyq
560748 旧人难忘 jrnw
514245 八卦八卦我牵挂 黄安 bgbgwqg
503650 带子郎 黄安 dzl
510431 东南西北风 黄安 dnxbf
506734 福星高照 黄安 fxgz
504121 救姻缘 黄安 jyy
704121 救姻缘 黄安 jyy
511143 妹妹我爱你 黄安 mmwan
501689 名字 黄安 mz
514725 明明知道相思苦 黄安 mmzdxsk
514727 明天会吹什么风 黄安 mthcsmf
514754 奈何两字拉成桥 黄安 nhlzlcq
501767 女儿 黄安 ne
511342 陪你到天涯 黄安 pndty
511349 陪着我流浪 黄安 pzwll
512004 我愿为你错 黄安 wywnc
502461 先知 黄安 xz
513941 新鸳鸯蝴蝶梦 黄安 xyyhdm
505438 样样红 黄安 yyh
509515 月光华华 黄安 yghh
500753 传灯 黄安 cd
700753 传灯 黄安 cd
505772 做人难 黄安 zrn
503460 不了情 黄宝欣 blq
575362 倔强萝卜 jqlb
574077 别太晚回家 黄灿 btwhj
510702 花儿与少年 黄灿 heysn
507268 康定情歌 黄灿 kdqg
515018 送我一朵玫瑰花 黄灿 swydmgh
502699 燕子 黄灿 yz
566263 黄玫瑰 hmg
562098 爱情关系 黄崇旭 aqgx
571393 生命要继续 黄崇旭 smyjx
561717 天堂 黄崇旭 t
562172 我们的故事 黄崇旭 wmdgs
500355 HOLD ME 黄大炜 hm
500416 OLD TIME 黄大炜 ot
566188 PASSION 黄大炜 p
514185 爱从昨夜就停了 黄大炜 aczyjtl
503270 爱勾我 黄大炜 agw
566431 地老天荒 黄大炜 dlth
507027 黄海血战 黄大炜 hhxz
507404 离爱不远 黄大炜 laby

荒山亮/黄凤仪

黄渤/薛飞

黄灿/网络歌手



565884 明天要把昨天忘记 黄大炜 mtybztwj
511237 你把我灌醉 黄大炜 nbwgz
513419 你何不留下来 黄大炜 nhblxl
504606 黄大炜 qty
508506 同进同出 黄大炜 tjtc
566189 为了你 黄大炜 wln
505232 想爱你 黄大炜 xan
566430 信念 黄大炜 xn
565883 只有一个自己 黄大炜 zyygzj
566432 自由爱 黄大炜 zya
971550 飞啊飞 黄妃 faf
975089 红樱桃 黄妃 hyt
975088 伤心看板 黄妃 sxkb
971548 可愛的冤仇人 kadycr
975077 可爱的冤仇人 kadycr
976239 祝福 zf
972822 一笑天涯 黄凤仪 yxty
514205 爱你和从前一样 黄格选 anhcqyy
512871 爱上你没有错 黄格选 asnmyc
503313 爱要说 黄格选 ays
503562 春水流 黄格选 csl
506552 等你回家 黄格选 dnhj
516579 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黄格选 dndaysjyl
513571 三月里的小雨 黄格选 syldxy
516680 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黄格选 sxsyzsbcd
513722 未来需要等待 黄格选 wlxydd
516476 一个人的日子还好吗 黄格选 ygrdrzhhm
505693 纸月亮 黄格选 zyl
512448 永远的朋友 yydpy
513686 通往温柔的路 twwrdl
569076 奥林匹克风 alpkf
566785 季节 黄贯中 jj
975989 龙的传人 黄贯中 ldcr
566786 我就是这样的 黄贯中 wjszyd
974346 吻别 wb
974377 我终于失去了你 wzysqln
568415 付出以后 黄国俊 fcyh
502168 算了 黄国俊 sl
512612 真爱你的云 黄国俊 zandy
566205 鳟鱼 y
570197 走火入魔 zhrm
572329 去年雨季 qnyj
603090 去年雨季 qnyj
502747 依附 yf
901544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黄浩鸣 xxncjagw
976142 有一天你会懂 黄鹤 yytnhd
576218 HAPPY BIRTHDAY 黄鹤翔 hb
576223 爱的咏叹调 黄鹤翔 adyt

秋天1944

黄妃/邵大伦
黄妃/邵大伦
黄妃/许富凯

黄格选/安雯
黄格选/江姗
黄格选/孙浩

黄贯中/我是歌手
黄贯中/我是歌手

黄国俊/江得胜
黄海涛/网络歌手
黄海涛/伊琳
黄海涛/伊琳
黄浩伦/辜靖洁



565822 爱恋 黄鹤翔 al
515649 春天的花夏天的雨 黄鹤翔 ctdhxtdy
565821 嫁给我吧 黄鹤翔 jgwb
501404 九妹 黄鹤翔 jm
701404 九妹 黄鹤翔 jm
576224 牵心走 黄鹤翔 qxz
505046 我等你 黄鹤翔 wdn
576220 勇敢 黄鹤翔 yg
576219 于心不忍 黄鹤翔 yxbr
516131 一生离不开的是你 yslbkdsn
416350 提亲 tq
503064 足疗 zl
3049 超生游击队 csyjd
204919 小保姆和小木匠 xbmhxmj
976663 变奏的浪漫 黄鸿升 bzdlm
572737 不屑 黄鸿升 bx
976118 超有感 黄鸿升 cyg
976549 村上的猫 黄鸿升 csdm
977672 大确幸 黄鸿升 dqx
574078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黄鸿升 dqszlmdys
901624 复制人 黄鸿升 fzr
573880 搞砸了 黄鸿升 gzl
572738 鬼打墙 黄鸿升 gdq
971247 黑心 黄鸿升 hx
971246 金刚变形 黄鸿升 jgbx
971245 六十亿分之一 黄鸿升 lsyfzy
970766 平行时空 黄鸿升 phsk
976618 千分之一 黄鸿升 qfzy
971024 涩谷 黄鸿升 sg
976550 糖伯虎 黄鸿升 tbh
573881 玩具枪与玫瑰 黄鸿升 wjqymg
975053 忘了怎么快乐 黄鸿升 wlzmkl
574283 我不要长生不老 黄鸿升 wbyzsbl
974759 谢谢你让我等于你 黄鸿升 xxnrwdyn
976548 一体成形 黄鸿升 ytcx
574282 总冠军 黄鸿升 zgj
974932 谁比我还懂你 sbwhdn
566064 爱的主旋律 adzxl
512896 爱已经满满的 黄嘉千 ayjmmd
566935 故意 黄嘉千 gy
504343 没想到 黄嘉千 mxd
508739 我们都要 黄嘉千 wmdy
566936 直觉 黄嘉千 zj
514220 爱情转弯的地方 aqzwddf
568547 梦红梦 黄家强 mhm
567391 你不是一个人 黄健翔 nbsygr
561175 见证明天 黄婕 jzmt
561174 天使部落 黄婕 tsbl

黄鹤翔/冰玉
黄宏/梅丽萍
黄宏/牛莉/沈畅
黄宏/宋丹丹
黄宏/宋丹丹

黄鸿升(小鬼)
黄鸿升/卓文萱

黄嘉千/品冠



975052 幸福地 黄锦雯 xfd
501548 例外 黄靖宏 lw
511393 亲爱的爱人 黄靖宏 qadar
570584 慢半拍 黄靖伦 mbp
570989 明天再说 黄靖伦 mtzs
570434 缺席 黄靖伦 qx
573751 透明人 黄靖伦 tmr
573582 我的妈 黄靖伦 wdm
570323 月光 黄靖伦 yg
570990 走音 黄靖伦 zy
571722 来世再续今生缘 lszxjsy
976194 外人 黄俊焰 wr
901788 千年恋 黄俊渊 qnl
570263 爱很简单 黄凯芹 ahjd
501781 偶然 黄凯芹 or
512607 珍惜这一晚 黄凯芹 zxzyw
571573 不是你不好 黄可儿 bsnbh
571575 分享 黄可儿 fx
571577 奉献 黄可儿 fx
571578 寂寞沙洲冷 黄可儿 jmszl
571581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黄可儿 myqnhawm
571580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黄可儿 mtnsfyraw
571574 其实你全都知道 黄可儿 qsnqdzd
571576 卡门 黄可儿 km
571584 请留住你的脚步 黄可儿 qlzndjb
571583 生日礼物 黄可儿 srlw
571582 温暖的秋天 黄可儿 wndqt
571579 掌声响起 黄可儿 zsxq
503370 半生缘 黄磊 bsy
506210 边走边唱 黄磊 bzbc
506457 此情此景 黄磊 cqcj
506545 等等等等 黄磊 dddd
503975 蝴蝶结 黄磊 hdj
573750 花开的地方 黄磊 hkddf
507227 橘子红了 黄磊 jzhl
504179 啦啦歌 黄磊 llg
513372 梦醒在几点钟 黄磊 mxzjdz
508165 伤感铁轨 黄磊 sgtg
502082 石头 黄磊 st
515955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黄磊 szwspdxd
502351 围城 黄磊 wc
516714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黄磊 wbzdfszny
511967 我想我是海 黄磊 wxwsh
502537 小怜 黄磊 xl
502707 谣言 黄磊 yy
514046 再别再别康桥 黄磊 zbzbkq
509737 重新开始 黄磊 cxks
510161 冰点与沸点 bdyfd

黄静/刘东桦

黄磊/曾宝仪



970213 我们会更好的 黄丽玲 wmhghd
970215 一个人想你 黄丽玲 ygrxn
970214 樱花湖 黄丽玲 yhh
572532 玉兰溪之恋 黄丽卿 ylxzl
562331 HEY BABY 黄立成 hb
563487 举起来 黄立成 jql
507505 麻吉弟弟 mjdd
522841 爽 s
973670 决战时刻 黄立纲 jzsk
560865 近情情怯 黄立全 jqqq
560610 好久好久不见 hjhjbj
500062 HELP 黄立行 h
503164 LEAVE ME ALONE 黄立行 lma
500462 WITHOUT YOU 黄立行 wy
500474 爱吧 黄立行 ab
500526 八卦 黄立行 bg
570987 巴别塔 黄立行 bbt
506255 不断跳舞 黄立行 bdtw
575002 成吉思汗 黄立行 cjsh
565615 打分数 黄立行 dfs
566092 大人们 黄立行 drm
571138 黑寡妇 黄立行 hgf
570583 黑夜尽头 黄立行 hyjt
504225 冷水澡 黄立行 lsz
565702 礼物 黄立行 lw
504272 流浪狗 黄立行 llg
560866 忙与盲 黄立行 mym
504479 你身边 黄立行 nsb
571137 侵略地球 黄立行 qldq
513617 世界只有我们 黄立行 sjzywm
566093 脱离 黄立行 tl
560375 鸵鸟式沉默 黄立行 tnscm
565616 未来 黄立行 wl
513749 我的梦中情人 黄立行 wdmzqr
511938 我是你的谁 黄立行 wsnds
565511 无神论 黄立行 wsl
509056 心内有鬼 黄立行 xnyg
502673 寻找 黄立行 xz
566042 要 黄立行 y
502767 音浪 黄立行 yl
514026 又不是真的爱 黄立行 ybszda
502841 预言 黄立行 yy
570582 最后只好躺下来 黄立行 zhzhtxl
564908 孤独的吉他 gddjt
563584 黄烈传 mfpcb
563528 黄烈传 mgl
563658 黄烈传 asn
563535 黄烈传 gz

黄立成/MACHI
黄立成/黄立行

黄立全/李玖哲

黄楝/网络歌手
MY FRIEND PLEASE COME BACK(无原)
MY GUIDING LIGHT(无原唱)
爱 SO NATURAL(无原唱)
拐杖(无原唱)



563585 黄烈传 mkw
506719 疯狂着迷 黄铃 fzm
508233 失去自己 黄铃 sqzj
502621 醒悟 黄铃 xw
977903 一个人 ygr
575013 黄龄 hg
974743 红眼睛 黄龄 hyj
976486 哭了 黄龄 kl
576587 特别 黄龄 tb
880372 小城故事 黄龄 xcgs
880436 小城故事 黄龄 xcgs
571800 痒 黄龄 y
970104 一个人想你 黄龄 ygrxn
880264 原谅 黄龄 yl
980752 我们爱过就好 wmagjh
509694 只有分离 黄露仪 zyfl
571594 爱上你的网 黄美诗 asndw
571585 不怕不怕 黄美诗 bpbp
571596 蝶儿蝶儿满天飞 黄美诗 dedemtf
571597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黄美诗 fzydyzdy
571593 灰姑娘 黄美诗 hgn
571590 家乡 黄美诗 jx
571589 南海姑娘 黄美诗 nhgn
571588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黄美诗 njjyjghmm
571587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黄美诗 nknkyldl
571592 情非得已 黄美诗 qfdy
571595 网络情缘 黄美诗 wlqy
571591 小薇 黄美诗 xw
571586 云知道你是谁 黄美诗 yzdnss
880492 跟我一起怪 黄美珍 gwyqg
972419 够好 黄美珍 gh
971604 树风 黄美珍 sf
971605 途中 黄美珍 tz
977691 无声抗议 黄美珍 wsky
972408 只怕想家 黄美珍 zpxj
570030 爱炼 al
3089 人民战争 rmzz
500816 大地 黄名伟 dd
507429 恋恋情深 黄名伟 llqs
707429 恋恋情深 黄名伟 llqs
978097 黄明志 kll
978098 RASA SAYANG 2 0 黄明志 rs
978099 UNDILAH 黄明志 u
978102 大英雄 黄明志 dyx
978095 低低头 黄明志 ddt
978105 放半粒 黄明志 fbl
978100 吉隆坡下雪 黄明志 jlpxx
978101 咖喱咧 黄明志 kll

门口外(无原唱)

黄铃凯/吴青峰
HIGH歌

黄龄/薛之谦

黄美珍/神木与瞳
黄梦如/赵丽嫆

KICK来料



978106 沙漠 黄明志 sm
978096 四大皆空 黄明志 sdjk
978094 泰国情歌 黄明志 tgqg
978104 我还是我 黄明志 whsw
978103 学广东话 黄明志 xgdh
500359 I BELIEVE 黄品源 ib
514169 黄品源 sdsxqc
505988 爱了半天 黄品源 albt
564394 爱你爱你 黄品源 anan
509961 爱你到永远 黄品源 andyy
503287 爱情香 黄品源 aqx
506221 别离开我 黄品源 blkw
510152 别忘记联络 黄品源 bwjll
506294 不要害怕 黄品源 byhp
500674 长假 黄品源 cj
510259 超级星期天 黄品源 cjxqt
510274 城市情人梦 黄品源 csqrm
574996 达令我爱你 黄品源 dlwan
516570 当我再次接到电话的时候 黄品源 dwzcjddhd
510522 分手也爱你 黄品源 fsyan
501049 感谢 黄品源 gx
516265 给了你最真的我的心 黄品源 glnzzdwdx
564956 孤单爱情海 黄品源 gdaqh
501131 海浪 黄品源 hl
503940 很自然 黄品源 hzr
506942 狠不下心 黄品源 hbxq
503986 花与蝶 黄品源 hyd
501235 怀念 黄品源 hn
507146 简单情歌 黄品源 jdqg
510980 蓝色计程车 黄品源 lsjcc
563150 泪光闪闪 黄品源 lgss
507460 流浪的心 黄品源 lldx
511054 楼上的人儿 黄品源 lsdre
511059 路边一枝草 黄品源 lbyzc
507577 黄品源 mmcx
564817 那个夏天 黄品源 ngxt
514748 那么爱你为什么 黄品源 nmanwsm
507755 你的眼泪 黄品源 ndyl
511249 你都在身边 黄品源 ndzsb
562327 你呀你 黄品源 nyn
564885 你怎么会这样离开我 黄品源 nzmhzylkw
515857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黄品源 nzmsdwng
564816 欠一个吻 黄品源 qygw
507984 情非得已 黄品源 qfdy
560381 情人 黄品源 qr
564815 伤心的婚纱 黄品源 sxdhs
560380 少年悍将 黄品源 snhj
514998 谁能让时间倒转 黄品源 snrsjdz

SO DON'T STOP向前冲

美梦出现(欣赏版)



574994 双鱼的责任 黄品源 sydzr
504787 睡了没 黄品源 slm
508592 为爱犯错 黄品源 wafc
516725 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 黄品源 wgysmydxl
515217 无法弥补的伤痕 黄品源 wfmbdsh
502549 小薇 黄品源 xw
509106 新年快乐 黄品源 xnkl
505385 兄弟情 黄品源 xdq
502662 雪花 黄品源 xh
512341 一百种可能 黄品源 ybzkn
513984 一去不回的人 黄品源 yqbhdr
564393 永远有多远 黄品源 yyydy
502838 雨衣 黄品源 yy
516160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黄品源 ylnsmdby
575631 原来有你 黄品源 ylyn
515429 远离激情那一天 黄品源 yljqnyt
509544 越怕越爱 黄品源 ypya
574995 怎么会让我失去你 黄品源 zmhrwsqn
516510 纵然有一天我们分离 黄品源 zryytwmfl
574993 珍惜我的爱 zxwda
514747 那么爱你为什么 nmanwsm
508139 三月小雨 syxy
501289 火花 hh
503126 FEEL SO GOOD 黄淇 fsg
506589 东区街头 黄淇 dqjt
512667 只有你最真 黄淇 zynzz
572533 花儿为什么还这样红 黄琦雯 hewsmhzyh
603218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黄琦雯 hewsmzyh
506046 爱情跳棋 黄绮珊 aqtq
974503 剪爱 黄绮珊 ja
974578 让我一次爱个够 黄绮珊 rwycagg
512402 一样的月光 黄绮珊 yydyg
976049 一样的月光 黄绮珊 yydyg
974345 月光下的海 黄绮珊 ygxdh
975988 只有你 黄绮珊 zyn
974306 等待 dd
974033 离不开你 lbkn
513766 我还能做什么 whnzsm
713766 我还能做什么 whnzsm
975987 WITHOUT YOU wy
510254 唱不完的她 黄清元 cbwdt
506884 寒夜相思 黄清元 hyxs
504078 江湖行 jhx
513683 听是谁在唱歌 tsszcg
574997 不胜依依 黄圣依 bsyy
567101 不许惹我生气 黄圣依 bxrwsq
971724 开在心里的花 黄圣依 kzxldh
569014 天天向上 黄圣依 txs

黄品源/梁咏琪
黄品源/莫文蔚
黄品源/任贤齐
黄品源/辛晓琪

黄绮珊/我是歌手
黄绮珊/我是歌手
黄绮珊/小柯
黄绮珊/小柯
黄绮珊/郑淳元

黄群/黄众
黄韶玲/刘若英



769014 天天向上 黄圣依 txs
563399 迟早 黄淑惠 cz
563397 开始放手 黄淑惠 ksfs
563398 情人节 黄淑惠 qrj
572000 热气球 黄淑惠 rqq
563527 祝你快乐 黄淑惠 znkl
567217 想念 xn
516544 不要只因为他亲吻了你 黄舒骏 byzywtqwl
513113 黄舒骏 gbyjjw
507149 见怪不怪 黄舒骏 jgbg
511016 恋爱症候群 黄舒骏 lazhq
514654 马不停蹄的忧伤 黄舒骏 mbtdys
504502 女朋友 黄舒骏 npy
513623 是否真心如我 黄舒骏 sfzxrw
511674 思念进行曲 黄舒骏 snjxq
511733 天堂与地狱 黄舒骏 tydy
508609 为你疯狂 黄舒骏 wnf
504991 未央歌 黄舒骏 wyg
509187 雁渡寒潭 黄舒骏 ydht
514160 昨天今天永远 黄舒骏 ztjtyy
976724 淡定 黄思婷 dd
568825 飞入你梦里 黄思婷 frnml
976713 观自在 黄思婷 gzz
573248 光芒 黄思婷 gm
506872 海阔天空 黄思婷 hktk
976712 红尘 黄思婷 hc
573251 暮情 黄思婷 mq
568824 祈祷 黄思婷 qd
573250 情难留 黄思婷 qnl
976723 世间 黄思婷 sj
568822 四季风 黄思婷 sjf
502384 问情 黄思婷 wq
971437 无情只有你 黄思婷 wqzyn
573249 心路 黄思婷 xl
568823 幸福出口 黄思婷 xfck
563799 夜空 黄思婷 yk
563800 月亮湾 黄思婷 ylw
563729 自由 黄思婷 zy
971439 等待你一人 ddnyr
971442 爱的证据 adzj
971440 撒娇 sj
575003 坚强 黄维德 jq
562517 那天爱离开 黄维德 ntalk
501976 热爱 黄维德 ra
508534 突然之间 黄维德 trzj
575004 有口难开 黄维德 yknk
512208 小心女人香 xxnrx
504246 黄伟麟 lqy

黄淑惠/袁惟仁

改变1995

黄思婷/李明洋
黄思婷/翁立友
黄思婷/翁立友

黄维德/唐艾萱
恋曲1999



503007 祝福 黄伟麟 zf
516194 祝福九九祝福澳门 zfjzfam
575358 灌醉 黄文格 gz
575357 旺财 黄文格 wc
570986 欧兜水 黄文星 ods
570985 亿万克拉的幸福 黄文星 ywkldxf
562330 爱情地图 黄湘怡 aqdt
506204 毕业旅行 黄湘怡 bylx
506272 不考虑了 黄湘怡 bkll
500155 等 黄湘怡 d
510418 第一个冬季 黄湘怡 dygdj
510519 分手第七天 黄湘怡 hsdqt
506733 福尔摩斯 黄湘怡 fems
507307 快递爱情 黄湘怡 kdaq
504482 你是谁 黄湘怡 nss
562329 潜入深海里 黄湘怡 qrshl
560387 撒哈拉的月亮 黄湘怡 shldyl
508637 温室的花 黄湘怡 wsdh
502382 吻雨 黄湘怡 wy
508813 无聊一天 黄湘怡 wlyt
513854 西班牙狂想曲 黄湘怡 xbykxq
502451 喜欢 黄湘怡 xh
502799 勇敢 黄湘怡 yg
560386 愿打服输 黄湘怡 ydfs
560385 云霄飞车 黄湘怡 yxfc
509558 再见过去 黄湘怡 zjgq
509789 自由落体 黄湘怡 zylt
977877 伴 黄小琥 b
976252 不爱最大 黄小琥 bazd
510223 不只是朋友 黄小琥 bzspy
500650 猜心 黄小琥 cx
971435 打破 黄小琥 dp
503764 放弃他 黄小琥 fqt
976023 放心不下 黄小琥 fxbx
971436 该放手了 黄小琥 gfsl
976562 回头最寂寞 黄小琥 htzjm
571769 壳 黄小琥 k
501497 蓝天 黄小琥 lt
901977 老月光 黄小琥 lyg
573749 没那么简单 黄小琥 mnmjd
513395 那些我爱的人 黄小琥 nxwadr
507785 你是唯一 黄小琥 nswy
976141 青春花 黄小琥 qch
901715 顺其自然 黄小琥 sqzr
901978 说到做到 黄小琥 sdzd
504092 她的歌 黄小琥 tdg
564592 突然的自我 黄小琥 trdzw
971434 妄想 黄小琥 wx

黄伟麟/周亮



511842 吻到心伤透 黄小琥 wdxst
513743 我不知我爱你 黄小琥 wbzwan
516723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黄小琥 wdxlzynmy
515189 我要我们在一起 黄小琥 wywmzyq
516749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真的爱我 黄小琥 wzxzdnsfz
563151 午夜的单人床 黄小琥 wyddrc
512122 下一个期待 黄小琥 xygqd
976547 心爱的人 黄小琥 xadr
901640 重来 黄小琥 zl
515102 我的爱为你存在 黄小珊 wdawncz
507648 明天明年 黄小溪 mtmn
512802 黄小桢 swmlxq
500557 抱怨 黄小桢 by
503638 大溪地 黄小桢 dxd
3071 开学 kx
21639 相亲 xq
575001 黄晓明 mmp
568416 暗恋 黄晓明 al
568201 风的孩子 黄晓明 fdhz
573252 风声 黄晓明 fs
570581 你在我心上 黄晓明 nzwxs
971677 匹夫 黄晓明 pf
568276 什么都可以 黄晓明 smdky
575938 团团圆圆 黄晓明 tyy
566400 就算没有明天 jsmymt
973396 友情岁月 yqsy
569888 好人卡 hrk
514644 龙归大海鸟入林 黄新德 lgdhnrl
569986 我的另一半 黄鑫 wdlyb
513546 如果没遇见你 黄信佳 rgmyjn
566759 崽崽 黄雅丽 zz
766759 崽崽 黄雅丽 zz
564329 分享 黄雅莉 fx
566923 蝴蝶泉边 黄雅莉 hdqb
973112 换个地方住 黄雅莉 hgdfz
602976 火星爱月亮 黄雅莉 hxayl
572057 恋爱绝句选 黄雅莉 lajjx
602977 恋爱绝句选 黄雅莉 lajjx
973066 年轮 黄雅莉 nl
901678 前任女友 黄雅莉 qrny
901679 善良 黄雅莉 sl
901809 同城 黄雅莉 tc
572058 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 黄雅莉 xadrddzzd
602978 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 黄雅莉 xadrddzzd
901641 想你笑 黄雅莉 xnx
975102 黄雅莉 xyxh
515953 谁能让我再掉眼泪 黄雅珉 snrwzdyl
571390 黄亚 bj

15秒练习曲

黄晓娟/潘长江
黄晓娟/赵本山

MOOPA暮趴

黄晓明/孙俪
黄晓明/余文乐
黄晓明/赵薇

星月下(HD)

北京2008



571391 家 黄亚 j
571392 美丽嘉年华 黄亚 mljnh
506437 春光乍泄 黄耀明 cgzx
506994 花天走地 黄耀明 htzd
511136 美丽在心头 黄耀明 mlzxt
511789 忘不了的你 黄耀明 wbldn
511943 我是一片云 黄耀明 wsypy
505419 烟花烫 黄耀明 yht
500189 来 l
513154 过一个大肥年 gygdfn
560389 思念你 snn
515308 新房之中冷清清 黄依群 xfzzlqq
516769 夜听琴勾起了女儿心事 黄依群 ytqgqlnex
561169 寂寞的看板 黄乙玲 jmdkb
562323 GO AWAY 黄义达 ga
560857 SET ME FREE 黄义达 smf
570775 YOU WERE THERE 黄义达 ywt
570777 爱了才懂 黄义达 alcd
570778 爱是自私的 黄义达 aszsd
562325 变质的感情 黄义达 bzdgq
561243 超爱你 黄义达 can
560859 臭男人 黄义达 cnr
760859 臭男人 黄义达 cnr
565881 到底多久 黄义达 dddj
562326 等边三角 黄义达 dbsj
501334 简单 黄义达 jd
501500 蓝天 黄义达 lt
566185 冷战 黄义达 lz
561168 每天的每夜 黄义达 mtdmy
561560 目击者 黄义达 mjz
566187 那女孩 黄义达 nnh
560860 那女孩对我说 黄义达 nnhdws
511313 匿名的宝贝 黄义达 nmdbb
561559 如果爱就现在吧 黄义达 rgajxzb
565882 完整演出 黄义达 wzyc
976571 我不哭 黄义达 wbk
566186 我懂 黄义达 wd
505201 喜欢你 黄义达 xhn
515244 显微镜下的爱情 黄义达 xwjxdaq
508921 线上游戏 黄义达 xsyx
570776 写给自己的歌 黄义达 xgzjdg
562324 一滴未干的泪 黄义达 ydwgdl
560858 一秒的安慰 黄义达 ymdaw
571136 在这里 黄义达 zzl
561242 征服自己 黄义达 zfzj
971895 专属密码 黄义达 zsmm
564277 荣耀的一天 rydyt
971828 灿烂的行走 黄英 cldhz

黄耀明/老狼
黄一飞/佚名
黄伊汶/黄阅

黄义达/柯有伦



514326 乘着歌声的翅膀 黄英 czgsdcb
970124 大太阳 黄英 dty
970216 大太阳 黄英 dty
575007 回到拉萨 黄英 hdls
575009 娜鲁湾情歌 黄英 nlwqg
978175 失忆中等你 黄英 syzdn
575012 踏浪 黄英 tl
575008 太阳出来喜洋洋 黄英 tyclxyy
57501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黄英 wmdshcmyg
575011 映山红 黄英 ysh
575006 卓玛 黄英 zm
575005 婚誓 hs
572550 彩云追月 cyzy
971721 远歌 yg
500769 春光 黄莺莺 cg
506998 花言巧语 黄莺莺 hyqy
507067 回心转意 黄莺莺 hxzy
501694 明瞭 黄莺莺 ml
507834 宁愿相信 黄莺莺 nyxx
515933 生活就是那么容易 黄莺莺 shjsnmry
502167 酸甜 黄莺莺 st
508411 讨你欢心 黄莺莺 tnhx
513775 我们啊我们 黄莺莺 wmawm
505405 雪在烧 黄莺莺 xzs
502867 约束 黄莺莺 ys
571310 爱了散了 黄勇 alsl
973117 爱输给了谁 黄勇 asgls
573065 北京男孩 黄勇 bjnh
571999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黄勇 cdsjydddr
571997 你想怎么说 黄勇 nxzms
571998 说爱你 黄勇 san
573066 我真的在乎 黄勇 wzdzh
573064 一辈子的爱 黄勇 ybzda
972971 春天里 ctl
506729 浮生若梦 黄瑜娴 fsrm
880981 触电 黄宇曛 cd
560394 爱是谁的错 黄阅 assdc
560396 脆弱 黄阅 cr
560391 凡间 黄阅 f
560395 简单爱情 黄阅 jdaq
560392 哭到天亮 黄阅 kdtl
560397 魔戒 黄阅 mj
560390 你不懂 黄阅 nbd
560393 女人 黄阅 nr
565575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 黄阅 wmdshpjmd
505658 折子戏 黄阅 zzx
973544 承诺 黄韵玲 cn
880932 憧憬 黄韵玲 cj

黄英/吉杰
黄英/快乐女声
黄英/吴彤

黄勇/中国好声音



500728 出发 黄韵玲 cf
566645 春暖花开 黄韵玲 cnhk
973543 好久不见 黄韵玲 hjbj
973048 回味 黄韵玲 hw
510981 蓝色啤酒海 黄韵玲 lspjh
880950 美好岁月 黄韵玲 mhsy
511167 明天的太阳 黄韵玲 mtdty
973542 女朋友 男朋友 黄韵玲 npynpy
973049 守候你 黄韵玲 shn
880951 素描 黄韵玲 sm
515055 听一首伤心的歌 黄韵玲 tyssxdg
513765 我怀着你的爱 黄韵玲 whznda
508746 我是坏的 黄韵玲 wshd
516083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黄韵玲 xhnxzdyz
515330 摇滚精灵三合一 黄韵玲 ygjlshy
880933 关于爱的两三事 gyadlss
973622 燕窝城堡 ywcb
510012 爱情诺曼底 黄征 aqnmd
510040 爱随身携带 黄征 assxd
503325 爱值得 黄征 azd
512916 把信邮进大海 黄征 bxyjdh
506201 比爱更爱 黄征 baga
515640 茶花女爱上毕加索 黄征 chnasbjs
515659 当你从我眼中离开 黄征 dncwyzlk
562141 地铁 黄征 dt
973814 屌丝很疲惫 黄征 dshpb
500976 飞鱼 黄征 fy
562618 风尚征程 黄征 fszc
762618 风尚征程 黄征 fszc
506731 浮游童话 黄征 fyth
569171 绝不放手 黄征 jbfs
504195 蓝绸缎 黄征 lcd
572256 你是主唱 黄征 nszc
504544 平行线 黄征 pxx
976178 前生今日来世 黄征 qsjrls
502025 色偏 黄征 sp
973812 善变的脸 黄征 sbdl
508294 守望沙滩 黄征 swst
973813 天黑之前 黄征 thzq
504891 天狼星 黄征 tlx
504968 望远镜 黄征 wyj
572257 我是谁的谁 黄征 wssds
505305 小气鬼 黄征 xqg
575361 小时候 黄征 xsh
509144 幸运地图 黄征 xydt
562617 野菊花 黄征 yjh
562616 一个人的战役 黄征 ygrdzy
973111 一无所有时爱你的人 黄征 ywsysandr

黄韵玲/林俊逸
黄甄妮/台湾女孩



572258 这首歌真好听 黄征 zsgzht
973815 真实的自我 黄征 zsdzw
500582 奔跑 bp
501815 破晓 px
513899 小红帽大盖帽 黄志坚 xhmdgm
509748 驻地姑娘 黄志坚 zdgn
500055 GRACE 黄志玮 g
560384 想你一秒钟 黄志玮 xnymz
561176 njswydxf
500898 毒药 黄中原 dy
502714 遥远 黄中原 yy
505674 真情人 黄中原 zqr
501917 情雪 黄仲昆 qx
512019 我真的爱你 黄仲昆 wzdan
51614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黄仲昆 ydsakycl
512413 依然是朋友 黄仲齐 yrspy
503896 好花红 黄卓 hhh
510088 拔根芦柴花 bglch
505820 黄子佼 iqht
974063 公路电影 谎言留声机 gldy
973851 光之城 谎言留声机 gzc
973850 分手夜 fsy
973653 包围 晖倪 bw
973257 今年夏天 晖倪 jnxt
974482 逆风飞翔 晖倪 nfx
901606 处女空气 回声乐团 cnkq
901607 亲爱的我 回声乐团 qadw
971620 趁着不深 回音哥 czbs
971615 对不起我还爱你 回音哥 dbqwhan
971618 海绵宝宝 回音哥 hmbb
974292 居家男人 回音哥 jjnr
971619 芊芊 回音哥 qq
971621 逃 回音哥 t
971617 我的歌声里 回音哥 wdgsl
971616 我想我不够好 回音哥 wxwbgh
976335 今生陪你一起走 jspnyqz
561069 麻烦大了 混乱之岛 mfdl
503610 大红帆 火风 dhf
503611 大花轿 火风 dhj
703611 大花轿 火风 dhj
503616 大家好 火风 djh
503737 火风 dbe
507378 老调陈腔 火风 ldcq
564555 老婆老婆我爱你 火风 lplpwan
516310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火风 mzxdswzad
508919 贤妻良母 火风 xqlm
505742 子弟兵 火风 zdb
503578 嶉咚嶉 火风 cdc

黄征/羽泉
黄征/羽泉

你就是我要的幸福(无原唱) 黄志玮/汤奕蓉

黄卓/王宝珍
I七红桃

谎言留声机/徐佳莹

惠子/冷漠

夺标2000



505624 赞酒歌 zjg
711140 妹妹等等我 mmddw
504137 开门红 kmh
513184 红红的蝴蝶结 火鸟三人组 hhdhdj
981313 陆垚知马俐 火星电台 lyzml
565025 WHY 火星人 w
565026 橘色月光 火星人 syg
971693 青玉案 火星熊 qya
510053 爱像棉花糖 霍建华 axmht
514428 放弃天空的飞鸟 霍建华 fqtkdfn
562322 肩上蜻蜓 霍建华 js
501435 开始 霍建华 ks
507351 来去自如 霍建华 lqzr
560840 那时候 霍建华 nsh
507739 你的第一 霍建华 nddy
507765 你好就好 霍建华 nhjh
511530 伞下的幸福 霍建华 sxdxf
502173 碎片 霍建华 sp
560839 要命的迷人 霍建华 ymdmr
509431 有爱难言 霍建华 yany
502908 摘星 霍建华 zx
512671 指甲上的花 霍建华 zjsdh
563022 错觉 霍经伦 cj
505974 爱和朋友 霍正奇 ahpy
560841 明天还要继续 霍正奇 mthyjx
513918 心碎了也会痛 霍正奇 xslyht
977882 卷珠帘 霍尊 jzl
901829 并非故意不想去爱你 基地小虎 bfgybxqan
901545 逞强 基地小虎 cq
901828 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 基地小虎 dqdwysjqd
901827 你我的梦 基地小虎 nwdm
901546 忘了自己忘了你 基地小虎 wlzjwln
971115 把爱圈起来 机动现场 baqql
971116 梦想星球 机动现场 mxxq
974915 时间的小偷 机动现场 sjdxt
972849 时空旅人 机动现场 sklr
974937 机动现场 wnez
974938 机动现场 ygxys
976465 爱神爱神在哪里 吉杰 asasznl
974462 那时的我 吉杰 nsdw
974558 失去的年华 吉杰 sqdnh
567796 痛快 tk
976151 雪人 xr
973714 彩色的黑 吉克隽逸 csdh
972947 带我到山顶 吉克隽逸 dwdsd
976507 一首心歌 吉克隽逸 ysxg
977631 两双 ls
972670 smdtldybh

火风/刘红
火风/陆萍
火风/汤灿

为你而战2012
摇滚校园S.O.R.

吉杰/快乐男声
吉杰/朱桦

吉克隽逸/谢安琪
SEXY MUSIC (冬天里的一把火) 吉克隽逸/中国好声音



503239 阿惹牛 吉木喜儿 arn
571440 大小凉山金灿灿 吉木喜儿 dxlsjcc
571441 花楼恋歌 吉木喜儿 hllg
513192 欢乐的火把节 吉木喜儿 hldhbj
571439 今晚没有月亮 吉木喜儿 jwmyyl
504104 金项链 吉木喜儿 jxl
509518 月亮女儿 吉木喜儿 ylne
880341 吉祥西藏 吉娜 jxxc
880340 吉祥雪莲 吉娜 jxxl
506071 爱上了瘾 吉娃斯杜岚 asly
509397 永闯天涯 吉娃斯杜岚 ycty
516587 高原上走来吉祥的牦牛 吉香 gyszljxdm
513746 我的红原草地 吉香 wdhycd
504130 军中花 季红 jzh
880320 sweet 季欣霈 s
573281 狗 季欣霈 g
573123 陪你 季欣霈 pn
573122 生活 季欣霈 sh
880270 洗发精 季欣霈 xf
573280 小世界 季欣霈 xsj
573121 因为我呢 季欣霈 ywwn
880319 原谅 季欣霈 yl
975579 狐狸 hl
977710 不要忘记我 纪佳松 bywjw
571399 每天 纪佳松 mt
571329 纪佳松 spldnsh
571910 随身幸福 纪佳松 ssxf
571328 一人乐队 纪佳松 yrld
571327 同一个遗憾 tygyh
976183 背叛情歌 纪敏佳 bpqg
574847 中国有我 纪敏佳 zgyw
501209 花儿 纪如璟 he
510797 寂寞的自由 纪如璟 jmdzy
514599 咖啡杯里的水仙 纪如璟 kfbldsx
507776 你累了吗 纪如璟 nllm
515286 小龙房间里的鱼 纪如璟 xlfldy
512278 幸福的存在 纪如璟 xfdcz
515515 值得一辈子去爱 纪如璟 zdybzqa
503028 纪如璟 zs
573552 松一口气 纪晓斌 sykq
500659 彩虹 纪晓君 ch
979970 流浪记 纪晓君 llj
508353 搜孤救孤 sgjg
502515 想听 纪炎炎 xt
972382 心梦泪痕 xmlh
974816 炒新闻 cxw
568431 死性不改 sxbg
575725 你可知道我爱你 嘉骏 nkzdwan

纪海星/中国好声音

水泼落地难收回2009

纪佳松/潘玮柏

追随(欣赏版)

纪秀云/朱宝光

佳虹/王江发
佳虹/小璇
佳佳/小F4



571351 为爱乞讨 嘉骏 waqt
570626 我不要再为你流泪 嘉骏 wbyzwnll
571352 我的心被你撕碎 嘉骏 wdxbnss
504550 泼水歌 夹子 psg
508291 手写的信 夹子 sxdx
516168 夹子 zjwkqkxq
515579 最后一个我吃了 夹子 zhygwcl
566766 爱枯萎 夹子道 akw
566625 爱上下一个人之前 夹子道 asxygrzq
566624 别人的故事 夹子道 brdgs
569304 别在寂寞时说爱我 夹子道 bzjmssaw
569305 等爱 夹子道 da
566626 记号 夹子道 jh
566197 美丽的误会 夹子道 mldwh
970217 你是我今生最爱的女孩 夹子道 nswjszadn
970495 你是我今生最爱的女孩 夹子道 nswjszadn
564559 死心塌地 夹子道 sxtd
566767 玩玩 夹子道 ww
566765 幸福岛 夹子道 xfd
565376 真心不变 夹子道 zxbb
574620 今早的河畔特别美丽 夹子电动大乐队 jzdhptbml
515550 转吧七彩霓虹灯 夹子电动大乐队 zbqcnhd
563498 DIGITAL 夹子太硬啦 d
563499 请你帮我升级 夹子太硬啦 qnbwsj
563438 伤心牛角尖 夹子太硬啦 sxnjj
563645 昨晚他们在干嘛 夹子太硬啦 zwtmzgm
977994 尘埃 家家 ca
974073 分开的常理 家家 fdcl
976761 命运 家家 my
973649 填空 家家 tk
973368 忘不记 家家 wbj
977227 如果还有明天 rghymt
566423 不爱你 ban
566320 不自由 bzy
566321 星星数不清 xxsbq
562018 TELL ME WHY 甲子慧 tmw
562552 甲子慧 bsct
562019 别说 甲子慧 bs
562426 甲子慧 bxyg
562427 甲子慧 cran
971157 何苦 甲子慧 hk
561702 结冰 甲子慧 jb
971158 挽回你的心 甲子慧 whndx
562551 甲子慧 xxyy
561701 星星 甲子慧 xx
570229 爱你的心犯了错 贾皓然 andxflc
512339 夜已那么深 贾静雯 yynms
567630 独奏 贾立怡 dz

再加5块钱狂想曲

家家-如烟/无五月天
家家/昊恩
家家/昊恩
家家/昊恩

白色抽屉(无原唱)

不屑一顾(无原唱)
承认爱你(无原唱)

小心翼翼(无原唱)



572162 对不对 贾立怡 dbd
602979 对不对 贾立怡 dbd
567742 骨头日记 贾立怡 gtrj
602980 蓝蓝天 贾立怡 llt
567741 蒸苹果 贾立怡 zpg
507482 笼外的鸟 贾南 lwdn
514353 大海航行靠舵手 贾世俊 dhhxkds
976400 我的舞台我的战场 贾斯文 wdwtwdzc
571491 不要走 贾晓晨 byz
569156 最爱的爱 贾晓晨 zada
976042 突然那么怀念 贾宗超 trnmhn
981565 爱枯荣 简弘亦 akr
981566 白瞳 简弘亦 bt
981559 出卖 简弘亦 cm
981567 魔鬼中的天使 简弘亦 mgzdts
981563 情歌 简弘亦 qg
981562 情义盖过天 简弘亦 qyggt
981561 心动 简弘亦 xd
981560 在这世上没有天使 简弘亦 zzssmyts
981564 指缝 简弘亦 zf
570056 陷入爱里面 xralm
977904 私人生活 简迷离 srsh
976602 风铃 fl
974784 我爱你 wan
974333 想家的人 蹇红 xjdr
975978 迷路 姜潮 ml
506561 地心引力 姜华 dxyl
507543 玫瑰唇彩 姜华 mgcc
511234 你爱过我吗 姜华 nagwm
508455 天生一对 姜华 tsyd
505190 吸血鬼 姜华 xxg
505211 下四川 姜嘉锵 xsc
705211 下四川 姜嘉锵 xsc
427004 埋怨 my
427002 电梯奇遇 dtqy
427003 训徙 xx
427001 名师出高徒 mscgt
574623 东北人 姜鹏 dbr
576034 冬雪 姜鹏 dx
576037 钢铁是眼泪炼成的 姜鹏 gtsyllcd
572356 九号公馆 姜鹏 jhgg
603220 九号公馆 姜鹏 jhgg
568455 男人的泪 姜鹏 nrdl
575125 你连分手都那么温柔 姜鹏 nlfsdnmwr
576036 我的爱像大海 姜鹏 wdaxdh
576033 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女人 姜鹏 xbznhswdn
576035 心爱的宝贝 姜鹏 xadbb
574622 一秒钟 姜鹏 ymz

简美妍/俞灝明

简语卉/梅东生
简语卉/梅东生

姜昆/戴志成
姜昆/唐杰忠
姜昆/唐杰忠
姜昆/唐杰忠/陆世伟



568454 朝拜 虔诚的心 姜鹏 cbcdx
568318 别无它求 bwtq
515301 心儿伴着军旗飞 姜苏 xebzjqf
880892 执着的飞蛾 姜涛 zzdfe
504116 酒神曲 姜文 jsq
570082 春天 姜昕 ct
504521 潘多拉 姜昕 pdl
575730 兵马俑 姜洋 bmy
574621 你画的彩虹 姜洋 nhdch
575731 我不怪你 姜洋 wbgn
573279 给我一支烟 姜宇清 gwyzy
566485 爱情惹的祸 姜玉阳 aqrdh
573380 丢了幸福的猪 姜玉阳 dlxfdz
567356 分手了就不要再想起我 姜玉阳 fsljbyzxq
880198 风雪夜 姜玉阳 fxy
568289 刻骨的温柔 姜玉阳 kgdwr
571781 你幸福你快乐 姜玉阳 nxfnkl
576032 破碎的酒杯 姜玉阳 psdjb
574336 秋风落叶 姜玉阳 qfly
567357 痛彻心扉 姜玉阳 tcx
565073 忘不掉的伤 姜玉阳 wbdds
568662 我想找个女朋友 姜玉阳 wxzgnpy
768662 我想找个女朋友 姜玉阳 wxzgnpy
576031 午夜唱情歌 姜玉阳 wycqg
571782 真实一点 姜玉阳 zsyd
576403 子时过 姜玉阳 zsg
509912 爱到梦醒后 姜育恒 admxh
505923 爱的泪珠 姜育恒 adlz
506134 把心给你 姜育恒 bxgn
503387 抱着我 姜育恒 bzw
514282 别让我一个人醉 姜育恒 brwygrz
512962 不能停止的爱 姜育恒 bntzda
514343 从不后悔爱上你 姜育恒 cbhhasn
714343 从不后悔爱上你 姜育恒 cbhhasn
500859 地图 姜育恒 dt
510411 第五次恋爱 姜育恒 dwcla
506625 多年以后 姜育恒 dnyh
506626 多情不悔 姜育恒 dqbh
501017 否认 姜育恒 fr
503829 歌说活 姜育恒 gsh
510571 跟往事干杯 姜育恒 gwsgb
510573 跟我说爱我 姜育恒 gwsaw
513206 活该你被抛弃 姜育恒 hgnbpq
501312 寂寞 姜育恒 jm
510850 今宵多珍重 姜育恒 jxdzz
513244 今夜星光灿烂 姜育恒 jyxgcl
513285 哭过笑过爱过 姜育恒 kgxgag
507388 泪的小花 姜育恒 ldxh

姜鹏/网络歌手



500201 旅 姜育恒 l
507558 梅花三弄 姜育恒 mhsn
514697 梅兰梅兰我爱你 姜育恒 mlmlwan
514757 男人的心也会痛 姜育恒 nrdxyht
562584 难付也难收 姜育恒 nfyns
511325 女人的选择 姜育恒 nrdxz
515880 其实我真的很在乎 姜育恒 qswzdhzh
511388 欠你一滴泪 姜育恒 qnydl
504593 情难枕 姜育恒 qnz
508029 秋诗篇篇 姜育恒 qspp
513532 让我好好爱你 姜育恒 rwhhan
508114 如果一生 姜育恒 rgys
508524 痛快的歌 姜育恒 tkdg
513697 往事只能回味 姜育恒 wsznhw
562959 温暖的秋天 姜育恒 wndqt
505009 我爱过 姜育恒 wag
513738 我不是不爱你 姜育恒 wbsban
515124 我的心没有回程 姜育恒 wdxmyhc
508725 我还有梦 姜育恒 whym
516737 我是个需要很多爱的人 姜育恒 wsgxyhdad
508975 想哭就哭 姜育恒 xkjk
515300 心不再起不再落 姜育恒 xbzqbzl
505494 一个人 姜育恒 ygr
509280 一如往昔 姜育恒 yrwx
509296 一世情缘 姜育恒 ysqy
509349 驿动的心 姜育恒 yddx
512465 有空来坐坐 姜育恒 yklzz
505606 再回首 姜育恒 zhs
512567 在嫁我之前 姜育恒 zjwzq
509812 最爱的人 姜育恒 zadr
512887 爱我你怕了吗 awnplm
712887 爱我你怕了吗 awnplm
500824 大雪 dx
513671 天天等天天问 tdtw
561061 I STILL LOVE YOU 江彬 isly
516542 不要在喝醉才对我说你的心事 江得胜 byzhzcdws
501003 风云 江得胜 fy
501501 蓝夜 江得胜 ly
513660 掏空天空天空 江得胜 tktktk
516778 用一个温暖的冬天等你 江得胜 yygwnddtd
575229 爱过伤过泪也流过 江风 agsglylg
512198 小两口问答 江宏 xlkwd
977197 少了你永远都不够 江宏恩 slnyydbg
977240 守护 江宏恩 sh
977198 心愿 江宏恩 xy
971042 红叶天星 hytx
976650 囝仔 江蕙 jz
507527 漫漫长路 江蕙 mmcl

姜育恒/李翊君
姜育恒/李翊君
姜育恒/满书雯
姜育恒/叶欢

江惠仪/扬哲



502321 晚婚 江蕙 wh
511473 让我照顾你 江凯文 rwzgn
3119 着急 zj
506716 枫林小桥 江蕾 flxq
565810 谁不会流泪 江俐奇 sbhll
565809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漂亮 江俐奇 wanbsywnp
560198 江美琪 iaoxx
505804 I FEEL SO GOOD 江美琪 ifsg
564513 爱哭鬼 江美琪 akg
500592 别哭 江美琪 bk
516533 别在我离开你之前离开我 江美琪 bzwlknzql
506268 不会太久 江美琪 bhtj
565022 不速之客 江美琪 bszk
560200 春光乍泄 江美琪 cgzx
510409 第二眼美女 江美琪 deymn
515673 第一百零一个答案 江美琪 dyblygda
514397 东京铁塔的幸福 江美琪 djtdxf
506620 对你而言 江美琪 dney
510462 对我好一点 江美琪 dwhyd
971484 房间 江美琪 f
507022 缓慢的爱 江美琪 hmda
514533 挥霍爱人的耐性 江美琪 hhardnx
507115 寂寞飞行 江美琪 jmfx
560644 芥末不辣 江美琪 jmbl
510875 镜子联想曲 江美琪 jzlxq
515532 就这么一辈子 江美琪 jzmybz
510967 快乐在唱歌 江美琪 klzcg
560643 留在谁的心里 江美琪 lzsdxl
565415 路人 江美琪 lr
564512 妹妹 江美琪 mm
504400 迷魂阵 江美琪 mhz
561372 明天爱谁 江美琪 mtas
560646 那年的情书 江美琪 nndqs
565023 难相处 江美琪 nxc
564407 你不公平 江美琪 nbgp
511261 你会不会变 江美琪 nhbhb
513426 你那边是晴天 江美琪 nnbsqt
501761 凝望 江美琪 nw
504530 泡泡糖 江美琪 ppt
511351 朋友的朋友 江美琪 pydpy
560199 恰好的寂寞 江美琪 qhdjm
504570 悄悄话 江美琪 qqh
516658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江美琪 qadnzmbzs
515909 江美琪 rgnbdsaw
511565 上帝的帮助 江美琪 sddbz
508176 少林传奇 江美琪 slcq
560645 谁还相信 江美琪 shxx
560641 是否这就是爱情 江美琪 sfzjsaq

江昆/唐杰忠

I AM OK谢谢

如果你不打算爱我(欣赏版)



511641 双手的温柔 江美琪 ssdwr
513655 他一定很爱你 江美琪 tydhan
508501 江美琪 tbxl
972399 完美分手 江美琪 wmfs
504985 维他命 江美琪 wtm
560640 我爱夏卡尔 江美琪 waxke
565414 我的他 江美琪 wdt
513758 我多么羡慕你 江美琪 wdmxmn
568943 我们都是一朵花 江美琪 wmdsydh
560639 我心似海洋 江美琪 wxshy
512002 我又想起你 江美琪 wyxqn
512109 希望变成你 江美琪 xwbcn
563683 相对的失去 江美琪 xddsq
502510 想起 江美琪 xq
502615 星晴 江美琪 xq
509215 夜的诗人 江美琪 ydsr
515410 有个男生为我哭 江美琪 ygnswwk
560642 有一天 江美琪 yyt
516785 月光森林之留在谁的心里 江美琪 ygslzlzsd
512564 再一次也好 江美琪 zycyh
509575 在我身边 江美琪 zwsb
502919 照片 江美琪 zp
509691 只有分离 江美琪 zyfl
509794 江美琪 zcdf
503073 最美 江美琪 zm
576101 单细胞 江明娟 dxb
575822 海是你 江明娟 hsn
575821 家在心里面 江明娟 jzxlm
576102 无论如何都爱你 江明娟 wlrhdan
571363 下辈子嫁给你好吗 江南 xbzjgnhm
573534 在我心里永远有个你 江南 zwxlyyygn
502551 小宴 江其虎 xy
573311 爱的表现 江若琳 adbx
572437 江若琳 pgzsg
567199 江若琳 sqlzd
513187 红颜为你开放 江姗 hywnkf
507603 梦里水乡 江姗 mlsx
516635 你的激情有一点点虚假 江姗 ndjqyyddx
508011 情似朝露 江姗 qscl
512641 只爱我一个 江姗 zawyg
506973 糊涂的爱 htda
576100 伤了我还说爱我 江山 slwhsaw
880843 伤了我还说爱我 江山 slwhsaw
881006 不爱了 江淑娜 bal
881004 长城 江淑娜 zc
506373 长夜悄悄 江淑娜 cyqq
881005 景德镇的女人 江淑娜 jdzdnr
504569 呛姑娘 江淑娜 qgn

停不下了(欣赏版)

走错地方(欣赏版)

旁观者伤(国)
伤情路之DJ

江姗/王志文



504916 听惊涛 江水英 tjt
500765 创造 江涛 cz
510533 风中的眼睛 江涛 fzdyj
573537 红酒情歌 江涛 hjqg
507052 回家的人 江涛 hjdr
516627 美丽的姑娘总在遥远的地方 江涛 mldgnzzyy
501753 年轮 江涛 nl
511528 入党申请书 江涛 rdsqs
563230 生日礼物 江涛 srlw
567665 我爱你真的爱你 江涛 wanzdan
509463 愚公移山 江涛 ygys
502836 雨巷 江涛 yj
515589 昨天下了一夜雨 江涛 ztxlyyy
976735 女仆游戏 npyx
569644 爱不起 江希文 abq
572430 你会不会后悔离开我 江希文 nhbhhhlkw
603219 你会不会后悔离开我 江希文 nhbhhhlkw
974524 外婆桥 江一燕 wpq
571466 星光电影院 江一燕 xgdyy
574777 江映蓉 hg
574783 把握你的美 江映蓉 bwndm
574781 姐你睡了吗 江映蓉 jnslm
574784 精舞门 江映蓉 jwm
970109 练习题 江映蓉 lxt
970218 练习题 江映蓉 lxt
574780 如果没有你 江映蓉 rgmyn
574782 执着 江映蓉 zz
572431 表白 bb
901812 一不小心爱上你 ybxxasn
880954 放晴 江语晨 fq
880243 那不是爱 江语晨 nbsa
570532 我的主题曲 江语晨 wdztq
570531 我太乖 江语晨 wtg
574394 最后一页 江语晨 zhyy
880992 最后一页 江语晨 zhyy
567677 晴天娃娃 qtww
979904 昨夜小楼又东风 江源东 zyxlydf
975083 机会 江志丰 jh
975082 七天 江志丰 qt
976531 天意 江志丰 ty
975095 月光光 江志丰 ygg
975096 祝你一帆风顺 江志丰 znyfs
974948 人生一首歌 rsysg
976530 你是我的命 nswdm
575228 爱太任性 江智民 atrx
509744 蒋爱华 zdlx
505871 啊秋海棠 蒋大为 aqht
506179 北国之春 蒋大为 bgzc

江韦良/林采缇

HIGH歌

江映蓉/快乐女声
江映蓉/张翰

江语晨/网络歌手

江志丰/罗时丰
江志丰/杨静

猪的理想(欣赏版)



516549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蒋大为 cyssqbldt
500767 春风 蒋大为 cf
515687 飞向明天的新生活 蒋大为 fxmtdxsh
503794 夫妻行 蒋大为 fqx
513117 敢问路在何方 蒋大为 gwlzhf
514529 黄河牵着我的手 蒋大为 hhqzwds
510762 婚礼祝酒歌 蒋大为 hlzjg
514598 骏马奔驰保边疆 蒋大为 jmbcbbj
504268 浏阳河 蒋大为 lyh
511111 美丽的姑娘 蒋大为 mldgn
504406 民族魂 蒋大为 mzh
507672 牡丹之歌 蒋大为 mdzg
707672 牡丹之歌 蒋大为 mdzg
514844 骑马奔驰保边疆 蒋大为 qmbcbbj
507907 千年敦煌 蒋大为 qndh
575279 取经回来 蒋大为 qjhl
508133 三峡人家 蒋大为 sxrj
513578 山里人唱山歌 蒋大为 slrcsg
511623 士兵的渴望 蒋大为 sbdkw
502164 送别 蒋大为 sb
515032 桃花依旧笑春风 蒋大为 thyjzcf
511708 天边的骆驼 蒋大为 tbdlt
502303 驼铃 蒋大为 tl
513863 献给妻子的歌 蒋大为 xgqzdg
502544 小桥 蒋大为 xq
505372 新星赞 蒋大为 xxz
515335 要问我们想什么 蒋大为 ywwmxsm
516148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蒋大为 yygmldcs
514053 再见了大别山 蒋大为 zjldbs
51649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蒋大为 znthskddf
512705 祝福你祖国 蒋大为 zfnzg
505723 祝酒歌 蒋大为 zjg
705723 祝酒歌 蒋大为 zjg
509831 最亲的人 zqdr
981401 乌兰巴托的夜 蒋敦豪 wlbtdy
572831 对你唱不完的歌 dncbwdg
566727 七彩光芒 蒋荣宗 qcgm
566728 少女心怡 蒋荣宗 snx
566729 我们的交响曲 蒋荣宗 wmdjxq
575280 爱无悔 蒋思思 awh
569953 喜欢的味道 xhdwd
513447 你幸福我快乐 nxfwkl
567824 放情 fq
503518 蒋小涵 ccy
513025 大山中的女孩 蒋小涵 dszdnh
570391 歌声与微笑 蒋小涵 gsywx
507501 妈妈的吻 蒋小涵 mmdw
513338 蒋小涵 mmhldg

蒋大为/吕薇

蒋林刚/牛丹

蒋闻潞/网络歌手
蒋雯丽/吴若甫
蒋曦儿/网络歌手

长城谣(欣赏版)

妈妈怀里的歌(欣赏版)



504662 蒋小涵 snn
511568 蒋小涵 ssdfl
508393 太行童谣 蒋小涵 thty
516145 蒋小涵 yncywndj
509640 蒋小涵 zqbb
575871 林黛玉没有眼泪 蒋雪儿 ldymyyl
575872 梦的翅膀受了伤 蒋雪儿 mdcbsls
575870 情醉莲花 蒋雪儿 qzlh
575873 谁在意我留下的泪 蒋雪儿 szywlxdl
575869 因为你爱上他 蒋雪儿 ywnast
602981 泪不停在流 蒋颖 lbtzl
901864 放弃世界也不能放弃你 蒋元高 fqsjybnfq
515338 要走的还是要走 蒋志光 yzdhsyz
515249 相逢何必曾相识 xfhbcxs
564425 谁说喝醉就无所谓 sshzjwsw
576189 敖包相会 降央卓玛 abxh
576193 草原恋 降央卓玛 cyl
576192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降央卓玛 cyssqbldt
576182 多情总为无情伤 降央卓玛 dqzwwqs
576191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降央卓玛 fqdcymqdh
576185 姑娘我爱你 降央卓玛 gnwan
576188 故乡 降央卓玛 gx
576181 呼伦贝尔大草原 降央卓玛 hlbedcy
576194 蓝色的蒙古高原 降央卓玛 lsdmggy
576190 泪在投降 降央卓玛 lztj
980248 那一天 降央卓玛 nyt
576198 陪你一起看草原 降央卓玛 pnyqkcy
576187 手心里的温柔 降央卓玛 sxldwr
576184 天边 降央卓玛 tb
576183 天堂草原 降央卓玛 tcy
576186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降央卓玛 whcyygyd
576195 西海情歌 降央卓玛 xhqg
576199 雨中飘荡的回忆 降央卓玛 yzpddhy
576197 这片草原 降央卓玛 zpcy
576180 卓玛 降央卓玛 zm
576196 走天涯 降央卓玛 zty
571471 功夫 焦恩俊 gf
563434 叫吠音乐联盟 lol
563373 叫吠音乐联盟 lc
563374 叫吠音乐联盟 s
563494 叫吠音乐联盟 xg
563435 叫吠音乐联盟 znsz
560154 芭蕾女孩 教练 blnh
880028 孤独男人 杰龙 gdnr
570696 屎车 讦谯龙 sc
560293 嘻嘻哈哈过生日 讦谯龙 xxhhgsr
572305 放逐爱情 解伟苓 fzaq
603221 放逐爱情 解伟苓 fzaq

山妞妞(欣赏版)
哨所的风铃(欣赏版)

有你才有温暖的家(欣赏版)
真情不变(欣赏版)

蒋志光/章绮姗
蒋舟/网络歌手

LIGHT OF LIFE(无原唱)
旅程(无原唱)
时(无原唱)
新歌(无原唱)
在你手中(无原唱)



976558 幸福者 解伟苓 xfz
513413 你不要心太黑 解小东 nbyxth
505896 爱的彩虹 解晓东 adch
500491 爱情 解晓东 aq
506478 打开电视 解晓东 dkds
514412 多么自豪中国人 解晓东 dmzhzgr
500168 风 解晓东 f
564240 活着本来就是累 解晓东 hzbljsl
510765 火火的北京 解晓东 hhdbj
510832 今儿真高兴 解晓东 jezgx
564323 没头的生活 解晓东 mtdsh
504441 那一夜 解晓东 nyy
501821 期待 解晓东 qd
511401 青春备忘录 解晓东 qcbwl
507957 青春舞曲 解晓东 qcwq
707957 青春舞曲 解晓东 qcwq
504738 是天意 解晓东 sty
511745 铁臂阿童木 解晓东 tbatm
508622 为我加油 解晓东 wwjy
708622 为我加油 解晓东 wwjy
511863 我不知道风 解晓东 wbzdf
515242 掀起你的盖头来 解晓东 xqndgtl
715242 掀起你的盖头来 解晓东 xqndgtl
502478 相信 解晓东 xx
509266 一路平安 解晓东 ylpa
505705 中国娃 解晓东 zgw
705705 中国娃 解晓东 zgw
508889 西部狂想 xbkx
503123 djw
510255 唱歌的精灵 津亭 cgdjl
501076 勾引 津亭 gy
501459 空白 津亭 kb
511460 去问我的狗 津亭 qwwdg
501969 燃点 津亭 rd
502135 瞬间 津亭 sj
511666 说谎的眼泪 津亭 shdyl
505094 我想爱 津亭 wxa
572252 班长的红玫瑰 金波 bzdhmg
569839 班务会 金波 bwh
503623 大妹子 金波 dmz
570712 当兵的兄弟 金波 dbdxd
569833 感动中国 金波 gdzg
569832 工程兵之歌 金波 gcbzg
569830 今天你要走 金波 jtnyz
575321 金色胡杨 金波 jshy
571109 九零后当兵来 金波 jlhdbl
574062 连心锁 金波 lxs
570889 你的爱到底给了谁 金波 ndaddgls

解晓东/那英
DV今晚 解晓东/张柏芝



569831 你就是英雄 金波 njsyx
574059 天使姑娘 金波 tsgn
570888 为你祝福 金波 wnzf
569836 我爱大漠 金波 wadm
571744 我的好妈妈 金波 wdhmm
569837 我的营房 金波 wdyf
574060 我们是快乐的摄影人 金波 wmskldsyr
569835 我们在一起 金波 wmzyq
569834 我一直在等你 金波 wyzzdn
574058 信任你 金波 xrn
901925 一条短信 金波 ytdx
569829 一直向前走 金波 yzxqz
570890 印象新疆 金波 yxxj
574061 有你就有红玫瑰 金波 ynjyhmg
569838 有事你就说 金波 ysnjs
570711 金波 zgo
574057 月亮代表我的心 yldbwdx
569238 爱了伤了 金城 alsl
574926 爱我请别伤害我 金城 awqbshw
574927 痴情男孩 金城 cqnh
574925 梦中女孩 金城 mznh
901753 你的心我最懂 金城 ndxwzd
901754 他伤了你的心才想起我是谁 金城 tslndxcxq
575320 喜羊羊爱上灰太狼 金城 xyyashtl
505824 LET'S FALL IN LOVE 金城武 lfil
506217 标准情人 金城武 bzqr
512940 别再背着我哭 金城武 bzbzwk
510469 多苦都愿意 金城武 dkdyy
510518 分手的夜里 金城武 fsdyl
508525 偷偷的醉 金城武 tdz
508633 温柔超人 金城武 wrcr
562864 因为爱你 金城武 ywan
514098 珍惜我的真心 金城武 zxwdzx
974336 如花 金池 rh
976065 太难 金池 tn
972867 对你爱不完 dnabw
972967 心在跳 xzt
972675 夜夜夜夜 yyyy
573230 幸福的乐章 xfdlz
977669 虹之间 金贵晟 hzj
500061 HELLO 金海心 h
563961 LOLITA 金海心 l
509962 爱你的表现 金海心 andbx
571194 爱似水仙 金海心 assx
510090 把耳朵叫醒 金海心 bedjx
510095 把鞋子甩掉 金海心 bxzsd
710095 把鞋子甩掉 金海心 bxzsd
510104 金海心 bswhk

中国OK
金波/齐秦

金池/中国好声音
金池/中国好声音
金池/中国好声音
金大喜/朱铭捷

白色问候卡(欣赏版)



510116 悲伤的秋千 金海心 bsdqq
500720 翅膀 金海心 cb
506458 此时彼刻 金海心 csbk
500916 对岸 金海心 da
503730 对他说 金海心 dts
571987 飞走了 金海心 fzl
501122 过去 金海心 gq
701122 过去 金海心 gq
506889 毫无保留 金海心 hwbl
503947 红帆船 金海心 hfc
510783 记忆的伤悲 金海心 jydsb
504127 桔梗谣 金海心 jgy
513280 可惜你不快乐 金海心 kxnbkl
504185 来不及 金海心 lbj
510973 来到你面前 金海心 ldnmq
504250 两分钟 金海心 lfz
507530 猫咪森林 金海心 mmsl
507609 梦想缤纷 金海心 mxbf
507683 那么骄傲 金海心 nmja
707683 那么骄傲 金海心 nmja
511204 那时的天空 金海心 nsdtk
507982 金海心 qdck
501939 秋离 金海心 ql
511661 睡不着的海 金海心 sbzdh
513229 她比我懂你吗 金海心 tbwdnm
502244 天天 金海心 t
511736 天天洗头歌 金海心 txtg
508494 听你回答 金海心 tnhd
512170 想念的翅膀 金海心 xndcb
505337 心感觉 金海心 xgj
573038 阳光下的花儿 金海心 ygxdhe
563963 阳光下的星星 金海心 ygxdxx
509336 依依不舍 金海心 yybs
576166 拥抱的印记 金海心 ybdyj
563962 右手戒指 金海心 ysjz
512500 与爱情有关 金海心 yaqyg
512537 越爱越迷惑 金海心 yaymh
515590 昨晚的分手电话 金海心 zwdfsdh
571304 金虹汝 ldb
880117 我想你了你想我吗 金虹汝 wxnlnxwm
976407 民工的向往 金久哲 mgdxw
971694 常来常往 金磊鑫 clcw
971695 鱼水谣 金磊鑫 ysy
978050 雨落长安 金琳 ylca
976448 爱逃亡 金霖 atw
976449 男人不流泪 金霖 nrbll
976450 蒲公英 金霖 pgy
561979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金梅 dngdnhxqs

情窦初开(欣赏版)

拉丁BLOG



561980 江南 金梅 jn
561978 你到底爱谁 金梅 nddas
561976 爱情蝴蝶 aqhd
561977 逃离 tl
515170 我是一棵小小草 金铭 wsykxxc
514980 世上只有妈妈好 sszymmh
569239 白头到老 金木 btdl
570238 一辈子住在我心里的人 金木 ybzzzwxld
508196 神雕侠侣 sdxl
509868 金苹果组合 iljpg
503305 爱无限 金苹果组合 awx
503903 好朋友 金苹果组合 hpy
507880 苹果熟了 金苹果组合 pgsl
575915 巧克力 金巧巧 qkl
575914 如果爱只是一场婚礼 金巧巧 rgazsychl
575916 盛开的希望 金巧巧 skdxw
575913 天涯歌女 金巧巧 tygn
575912 只要你快乐 金巧巧 zynkl
977995 你还记得吗 金润吉 nhjdm
975596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wamlaw
975595 谁的眼泪在飞 sdylzf
975597 谁的眼泪在飞 sdylzf
564452 笨蛋 金莎 bd
564449 不可思议 金莎 bksy
568049 大小姐 金莎 dxj
564589 第三滴眼泪 金莎 dsdyl
567097 换季 金莎 hj
562132 空气 金莎 kq
974720 梦千年之恋 金莎 mqnzl
978258 你是我的糖 金莎 nswdt
564451 平行线 金莎 pxx
880908 亲爱的还幸福吗 金莎 qadhxfm
562131 停电 金莎 td
569363 涂鸦 金莎 ty
564450 委屈 金莎 wq
568340 我的超人 金莎 wdcr
880907 相思垢 金莎 xsg
574063 星月神话 金莎 xysh
880805 星月神话 金莎 xysh
880806 星月神话 金莎 xysh
564453 雪绒花 金莎 xrh
970219 最后一个夏天 金莎 zhygxt
561931 被风吹过的夏天 bfcgdxt
566951 发现爱 fxa
568927 期待爱 qda
566216 复活 fh
500147 潮 金素梅 c
501087 辜负 金素梅 gf

金梅/郑源
金梅/郑源

金铭/谢小鱼

金佩姗/张勇强
I LOVE 金苹果

金润吉/中国好声音
金润吉/中国好声音
金润吉/中国好声音

金莎/林俊杰
金莎/林俊杰
金莎/林俊杰
金莎/林宇中



514572 今生不了情不了 金素梅 jsblqbl
507670 某一个夜 金素梅 mygy
502558 卸妆 金素梅 xz
512753 最后的恋人 金素梅 zhdlr
976408 下一个秋天 金娃 xygqt
571690 有谁像我一样的疼你 金熙泽 ysxwyydtn
975156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金贤重 rgnyhwyy
506198 笨鸟先飞 金学峰 bnxf
506916 好运朋友 金学峰 hypy
510957 快乐的罗嗦 金学峰 kldls
501514 老乡 金学峰 lx
701514 老乡 金学峰 lx
516688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金学峰 sbsywwbgw
512259 心中的旋律 金学峰 xzdxl
502814 友爱 金学峰 ya
505617 在人间 金学峰 zrj
513008 传说中的女人 金学峰 cszdnr
503798 嘎子嘎 gzg
575911 玫瑰战争 金伊彤 mgzz
573861 傻兮兮 金伊彤 sxx
574924 讨厌 金伊彤 ty
573231 再见了我最爱的人 金雨 zjlwzadr
507347 辣辣的心 金元萱 lldx
514824 女人的心都一样 金元萱 nrdxdyy
508150 莎哟娜啦 金元萱 synl
880118 梦中的额吉 金悦 mzdej
880850 牵手 金悦 qs
880851 我的未来不是梦 金悦 wdwlbsm
880852 甘心情愿 gxqy
514339 春天年年到人间 金月女 ctnndrj
570713 曾经相爱 金泽 cjxa
880838 恨透爱情恨透你 金泽 htaqhtn
981233 美酒加咖啡 金志文 mjjkf
974519 为爱痴狂 金志文 wack
973387 我们结婚吧 金志文 wmjhb
980309 夏洛特烦恼 金志文 xltfn
974520 最浪漫的事 金志文 zlmds
981147 为你而唱 wnec
972931 肩上蝶 jsd
567829 左眼皮跳跳 zypt
767829 左眼皮跳跳 zypt
972661 空城 kc
972660 没那么简单 mnmjd
972657 山沟沟 sgg
972658 我想大声告诉你 wxdsgsn
972656 兄弟 xd
972954 走四方 zsf
972659 最浪漫的事 zlmds

金学峰/佚名

金悦/李峰

金志文/苏运莹
金志文/汤晓菲
金志文/网络歌手
金志文/网络歌手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金志文/中国好声音



973719 你对他的好 金志轩 ndtdh
575599 你 金智娟 n
575601 曙光 金智娟 sg
575917 我知道你收藏我 金智娟 wzdnscw
575600 倚老卖老 金智娟 ylml
575602 有人关心你 金智娟 yrgxn
570239 天上的西藏 金珠卓玛 tsdxc
500903 独白 金子嫣 db
566467 锦绣二重唱 nhdxf
509864 锦绣二重唱 hwcqq
500499 爱神 锦绣二重唱 as
503468 不确定 锦绣二重唱 bqd
510228 才爱到一半 锦绣二重唱 cadyb
500829 单飞 锦绣二重唱 df
514401 冬天里的一把火 锦绣二重唱 dtldybh
513093 飞向你飞向我 锦绣二重唱 fxnfxw
510730 还是一个人 锦绣二重唱 hsygr
504084 讲真话 锦绣二重唱 jzh
507159 交换日记 锦绣二重唱 jhrj
507308 快点快点 锦绣二重唱 kdkd
513378 明天也要作伴 锦绣二重唱 mtyyzb
514790 你那好冷的小手 锦绣二重唱 nnhldxs
511420 情比姐妹深 锦绣二重唱 qbjms
504782 水世界 锦绣二重唱 ssj
515009 思念总在分手后 锦绣二重唱 snzzfsh
511715 天凉好个秋 锦绣二重唱 tlhgq
502357 未了 锦绣二重唱 wl
508680 锦绣二重唱 wdsl
570243 我的快乐 锦绣二重唱 wdkl
505214 夏之旅 锦绣二重唱 xzl
515310 星期天不要见面 锦绣二重唱 xqtbyjm
502627 幸福 锦绣二重唱 xf
566324 学会离开 锦绣二重唱 xhlk
505481 一串心 锦绣二重唱 ycx
566566 一开始相恋 锦绣二重唱 yksxl
512390 一同去郊游 锦绣二重唱 ytqjy
513999 一直走一直走 锦绣二重唱 yzzyzz
509786 自由活动 锦绣二重唱 zyhd
566355 禁毒宣传片 禁毒宣传片 jdxcp
573082 最后一刻才明白 京婧 zhykcmb
901642 井字游戏 井柏然 jzyx
515601 爱你几回你不流泪 景岗山 anjhnbll
974512 创业更比守业难 景岗山 cygbsyn
515729 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景岗山 jmsywsns
515130 我的眼里只有你 景岗山 wdylzyn
511908 我们的大地 景岗山 wmddd
516032 我是不是还能爱你 景岗山 wsbshnan
516064 我知道你在等着我 景岗山 wzdnzdzw

20年后的幸福
HELLO五彩汽球

我的SUPER LIFE



503490 步步高 bbg
571648 不懂爱 景甜 bda
568510 还爱你 han
572558 景行厅男孩 hmmo
572279 千人迷 景行厅男孩 qrm
603222 千人迷 景行厅男孩 qrm
503965 红与蓝 静婷 hyl
501311 寂寞 静婷 jm
504067 假正经 静婷 jzj
507644 明日之歌 静婷 mrzg
505461 夜归人 静婷 ygr
502453 戏凤 xf
515382 一山还有一山高 yshyysg
574974 第七灵感 静物乐团 dqlg
574075 揉眼睛 静物乐团 ryj
573873 静物乐团 wzozddhgn
975505 青苹果乐园 qpgly
563094 我不快乐 九两银 wbkl
880931 here to stay 九月露营人 hts
981236 踩踩踩 玖月奇迹 ccc
974571 中国范儿 玖月奇迹 zgfe
975941 中国范儿 玖月奇迹 zgfe
502344 微笑 酒井法子 wx
709448 有缘千里 yyql
564666 窗户 酒井美子 ch
564665 梦也无憾 酒井美子 mywh
564663 希望 酒井美子 xw
564664 最爱 酒井美子 za
569650 不该让你心碎 居山植 bgrnxs
880185 我的大学时代 居山植 wddxsd
880184 我那逝去的爱 居山植 wnsqda
900184 我那逝去的爱 居山植 wnsqda
880186 园丁之歌 居山植 ydzg
574769 期待 橘红色乐团 qd
574770 秋风渐 橘红色乐团 qf
512137 相见无几时 具雪梅 xjwjs
901789 匆匆别后 巨姗姗 ccbh
901790 童话世界 巨姗姗 thsj
901791 我的宝贝 巨姗姗 wdbb
901792 心动起来 巨姗姗 xdql
571630 爱情花 巨珊珊 aqh
901793 爱情花 巨珊珊 aqh
509999 爱情的试飞 瞿颖 aqdsf
506316 不再想他 瞿颖 bzxt
562495 触不到的恋人 瞿颖 cbddlr
500834 耽心 瞿颖 dx
565816 蝶恋花 瞿颖 dlh
562496 跟着我飞翔 瞿颖 gzwfx

景岗山/林依伦

景甜/网络歌手
黑麻麻OHMAMA

静婷/江宏
静婷/李国祥

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
九九/中国好声音

酒井法子/孙耀威



504060 加速度 瞿颖 jsd
501466 孔雀 瞿颖 kq
563252 连锁反应 瞿颖 lsfy
514760 男人听听女人心 瞿颖 nrtnrx
507815 你自由了 瞿颖 nzyl
502011 入戏 瞿颖 rx
562593 天空下的城市 瞿颖 tkxdcs
508751 我受够了 瞿颖 wsgl
562594 我终于失去了你的温柔 瞿颖 wzysqlndw
562595 易攻难守 瞿颖 ygns
562494 绽放优雅 瞿颖 zfyy
574856 GPM 聚点翻转 g
574857 肩膀 聚点翻转 jb
571262 爱是一种幸福 君君 asyzxf
564029 wds
575548 琉璃月 lly
568438 有缘相遇 俊石 yyxy
972304 TIMELESS t
574566 说不完的我爱你 俊延 sbwdwan
569339 越长大越孤单 ycdygd
568452 爱的气球 咖啡因 adqq
510620 过年的日子 gndrz
511497 人往高处走 rwgcz
502660 雪花 xh
513439 你是一个好人 凯瑞 nsyghr
971057 滴答 侃侃 dd
503851 挂红灯 ghd
970220 或许你是对的 康晋荣 hxnsdd
970457 或许你是对的 康晋荣 hxnsdd
570355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康凯 zcdsjyjdd
575759 HAPPY BIRTHDAY 康康 hb
575760 北漂 康康 bp
566415 别 康康 b
500611 兵变 康康 bb
974884 不堪一击 康康 bkyj
971033 不如使力 康康 brsl
500792 催泪 康康 cl
506580 定时炸弹 康康 dszd
562674 干杯 康康 gb
575761 哥儿们 康康 gem
562084 管你妈妈嫁给谁 康康 gnmmjgs
974863 孩子有空就回家 康康 hzykjhj
974885 杭州的她 康康 hzdt
513210 或许你是对的 康康 hxnsdd
713210 或许你是对的 康康 hxnsdd
973601 开门大吉 康康 kmdj
566416 离开了 康康 lkl
570755 李四的歌 康康 lsdg

我的SHOW 君君/薛之谦
君君/杨幂

俊秀/张力尹

咖啡/牛奶

凯璐/凯玥
凯璐/凯玥
凯璐/凯玥

阚丽君/程前



974864 难过的我问快乐的我 康康 ngdwwkldw
562531 孬种 康康 z
562083 你不爱我 康康 nbaw
566414 你我他 康康 nwt
575762 浦东机场 康康 pdjc
507917 千言万语 康康 qywy
974865 顺仔你着爱读册 康康 sznzadc
570426 死穴 康康 sx
562011 我的家庭 康康 wdjt
570424 一拜天地 康康 ybtd
502854 圆梦 康康 ym
505665 珍妮佛 康康 znf
566417 自言自语 康康 zyzy
566418 自责 康康 zz
570520 最后一封简讯 康康 zhyfx
513221 剪不断理还乱 康乔 jbdlhl
569806 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康然 clnwsmdby
569805 淡淡的久久的 dddjjd
568799 如燕盘旋而来的思念 rypxeldsn
503539 赤桑镇 csz
976212 可能 康正昊 kn
976213 迷信 康正昊 mx
976211 制服诱惑 康正昊 zfyh
572428 爱情把我关在门外 柯林 aqbwgzmw
503575 粗线条 柯受良 cxt
500820 大哥 柯受良 dg
507925 钱不够用 柯受良 qbgy
504885 柯受良 thd
511840 温柔坏男人 柯受良 wrhnr
505106 柯受良 wyp
502948 征服 柯受良 zf
901755 心随你动 柯彤 xsnd
901756 心随你动 柯彤 xsnd
514881 全凭着志坚心齐 柯湘 qpzzjxq
503177 LOVE LOVE LOVE 柯以敏 lll
500502 爱我 柯以敏 aw
506095 爱无止尽 柯以敏 awzj
574027 抽屉里的情书 柯以敏 ctldqs
562904 答应我好吗 柯以敏 dywhm
503723 断了线 柯以敏 dlx
500170 风 柯以敏 f
501160 河流 柯以敏 hl
562709 空船 柯以敏 kc
501567 两难 柯以敏 ln
511027 邻居的耳朵 柯以敏 ljded
501648 美丽 柯以敏 ml
501685 敏感 柯以敏 mg
501775 诺言 柯以敏 ny

康然/青果儿
康思婷/快乐2世代
康万生/赵葆秀

天和地(欣赏版)

我要拼(欣赏版)



511337 怕你不了解 柯以敏 pnblj
562707 去年冬天 柯以敏 qndt
501989 认定 柯以敏 rd
502052 身边 柯以敏 sb
508279 是不是爱 柯以敏 sbsa
502133 睡吧 柯以敏 sb
508331 说我爱你 柯以敏 swan
508336 思念绵绵 柯以敏 snmm
562541 思念是一种惩罚 柯以敏 snsyzcf
976181 天黑 柯以敏 th
508439 天亮以前 柯以敏 tlyq
562708 唯一的记忆 柯以敏 wydjy
511832 温暖是红色 柯以敏 wnshs
512168 想你想疯了 柯以敏 xnxfl
564894 像恋人一样 柯以敏 xlryy
562542 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 柯以敏 xxnrwzman
502568 心歌 柯以敏 xg
505552 拥抱我 柯以敏 ybw
512571 在秋天醒来 柯以敏 zqtxl
500506 爱我 aw
562488 不说的誓言 柯以柔 bsdsy
514434 飞向你的明信片 柯以柔 fxndmxp
504777 水果拳 柯以柔 sgq
566632 CRAZY 柯有伦 c
567897 DON'T SAY GOODBYE 柯有伦 dsg
561056 FOREVER FRIEND 柯有伦 f
571523 ONE DAY 柯有伦 od
567898 SAVE ME 柯有伦 sm
571524 SUGAR LADY 柯有伦 sl
562013 柯有伦 wupl
566507 WELCOME TO MY WORLD 柯有伦 wtmw
571526 爱爱爱 柯有伦 aaa
561696 爱不爱 柯有伦 abam
761696 爱不爱 柯有伦 aba
562161 爱的荣耀 柯有伦 adry
571525 不用担心 柯有伦 bydx
571835 还不能哭 柯有伦 hbnk
567899 呼吸 柯有伦 hx
567901 黄皮肤 柯有伦 hpf
562160 活着 柯有伦 hz
561057 哭笑不得 柯有伦 kxbd
561548 恋爱演习 柯有伦 layx
566555 两败俱伤 柯有伦 lbjs
500196 零 柯有伦 lm
567900 眼泪敌人 柯有伦 yldr
574764 SWEET HEART sh
976511 打架舞 djw
574765 拈花惹草 柯羽 nhrc

柯以敏/林志炫

WAKE UP拼了

柯有伦/李佳蓉
柯有伦/周杰伦



572808 圣旨到 柯羽 szd
971311 请比我爱她 柯震东 qbwat
971310 有话直说 柯震东 yhzs
568593 ON THE RODA 柯智元 otr
901787 天地一斗 tdyd
500350 HEY HAH 可米小子 hh
503138 HOLD ME CLOSE 可米小子 hmc
500410 NUMBER2 可米小子 nt
503528 超人心 可米小子 crx
560485 好奇无上限 可米小子 hqwsx
503956 红蜻蜓 可米小子 hqt
562243 花季 可米小子 hj
507511 马上回来 可米小子 mshl
511405 青春纪念册 可米小子 qcjnc
507953 青春无敌 可米小子 qcwd
511455 求爱复刻版 可米小子 qafb
513757 我的野蛮女友 可米小子 wdymny
560077 我忍住哭 可米小子 wrzk
512780 最重要的你 可米小子 zzydn
513022 大坂城的姑娘 克里木 dbcdgn
516617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克里木 mzxdzsztd
515243 掀起你的盖头来 克里木 xqndgtl
572370 客家风云 客家仙子 kjfy
603223 客家风云 客家仙子 kjfy
562372 GAME BOY 孔令奇 gb
512818 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 孔令奇 sissig
562373 WORLD PEACE 孔令奇 wp
977662 不曾离开 孔令奇 bclk
510173 不关它的事 孔令奇 bgtds
506750 干嘛悲伤 孔令奇 gmbs
977676 隔壁某某 孔令奇 gbmm
503871 哈过头 孔令奇 hgt
562248 来看你 孔令奇 lkn
507363 懒得跟你 孔令奇 ldgn
977232 老派恋情 孔令奇 lplq
501653 妹妹 孔令奇 mm
502015 腮红 孔令奇 sh
502045 上火 孔令奇 sh
516390 孔令奇 snxhysndm
513674 天天这么快乐 孔令奇 tzmkl
509049 心里不甜 孔令奇 xlbt
977210 悬浮记忆 孔令奇 xfy
502705 妖精 孔令奇 yj
572363 把你记在灵魂里面 孔太 bnjzlhlm
572357 从从容容 孔太 ccrr
572360 大乐莲花 孔太 dllh
572359 多想坐在你身旁 孔太 dxzznsp
572365 蛤蟆疯了 孔太 hmfl

科比布莱恩特/周杰伦

是你小孩也是你的MAN



572364 没时间去老 孔太 msjql
572358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孔太 tygsjtygm
572362 我的心跟你回家 孔太 wdxgnhj
572366 逍遥游 孔太 xyy
572361 小蜜蜂 孔太 xmf
981537 女驸马 孔莹 nfm
572763 伤了一点点 孔朝 slydd
420532 恐怖片 oyga
420533 恐怖片 oygb
575319 一切 酷绘乐团 yq
568707 OAO o
568572 dkcbfa
568143 摇滚快乐 快乐帮 ygkl
568378 HAPPY DAY hd
573145 爱有你 ayn
568383 那一天 nyt
570289 不一样 byy
569864 贩卖温柔 fmwr
568142 手无寸铁 swct
570427 未来 wl
570290 这是怎样 zszy
569863 忠实听众 zstz
973101 快乐你懂的 快乐家族 klndd
567061 HELLO MR SUPER BOY 快乐男声 hmsb
572143 唱得响亮 快乐男声 cdxl
566593 我最闪亮 快乐男声 wzsl
981342 追梦赤子心 快乐男声 zmczx
567992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bbmmqsbwq
567990 还不是因为爱 hbsywa
567376 秋天 qt
569125 DEAR U d
569310 光 g
567988 可不可以忘记 kbkywj
568477 天生一对 tsyd
568573 zssslhy
567989 肩上的翅膀 jsdcb
567811 等有饼吃咱在说吧 dybczzsb
567984 爱是一个人的事 asygrds
568476 如果可以爱你 rgkyan
567987 指引 zy
567986 流言有一千分贝 lyyyqfb
567985 如果爱 rga
567365 伤城 sc
572992 唱得响亮 快乐女声 cdxl
572415 复习小情歌 fxxqg
572420 海芋恋 hyl
573497 没什么大不了 msmdbl
572472 誓言 sy

Office 有鬼a
Office 有鬼b

快乐2世代
打开翅膀FLY AWAY 快乐2世代

快乐帮/吕佳芳
快乐帮/张晋樵
快乐帮/张晋樵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帮/卓义峰

快乐男声/陆虎
快乐男声/苏醒
快乐男声/苏醒
快乐男声/王栎鑫
快乐男声/王栎鑫
快乐男声/王栎鑫
快乐男声/王栎鑫

再说声SA LANG HAE YO 快乐男声/王栎鑫
快乐男声/王铮亮
快乐男声/姚政
快乐男声/俞灝明
快乐男声/俞灝明
快乐男声/张超
快乐男声/张杰
快乐男声/张杰
快乐男声/张远

快乐女声/曾轶可
快乐女声/李媛希
快乐女声/潘辰
快乐女声/谈莉娜



572509 如果云知道 rgyzd
971630 父亲 筷子兄弟 fq
970123 老男孩 筷子兄弟 lnh
970221 老男孩 筷子兄弟 lnh
977991 小苹果 筷子兄弟 xpg
978674 最炫小苹果 筷子兄弟 zxxpg
510507 放逐你的心 况明洁 fzndx
500482 爱慕 邝美云 am
506163 伴我一生 邝美云 bwys
503366 半个吻 邝美云 bgw
509584 曾经爱过 邝美云 cjag
506391 彻夜未眠 邝美云 cywm
500782 唇印 邝美云 cy
515714 很想牢牢地抱住你 邝美云 hxlldbzn
516235 邝美云 jwwsndd
563924 你永远不会懂 邝美云 nyybhd
507991 情路太难 邝美云 qltn
514920 容易受伤的女人 邝美云 ryssdnr
502387 窝心 邝美云 wx
516009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邝美云 whctygyh
516443 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 邝美云 wxwszdasn
563925 现在的我最需要人安慰 邝美云 xzdwzxyra
502769 隐藏 邝美云 yc
509411 用情太深 邝美云 yqts
516203 昨天你在那儿过夜 邝美云 ztnznegy
513605 失恋了怎么办 邝文旬 sllzmb
512288 幸福后乐园 邝文旬 xfhly
502825 邝文旬 yd
901794 如果我真的离开你 邝紫亮 rgwzdlkn
566302 我的电脑 拉拉宝宝 wddn
566260 叶子飘下来 拉拉宝宝 yzpxl
901950 拉卫士 sjc
972381 问题与回答 来吧！焙焙 wtyhd
570029 理由 ly
975606 闹够了没有 赖伟锋 nglmy
563630 THE HARDEST NOTE 赖雅妍 thn
565749 爱的勇气 赖雅妍 adyq
560305 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 akyclhj
562311 爱死了 赖雅妍 asl
562310 感觉你 赖雅妍 gjn
560304 影子情人 赖雅妍 yzqr
568095 有你有我 赖雅妍 ynyw
563631 挣脱 赖雅妍 zt
568096 直觉 赖雅妍 zj
564711 转身的时候 赖雅妍 zsdsh
500870 定情 兰卡布尺 dq
511597 兰卡布尺 sjdhd
504823 送情歌 兰卡布尺 sqg

快乐女声/郁可唯

今晚我是你的DJ

雨滴(无原唱)

sai'celen坚持

赖铭伟/神木与瞳

圣洁的哈达(欣赏版)



512284 幸福的摇篮 兰卡布尺 xfdyl
512305 雪域江河情 兰卡布尺 xyjhq
515363 一个妈妈的女儿 兰卡布尺 ygmmdne
511058 泸沽湖情歌 lghqg
571254 月光恋人 兰卡措 yglr
973456 卓玛的爱恋 兰卡措 zmdal
973467 我家的花儿 兰天 wjdhe
973468 雪白的鸽子虚空里飞 兰天 xbdgzxklf
976760 悲伤的香味 兰馨 bsdxw
976673 擦去的爱 兰馨 cqda
974966 无可取代的美丽 兰馨 wkqddml
976759 最好的情人 zhdqr
971031 等待与期待 岚馨乐团 ddyqd
973798 加油歌 蓝宝石少女 jyg
973799 糖果炸弹 蓝宝石少女 tgzd
565333 蓝弘钦 hb
565254 蓝弘钦 lyy
565334 蓝弘钦 xfddy
565253 蓝弘钦 yd
566858 为谁疯狂 wsf
565234 真心朋友 zxpy
512617 真的是你吗 蓝立萍 zdsnm
901866 白马 蓝琪儿 bm
901865 大情歌 蓝琪儿 dqg
974741 蓝沁 a
507068 回忆的箭 蓝沁 hydj
504236 历史课 蓝沁 lsk
974742 扇子舞 蓝沁 szw
502904 怎样 蓝沁 zy
973062 只是情歌 蓝沁 zsqg
506429 传奇世界 蓝沁 cqsj
565379 有点孤单 ydgd
500440 SOMEWHERE SOMEONE 蓝心湄 ss
512823 哎呀呀啦啦啦 蓝心湄 ayylll
512831 爱的光合作用 蓝心湄 adghzy
510008 爱情亮晶晶 蓝心湄 aqljj
510042 爱我到今生 蓝心湄 awdjs
503331 爱走了 蓝心湄 azl
506277 不怕付出 蓝心湄 bpfc
514303 不要被爱情伤了 蓝心湄 bybaqsl
510235 踩着你的脸 蓝心湄 czndl
510651 喝了一点酒 蓝心湄 hlydj
501396 鲸鱼 蓝心湄 jy
511215 男人的新衣 蓝心湄 nrdxy
504624 热带鱼 蓝心湄 rdy
508107 肉饼饭团 蓝心湄 rbft
508134 三心二意 蓝心湄 sxey
502194 糖果 蓝心湄 tg

兰卡布尺/格绒格西

兰馨/郑宇伶

HAPPY BIRTHDAY(无原唱)
聊一夜(无原唱)
幸福的定义(无原唱)
原点(无原唱)

蓝狐/网络歌手
蓝狐组合/网络歌手

啊777

蓝色口琴/网络歌手



502336 忘了 蓝心湄 wl
562850 蓝心湄 wsc
505216 仙人掌 蓝心湄 xrz
509046 心慌意乱 蓝心湄 xhyl
502600 新鲜 蓝心湄 xx
509214 夜长梦多 蓝心湄 ycmd
509249 一见钟情 蓝心湄 yjzq
507740 你的电话 nddh
511427 qgklo
977623 SAY YEAH sy
977242 到底是哪儿混蛋敢欺负我的朋友 ddsnehdgq
561391 六月 蓝奕邦 ly
565161 曾经太年轻 蓝又时 zjtnq
569754 孤单心事 蓝又时 gdxs
575578 伦敦的爱情 蓝又时 lddaq
571407 秘密 蓝又时 mm
974548 你太冲动 蓝又时 ntcd
575874 一体两面 蓝又时 ytlm
575875 最懂我 蓝又时 zdw
575284 爱情结束的伤 蓝羽 aqjsds
901547 爱情结束的伤 蓝羽 aqjsds
880451 当你开口 蓝羽 dnkk
575283 妹妹我爱你 蓝羽 mmwan
901548 妹妹我爱你 蓝羽 mmwan
566758 ANGELLA 蓝雨 a
566271 爱的感觉 蓝雨 adgj
516556 除了你还有谁值得让我为她而流泪 蓝雨 clnhyszdr
566304 蓝雨 dh
575288 当我松开你的手 蓝雨 dwsknds
570392 第一千滴泪 蓝雨 dyqdl
602982 第一千滴泪 蓝雨 dyqdl
568334 风声鹤起 蓝雨 fshq
575293 谎言嘉年华 蓝雨 hyjnh
575286 寂寞起舞 蓝雨 jmqw
575287 就算我瞎了眼 蓝雨 jswxly
568523 泪雨 蓝雨 ly
568522 恋长今 蓝雨 lcj
568332 情茧 蓝雨 qj
568521 如果你哭 蓝雨 rgnk
568674 沙漠里的花 蓝雨 smldh
568333 谁是爱情里的主角 蓝雨 ssaqldzj
566270 时光列车 蓝雨 sglc
565300 是雨不是泪 蓝雨 sybsl
575292 水仙花 蓝雨 sxh
569069 为何 蓝雨 wh
575290 我的爱依旧 蓝雨 wdayj
575289 心碎药方 蓝雨 xsyf
566269 应该是我对你说分手 蓝雨 ygswdnsfs

无色彩(无原唱)

蓝心湄/脱拉库
情歌卡拉OK 蓝心湄/脱拉库

蓝心湄/谢和弦
蓝心湄/谢和弦

大海2006



569236 有爱就有希望 蓝雨 yajyxw
566305 指间沙 蓝雨 zjs
565301 追爱 蓝雨 za
567836 最后一次的温柔 蓝雨 zhycdwr
575291 最后一个谎言 蓝雨 zhyghy
575285 失去 sq
568520 宝贝的宝贝 蓝喆 bbdbb
568331 黑白画面 蓝喆 hbhm
568329 寂寞出口 蓝喆 jmck
568330 记得我们 蓝喆 jdwm
568328 切点 蓝喆 qd
570310 爱情黑洞 蓝正龙 aqhd
976403 你曾经对我说 郎军 ncjdws
976404 梦想 郎郎 mx
506126 巴姆情歌 朗尼阿彬 bmqg
516318 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 朗尼阿彬 mldkdlldc
514977 世界屋脊的女孩 朗尼阿彬 sjwjdnh
508644 翁嘉神山 朗尼阿彬 wjss
880428 曾经小太阳 浪花兄弟 cjxty
575833 纯爱 浪花兄弟 ca
575558 太阳升起 浪花兄弟 tysq
574798 想你就写信 浪花兄弟 xnjxx
880532 nswdob
574797 nswdob
516250 当过兵的战友干一杯 老兵 dgbdzygyb
501513 老吴 老兵 lw
507928 枪林弹雨 老兵 qldy
509092 新兵同志 老兵 xbtz
562597 百分之百的女孩 老狼 bfzbdnh
515709 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老狼 gyxzgywl
506977 虎口脱险 老狼 hktx
507353 来自我心 老狼 lzwx
507359 蓝色理想 老狼 lslx
507428 恋恋风尘 老狼 llfc
707428 恋恋风尘 老狼 llfc
514640 流浪歌手的情人 老狼 llgsdqr
562598 麦克 老狼 mk
501650 美人 老狼 mr
981440 米店 老狼 md
507651 模范情书 老狼 mfqs
562596 晴朗 老狼 ql
515957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老狼 szwspdxd
508516 同桌的你 老狼 tzdn
575863 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老狼 ygbjrzbj
981219 礼物 lw
574855 分手的季节 老猫 fsdjj
569743 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人 老猫 njswzxydr
901782 爱情美酒分给谁 aqmjfgs

蓝雨/王麟

你是我的 ok绷 浪花兄弟/周杰伦
你是我的OK绷 浪花兄弟/周杰伦

老狼/中国摇滚天团

老猫/龙梅子



574554 乐活一下 乐活家庭 lhyx
562395 爱已走远 乐之翼 ayzy
562646 不该爱你吗 乐之翼 bganm
562394 第一次 乐之翼 dyc
562526 失去 乐之翼 sq
562525 主宰 乐之翼 zz
576203 雷光夏 dggs
565697 黑暗之光 雷光夏 hazg
565696 清晨旅行 雷光夏 qclx
562516 情节 雷光夏 qj
511620 时间的密语 雷光夏 sjdmy
562321 逝 雷光夏 s
565750 未来女孩 雷光夏 wlnh
565342 雷光夏 wdnd
565751 造字的人 雷光夏 zzdr
516204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 雷光夏 ztwswmjn
572853 长城脚下 雷佳 zcjx
603224 长城脚下 雷佳 zcjx
569169 芦花 雷佳 lh
511358 平安的风景 雷佳 padf
971696 师魂 雷佳 sh
573244 祖国美 雷佳 zgm
567289 FIRST LOVE 雷乐队 fl
562567 雷乐队 kdgldd
562096 雷乐队 ld
562171 雷乐队 nt
562097 雷乐队 sxqr
567291 泰山与灰姑娘 雷乐队 tsyhgn
567290 我的好朋友 雷乐队 wdhpy
570895 爱的越真伤得越深 雷龙 adyzsdys
568349 爱走了心碎了 雷龙 azlxsl
567100 奥运狂欢夜 雷龙 aykhy
570409 豆芽菜的爱 雷龙 dycda
569776 花开花谢花满天 雷龙 hkhxhmt
574973 就差钱 雷龙 jcq
564652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雷龙 myqnhawm
565236 玫瑰爱人 雷龙 mgar
572854 亲爱的对不起 雷龙 qaddbq
565235 我不愿看见你再流泪 雷龙 wbykjnzll
568035 香水姑娘 雷龙 xsgn
576204 白色恋曲 雷诺儿 bslq
571881 别在我离开之前离开 雷诺儿 bzwlkzqlk
602983 别在我离开之前离开 雷诺儿 bzwlkzqlk
574971 忘记尘缘忘记你 雷诺儿 wjcywjn
574972 最后的天使 雷诺儿 zhdts
603225 别在我离开之前离开 雷诺尔 bzwlkzqlk
571183 该死的温柔 雷婷 gsdwr
975924 爱像一场纷飞雨 冷漠 axycfy

第36个故事

我的80年代

凯达格兰大道(无原唱)
老大(无原唱)
念头(无原唱)
首席情人(无原唱)



571872 爱怎能没有宽恕 冷漠 aznmyks
571871 安娜 冷漠 an
572344 冷漠 dn
976417 放手的幸福 冷漠 fsdxf
976307 寂寞替身 冷漠 jmts
976454 简单爱情 冷漠 jdaq
575097 看透爱情看透你 冷漠 ktaqktn
981319 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 冷漠 mynpbwzdh
901549 明明都是月亮的错 冷漠 mmdsyldc
575699 情坎 冷漠 qk
880203 伤心城市 冷漠 sxcs
575095 他的玫瑰 冷漠 tdmg
572342 我是真的 冷漠 wszd
575096 小三 冷漠 xs
901550 小三 冷漠 xs
572343 有一种爱叫做满足 冷漠 yyzajzmz
901551 月光族的泪 冷漠 ygzdl
880202 造物弄人 冷漠 zwnr
880204 芙蓉小镇 frxz
569229 最爱的你 zadn
880344 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 zyynpzwsb
573088 这条街 ztj
973074 元芳你怎么看 yfnzmk
973457 元芳你怎么看 yfnzmk
978086 梦缠绵 mcm
574144 冷月舞者 hfdjqb
576125 意外之外 篱落素素 ywzw
514386 等你等到我心痛 黎沸挥 dnddwxt
503738 耳边风 黎沸挥 ebf
507217 旧情如火 黎沸挥 jqrh
501614 乱飞 黎沸挥 lf
515903 忍不住还是爱上你 黎沸挥 rbzhsasn
508332 说走就走 黎沸挥 szjz
509540 越爱越错 黎沸挥 yayc
508569 枉费情深 wfqs
512854 爱情不是游戏 黎骏 aqbsyx
516755 现代的爱情都背叛了永远 黎骏 xddaqdbpl
516756 现在的爱情都背叛了永远 黎骏 xzdaqdbpl
564257 BA BA 黎明 bb
503113 黎明 dcc
562099 GOOD DAY 黎明 gd
500341 HAPPY 2000 黎明 helll
569078 HAPPY 2000 黎明 h
700341 HAPPY 2000 黎明 h
505842 SUGAR IN THE MARMALADE 黎明 sitm
500125 THREE 黎明 t
515596 爱还是不要说的好 黎明 ahsbysdh
500487 爱你 黎明 an

等你2009

冷漠/钮榕
冷漠/网络歌手
冷漠/杨小曼
冷漠/云菲菲
冷漠/赵小兵
冷漠/赵小兵
冷漠/庄心妍

火法帝(激情版)

黎沸挥/彭佳慧

DNA出错



512851 爱你一生不变 黎明 anysbb
512862 爱情要去那里 黎明 aqyqnl
506086 爱天爱地 黎明 atad
503304 爱无奈 黎明 awn
510056 爱要去哪里 黎明 ayqnl
503371 半生缘 黎明 bsy
703371 半生缘 黎明 bsy
503420 别框我 黎明 bkw
561606 别来无恙 黎明 blw
512963 不怕你不爱我 黎明 bpnbaw
712963 不怕你不爱我 黎明 bpnbaw
561569 赤脚男人的山谷 黎明 cjnrdsg
506412 冲锋陷阵 黎明 cfxz
506451 纯粹误会 黎明 ccwh
513050 等到天昏地暗 黎明 ddthda
713050 等到天昏地暗 黎明 ddthda
506612 堆积情感 黎明 djqg
516261 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 黎明 dndayydyd
506686 非我莫属 黎明 fwms
706686 非我莫属 黎明 fwms
501082 孤独 黎明 gd
513169 好像在我耳旁 黎明 hxzwep
510689 呼吸不说谎 黎明 hxbsh
510768 火一样的爱 黎明 hyyda
510782 记忆的花园 黎明 jydhy
516282 假如今夜你在我的家 黎明 jrjynzwdj
516290 今生相爱来生再相聚 黎明 jsxalszxj
514573 今天的天气很好 黎明 jtdtqhh
514579 今夜你会不会来 黎明 jynhbhl
714579 黎明 jynhbhlg
504152 看上她 黎明 kst
507290 口不对心 黎明 kbdx
513319 两个人的烟火 黎明 lgrdyh
500212 梦 黎明 m
507610 梦想成真 黎明 mxcz
569987 你不会孤单 黎明 nbhgd
504466 你等我 黎明 ndw
511248 你都不爱我 黎明 ndbaw
507781 你让我忘 黎明 nrww
513478 朋友好久不见 黎明 pyhjbj
514868 情深说话未曾讲 黎明 qsshwcj
515916 如果我们不再相爱 黎明 rgwmbzxa
502040 伤口 黎明 sk
511579 深秋的黎明 黎明 sqdlm
517544 什么 黎明 sm
571116 是我 黎明 sw
573752 透明 黎明 tm
516407 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 黎明 whnbswdwl

今夜你会不会来(国)



513716 为了你所以爱 黎明 wlnsya
508624 为我停留 黎明 wwtl
515988 我爱的你在做什么 黎明 wadnzzsm
515097 我把自己交给你 黎明 wbzjjgn
508668 我不是谁 黎明 wbss
515134 我的真心献给你 黎明 wdzxxgn
511883 我等不到你 黎明 wdbdn
976266 我可以忘记你 黎明 wkywjn
880837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黎明 wsbsgajdz
511953 我太傻了吗 黎明 wtslm
511956 我为你而来 黎明 wwnel
516055 我用深情与你相约 黎明 wysqynxy
508823 无痛失恋 黎明 wtsl
561607 相信 黎明 xx
505349 心在跳 黎明 xzt
705349 心在跳 黎明 xzt
518664 一比一 黎明 yby
509282 一生痴心 黎明 yscx
561595 有情郎 黎明 yql
509442 有情天地 黎明 yqtd
505587 原谅我 黎明 ylw
514099 真爱一生难求 黎明 zaysnq
512681 中毒的爱情 黎明 zddaq
509725 终于拥有 黎明 zyyy
509730 重爱轻友 黎明 zaqy
709730 重爱轻友 黎明 zaqy
512751 最后的恋爱 黎明 zhdla
516801 最近我有没有说过我爱你 黎明 zjwymysgw
508216 生死相许 ssxx
508510 同一首歌 tysg
570734 你懂我的爱 ndwda
505063 我赖你 黎明柔 wln
571312 爱像毒药 黎齐 axdy
571313 和不爱你的人说再见 黎齐 hbandrszj
571314 随风飞 黎齐 sf
509969 爱你一辈子 黎瑞恩 anybz
510048 爱我就疼我 黎瑞恩 awjtw
516065 我知道你在说再见 黎瑞恩 wzdnzszj
509347 异乡红尘 黎瑞恩 jxhc
516033 我是不是你的情人 黎亚 wsbsndqr
512563 再一次入梦 黎娅 zycrm
514237 爱在四季都有雨 黎姿 azsjdyy
714237 爱在四季都有雨 黎姿 azsjdyy
503831 给你吧 黎姿 gnb
501611 旅行 黎姿 lx
701611 旅行 黎姿 lh
502270 听话 黎姿 th
516003 我的日子有你分享 黎姿 wdrzynfx

黎明/陈慧娴
黎明/成方圆
黎明/章子怡



980719 逝去的爱 李安 sqda
513108 风雨中痴情人 李安琪 fyzcqr
501172 哄我 李安琪 hw
508085 人生海海 李安琪 rshh
512164 想你的滋味 李安琪 xndzw
505588 原谅我 李安琪 ylw
500987 分手 李碧华 fs
510642 好好爱一场 李碧华 hhayc
501521 泪痕 李碧华 lh
507598 梦的衣裳 李碧华 mdys
563552 牵引 李碧华 qy
503872 哈一下 李斌 hyx
569735 天使不要开玩笑 李冰冰 tsbykwx
564979 吻我的样子 李冰冰 wwdyz
569734 一生的爱 李冰冰 ysda
569606 预感 yg
574735 不留 李炳辰 bl
571457 如果没有你的爱 李炳辰 rgmynda
512655 只为你付出 李炳辰 zwnfc
509689 只要喜欢 李炳辰 zyxh
880155 当鱼爱上了天空 李不美 dyasltk
880153 让爱随风 李不美 rasf
900153 让爱随风 李不美 rasf
880154 思念是爱酿下的苦酒 李不美 snsanxdkj
900154 思念是爱酿下的苦酒 李不美 snsanxdkj
561800 爱一个人原来不易 李彩桦 aygrylby
503351 白棉花 李彩桦 bmh
564875 美丽的爱情 李彩桦 mldaq
565013 十二月的雨 李彩桦 seydy
508654 我爱雨天 李彩桦 wayt
564942 我到底是你的谁 李彩桦 wddsnds
516068 我值不值得你喜欢 李彩桦 wzbzdnxh
564943 有一种爱 李彩桦 yyza
512634 正在想念谁 李彩桦 zzxns
564874 倾心相随 qxxs
561653 将生活留给自己 jshlgzj
901906 何苦要等下辈子 hkydxbz
502706 姚期 李长春 yq
575197 爱的色彩 李琛 adsc
572074 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 李琛 aslbgadnr
602984 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 李琛 aslbgadnr
510097 把心交出来 李琛 bxjcl
506300 不要问我 李琛 byww
500745 初吻 李琛 cw
700745 初吻 李琛 cw
500763 窗外 李琛 cw
503600 大城市 李琛 dcs
501126 李琛 hz

李冰冰/李玖哲

李彩桦/罗嘉良
李彩桦/许志安
李草青青/肖玄

孩子(欣赏版)



514505 和你一起走好吗 李琛 hnyqzhm
714505 和我一起走好吗 李琛 hwyqzhm
510757 回头不是岸 李琛 htbsa
507624 梦中草原 李琛 mzcy
569931 木偶 李琛 mo
516030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李琛 wnwnzxsm
562116 我是一只孤独的小船 李琛 wsyzgddxc
515187 李琛 wyhnyqx
509045 心甘情愿 李琛 xgqy
502661 雪花 李琛 xh
505507 一首歌 李琛 ysg
562117 有谁能够爱你超过我 李琛 ysngancgw
515434 李琛 ygtzxl
505626 早就该 李琛 zjg
502942 真心 李琛 zx
504449 男子汉 nzh
500740 cd
571271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hytstwan
506211 鞭炮迎春 李池湘 bpyc
500151 春 李池湘 c
503559 春花艳 李池湘 chy
510300 春天的姑娘 李池湘 ctdgn
500776 春游 李池湘 cy
503567 春之歌 李池湘 czc
510585 恭喜有情人 李池湘 gxyqr
513902 小朋友过新年 李池湘 xpygxn
509130 醒狮迎春 李池湘 xsyc
509174 烟花满天 李池湘 yhmt
512709 祝你新年好 李池湘 znxnh
515322 烟花吐彩贺新年 yhtchxn
515949 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李崇善 sbfdpysg
506370 长江之歌 cjzg
506249 不必挽留 李春波 bbwl
510499 繁闹大都市 李春波 fndds
506924 何日相见 李春波 hrxj
506926 何时相见 李春波 hsxj
506962 呼儿嘿呦 李春波 hehy
973056 回家的路 李春波 hjdl
974358 火车站 李春波 hcz
510820 骄傲的骆驼 李春波 jadlt
510987 浪漫红尘中 李春波 lmhcz
508042 圈里圈外 李春波 qlqw
502014 塞车 李春波 sc
511648 谁能告诉我 李春波 sngsw
502391 李春波 wb
502531 小芳 李春波 xf
512268 新一封家书 李春波 xyfs
509240 一封家书 李春波 yfs

我要和你一起笑(欣赏版)

月光甜甜照下来(欣赏版)

李琛/杨洪基
初冬(欣赏版) 李琛/佚名

李承铉/王恩琦

李池湘/吴琨妤

李初建/郑莉

我爸(欣赏版)



509241 一封家书 李春波 yfs
516795 真想告诉你你是我的全部 李春波 zxgsnnswd
516540 不是所有的相逢都能守候 bssydxfdn
511724 天上飘着雨 tspzy
575797 你给的承诺 李大海 ngdcn
575796 天使的安排 tsdap
974494 I BELIEVE I CAN 李代沫 ibic
974028 SAY YES 李代沫 sy
976131 爱过那张脸 李代沫 agnzl
977678 患者 李代沫 hz
975938 简单的事 李代沫 jdds
977681 简单的事 李代沫 jdds
973786 哭了 李代沫 kl
977896 人质 李代沫 rz
977707 伤 李代沫 s
974029 听说爱情回来过 李代沫 tsaqhlg
974483 阳光传奇 ygcq
972674 如果没有你 rgmyn
972644 我的歌声里 wdgsl
972956 我怀念的 whnd
974515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wsbsnztad
514585 井岗山下种南瓜 李丹 jgsxzng
513641 水花花泥花花 李丹 shhnhh
514330 穿军装的川妹子 李丹阳 cjzdcmz
503966 红月亮 李丹阳 hyl
504033 回娘家 李丹阳 hnj
513493 亲亲的茉莉花 李丹阳 qqdmlh
516413 问一声妈妈你累不累 李丹阳 wysmmnlbl
508235 十八相送 sbxs
500610 兵变 李登威 bb
976079 爱笑的眼睛 李鼎 axdyj
515613 爱一个人恨一个人 李度 aygrhygr
500562 悲剧 李度 bj
501078 够了 李度 gl
506911 好想好好 李度 hxhh
514733 明天我要嫁给你 李度 mtwyjgn
515930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李度 sbdbyjzk
511806 为爱犯了罪 李度 waflz
511988 我一个人哭 李度 wygrk
512025 我只是需要 李度 wzsxy
508901 习惯自己 李度 xgzj
502695 眼神 李度 ys
515401 永不流泪的眼睛 李度 yblldyj
506925 何时梦醒 hsmx
507721 难以抗拒 nykj
880152 能不能不再那么爱你 李凡埥 nbnbznman
510624 海底两万米 李芳 hdlwm
512921 柏拉图的永恒 bltdyh

李春波/甘萍
李春波/甘萍

李大海/闫婕

李代沫/吴莫愁
李代沫/中国好声音
李代沫/中国好声音
李代沫/中国好声音
李代沫/中国好声音

李丹阳/白雪

李度/周华健
李度/周华健

李芳/苏有朋



567415 爱不明白 李菲菲 abmb
567416 爱到疯狂 李菲菲 adf
567417 爱情迷雾 李菲菲 aqmw
567412 东方神话 李菲菲 dfsh
567414 梦幻之岛 李菲菲 mhzd
567413 天使与恶魔 李菲菲 tsyem
571674 白玫瑰的葬礼 李风持 bmgdzl
573171 格格生日快乐 李风持 ggsrkl
571673 情人密码 李风持 qrmm
570187 上辈子欠你一滴泪 李风持 sbzqnydl
571672 又唱相思泪 李风持 ycxsl
516615 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 李福山 mzxdhejzw
515020 颂歌献给毛主席 李福山 sgxgmzx
505205 喜相逢 李福山 xxf
515462 在那遥远的地方 李福山 znyyddf
562695 I'LL FALL IN LOVE 李岗霖 ifil
562411 李岗霖 ly
562696 MY LOVE 李岗霖 ml
562698 爱回来 李岗霖 ahl
880937 李岗霖 ddl
562697 孤单东路 李岗霖 gddl
562535 那女孩爱过我 李岗霖 nnhagw
562156 祈祷 李岗霖 qd
515622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李谷一 bjdqsqyc
515732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李谷一 jbdymjsq
715732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李谷一 jbdymjsq
504267 浏阳河 李谷一 lyh
704267 浏阳河 李谷一 lyh
514709 妹妹找哥泪花流 李谷一 mmzglhl
976359 梦里边城 李谷一 mlbc
976360 那溪那山 李谷一 nxns
507719 难忘今宵 李谷一 nwjx
511849 我爱你中国 李谷一 wanzg
513763 我和我的祖国 李谷一 whwdzg
516071 无论天边无论眼前 李谷一 wltbwlyq
502466 乡恋 李谷一 xl
702466 乡恋 李谷一 xl
505221 相思河 李谷一 xsh
505544 迎宾曲 李谷一 ybq
512736 祖国春常在 李谷一 zgccz
503758 放开你 李冠毅 fn
703758 放开你 李冠毅 fn
506885 汉宫惊魂 李光 hgjh
505460 野猪林 李光 yzl
505459 野猪林 yzl
506648 二月里来 李光义 eyll
505724 祝酒歌 李光义 zjg
568586 不一样 李桂盈 byy

LOVEING YOU(欣赏版)

第3定律

李光/沈健瑾



572636 被伤过的男人 李贵府 bsgdnr
603226 被伤过的男人 李贵府 bsgdnr
572634 不要让爱你的人再受伤 李贵府 byrandrzs
603227 不要让爱你的人再受伤 李贵府 byrandrzs
572423 帝王之恋 李贵府 dwzl
603228 帝王之恋 李贵府 dwzl
572637 那时候的我们 李贵府 nshdwm
603229 那时候的我们 李贵府 nshdwm
572635 伤害 李贵府 sh
603230 伤害 李贵府 sh
576076 爱的距离 李国龙 adjl
510451 杜鹃花日子 李国祥 djhrz
574721 爱是关键 李国毅 asgj
574720 因为你 李国毅 ywn
573808 莲花雨 lhy
574379 家国春秋路 李涵 jgcql
574378 孔雀东南飞 李涵 kqdnf
574377 万家春 李涵 wjc
574380 忆江南 李涵 yjn
569942 牵手飞 qsf
976346 NO.1 李虎 n
976352 爱路漫漫 李虎 almm
976349 大男人臭男人 李虎 dnrcnr
976356 等你回家 李虎 dnhj
976354 离家很远的地方 李虎 ljhyddf
976357 茉莉花香 李虎 mlhx
976347 亲爱的对不起 李虎 qaddbq
976355 秋风 李虎 qf
976348 听琴 李虎 tq
976351 烟雨濛濛 李虎 yymm
976350 朝拜 李虎 cb
976353 珍惜 李虎 zx
976358 蜘蛛爬墙 李虎 zzpq
573816 我们恋爱吧 李慧琳 wmlab
573766 守候永远 shyy
569446 你离开那一夜 nlknyy
575800 爱的神话 李慧珍 adsh
566744 爱死了昨天 李慧珍 aslzt
571456 天蓝 李慧珍 tl
970222 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 李慧珍 wbsnzadnr
970452 我不是你最爱的女人 李慧珍 wbsnzadnr
970101 习惯 李慧珍 xg
970223 习惯 李慧珍 xg
505612 在等待 李慧珍 zdd
564743 寻找李慧珍 xzlhz
566684 你叫什么名字 njsmmz
500880 懂得 李蕙敏 dd
700880 懂得 李蕙敏 dd

李国毅/张继聪

李汉昭/秦海璐

李慧琳/刘荣
李慧琳/陶馨州

李慧珍/网络歌手
李慧珍/张靓颖



511441 请你不要哭 李蕙敏 qnbyk
513656 他在屋顶唱歌 李蕙敏 tzwdcg
713656 他在屋顶唱歌 李蕙敏 tzwdcg
507228 举棋不定 jqbd
572146 爱的家乡 李佳 adjx
602985 爱的家乡 李佳 adjx
575538 妈妈 李佳 mm
575537 因为有你 李佳 ywyn
572145 再唱甜蜜蜜 李佳 zctmm
602986 再唱甜蜜蜜 李佳 zctmm
901814 无法原谅 李佳璐 wfyl
973404 大火 李佳薇 dh
973405 煎熬 李佳薇 ja
978710 煎熬 李佳薇 ja
971117 离场 李佳薇 lc
977926 忍不住想念 李佳薇 rbzxn
978709 勇敢 李佳薇 yg
971379 愿作多情人 李嘉 yzdqr
978291 贝加尔湖畔 李健 bjehp
978713 尘缘 李健 cy
575539 璀璨 李健 cc
978714 当你老了 李健 dnll
977196 风吹麦浪 李健 fcml
977195 抚仙湖 李健 fxh
574373 故乡山川 李健 gxsc
978717 加贝尔湖畔 李健 jbehp
978711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 李健 jtsndsrmm
571955 恋人 李健 lr
576445 梦一场 李健 myc
971727 如果可以 李健 rgky
978718 陀螺 李健 tl
571270 我始终爱你 李健 wszan
976762 向往 李健 xw
978716 袖手旁观 李健 xspg
574371 一往情深的恋人 李健 ywqsdlr
978715 月光 李健 yg
978712 在水一方 李健 zsyf
571956 绽放 李健 zf
574372 传奇 李健 cq
978469 青春再见 qczj
567082 想念你 xnn
567081 异乡人 yxr
974392 月光 yg
569445 半个爱情 李剑 bgaq
978275 为你平定的天下 李剑青 wnpddtx
977716 转眼一瞬间 李建复 zyysj
569928 爱就足够 李建衡 ajzg
569927 割舍 李建衡 gs

李骥/张清芳

李健/水木年华
李健/网络歌手
李健/网络歌手
李健/邢天溯



574731 好男人伤的更深 李建衡 hnrsdgs
571361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李建衡 nrbgrnrtl
570134 天微亮 李建衡 twl
574732 我怎能忘记你 李建衡 wznwjn
571652 我真的很想醉 李建衡 wzdhxz
570135 月亮怎能代表我的心 李建衡 ylzndbwdx
571360 有你才完美 yncwm
571976 风筝飞上了天 fzfslt
502555 笑容 李杰 xr
702555 笑容 李杰 xr
508019 情证如山 李杰圣 qzrs
515954 谁偷走了我的快乐 李杰圣 stzlwdkl
715954 谁偷走了我的快乐 李杰圣 stzlwdkl
574739 总想为你做点什么 李金点 zxwnzdsm
576084 天使的眼泪 李金泽 tsdyl
512998 朝阳沟好地方 李金枝 cyghdf
506127 巴山夜雨 李进 bsyy
510596 孤独的街灯 李进 gddjd
510650 喝酒的朋友 李进 hjdpy
507053 回家过年 李进 hjgn
560170 留住蓉城的微笑 李进 lzrcdwx
514819 你在他乡还好吗 李进 nztxhhm
560616 女人花 李进 nrh
508094 人在江湖 李进 rzjh
516436 我是真的在乎你的爱 李进 wszdzhnda
513864 李进 xcelll
509100 新黄土谣 李进 xhty
516468 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 李进 ygzywdpys
516771 一个迷失于南方的男子 李进 ygmsynfdn
515387 一天更比一天好 李进 ytgbyth
512433 拥抱英特奈 李进 ybytn
513308 离开家的日子 lkjdrz
880866 爱已经不在 李晶涵 ayjbz
574599 火箭兵的梦 hjbdm
563649 李玖哲 bsw
564191 LET ME KNOW 李玖哲 lmk
880941 no more cryin 李玖哲 nmc
503220 TELL ME WHY 李玖哲 tmw
568152 爱不需要理由 李玖哲 abxyly
569608 别说 李玖哲 bs
561041 柏拉图式的想念 李玖哲 bltsdxn
569607 不完美 李玖哲 bwm
569785 不只是场梦 李玖哲 bzscm
569609 苍天 李玖哲 ct
561545 地平线 李玖哲 dpx
560169 第五街诱惑 李玖哲 dwjyh
560612 都怪我 李玖哲 dgw
564060 刚刚好 李玖哲 ggh

李建衡/王冠
李建科/网络歌手

乡愁2000

李进/甘萍

李竞/吴兢
BABY是我



564193 给你抱抱 李玖哲 gnbb
568150 后退 李玖哲 ht
560611 解脫 李玖哲 jm
567775 快点来爱我 李玖哲 kdlaw
568151 失物招领 李玖哲 swzl
569694 死结 李玖哲 sj
567616 围墙 李玖哲 wq
563505 我会好好过 李玖哲 whhhg
564062 我忘了 李玖哲 wwl
560167 无价快乐 李玖哲 wjkl
560168 洗牌 李玖哲 xp
880233 夏天 李玖哲 xt
567411 想太多 李玖哲 xtd
564059 依赖 李玖哲 yl
568148 依依不舍 李玖哲 yybs
560166 影子 李玖哲 yz
563650 再见 李玖哲 zj
564061 只牵你的手 李玖哲 zqnds
880257 最后的那一天 李玖哲 zhdnyt
564192 最后一首歌 李玖哲 zhysg
568149 做你的天 李玖哲 zndt
567896 小胖子的一天 xpzdyt
564871 SOSO s
972406 听我说 tws
974808 听我说 tws
567410 你好吗 nhm
560617 弹错 李钧天 dc
574193 亲爱的爸爸妈妈 李俊男 qadbbmm
976342 问心有愧 李俊旭 wxyk
976341 嚣张 李俊旭 xz
971659 脑袋拒载 李骏宇 ndjz
561032 爱可以问谁 李克勤 akyws
506254 不懂温柔 李克勤 bdwr
706254 不懂温柔 李克勤 bdwr
517247 回首 李克勤 hs
511049 留什么给你 李克勤 lsmgn
971119 你要的未来 李克勤 nydwl
501892 情牢 李克勤 ql
508244 十字路口 李克勤 szlk
971118 似曾相识 李克勤 scxs
560607 吻别的位置 李克勤 wbdwz
563296 我不会唱歌 李克勤 wbhcg
509286 一生何求 李克勤 yshq
709286 一生何求 李克勤 yshq
574021 有个男人很可靠 李克勤 ygnrhkk
971302 越开心越寂寞 李克勤 ykxyjm
512658 只想找到你 李克勤 zxzdn
712658 只想找到你 李克勤 zxzdn

李玖哲/吴建豪
李玖哲/徐若萱
李玖哲/袁咏琳
李玖哲/袁咏琳
李玖哲/周笔畅



510502 放不下感情 fbxgq
565557 如果世上只有我和你 rgsszywhn
974511 爱不释手 李丽芬 abss
514194 爱江山更爱美人 李丽芬 ajsgamr
506533 得意的笑 李丽芬 dydx
509513 月儿弯弯 李丽芬 yeww
510186 不能不想你 李丽翎 bnbxn
509501 缘分的事 李丽翎 yfds
512837 爱了就不后悔 李丽珍 aljbhh
880975 home 李立崴 h
880922 i know i believ 李立崴 ikib
880974 找寻 李立崴 zx
575195 脱下军装 李林平 txjz
568483 THE END 李琳 te
567368 叠爱 李琳 da
567817 很想我们一起 李琳 hxwmyq
568309 你会幸福的 李琳 nhxfd
500917 对花 dh
500152 春 李玲玉 c
504369 美人吟 李玲玉 mry
704369 美人吟 李玲玉 mry
501921 情缘 李玲玉 qy
508481 天竺少女 李玲玉 tzsn
504976 为了你 李玲玉 wln
511971 我心若玫瑰 李玲玉 wxrmg
512069 午夜的街头 李玲玉 wydjt
516482 有你有我有梦还有天 李玲玉 ynywymhyt
516483 有我有你有梦还有天 李玲玉 ywynymhyt
516500 只想要你的一份牵挂 李玲玉 zxyndyfqg
571731 花儿美 李路正 hem
567472 不如归去 李茂山 brgq
567476 故乡之歌 李茂山 gxzg
501129 海边 李茂山 hb
506951 红裙女郎 李茂山 hqnl
567475 回头我也不要你 李茂山 htwybyn
567474 几时再回头 李茂山 jszht
567490 蓝色的梦 李茂山 lsdm
507362 蓝天白云 李茂山 ltby
567489 蓝与黑 李茂山 lyh
567484 浪子泪 李茂山 lzl
567487 离情 李茂山 lq
507606 梦寐以求 李茂山 mmyq
567483 梦难忘 李茂山 mnw
567478 明日天涯 李茂山 mrty
567479 明月千里寄相思 李茂山 myqljxs
513391 那个人就是我 李茂山 ngrjsw
501728 奈何 李茂山 nh
514762 难道这是在梦里 李茂山 ndzszml

李克勤/潘美辰
李坤雨/网络歌手

李玲玲/张兴华



515862 你真的还要说谎吗 李茂山 nzdhyshm
567488 萍水相逢的人 李茂山 psxfdr
511416 轻轻呼唤你 李茂山 qqhhn
511557 善意的谎言 李茂山 sydhy
567486 生命如花蓝 李茂山 smrhl
567481 是谁抢走我的爱人 李茂山 ssqzwdar
515007 说什么都是多余 李茂山 ssmdsdy
515128 我的眼睛在下雨 李茂山 wdyjzxy
511897 我家在那里 李茂山 wjznl
567477 无言的结局 李茂山 wydjj
512147 相思未了情 李茂山 xswlq
508983 想起往事 李茂山 xqws
505340 心上人 李茂山 xsr
567480 星夜的离别 李茂山 xydlb
512326 阳光下的伞 李茂山 ygxds
502731 夜空 李茂山 yk
567471 一年又一年 李茂山 ynyyn
567485 游子吟 李茂山 yzy
567473 再一次看着我 李茂山 zyckzw
502934 真情 李茂山 zq
567482 最后的选择 李茂山 zhdxz
506409 迟来的爱 clda
503308 爱相思 axs
505592 圆圆月 李梅 yyy
975935 泪水 李美丽 ls
976345 驴友之歌 李猛 lyzg
514838 其实我不想放弃 李明德 qswbxfq
513992 一天天一点点 李明德 ytydd
573003 爱上了寂寞 李明翰 asljm
571874 爱说不清楚 李明翰 asbqc
570186 曾经爱过 李明翰 cjag
571875 男人的错女人的泪 李明翰 nrdcnrdl
602988 男人的错女人的泪 李明翰 nrdcnrdl
572421 一错再错 李明翰 yczc
602989 一错再错 李明翰 yczc
901835 一错再错 李明翰 yczc
569146 为心爱的人唱一首歌 wxadrcysg
569147 再爱一天 zayt
972395 爱的力量 李明洋 adll
506070 爱上了你 李明洋 asln
972394 坚强的男人 李明洋 jqdnr
974799 爱河 ah
974798 爱无第二句话 awdejh
976431 石山魂 李明阳 ssh
505918 爱的决定 李明依 adjd
516759 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 李鸣岩 xdnzhghda
569148 七月的雨 qydy
568903 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 whwzjbnwj

李茂山/林淑蓉
李茂山/佚名

李明翰/网络歌手
李明翰/网络歌手

李明洋/林姗
李明洋/张蓉蓉

李木帅/网络歌手
李木帅/网络歌手



574736 只要你一分钟 李牧怡 zynyfz
515373 一句不变的诺言 李宁 yjbbdny
516478 依然清清澈澈的是你 yrqqccdsn
573001 曾经的承诺 李宁宇 cjdcn
506220 别离家乡 李娜 bljx
514290 不爱胭脂爱乾坤 李娜 bayzaqk
503532 城里人 李娜 clr
500819 大地 李娜 dd
506518 单身女人 李娜 dsnr
510435 冬天的呼唤 李娜 dtdhh
514403 冬天让我刚明白 李娜 dtrwgmb
513166 好人一生平安 李娜 hryspa
713166 好人一生平安 李娜 hryspa
507279 克鲁伦河 李娜 kllh
507299 苦乐年华 李娜 klnh
504168 苦篱笆 李娜 klb
510976 蓝色的故乡 李娜 lsdgx
504210 老门牌 李娜 lmp
514704 每个人都这么说 李娜 mgrdzms
501668 梦乡 李娜 mx
513381 命运不是辘轳 李娜 mybsll
511263 你家在哪里 李娜 njznl
511328 女人是老虎 李娜 nrslh
507948 青藏高原 李娜 qzgy
515898 让我就这么想着你 李娜 rwjzmxzn
508092 人生之旅 李娜 rszl
514931 洒向雪域的挚爱 李娜 sxxydza
504648 嫂子颂 李娜 szs
508158 山远水远 李娜 sysy
513637 谁说也不信它 李娜 ssybxt
511634 是你给我爱 李娜 sngwa
504794 说聊斋 李娜 slz
515959 说一段故事给你听 李娜 sydgsgnt
504874 唐明皇 李娜 tmh
513711 望城市从故乡 李娜 wcscgx
504986 未了情 李娜 wlq
508687 我的妈妈 李娜 wdmm
516729 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 李娜 wmshhwmst
513788 我热恋的故乡 李娜 wrldgx
505226 相信我 李娜 xxw
512471 有你的地方 李娜 ynddf
509576 咱爸咱妈 李娜 zbzm
502890 咱哥 李娜 zg
502936 真情 李娜 zq
503026 追求 李娜 zq
509798 走进西藏 李娜 zjxc
981445 心有独钟 李佩玲 xydz
974977 学着寂寞 李沛玮 xzjm

李宁/佚名



515679 杜鹃我飞步下山岗 李萍 djwfbxsg
516745 我也是满腹文章秀出班行 李萍 wysmfwzxc
515235 西湖山水还依旧 李萍 xhsshyj
981231 最长的旅途 李琦 zzdlt
975557 趁早 cz
975556 记得 jd
975555 一眼瞬间 yysj
901815 我不允许我再爱上你 李千娜 wbyxwzasn
571514 伤心酒杯 sxjb
573166 兵马俑 李倩 bmy
515616 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李琼 bbldtswj
500658 彩虹 李琼 ch
513264 俊寡妇不嫁人 李琼 jgfbjr
513334 路漫漫漫漫路 李琼 lmmmml
513367 妹妹的小酒窝 李琼 mmdxjw
507626 弥渡山歌 李琼 mdsg
507866 捧起太阳 李琼 pqty
504583 青海人 李琼 qhr
513568 三峡我的家乡 李琼 sxwdjx
511547 山路十八弯 李琼 slsbw
575801 山路十八弯 李琼 slsbw
500234 水 李琼 s
508402 唐蕃和亲 李琼 tfhq
515204 我知道你为了谁 李琼 wzdnwls
508848 武当恋歌 李琼 wdlg
516451 西藏风云吉祥的云彩 李琼 xcfyjxdyc
505754 走黄河 李琼 zhh
975558 跟着感觉走 gzgjz
563227 2046 李泉 elsl
563229 城市的味道 李泉 csdwd
503664 岛中央 李泉 dzy
501167 很苦 李泉 hk
562897 划火柴的女孩 李泉 hhcdnh
561640 靠在我身边 李泉 kzwsb
501473 哭了 李泉 kl
501620 落尘 李泉 lc
562898 没有你了 李泉 mynl
501688 名字 李泉 mz
511240 你把我灌醉 李泉 nbwgz
511270 你慢慢走吧 李泉 nmmzb
508250 时间飞了 李泉 sjfl
563228 台湾同胞 李泉 twtb
603232 旺夫相 李泉 wfx
502350 为谁 李泉 ws
502439 希望 李泉 xw
562896 下雨天 李泉 xyt
502726 夜奔 李泉 yb
515487 这个地方叫城市 李泉 zgdfcs

李琦/中国好声音
李琦/中国好声音
李琦/中国好声音

李千娜/小刚

李秋泽/中国好声音



515491 这个杀手不太冷 李泉 zgssbtl
512726 走钢索的人 李泉 zgsdr
506077 爱是什么 assm
504274 流浪狗 llg
975979 我要我们在一起 wywmzyq
979876 哎呀 李荣浩 ay
979874 不讲就 李荣浩 bjj
979880 老伴 李荣浩 lb
979492 李白 李荣浩 lb
978410 模特 李荣浩 mt
979877 宛若新生 李荣浩 wrxs
979736 喜剧之王 李荣浩 xjzw
979878 小芳 李荣浩 xf
979879 小黄 李荣浩 xh
978719 笑忘书 李荣浩 xws
979882 行走的力量 李荣浩 hzdll
979881 自拍 李荣浩 zp
979875 作曲家 李荣浩 zqj
511352 朋友忙不忙 李森 pymbm
504132 喀尔娜 李少俊 ken
564702 ANGEL 李圣杰 a
500409 NOW&FOREVER 李圣杰 nf
568392 SO FUN 李圣杰 sf
512834 爱就多爱一点 李圣杰 ajdayd
573814 抱歉 李圣杰 bq
503396 背负爱 李圣杰 bfa
500616 不安 李圣杰 ba
560163 不顾一切的爱 李圣杰 bgyqda
561033 不是对手 李圣杰 bsds
568584 擦肩而过 李圣杰 cjeg
506405 痴心绝对 李圣杰 cxjd
573655 古老的大钟 李圣杰 glddz
564190 关于你的歌 李圣杰 gyndg
568583 关于情歌 李圣杰 gyqg
568393 光年 李圣杰 gn
563775 很想说 李圣杰 hxs
507042 灰色地带 李圣杰 hsdd
565483 记得吗 李圣杰 jdm
565482 就是现在 李圣杰 jsxz
568585 靠近 李圣杰 kj
511272 你们要快乐 李圣杰 nmykl
504488 你走了 李圣杰 nzl
501838 起点 李圣杰 qd
573813 切歌 李圣杰 qg
562268 亲爱妹妹的眼睛 李圣杰 qammdyj
501952 求你 李圣杰 qn
501954 取代 李圣杰 qd
511515 如果你爱他 李圣杰 rgnat

李泉/丁薇
李泉/范晓萱
李泉/杨宗纬



508151 晒晒太阳 李圣杰 ssty
502088 视线 李圣杰 sx
504740 手放开 李圣杰 sf
564703 听我爱你 李圣杰 twan
560609 位置 李圣杰 wz
560164 我懂了她 李圣杰 wdlt
565089 我以为 李圣杰 wyw
505249 想太多 李圣杰 xtd
563944 眼底星空 李圣杰 ydxk
509247 一根火柴 李圣杰 yghc
509508 远走高飞 李圣杰 yzgf
564058 重来 李圣杰 zl
560165 抓爱情的凶手 李圣杰 zaqdxs
509774 追求完美 李圣杰 zqwm
563989 最近 李圣杰 zj
562539 你那么爱他 nnmat
501441 看见 kj
573812 时差 sc
565590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snjdwdsx
501644 梅妃 李世济 mf
504843 锁麟囊 李世济 sln
880151 如果有来生 李姝漫 rgyls
880150 瞬间过电 李姝漫 sjgd
507877 平安是福 李殊 pasf
571730 人间情多 李殊 rjqd
901780 人间情多 李殊 rjqd
515303 心里有爱就要说 李殊 xlyajys
501267 挥别 李恕权 hb
511082 漫长的告别 李恕权 mcdgb
512436 拥你在梦里 李恕权 ynzml
509905 啊我的太阳 李双江 awdty
506182 北京颂歌 李双江 bjsg
506350 草原之夜 李双江 cyzy
507012 怀念战友 李双江 hnzy
507038 黄杨扁担 李双江 hybd
514619 拉着骆驼送军粮 李双江 lzltsjl
516614 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水长 李双江 mzxdeqbtg
516620 没有强大祖国哪有幸福的家 李双江 myqdzgnyx
511192 牧人的童年 李双江 mrdtn
515901 人家的船儿桨成双 李双江 rjdcejcs
516709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李双江 wawzswawq
508684 我的花儿 李双江 wdhe
505421 延安颂 李双江 yas
502737 夜色 李双江 ys
512551 再见吧妈妈 李双江 zjbmm
515481 战士第二个故乡 李双江 zsdeggx
515483 战士歌唱毛主席 李双江 zsgcmzx
512698 重归苏联托 李双江 cgslt

李圣杰/林隆璇
李圣杰/萧煌奇
李圣杰/杨韵禾
李圣杰/张玉华



575190 永恒的爱恋 李双松 yhdal
566239 李思琳 ylygzf
566242 别害羞 李思琳 bhx
566243 大海啊故乡 李思琳 dhagx
566249 马兰谣 李思琳 mly
566241 亲亲美人鱼 李思琳 qqmry
566240 三个和尚 李思琳 sghs
566248 相思月亮 李思琳 xsyl
566244 幸福 李思琳 xf
566245 悠悠珠江口 李思琳 yyzjk
566246 猪都笑了 李思琳 zdxl
566247 珠江游 李思琳 zjy
576078 爱的小屋 李腾 adxw
880463 让我把歌唱完 李腾 rwbgcw
880464 托莱多小镇 李腾 tldxz
576077 有空就来听听我唱歌 李腾 ykjltwcg
880462 走 李腾 z
500953 放手 李天华 fs
503880 寒号鸟 李天华 hhn
514813 你现在有没有睡 李天华 nxzymys
511366 七天七世纪 李天华 qtqsj
508136 三心两忆 李天华 sxly
708136 三心两忆 李天华 sxly
508595 为爱流浪 李天华 wall
512295 幸福在哪里 李天华 xfznl
712295 幸福在哪里 李天华 xfznl
502704 样子 李天华 yz
506787 隔海相望 ghxw
976343 把我抱起来 李婷婷 bwbql
511558 伤过心的人 李婷宜 sgxdr
509350 意乱情迷 李婷宜 ylqm
572422 半边人 李童谣 bbr
603233 半边人 李童谣 bbr
570137 美丽的家园 mldjy
564704 黑夜明天 李威 hymt
507731 你不快乐 李威 nbkl
561796 撒野到底 李威 sydd
564637 天堂 李威 t
512026 我只为你乖 李威 wzwng
509497 原味冒险 李威 ywmx
977682 LET ME LOVE YOU 李唯枫 lmly
974916 好不好 李唯枫 hbh
972811 渴了 李唯枫 kl
977663 你说我说 李唯枫 nsws
977650 舍不得 李唯枫 sbd
977683 转角那个女孩 李唯枫 zjngnh
973006 转身看到你 李唯枫 zskdn
570379 whcwrhyym

101个祝福

李天华/方季惟

李婉彤/李泽坚

我很丑,温柔还有用吗 李围长/网络歌手



560615 爱过头 李维 agt
560614 爱情魔法 李维 aqmf
570138 亲爱的宝贝 李维 qadbb
571864 情人节快乐 李维 qrjkl
566443 风与叶子 fyyz
508345 四郎探母 sltm
505151 武家坡 wjp
972860 海阔天空 李维真 hktk
973738 我要去红河 李维真 wyqhh
972645 爱是你我 asnw
572282 CARRIE 李韦 c
572561 李韦 aqsby
974917 不懂送花的男生 李韦 bdshdns
972850 单身月会 李韦 dsyh
880996 当自由遇上寂寞 李韦 dzyysjm
880317 第三个愿望 李韦 dsgyw
880995 第三十二计 李韦 dssej
572560 忙茫盲 李韦 mmm
572283 取暖 李韦 qn
880318 相爱离开 李韦 xalk
972981 雪净世界的非 李韦 xjsjdf
974918 有风唱着歌 李韦 yfczg
603234 CARRIE c
603235 取暖 qn
565320 极道战役 jdzy
573167 当一回花木兰 李炜 dyhhml
978253 狂奔的天空 李炜 kbdtk
973099 唯一的选择 李炜 wydxz
514411 对天双双立誓盟 dtsslsm
567661 当我想起你 李文亮 dwxqn
567662 衣服 李文亮 yf
3050 吃饺子 cjz
569929 你我 李炆 nw
569930 泡沫 李炆 pm
574734 心结 李炆 xj
505786 李玟 bdbq
571709 BYOB 李玟 b
509857 D.IS.GO CO4NON-STOP REMIX 李玟 digcr
503112 DI DA DI 李玟 ddd
575196 HELLO C 李玟 hc
952759 HELLO C 李玟 hc
569089 I HAVE A DREAM 李玟 ihad
977624 I JUST WANNA MARRY YOU 李玟 ijwmy
509875 I'M STILL IN LOVE 李玟 isil
505827 LOVE COME SO EASY 李玟 lcse
572280 PARTY TIME 李玟 pt
603231 PARTY TIME 李玟 pt
505838 PERFECT IN EVERY WAY 李玟 piew

李维/网络歌手
李维康/耿其昌
李维康/耿其昌

李维真/中国好声音

爱,其实不远

李韦ALEX LEE
李韦ALEX LEE
李伟豪/王传一

李文/刘华

李文启/赵丽蓉

BABY对不起



500436 SO CRAZY 李玟 sc
503212 STAY WITH ME 李玟 swm
500446 SUNNY DAY 李玟 sd
500467 YOU ME 李玟 yam
512835 爱就要趁现在 李玟 ajycxz
712835 爱就要趁现在 李玟 ajycxz
505993 爱你爱到 李玟 anad
514208 爱你是我的自由 李玟 answdzy
512852 爱你在每一天 李玟 anzmyt
503282 爱琴海 李玟 aqh
703282 爱琴海 李玟 aqh
509998 爱情的目标 李玟 aqdmb
512863 爱情这么精彩 李玟 aqzmjc
510036 爱是那么真 李玟 asnmz
503298 爱太多 李玟 atd
510046 爱我久一点 李玟 awjyd
512900 爱再也不回来 李玟 azybhl
565090 李玟 az
500522 暗示 李玟 as
510123 被爱的女人 李玟 badnr
561044 变心 李玟 bx
514283 别让我真爱上你 李玟 brwzasn
506244 不爱你了 李玟 banl
510167 不变的诺言 李玟 bbdny
512959 不能给你温柔 李玟 bngnwr
506414 宠物男孩 李玟 cwnh
500810 答案 李玟 da
503583 答应我 李玟 dyw
510366 当爱成碎片 李玟 dacsp
503662 刀马旦 李玟 dmd
506539 等爱降落 李玟 dajl
564944 第九夜 李玟 djy
561219 风之彩 李玟 fzc
501047 感谢 李玟 gx
571157 给电影人的情书 李玟 gdyrdqs
506862 过完冬季 李玟 gwdj
503914 好心情 李玟 hxq
510840 今天到永远 李玟 jtdyy
501380 今晚 李玟 jw
507219 就到这里 李玟 jdzl
976290 叩叩 李玟 kk
507332 快乐摇摆 李玟 klyb
501499 蓝天 李玟 lt
511025 亮亮的承诺 李玟 lldcn
572559 流转 李玟 lz
511083 矛盾的心理 李玟 mddxl
504359 玫瑰园 李玟 mgy
511098 每一次想你 李玟 mycxn

爱在85℃



511106 美丽笨女人 李玟 mlbnr
572281 美丽的主题曲 李玟 mldztq
603161 美丽的主题曲 李玟 mldztq
574737 美梦 李玟 mm
501702 魔镜 李玟 mj
507667 默默爱你 李玟 mman
507714 难分难离 李玟 nfnl
976528 能不能 李玟 nbn
513427 你让我有感觉 李玟 nrwygj
511280 你是爱我的 李玟 nsawd
511287 李玟 nswds
501749 你问 李玟 nw
511303 你在我心上 李玟 nzwxs
511354 碰碰看爱情 李玟 ppkaq
507924 前世今生 李玟 qsjs
508043 全都是你 李玟 qdsn
513516 让爱固定下来 李玟 ragdxl
513527 让世界更美丽 李玟 rsjgml
508066 让我爱吧 李玟 rwab
502012 撒野 李玟 sy
511643 谁的香水味 李玟 sdxsw
970113 深深爱过 李玟 ssag
970224 深深爱过 李玟 ssag
976746 盛开 李玟 sk
511638 守候的痛楚 李玟 shdtc
508401 坦然面对 李玟 trmd
502199 逃脱 李玟 t
976626 偷心贼 李玟 txz
502311 完整 李玟 wz
504940 往日情 李玟 wrq
565155 危险情人 李玟 wxqr
511846 我爱的是你 李玟 wadsn
569866 我爱看电影 李玟 wakdy
508681 我的翅膀 李玟 wdcb
515109 我的快乐不为谁 李玟 wdklbws
516052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李玟 wyrsndqr
508797 无处躲雨 李玟 wcdy
880814 李玟 xndt
512160 想你的名字 李玟 xndmz
516454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李玟 xndsblswt
716454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李玟 xndsblswt
977187 想念你的夜 李玟 xnndy
509019 小心男人 李玟 xxnr
513925 心已没有空位 李玟 xymykw
513950 学不会更爱你 李玟 xbhgan
502687 颜色 李玟 ys
565252 要定你 李玟 ydn
515334 要如何让你明白 李玟 yrhrnmb

你是我的SUPERMAN

想你的365天



515347 一辈子都要相信 李玟 ybzdyxx
516130 一千个挚爱的理由 李玟 yqgzadly
505517 伊甸园 李玟 ydy
512475 有你就够了 李玟 ynjgl
712475 有你就够了 李玟 ynjgl
509514 月光爱人 李玟 ygar
509560 再见一面 李玟 zjym
509564 再听一次 李玟 ztyc
509601 掌上明珠 李玟 zsmz
502935 真情 李玟 zq
505673 真情人 李玟 zqr
512629 真想见到你 李玟 zxjdn
509656 真心真意 李玟 zxzy
512701 周末的台北 李玟 zmdtb
509750 祝福世界 李玟 zfsj
503043 自己 李玟 zj
509782 李玟 zrfy
514152 最美丽的珍珠 李玟 zmldzz
508193 深深爱过 ssag
513232 她在睡前哭泣 tzsqkq
564876 HIP HOP TONIGHT hht
571478 芙蓉出水 frcs
563297 123456 李湘 lyesswl
503228 WHERE MY LOVE 李湘 wml
510055 爱要放轻松 李湘 ayfqs
563298 不用说爱你 李湘 bysan
506797 给我新鲜 李湘 gwxx
706797 给我新鲜 李湘 gwxx
506930 黑马王子 李湘 hmwz
563300 看游世界 李湘 kysj
563299 快乐精灵 李湘 kljl
501880 清洁 李湘 qj
504861 太想爱 李湘 txa
508899 习惯委屈 李湘 xgwq
502460 夏日 李湘 xr
502503 想你 xn
512782 醉人的口红 李香兰 zrdkh
574744 爸爸给的坚强 李霄云 bbgdjq
574745 白桦林 李霄云 bhl
574741 不可能错过你 李霄云 bkncgn
573170 沉淀 李霄云 cd
973100 李霄云 f
574742 改变自己 李霄云 gbzj
574743 浪花一朵朵 李霄云 lhydd
90153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李霄云 nkddwslsd
572424 说走就走 李霄云 szjz
574746 至少还有你 李霄云 zshyn
574740 红豆 hd

自然反应(欣赏版)

李玟/丁子峻
李玟/柯以敏
李玟/吴建豪
李贤/网络歌手

李湘/林依轮

房间1501

李霄云/苏醒



508613 为你盛开 李小龙 wnsk
509140 幸福生活 李小龙 xfsh
561035 BLUE SKY 李小璐 bswyc
570832 爱的无可救药 李小璐 adwkjy
506036 爱情魔咒 李小璐 aqmz
571359 东方美 李小璐 dfm
971820 金太狼爱米小米 李小璐 jtlamxm
561036 我的淘气天使 李小璐 wdtqts
509011 小鹿乱撞 李小璐 xllz
503017 转动 李小璐 zd
561037 最美的呼吸 李小璐 zmdhx
571651 我们的小幸福 wmdxxf
561034 离开地球表面 lkdqbm
575798 天空下着雨 李小鹿 tkxzy
502395 我懂 李小双 wd
503867 过三关 李小文 gsg
506590 冬季校园 李晓东 djxy
566506 李晓杰 aqs
564563 好姑娘 李晓杰 hgn
574195 老大 李晓杰 ld
561930 两只小蜜蜂 李晓杰 lzxmf
971625 朋友的酒 李晓杰 pydj
574194 去年今日 李晓杰 qnjr
509154 徐策跑城 李晓亮 xcpc
574726 只要爱上你 zyasn
500296 BYE BYE 李心洁 bb
700296 BYE BYE 李心洁 bb
509858 DON'T MAKE ME CRY 李心洁 dmmc
500346 HAPPY TUNE 李心洁 ht
700346 HAPPY TUNE 李心洁 ht
500475 爱错 李心洁 ac
563895 李心洁 acr
505985 爱来爱去 李心洁 alaq
705985 爱来爱去 李心洁 alaq
506097 爱像大海 李心洁 axdh
706097 爱像大海 李心洁 axdh
510417 第一次约会 李心洁 dycyh
710417 第一次约会 李心洁 dycyh
514409 对不起我不爱你 李心洁 dbqwban
714409 对不起我不爱你 李心洁 dbqwban
500164 飞 李心洁 f
700164 飞 李心洁 f
971813 脚趾上的星光 李心洁 jzsdxg
501468 口袋 李心洁 kd
701468 口袋 李心洁 kd
504222 雷阵雨 李心洁 lzy
704222 雷阵雨 李心洁 lzy
500195 恋 李心洁 l

李小璐/吕柯憬
李小璐/童童

爱情SAYONARA

李孝利/潘玮柏

爱错REMIX



700195 恋 李心洁 l
504331 慢跑鞋 李心洁 mpx
704331 慢跑鞋 李心洁 mpx
507537 没完没了 李心洁 mwml
508049 裙摆摇摇 李心洁 qbyy
708049 裙摆摇摇 李心洁 qbyy
504696 奢侈品 李心洁 scp
513687 同一个星空下 李心洁 tygxkx
713687 同一个星空下 李心洁 tygxkx
502280 童年 李心洁 tn
702280 童年 李心洁 tn
973036 我们都变了 李心洁 wmdbl
502450 喜欢 李心洁 xh
702450 喜欢 李心洁 xh
502495 想飞 李心洁 xf
702495 想飞 李心洁 xf
502521 像你 李心洁 xn
512225 谢谢你的爱 李心洁 xxnda
712225 谢谢你的爱 李心洁 xxnda
561040 永远的微笑 李心洁 yydwx
509459 又下雨了 李心洁 yxyl
709459 又下雨了 李心洁 yxyl
505633 怎么了 李心洁 zml
705633 怎么了 李心洁 zml
503052 自由 李心洁 zy
703052 自由 李心洁 zy
572013 当你想著我 dnxzw
500995 风暴 fb
504972 为了爱 wla
704972 为了爱 wla
567241 爱的旅程 李心琪 adl
567240 梦 李心琪 m
510531 风中的承诺 李昕 fzdcn
509643 真情牵手 zqqs
513181 恨包勉自幼儿 李欣 hbmzye
516284 将酒宴摆至聚义厅上 李欣 jjybzjyts
516740 我魏绛闻此言如梦方醒 李欣 wwjwcyrmf
975953 华丽战场 李欣汝 hlzc
975954 欣赏 李欣汝 xs
562346 斗鱼 李欣芸 dy
762346 斗鱼 李欣芸 dy
973238 千寻 李行亮 qx
978302 学会 李行亮 xh
972936 愿得一人心 李行亮 ydyrx
972647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nxnwmyqzg
972646 涛声依旧 tsyj
981222 红尘客栈 hckz
566055 啦啦啦 李秀英 lll

李心洁/品冠
李心洁/任贤齐
李心洁/任贤齐
李心洁/任贤齐

李昕/张辉

李行亮/中国好声音
李行亮/中国好声音
李幸儿/中国好声音



568803 微笑的约定 李宣榕 wxdyd
973256 有爱的所在 yadsz
573004 情殇 李炫辉 qs
513121 给爸爸妈妈的 李雪 gbbmmd
505924 爱的礼物 李雅芳 adlw
565156 不下雨的星期一 李雅微 bxydxqy
566070 极速爱情 李雅微 jsaq
565157 说好的事 李雅微 shds
567338 我们的纪念 李雅微 wmdjn
564797 休止符 李雅微 xzf
564798 漩涡 李雅微 w
500564 北极 李亚明 bj
500699 成长 李亚明 cc
503765 放轻松 李亚明 fqs
703765 放轻松 李亚明 fqs
507974 倾我今生 李亚明 qwjs
569059 真情作祟 李亚明 zqzs
974074 插翅难飞 李娅莎 ccnf
562837 爱我 李延亮 aw
562836 梨花又开放 李延亮 lhykf
576080 叶子 李艳 yz
971585 翻转坏未来 李依瑾 fzhwl
575194 我曾爱过的女孩 李易峰 wcagdnh
602990 花开花落 李羿慧 hkhl
512613 真爱一世情 李羿慧 zaysq
500102 REMEMBER 李翊君 r
505883 爱不释手 李翊君 abss
509922 爱的初体验 李翊君 adcty
974942 爱的恋歌 李翊君 adlg
505931 爱的旅途 李翊君 adlt
509933 爱的生还者 李翊君 adshz
515599 爱你的心留在冬季 李翊君 andxlzdj
506048 爱情无用 李翊君 aqwy
512865 爱上孤独男人 李翊君 asgdnr
976180 爱我 李翊君 aw
510070 爱在夕阳下 李翊君 azxyx
506192 背叛自己 李翊君 bpzj
500609 冰雨 李翊君 by
512954 不甘心不放手 李翊君 bgxbfs
512956 不回头的逃兵 李翊君 bhtdtb
516538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李翊君 brwdylpwg
500695 沉迷 李翊君 cm
510264 沉默的祝福 李翊君 cmdzf
510278 冲不破情网 李翊君 cbpqw
513072 断跟的高跟鞋 李翊君 dgdggx
516582 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李翊君 dqrdblhgl
506708 风雨爱人 李翊君 fyar
510529 风中的承诺 李翊君 fzdcn

李宣榕/宋逸民



563378 红尘 李翊君 hc
510771 激情的代价 李翊君 jqddj
974941 寂寞咖啡 李翊君 jmkf
501374 解药 李翊君 jy
976630 戒掉坚强 李翊君 jdjq
510837 今天不回家 李翊君 jtbhj
567776 渴望明天好天气 李翊君 kwmthtq
513297 来不及说爱你 李翊君 lbjsan
501507 浪花 李翊君 lh
507392 泪的小雨 李翊君 ldxy
504227 梨花泪 李翊君 lhl
704227 梨花泪 李翊君 lhl
514671 没有明天没有你 李翊君 mymtmyn
504380 孟婆汤 李翊君 mpt
971121 梦红楼 李翊君 mhl
501708 蓦然 李翊君 mr
562901 某年某月 李翊君 mnmy
971123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李翊君 nrdybsnr
971122 男人坏 李翊君 nrh
974940 你的泪光 李翊君 ndlg
511275 你那么爱她 李翊君 nnmat
507821 逆风顺风 李翊君 nfsf
501774 诺言 李翊君 ny
567777 陪伴没有距离 李翊君 pbmyjl
507891 七情六欲 李翊君 qqly
508013 情陷红尘 李翊君 qxhc
508148 沙漠寂寞 李翊君 smjm
513586 上帝没有帮助 李翊君 sdmybz
504683 上了天 李翊君 slt
508287 誓言谎言 李翊君 syhy
971120 守住你前世的诺言 李翊君 sznqsdny
508290 手下留情 李翊君 sxlq
508315 顺风逆风 李翊君 sfnf
502161 松绑 李翊君 sb
513648 随时可能流泪 李翊君 ssknll
502186 太阳 李翊君 ty
513670 天天爱日日愁 李翊君 tarrc
563506 忘记伤害我的人 李翊君 wjshwdr
511796 忘年生死恋 李翊君 wnssl
516706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李翊君 wsmnbzwab
511871 我的男主角 李翊君 wdnzj
508728 我会想你 李翊君 whxn
508736 我没有醉 李翊君 wmyz
511957 我为你伤心 李翊君 wwnsx
512142 相思的烈酒 李翊君 xsdlj
515264 想和你去吹吹风 李翊君 xhnqccf
512301 选择性失忆 李翊君 xzxsy
502663 雪珂 李翊君 xk



502733 夜空 李翊君 yk
512374 一千零一夜 李翊君 yqlyy
712374 一千零一夜 李翊君 yqlyy
515398 拥抱不见得拥有 李翊君 ybbjdyy
562899 勇敢的爱 李翊君 ygda
509405 永远永远 李翊君 yyyy
502827 雨蝶 李翊君 yd
512533 月亮惹的祸 李翊君 ylrdh
505607 再回首 李翊君 zhs
562900 找不到人天荒地老 李翊君 zbdrthdl
762900 找不到人天荒地老 李翊君 zbdrthdl
509617 这样的我 李翊君 zydw
502998 重生 李翊君 cs
503045 自首 李翊君 zs
515577 最爱最恨都是你 李翊君 zazhdsn
503075 罪过 李翊君 zg
512789 昨夜梦醒时 李翊君 zymxs
976175 ydlh
501810 萍聚 pj
574738 儿女的心 李艺 endx
514377 到底你在想什么 李逸 ddnzxsm
576082 俩 李逸朗 l
576083 零 李逸朗 l
571861 兄弟干杯 xdgb
510193 不屈的尊严 李永昌 bqdzy
566047 李宇春 yl
573815 李宇春 acf
566048 CHRIS LEE 李宇春 cl
766048 CHRIS LEE 李宇春 cl
761466 EYES LIKE YOURS 李宇春 ely
564327 HAPPY WAKE UP 李宇春 hwu
566049 KU LALA 李宇春 kl
766049 KU LALA 李宇春 kl
566050 LOVING 李宇春 l
766050 LOVING 李宇春 l
561456 李宇春 m
567802 李宇春 nj
981284 李宇春 qych
567995 STOP 李宇春 s
761467 李宇春 twan
561467 李宇春 twan
572147 WHY ME 李宇春 wm
574730 阿么 李宇春 am
568308 李宇春 adj
768308 李宇春 adj
567660 爱得太傻 李宇春 adts
767660 爱得太傻 李宇春 adts
565765 冰菊物雨 李宇春 bjwy

雨蝶+泪海 李翊君/温岚
李翊君/佚名

李永波/庞龙

0.5英里
AOAEO出发

MARIA(欣赏版)
N加1
QUIZAS(演唱会)

TMD我爱你
TMD我爱你(欣赏版)

爱的12句
爱的12句



568980 差生 李宇春 cs
564328 唱得响亮 李宇春 cdxl
561475 李宇春 cthhk
570129 纯真年代 李宇春 cznd
761469 大女人 李宇春 dnr
561469 李宇春 dnr
761472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李宇春 dwkstdxn
561472 李宇春 dwkstdxn
566053 等 李宇春 d
766053 等 李宇春 d
562835 冬天快乐 李宇春 dtkl
574375 粉末 李宇春 fm
972682 感谢你 感动我 李宇春 gxngdw
561463 李宇春 gxdy
971692 海上的月亮 李宇春 hsdyl
972683 海上的月亮 李宇春 hsdyl
570122 和你一样 李宇春 hnyy
570130 花容瘦 李宇春 hrs
566052 皇后与梦想 李宇春 hhymx
766052 皇后与梦想 李宇春 hhymx
570126 来跳舞吧 李宇春 ltwb
570127 梨花香 李宇春 lhx
561471 李宇春 nqdpylxh
570128 漂浮地铁 李宇春 pfdt
761477 请你恰恰 李宇春 qnqq
561477 李宇春 qnqq
976344 入戏 李宇春 rx
561451 李宇春 sghbcjs
569129 少年中国 李宇春 snzg
561468 李宇春 sqsdyjqpg
573002 蜀绣 李宇春 sx
570132 说你爱我 李宇春 snaw
561476 李宇春 tn
570124 李宇春 wdgpy
570125 我的黑白色 李宇春 wdhbs
568482 我的王国 李宇春 wdwg
761474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李宇春 wdxlzynmy
561474 李宇春 wdxlzynmy
570123 我是你的叉叉 李宇春 wsndcc
561473 李宇春 wzyb
566054 舞 李宇春 w
570131 西厢 李宇春 xx
574728 下个路口见 李宇春 xglkj
565764 下雨 李宇春 xy
566051 想哭 李宇春 xk
766051 想哭 李宇春 xk
574729 小朋友 李宇春 xpy
570133 谢谢爱 李宇春 xxa

春天花会开(欣赏版)

大女人(欣赏版)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欣赏版)

故乡的云(欣赏版)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欣赏版)

请你恰恰(欣赏版)

山歌好比春江水(欣赏版)

十七岁的雨季青苹果乐园(欣赏版)

童年(欣赏版)
我的88个朋友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欣赏版)

我最摇摆(欣赏版)



569737 秀才胡同 李宇春 xcht
574727 一点一点 李宇春 ydyd
973194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李宇春 zbfwmjll
974521 珍惜 李宇春 zx
569225 我们中国人 wmzgr
769225 我们中国人 wmzgr
901894 水墨丹青 李玉刚 smdq
573005 新贵妃醉酒 李玉刚 xgfzj
514539 浑身是胆雄赳赳 李玉和 hssdxjj
574724 地图上的旅行 李媛希 dtsdlh
574725 解脱 李媛希 jt
574723 听说爱情回来过 李媛希 tsaqhlg
574722 做我自己 李媛希 zwzj
569344 上官燕的诗 sgyds
566553 菱花镜 李悦君 lhj
974387 爱情不能当饭吃 李泽坚 aqbndfc
976438 村长的新娘 李泽坚 czdxn
974386 大风大浪大步走 李泽坚 dfdldbz
974388 讨债难 李泽坚 tzn
974385 再见爱人 李泽坚 zjar
974384 留不住你的温柔 lbzndwr
974383 妹妹的酒 mmdj
567367 留不住你的温柔 lbzndwr
901757 下辈子要嫁给你 李泽雅 xbzyjgn
901758 姻缘线 李泽雅 yyx
976034 我最亲爱的我 李照 wzqadw
509871 I WANNA BE WITH YOU 李珍贤 iwbwy
568711 单车 李正帆 dc
568587 二月三十一 李正帆 eyssy
568588 男孩女孩 李正帆 nhnh
566976 蝴蝶花 李之勤 hdh
566975 亲爱的好久不见 李之勤 qadhjbj
568896 想你会想我吗 李之勤 xnhxwm
574376 爱已化成灰 李志刚 ayhch
570136 李志洲 bwan
767679 别让爱你的人心碎 李志洲 brandrxs
572633 等爱的女人 李志洲 dadnr
572148 放手让你走 李志洲 fsrnz
574733 负心的人不要留 李志洲 fxdrbyl
575799 哥唱的是寂寞 李志洲 gcdsjm
901834 好兄弟 李志洲 hxd
572632 真的放手 李志洲 zdfs
562345 红色石头 李智楠 hsst
562157 李智楠 ygrdjm
575544 岁月轻狂 李治廷 syqk
575191 好年景 李姿锐 hnj
568902 有没有一种爱让人不流泪 ymyyzarrb
573502 爱过就好 李紫涵 agjh

李宇春/群星
李宇春/群星

李悦/网络歌手

李泽坚/司徒兰芳
李泽坚/司徒兰芳
李泽坚/网络歌手

BABY我爱你

一个人的寂寞(无原唱)

李子璇/网络歌手



573501 爱过就好 agjh
573169 爱的升华 李自强 adsh
880148 爱上你苦了我自己 李自强 asnklwzj
573302 犯傻 李自强 fs
880147 飞燕 李自强 fy
573168 分手 李自强 fs
880865 你怎能忍心伤害我 李自强 nznrxshw
573659 雨中情缘 李自强 yzqy
516507 钟无艳之齐宣皇哭妻 李自强 zwyzqxhkq
506040 爱情少尉 李宗盛 aqsw
500619 不懂 李宗盛 bd
503747 凡人歌 李宗盛 frg
510527 风柜来的人 李宗盛 fgldr
514470 给所有单身女子 李宗盛 gsydsnz
506854 鬼迷心窍 李宗盛 gmxq
514506 和自己赛跑的人 李宗盛 hzjspdr
507124 寂寞难耐 李宗盛 jmnn
504134 开场白 李宗盛 kcb
971629 领悟 李宗盛 lw
511296 你像个孩子 李宗盛 nxghz
976745 山丘 李宗盛 sq
513604 生命中的精灵 李宗盛 smzdjl
515939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 李宗盛 sqsnsdwr
513798 我是真的爱你 李宗盛 wszdan
971628 我是真的爱你 李宗盛 wszdan
502438 希望 李宗盛 xw
509353 因为寂寞 李宗盛 ywjm
502862 远行 李宗盛 yx
513034 当爱已成往事 daycws
713034 当爱已成往事 daycws
505068 我明白 wmb
508110 如风往事 rfws
515423 遇见另一个自己 yjlygzj
707215 旧爱新欢 jaxh
513030 当爱擦身而过 dacseg
511996 我有话要说 wyhys
512768 最近比较烦 zjbjf
712768 最近比较烦 zjbjf
505294 小刘海 李左 xlh
975928 高原姑娘 丽菲 gygn
979742 一瞬间 丽江小倩 ysj
569896 谁动了我的奶酪 丽娜 sdlwdnl
576002 MY FLOWER 利得汇 mf
576003 花痴 利得汇 hc
576373 再见太难 利得汇 zjtn
567248 魔咒女狼 mznl
503302 爱太远 利绮 aty
503506 藏不住 利绮 cbz

李紫涵/沈艾莎

李宗盛/林忆莲
李宗盛/林忆莲
李宗盛/林忆莲
李宗盛/卢冠廷
李宗盛/莫文蔚
李宗盛/潘越云
李宗盛/郑惠玉
李宗盛/周华健
李宗盛/周华健
李宗盛/周华健

利得汇/校园快乐帮



502210 体贴 利绮 t
508445 天气冷了 利绮 tqll
502236 天堂 利绮 t
508571 忘记幸福 利绮 wyxf
516438 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利绮 wwzsywnwz
513964 一杯茶的时间 利绮 ybcdsj
507865 朋友的心 励智敏 pydx
564752 NA NA 厉娜 nn
567692 懂我 厉娜 dw
567691 广州爱情故事 厉娜 gzaqgs
574594 灰色幸福 厉娜 hsxf
574596 跑 厉娜 p
574593 七月的一天 厉娜 qydyt
574595 讨厌电话 厉娜 tydh
569912 绝对一对 jdyd
972816 大千忏 莲歌子 dqc
972820 冷冷的火 连锦雄 lldh
507050 回到起点 hdqd
568618 DEARM OF YOU 连依涵 doy
972648 北京北京 bjbj
972651 花火 hh
972649 回来 hl
972650 私奔 sb
514517 蝴蝶来过这世界 梁汉文 hdlgzsj
509489 欲言又止 yyyz
571064 老婆有交代 梁辉 lpyjd
976017 绿色玫瑰 梁佳杰 lsmg
514028 诱惑我一辈子 梁家辉 yhwybz
505750 自己走 梁家辉 zjz
567905 101 梁静茹 yly
500018 BEAUTIFUL 梁静茹 b
567906 C'EST LA VIE 梁静茹 clv
901907 梁静茹 dtddj
500324 FLY AWAY 梁静茹 fa
503161 L.I.E 梁静茹 lie
500121 SUNRISE 梁静茹 s
500126 TIFFANY 梁静茹 t
503275 爱计较 梁静茹 ayj
971639 爱久见人心 梁静茹 ajjrx
514200 爱你不是两三天 梁静茹 anbslst
571321 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梁静茹 aqzsywaq
500501 爱是 梁静茹 as
506156 半个月亮 梁静茹 bgyl
972360 比较爱 梁静茹 bja
514284 别人的天长地久 梁静茹 brdtcdj
571125 别再为他流泪 梁静茹 bzwtll
571710 不敢当 梁静茹 bgd
503472 不想睡 梁静茹 bxs

栗锦/容祖儿

连凯/李宛芸

梁博/中国好声音
梁博/中国好声音
梁博/中国好声音
梁博/中国好声音

梁汉文/车沅沅

diy团队独家



500656 彩虹 梁静茹 ch
567778 崇拜 梁静茹 cb
564984 纯情艳阳天 梁静茹 cqyyt
500779 纯真 梁静茹 cz
500858 地图 梁静茹 dt
503684 第三者 梁静茹 dsz
513073 对不起我爱你 梁静茹 dbqwan
506635 恶性循环 梁静茹 exxh
500986 分手 梁静茹 fs
506690 分手快乐 梁静茹 fskl
571528 风笛手 梁静茹 fds
562277 给从前的爱 梁静茹 gcqda
568079 给未来的自己 梁静茹 gwldzj
563905 孤单北半球 梁静茹 gdbbq
562348 梁静茹 hywgn
562543 很久以后 梁静茹 hjyh
501223 花园 梁静茹 hy
701223 花园 梁静茹 hy
972813 会过去的 梁静茹 hgqd
567907 会吸呼的痛 梁静茹 hxhdt
501355 接受 梁静茹 js
569695 今天情人节 梁静茹 jtqrj
564983 看海计划 梁静茹 khjh
565490 可乐戒指 梁静茹 kljz
561223 可惜不是你 梁静茹 kxbsn
564643 恋着多喜欢 梁静茹 lzdxh
561370 路 梁静茹 l
569697 满满的都是爱 梁静茹 mmddsa
570935 没有如果 梁静茹 myrg
507568 美丽人生 梁静茹 mlrs
511168 明天的微笑 梁静茹 mtdwx
504420 茉莉花 梁静茹 mlh
500220 你 梁静茹 n
511260 你还在不在 梁静茹 nhzbz
501758 宁夏 梁静茹 nx
565021 暖暖 梁静茹 nn
971638 偶阵雨 梁静茹 ozy
501822 期待 梁静茹 qd
501825 其实 梁静茹 qs
564879 亲亲 梁静茹 qq
571211 情歌 梁静茹 qg
901932 如果冰箱会说话 梁静茹 rgbxhsh
569696 如果能在一起 梁静茹 rgnzyq
511522 如果有一天 梁静茹 rgyyt
568258 三吋日光 梁静茹 sjz
508162 闪亮的星 梁静茹 sldx
511602 失去了方向 梁静茹 sqlfx
565020 失忆 梁静茹 sy

好夜晚GOOD NIGHT



561189 瘦瘦的 梁静茹 ssd
570527 属于 梁静茹 sy
561060 丝路 梁静茹 sl
571711 天灯 梁静茹 td
504915 听不到 梁静茹 tbd
508607 梁静茹 wnep
504982 为我好 梁静茹 wwh
970128 问 梁静茹 w
970227 问 梁静茹 w
564982 我爱你 梁静茹 wan
508658 我不害怕 梁静茹 wbhp
508714 我都知道 梁静茹 wdzd
562207 我还记得 梁静茹 whjd
515143 我和自己的约会 梁静茹 whzjdyh
570297 我决定 梁静茹 wjd
569872 我们就到这 梁静茹 wmjdz
560634 我是幸福的 梁静茹 wsxfd
513797 我是真的爱你 梁静茹 wszdan
505091 我喜欢 梁静茹 wxh
502410 无解 梁静茹 wj
512057 无条件为你 梁静茹 wtjwn
502452 喜悦 梁静茹 xy
562206 下一秒钟 梁静茹 xymz
513888 向左转向右转 梁静茹 xzzxyz
972416 小爱情 梁静茹 xaq
565491 小手拉大手 梁静茹 xslds
512202 小小的爱情 梁静茹 xxdaq
509098 新的答案 梁静茹 xdda
512285 幸福的预感 梁静茹 xfdyg
566020 幸福洋果子店 梁静茹 xfygzd
505432 燕尾蝶 梁静茹 ywd
509220 夜夜夜夜 梁静茹 yyyy
561697 一对一 梁静茹 ydy
972679 一路两个人 梁静茹 yllgr
568257 一秒的天堂 梁静茹 ymdt
509313 一夜长大 梁静茹 yycd
562347 因为还是会 梁静茹 ywhsh
502801 勇气 梁静茹 yq
571527 用力抱着 梁静茹 ylbz
505564 有你在 梁静茹 ynz
505636 怎么说 梁静茹 zms
563906 掌声响起 梁静茹 zsxq
505664 这一天 梁静茹 zyt
502983 中间 梁静茹 zj
505730 转圈圈 梁静茹 zqq
509820 最后警告 梁静茹 zhjg
514151 最快乐那一年 梁静茹 zklnyn
512770 最烂的理由 梁静茹 zldly

为你而P



515586 最想环游的世界 梁静茹 zxhydsj
569873 昨日情书 梁静茹 zrqs
503080 昨天 梁静茹 zt
500080 LOVE l
571465 不是我不明白 bswbmb
567606 kgqr
511166 明明很爱你 mmhan
901643 一家一 yjy
975563 浮夸 f
975564 眼色 ys
506270 不假不真 梁立 bjbz
568594 有你的世界 梁世韵 yndsj
973635 爱是什么 梁文音 assm
573669 爱一直存在 梁文音 ayzcz
570764 薄荷与指甲剪 梁文音 bhyzjj
573670 第六感 梁文音 dlg
570934 第一眼 梁文音 dyy
977279 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梁文音 fshbyzpy
575222 很久很久以后 梁文音 hjhjyh
973574 黄色夹克 梁文音 hsjk
571124 可以不爱了 梁文音 kybal
573180 哭过就好了 梁文音 kgjhl
974078 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梁文音 nwsmnmkl
573533 亲爱的是我 梁文音 qadsw
573532 三个愿望 梁文音 sgyw
570933 我不是你想像那么勇敢 梁文音 wbsnxxnmy
973740 想流浪的鱼 梁文音 xlldy
973606 心里的孩子 梁文音 xldhz
973790 亚当苹果 梁文音 ydpg
575221 咬人猫 梁文音 yrm
575220 勇者之歌 梁文音 yzzg
973791 月光地毯 梁文音 ygdt
570763 最幸福的事 梁文音 zxfds
977698 幸福的忘记 xfdwj
573832 满满 mm
507323 快乐人儿 梁小冰 klre
974361 DARLING 梁心颐 d
973020 不敢哭 梁心颐 bgk
901931 当秋天遇上秋天 梁心颐 dqtysqt
901608 胡椒与盐 梁心颐 hjyy
901930 小树 梁心颐 xs
973021 自由灵魂 梁心颐 zylh
569598 下雨天 xyt
973626 比较大的大提琴 bjdddtq
507671 母亲女神 梁艳 mqns
516018 我们的心并不遥远 梁艳 wmdxbbyy
514184 爱不像你这么说 梁雁翎 abxnzms
505991 爱了再说 梁雁翎 alzs

梁静茹/刘若英
梁静茹/卢广仲

K歌情人 梁静茹/品冠
梁静茹/品冠
梁静茹/张智成
梁君诺/中国好声音
梁君诺/中国好声音

梁文音/孙耀威
梁文音/王铮亮

梁心颐/南拳妈妈
梁心颐/周杰伦



516524 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梁雁翎 aznyxbddd
500539 摆脱 梁雁翎 bt
503461 不了情 梁雁翎 blq
506289 不要道歉 梁雁翎 bydq
512985 不再为你等待 梁雁翎 bzwndd
500741 初恋 梁雁翎 cl
510317 打不开的锁 梁雁翎 dbkds
516581 对你的思念总是特别深 梁雁翎 dndsnzstb
510476 多情多烦恼 梁雁翎 dqdfn
514449 该是休息的时候 梁雁翎 gsxxdsh
506780 告别昨日 梁雁翎 gbzr
516303 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 梁雁翎 lkngbandr
516304 两个人一个梦一颗心 梁雁翎 lgrygmykx
511126 美丽的心情 梁雁翎 mldxq
507710 南屏晚钟 梁雁翎 npwz
504470 你好吗 梁雁翎 nhm
507811 你怎么说 梁雁翎 nzms
513488 恰似你的温柔 梁雁翎 qsndwr
515885 欠你的情欠你的意 梁雁翎 qndqqndy
507944 亲亲如我 梁雁翎 qqrw
501882 情爱 梁雁翎 qa
511421 情长路更长 梁雁翎 qclgc
507995 情人玫瑰 梁雁翎 qrmg
513535 让我一个人走 梁雁翎 rwygrz
511657 谁也没有赢 梁雁翎 symyy
508398 谈情说爱 梁雁翎 tqsa
516430 我可以一个人好好过 梁雁翎 wkyygrhhg
508940 相思河畔 梁雁翎 xshp
515282 像雾像雨又像风 梁雁翎 xwxyyxf
509044 心甘情愿 梁雁翎 xgqy
509233 一等再等 梁雁翎 ydzd
516136 因为明天要说再见 梁雁翎 ywmtyszj
512593 掌声响起 梁雁翎 zsxq
512614 真的爱我吗 梁雁翎 zdawm
515929 伤过的心可以重来 sgdxkycl
510479 多少个夜晚 dsgyw
506333 彩云追月 cyzy
976752 爱不动了 梁一贞 abdl
971146 爱没那么简单 梁一贞 amnmjd
975036 还是想你 梁一贞 hsxn
971145 恋人的祝福 梁一贞 lrdzf
976751 没有了 梁一贞 myl
975035 秘密呼吸 梁一贞 mmhx
976750 名为幸福 梁一贞 mwxf
975037 那面墙 梁一贞 nmq
562276 说爱我 梁一贞 saw
971144 天旋地转 梁一贞 txdz
971147 玩具 梁一贞 wj

梁雁翎/蔡济文
梁雁翎/蒋志光
梁耀安/蒋文端



564706 微笑眼泪 梁一贞 wxyl
976749 下一个心愿 梁一贞 xygxy
975034 知心朋友 梁一贞 zxpy
880936 只是想要告诉你 zsxygsn
501215 花街 梁勇 hj
500010 AMOUR 梁咏琪 a
974904 BUTTERFLY KISSES 梁咏琪 bk
505813 I WISH I WAS 梁咏琪 iwiw
500117 SPAGHETTI 梁咏琪 s
505901 爱的代价 梁咏琪 addj
571732 梁咏琪 adqg
505963 爱断了线 梁咏琪 adlx
505977 爱很简单 梁咏琪 ahjd
509957 爱能不能戒 梁咏琪 anbnj
503283 爱情海 梁咏琪 aqh
517363 爱情黑盒子 梁咏琪 aqhhz
503294 爱上他 梁咏琪 ast
512904 暗恋也很快乐 梁咏琪 alyhkl
500524 凹凸 梁咏琪 at
506129 拔河比赛 梁咏琪 bhbs
500535 白蚁 梁咏琪 by
700535 白蚁 梁咏琪 by
565681 搬家 梁咏琪 bj
510172 不跟你走了 梁咏琪 bgnzl
506288 不想占有 梁咏琪 bxzy
562490 沉迷 梁咏琪 cm
516562 聪明的女人爱情黑盒子 梁咏琪 cmdnraqhh
571655 错过 梁咏琪 cg
503624 大魔头 梁咏琪 dmt
503655 胆小鬼 梁咏琪 dxg
510379 当我爱上你 梁咏琪 dwasn
510436 懂得爱自己 梁咏琪 ddazj
500911 短发 梁咏琪 df
700911 短发 梁咏琪 df
500925 多少 梁咏琪 ds
510540 该怎么爱你 梁咏琪 gzman
565489 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 gzjdqg
503859 归属感 梁咏琪 gsg
503936 很高兴 梁咏琪 hgx
501202 湖水 梁咏琪 hs
971826 蝴蝶吻 梁咏琪 hdw
501211 花火 梁咏琪 hh
974944 换约 梁咏琪 hy
507147 简单生活 梁咏琪 jdsh
501376 戒指 梁咏琪 jz
510866 紧急的眼泪 梁咏琪 jjdyl
504165 口香糖 梁咏琪 kxt
704165 口香糖 梁咏琪 kxt

梁一贞/施文彬

爱得起(国)



501518 泪光 梁咏琪 lg
571463 礼物 梁咏琪 lw
501570 聊天 梁咏琪 lt
507656 魔幻季节 梁咏琪 mhjj
501738 难言 梁咏琪 ny
504455 闹情绪 梁咏琪 nqx
507782 你是她的 梁咏琪 nstd
560192 偏见 梁咏琪 pj
507900 气象报告 梁咏琪 qxbg
508044 全年无休 梁咏琪 qnwy
514921 如果不是爱上你 梁咏琪 rgbsasn
521390 伤心寻回犬 梁咏琪 sxxhq
502066 神说 梁咏琪 ss
560193 顺时针 梁咏琪 ssz
560632 四季的故事 梁咏琪 sjdgs
511731 天使与海豚 梁咏琪 tsyht
711731 天使与海豚 梁咏琪 tsyht
502286 透明 梁咏琪 tm
508683 我的方式 梁咏琪 wdfs
505058 我很好 梁咏琪 whh
516020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梁咏琪 wmhydssj
513818 我要一种感觉 梁咏琪 wyyzgj
512037 我只在乎你 梁咏琪 wzzhn
502447 洗脸 梁咏琪 xl
513890 向左走向右走 梁咏琪 xzzxyz
571464 谢谢你这些日子 梁咏琪 xxnzxrz
502601 新鲜 梁咏琪 xx
702601 新鲜 梁咏琪 xx
502763 阴天 梁咏琪 yt
560633 游牧民族 梁咏琪 ymmz
505565 有时候 梁咏琪 ysh
565488 原来爱情这么伤 梁咏琪 ylaqzms
563682 原来是你 梁咏琪 ylsn
512510 缘份手牵起 梁咏琪 yfsqq
512674 至少还有你 梁咏琪 zshyn
505708 中意他 梁咏琪 zyt
705708 中意他 梁咏琪 zyt
509787 自由落体 梁咏琪 zylt
509838 左脚右脚 梁咏琪 zjyj
512792 左手无名指 梁咏琪 zswmz
974497 路过爱情 梁又琳 lgaq
976085 路过爱情 梁又琳 lgaq
512902 爱只是一个字 梁朝伟 azsygz
500664 沧桑 梁朝伟 cs
506472 错在多情 梁朝伟 czdq
706472 错在多情 梁朝伟 czdq
500999 风沙 梁朝伟 fs
501686 名字 梁朝伟 mz



515837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梁朝伟 nsrcnywj
511561 伤心的情人 梁朝伟 sxdqr
502256 挑逗 梁朝伟 td
508618 为情所困 梁朝伟 wqsk
708618 为情所困 梁朝伟 wqsk
515146 我会伤了你的心 梁朝伟 whslndx
513993 一天一点爱恋 梁朝伟 ytydal
713993 一天一点爱恋 梁朝伟 ytydal
561818 应该看过 梁朝伟 ygkg
512602 这次是真的 梁朝伟 zcszd
514109 只怕留不住你 梁朝伟 zplbzn
505133 无间道 wjd
420510 wjd
420511 wjd
424314 2046 -
515968 天下无双天啦地啦 txwstldl
505768 天下无双之醉一场 txwszzyc
506999 花样年华 hynh
511888 我很需要你 whxyn
981429 我家有个小九妹 梁祝 wjygxjm
571876 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 wdsjbnmyn
510879 九九艳阳天 jjyyt
710879 九九艳阳天 jjyyt
514720 绵桂花开十里香 mghkslx
714720 绵桂花开十里香 mghkslx
506144 白云深处 廖百威 bysc
974034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廖昌永 fqdcymqdh
976331 母爱 廖昌永 ma
511532 桑塔露齐亚 廖昌永 stlqy
976330 桃花魂 廖昌永 thh
569023 我们的梦想 wmdmx
975081 廖大森 xfdd
572977 素芬 廖健 sf
570823 别哭宝贝 廖晶 bkbb
570824 天使魔鬼 廖晶 tsmg
562813 等等等等 廖隽嘉 dddd
603237 花之恋 廖隽嘉 hzl
569915 嘉油站 廖隽嘉 jyz
602991 嘉油站 廖隽嘉 jyz
574023 表达爱 bda
976332 心在草原飞 廖芊芊 xzcyf
565538 快乐圣诞 廖伟力 klsd
971362 其实没有那么寂寞 廖文强 qsmynmjm
970180 LP 廖语晴 l
970460 LP 廖语晴 l
970228 爱没错 廖语晴 amc
970458 爱没错 廖语晴 amc
970229 爱喔爱 廖语晴 awa

梁朝伟/刘德华
无间道01 梁朝伟/刘德华
无间道02 梁朝伟/刘德华

梁朝伟/王菲
梁朝伟/王菲
梁朝伟/王菲
梁朝伟/吴恩琪
梁朝伟/杨千嬅

梁紫丹/网络歌手
寥莎/叶茅
寥莎/叶茅
寥莎/叶茅
寥莎/叶茅

廖昌永/张娜拉
幸福的DJ

廖君/林俊杰



970459 爱喔爱 廖语晴 aoa
508614 为你忘情 廖中 wnwq
514893 让我安慰你的心 廖忠 rwawndx
572871 我爱泡泡 wapp
563401 爱上你 林宝 asn
563402 爱无边 林宝 awb
562485 耳环 林宝 eh
561695 教我 林宝 jw
507361 蓝色月光 林宝 lsyg
707361 蓝色月光 林宝 lsyg
560188 秘密海 林宝 mmh
971385 情人的眼泪 林宝 qrdyl
971384 上海歌姬 林宝 shgj
562484 双子 林宝 sz
516193 林宝 zyflells
563403 终于要离开 林宝 zyylk
561601 永远的恋人 yydlr
977212 拜心女王 林采缇 bxnw
977189 边爱边胡闹 林采缇 babhn
976704 隐形去看你 林采缇 yxqkn
977630 爱上你不奇怪 asnbqg
569466 爱拖欠 atq
503485 不再问 林宸希 bzw
501846 牵绊 林宸希 qb
571963 让我最后一次牵你的手 林辰星 rwzhycqnd
505980 爱恨纠缠 林翠萍 ahjc
505996 爱你爱你 林翠萍 anan
503784 风飞沙 林翠萍 fs
514502 何必在乎你是谁 林翠萍 hbzhnss
504305 落花情 林翠萍 lhq
507496 落日时分 林翠萍 lrsf
504386 梦难留 林翠萍 mnl
511339 徘徊十字路 林翠萍 fhszl
504590 情难离 林翠萍 qnl
514867 情深浓各分西东 林翠萍 qsngfxd
514892 让我爱你到永远 林翠萍 rwandyy
514899 让我想起爱的歌 林翠萍 rwxqadg
512064 无缘偕白首 林翠萍 wyxbs
508898 熄灭的梦 林翠萍 xmdm
505220 相思海 林翠萍 xsh
572565 重来的力量 林道远 zldll
570648 喜庆新年乐 xqxnl
561052 孩子的祷告 林恩德 hzddg
503193 OLD PHONE BOOK 林帆 opb
509978 爱情超能力 林帆 aqcnl
503707 都是他 林帆 dst
500186 结 林帆 j
515807 能不能够停止爱你 林帆 nbngtzan

廖子俞/小鱼儿

只有分离2003

林宝/许绍洋

林采欣/唐从圣
林灿鸿/网络歌手

林德荣/颜薇恩



514974 什么都可以忘记 林帆 smdkywj
512355 一个人生活 林帆 ygrsh
970230 一个人生活 林帆 ygrsh
970472 一个人生活 林帆 ygrsh
512556 再见西雅图 林帆 zjxyt
505635 怎么能 林帆 zmn
503692 掉眼泪 dyl
514724 明明白白我的心 mmbbwdx
515194 我愿意说我爱你 wyyswan
976581 爱是最美的事情 林凡 aszmdsq
974958 不痛不快 林凡 btbk
971479 告别像低迴温婉的小调 林凡 gbxdhwwdx
901952 记得懂得舍得 林凡 jdddsd
973572 你还在 林凡 nhz
972415 缺口 林凡 qk
971480 睡在一起的知己 林凡 szyqdzj
971587 痛痒 林凡 ty
901683 五天几年 林凡 wtjn
972982 幸福很突然 林凡 xfhtr
901716 眼泪流回去 林凡 yllhq
901684 这样爱你好可怕 林凡 zyanhkp
901625 重伤 林凡 zs
974498 听你说 tns
573527 爱爱爱 林峰 aaa
573530 霍元甲 林峰 hyj
573512 你不在 林峰 nbz
972694 顽石点头 林峰 wsdt
575813 林峰 wmhhg
568228 林峰 wsygbasgd
573518 我愿意 林峰 wyy
573519 我真的受伤了 林峰 wzdssl
567663 现实丢弃的爱情 林峰 xsdqdaq
573521 月亮代表谁的心 林峰 yldbsdx
573505 千里之外 qlzw
564649 我是一个被爱伤过的人 wsygbasgd
981179 明天以后 mtyh
570363 mtyhg
564827 红色木乃伊 林冠呤 hsmny
564826 就赎 林冠呤 js
565016 林冠吟 hlf
565017 不成比例 林冠吟 bcbl
507074 毁灭爱情 林冠吟 hmaq
501291 火星 林冠吟 hx
501560 梁祝 林冠吟 lz
564623 冒险爱情 林冠吟 mxaq
501867 秦俑 林冠吟 qy
564622 丝路 林冠吟 sl
560181 太笨 林冠吟 tb

林帆/蔡济文
林帆/李家发
林帆/孙富锦

林凡/郁可唯

我们很好(囯)
我是一个被爱伤过的人之DJ

林峰/王祖蓝
林峰/网络歌手
林峰/泳儿

明天以后(国) 林峰/泳儿

107号牢房



502630 凶手 林冠吟 xs
561811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林海峰 nszhdnzdm
505841 SAY YES MY GIRL 林汉扬 symg
514260 把心给了你以后 林汉扬 bxglnyh
574753 既然有人比我更爱你 林华勇 jryrbwgan
505932 爱的旅途 林慧萍 adlt
567196 风吹草动 林慧萍 fccd
501042 感冒 林慧萍 gm
510825 结发一辈子 林慧萍 jfybz
567195 戒痕 林慧萍 jh
515753 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林慧萍 kyygkywr
504594 情难枕 林慧萍 qnz
501925 情钟 林慧萍 qz
502328 往昔 林慧萍 wx
513709 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萍 wlwsnr
508632 温情犹在 林慧萍 wqyz
513794 我是如此爱你 林慧萍 wsrcan
512826 爱到没有未来 林吉玲 admywl
505805 I LOVE MY CITY 林佳仪 ilmc
506061 爱人小心 林佳仪 arxx
506920 何必可惜 林佳仪 hbkx
507230 决定去爱 林佳仪 jdqa
511089 没有你的我 林佳仪 myndw
513429 你伤了我的心 林佳仪 nslwdx
502567 心动 林佳仪 xd
516773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林佳仪 ygrdwyrhw
506110 爱只有你 azyn
567206 牺牲 xs
500843 等待 dd
500443 SOUL MATE 林嘉欣 sm
507432 恋之风景 林嘉欣 lzf
560183 六楼后座之幸福 林嘉欣 llhzzxf
511101 美好的原点 林嘉欣 mhdyd
560184 女明星 林嘉欣 nmx
560186 我不怕 林嘉欣 wbp
560185 想念动作 林嘉欣 xndz
505562 有点想 林嘉欣 ydx
509821 最后我们 林嘉欣 zhwm
571961 不可以太想我 林家小妹 bkytxw
603238 不可以太想我 林家小妹 bkytxw
571865 给心情放假 林家小妹 gxqf
575214 外婆的爱 林家小妹 wpda
571738 我想抱着你 林家小妹 wxbzn
571319 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林健辉 wtjyrjnbb
568942 原来我最爱的人是你不是他 林健辉 ylwzadrsn
569448 给我一次疼你的机会 林剑衡 gwyctndjh
975031 不够狠 林建辉 bgh
975033 好流氓 林建辉 hlm

林佳仪/陈晓东
林佳仪/王杰
林佳仪/庄立帆



975032 内伤 林建辉 ns
977648 蒲菊雨 林靖雨 pjy
977190 写的是夏天 林靖雨 xdsxt
976083 爱情三十六记 林军 aqsslj
976232 飞机 f
562056 再遇 林俊辉 zy
880813 always online 林俊杰 ao
566952 BABY BABY 林俊杰 bb
566887 K-O 林俊杰 k
971134 LOVE UU 林俊杰 lu
976016 ONE SHOT 林俊杰 os
970728 WE TOGETHER 林俊杰 wt
971135 WE TOGETHER 林俊杰 wt
574389 X 林俊杰 x
981464 爱 林俊杰 a
563445 林俊杰 aqy
510028 爱上外星人 林俊杰 aswxr
901502 爱笑的眼睛 林俊杰 axdyj
981467 爱要怎么说出口 林俊杰 ayzmsck
569322 爱与希望 林俊杰 ayxw
573822 背对背拥抱 林俊杰 bdbyb
560180 林俊杰 bh
563185 波间带 林俊杰 bjd
570017 不潮不用花钱 林俊杰 bcbyhq
971136 不存在的情人 林俊杰 bczdqr
500617 不懂 林俊杰 bd
567522 不流泪的机场 林俊杰 blldjc
563379 不死之身 林俊杰 bszs
981352 不为谁而作的歌 林俊杰 bwsezdg
562702 曹操 林俊杰 cc
500721 翅膀 林俊杰 cb
700721 翅膀 林俊杰 cb
981470 崇拜 林俊杰 cb
981474 林俊杰 dcliyc
506494 大家闺秀 林俊杰 djgx
566888 大男人小女孩 林俊杰 dnrxnh
561933 盗 林俊杰 d
506564 第二天堂 林俊杰 det
573663 林俊杰 djgt
500892 冻结 林俊杰 dj
700892 冻结 林俊杰 dj
506602 豆浆油条 林俊杰 djyt
503761 放了你 林俊杰 fln
971137 故事细腻 林俊杰 gsxn
501144 害怕 林俊杰 hp
504038 会读书 林俊杰 hds
513204 会有那么一天 林俊杰 hynmyt
970231 记得 林俊杰 jd

林俊峰/林俊杰

爱情YOGURT

编号89757

打错了 IT'S YOUR CHANCE

第几个100天



970426 记得 林俊杰 jd
560179 简简单单 林俊杰 jjdd
501338 江南 林俊杰 jn
562703 进化论 林俊杰 jhl
501395 精灵 林俊杰 jl
981466 精武门 林俊杰 jwm
504125 就是我 林俊杰 jsw
501414 距离 林俊杰 jl
978366 可惜没如果 林俊杰 kxmrg
974568 裂缝中的阳光 林俊杰 lfzdyg
974569 零度的亲吻 林俊杰 lddqw
575549 妈妈的娜鲁娃 林俊杰 mmdnlw
504371 美人鱼 林俊杰 mry
565485 明天 林俊杰 mt
981469 末班车 林俊杰 mbc
560177 木乃伊 林俊杰 mny
970730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林俊杰 nxnhmxdm
981472 你是我的唯一 林俊杰 nswdwy
563508 你要的不是我 林俊杰 nydbsw
501766 女儿 林俊杰 ne
504499 女儿家 林俊杰 nej
981465 女儿情 林俊杰 neq
568394 期待你的爱 林俊杰 qdnda
513534 让我心动的人 林俊杰 rwxddr
566554 杀手 林俊杰 ss
560626 莎士比亚的天份 林俊杰 ssbydtf
974567 十秒的冲动 林俊杰 smdcd
563273 熟能生巧 林俊杰 snsq
970232 她说 林俊杰 ts
970406 她说 林俊杰 ts
504899 天使心 林俊杰 tsx
561932 听不懂没关系 林俊杰 tbdmgx
560178 突然累了 林俊杰 trll
565484 忘记 林俊杰 wj
570018 我还想她 林俊杰 whxt
972935 我很想爱他 林俊杰 whxat
981402 我怀念的 林俊杰 whnd
981473 我怀念的 林俊杰 whnd
901532 握不住的他 林俊杰 wbzdt
560625 无尽的思念 林俊杰 wjdsn
566825 西界 林俊杰 xj
508949 相信爱情 林俊杰 xxaq
508951 相信无限 林俊杰 xxwx
512269 星空下的吻 林俊杰 xkxdw
502616 星球 林俊杰 xq
974422 修炼爱情 林俊杰 xlaq
970729 学不会 林俊杰 xbh
502679 压力 林俊杰 yl



560176 一千年以后 林俊杰 yqnyh
974566 以后要做的事 林俊杰 yhyzds
509351 意乱情迷 林俊杰 ylqm
974418 因你而在 林俊杰 ynez
570019 由你选择 林俊杰 ynxz
973739 御龙三国志 林俊杰 ylsgz
562701 原来 林俊杰 yl
563380 只对你说 林俊杰 zdns
575211 转动 林俊杰 zd
981471 追风筝的孩子 林俊杰 zfzdhz
509777 子弹列车 林俊杰 zdlc
566996 自由不变 林俊杰 zybb
570020 醉赤壁 林俊杰 zcb
569786 抢玫瑰 qmg
575210 感动每一刻 gdmyk
573821 加油 jy
974075 故人香 林俊逸 grx
976601 让世界都听见 林俊逸 rsjdtj
976082 游子吟 林俊逸 yzy
976203 月光河 林俊逸 ygh
974415 月光咏叹 林俊逸 ygyt
971481 爱走了 林埈永 azl
976115 THE STORY ts
515762 离不开爱情的女人 林里嫔 lbkaqdnr
571959 别哭了 林丽 bkl
571158 离开以后 林丽 lkyh
571960 想见你 林丽 xjn
501027 负心 林立洋 fx
974980 等你一句话 林良欢 dnyjh
974979 恨爱情 林良欢 haq
972984 眉毛也爱笑 林良欢 mmyax
972983 无声的爱 林良欢 wsda
506891 好大的风 林良乐 hddf
574026 兜兜风 林绫 ddf
573831 在我身边 林绫 zwsb
573665 真爱的旅行 林绫 zadlh
512923 半梦半醒之间 林隆璇 bmbxzj
574756 别人的情歌比我好听 林隆璇 brdqgbwht
562540 藏经阁 林隆璇 cjg
503750 防风林 林隆璇 f
574757 放晴 林隆璇 fq
513326 留不住的故事 林隆璇 lbzdgs
511070 落寞情人街 林隆璇 lmqrj
501783 偶遇 林隆璇 oy
574758 桃花源 林隆璇 thy
511811 为爱往前飞 林隆璇 wawqf
513730 我爱你这样深 林隆璇 wanzys
515144 我还是爱你到老 林隆璇 whsandl

林俊杰/林宇中
林俊杰/群星
林俊杰/姚中仁

林乐伟/张祖诚



516034 我是多么认真对你 林隆璇 wsdmrzdn
502566 心动 林隆璇 xd
509040 心焚如火 林隆璇 xfrh
515486 这爱情谁对谁错 林隆璇 zaqsdsc
512670 只愿为你等 林隆璇 zywnd
500277 追 林隆璇 z
515947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snjdwdsx
574755 怎么开始忘了 zmkswl
701593 流言 ly
516638 你可曾听到心碎的声音 林蒙 nkctdxsds
570656 爱在心中说不出口 林木 azxzsbck
570835 别想我再为你流泪 林木 bxwzwnll
570836 玻璃爱情 林木 blaq
570833 伤了几千回 林木 sljqh
570834 伤心分我一半 林木 sxfwyb
570837 谁是你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林木 ssnzbzzad
570652 天亮以后说分手 林木 tlyhsfs
570653 天涯海角的爱情 林木 tyhjdaq
573178 我愿为你 林木 wywn
570654 小心女人的话 林木 xxnrdh
570655 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 林木 ydanjydhn
576095 剩男剩女 snsn
880591 剩男剩女 林木栋升 snsn
506441 春回大地 林霈柔 chdd
574759 哎呦 林鹏 ay
574762 爱的歌 林鹏 adg
574761 放逐 林鹏 fz
574760 幸运链 林鹏 xyl
515984 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林萍 wwmdjthc
715984 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林萍 wwmdjthc
509775 追逐的梦 林萍 zzdm
511814 为今天喝彩 wjthc
572229 不愿被爱出卖 林蔷 bybacm
602995 不愿被爱出卖 林蔷 bybacm
572231 男人也会为爱流泪 林蔷 nryhwall
602996 男人也会为爱流泪 林蔷 nryhwall
572230 你是我心中的宝贝 林蔷 nswxzdbb
602997 你是我心中的宝贝 林蔷 nswxzdbb
602998 我的爱请别走 林蔷 wdaqbz
575218 爱之海 azh
504884 天地醉 林青霞 tdz
501127 孩子 林秋燕 hz
508202 生活演员 林秋燕 shyy
971394 爱一半 林柔均 ayb
971387 关怀 林柔均 gh
971391 恋爱毕业生 林柔均 labys
971395 闪一边 林柔均 syb
971389 尾班车 林柔均 wbc

林隆璇/陈筱涓
林隆璇/张芸京
林隆璇/周慧敏

林木/刘栋升

林萍/中国力量

林青/刘晓青



971393 无甘 林柔均 wg
971390 心冷 林柔均 xl
971392 愈爱愈后悔 林柔均 yayhh
971388 咱的舞台 林柔均 zdwt
971386 恋爱列车 lalc
573011 决定 林睿一 jd
575217 轮回到下一世 林睿一 lhdxys
575216 美丽单身女人 林睿一 mldsnr
573012 南方女人 林睿一 nfnr
572228 我要用一生为你等待 林森 wyyyswndd
602999 我要用一生为你等待 林森 wyyyswndd
506018 爱情的夜 林姗 aqdy
512936 别让我等太久 林姗 brwdtj
971383 痴情恋梦 林姗 cqlm
974763 可恨又可爱的人 林姗 khykadr
510978 蓝色的玫瑰 林姗 lsdmg
507517 埋葬爱情 林姗 mzaq
513401 难道爱你是错 林姗 ndansc
971380 希望在春天 林姗 xwzct
971381 心内的愿望 林姗 xndyw
971382 心陶醉 林姗 xtz
974764 一间厝 林姗 yjc
971198 你的誓言 ndsy
501595 流云 ly
970703 冷月挂伤痕 lygsh
971595 鸳鸯被 yyb
976680 矛盾爱情 林少纬 mdaq
901836 爱已被你撕碎 林胜天 aybnss
501790 陪酒 林淑娟 pj
971287 再爱一次 zayc
502018 三年 林淑蓉 sn
512010 我怎么哭了 林淑蓉 wzmkl
512399 一样的天空 林淑蓉 yydtk
509836 昨夜星辰 林淑蓉 zyxc
974360 不想放手 林思杰 bxfs
513015 从不流泪的我 林文龙 cblldw
505797 GO ON MY WAY 林熙 gomw
562487 斗牛场 林熙 dnc
976362 我把吉祥送给你 林霞 wbjxsgn
973461 雪雁 林霞 xy
562378 COME WITH ME 林晓培 cwm
503131 GOODBYE MY LOVE 林晓培 gml
561641 MUSIC ALL NIGHT 林晓培 man
500432 SHE KNOWS 林晓培 sk
500452 THIS IS 林晓培 ti
500460 WAKE UP 林晓培 wu
569395 宝藏 林晓培 bc
503390 林晓培 bsj

林柔均/林哲辉

林姗-/誓言
林姗/皓皓
林姗/吴俊宏
林姗/袁小迪

林淑容/罗时丰

悲伤JOHNNY



512933 闭上一只眼睛 林晓培 bsyzyj
516232 别随便说要送我回家 林晓培 bsbsyswhj
500625 不哭 林晓培 bk
569393 不要紧 林晓培 byj
506321 不知好歹 林晓培 bzhd
500159 烦 林晓培 f
506667 放手一搏 林晓培 fsyb
501245 缓慢 林晓培 hm
504085 交叉线 林晓培 jcx
504186 来不及 林晓培 lbj
507528 林晓培 mmdc
507690 那又如何 林晓培 nyrh
707690 那又如何 林晓培 nyrh
504615 缺陷美 林晓培 qxm
504767 谁都爱 林晓培 sda
502075 失忆 林晓培 sy
504744 手太小 林晓培 stx
507170 她的眼泪 林晓培 tdyl
569394 停损点 林晓培 tsd
508805 无疾而终 林晓培 wjez
502562 心动 林晓培 xd
509062 心情阳光 林晓培 xqyg
502639 虚构 林晓培 xg
502875 钥匙 林晓培 ys
502791 永远 林晓培 yy
512472 有你的快乐 林晓培 yndkl
561810 有生之年 林晓培 yszn
516152 又不是非要你的爱 林晓培 ybsfynda
512539 越来越会爱 林晓培 ylyha
512829 爱得深想得多 林心如 adsxdd
560628 爱一个人快乐 林心如 aygrkl
503372 半生缘 林心如 bsy
506194 被爱捉弄 林心如 bazn
706194 被爱捉弄 林心如 bazn
503470 不设防 林心如 bsf
506328 擦身而过 林心如 cseg
706328 擦身而过 林心如 cseg
500653 采心 林心如 cx
503524 长相忆 林心如 cxy
506591 冬眠地图 林心如 dmdt
562590 放心一博 林心如 fxyb
510910 聚散俩依依 林心如 jslyy
575215 落花 林心如 lh
511100 每一种男生 林心如 myzns
570525 谜底 林心如 md
511305 你这样爱我 林心如 nzyaw
508157 山水迢迢 林心如 sst
508307 谁都不爱 林心如 sdba

盲目的CINDERELLA



508217 生死相许 林心如 ssxx
508530 投怀送抱 林心如 thsb
570760 我以为没有看到就好 林心如 wywmykdjh
512116 喜欢下雨天 林心如 xhxyt
502553 笑话 林心如 xh
505360 新浪漫 林心如 xlm
570524 洋葱浓汤 林心如 ycnt
512338 夜宿兰桂坊 林心如 yslgf
516472 一百八十分钟零七秒 林心如 ybbsfzlqm
512388 一生只爱你 林心如 yszan
514045 云深深雨蒙蒙 林心如 yssymm
509620 这一秒钟 林心如 zymz
574024 最好是 林心如 zhs
571962 左右 林心如 zy
603000 左右 林心如 zy
507456 溜溜的她 lldt
512899 爱再靠近一点 azkjyd
501661 梦里 ml
514798 你是风儿我是沙 nsfewss
571120 回到过去 hdgq
976529 小暗恋 林洋 xal
562982 离开古城 林一峰 lkgc
572427 林一峰 rxsb
574752 维多利亚 林一峰 wdly
562987 谢谢侬 林一峰 xx
573306 心雪 林一峰 xx
571958 游子意 林一峰 yzy
571052 与你共枕 林一峰 yngz
603245 与你共枕 林一峰 yngz
562988 遇见 林一峰 yj
509947 爱就是奇迹 林伊帆 ajsqj
572285 COME TO ME 林依晨 ctm
603246 COME TO ME 林依晨 ctm
880911 百褶裙的夏天 林依晨 bzqdxt
563947 非你莫属 林依晨 fnms
510594 孤单北半球 林依晨 gdbbq
880365 花一开就相爱吧 林依晨 hykjxab
572563 接近无限的蓝 林依晨 jjwxdl
603247 靠近一点点 林依晨 kjydd
880366 美好的旅行 林依晨 mhdlh
603248 你 林依晨 n
880956 你有我 林依晨 nyw
880955 守护星 林依晨 shx
572033 甜蜜花园 林依晨 tmhy
603001 甜蜜花园 林依晨 tmhy
572562 依靠 林依晨 yk
572180 萤火虫 林依晨 yhc
603002 萤火虫 林依晨 yhc

林心如/崔永元
林心如/汤钧禧
林心如/周杰
林心如/周杰
林芯仪/张震岳

燃(欣赏版)



573820 完美的离开 林依霖 wmdlk
573662 信仰 林依霖 xy
500473 嗳哟 林依伦 ay
516515 爱你爱得最深情的时候 林依伦 anadzsqds
515603 爱你却为何离开你 林依伦 anqwhlkn
503286 爱情鸟 林依伦 aqn
503321 林依伦 azl
506162 伴我同行 林依伦 bwtx
515626 别告诉我你曾哭过 林依伦 bgswnckg
510334 大家来跳舞 林依伦 djltw
516246 带着你的故事跟我走 林依伦 dzndgsgwz
513116 赶走心里的鬼 林依伦 gzxldg
515696 告诉明天再次辉煌 林依伦 gsmtzchh
506953 红色玫瑰 林依伦 hsmg
510766 火火的歌谣 林依伦 hhdgy
507113 寂寞独白 林依伦 jmdb
501619 锣鼓 林依伦 lg
511489 人活二十多 林依伦 rhesd
511509 如果爱搁浅 林依伦 rgagq
515936 十二座光阴的小城 林依伦 sezgydxc
516405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林依伦 tgkmxhdyl
513725 问花问路问你 林依伦 whwlwn
511844 蜗牛的独舞 林依伦 wnddw
515208 我只想好好爱你 林依伦 wzxhhan
505257 消息树 林依伦 xxs
502564 心动 林依伦 xd
513931 新北京新奥运 林依伦 xbjxay
505462 夜来烧 林依伦 yls
509527 月色撩人 林依伦 yslr
569932 靠近你温暖我 林依轮 kjnwnw
567618 灿烂的明天 林义忠 cldmt
567520 单纯的心 林义忠 dcdx
567419 放下我的情感 林义忠 fxwdqg
567521 美 林义忠 m
567617 年轻的心 林义忠 nqdx
567418 千古不变 林义忠 qgbb
500294 BETTER MAN 林忆莲 bm
509874 I'M NOT STRONG ENOUGH 林忆莲 inse
512815 IT WASN'T MEANT TO BE 林忆莲 iwmtb
500380 LET GO 林忆莲 lg
700380 LET GO 林忆莲 lg
514192 爱过我的每一天 林忆莲 agwdmyt
51621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林忆莲 asygbhjdr
514291 不必在乎我是谁 林忆莲 bbzhwss
503457 不还你 林忆莲 bhn
514295 不会结束的故事 林忆莲 bhjsdgs
500801 存在 林忆莲 cz
510399 等你说爱我 林忆莲 dnsaw

爱在2000



506681 非爱不可 林忆莲 fabk
506674 飞的理由 林忆莲 fdly
500971 飞翔 林忆莲 fx
501004 风筝 林忆莲 fz
972812 盖亚 林忆莲 gy
506795 给你自己 林忆莲 gnzj
514526 还是不要说抱歉 林忆莲 hsbysbq
501195 忽忽 林忆莲 hh
507051 回到原来 林忆莲 hdyl
707051 回到原来 林忆莲 hdyl
973019 寂寞拥挤 林忆莲 jmyj
507284 铿锵玫瑰 林忆莲 kqmg
501546 理由 林忆莲 ly
511022 林忆莲 lgrdl
501582 领悟 林忆莲 lw
504287 龙卷风 林忆莲 ljf
511091 没有人抽烟 林忆莲 myrcy
504358 玫瑰香 林忆莲 mgx
507615 梦醒时分 林忆莲 mxsf
565019 面对面 林忆莲 mdm
501695 明明 林忆莲 mm
507666 默读伤悲 林忆莲 mdsb
564799 南方的风 林忆莲 nfdf
515820 你给我的爱不是爱 林忆莲 ngwdabsa
513443 你我都没有错 林忆莲 nwdmyc
507855 盼你在此 林忆莲 pnzc
501814 破晓 林忆莲 px
501855 前尘 林忆莲 qc
511431 情人的眼泪 林忆莲 qrdyl
711431 情人的眼泪 林忆莲 qrdyl
513506 情深本难解释 林忆莲 qsbnjs
513519 让爱人去流浪 林忆莲 rarqll
502038 伤痕 林忆莲 sh
513594 舍不得说再见 林忆莲 sbdszj
502076 失踪 林忆莲 sz
972852 柿子 林忆莲 sz
505717 属于我 林忆莲 syw
515052 听说爱情回来过 林忆莲 tsaqhlg
515083 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忆莲 wnwslfc
512041 我坐在这里 林忆莲 wzzzl
981481 无赖 林忆莲 wl
972851 无言歌 林忆莲 wyg
564800 相信 林忆莲 xx
509047 心结难解 林忆莲 xjnj
973259 也许 林忆莲 yx
505468 夜来香 林忆莲 ylx
505475 夜太黑 林忆莲 yth
564509 一个人 林忆莲 ygr

两个人的路(无原唱)



509398 永远爱你 林忆莲 yyan
562275 有泪尽情流 林忆莲 yljql
570649 诱惑的街 林忆莲 yhdj
509466 与爱长流 林忆莲 yacl
509509 远走高飞 林忆莲 yzgf
512587 站在第一排 林忆莲 zzdyp
509616 这些那些 林忆莲 zxnx
505689 纸飞机 林忆莲 zf
512677 至少还有你 林忆莲 zshyn
712677 至少还有你 林忆莲 zshyn
502999 重遇 林忆莲 cy
515565 走在大街的女子 林忆莲 zzdjdnz
509818 最好的事 林忆莲 zhds
508761 我心仍在 wxrz
973481 暖 n
974902 公主没病 林逸欣 gzmb
974903 我是个骗子 林逸欣 wsgpz
974889 作对 林逸欣 zd
571320 深深 林吟蔚 ss
500104 SARA 林佑威 s
563184 存在的目的 林佑威 czdmd
504644 三拍子 林佑威 spz
562483 喜欢 林佑威 xh
976747 幸福的声音 林佑威 xfdsy
515473 在这个冷的世界 林佑威 zzgldsj
974943 RUNAWAY MAMA 林宥嘉 rm
569538 爱情是圆的 林宥嘉 aqsyd
575213 背影 林宥嘉 by
569255 病态 林宥嘉 bt
569185 伯乐 林宥嘉 bl
569392 残酷月光 林宥嘉 ckyg
573829 耳朵 林宥嘉 ed
573397 感同身受 林宥嘉 gtss
573177 看见什么吃什么 林宥嘉 kjsmcsm
973534 浪费 林宥嘉 lf
971825 勉强幸福 林宥嘉 mqxf
972396 勉强幸福 林宥嘉 mqxf
567725 那首歌 林宥嘉 nsg
575212 你是我的眼 林宥嘉 nswdy
976765 请说 林宥嘉 qs
569186 神秘嘉宾 林宥嘉 smjb
973573 拾荒 林宥嘉 sh
573307 说谎 林宥嘉 sh
974877 思凡 林宥嘉 sf
976764 想念 林宥嘉 xn
970233 想自由 林宥嘉 xzy
970464 想自由 林宥嘉 xzy
573664 歇斯底里 林宥嘉 xsdl

林忆莲/杜德伟
林忆莲/伦永亮



573828 心酸 林宥嘉 xs
569256 眼色 林宥嘉 ys
974783 诱 林宥嘉 y
974810 越反越爱 林宥嘉 yfya
976748 早开的晚霞 林宥嘉 zkdwx
970234 自然醒 林宥嘉 zrx
569080 传说 cs
880244 不转木马 林宇中 bzmm
566158 苍蝇的泪滴 林宇中 cydld
569536 干物女 林宇中 gwn
562705 工体北 林宇中 gtb
880993 活到一百岁 林宇中 hdybs
562415 靠岸 林宇中 ka
566827 淋雨中 林宇中 lyz
880268 路过的新娘 林宇中 lgdxn
569871 瓶盖 林宇中 pg
880269 七天追到你 林宇中 qtzdn
562414 失恋学 林宇中 slx
569870 幸福马戏团 林宇中 xfmxt
566073 旋律 林宇中 xl
563186 寻找 林宇中 xz
565018 讯号 林宇中 xh
880994 优雅的分手 林宇中 yydfs
566826 余兴节目 林宇中 yxjm
569537 远远 林宇中 yy
562704 再见 林宇中 zj
565486 残梦 林玉英 cm
510384 倒满一杯酒 林玉英 dmybj
563188 林玉英 dswdc
513386 默默的祝福你 林玉英 mmdzfn
565487 让爱远走 林玉英 rayz
565413 石沉大海 林玉英 scdh
513869 相见不如怀念 林玉英 xjbrhn
505222 相思泪 林玉英 xsl
565412 一片流云 林玉英 yply
563497 stsdhy
563436 sdqg
563437 sg
563496 zybfl
971306 林育群 fdxf
901644 it's my time 林育群 imt
971308 TONIGHT I'M NOT ALONE 林育群 tina
974530 人海中遇见你 林育群 rhzyjn
975561 星星 xx
971143 相信爱 xxa
901626 存在 林育韦 cz
880460 爱情伤心雨 林芋先 aqsxy
566686 眼泪 林苑 yl

林宥嘉/刘力扬

都是我的错(无原唱)

沙滩上的回忆(无原唱) 林玉英/夏国星
山地情歌(无原唱) 林玉英/夏国星
山谷(无原唱) 林玉英/夏国星
再也不分离(无原唱) 林玉英/夏国星
100分的幸福

林育群/中国好声音
林育群/中孝介



566676 我真的受伤了 wzdssl
974978 那个夏天 林正 ngxt
976681 我不是他 林正 wbst
976631 因为有你 ywyn
574754 我不懂 林正豪 wbd
603003 我的主打歌 林正豪 wdzdg
510836 今生情不变 林志豪 jsqbb
573830 带我飞 林志玲 dwf
561808 彩虹下的约定 林志美 chxdyd
566250 MISS MAMA 林志炫 mm
503200 OPEN YOUR EYES 林志炫 oye
570761 SHE'S GONE 林志炫 sg
509891 THE NIGHT WE SAY GOODBYE 林志炫 tnwsg
503264 爱懂得 林志炫 add
510011 爱情酿的酒 林志炫 aqndj
503480 不要问 林志炫 byw
506322 不知所措 林志炫 bzsc
506397 乘风破浪 林志炫 cfpl
514344 从来不肯对你说 林志炫 clbkdns
503630 大人物 林志炫 drw
510356 单身的感觉 林志炫 dsdgj
506519 单身情歌 林志炫 dsqg
500885 懂事 林志炫 ds
510467 多帮别人想 林志炫 dbbrx
560190 鳄鱼的眼泪 林志炫 eydyl
500958 放手 林志炫 fs
500163 飞 林志炫 f
977679 凤凰花开的路口 林志炫 fhhkdlk
901718 浮夸 林志炫 f
976036 浮夸 林志炫 f
515701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林志炫 gnyxbgyx
506982 花房姑娘 林志炫 hfgn
504021 黄丝带 林志炫 hsd
514535 回到相爱的地方 林志炫 hdxaddf
507063 回头想想 林志炫 htxx
514580 今夜是否想起我 林志炫 jysfxqw
562538 进退两难 林志炫 jtln
513255 句句真情的话 林志炫 jjzqdh
507319 快乐老家 林志炫 kllj
501540 离人 林志炫 lr
501575 了解 林志炫 lj
570762 没离开过 林志炫 mlkg
513359 每天想你一遍 林志炫 mtxnyb
514714 蒙娜丽莎的眼泪 林志炫 mnlsdyl
714714 蒙娜丽莎的眼泪 林志炫 mnlsdyl
513416 你的愁我的梦 林志炫 ndcwdm
974532 你的眼神 林志炫 ndys
507760 你的样子 林志炫 ndyz

林苑/张学友

林正/郑宇伶



515838 你是我前世的知己 林志炫 nswqsdzj
511314 年轻的日子 林志炫 nqdrz
501804 漂鸟 林志炫 pn
562536 让爱作主 林志炫 razz
504622 让我爱 林志炫 rwa
514922 如果不是因为你 林志炫 rgbsywn
516379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林志炫 rgnbxxxqw
513564 三个人的痛苦 林志炫 sgrdtk
504647 散了吧 林志炫 slb
504694 少年游 林志炫 sny
560630 时光倒流 林志炫 sgdl
564405 时机 林志炫 sj
511621 时间的味道 林志炫 sjdwd
516690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林志炫 slnylsjyr
560631 熟男情歌 林志炫 snqg
560189 说不出的告别 林志炫 sbcdgb
504935 万人迷 林志炫 wrm
511835 温柔的拒绝 林志炫 wrdjj
516007 我的眼流下你的泪 林志炫 wdylxndl
505118 我愿意 林志炫 wyy
508815 无路可退 林志炫 wlkt
516082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林志炫 xhnxzdyz
513860 现在我这么想 林志炫 xzwzmx
515247 相爱的最后一天 林志炫 xadzhyt
505219 相亲记 林志炫 xqj
509043 心甘情愿 林志炫 xgqy
502575 心上 林志炫 xs
512245 心痛的感觉 林志炫 xtdgj
505393 许愿池 林志炫 xyc
564406 阳光赶快来 林志炫 yggkl
509230 一错再错 林志炫 yczc
974533 御龙铭千古 林志炫 ylmqg
502879 晕眩 林志炫 yx
502950 征服 林志炫 zf
502964 蜘蛛 林志炫 zz
514108 林志炫 zgnjfy
509686 只为你唱 林志炫 zwnc
515534 至少对你有份爱 林志炫 zsdnyfa
512710 抓住一颗心 林志炫 zzykx
503029 追寻 林志炫 zx
562537 走了 林志炫 zl
506684 非你莫属 fnms
974441 烟花易冷 yhyl
512470 有梦有朋友 ymypy
976084 EASY LOVER el
515414 有些女人不能碰 yxnrbnp
500048 GIRL 林志颖 g
700048 GIRL 林志颖 g

只给你JUST FOR YOU

林志炫/王渝
林志炫/我是歌手
林志炫/伍思凯
林志炫/萧敬腾
林志炫/谢宇书



512812 I WANT YOU I NEED YOU 林志颖 iwyiny
503173 LONELY X'MAS 林志颖 lx
509943 爱过情浓处 林志颖 agqnc
512844 爱你不只今天 林志颖 anbzjt
712844 爱你不只今天 林志颖 anbzjt
566748 爱情 林志颖 aq
563509 不顾一切 林志颖 bgyq
516539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林志颖 bsmglqdym
716539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林志颖 bsmglqdym
506286 不熄的灯 林志颖 bxdd
563777 挡不住我 林志颖 dbzw
503668 稻草人 林志颖 dcr
703668 稻草人 林志颖 dcr
510392 等待的男孩 林志颖 dddnh
566074 对望 林志颖 dw
510541 感动的生活 林志颖 gddsh
514472 给我一点真的爱 林志颖 gwydzda
514474 给我一个心爱的 林志颖 gwygxad
514477 跟我到海边转转 林志颖 gwdhbzz
507101 极速奔驰 林志颖 jsbc
501350 角度 林志颖 jd
507177 今年夏天 林志颖 jnxt
566746 就是这一天 林志颖 jszyt
513269 凯莉亲爱的你 林志颖 klqadn
566750 看着我的眼睛 林志颖 kzwdyj
514617 快乐要自己追逐 林志颖 klyzjzz
714617 快乐要自己追逐 林志颖 klyzjzz
507337 快乐至上 林志颖 klzs
563992 狼 林志颖 l
511008 黎明破晓前 林志颖 lmpxq
507461 流浪风中 林志颖 llfz
707461 流浪风中 林志颖 llfz
507599 梦的主张 林志颖 mdzz
707599 梦的主张 林志颖 mdzz
563510 梦想实现家 林志颖 mxsxj
507622 梦在前方 林志颖 mzqf
514759 男人是很好骗的 林志颖 nrshhpd
501819 期待 林志颖 qd
511384 牵挂你的我 林志颖 qgndw
501866 芹菜 林志颖 qc
566751 轻轻握住你的手 林志颖 qqwznds
507951 青春扭扭 林志颖 qcnn
707951 青春扭扭 林志颖 qcnn
504610 去走走 林志颖 qzz
514882 林志颖 qxqyily
566745 全新的爱 林志颖 qxda
513584 伤心只到这里 林志颖 sxzdzl
508208 生日礼物 林志颖 srlw

全心全意I LOVE YOU



513609 十七岁的雨季 林志颖 sqsdyj
570650 十七岁的雨季 林志颖 sqsdyj
508281 是不是你 林志颖 sbsn
51641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林志颖 wsmssdzsw
508659 我不后悔 林志颖 wbhh
515137 我对天空说爱你 林志颖 wdtksan
563381 我还在等你 林志颖 whzdn
505084 我是鱼 林志颖 wsy
566747 我有一颗炽热的心 林志颖 wyykcrdx
516060 我这样的人哪里找 林志颖 wzydrnlz
515223 舞出我们的时代 林志颖 wcwmdsd
502455 戏梦 林志颖 xm
516456 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找 林志颖 xwzydrnlz
513887 向昨天说再见 林志颖 xztszj
502595 心云 林志颖 xy
516110 寻找梦中的金银岛 林志颖 xzmzdjyd
505457 野菊花 林志颖 yjh
570651 野菊花 林志颖 yjh
515346 一杯咖啡的时间 林志颖 ybkfdsj
509396 永不回头 林志颖 ybht
566749 用我的真心宝贝你的心 林志颖 ywdzxbbnd
509417 用心相信 林志颖 yxxx
565449 游车河 林志颖 ych
512473 有你的世界 林志颖 yndsj
566752 雨季 林志颖 yj
516793 这一次我是真的失去你 林志颖 zycwszdsq
505737 追明天 林志颖 zmt
515553 追逐阳光的少年 林志颖 zzygdsn
977183 爸爸去哪儿 bbqne
567523 离开你的世界 林智文 lkndsj
567420 请你离开 林智文 qnlk
568078 情人节愚人节 qrjyrj
561049 GET OUT OF MY LIFE 林子娟 gooml
561547 爱情的颜色 林子娟 aqdys
569035 表白 林子娟 bb
971590 观众 林子娟 gz
561546 今夜我将离开 林子娟 jywjlk
561222 美丽新世界 林子娟 mlxsj
569034 男人啊 林子娟 nra
561051 难道 林子娟 nd
971589 牵肠挂肚 林子娟 qcgd
569033 如何把你忘记 林子娟 rhbnwj
971588 伤心当店 林子娟 sxdd
561221 时间的距离 林子娟 sjdjl
506583 东方牛仔 林子良 dfnz
508441 天马行空 林子良 tmxk
502260 跳电 林子良 td
570646 忘不了你 林子良 wbln

林志颖/群星

林智文/周立铭



560187 我想和你 林子良 wxhn
901719 对不起 林子曦 dbq
901685 解药 林子曦 jy
501046 感谢 林子祥 gx
510754 回首来时路 林子祥 hslsl
501419 决定 林子祥 jd
513555 如果有话要说 林子祥 rgyhys
508724 我还有爱 林子祥 whya
516789 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林子祥 zcnszdslw
512604 这样爱过你 林子祥 zyagn
515535 至少还有我在乎 林子祥 zshywzh
508425 天长地久 tcdj
502653 选择 xz
502994 重逢 cf
603106 相对论 xdl
971138 冲吧梦想超人英雄 林宗兴 cbmxcryx
971140 牡丹红了 林宗兴 mdhl
880527 唐韵 林宗兴 ty
976426 战豆 琳琳 zd
503753 访英台 凌波 fyt
501344 郊道 凌波 jd
514636 梁山伯与祝英台 lsbyzyt
503755 访英台 fyt
566284 男人心 凌飞 nrx
566283 你是否为我流过泪 凌飞 nsfwwlgl
565072 我的爱有罪 凌飞 wdayz
565109 乡愁 凌飞 xc
566060 印度洋的眼泪 凌飞 ydydyl
500814 打铁 凌国康 dt
512696 仲夏夜之梦 凌琳 zxyzm
712696 仲夏夜之梦 凌琳 zxyzm
504879 桃花江 凌云 thj
575484 等待也是种美 凌志辉 ddyszm
575483 离开后才想起她的温柔 凌志辉 lkhcxqtdw
575999 如果离开我你会更快乐 凌志辉 rglkwnhgk
977895 一个人 铃凯 ygr
500289 BAR STREET 零点乐队 bs
505877 爱不爱我 零点乐队 abaw
503300 爱太难 零点乐队 atn
510137 别和他一样 零点乐队 bhtyy
503427 别误会 零点乐队 bwh
560364 超越 零点乐队 cy
560358 承受 零点乐队 cs
515643 承受别让我离开你 零点乐队 csbrwlkn
560355 从零开始 零点乐队 clks
513052 等你把梦做完 零点乐队 dnbmzw
500951 放弃 零点乐队 fq
560357 分手一周年 零点乐队 fsyzn

林子祥/叶倩文
林子祥/叶倩文
林子祥/叶倩文
林子祥/张敬轩

凌波/静婷
凌波/李昆



506692 粉墨人生 零点乐队 fmrs
706692 粉墨人生 零点乐队 fmrs
560365 跟我跳起来 零点乐队 gwtql
506810 共同的家 零点乐队 gtdj
506897 好好过吧 零点乐队 hhgb
504026 挥挥手 零点乐队 hhs
507047 回到从前 零点乐队 hdcq
507066 回心转意 零点乐队 hxzy
513214 记忆中的天空 零点乐队 jyzdtk
501332 剪爱 零点乐队 ja
504335 冒险家 零点乐队 mxj
514677 没有什么不可以 零点乐队 mysmbky
513361 每一夜每一天 零点乐队 myymyt
500216 梦 零点乐队 m
501669 梦游 零点乐队 my
560356 你的爱给了谁 零点乐队 ndagls
501970 燃烧 零点乐队 rs
514945 伤害让我们自由 零点乐队 shrwmzy
513603 生命就是这样 零点乐队 smjszy
560363 说声谢谢 零点乐队 ssxx
504822 送亲歌 零点乐队 sqg
560361 玩够了没有 零点乐队 wglmy
508678 我不知道 零点乐队 wbzd
511914 我们的命运 零点乐队 wmdmy
502401 我要 零点乐队 wy
560359 无处可逃 零点乐队 wckt
508828 无依无靠 零点乐队 wywk
508953 相信自己 零点乐队 xxzj
512183 向快乐出发 零点乐队 xklcf
515343 野百合也有春天 零点乐队 ybhyyct
509326 一座桥梁 零点乐队 yzql
514012 永远不说再见 零点乐队 yybszj
505602 越来越 零点乐队 yly
705602 越来越 零点乐队 yly
509595 战胜自己 零点乐队 zszj
505645 站起来 零点乐队 zql
560838 祝福 零点乐队 zf
569073 手拉手 sls
567086 你爱我吗 零峰 nawm
567087 无情风 零峰 wqf
566667 八荣八耻人人须知 刘斌 brbcrrxz
503505 参军颂 刘斌 cjs
516552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刘斌 cyssqbldt
506524 当兵的人 刘斌 dbdr
510376 当过兵的人 刘斌 dgbdr
566668 和谐社会树新风 刘斌 hxshsxf
514597 军营天晴也下雨 刘斌 jytqyxy
511493 人民子弟兵 刘斌 rmzdb

零点乐队/轮回乐队



51649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刘斌 znthskddf
71649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刘斌 znthskddf
512603 这里也是家 刘斌 zlysj
576000 给不了你要的爱 刘冰 gblnyda
572922 离开的爱 刘冰 lkda
509538 月之故乡 刘秉义 yzgx
515472 在银色的月光下 刘秉义 zysdygx
971710 可爱的男人 刘柏延 kadnr
971711 那年夏天 刘柏延 nnxt
975514 橄榄树 gls
975513 一块红布 ykhb
573265 别说你曾经爱过我 刘昌现 bsncjagw
573765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刘昌现 wdnhbghm
506949 红楼二尤 刘长瑜 hley
503984 花田错 刘长瑜 htc
509423 游龙戏凤 刘长瑜 ylxf
575708 爱情香烟 刘超华 aqxy
575494 让你幸福 刘超华 rnxf
575102 写一首歌送给你 刘超华 xysgsgn
569590 爱在你身边 aznsb
567809 不如不爱 brba
567810 你到底为谁累 nddwsl
569142 伤了你痛了我自己 slntlwzj
569141 为你流泪也心碎 wnllyxs
574589 我们一起 wmyq
570178 不该流的泪滴 刘冲 bgldld
765928 擦干你的泪水 刘冲 cgndls
571968 既然你不再爱我 刘冲 jrnbzaw
571967 今生注定在一起 刘冲 jszdzyq
880595 深南大道 刘冲 sndd
571668 我把爱情想的太完美 刘冲 wbaqxdtwm
880199 我的深南大道 刘冲 wdsndd
571966 一个人飞翔 刘冲 ygrfx
565928 擦干你的泪水 cgndls
569459 难道我爱的不够 ndwadbg
569140 找一个爱你的理由 zygandly
568898 永远的爱人 yydar
516422 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 刘春梅 wdmzpxdbf
504068 嫁别人 刘纯如 jbr
573092 名城德格 刘党庆 mcdg
573093 我的故乡 刘党庆 wdgx
573245 德格颂 dgs
503095 A BETTER DAY 刘德华 abd
500007 ABCDE 刘德华 abcde
568283 EVERYONE IS NO.1 刘德华 ein
572923 刘德华 einxy
503149 I MISS YOU 刘德华 imy
500092 NATURAL 刘德华 n

刘彩星/中国好声音
刘彩星/中国好声音

刘超华/网络歌手
刘超华/网络歌手
刘超华/网络歌手
刘超华/网络歌手
刘超华/网络歌手
刘超华/谢珍

刘冲/网络歌手
刘冲/网络歌手
刘冲/网络歌手
刘沖/网络歌手

刘党庆/马薇

EVERYONE IS NO.1(新演)



503257 爱不完 刘德华 abw
505927 爱的连线 刘德华 adlx
509939 爱地久天长 刘德华 adjtc
509945 爱火烧不尽 刘德华 ahsbj
509974 爱你一万年 刘德华 anywn
572943 刘德华 anywnxy
510017 爱情新活力 刘德华 aqxhl
506066 爱如潮水 刘德华 arcs
510027 爱如此神奇 刘德华 arcsq
514224 爱上你是我的错 刘德华 asnswdc
901686 澳门之歌 刘德华 amzg
572949 刘德华 bxhxy
500607 冰雨 刘德华 by
572928 刘德华 byxy
510189 不能没有你 刘德华 bnmyn
564216 不用人陪 刘德华 byrp
514306 不再想你的藉口 刘德华 bzxndjk
500670 缠绵 刘德华 cm
566813 超人 刘德华 cr
572952 刘德华 crxy
506402 痴情岁月 刘德华 cqsy
514388 等你忘了我是谁 刘德华 dnwlwss
506559 地球战士 刘德华 dqzs
503706 都怪我 刘德华 dgw
572945 刘德华 dzqthxy
565432 凤凰飞翔 刘德华 fhfx
514468 给你们的一封信 刘德华 gnmdyfx
510572 跟我两辈子 刘德华 gwlbz
510576 跟我一起飞 刘德华 gwyqf
562527 恭喜发财 刘德华 gxfc
503845 孤星泪 刘德华 gxl
513145 关于你我的事 刘德华 gynwds
566876 归宿 刘德华 gs
572932 刘德华 gxxy
510720 还记得我吗 刘德华 hjdwm
901645 海阔天空一路是蓝 刘德华 hktkylsl
510667 黑蝙蝠中队 刘德华 hbfzd
560469 狠心的一课 刘德华 hxdyk
565434 虹桥机场的咖啡厅 刘德华 hqjcdkft
501218 花心 刘德华 hx
503998 坏东西 刘德华 hdx
507055 回家真好 刘德华 hjzh
513203 会说话的哑巴 刘德华 hshdyb
507084 活得精彩 刘德华 hdjc
510826 结婚进行曲 刘德华 jhjxq
501378 今天 刘德华 jt
572926 刘德华 jtxy
566343 可不可以 刘德华 kbky

爱你一万年(新演)

笨小孩(新演)

冰雨(新演)

超人(新演)

独自去偷欢(新演)

归宿(新演)

今天(新演)



501464 空心 刘德华 kx
501477 苦等 刘德华 kd
575701 苦命梁祝 刘德华 kmlz
504189 来生缘 刘德华 lsy
504190 来生缘 刘德华 lsy
572940 刘德华 lsyxy
507355 蓝色爱情 刘德华 lsaq
507377 浪人情歌 刘德华 lrqg
572942 刘德华 lrqgxy
510997 老鼠爱上猫 刘德华 lsasm
501553 练习 刘德华 lx
572950 刘德华 lxxy
507469 留在心里 刘德华 lzxl
501629 马桶 刘德华 mt
513354 没有你的城市 刘德华 myndcs
514675 没有人可以像你 刘德华 myrkyxn
572941 刘德华 myrkyxnxy
507559 每次醒来 刘德华 mcxl
511128 美丽的一天 刘德华 mldyt
561211 美人痛 刘德华 mrt
563114 明日天涯 刘德华 mrty
513377 明天同一时间 刘德华 mtysj
560071 魔鬼在恋爱 刘德华 mgzla
507669 某年冬季 刘德华 mndj
573094 母亲 刘德华 mq
901646 母亲 刘德华 mq
511190 木鱼与金鱼 刘德华 myyjy
566666 牧笛 刘德华 md
572944 刘德华 mdxy
562398 那一天 刘德华 nyt
504443 男儿志 刘德华 nez
507692 男孩女孩 刘德华 nhnh
504444 男朋友 刘德华 npy
511217 男人的眼泪 刘德华 nrdyl
514758 男人哭吧不是罪 刘德华 nrkbbsz
572946 刘德华 nrkbbszxy
507715 难免有错 刘德华 nmyc
511239 你把我灌醉 刘德华 nbwgz
514775 你的情用一生还 刘德华 ndqyysh
514776 你的心爱过几个 刘德华 ndxagjg
513437 你是我的温柔 刘德华 nswdwr
516640 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刘德华 nswyszzdd
511293 你是最好的 刘德华 nszhd
516351 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 刘德华 nstsnxjdr
515858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刘德华 nzmsdwng
715858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刘德华 nzmsdwng
501751 腻了 刘德华 nl
560066 千言万语 刘德华 qywy

来生缘(新演)

浪人情歌(新演)

练习(新演)

没有人可以像你(新演)

牧笛(新演)

男人哭吧不是罪(新演)



511395 亲爱的妈妈 刘德华 qadmm
501886 情歌 刘德华 qg
501890 情话 刘德华 qh
514880 去年烟花特别多 刘德华 qnyhtbd
513517 让爱火再燃烧 刘德华 rahzrs
513540 刘德华 rqdsme
504628 人间愁 刘德华 rjc
504629 人间梦 刘德华 rjm
511501 忍不住的心 刘德华 rbzdx
508108 肉麻情歌 刘德华 rmqg
516378 如果看到她请告诉我 刘德华 rgkdtqgsw
515911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刘德华 rgnswdcs
511518 如果天有情 刘德华 rgtyq
508121 洒脱的爱 刘德华 stda
513585 上帝创造女人 刘德华 sdcznr
513601 深深地爱着你 刘德华 ssdazn
514963 生活就象一首歌 刘德华 shjxysg
420520 刘德华 smmfa
420521 刘德华 smmfb
420522 刘德华 smmfc
420523 刘德华 smmfd
901687 踏浪 刘德华 tl
515029 太多太多的抱歉 刘德华 tdtddbq
504862 太想爱 刘德华 txa
572930 刘德华 txaxy
508415 疼爱情人 刘德华 taqr
511706 踢出个未来 刘德华 tcgwl
508440 天马行空 刘德华 tmxk
504896 天人水 刘德华 trs
502248 天意 刘德华 ty
511747 铁了心爱你 刘德华 tlxan
511757 偷回忆的人 刘德华 thydr
511759 偷听女孩心 刘德华 tnhx
508529 头也不回 刘德华 tybh
567978 投名状 刘德华 tmz
508577 忘了隐藏 刘德华 wlyc
504955 忘情水 刘德华 wqs
572934 刘德华 wqsxy
504983 维护我 刘德华 whw
511809 为爱瘦一次 刘德华 wasyc
511813 为何爱上你 刘德华 whasn
515080 为了什么流眼泪 刘德华 wlsmlyl
560958 未知数 刘德华 wzs
508629 温暖的泪 刘德华 wndl
502380 吻别 刘德华 wb
505016 我爱你 刘德华 wan
511855 我不够爱你 刘德华 wbgan
515114 我的世界变美丽 刘德华 wdsjbml

热情的沙漠2000

十面埋伏a
十面埋伏b
十面埋伏c
十面埋伏d

太想爱(新演)

忘情水(新演)



513752 我的心不流泪 刘德华 wdxbll
516006 我的心只可容纳你 刘德华 wdxzkrnn
511886 我该怎么做 刘德华 wgzmz
511887 我给你快乐 刘德华 wgnkl
515141 我和我追逐的梦 刘德华 whwzzdm
572936 刘德华 whwzzdmxy
505099 我学会 刘德华 wxh
513816 我要你的每天 刘德华 wyndmt
603249 我只想你好 刘德华 wzxnh
515212 我终于失去了你 刘德华 wzysqln
512042 握紧你的手 刘德华 wjnds
516073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刘德华 wqdywqdn
505146 无心人 刘德华 wxr
508830 无怨无悔 刘德华 wywh
970147 悟 刘德华 w
970235 悟 刘德华 w
562397 下一次不敢 刘德华 xycbg
508937 相思成灾 刘德华 xscz
572947 刘德华 xsczxy
512148 相思一阵风 刘德华 xsyzf
502484 相遇 刘德华 xy
512153 享用我的姓 刘德华 xywdx
502536 小孩 刘德华 xh
512227 谢谢你的爱 刘德华 xxnda
572951 刘德华 xxndaxy
564360 心肝宝贝 刘德华 xgbb
572933 刘德华 xgbbxy
502580 心酸 刘德华 xs
513945 星空下没有人 刘德华 xkxmyr
516109 幸福这么远那么甜 刘德华 xfzmynmt
502642 续集 刘德华 xj
566812 一 刘德华 y
572924 刘德华 yxy
512342 一辈子的错 刘德华 ybzdc
505485 一段情 刘德华 ydq
561210 一个人 刘德华 ygr
509248 一壶乡愁 刘德华 yhxc
509290 一生一次 刘德华 ysyc
512398 一样的灿烂 刘德华 yydcl
566989 壹块钱 刘德华 ykq
505527 因为爱 刘德华 ywa
505551 拥抱你 刘德华 ybn
505555 永远是 刘德华 yys
509416 用心良苦 刘德华 yxlk
515425 原来你才是天堂 刘德华 ylncst
512509 原来我有爱 刘德华 ylwya
502864 愿意 刘德华 yy
502873 月老 刘德华 yl

我和我追逐的梦(新演)

相思成灾(新演)

谢谢你的爱(新演)

心肝宝贝(新演)

一(新演)



560468 再说一次我爱你 刘德华 zsycwan
572927 刘德华 zsycwanxy
515467 在我的胸前安歇 刘德华 zwdxqax
514073 怎能说忘就忘 刘德华 znswjw
901688 掌声响起 刘德华 zsxq
512599 找一个情人 刘德华 zygqr
509642 真情难收 刘德华 zqns
509649 真心的爱 刘德华 zxda
505680 真永远 刘德华 zyy
572948 刘德华 zyyxy
505704 中国人 刘德华 zgr
572925 刘德华 zgrxy
514131 专一只因为你 刘德华 zyzywn
512721 总会有一天 刘德华 zhyyt
512743 最爱上海滩 刘德华 zasht
509814 最爱是你 刘德华 zasn
515583 最怕你跟别人睡 刘德华 zpngbrs
572939 刘德华 zshyngsxy
503082 左岸 刘德华 za
703082 左岸 刘德华 za
505769 左胸膛 刘德华 zxt
511854 我不够爱你 wbgan
512151 相约到永久 xydyj
510146 别说爱情苦 bsaqk
710146 别说爱情苦 bsaqk
502419 舞吧 wb
506585 东方之珠 dfzz
503399 笨小孩 bxh
575700 阿拉侬 aln
506769 高高在上 ggzs
507727 你别傻了 nbsl
511009 李三娘过江 刘登高 lsngj
570610 爱孤单 刘东桦 agd
570609 扁扁的月亮 刘东桦 bbdyl
570607 乖不哭 刘东桦 gbk
570608 寂寞的情歌 刘东桦 jmdqg
569295 爱上别人的人 刘栋升 asbrdr
568219 刘栋升 asbrdrzd
571432 明明都是月亮的错 刘栋升 mmdsyldc
569421 我的泪是为了谁 刘栋升 wdlswls
567667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刘栋升 yyzajzfs
572603 找一个可以喝醉的理由 刘栋升 zygkyhzdl
568218 左岸右岸之慢摇 刘栋升 zayazmy
769902 左岸右岸 zaya
567840 情同手足 qtsz
767840 情同手足 qtsz
981393 醉相思 刘方庆 zxs
569636 擦干你的泪水 刘芳 cgndls

再说一次我爱你(新演)

真永远(新演)

中国人(新演)

最受欢迎男歌手(新演)

刘德华/陈慧琳
刘德华/关芝琳
刘德华/梅艳芳
刘德华/梅艳芳
刘德华/梅艳芳
刘德华/那英
刘德华/吴宗宪/柯受良
刘德华/张靓颖
刘德华/张卫健
刘德华/周俊伟

爱上别人的人之DJ

刘栋升/沈丹丹
刘栋升/郑源
刘栋升/郑源



574587 丁香花 刘芳 dxh
569574 芒花 刘芳 mh
769574 芒花 刘芳 mh
976376 一路同行 ylth
572953 最天使 刘飞 zts
567651 大脸猫爱吃鱼 刘刚 dlmacy
575101 完美无缺 刘罡 wmwq
562528 彩虹天堂 刘耕宏 cht
572265 飞翔 刘耕宏 fx
603250 飞翔 刘耕宏 fx
566405 迦南美地 刘耕宏 nmd
562657 情画 刘耕宏 qh
566498 谁来爱我 刘耕宏 slaw
563168 失落的入场券 刘耕宏 sldrcq
566814 什么是爱 刘耕宏 smsa
566815 我不完美 刘耕宏 wbwm
562656 心灵交战 刘耕宏 xljz
566404 幸福的距离 刘耕宏 xfdjl
562655 因为有你 刘耕宏 ywyn
562654 心动心痛 xdxt
508081 人面桃花 刘海波 rmth
508457 天使在飞 刘海波 tszf
502405 屋子 刘海波 wz
515451 再见了最爱的人 刘海波 zjlzadr
715451 再见了最爱的人 刘海波 zjlzadr
573095 妹妹来看我 刘海辰 mmlkw
572062 熊猫下的毒 刘航 xmxdd
603004 熊猫下的毒 刘航 xmxdd
571816 气管炎 qgy
564531 爱国爱家也爱你 刘和刚 agajyan
563213 白杨树你看到了什么 刘和刚 bysnkdlsm
563208 别问我军龄 刘和刚 bwwjl
563215 苍天下的太阳路 刘和刚 ctxdtyl
563207 代表新时代 刘和刚 dbxsd
563210 放飞忠诚 刘和刚 fzc
563212 父亲 刘和刚 fq
576369 感恩 刘和刚 ge
563209 告别军营 刘和刚 gbjy
603005 和谐中国 刘和刚 hxzg
563211 欢聚一堂 刘和刚 hjyt
563214 科技强军 刘和刚 kjqj
563206 为祖国祝福 刘和刚 wzgzf
570337 无怨无悔 刘和刚 wywh
971678 说句心里话 sjxlh
500391 MAGIC LOVE 刘虹华 ml
503466 不平凡 刘虹华 bpf
563880 掉了 刘虹华 dl
501032 干嘛 刘虹华 gm

刘舫/王利

刘耕宏/许慧欣

刘浩龙/任贤齐

刘和刚/刘一祯



506893 好好爱我 刘虹华 hhaw
501578 灵魂 刘虹华 lh
507724 你爱我吗 刘虹华 nawm
511274 你那边几点 刘虹华 nnljd
507976 清晨五点 刘虹华 qcwd
502047 少来 刘虹华 sl
505069 我明白 刘虹华 wmb
516446 我依然相信你还爱我 刘虹华 wyrxxnhaw
505147 无言歌 刘虹华 wyg
509205 要爱就爱 刘虹华 yaja
512344 一定要满足 刘虹华 ydymz
509279 一人跳舞 刘虹华 yrtw
502872 月光 刘虹华 yg
566761 ROMANTIC 刘虹翎 r
565393 爱你每一天 刘虹翎 anmyt
566762 梦时代 刘虹翎 msd
566764 魔镜 刘虹翎 mj
566763 祈许 刘虹翎 qx
570932 故事未完成 gswwc
974504 故事未完成 gswwc
980718 从前慢 刘胡轶 cqm
506092 爱我黄河 刘欢 awhh
506109 爱之无奈 刘欢 azwn
514269 半个月亮爬上来 刘欢 bgylpsl
510192 不能这样活 刘欢 bnzyh
506464 从头再来 刘欢 ctzl
510339 大家一起来 刘欢 djyql
514378 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欢 dmxzdtx
503695 丁香雨 刘欢 dxy
973113 凤凰于飞 刘欢 fhyf
510726 还是我的爱 刘欢 hswda
506892 好风长吟 刘欢 hfcy
503895 好汉歌 刘欢 hhg
506991 花落花开 刘欢 hlhk
514541 火辣辣的娘儿们 刘欢 hlldnem
504101 金屏风 刘欢 jpf
514593 九曲黄河一壶酒 刘欢 jqhhyhj
514604 看江山谁来主宰 刘欢 kjsslzz
504166 哭诸葛 刘欢 kzg
514632 篱笆墙上的影子 刘欢 lbqsdyz
507565 美丽的家 刘欢 mldj
507587 蒙古姑娘 刘欢 mggn
511147 梦回的家乡 刘欢 mhdjx
564291 你是一面旗帜 刘欢 nsymqz
513440 你是这样的人 刘欢 nszydr
504555 七步诗 刘欢 qbs
507909 千年钟声 刘欢 qnzs
511383 千万次地问 刘欢 qwcdw

刘虹翎/杨培安
刘虹翎/杨培安



501956 去者 刘欢 qz
514907 热天热地热太阳 刘欢 rtrdrty
511494 人生第一次 刘欢 rsdyc
508089 人生无悔 刘欢 rswh
511498 人心无穷大 刘欢 rxwqd
514956 少年壮志不言愁 刘欢 snzzbyc
714956 少年壮志不言愁 刘欢 snzzbyc
511712 天地在我心 刘欢 tdzwx
511772 弯弯的月亮 刘欢 wwdyl
502362 喂鸡 刘欢 wj
502366 温暖 刘欢 wn
508631 温情永远 刘欢 wqyy
508780 我欲成仙 刘欢 wycx
502413 无奈 刘欢 wn
512258 心中的太阳 刘欢 xzdty
712258 心中的太阳 刘欢 xzdty
505416 亚非拉 刘欢 yfl
509392 雍正王朝 刘欢 yzwc
509395 永不放弃 刘欢 ybfq
972685 雨中的树 刘欢 yzds
515453 再也不能这样活 刘欢 zybnzyh
715453 再也不能这样活 刘欢 zybnzyh
569422 在路上 刘欢 zls
769422 在路上 刘欢 zls
505662 这一拜 刘欢 zyb
515588 昨天下了一夜雨 刘欢 ztxlyyy
509452 又见彩虹 yjch
570340 我和你 whn
509024 笑傲江湖 xajh
509171 亚洲雄风 yzxf
508970 湘子渡药 刘惠 xzdy
514050 再见风中之岛 zjfzzd
976674 无坚不摧 刘佳铭 wjbc
974967 最后 刘佳铭 zh
565728 爱过就足够 刘嘉亮 agjzg
562176 爱你实在太累 刘嘉亮 ansztl
564533 爱我就别伤害我 刘嘉亮 awjbshw
562926 爱走远 刘嘉亮 azy
562177 不要让我难过 刘嘉亮 byrwng
564784 都是我的错 刘嘉亮 dswdc
564782 感谢华健 刘嘉亮 gxhj
569512 好久不见的朋友 刘嘉亮 hjbjdpy
504126 就这样 刘嘉亮 jzy
568282 哭有什么用 刘嘉亮 kysmy
768282 哭有什么用 刘嘉亮 kysmy
565756 罗密欧与朱丽叶 刘嘉亮 lmoyzly
603006 妈妈您辛苦了 刘嘉亮 mmnxkl
569201 美丽女人 刘嘉亮 mlnr

刘欢/毛阿敏
刘欢/莎拉布莱曼
刘欢/王菲
刘欢/韦唯

刘佳慧/窦唯



569513 男人的眼泪 刘嘉亮 nrdyl
511247 你到底爱谁 刘嘉亮 nddas
515888 亲爱的不要离开我 刘嘉亮 qadbylkw
564783 请别对我说再见 刘嘉亮 qbdwszj
565726 全世界只有我爱你 刘嘉亮 qsjzywan
567977 伤透我的心 刘嘉亮 stwdx
565727 忘不了你 刘嘉亮 wbln
569511 唯一的爱 刘嘉亮 wyda
562101 我说我爱你 刘嘉亮 wswan
564532 午夜香吻 刘嘉亮 wyxw
565755 想念 刘嘉亮 xn
564861 命运 my
562100 亲爱的不要离开我 qadbylkw
515627 别让我最后才知道 刘嘉玲 brwzhczd
506273 不留余情 刘嘉玲 blyq
504589 情冷却 刘嘉玲 qlq
515147 我会真的嫁给你 刘嘉玲 whzdjgn
505225 相信你 刘嘉玲 xxn
503022 刘嘉玲 zb
510455 对爱不放心 dabfx
571511 报答 刘家昌 bd
506604 独上西楼 刘家昌 dsxl
571701 好好爱爱我吧 刘家昌 hhaawb
571602 茫然 刘家昌 mr
514699 梅兰梅兰我爱你 刘家昌 mlmlwan
564045 秋缠 刘家昌 qc
564046 秋诗篇篇 刘家昌 qspp
511896 我家在那里 刘家昌 wjznl
509262 一廉幽梦 刘家昌 ylym
516788 战友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刘建国 zyanmrjzh
504745 手足情 szq
515755 快乐是你快乐是我 刘婕 klsnklsw
516637 你的眼中流着我的眼泪 刘婕 ndyzlzwdy
974756 七月 刘倞 qy
974499 盛夏的天空 刘恺威 sxdtk
971189 错怪 cg
974500 如果爱老了 rgall
575099 大明宫 刘可 dmg
768023 寂寞才说爱 刘可 jmcsa
571793 再爱一场 刘可 zayc
568023 寂寞才说爱 jmcsa
513183 红顶屋的故事 hdwdgs
569294 刘力扬 rblm
573370 崇拜你 刘力扬 cbn
573371 礼物 刘力扬 lw
970824 旅途 刘力扬 lt
569859 拍写 刘力扬 px
975993 世界看我 刘力扬 sjkw

刘嘉亮/申升勋
刘嘉亮/香香

装扮(欣赏版)
刘嘉玲/黎沸挥

刘建国/王丽

刘恺威/杨幂
刘恺威/杨幂

刘可/网络歌手
刘克/周艳泓

RAIN.布莱梅



970825 谈感情 刘力扬 tgq
974030 天后 刘力扬 th
569244 眼泪笑了 刘力扬 ylxl
573369 一个人就好 刘力扬 ygrjh
569778 一句一伤 刘力扬 yjys
571431 雨念 刘力扬 yn
568716 TI AMO ta
500531 罢宴 刘莉莉 by
507414 李逵探母 刘莉莉 lktm
902014 红豆 刘亮 hd
508566 往事如昔 刘亮鹭 wsrx
575705 我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刘苓 wcjsagdnr
514701 每次我都很认真 刘美君 mcwdhrz
512426 因为我没有 刘美君 ywwmy
574147 七八十年代金曲串烧 qbsndjqcs
506663 放假一天 刘梦涵 fyt
506746 改变一切 刘梦逐 gbyq
978273 漂洋过海来看你 刘明湘 pyghlkn
901781 枪毙娱乐圈 刘明扬 qbylq
507283 坑人麻将 刘牧 krmj
508242 十三不亲 刘牧 ssbq
973478 无可救药的爱 刘牧 wkjyda
507607 梦是宝贝 刘沁 msbb
707607 梦是宝贝 刘沁 msbb
564218 沼泽 刘沁 zz
420492 wrma
516287 姐姐明天就要嫁人了 刘琼 jjmtjyjrl
980712 乌克丽丽 刘瑞琦 wkll
981519 喜剧收场 刘瑞琦 xjsc
565435 简单爱 刘芮伊 jda
568285 天使恋人 刘芮伊 tslr
500043 FLYING 刘若英 f
500366 I BELIEVE 刘若英 ib
503156 IT MUST BE 刘若英 imb
976566 YES I DO 刘若英 yid
514202 爱你的每个故事 刘若英 andmggs
506058 爱人说话 刘若英 arsh
562147 别人 刘若英 br
976201 不朽 刘若英 bx
500700 成全 刘若英 cq
515651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刘若英 dlybysgn
510367 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 dazkj
506531 到处乱走 刘若英 dclz
514410 对面男生的房间 刘若英 dmnsdf
562460 多傻 刘若英 ds
971888 飞行中的思念 刘若英 fhzdsn
506687 分开旅行 刘若英 flx
575707 风和日丽 刘若英 fhrl

刘力扬/炎亚纶

刘美君/群星

万人迷a 刘青云/容祖儿



501066 阁楼 刘若英 gl
501083 孤寂 刘若英 gj
562078 光 刘若英 g
510671 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 hahan
501186 候鸟 刘若英 hn
501185 后来 刘若英 hl
501203 蝴蝶 刘若英 hd
506986 花季未了 刘若英 hjwl
575706 刘若英 jxgswsdzj
973595 经过 刘若英 jg
501413 刘若英 jl
501418 决定 刘若英 jd
513266 开始的那句话 刘若英 ksdnjh
568376 落跑新娘 刘若英 lpxn
976648 满满 刘若英 mm
507551 玫瑰天空 刘若英 mgtk
501667 梦童 刘若英 mt
507637 明年此时 刘若英 mncs
501724 那天 刘若英 nt
507791 你说的对 刘若英 nsdd
501752 年华 刘若英 nh
504552 蒲公英 刘若英 pgy
974528 亲爱的路人 刘若英 qadlr
500230 轻 刘若英 q
504632 人之初 刘若英 rzc
511527 如何让你懂 刘若英 rhrnd
565838 生日快乐 刘若英 srkl
508246 什么时候 刘若英 smsh
502111 收获 刘若英 sh
500235 说 刘若英 s
502141 说话 刘若英 sh
516393 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刘若英 snyydblkw
508347 似水年华 刘若英 ssnh
504817 四月天 刘若英 syt
507169 她的温柔 刘若英 tdwr
502193 坦白 刘若英 tb
976462 跳车 刘若英 tc
502272 听说 刘若英 ts
971887 同桌的你 刘若英 tzdn
502285 透明 刘若英 tm
502334 忘了 刘若英 wl
508585 为爱痴狂 刘若英 wack
575493 我不想念 刘若英 wbxn
516058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刘若英 wcagygnh
515113 我的失败与伟大 刘若英 wdsbywd
560072 我的世界因为有你 刘若英 wdsjywyn
515132 我的眼前的幸福 刘若英 wdyqdxf
505047 我等你 刘若英 wdn

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

距离(欣赏版)



568130 我很好 刘若英 whh
574588 我们没有在一起 刘若英 wmmyzyq
952760 我们没有在一起 刘若英 wmmyzyq
568837 我深深期待 刘若英 wssqd
513789 我什么都不要 刘若英 wsmdby
976068 幸福不是情歌 刘若英 xfbsqg
509134 幸福的路 刘若英 xfdl
976488 幸福就是 刘若英 xfs
568566 训练 刘若英 xl
513966 一辈子的孤单 刘若英 ybzdgd
562077 一次幸福的机会 刘若英 ycxfdjh
512419 遗忘的城市 刘若英 ywdcs
976463 遗忘的都回来了 刘若英 ywddhll
515426 原来你也在这里 刘若英 ylnyzzl
562148 越爱越美丽 刘若英 yayml
512635 知道不知道 刘若英 zdbzd
576001 直接 刘若英 zj
503081 左岸 刘若英 za
506900 好久好久 hjhj
571931 最好的未来 zhdwl
510333 大家来恋爱 djlla
562337 l
512803 20.30.40 esssss
970237 等你的季节 刘诗诗 dndjj
976308 我的锦绣中华 刘姝麟 wdjxzh
500552 宝贝 刘淑芳 bb
501059 鸽子 刘淑芳 gz
974968 刘淑芬 mq
977660 STEREO 刘思涵 s
977661 聆听者 刘思涵 ltz
977230 拥抱你 刘思涵 ybn
979805 走在冷风中 刘思涵 zzlfz
574579 炎黄子孙 刘思伟 yhzs
568443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刘思伟 zghrjjlb
575490 鸵鸟 刘俗仪 tn
980236 红颜旧 刘涛 hyj
976505 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 刘涛 slxdnrzml
505208 喜洋洋 刘婷 xyy
512724 走到一起来 zdyql
571433 古堡下的守候 刘维 gbxdsh
880485 难道爱你是我犯下的罪 刘维刚 ndanswfxd
515464 在那遥远的地方 znyyddf
511259 你还是乱说 刘伟仁 nhsls
562934 大喜的日子 刘玮 dxdrz
562933 多彩万绿湖 刘玮 dcwlh
562942 鼓囊囊 刘玮 gnn
562930 关怀 刘玮 gh
562932 合家欢 刘玮 hjh

刘若英/光良
刘若英/乔木楠
刘若英/徐怀钰

24楼 刘若英/杨坤
刘若英/张艾嘉

默·契

刘彤/妮南

刘维维/娄乾贵



562939 红盾之歌 刘玮 hdzg
562941 魂牵梦绕西柏坡 刘玮 hqmrxbp
901759 江恋 刘玮 jl
562940 金色希望 刘玮 jsxw
562938 眷恋 刘玮 jl
562931 军嫂来了 刘玮 jsll
562935 心手相牵 刘玮 xsxq
562936 永恒的彩霞 刘玮 yhdcx
562937 永远记得你 刘玮 yyjdn
511658 谁在眨眼睛 刘文正 szzyj
515123 我的心里没有他 刘文正 wdxlmyt
505299 小秘密 刘文正 xmm
500263 忆 刘文正 y
971812 爱别离 刘惜君 abl
575492 爱情花园 刘惜君 aqhy
574585 贝壳风铃 刘惜君 bkfl
574584 大手拉小手 刘惜君 dslxs
575704 绿树变黄 刘惜君 lsbh
574583 南海姑娘 刘惜君 nhgn
574582 亲爱的小孩 刘惜君 qadxh
880343 我很快乐 刘惜君 whkl
575702 幸福的拥抱 刘惜君 xfdyb
574586 野百合也有春天 刘惜君 ybhyyct
575703 月亮船 刘惜君 ylc
974456 最后的航班 刘惜君 zhdhb
574580 深情相拥 sqxy
516228 把你交给谁才不后悔 刘锡明 bnjgscbhh
506538 等爱的人 刘锡明 dadr
515076 为爱挣扎多少年 刘锡明 wazzdsn
515385 一生只为一人醉 刘锡明 yszwyrz
974897 卸下 刘香慈 xx
901983 勇敢的力量 刘香慈 ygdll
503267 爱飞了 刘小慧 afl
513841 握不到你的手 刘小慧 wbdnds
513910 谢谢你爱过我 刘小慧 xxnagw
507240 军营歌谣 刘小娜 jygy
507241 军营故事 刘小娜 jygs
507244 军中来信 刘小娜 jzlx
508257 士兵小唱 刘小娜 sbxc
504877 桃花岛 刘小钰 thd
515979 晚风吹暖了我的心 刘小钰 wfcnlwdx
515506 真心真意谢谢你 刘小钰 zxzyxxn
512706 祝福有情人 刘小钰 zfyqr
569722 曾经爱过你 刘晓枫 cjagn
505427 艳阳天 刘晓庆 yyt
979833 梦想 刘心 mx
979834 梦想家 刘心 mxj
979836 那年春天下着雪 刘心 nnctxzx

刘惜君/俞灝明



979830 凭什么说 刘心 psms
979829 亲爱的小孩 刘心 qadxh
979692 情人节 刘心 qrj
979828 为你写的旋律 刘心 wnxdxl
979835 相遇的季节 刘心 xydjj
979831 新自己 刘心 xzj
979837 雨过之后 刘心 ygzh
979832 最爱 刘心 za
971732 抱不住太阳的深海 刘忻 bbztydsh
516177 这里的冬天不下雪 刘欣茹 zlddtbxx
504172 夸月娥 刘秀荣 kye
509012 小桥送线 刘秀荣 xqsx
975518 I WANNA ROCK iwr
975516 爱什么稀罕 asmxh
569420 过了今夜不说再见 刘彦 gljybszj
571857 冒险 刘晏维 mx
502000 绒花 刘雁 rh
574150 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 bbzjfdtyy
569116 刘洋 cjzd
570068 爱无界 刘烨 awj
565263 兵妹妹 刘一祯 bmm
971690 采莲船调 刘一祯 clct
565273 长江源 刘一祯 cjy
971681 唱给妈妈的歌 刘一祯 cgmmdg
571258 承诺 刘一祯 cn
971682 大山的妈妈 刘一祯 dsdmm
971688 蝶恋花母亲 刘一祯 dlhmq
571261 福娃 刘一祯 fw
571260 父母情深 刘一祯 fmqs
971683 感恩 刘一祯 ge
565267 好春光 刘一祯 hcg
574316 婚礼上的歌 刘一祯 hlsdg
565269 江山好 刘一祯 jsh
973228 谨 刘一祯 j
971691 锦绣潇湘等你来 刘一祯 jxxxdnl
565264 口碑 刘一祯 kb
973227 妈妈您快留步 刘一祯 mmnklb
971686 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强大的家 刘一祯 myqddzgny
565266 女儿船 刘一祯 nec
574315 亲爱的妈妈 刘一祯 qadmm
971685 沁园春长沙 刘一祯 qyczs
574318 清水湖 刘一祯 qsh
574319 让爱起飞 刘一祯 raqf
971679 人生最美第二春 刘一祯 rszmdec
971689 谁家燕子不思归 刘一祯 sjyzbsg
971684 水 刘一祯 s
571255 天女散花的地方 刘一祯 tnshddf
565265 天天好心情 刘一祯 thxq

刘雅婷/中国好声音
刘雅婷/中国好声音

刘雁/欧阳勇征
刺激2008之DJ



97168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刘一祯 tmmjngqds
574317 忘不了 刘一祯 wbl
971687 潇湘神韵 刘一祯 xxsy
565268 孝敬父母 刘一祯 xjfm
565272 谢谢老师 刘一祯 xxls
571256 幸福年 刘一祯 xfn
565262 一年四季 刘一祯 ynsj
571259 永远跟党走 刘一祯 yygdz
565271 真诚的爱 刘一祯 zcda
565270 真情还在老地方 刘一祯 zqhzldf
574314 中华民族万岁 刘一祯 zhmzws
571257 总理来了 刘一祯 zlll
575098 祖国永远是我家 刘一祯 zgyyswj
563205 想你想到海角天涯 xnxdhjty
973561 刘伊心 bhsf
973563 态度 刘伊心 td
973562 做自己 刘伊心 zzj
502126 双翼 sy
560952 I DON’T MIND 刘依纯 idtm
974781 SHAKE SHAKE 刘依纯 ss
560955 爱情下雪了 刘依纯 aqxxl
560953 不想说再见 刘依纯 bxszj
972391 断情诗 刘依纯 dqs
560954 没出息 刘依纯 mcx
972392 有爱相随 刘依纯 yaxs
974793 有你就好 刘依纯 ynjh
512340 一把小雨伞 刘以连 ybxys
572348 爱你怕了吗 刘钇彤 anplm
572346 两个人的夜 刘钇彤 lgrdy
572347 我们都是真诚的 刘钇彤 wmdszcd
603251 我们都是真诚的 刘钇彤 wmdszcd
565002 放飞美丽 刘亦菲 fml
565193 就要我滋味 刘亦菲 jywzw
565086 泡芙女孩 刘亦菲 pnh
564312 我要我的滋味 刘亦菲 wywdzw
565085 心悸 刘亦菲 xj
565147 一克拉的眼泪 刘亦菲 ykldyl
569423 哭笑不得 刘艺涵 kxbd
976464 JUST THE WAY YOU ARE 刘雨潼 jtwya
973252 刀剑心 刘昱贤 djx
973594 醉寒江 zhj
570341 长湖水清又凉 刘玉婉 zhsqyl
504524 盼回归 刘玉婉 phg
507992 情暖人间 刘玉婉 qnrj
506976 蝴蝶泉边 hdqb
506647 二月里来 eyll
571348 魔法星星 刘育青 mfxx
571622 童话海 刘育青 thh

刘一祯/潘烈志
bf还是fb

刘依/纯MINI

刘昱贤/小林玉

刘玉婉/吕继宏
刘玉婉/魏金栋



509956 爱矇上眼睛 刘钰华 amsyj
509589 曾经拥有 cjyy
570794 我愿意陪你走 刘原龙 wyypnz
901552 相爱容易相处难 刘缘 xaryxcn
901553 自作自受 刘缘 zzzs
575491 HELLO2008 刘媛媛 h
569719 感恩 刘媛媛 ge
508833 五星红旗 刘媛媛 wxhq
513949 许下一个心愿 刘媛媛 xxygxy
509754 祝你好运 刘媛媛 znhy
509756 祝你好运 znhy
972669 暗香 ax
972664 寂寞先生 jmxs
564290 分开的意思 刘允乐 fdys
562103 活该 刘允乐 hg
564403 太早 刘允乐 tz
562102 允乐 刘允乐 yl
560065 真歹势 刘允乐 zds
514484 姑娘十八一朵花 刘韵 gnsbydh
501343 交换 刘韵 jh
504112 九个郎 刘韵 jgl
511282 你是春日风 刘韵 nscrf
514941 山前山后百花开 刘韵 sqshbhk
514024 有一个傻姑娘 刘韵 yygsgn
505600 月桃花 刘韵 yth
504325 满场飞 mcf
514158 尊一声妈妈娘 刘赵黔 zysmmn
508289 手拉风箱 slfx
515196 我在绣房绣花绫 wzxfxhl
565554 爱的替代品 adtdp
563591 肺腑箴言 刘仲仪 fy
562241 两条路 刘仲仪 ltl
563735 暖手 刘仲仪 ns
562242 谈恋爱 刘仲仪 tla
574012 MR.WHY 刘子千 m
976725 都是爱 刘子千 dsa
573590 玫瑰 刘子千 mg
976700 怕想起你 刘子千 pxqn
977229 未来少年 刘子千 wlsn
574320 想 刘子千 x
573589 占据 刘子千 zj
975515 证据 zj
508428 天地浪漫 tdlm
506043 爱情四季 刘尊 aqsj
506123 八月中秋 刘尊 byzq
503393 北风吹 刘尊 bfc
510440 都市的感觉 刘尊 dsdgj
504207 老鬼谣 刘尊 lgy

刘钰华/林汉扬

刘媛媛/张媛媛
刘悦/中国好声音
刘悦/中国好声音

刘韵/伦永亮

刘赵黔/李左
刘赵黔/刘小栗
刘中意/网络歌手

刘籽辰/中国好声音
刘祖德/萧潇



507579 妹妹别哭 刘尊 mmbk
511144 妹妹一身红 刘尊 mmysh
501670 梦缘 刘尊 my
507734 你才是你 刘尊 ncsn
501847 牵挂 刘尊 qg
507930 墙里墙外 刘尊 qlqw
501935 秋冬 刘尊 qd
508041 去了又回 刘尊 qlyh
504654 傻妹妹 刘尊 smm
502069 生日 刘尊 sr
508261 世纪宣言 刘尊 sjxy
508352 送你一程 刘尊 snyc
508769 我要回家 刘尊 wyhj
508785 我在他乡 刘尊 wztx
505138 无所谓 刘尊 wsw
502542 小妹 刘尊 xm
509112 新铁窗泪 刘尊 xtcl
505447 遥远路 刘尊 yyl
509472 雨打芭蕉 刘尊 ydbj
564720 再牵你的手 刘尊 zqnds
505695 致爱人 刘尊 zar
510996 老鼠爱大米 lsadm
505348 心已碎 xys
516346 你是我今生最疼的人 nswjsztdr
507923 前世今生 qsjs
504124 就是你 流氓阿德 jsn
509200 摇滚莎士 流氓阿德 ygss
901896 孙尚香 柳岩 ssx
573666 我不怕 柳岩 wbp
573667 无心之过 柳岩 wxzg
563589 半工半读 六甲乐团 bgbd
563590 六甲乐团 tks
574308 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六哲 bsgdxhkya
574142 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 六哲 hssdrzyyz
971697 相爱分开都是罪 六哲 xafdsz
514501 何必用钱谈感情 陆翠萍 hbyqtgq
569978 不爱也无所谓 陆锋 baywsw
569977 不懂爱的人 陆锋 bdadr
576173 懂 陆锋 d
572168 还要让我等多久 陆锋 hyrwddj
572167 距离 陆锋 jl
569167 决不放弃 陆锋 jbfq
572166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陆锋 myrbwgan
572164 你最美 陆锋 nzm
572163 一个人走 陆锋 ygrz
572165 再一次起飞 陆锋 zycqf
575332 宝贝宝贝 陆虎 bbbb
976161 花吃泡面男 陆虎 hcpmn

刘尊/郭彤
刘尊/李丹
刘尊/邢梅
刘尊/邢梅

台客SONG



573236 潇湘雨 陆景彦 xxy
511723 天山玛丽亚 陆君 tsmly
974750 我们面对面的坐着 wmmdmdzz
507993 情暖童心 qntx
573235 无怨无悔 陆平 wywh
503340 灞桥柳 陆萍 bql
703340 灞桥柳 陆萍 bql
514429 放弃我是你的错 陆萍 fqwsndc
514594 九十九朵红玫瑰 陆萍 jsjdhmg
508765 我心永恒 陆萍 wxyh
708765 我心永恒 陆萍 wxyh
513843 无法停止想你 陆萍 wftzxn
514832 偏偏相逢在雨中 ppxfzyz
511140 妹妹等等我 mmddw
575919 渔家姑娘在海边 陆青霜 yjgnzhb
973027 开始了寂寞 陆瑶 ksljm
503199 OPEN YOUR EYES 陆毅 oye
570717 爱的记忆 陆毅 adjy
505999 爱你的心 陆毅 andx
503328 爱着你 陆毅 azn
703328 爱着你 陆毅 azn
510348 带你去看海 陆毅 dnqkh
563639 等你出现 陆毅 dncx
506685 非同寻常 陆毅 ftxc
501055 告白 陆毅 gb
501237 怀疑 陆毅 hy
501302 记得 陆毅 jd
507406 离不开你 陆毅 lbkn
563638 两个夏天 陆毅 lgxt
501806 飘影 陆毅 py
569758 温柔的冒犯 陆毅 wrdmf
505255 向前冲 陆毅 xqc
500275 直 陆毅 z
509771 壮志雄心 陆毅 zzxx
515536 至少走得比你早 zszdbnz
513239 今年如此精彩 jnrcjc
569469 雪沙 xs
569959 嫦娥爱上猪八戒 隆隆 ceaszbj
572519 让爱自由 隆隆 razy
569958 为什么你还是不爱我 隆隆 wsmnhsbaw
901554 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隆隆 wzdncljmy
880880 步西厢 隆熙俊 bxx
880881 新别亦难 隆熙俊 xbyn
880882 又见三月天 隆熙俊 yjsyt
574508 这个冬天会不会太冷 隆熙俊 zgdthbhtl
574165 喜欢你才欺负你 xhncqfn
574288 爱错的人 龙奔 acdr
575027 爱的愚昧 龙奔 adym

陆孔生/王秀茹-
陆鸣/解晓东

陆萍/陈彼得
陆萍/火风

陆毅/卢巧音
陆毅/周迅
陆蔚/网络歌手

隆熙俊/天籁天



880012 爱你的路 龙奔 andl
880323 你怎么舍得让我一个人哭 龙奔 nzmsdrwyg
576232 心甘情愿的欺骗 龙奔 xgqydqp
575026 最爱的女人 龙奔 zadnr
880013 最爱的人 龙奔 zadr
575028 爱到无路可退 龙川 adwlkt
901746 sky 龙井 s
575363 归 龙井 g
575364 朋友 龙井 py
570736 别把爱情想的太完美 龙军 bbaqxdtwm
561994 打工行 龙军 dgx
761994 打工行 龙军 dgh
572552 红尘路 龙军 hcl
561993 坚持付出 龙军 jcfc
561991 你的我的 龙军 ndwd
569844 如果他比我爱你 龙军 rgtbwan
561992 同唱一首歌 龙军 tcysg
561996 童话 龙军 th
561995 望穿秋水 龙军 wcqs
561990 真情暖人间 zqnrj
761990 真情暖人间 zqnrj
560879 莲花 龙宽九段 lh
515786 没有人会象我一样 龙宽九段 myrhxwyy
560877 强 龙宽九段 q
560878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龙宽九段 wtzzyldsh
560876 在梦里 龙宽九段 zml
603252 陪你一起看草原 龙梅 pnyqkcy
571695 哥哥你真帅 龙梅子 ggnzs
570412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龙梅子 yqmqhjgn
570373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yqmqhjgn
880872 你把爱情给了谁 nbaqgls
568038 下辈子做你的女人 xbzzndnr
514199 爱你不变情意长 龙飘飘 anbbqyc
500590 表白 龙飘飘 bb
503451 不得了 龙飘飘 bdl
506361 茶山姑娘 龙飘飘 csgn
513012 春天在车厢里 龙飘飘 ctzcxl
506551 等你回航 龙飘飘 dnhh
514416 多少柔情多少泪 龙飘飘 dsrqdsl
506739 负心的人 龙飘飘 fxdr
514471 给我温情吧爱人 龙飘飘 gwwqbar
510685 后悔爱上你 龙飘飘 hhasn
507181 今生无缘 龙飘飘 jswy
510857 今夜雨濛濛 龙飘飘 jyymm
510893 酒醒梦已残 龙飘飘 jxmyc
507389 泪的小花 龙飘飘 ldxh
511105 美酒加咖啡 龙飘飘 mjjkf
507628 弥渡山歌 龙飘飘 mdsg

龙军/郑源
龙军/郑源

龙梅子/王宝强
龙梅子/王强
龙梅子/网络歌手



567540 你是好朋友 龙飘飘 nshpy
501893 情旅 龙飘飘 ql
508001 情人再见 龙飘飘 qrzj
567440 让爱充满全世界 龙飘飘 racmqsj
502320 晚风 龙飘飘 wf
502327 往事 龙飘飘 ws
513703 忘记你不容易 龙飘飘 wjnbry
567541 温柔的爱 龙飘飘 wrda
513759 我多情你薄情 龙飘飘 wdqnbq
512114 惜别的海岸 龙飘飘 xbdha
508981 想你想你 龙飘飘 xnxn
505524 忆往事 龙飘飘 yws
509460 又要分手 龙飘飘 yyfs
512580 怎能再回头 龙飘飘 znzht
502976 纸船 龙飘飘 zc
512788 昨夜梦见你 龙飘飘 zymjn
514147 最后一声爱你 zhysan
975010 放你去自由飞 龙千玉 fnqzyf
975009 女神龙 龙千玉 nsl
571087 让你去飞 龙晓飞 rnqf
568324 别让自己委屈 brzjwq
565710 到底让我等多久 ddrwddj
976430 枪神的荣耀 娄艺潇 qsdry
976441 旧情难了 楼宏章 jqnl
976440 人走茶凉 楼宏章 rzcl
976439 失恋的兄弟 sldxd
575817 楼兰 qgn
500335 GO ON 卢春如 go
500091 MYSTERY 卢春如 m
500129 UNDERSTAND 卢春如 u
510162 不爱就走开 卢春如 bajzk
503999 坏东西 卢春如 hdx
502363 温度 卢春如 wd
508667 我不是她 卢春如 wbst
512112 希望我能飞 卢春如 xwwnf
502445 熄灯 卢春如 xd
513859 现在就说爱我 卢春如 xzjsaw
503973 蝴蝶花 卢庚戌 hdh
569382 卢广仲 zsh
573099 I NO 卢广仲 in
573100 OH YEAH 卢广仲 oy
572009 卢广仲 rrds
603008 卢广仲 rnrds
572010 卢广仲 adyb
603009 啊大岩壁 卢广仲 adyb
574014 爱情习作 卢广仲 aqxz
975014 把我踢开 卢广仲 bwtk
970830 别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电话给我 卢广仲 bzwszdshd

龙飘飘/佚名

龙晓飞/网络歌手
龙晓飞/网络歌手

楼宏章/赵小兵
QQ姑娘

100种生活

ROCK'N ROLL 的 STYLE
ROCK‘N ROLL的STYLE
啊!大岩壁



569383 好想要挥霍 卢广仲 hxyhh
569515 寂寞考 卢广仲 jmk
974041 口水流下来 卢广仲 kslxl
973532 欧拉拉呼呼 卢广仲 ollhh
970701 陪我去青康藏高原 卢广仲 pwqqkcgy
574013 听见了吗 卢广仲 tjlm
569384 我爱你 卢广仲 wan
973015 校园歌手 卢广仲 xygs
973596 有吉他的流行歌曲 卢广仲 yjtdlhgq
572011 渊明 卢广仲 ym
603010 渊明 卢广仲 ym
573375 再见勾勾 卢广仲 zjgg
569516 卢广仲 zaczm
573593 最寂寞的时候 卢广仲 zjmdsh
975974 逗阵兄弟 dzxd
977277 那个女孩 ngnh
576004 曾经心痛 卢婧珊 cjxt
973531 活该活该 卢凯彤 hghg
973530 你根本不是我的谁 卢凯彤 ngbbswds
973363 谁 卢凯彤 s
565555 赤道和北极 cdhbj
503817 橄榄树 卢巧音 gls
503929 黑水仙 卢巧音 hsx
508104 日落日出 卢巧音 rlrc
515537 至少走得比你早 卢巧音 zszdbnz
503162 LA LA LA lll
506203 比翼双飞 bysf
570612 赤道与北极 卢西 cdybj
503599 大拜年 卢秀梅 dbn
703599 大拜年 卢秀梅 dbn
508507 同喜同乐 卢秀梅 txtl
508923 乡里乡亲 卢秀梅 xlxq
505761 祖国歌 卢秀梅 zgg
516433 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wmdzggthx
568246 DON'T SAY NO 卢学叡 dsn
568068 爱我的两个人 卢学叡 awdlgr
571604 可不可以爱我 卢学叡 kbkyaw
568247 离心力 卢学叡 lxl
571747 暖色系 卢学叡 nsx
571704 情流感 卢学叡 qlg
568067 早知道爱 卢学叡 zzda
503268 爱飞翔 吕方 afx
512891 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 ayhsyh
515630 不能不让你来入梦 吕方 bnbrnlrm
510464 多爱你一天 吕方 danyt
514469 给情人的摇篮曲 吕方 gqrdylq
504215 老情歌 吕方 lqg
507862 朋友别哭 吕方 pybk

早安,晨之美

卢广仲/陶喆
卢广仲/陶喆

卢茜/网络歌手

卢巧音/脱拉库
卢伟/龙丹丹

卢秀敏/戴玉强



513512 请你试着爱我 吕方 qnszaw
516376 如果爱他比爱我快乐 吕方 rgatbawkl
515126 我的心愈来愈冷 吕方 wdxylyl
512322 眼泪有多重 吕方 ylydz
505608 吕方 zjg
515521 只想遇到一个人 吕方 zxydygr
515609 爱上你这样的女人 吕飞 asnzydnr
506418 出门在外 吕飞 cmzw
560495 百里漓江百里画廊 吕继宏 blljblhl
51655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吕继宏 cyssqbldt
512997 唱给爸爸的歌 吕继宏 cgbbdg
563544 此时此刻 吕继宏 csck
510311 从军报国歌 吕继宏 cjbgg
563542 国泰民安 吕继宏 gtma
511071 妈妈的歌谣 吕继宏 mmdgy
560493 你爱太阳到永远 吕继宏 natydyy
513448 你幸福我祝福 吕继宏 nxfwzf
560494 水兵的祝福 吕继宏 sbdzf
508437 天河热土 吕继宏 thrt
504995 问边关 吕继宏 wbg
511955 我为黄河来 吕继宏 wwhhl
563541 向快乐看齐 吕继宏 xklkq
509189 燕子李三 吕继宏 yzls
514052 再见了大别山 吕继宏 zjldbs
563543 在世界的眼睛里 吕继宏 zsjdyjl
509579 咱老百姓 吕继宏 zlbx
505646 丈夫歌 吕继宏 zfg
509839 左邻右舍 吕继宏 zlys
506117 敖包相会 abxh
706117 敖包相会 abxh
507449 烈火雄风 吕继雄 lhxf
567249 让位 rw
503588 打工谣 吕坤 dgy
571973 被爱伤害的男人 bashdnr
575501 亲爱的别哭 吕琪 qadbk
515388 一弯冷月照宫墙 吕瑞英 ywlyzgq
562951 啊哈纳斯湖 吕薇 ahnsh
506122 八角飘香 吕薇 bjpx
563218 春去春来 吕薇 cqcl
562950 但愿人长久 吕薇 dyrcj
503660 当兵来 吕薇 dbl
562957 海的女儿 吕薇 hdne
572954 红船向未来 吕薇 hcxwl
573102 人在和风中 吕薇 rzhfz
562948 三月三九月九 吕薇 sysjyj
562952 我家门前清溪流 吕薇 wjmqqxl
562958 西柏坡的思念 吕薇 xbpdsn
562956 校园春秋 吕薇 xycq

再见GOODBYE

吕继宏/乌日娜
吕继宏/乌日娜

吕佳芳/校园快乐帮

吕品/网络歌手



562953 新世纪新希望 吕薇 xsjxxw
562947 一片新绿 吕薇 ypxl
562955 月光 吕薇 yg
562954 月下情歌 吕薇 yxqg
562949 中国红 吕薇 zgh
508238 十九恋歌 sjlg
516196 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吕文科 zsggdxal
973512 再见不必说抱歉 zjbbsbq
570813 带我去飞 吕雯 dwqf
973768 到底是为了什么 吕雯 ddswlsm
570812 地球 吕雯 dq
570811 丢失的戒指 吕雯 dsdjz
570814 而已 吕雯 ey
571034 麦当娜的女儿 吕雯 mdndne
576022 伤心一整夜 吕雯 sxyzy
973767 什么最流行 吕雯 smzlh
571033 逃学威凤 吕雯 txwf
571031 我的世界 吕雯 wdsj
571032 自己的生活 吕雯 zjdsh
901627 star 吕莘 s
901610 别说穿了是为谁 吕莘 bsclsws
901926 浪漫随行 鲁珺琦 lmsh
976670 你好人生 路倒男 nhrs
506936 黑色天空 路嘉欣 hstk
504464 路嘉欣 nbd
508665 我不能飞 路嘉欣 wbnf
976707 幸福前进吧 路嘉欣 xfqjb
573337 不够 路绮欧 bg
573222 亲爱的我们究竟怎么了 路绮欧 qadwmjjzm
575597 三分之一的爱情 路绮欧 sfzydaq
901822 习惯 路绮欧 xg
563017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路童 nswjsdwy
575315 我的爱只给你一个 路童 wdazgnyg
501784 爬山 逯学军 ps
701784 爬山 逯学军 ps
971244 美好的夜晚 鹿角乐团 mhdyw
973028 女孩别再忧愁 鹿角乐团 nhbzyc
971243 无奈 鹿角乐团 wn
506303 不用奇怪 乱弹阿翔 byqg
971341 翻滚吧 乱弹阿翔 fgb
971340 完美落地 乱弹阿翔 wmld
502411 无赖 乱弹阿翔 wl
505515 一阵风 乱弹阿翔 yzf
516236 不要拿我和他做比较 伦永亮 bynwhtzbj
561619 梦中人 伦永亮 mzr
562507 别让爱你的人流泪 轮回乐队 brandrll
502091 是否 轮回乐队 sf
512805 罗百吉 jjgnjw

吕薇/孙浩

吕玟/皓天

你不懂(无原唱)

99姑娘酒窝



514167 罗百吉 bbwzzda
714167 罗百吉 bbwzzda
568911 COZ’I BEILEVE 罗百吉 cib
568912 罗百吉 hdbz
562497 I CRY 罗百吉 ic
560734 罗百吉 onitb
503208 SADDEM ESAY O 罗百吉 seo
500435 SHUT UP 罗百吉 su
563011 VIP 罗百吉 v
971163 爱的那么累 罗百吉 adnml
570546 爱发狂 罗百吉 af
574041 爱你到底 罗百吉 andd
562349 爱情很难说出口 罗百吉 aqhnsck
503293 爱上他 罗百吉 ast
570547 爱在发烧 罗百吉 azfs
500551 宝贝 罗百吉 bb
510196 不是我的错 罗百吉 bswdc
503525 超低音 罗百吉 cdy
503534 吃饱了 罗百吉 cbl
562294 吹喇叭 罗百吉 clb
510336 大家一起叫 罗百吉 djyqj
568170 动你的屁股 罗百吉 dndpg
562295 飞起来 罗百吉 fql
500169 风 罗百吉 f
973040 给你的爱是种伤害 罗百吉 gndaszsh
568916 喝酒醉 罗百吉 hjz
565239 花花公子 罗百吉 hhgz
507094 机车女孩 罗百吉 jcnh
570769 假日 罗百吉 jr
507231 绝不放弃 罗百吉 jbfq
507333 快乐拥抱 罗百吉 klyb
507372 浪漫电波 罗百吉 lmdb
973025 美丽的女孩 罗百吉 mldnh
568919 梦醒 罗百吉 mx
565034 摩天轮 罗百吉 mtl
973039 妳在哪里 罗百吉 nznl
971162 你把我心吃掉 罗百吉 nbwxcd
507737 你的抱抱 罗百吉 ndbb
707737 你的抱抱 罗百吉 ndbb
565033 呛声 罗百吉 qs
508200 神圣舞会 罗百吉 sswh
562498 说不出的爱 罗百吉 sbcda
973024 往上爬 罗百吉 wsp
508699 我的五百 罗百吉 wdwb
560735 罗百吉 wxx
568918 无聊的时候 罗百吉 wldsh
508812 无聊男子 罗百吉 wlnz
508897 罗百吉 xwzg

BABY BABY 我最真的爱
BABY BABY 我最真的爱

HIGH到爆炸

ONE NIGHT IN台北

我相信(无原唱)

希望之歌(欣赏版)



565238 星期六 罗百吉 xql
977203 性感女孩 罗百吉 xgnh
509173 罗百吉 yzzy
560737 轧车 罗百吉 zc
977202 一辈子的兄弟 罗百吉 ybzdxd
568913 一颗心 罗百吉 ykx
563012 音乐 罗百吉 yl
509428 游游荡荡 罗百吉 yydd
561086 站起来 罗百吉 zql
502930 真爱 罗百吉 za
560736 烛光 罗百吉 zg
561705 最快的速度 罗百吉 zkdsd
561084 回忆 hy
560733 jq
570686 I MISS YOU imy
573845 松开手剪断爱 罗宾 sksjda
514175 啊停不住的爱人 罗大佑 atbzdar
714175 啊停不住的爱人 罗大佑 atbzdar
506059 爱人同志 罗大佑 artz
506586 东方之珠 罗大佑 dfzz
510551 告别的年代 罗大佑 gbdnd
710551 告别的年代 罗大佑 gbdnd
978003 海上花 罗大佑 hsh
504243 罗大佑 lqy
504244 罗大佑 lqy
504247 罗大佑 lqe
704247 罗大佑 lq
507484 鹿港小镇 罗大佑 lgxz
504367 美丽岛 罗大佑 mld
507761 你的样子 罗大佑 ndyz
507973 倾城之雨 罗大佑 qczy
511552 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 sldrz
511691 台北红玫瑰 罗大佑 tbhmg
513954 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 yxydge
970238 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 ybhyyct
970465 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 ybhyyct
513559 如今才是唯一 rjcswy
516555 沉默的表示吉卜赛情人 cmdbsjbsq
573556 爱到深处 罗钢 adsc
569952 棒子老虎鸡 罗钢 bzlhj
573555 不辞而别 罗钢 bceb
570678 我是一个好男人 罗钢 wsyghnr
573418 小丽 罗钢 xl
571742 祝福贵州 zfgz
507605 梦里新娘 罗吉镇 mlxn
973833 狂奔过时间 罗嘉良 kbgsj
509444 有谁知道 罗坚 yszd
971660 罗力威 ahl

亚洲之夜(无原唱)

罗百吉/曼伶
旧情(无原唱) 罗百吉/曼伶

罗百吉/青春美少女

恋曲1980
恋曲1990
恋曲2000
恋曲2000

罗大佑/佚名
罗大佑/袁佩英

罗钢/张冬玲

暗號llv



974366 妈妈 罗力威 mm
974368 我不想写 罗力威 wbxx
974367 小时代曲 罗力威 xsdq
510061 爱一直闪亮 罗美玲 ayzsl
710061 爱一直闪亮 罗美玲 ayzsl
562731 不能说走就走 罗美玲 bnszjz
562908 不痛多好 罗美玲 btdh
510683 红色向日葵 罗美玲 hsxrk
710683 红色向日葵 罗美玲 hsxrk
572182 礼物 罗美玲 lw
603011 礼物 罗美玲 lw
511403 青春的香味 罗美玲 qcdxw
562733 生日领悟 罗美玲 srlw
562732 喜欢就是喜欢 罗美玲 xhjsxh
514452 赶墟归来啊哩哩 罗宁娜 gxglall
503862 桂林谣 罗宁娜 gly
504428 牧童谣 罗宁娜 mty
516368 清粼粼水蓝莹莹的天 罗宁娜 qllslyydt
516660 青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罗宁娜 qlldsllyy
515927 山水相依真情常在 罗宁娜 ssxyzqcz
514979 世上哪有树缠藤 罗宁娜 ssnysct
504815 四季歌 罗宁娜 sjg
506132 把你唱醉 罗琦 bncz
501276 回来 罗琦 hl
508371 随心所欲 罗琦 sxsy
977865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gsyzdwmzd
977869 我是一只小小鸟 wsyzxxn
977859 我相信 wxx
565560 每个姑娘都单纯 mggnddc
508934 相聚中国 罗强 xjzg
976383 雨城 罗勤颖 yc
973462 卓玛的草原 罗桑 zmdcy
971404 爱的回忆 罗时丰 adhy
570872 霸王别姬 罗时丰 bwbj
570871 采槟榔 罗时丰 cbl
506406 迟来的爱 罗时丰 clda
971405 错过你我不要 罗时丰 cgnwby
570863 大花轿 罗时丰 dhj
703622 大妹子 罗时丰 dmz
570873 飞天 罗时丰 ft
570874 高山青 罗时丰 gsq
510569 跟往事干杯 罗时丰 gwsgb
570860 九九女儿红 罗时丰 jjneh
570861 九月九的酒 罗时丰 jyjdj
707270 康定情歌 罗时丰 kdqg
570869 绿岛小夜曲 罗时丰 ldxyq
570867 梦驼铃 罗时丰 mtl
511188 默默祝福你 罗时丰 mmzfn

罗琦/我是歌手
罗琦/我是歌手
罗琦/我是歌手
罗茜/网络歌手



511203 那年去看山 罗时丰 nnqks
570868 祈祷 罗时丰 qd
974949 卡想也是你 罗时丰 kxysn
514917 日出日落是春秋 罗时丰 rcrlscq
971402 厦门码头 罗时丰 smmt
971400 为爱亮 罗时丰 wal
570865 我听过你的歌 罗时丰 wtgndg
570866 无言的结局 罗时丰 wydjj
570864 心雨 罗时丰 xy
509235 一滴朝露 罗时丰 ydcl
971399 一生的选择 罗时丰 ysdxz
971403 永生难忘 罗时丰 ysnw
570862 在雨中 罗时丰 zyz
509602 掌声响起 罗时丰 zsxq
709602 掌声响起 罗时丰 zsxq
509706 中国功夫 罗时丰 zggf
709706 中国功夫 罗时丰 zggf
570870 走四方 罗时丰 zsf
512742 最爱上海滩 罗时丰 zasht
971401 再爱一次 zayc
509321 一种感觉 yzgj
567689 青藏高原是我家 罗婉琳 qcgyswj
767689 青藏高原是我家 罗婉琳 qcgyswj
509983 爱情的代价 罗文 aqddj
500691 尘缘 罗文 cy
501262 黄昏 罗文 hh
500213 梦 罗文 m
507639 明日天涯 罗文 mrty
501430 卡门 罗文 km
502379 吻别 罗文 wb
512192 潇洒走一回 罗文 xszyh
505465 夜来香 罗文 ylx
976568 百口莫辩 罗文聪 bkmb
977701 因为缘分 罗文聪 ywyf
575261 别怕受伤害 罗文锦 bpssh
572241 爱情漫游 罗文裕 aqmy
572296 改变 罗文裕 gb
603253 改变 罗文裕 gb
976445 爱要全心全意 罗小虎 ayqxqy
572655 从一开始 罗晓明 cyks
880132 爱的是你伤的是我 罗心洁 adsnsdsw
973794 今年过年你要把我娶回家 罗心洁 jngnnybwq
502598 新兵 罗勋 xb
509242 一封家信 yfx
575565 别再哭了 罗忆诗 bzkl
575568 渐渐 罗忆诗 jj
576126 来不及 罗忆诗 lbj
575566 新鲜 罗忆诗 xx

罗时丰-
罗时丰/佚名

罗勋/刘斌



575567 旋转爱 罗忆诗 xza
569746 阿瓦人民唱新歌 罗英初 awrmcxg
575860 阿佤新歌 罗永娟 awxg
571883 封杀我的爱 罗永娟 fswda
574849 巧克力女孩 罗永娟 qklnh
880131 胭脂泪 罗永娟 yzl
901760 草原天堂 罗渝淞 cyt
574229 不爱我就离开我 罗瑜 bawjlkw
972410 靠近 罗震环 kj
567267 罗志祥 boibsj
569541 REMIX SHOW 罗志祥 rs
500433 SHOW TIME 罗志祥 st
901946 touch my heart 罗志祥 tmh
574227 爱不单行 罗志祥 abdh
971592 爱不用说 罗志祥 abys
574228 爱疯头 罗志祥 aft
977652 爱投罗网 罗志祥 atlw
565783 爱转角 罗志祥 azj
971492 爱走秀 罗志祥 azx
562554 不懂我的心 罗志祥 bdwdx
971397 不具名的悲伤 罗志祥 bjmdbs
975087 不具名的悲伤 罗志祥 bjmdbs
568606 操盘手 罗志祥 cps
570947 潮南正传 罗志祥 cnzc
570946 撑腰 罗志祥 cy
575569 刺青 罗志祥 cq
568084 当我们宅一块 罗志祥 dwmzyk
571402 第二顺位 罗志祥 desw
901721 独一无二 罗志祥 dywe
568608 防盗锁 罗志祥 fds
503806 敢不敢 罗志祥 gbg
571403 高调爱 罗志祥 gta
570945 搞笑 罗志祥 gx
570767 个中强手 罗志祥 gzqs
565748 国王游戏 罗志祥 gwyx
565325 好朋友 罗志祥 hpy
562429 黑眼圈 罗志祥 hyq
503969 狐狸精 罗志祥 hlj
568607 蝴蝶秀 罗志祥 hdx
507043 灰色空间 罗志祥 hskj
507095 机器娃娃 罗志祥 jqww
971489 今天你最漂亮 罗志祥 jtnzpl
565210 精舞门 罗志祥 jwm
973089 空中飞人 罗志祥 kzfr
562210 力量 罗志祥 ll
504349 没有你 罗志祥 myn
901964 美丽的误会 罗志祥 mldwh
562555 猛男日记 罗志祥 mnrj

BET ON IT必杀技



571401 拿手绝活 罗志祥 nsjh
973535 闹翻天 罗志祥 nft
901992 怕安静 罗志祥 paj
901709 拼什么 罗志祥 psm
562020 呛司呛司 罗志祥 qsqs
971490 全城热爱 罗志祥 qcra
562428 淘汰郎 罗志祥 tl
571400 为你写首歌 罗志祥 wnxsg
574421 为什么要在一起 罗志祥 wsmyzyq
977685 未完的承诺 罗志祥 wwdcn
567923 我不会唱歌 罗志祥 wbhcg
569396 我秀故我在 罗志祥 wxgwz
574422 舞法舞天 罗志祥 wfwt
973023 舞极限 罗志祥 wjx
574039 习惯就好 罗志祥 xgjh
505210 瞎搅和 罗志祥 xjh
505269 小丑鱼 罗志祥 xcy
571216 幸福不灭 罗志祥 xfbm
565326 幸福猎人 罗志祥 xflr
972400 幸福啰 罗志祥 xfl
901974 一万零一夜 罗志祥 ywlyy
567780 一支独秀 罗志祥 yzdx
971398 有我在 罗志祥 ywz
514095 这一秒我哭了 罗志祥 zymwkl
562021 真命天子 罗志祥 zmtz
565608 自恋 罗志祥 zl
561704 自我催眠 罗志祥 zwcmm
568402 最后的风度 罗志祥 zhdfd
571560 做得到 罗志祥 zdd
564182 飚汗 h
575242 恋爱达人 ladr
573318 WOW w
567922 败给你 bgn
560248 恋爱达人 ladr
971491 王见王 wjw
567089 YES I DO 罗中旭 yid
568325 罗中旭 alhl
506012 爱情侧写 罗中旭 aqcx
510066 爱在你身边 罗中旭 aznsb
506258 不改初衷 罗中旭 bgcz
562293 刺 罗中旭 c
513240 今夜带我飞翔 罗中旭 jydwfx
511206 那一定是我 罗中旭 nydsw
507767 你很特别 罗中旭 nhtb
514804 你是我心中的星 罗中旭 nswxzdx
501961 圈套 罗中旭 qt
516691 谁都看得出我比他更爱你 罗中旭 sdkdcwbtg
508533 突然心跳 罗中旭 trxt

罗志祥/容祖儿
罗志祥/王心凌
罗志祥/萧亚轩
罗志祥/萧亚轩
罗志祥/徐熙娣
罗志祥/杨丞琳

爱了...恨了



508542 完美世界 罗中旭 wmsj
508590 为爱存在 罗中旭 wacz
508610 为你回来 罗中旭 wnhl
508617 为你自豪 罗中旭 wnzh
516047 我要你比谁都快乐 罗中旭 wynbsdkl
508982 想念自己 罗中旭 xnzj
509119 星光灿烂 罗中旭 xgcl
709119 星光灿烂 罗中旭 xgcl
509360 因为有你 罗中旭 ywyn
509427 游游荡荡 罗中旭 yydd
567090 自己主宰 罗中旭 zjzz
501356 节日 jr
701356 节日 jr
511894 我会在这里 whzzl
574848 爱情周记 罗梓琳 aqzj
561110 FIRST TIME 螺丝钉 ft
561111 MR HAPPY 螺丝钉 mh
561112 RAINY DAY 螺丝钉 rd
561113 YES TODAY 螺丝钉 yt
563521 日不落王国 螺丝钉 rblwg
561114 相信 螺丝钉 xx
563195 异世界 螺丝钉 ysj
563583 月亮王子 螺丝钉 ylwz
563522 紫结 螺丝钉 zj
563389 最后一秒 螺丝钉 zhym
504434 那那边 倮倮 nnb
514834 菩提树上的叮当 倮倮 ptssddd
714834 菩提树上的叮当 倮倮 ptssddd
513639 水缸里的月亮 倮倮 sgldyl
713639 水缸里的月亮 倮倮 sgldyl
500052 GOODBYE 洛客班 g
508091 人生证明 洛客班 rszm
516741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洛客班 wxndklsyw
505139 无所谓 洛客班 wsw
509665 征服世界 洛客班 zfsj
571172 春不来花不开 洛琴 cblhbk
573061 爱你不变 骆超勇 anbb
573052 不能忘记你 骆超勇 bnwjn
573051 不再后悔 骆超勇 bzhh
573063 风雨 骆超勇 fy
563148 古老的誓言 骆超勇 gldsy
573053 今生最爱 骆超勇 jsza
573059 梦开始的地方 骆超勇 mksddf
563149 梦中女孩 骆超勇 mznh
573056 你的誓言 骆超勇 ndsy
573055 你就是我的幸福 骆超勇 njswdxf
573054 伤了你也伤了我自己 骆超勇 slnyslwzj
573058 是天意让我们相爱了 骆超勇 styrwmxal

罗中旭/姚晔
罗中旭/姚晔
罗中旭/佚名



573057 我在为你等候 骆超勇 wzwndh
573062 西风 骆超勇 xf
573060 永远爱你 骆超勇 yyan
503111 DADDY 95 麻吉弟弟 djw
503151 I NEED U 麻吉弟弟 inu
503167 LET ME FREE 麻吉弟弟 lmf
500414 OH MY 麻吉弟弟 om
503689 电动王 麻吉弟弟 ddw
500934 噩梦 麻吉弟弟 em
700934 噩梦 麻吉弟弟 em
501504 篮球 麻吉弟弟 lq
507867 劈哩啪啦 麻吉弟弟 plpl
504748 受不了 麻吉弟弟 sbl
504904 甜蜜蜜 麻吉弟弟 tmm
511407 青春真伟大 麻辣鲜师 qczwd
565573 麻秋虹 dsg
574842 嫁给中国人 玛丽亚 jgzgr
573681 草原迎宾歌 玛希 cyybg
514623 蓝色的蒙古草原 玛希 lsdmgcy
573680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玛希 whcyygyd
512429 银色的毡房 玛希 ysdzf
980247 菊花爆满山 马博 jhbms
504164 空城计 kcj
511162 梦中蓝月亮 马晨光 mzlyl
516244 从来没有想过爱上你 马萃如 clmyxgasn
515896 全心演好每个自己 马萃如 qxyhmgzj
575350 开口笑 马大佐 kkx
981133 南山南 马頔 nsn
574984 马海生 xxnda
574985 这一秒 马海生 zym
514561 教我如何不想他 马洪海 jwrhbxt
3096 送春联 scl
573472 你说你爱我 马佳伟 nsnaw
880877 赤裸离开 马健涛 cllk
569985 眼泪留在你走后 马健涛 yllznzh
567688 不可能的可能 bkndkn
568037 有缘无份 yywf
508627 温暖的家 马婕 wndj
508704 我的源头 马婕 wdyt
561903 糟蹋 马浚伟 zt
515477 咱们工人有力量 马可 zmgryll
416347 越策越开心 ycykx
503878 海滩别 htb
980310 夏洛特烦恼 xltfn
572526 我喝醉我心碎 马力 whzwxs
571417 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 马念先 dnsawdnyt
570982 和你巧遇在这里 马念先 hnqyzzl
512906 澳门一九九九 马群琪 amyjjj

DON'T SAY GOODBYE(无原唱)

马长礼/裘少戎

谢谢你的爱2009

马季/赵炎

马健涛/网络歌手
马健涛/网络歌手

马可/汪函
马兰/黄新德
马丽/沈腾



513872 香港一九九七 马群琪 xgyjjq
573577 乖 马蕊 g
572855 忽然好想你 马蕊 hrhxn
603254 忽然好想你 马蕊 hrhxn
573578 你的柔情洒满我的心扉 马蕊 ndrqsmwdx
569961 我和林妹妹 马蕊 whlmm
575351 卸妆 马蕊 xz
973726 夜未央 马蕊 ywy
572086 着火 马蕊 zh
574986 爱上别人的他 马睿菈 asbrdt
574987 给你自由 马睿菈 gnzy
572173 无情的坏男人 马睿菈 wqdhnr
603012 无情的坏男人 马睿菈 wqdhnr
566447 单车之恋 马天宇 dczl
569012 飞 马天宇 f
565927 该死的温柔 马天宇 gsdwr
573875 坚强 马天宇 jq
568544 快乐童话 马天宇 klth
570728 青衣 马天宇 qy
571996 夜上海 马天宇 ysh
566446 一步一步 马天宇 ybyb
570727 只欠秋天 马天宇 zqqt
572528 花儿 马条 he
572527 寂寞有多长 马条 jmydz
572255 亲爱的你在哪里 马文吉 qadnznl
880802 为爱我中下了毒 马文吉 wawzxld
575936 尕妹妹 马希尔 gmm
571135 写一首情歌给我 马先念 xysqggw
516358 年轻的梦永远打不碎 马旭成 nqdmyydbs
901874 爱未远离 马雨贤 awyl
901875 童年的村庄 马雨贤 tndcz
514655 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玉涛 meanmxz
714655 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玉涛 meanmxz
501146 害我 马郁 hw
503885 好不好 马郁 hbh
567228 你别怪我 马郁 nbgw
516753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马郁 xbzrgwhjd
502637 羞愧 马郁 xk
979908 再见习惯 马郁 zjxg
574982 爱情囚徒 马云龙 aqqt
570681 被爱抛弃的人 马云龙 bapqdr
574981 女人的心怎么会变 马云龙 nrdxzmhb
571289 一生爱的是你 马云龙 ysadsn
566037 不起眼的吉他 马兆骏 bqydjt
510633 害羞的太阳 马兆骏 hxdty
566040 渴求 马兆骏 kq
566039 奶粉与便当 马兆骏 nfybd
566041 起初的爱 马兆骏 qcda



511975 我要的不多 马兆骏 wydbd
566038 在平安中 马兆骏 zpaz
509658 真正的我 马兆骏 zzdw
973474 爱在春天里 马智宇 azctl
973475 生命中最爱的人 马智宇 smzzadr
973476 瞬间 马智宇 sj
973473 圆梦 马智宇 ym
566183 刺猬 马梓涵 c
566184 赔偿 马梓涵 pc
512263 新疆的英孜 买买提 xjdyz
505828 MAY I LOVE YOU 麦浚龙 mily
565977 大边防 麦穗 dbf
565976 今天的你 麦穗 jtdn
507316 快乐节日 麦穗 kljr
565984 老公真的不容易 麦穗 lgzdbry
565978 妈妈教我一支歌 麦穗 mmjwyzg
565985 脉搏 麦穗 mb
565982 母亲河我喊你一声妈妈 麦穗 mqhwhnysm
565979 山水相依 麦穗 ssxy
565983 甜甜的爱 麦穗 tda
565980 我和我的祖国 麦穗 whwdzg
565981 月亮和兵 麦穗 ylhb
565975 中国结 麦穗 zgj
563929 SUPER STAR 麦田守望者 ss
568353 所有你想要的 麦田守望者 synxyd
514842 其实我已不在意 麦子杰 qswybzy
504693 少年梦 麦子杰 snm
515078 为何你的心不懂 麦子杰 whndxbd
511075 妈妈我爱你 mmwan
512824 爱不了忘不了 ablwbl
500574 背影 满江 by
515633 不要从记忆中离开 满江 bycjyzlk
506623 多变的海 满江 dbdh
506789 各自寂寞 满江 gzjm
510924 开往幸福岛 满江 kwxfd
513310 恋爱中的城市 满江 lazdcs
513362 美丽不是错误 满江 mlbscw
501829 奇迹 满江 qj
508050 裙角飞扬 满江 qjfy
511570 舍不得你走 满江 sbdnz
575236 深爱的你 满江 sadn
508346 四舍五入 满江 sswr
511820 为你写首歌 满江 wnxsg
511926 我们是朋友 满江 wmspy
564739 我们之间 满江 wmzj
513804 我喜欢你的笑 满江 wxhndx
513842 屋顶上的秋天 满江 wdsdqt
502590 心线 满江 xx

麦子杰/黎亚
麦子杰/王磬平



502683 烟火 满江 yh
513965 一辈子的宠爱 满江 ybzdca
515455 在爱情的旅途上 满江 zaqdlts
503069 最爱 满江 za
974327 最后的温柔 满江 zhdwr
976227 满天星 满天星 mtx
509955 爱每一个我 满文军 amygw
503303 爱无界 满文军 awj
564553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满文军 aygrxylym
512969 不想见到月光 满文军 bxjdyg
510220 不在你身边 满文军 bznsb
561070 残酷的美好 满文军 ckdmh
500703 承诺 满文军 cn
700703 承诺 满文军 cn
500716 赤诚 满文军 cc
506476 打个电话 满文军 dgdh
515658 当春天走来的时候 满文军 dctzldsh
500883 懂你 满文军 dn
700883 懂你 满文军 dn
569585 满文军 dnhxzb
500886 懂我 满文军 dw
700886 懂我 满文军 dw
506618 对酒当歌 满文军 djdg
501090 故事 满文军 gs
506849 归来的梦 满文军 gldm
513156 海蓝色的眼睛 满文军 hlsdyj
507153 江山美人 满文军 jsmr
507179 今生今世 满文军 jsjs
507566 美丽的你 满文军 mldn
507602 梦里潮汐 满文军 mlcx
511182 陌生而熟悉 满文军 msesx
571173 逆风而起 满文军 nfeq
501796 朋友 满文军 py
501853 牵心 满文军 qx
507945 亲情电话 满文军 qqdh
511417 轻轻走近你 满文军 qqzjn
711417 轻轻走近你 满文军 qqzjn
511415 青天何时有 满文军 qthsy
501920 情缘 满文军 qy
514887 让你的天空最美 满文军 rndtkzm
515897 让你幸福在每一天 满文军 rnxfzmyt
511598 圣洁的真爱 满文军 sjdza
504838 随风飘 满文军 sfp
511709 天地苍茫时 满文军 tdcms
515073 忘了我吧我的爱 满文军 wlwbwda
502339 望乡 满文军 wx
702339 望乡 满文军 wx
508591 为爱而生 满文军 waes

懂你(花仙子95版)



511828 未来的未来 满文军 wldwl
502372 闻笛 满文军 wd
516721 我的世界为你留住春天 满文军 wdsjwnlzc
508766 我需要你 满文军 wxyn
516089 鲜花铺满回家的路 满文军 xhpmhjdl
508972 想爱也难 满文军 xayn
514021 有爱就有希望 满文军 yajyxw
574201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 满文军 ymyrxwyya
571964 鸢尾花 满文军 ywh
509503 缘续来生 满文军 yxls
509650 真心快乐 满文军 zxkl
503728 对对飞 ddf
511928 我们相爱了 wmxal
506372 长寿是福 cssf
515523 只要你肯对我说 zynkdws
715523 只要你肯对我说 zynkdws
571174 付送折磨 fszm
505930 爱的旅程 毛阿敏 adlc
506051 爱情游戏 毛阿敏 aqyx
506079 爱谁是谁 毛阿敏 asss
514274 北方飞来的天鹅 毛阿敏 bfdte
510163 不白活一回 毛阿敏 bbhyh
500634 不问 毛阿敏 bw
503531 闯平川 毛阿敏 cpc
500815 大船 毛阿敏 dc
503698 丢手绢 毛阿敏 dsj
510615 光荣与梦想 毛阿敏 grymx
710615 光荣与梦想 毛阿敏 grymx
510625 海角未归人 毛阿敏 hjwgr
562278 回来 毛阿敏 hl
504098 今宵情 毛阿敏 jxq
501453 渴望 毛阿敏 kw
514613 苦是泪甜也是泪 毛阿敏 ksltysl
511012 历史的天空 毛阿敏 lsdtk
514648 绿叶对根的情意 毛阿敏 lydgdqy
514653 麻辣苦涩甜酸咸 毛阿敏 mlkstsx
562279 美满 毛阿敏 mm
514719 梦中抓住你的心 毛阿敏 mzzzndx
511185 莫忘今宵情 毛阿敏 mwjxq
504438 那一刻 毛阿敏 nyk
501770 女人 毛阿敏 nr
513470 女人不是月亮 毛阿敏 nrbsyl
507905 千古一爱 毛阿敏 qgya
504586 清水吟 毛阿敏 qsy
509291 人生一世 毛阿敏 ysys
504633 人之初 毛阿敏 rzc
502150 思念 毛阿敏 sn
504857 太平歌 毛阿敏 tpg

满文军/冯瑞利
满文军/赵咏华
满文军/周莉
满文军/朱桦
满文军/朱桦
满溢/小馨



508391 太平天国 毛阿敏 tptg
508512 同一首歌 毛阿敏 tysg
504996 问彩云 毛阿敏 wcy
516001 我不想再次被情伤 毛阿敏 wbxzcbqs
508816 无论多久 毛阿敏 wldj
502443 希望 毛阿敏 xw
502474 相思 毛阿敏 xs
512214 笑在你心头 毛阿敏 zznxt
575227 心无愧疚 毛阿敏 xwkj
512400 一样的夕阳 毛阿敏 yydxy
509437 有你相伴 毛阿敏 ynxb
512511 远方伴着你 毛阿敏 yfbzn
514121 烛光里的妈妈 毛阿敏 zgldmm
512720 自有人评说 毛阿敏 zyrps
569061 好运北京 hybj
510080 奥林匹克风 alpkf
574393 爱不要成为自私的囚 毛泓艳 abycwzsdq
569934 到底什么时候你才会了解我 ddsmshnch
572639 不爱的理由 毛毛 badly
574031 我哭了 毛毛 wkl
575226 因为我爱你 毛毛 ywwan
973747 爱我吧 毛妮卓玛 awb
514173 阿哥阿妹情意长 毛宁 agamqyc
510022 爱情走不远 毛宁 aqzby
503507 草帽歌 毛宁 cmg
500744 初秋 毛宁 cq
506499 大浪淘沙 毛宁 dlts
513054 等你在老地方 毛宁 dnzldf
572429 风自由 毛宁 fzy
506878 海水未蓝 毛宁 hswl
516270 好想开开心心过一天 毛宁 hxkkxxgyt
507031 黄昏放牛 毛宁 hhfn
507108 继续舞动 毛宁 jxwd
515759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毛宁 lldylldm
715759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毛宁 lldylldm
501561 梁祝 毛宁 lz
507447 了无牵挂 毛宁 lwqg
707447 了无牵挂 毛宁 lwqg
507623 梦在他乡 毛宁 mztx
508059 让爱随风 毛宁 rasf
508063 让爱作主 毛宁 razz
508087 人生胡同 毛宁 rsht
514984 是否还会想起我 毛宁 sfhhxqw
508407 涛声依旧 毛宁 tsyj
708407 涛声依旧 毛宁 tsyj
511773 弯弯的月亮 毛宁 wwdyl
502322 晚秋 毛宁 wq
515063 晚霞落叶心上人 毛宁 wxlyxsr

毛阿敏/孙国庆
毛阿敏/章鹏

毛泓艳/水水



508767 我需要你 毛宁 wxyn
515298 谢谢最深爱的你 毛宁 xxzsadn
502667 雪乡 毛宁 xx
509285 一生的缘 毛宁 ysdy
509415 用心良苦 毛宁 yxlk
514047 再次拥有明天 毛宁 zcyymt
515454 再一次拥有明天 毛宁 zycyymt
512738 祖国圆舞曲 毛宁 zgywq
512260 心中只有你 xzzyn
514933 三百六十五里路 sblswll
505970 爱过以后 agyh
514524 欢乐从这里升起 hlczlsq
507567 美丽的书 mlds
511169 明天更辉煌 mtghh
515808 能有几次这样的爱 nyjczyda
515886 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qqmsndyj
514968 生命中的每一天 smzdmyt
502592 心雨 xy
702592 心雨 xy
574776 毛泽侨 yh
978049 下个路口见 毛泽少 xglkj
500893 洞房 茅威涛 df
981433 洞房 茅威涛 df
501011 奉汤 茅威涛 ft
502170 算命 茅威涛 sm
981434 算命 茅威涛 sm
514444 凤冠霞帔谢夫人 fgxpxfr
514590 九里桑园叫算命 jlsyjsm
513679 铁蹄下的歌女 么红 txdgn
506137 霸王别姬 梅葆玖 bwbj
506855 贵妃醉酒 梅葆玖 gfzj
504503 女起解 梅葆玖 nqj
508354 苏三起解 梅葆玖 ssqj
975038 旧棉被 梅东生 jmb
974785 想你想你 梅东生 xnxn
503849 故乡情 梅华 gxq
570367 绿叶对根的情意 梅华 lydgdqy
571734 死心 梅岭 sx
503446 不插电 梅艳芳 bcd
563740 不惑 梅艳芳 bh
510250 长藤挂铜铃 梅艳芳 ctgtl
710250 长藤挂铜铃 梅艳芳 ztgtl
510293 床前明月光 梅艳芳 cqmyg
513044 得不到的爱情 梅艳芳 dbddaq
424371 赌霸 梅艳芳 db
513091 放开你的头脑 梅艳芳 fndtn
506761 感情包袱 梅艳芳 gqbf
506932 黑色婚纱 梅艳芳 hshs

毛宁/陈明
毛宁/吴倩莲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毛宁/杨钰莹

12月32号

茅威涛/陈辉玲
茅威涛/陈辉玲



507001 花月佳期 梅艳芳 hyjq
504498 女儿红 梅艳芳 neh
504504 女人花 梅艳芳 nrh
507941 亲密爱人 梅艳芳 qmar
508719 我很快乐 梅艳芳 whkl
505111 我愿意 梅艳芳 wyy
516085 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梅艳芳 xbzbzznr
505236 想得开 梅艳芳 xdk
512307 血染的风采 梅艳芳 xrdfc
515383 一生爱你千百回 梅艳芳 ysanqbh
502869 月光 梅艳芳 yg
509621 珍爱真爱 梅艳芳 zaza
515518 只羡鸳鸯不羡仙 梅艳芳 zxyybxx
514161 昨天你去哪啊 梅艳芳 ztnqna
516322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mtnsfyraw
514732 明天我要嫁给你 mtwyjgn
503005 祝福 zf
564419 光彩第二街 gcdej
570165 伊人红妆 玫子 yrhz
510037 爱是巧克力 眉佳 asqkl
501040 感觉 眉佳 gj
701040 感觉 眉佳 gj
507164 接风洗尘 眉佳 jfxc
707164 接风洗尘 眉佳 jfxc
560683 邻里之间 眉佳 llzj
560682 沙 眉佳 s
504710 生活谣 眉佳 shy
704710 生活谣 眉佳 shy
560681 天长地久 眉佳 tcdj
505434 燕衔泥 眉佳 yxn
705434 燕衔泥 眉佳 yxn
560680 当你每一次出现 dnmyccx
510205 不许他回家 美黛 bxthj
510740 黄昏的街头 美黛 hhdjt
500997 风景 美眉 f
501000 风声 美眉 fs
501583 流浪 美眉 ll
504516 怕什么 美眉 psm
511343 陪你说再见 美眉 pnszj
508143 美眉 slsh
511726 天使的模样 美眉 tsdmy
508640 问题爱情 美眉 wtaq
505276 小妇人 美眉 xfr
571307 给我一双爱的翅膀 门丽 gwysadcb
976435 梦中想着你 门丽 mzxzn
509535 月圆花好 盟玉 yyhh
709535 月圆花好 盟玉 yyhh
561195 感应 蒙恩使女 gy

梅艳芳/伦永亮
梅艳芳/佚名
梅艳芳/张学友
梅子/网络歌手

眉佳/周洁

色拉生活(欣赏版)



561096 天空的座位 蒙恩使女 tkdzw
561098 我决定 蒙恩使女 wjd
561097 我们一起 蒙恩使女 wmyq
561099 纸玫瑰 蒙恩使女 zmg
575282 月儿情 蒙古之花乌兰图雅 yeq
901533 草原请你来 蒙克 cyqnl
573559 是谁为爱犯了错 蒙克 sswaflc
573558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蒙克 wdylzwnl
880810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蒙克 wdylzwnl
575281 幸福的人 蒙克 xfdr
901534 幸福的人 蒙克 xfdr
500781 唇印 孟繁青 cy
505079 我情愿 孟繁青 wqy
901830 新不了情 孟格格 xblq
575016 心中的故乡 xzdgx
504844 锁五龙 孟广禄 swl
504873 探阴山 孟广禄 tys
976324 有一个姑娘叫卓玛 yyggnjzm
975537 领悟 lw
975536 天空 tk
975538 跟往事乾杯 gwsqb
574635 爱情不要来的太快 孟茜 aqbyldtk
574634 孟茜 slld
575739 爱海 孟庭苇 ah
506007 爱你太真 孟庭苇 antz
500521 暗恋 孟庭苇 al
514258 把思念寄托远方 孟庭苇 bsnjtyf
510094 把他换作你 孟庭苇 bthzn
512920 白纱窗的女孩 孟庭苇 bscdnh
564791 白天的星星 孟庭苇 btdxx
503360 斑马线 孟庭苇 bmx
512958 不快乐的爱人 孟庭苇 bkldar
515632 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孟庭苇 bxyjctyb
974469 不消失的回忆 孟庭苇 bxsdhy
514324 孟庭苇 cfcycyq
500775 春雪 孟庭苇 cx
506542 等待花开 孟庭苇 ddhk
510407 第二道彩虹 孟庭苇 dedch
515677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孟庭苇 djdtblky
506702 风里的梦 孟庭苇 fldm
515691 风是我回忆的方向 孟庭苇 fswhydfx
515693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孟庭苇 fzydyzdy
506812 勾心斗角 孟庭苇 gxdj
560975 孤独时候你想谁呢 孟庭苇 gdshnxsn
501115 过冬 孟庭苇 gd
503905 好情人 孟庭苇 hqr
514504 和饼干说话的人 孟庭苇 hbgshdr
560512 红花 孟庭苇 hh

孟根其其格/齐峰

孟江/斯朗初
孟楠/中国好声音
孟楠/中国好声音
孟鹏/中国好声音

傻喇喇D

乘风乘月乘忧去(欣赏版)



501180 红雨 孟庭苇 hy
560976 琥珀 孟庭苇 hp
507006 化身为海 孟庭苇 hswh
974471 翦翦风儿 孟庭苇 jjfe
507156 将错就错 孟庭苇 jcjc
560513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孟庭苇 jjdsmmmdh
501488 困爱 孟庭苇 ka
507400 冷冷的夏 孟庭苇 lldx
501557 恋人 孟庭苇 lr
974470 琉璃 孟庭苇 ll
515784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孟庭苇 myqrdqrj
501698 明天 孟庭苇 mt
501711 默认 孟庭苇 mr
564789 你的味道 孟庭苇 ndwd
51634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孟庭苇 njjyjghmm
515825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孟庭苇 nknkyldl
514789 你那好冷的小手 孟庭苇 nnhldxs
515848 你听海是不是在笑 孟庭苇 nthsbszx
715848 你听海是不是在笑 孟庭苇 nthsbszx
575129 飘 孟庭苇 p
516363 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 孟庭苇 qswhsyxzh
511459 去吧我的爱 孟庭苇 qbwda
514919 日以继夜的想你 孟庭苇 ryjydxn
508127 三生三世 孟庭苇 ssss
511551 闪亮的日子 孟庭苇 sldrz
711551 闪亮的日子 孟庭苇 sldrz
513632 谁的眼泪在飞 孟庭苇 sdylzf
508309 谁来晚餐 孟庭苇 slwc
511630 拭去你的泪 孟庭苇 sqndl
502113 手语 孟庭苇 sy
564790 天使之歌 孟庭苇 tszg
516404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孟庭苇 tgkmxhdyl
502326 往事 孟庭苇 ws
564931 我们仨 孟庭苇 wm
516039 我说的谎都是真的 孟庭苇 wsdhdszd
508820 无声的雨 孟庭苇 wsdy
508882 雾里看花 孟庭苇 wlkh
513866 相爱的可能性 孟庭苇 xadknx
516761 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 孟庭苇 xyldxxcdt
509035 心的旅途 孟庭苇 xdlt
509039 心电感应 孟庭苇 xdgy
564617 幸福感 孟庭苇 xfg
516765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孟庭苇 xdddmgjqq
512313 哑哑与亚亚 孟庭苇 yyyyy
515342 野百合也有春天 孟庭苇 ybhyyct
516117 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孟庭苇 ygaslmdr
514035 原本今生以为 孟庭苇 ybjsyw
505596 月亮船 孟庭苇 ylc



509608 找一个人 孟庭苇 zygr
514100 真的还是假的 孟庭苇 zdhsjd
509731 重返故里 孟庭苇 cfgl
505744 紫浣花 孟庭苇 zhh
509805 走在雨中 孟庭苇 zzyz
501564 两边 lb
575128 勇敢说出爱 ygsca
516516 爱你后才知道如何爱你 anhczdrha
502486 相约 xy
504961 望江亭 孟祥萍 wjt
576039 别让爱你的人流泪 孟彦 brandrll
576419 男人一生三朵花 孟杨 nryssdh
973235 希望 孟子焱 xw
503102 BABY COME BACK 梦飞船 bcb
506427 除了爱情 梦飞船 claq
513408 你爱她我爱她 梦飞船 natwat
510644 好好过日子 梦鸽 hhgrz
514806 你是我一生甜蜜 梦鸽 nswystm
516035 我是你梦中的鸽子 梦鸽 wsnmzdgz
566107 永远的妈妈 梦鸽 yydmm
515573 祖国永远祝福您 梦鸽 zgyyzfn
504285 龙船调 lcd
510963 快乐每一天 梦幻想 klmyt
562416 梦露乐团 aqg
562417 梦露乐团 ls
562905 梦露乐团 qqwdbb
574768 梦梦 梦梦 mm
981444 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梦然 mynpbzdhg
566199 爱错了方位 aclfw
976233 糜先生 hhsz
976249 马戏团运动 糜先生 mxtyd
976617 巴掌 麋先生 bz
567526 手牵手 米儿丝 sqs
567266 想听你说 米儿丝 xtns
567779 要你说爱我 米儿丝 ynsaw
565871 AITAI 蜜雪薇琪 a
500008 ALRIGHT 蜜雪薇琪 a
560287 KISSY 蜜雪薇琪 k
565951 PARTY FOR PINK 蜜雪薇琪 pfp
564385 PRINCESS 蜜雪薇琪 p
509930 爱的卡洛里 蜜雪薇琪 adkll
709930 爱的卡洛里 蜜雪薇琪 adkll
564283 爱能不能不变 蜜雪薇琪 anbnbb
506080 爱斯基摩 蜜雪薇琪 asjm
564625 白色羽毛 蜜雪薇琪 bsym
500904 独立 蜜雪薇琪 dl
560764 过渡时期 蜜雪薇琪 gdsq
565952 谁 蜜雪薇琪 s

孟庭苇/邰正宵
孟庭苇/夏炎
孟庭苇/佚名
孟庭苇/佚名

梦鸽/魏金栋

安全感(无原唱)
蓝色(无原唱)
亲亲我的宝贝(无原唱)

梦伟/网络歌手
黄昏市长-



560289 谢谢你 蜜雪薇琪 xxn
560763 心电感应 蜜雪薇琪 xdgy
502658 学着 蜜雪薇琪 xz
565872 也许 蜜雪薇琪 yx
564204 一千零一夜 蜜雪薇琪 yqlyy
560765 隐形的雪 蜜雪薇琪 yxdx
564284 萤光蝴蝶 蜜雪薇琪 yghd
560288 知道你会走 蜜雪薇琪 zdnhz
571675 2375 棉花糖 -
973037 棉花糖 gtyyl
973382 不被了解的怪人 棉花糖 bbljdgr
576098 好日子 棉花糖 hrz
880011 回不去的旅人 棉花糖 hbqdlr
573015 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棉花糖 pndsjdzj
575223 我们都一样 棉花糖 wmdyy
575815 再见王子 棉花糖 zjwz
576099 怎么说呢 棉花糖 zmsn
571488 苍鹰之恋 苗雨 cyzl
976653 顶楼天光 灭火器乐团 dltg
976652 欲走无路 灭火器乐团 yzwl
975099 民雄巴莱 tyh
976098 I LOOK TO YOU 闵百慧 ilty
504422 莫生气 闵芳 msq
567239 寻友启示 xyqs
565675 不后悔的决定 bhhdjd
565676 从头 ct
565405 发现真爱 fxza
565406 遗忘 yw
571358 彩色的季节 明骏女孩 csdjj
569925 闪亮五环 明骏女孩 slwh
569652 爱上你是不是个错 asnsbsgc
571795 不愿失去你 bysqn
573391 海一样的伤口 摩天人 hyydsk
573390 摩天人 摩天人 mtr
573389 我等不到你 摩天人 wdbdn
975588 睫毛弯弯 jmww
975587 张三的歌 zsdg
972988 蹦蹦 魔电女孩 bb
973477 为了你 魔电女孩 wln
573876 大开眼界 dkyj
574278 扭扭捏捏 nnnn
574277 如影随形 rysx
573877 GET OUT 魔幻力量 go
971632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 魔幻力量 rgmtsjmr
979579 我还是爱着你 魔幻力量 whsazn
574076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魔幻力量 wsswsswss
560855 爱情来哩 魔术代 aqll
760855 爱情来哩 魔术代 aqll

100个太阳月亮

太阳(HD)

明道/许孟哲
明道/祝钒刚
明道/祝钒刚
明道/祝钒刚
明道/祝钒刚

明阳/网络歌手
明阳/网络歌手

蘑菇兄弟/中国好声音
蘑菇兄弟/中国好声音

魔幻1+1
魔幻1+1
魔幻1+1



500742 初恋 魔术代 cl
500797 存钱 魔术代 cq
510523 粉红色乐团 魔术代 fhsyt
513196 还是要说再见 魔术代 hsyszj
501152 好奇 魔术代 hq
503997 坏东西 魔术代 hdx
560856 蓝色天空 魔术代 lstk
501555 练习 魔术代 lx
511735 天天说爱我 魔术代 tsaw
516726 我每天许下同一个心愿 魔术代 wmtxxtygx
512029 我只想到你 魔术代 wzxdn
512127 先爱了再说 魔术代 xalzs
512327 养我一辈子 魔术代 ywybz
509543 越来越远 魔术代 ylyy
512732 走开你那位 魔术代 zknnw
572474 月亮代表我的心 yldbwdx
712553 再见黄鹤楼 zjhhl
506155 半个情人 莫少聪 bgqr
512939 别笑别说别懂 莫少聪 bzbsbd
507210 九月离开 莫少聪 jylk
509470 与你相逢 莫少聪 ynxf
505686 只有你 莫少聪 zyn
563520 24HRS 莫文蔚 h
973758 A FINE ROMANCE 莫文蔚 afr
564147 ACCESSORIE 莫文蔚 a
974508 莫文蔚 awdzys
563386 AM PM 莫文蔚 ap
500300 CANDY KISSES 莫文蔚 ck
564069 FIRE 莫文蔚 f
880267 goodbye 莫文蔚 g
505811 I WILL BE FINE 莫文蔚 iwbf
505823 LET'S FALL IN LOVE 莫文蔚 lfil
500109 SLOWLY 莫文蔚 s
505853 YOU ARE SO BEAUTIFUL 莫文蔚 yasb
500141 爱 莫文蔚 a
509921 爱的初体验 莫文蔚 adcty
500488 爱情 莫文蔚 aq
514219 爱情有什么道理 莫文蔚 aqysmdl
510021 爱情真伟大 莫文蔚 aqzwd
710021 爱情真伟大 莫文蔚 aqzwd
503296 爱死你 莫文蔚 asn
703296 爱死你 莫文蔚 asn
512885 爱我的请举手 莫文蔚 awdqjs
503329 爱自己 莫文蔚 azj
703329 爱自己 莫文蔚 azj
880239 艾美丽爱美丽 莫文蔚 amlaml
900239 艾美丽爱美丽 莫文蔚 amlaml
568609 安可 莫文蔚 ak

莫华伦/谢安琪
莫那/任贤齐

ALIVE我的自由式



880312 宝贝 莫文蔚 bb
503430 别再走 莫文蔚 bzz
564005 薄荷 莫文蔚 bh
563694 不要爱我 莫文蔚 byaw
506461 从今以后 莫文蔚 cjyh
513028 单人房双人床 莫文蔚 drfsrc
506578 电台情歌 莫文蔚 dtqg
880311 耳朵要解渴 莫文蔚 edyjk
506815 姑娘酒窝 莫文蔚 gnjj
506846 光速飞翔 莫文蔚 gsfx
503877 海上花 莫文蔚 hsh
501163 黑雨 莫文蔚 hy
506966 忽然东风 莫文蔚 hrdf
506967 忽然之间 莫文蔚 hrzj
501230 话题 莫文蔚 ht
513215 寂寞的恋人啊 莫文蔚 jmdlra
510798 寂寞蒲公英 莫文蔚 jmpgy
510845 今天星期几 莫文蔚 jtxqj
513268 开水与白面包 莫文蔚 ksybmb
501444 看透 莫文蔚 kt
504201 懒得管 莫文蔚 ldg
507440 两个女孩 莫文蔚 lgnh
504339 没时间 莫文蔚 msj
511200 那可不一定 莫文蔚 nkbyd
514782 你给我多少时间 莫文蔚 ngwdssj
504477 你可以 莫文蔚 nky
511312 你最爱的歌 莫文蔚 nzadg
514823 女朋友的男朋友 莫文蔚 npydnpy
568088 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莫文蔚 qswyzdxdn
973657 倾国倾城 莫文蔚 qgqc
567932 日场夜场 莫文蔚 rcyc
513544 如果还有以后 莫文蔚 rghyyh
563387 如果没有你 莫文蔚 rgmyn
513549 如果你是李白 莫文蔚 rgnslb
568610 散 莫文蔚 s
511599 盛夏的果实 莫文蔚 sxdgs
504728 十二楼 莫文蔚 sel
508252 实况转播 莫文蔚 skzb
563388 手 莫文蔚 s
508303 双城故事 莫文蔚 scgs
508377 他不爱我 莫文蔚 tbaw
568089 台 莫文蔚 t
560267 天天锻炼 莫文蔚 tdl
564950 天下大同 莫文蔚 txdt
564070 甜美生活 莫文蔚 tmsh
568090 头号粉丝 莫文蔚 thfs
572825 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 wmdsj
603255 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 wmdsj



880266 完美孤独 莫文蔚 wmgd
505018 我爱你 莫文蔚 wan
508663 我不耐烦 莫文蔚 wbnf
505044 我的天 莫文蔚 wdt
505064 我累了 莫文蔚 wll
508743 我明白他 莫文蔚 wmbt
505108 我要说 莫文蔚 wys
515221 午夜前的十分钟 莫文蔚 wyqdsfz
512180 想一个男生 莫文蔚 xygns
502523 消灭 莫文蔚 xm
505335 心变了 莫文蔚 xbl
575868 选择题 莫文蔚 xzt
564282 一个人睡 莫文蔚 ygrs
564004 一口一口 莫文蔚 ykyk
509356 因为所以 莫文蔚 ywsy
502764 阴天 莫文蔚 yt
568091 隐隐 莫文蔚 yy
512507 愈夜愈美丽 莫文蔚 yyyml
509537 月圆月缺 莫文蔚 yyyq
573024 在那遥远的地方 莫文蔚 znyyddf
505634 怎么了 莫文蔚 zml
505668 真的吗 莫文蔚 zdm
971892 执子之手 莫文蔚 zzzs
503065 钻石 莫文蔚 zs
514251 把悲伤留给自己 bbslgzj
509797 走进回忆 zjhy
511769 外面的世界 wmdsj
510812 坚强的理由 jqdly
510813 坚强的理由 jqdly
506847 广岛之恋 gdzl
979909 一念之间 ynzj
568039 广岛之恋 gdzl
976476 爱疯了 莫熙儿 afl
572824 对着天空说爱你 莫小滢 dztksan
571101 爱一点 莫艳琳 ayd
567215 带走 莫艳琳 dz
571187 和你跳舞 莫艳琳 hntw
564572 黑白电影 莫艳琳 hbdy
566265 坚强 莫艳琳 jq
566266 看海 莫艳琳 kh
566264 你的背包 莫艳琳 ndbb
566268 莫艳琳 qdnwsh
978255 天蝎和处女 莫艳琳 txhcn
566267 童话世界 莫艳琳 thsj
565772 顽固独身主义 莫艳琳 wgdszy
971809 我不能哭 莫艳琳 wbnk
515637 不要这样对我好吗 莫镇贤 byzydwhm
516249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牟青 dqwxadtpp

莫文蔚/陈升
莫文蔚/李宗盛
莫文蔚/齐秦
莫文蔚/任贤齐
莫文蔚/伍佰
莫文蔚/张洪量
莫文蔚/张杰
莫文蔚/张智霖

齐达内 WE SAY HI



716249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牟青 dqwxadtpp
505246 想亲亲 xqq
701227 化蝶 hd
573291 爱情买卖 慕容晓晓 aqmm
973224 黄梅戏 慕容晓晓 hmx
575772 旧爱新伤 慕容晓晓 jaxs
981538 女驸马 慕容晓晓 nfm
973480 原形 慕容晓晓 yx
516280 即使全世界都下着雨 木吉他 jsqsjdxzy
504053 记得我 木吉他 jdw
501665 梦田 木吉他 mt
567612 INTRO 木玛乐队 i
567613 THIRD PARTY 木玛乐队 tp
567519 黯淡星 木玛乐队 dx
567518 天鹅绒 木玛乐队 ter
572417 爱情泥沼 木棉 aqnz
575789 等你不回 木棉 dnbh
572419 高处 木棉 gc
572418 玫瑰情人节 木棉 mgqrj
572416 心底的秘密 木棉 xddmm
573300 浣纱女 木子俊 hsn
571650 静夜诗 木子俊 jys
571649 全世界只有你在乎我 木子俊 qsjzynzhw
880456 爱到底怎么了 牧仁 addzml
509718 中华姓氏 穆爱娜 zhxs
506505 大禹治水 dyzs
973243 来生缘一世情 纳兰 lsyysq
973242 一世江山万年情 纳兰 ysjswnq
570490 嘴脸 那娜 zl
510427 雕花的衣柜 那顺 dhdyg
971322 ALWAYS FRIENDS 那英 af
562608 NO MORE 那英 nm
762608 NO MORE 那英 nm
574909 爱的旅程 那英 adlc
506017 爱情的伤 那英 aqds
516213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那英 asndyasjm
506096 爱像把锁 那英 axbs
514231 爱要有你才完美 那英 ayyncwm
503315 爱依然 那英 ayr
503355 白丝线 那英 bsx
514263 白天不懂夜的黑 那英 btbdydh
510175 不管有多苦 那英 bgydk
710175 不管有多苦 那英 bgydk
512955 不后悔爱上你 那英 bhhasn
510188 不能没有你 那英 bnmyn
506312 不再回头 那英 bzht
512990 藏不住的快乐 那英 cbzdkl
500737 出卖 那英 cm

牟青/俞静
牟玄甫/郑绪岚

穆罕默德.金山



700737 出卖 那英 cm
500149 船 那英 c
974501 春暖花开 那英 cnhk
513029 但愿好梦成真 那英 dyhmcz
500848 等待 那英 dd
500899 毒药 那英 dy
504513 哦昆仑 那英 okl
500943 反省 那英 fx
513089 放爱一条生路 那英 faytsl
501031 干脆 那英 gc
514476 跟我唱歌听音乐 那英 gwcgtyy
510728 还是要见面 那英 hsyjm
510639 好大一棵树 那英 hdyks
513207 活着就是现在 那英 hzjsxz
501352 脚步 那英 jb
513237 藉口不是理由 那英 jkbsly
507206 纠缠的梦 那英 jcdm
510890 酒干倘卖无 那英 jgtmw
507297 哭过以后 那英 kgyh
507304 苦中作乐 那英 kzzl
501528 冷漠 那英 lm
504229 离不开 那英 lbk
562609 留言 那英 ly
507544 玫瑰的雨 那英 mgdy
511120 美丽的朋友 那英 mldpy
507593 梦的感觉 那英 mdgj
504391 梦醒了 那英 mxl
504392 梦一场 那英 myc
979888 默 那英 m
501739 闹剧 那英 nj
970239 你不是说 那英 nbss
970433 你不是说 那英 nbss
511246 你从未离开 那英 ncwlk
507757 你的眼神 那英 ndys
516348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星 那英 nswxzyydx
501800 偏心 那英 px
507965 青青世界 那英 qqsj
502007 如今 那英 rj
511541 山不转水转 那英 sbzsz
504659 山沟沟 那英 sgg
511549 山水天地间 那英 sstdj
504666 珊瑚颂 那英 shs
563632 身不由已 那英 sbyy
508249 什么态度 那英 smtd
504854 太湖美 那英 thm
502187 贪恋 那英 tl
513717 为你朝思暮想 那英 wnzsmx
511829 未完的童年 那英 wwdtn



511858 我不是天使 那英 wbsts
511878 我的心中星 那英 wdxzx
971219 我的幸福刚刚好 那英 wdxfggh
513792 我是你的情人 那英 wsndqr
512027 我只喜欢你 那英 wzxhn
508883 雾里看花 那英 wlkh
502442 希望 那英 xw
981517 相爱恨早 那英 xahz
513868 相见不如怀念 那英 xjbrhl
512150 相遇的太迟 那英 xydtc
502507 想念 那英 xn
515281 像我这样的情人 那英 xwzydqr
509041 心甘情愿 那英 xgqy
512238 心酸的浪漫 那英 xsdlm
509131 醒时作梦 那英 xszm
509322 一种感觉 那英 yzgj
512350 一个人的事 那英 ygrds
512375 一千一万遍 那英 yqywb
512376 一切都变了 那英 yqdbl
513995 一万一千公里 那英 ywyqgl
509309 一笑而过 那英 yxeg
509387 拥抱明天 那英 ybmt
980229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那英 ygandrbry
509490 欲走还留 那英 yzhl
514036 原来爱那么难 那英 ylanmn
509510 愿赌服输 那英 ydfs
512547 再会不再见 那英 zhbzj
502883 再见 那英 zj
512605 这样的爱人 那英 zydar
509664 争分夺秒 那英 zfdm
502949 征服 那英 zf
512656 只为你停留 那英 zwntl
502977 至少 那英 zs
512734 走上这条路 那英 zsztl
512744 最爱这一天 那英 zazyt
509824 最后一吻 那英 zhyw
509840 左思右想 那英 zsyx
509843 做我自己 那英 zwzj
509659 真挚的爱 zzda
507171 姐妹弟兄 jmdx
503865 过把瘾 gby
515557 总会等到那一天 zhddnyt
509690 只要有你 zyyn
709690 只要有你 zyyn
509104 新郎新娘 xlxn
509109 新娘新郎 xnxl
975594 rwycaggzf
502985 忠诚 南方男生 zc

那英/陈琳
那英/解小东
那英/刘欢
那英/毛宁
那英/孙楠
那英/孙楠
那英/臧天朔
那英/臧天朔

让我一次爱个够+征服+哭不出来+存 那英/中国好声音



512914 把青春献给党 南方女生 bqcxgd
574591 好美丽的姑娘 南风 hmldgn
564646 走了你还有谁 zlnhys
571435 初恋时代 南合文斗 clsd
567076 陪君醉笑三千场 南合文斗 pjzxsqc
767076 陪君醉笑三千场 南合文斗 pjzxsqc
562943 让泪化作相思雨 南合文斗 rlhzxsy
569802 雨街 南合文斗 yj
566993 HERE WE GO 南拳妈妈 hwg
564261 ROCK 南拳妈妈 r
563716 TONIGHT 南拳妈妈 t
560962 WHAT CAN I DO 南拳妈妈 wcid
880507 爱你离开你 南拳妈妈 anlkn
506141 白色裂痕 南拳妈妈 bslh
566877 不该结束 南拳妈妈 bgjs
563717 初恋粉色系 南拳妈妈 clfsx
880369 风雪梧桐 南拳妈妈 fxwt
880963 赶快认错 南拳妈妈 gkrc
575109 公主恋爱手册 南拳妈妈 gzlasc
880407 河流午后我经过 南拳妈妈 hlwhwjg
564535 花恋蝶 南拳妈妈 hld
500184 家 南拳妈妈 j
560963 橘子汽水 南拳妈妈 zqs
880533 决斗巴哈 南拳妈妈 jdbh
570282 泪妆 南拳妈妈 lz
563940 离家不远 南拳妈妈 ljby
560964 牡丹江 南拳妈妈 mdj
569599 你不像她 南拳妈妈 nbxt
560479 破晓 南拳妈妈 px
563975 枪与玫瑰 南拳妈妈 qymg
564047 悄悄告诉她 南拳妈妈 qqgst
976311 水晶蜻蜓 南拳妈妈 sjqt
572351 吻我好吗 南拳妈妈 wwhm
603256 吻我好吗 南拳妈妈 wwhm
566878 无瑕 南拳妈妈 w
566816 湘南海鸥 南拳妈妈 xnho
508963 香草把噗 南拳妈妈 xcbp
560478 消失 南拳妈妈 xs
505314 小时候 南拳妈妈 xsh
566817 笑着流泪 南拳妈妈 xzll
570909 眼镜宝贝 南拳妈妈 yjbb
569514 再见小时候 南拳妈妈 zjxsh
562007 SAY U LOVE ME sulm
574321 情人节 qrj
574322 我不听 wbt
574151 萤火虫 yhc
574323 重播 zb
981174 我的天坑 南征北战 wdtk

南风/网络歌手

南拳妈妈/铁竹堂
南拳妈妈/张杰
南拳妈妈/张杰
南拳妈妈/张杰
南拳妈妈/张杰



575495 一生去忘掉对你的爱 南梓轩 ysqwddnda
567351 男生版 xy
576200 静听伤感 难逢 jtsg
976442 炎彬 能否回到从前 yb
974758 WAKE UP 倪安东 wu
971455 WAKEUP 倪安东 w
977674 第三人称 倪安东 dsrc
971456 梦里来过 倪安东 mllg
972378 让我爱她 倪安东 rwat
970240 散场的拥抱 倪安东 scdyb
971349 失败的分手 倪安东 sbdfs
977228 我是你的 倪安东 wsnd
971348 一觉醒来 倪安东 yjxl
977206 一切都是因为爱 倪安东 yqdsywa
506839 故乡情人 倪宾 gxqr
975512 第一滴泪 dydl
975511 掌纹 zw
567053 百变的选择 倪睿思 bbdxz
574011 留爱给最想爱的人 倪睿思 lagzxadr
508749 我是天真 倪睿思 wstz
972634 不要告别 bygb
974287 千年等你回 qndnh
569689 SUPERMAN 倪子冈 s
569690 绝对无敌 倪子冈 jdwd
510773 吉祥的哈达 尼玛拉毛 jxdhd
570096 天上的西藏 尼玛拉毛 tsdxc
514033 玉树我的故乡 尼玛拉毛 yswdgx
972663 过火 gh
977632 WITH YOU 逆思乐团 wy
977246 蝴蝶 逆思乐团 hd
977245 微伤感 逆思乐团 wsg
506661 放不下你 年少 fbxn
501537 离开 年少 lk
507546 玫瑰花园 年少 mghy
971718 草原恋 聂建华 cyl
971717 老家 聂建华 lj
504529 跑旱船 聂建华 phc
704529 跑旱船 聂建华 phc
971719 陪祖国过年 聂建华 pzggn
971714 十里河流金的河 聂建华 slhljdh
971716 我们是战友 聂建华 wmszy
971715 咱们回家 聂建华 zmhj
575269 爱伤了自己 聂琳峰 aslzj
575271 避风港 聂琳峰 bfg
575268 梦乡 聂琳峰 mx
575266 七月七 聂琳峰 qyq
575270 西藏的祝福 聂琳峰 xcdzf
575267 左情右爱 聂琳峰 zqya

心愿(无原唱)

倪鹏/中国好声音
倪鹏/中国好声音

倪雅丰/平安
倪雅丰/乔杨

你我及他/中国好声音



568813 分手快乐 聂云 fskl
568814 最浪漫的事 聂云 zlmds
972355 十一年 凝墨 syn
514845 骑马跨枪走天下 宁林 qmkqztx
972430 认真爱过 柠檬草戒指 rzag
974293 像羽毛一样轻 妞妞 xymyyq
572443 你偷走我的心 牛飞 ntzwdx
603257 你偷走我的心 牛飞 ntzwdx
571660 疲惫司机 牛飞 pbsj
571789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唱歌 牛飞 wxhkzndyj
573315 心中的女孩 牛飞 xzdnh
569467 无名指戒 wmzj
561946 忘不了你的温柔 牛歌 wblndwr
567679 别让爱你的人心碎 brandrxs
901783 穿越珊瑚海 牛奶 cyshh
575839 蝶恋花 dlh
574817 我不想说再见 wbxszj
973720 旅客 牛奶咖啡 lk
970241 没时间 牛奶咖啡 msj
973087 你不能爱我 牛奶咖啡 nbnaw
880329 习惯了寂寞 牛奶咖啡 xgljm
880026 越长大越孤单 牛奶咖啡 yzdygd
427099 我的儿子 wdez
880134 草原姑娘 牛小龙 cygn
976374 这杯酒 牛雨霖 zbj
565963 爱溜溜 牛朝阳 all
564903 爱情乞丐 牛朝阳 aqqg
764903 爱情乞丐 牛朝阳 aqqg
565766 当雪花爱上梅花 牛朝阳 dxhasmh
765766 当雪花爱上梅花 牛朝阳 dxhasmh
565962 放心宝贝 牛朝阳 fxbb
765962 放心宝贝 牛朝阳 fxbb
565965 鸟巢 牛朝阳 nc
565960 七仙女 牛朝阳 qxn
565964 谁是谁的谁 牛朝阳 sssds
565814 洗洗睡 牛朝阳 xxs
565961 心醉 牛朝阳 xz
565959 一错再错 牛朝阳 yczc
565813 一间小屋 牛朝阳 yjxw
565958 一天 牛朝阳 yt
574573 红包拿来 hbnl
565220 爱妃 a
565221 爱神 as
512883 爱听班长的歌 女兵三人组 atbzdg
513469 女兵的小秘密 女兵三人组 nbdxmm
508996 潇洒女兵 女兵三人组 xsnb
901689 my boy 女孩与机器人 mb
901941 spinning around 女孩与机器人 sa

牛飞/网络歌手

牛魔王/网络歌手

牛奶@咖啡
牛奶@咖啡

牛群/冯巩

农夫/任贤齐
女F4
女F4



901710 两吋半舞曲 女孩与机器人 ldbwq
975020 平衡宇宙 女孩与机器人 phyz
973840 鱼 女孩与机器人 y
973364 在花园中 女孩与机器人 zhyz
505860 女子十二乐坊 almh
510699 女子十二乐坊 heysn
504039 女子十二乐坊 hzw
504266 女子十二乐坊 lsj
501817 女子十二乐坊 qp
501826 女子十二乐坊 qj
502022 女子十二乐坊 sm
502034 女子十二乐坊 ss
502407 女子十二乐坊 wc
502416 女子十二乐坊 wp
508928 女子十二乐坊 xayw
508966 女子十二乐坊 xgll
512262 女子十二乐坊 xgdzy
503032 女子十二乐坊 zz
505745 女子十二乐坊 zjc
503047 女子十二乐坊 zy
570464 堪培拉的风 暖乐团 kpldf
976325 热摆 rb
575564 让我把梦做完 糯米 rwbmzw
575563 一个人流浪 糯米 ygrll
509900 阿鲁巴痢疾 糯米团 alblj
506125 巴黎草莓 糯米团 blcm
503358 拜拜拜 糯米团 bbb
504408 明星梦 糯米团 mxm
976736 三八阿花吹喇叭 糯米团 sbahclb
504849 跆拳道 糯米团 tqd
880126 爱上你我错了吗 诺苏 asnwclm
566889 欧得洋 fqs
562419 该是你的 欧得洋 gsnd
510593 孤单北半球 欧得洋 gdbbq
560195 六色彩虹 欧得洋 lsch
566890 妈妈的老情歌 欧得洋 mmdlqg
562418 明天的幸福 欧得洋 mtdxf
560636 失落海平线 欧得洋 slhpx
566891 手心手背 欧得洋 sxsb
509133 幸福车站 欧得洋 xfcz
560196 咻咻咻 欧得洋 xxx
980670 九儿 欧弟 je
566769 欧汉声 hjbsjdd
506415 出境入境 欧阳菲菲 cjrj
506754 感恩的心 欧阳菲菲 gedx
706754 感恩的心 欧阳菲菲 gedx
513277 可爱的玫瑰花 欧阳菲菲 kadmgh
504217 老情人 欧阳菲菲 lqr

阿拉木汗(欣赏版)
花儿与少年(欣赏版)
魂之舞(欣赏版)
刘三姐(欣赏版)
七拍(欣赏版)
奇迹(欣赏版)
散漫(欣赏版)
山水(欣赏版)
无词(欣赏版)
五拍(欣赏版)
相爱已无(欣赏版)
香格里拉(欣赏版)
新古典主义(欣赏版)
追逐(欣赏版)
紫禁城(欣赏版)
自由(欣赏版)

娜日/宇海文

101封情书

HEY JUMP把世界当掉



514814 你想爱谁就爱谁 欧阳菲菲 nxasjas
561371 拥抱 欧阳菲菲 yb
516147 有情人总被无情伤 欧阳菲菲 yqrzbwqs
576116 你们好 nmh
574392 可爱的中国 欧阳铭芮 kadzg
503533 乘着风 欧子菱 czf
504154 看蛇笑 欧子菱 ksx
516179 这是我的生存之道 帕妃 zswdsczd
880469 爱上你是我的错 怕黑 asnswdc
506396 乘风归去 潘安邦 cfgq
506465 匆匆别后 潘安邦 ccbh
506793 给你女孩 潘安邦 gnnh
562120 距离让我们的心更靠近 潘安邦 jlrwmdxgk
561072 抉择 潘安邦 jz
507563 美好时光 潘安邦 mhsg
564305 缘 潘安邦 y
562119 潘安邦 zjt
567818 爱上杨贵妃 asyg
562847 背后 潘长江 bh
562845 光腚娃娃 潘长江 gww
3063 火的故事 潘长江 hdgs
516609 两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 潘长江 lgdwezrsd
562846 潘长江 nrssyzh
42921 十五分钟 潘长江 swfz
52322 五千零一夜 潘长江 wqlyy
573539 咱农民的胸怀比天地宽 潘长江 znmdxhbtd
427097 求求你 qqn
427096 请你参加 qncj
501117 过河 gh
504661 山妹子 smz
515339 爷爷奶奶和我们 yynnhwm
3058 工地情歌 gdqg
204927 迎亲 yq
427098 手术之前 sszq
972684 渡口 潘辰 dk
974300 渡口 潘辰 dk
574810 烦 潘辰 f
574808 橄榄树 潘辰 gls
574809 没有人 潘辰 myr
574811 谢谢侬 潘辰 xxn
512840 爱你变成害你 潘迪华 anbchn
510159 别在星期天 潘迪华 bzxqt
564133 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潘迪华 gwybadkf
564134 金缕衣 潘迪华 jly
565293 兰花女 潘迪华 lhn
565292 亲爱的巴比多 潘迪华 qadbbd
571480 如果爱上你是一种错 rgasnsyzc
574801 害怕 潘恩蓓 hp

欧阳靖/王梓轩

再见TERESE
潘傲峰/网络歌手

男人40一枝花

潘长江/巩汉林
潘长江/巩汉林/张爱萍
潘长江/刘春梅
潘长江/刘春梅
潘长江/刘春梅
潘长江/王平
潘长江/阎淑萍
潘长江/张爱莉

潘东亮/网络歌手



573017 很想你 潘恩蓓 hxn
575239 我不懂 潘广益 wbd
572441 爱是怀疑 潘虹樾 ashy
574807 如果没有离开 潘虹樾 rgmylk
574806 一样的月光 潘虹樾 yydyg
567422 SHAKALAKA BABY 潘嘉丽 sb
570544 潘嘉丽 awfz
563996 爱无力 潘嘉丽 awl
570543 本小姐不爱 潘嘉丽 bxjba
570304 春去春又回 潘嘉丽 cqcyh
563997 计时炸弹 潘嘉丽 jszd
971152 快乐搜寻 潘嘉丽 klsx
567908 溺爱 潘嘉丽 na
970242 陪我到最后 潘嘉丽 pwdzh
970497 陪我到最后 潘嘉丽 pwdzh
970243 说不哭 潘嘉丽 sbk
970496 说不哭 潘嘉丽 sbk
570305 维多利亚的爱 潘嘉丽 wdlyda
570306 限时的遗忘 潘嘉丽 xsdyw
567726 一秒钟的永远 潘嘉丽 ymzdyy
567727 印象派的爱情 潘嘉丽 yxpdaq
567423 在世界中心 潘嘉丽 zsjzx
515814 你的泪我怎么能懂 潘劲东 ndlwzmnd
715814 你的泪我怎么能懂 潘劲东 ndlwzmnd
514774 你的明天会很美 潘劲东 ndmthhm
508004 情如往昔 潘劲东 qrwx
502487 相约 潘劲东 xy
702487 相约 潘劲东 xy
510751 回归新世纪 hgxsj
573313 那个女孩 潘柯夫 ngnh
508706 我的祝福 潘莉 wdzf
880136 没有人看过我流泪 潘龙 myrkgwll
510170 不懂爱的人 潘美辰 bdadr
514305 不要问我为什么 潘美辰 bywwwsm
506337 沧海桑田 潘美辰 chst
565857 穿越时空的爱恋 潘美辰 cyskdal
500807 错决 潘美辰 cj
700807 错决 潘美辰 cj
510380 当我离开你 潘美辰 dwlkn
514391 地球最冷的一天 潘美辰 dqzldyt
510558 个性的舞动 潘美辰 gxdwd
500182 悔 潘美辰 h
500185 家 潘美辰 j
516597 交还给你被我宠坏的心 潘美辰 jhgnbwchd
971154 就是想爱你 潘美辰 jsxan
513256 拒绝融化的冰 潘美辰 jjrhdb
515823 你就是我唯一的爱 潘美辰 njswwyda
507778 你冷不冷 潘美辰 nlbl

爱我100分钟

潘劲东/何静



511273 你明明知道 潘美辰 nmmzd
514811 你说你不敢爱我 潘美辰 nsnbgaw
565855 你知不知道 潘美辰 nzbzd
515877 其实我好想有人陪 潘美辰 qswhxyrp
501901 情人 潘美辰 qr
514876 请你试着了解我 潘美辰 qnszljw
513537 让我再爱一次 潘美辰 rwzayc
502009 入迷 潘美辰 rm
971153 伤心神话 潘美辰 sxsh
515952 谁教我是真的爱你 潘美辰 sjwszdan
511651 谁让我流泪 潘美辰 srwll
516684 失去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潘美辰 sqlnwsmdm
502095 是你 潘美辰 sn
508593 为爱犯罪 潘美辰 wafz
515200 我曾用心爱着你 潘美辰 wcyxazn
516718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潘美辰 wdanmryss
515154 我可以为你挡死 潘美辰 wkywnds
511968 我想有个家 潘美辰 wxygj
508814 无路可退 潘美辰 wlkt
708814 无路可退 潘美辰 wlkt
508942 相思难免 潘美辰 xsnm
512218 写不完的爱 潘美辰 xbwda
512246 心痛的伤口 潘美辰 xtdsk
515381 一切全是我的错 潘美辰 yqqswdc
515384 一生托给一个人 潘美辰 ystgygr
513986 一生只爱一次 潘美辰 yszayc
516153 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潘美辰 yswxhlyl
516494 在你心中已不在的我 潘美辰 znxzybzdw
514114 只要一丝温柔 潘美辰 zyyswr
509702 中等美女 潘美辰 zdmn
565856 最冷的夏天 潘美辰 zldxt
880137 忘了你忘了痛 潘倩倩 wlnwlt
574804 败犬女生 潘莎 bqns
574802 凭什么爱你 潘莎 psman
574803 油菜花的舞台 潘莎 ychdwt
568449 听妈妈的话 tmmdh
974879 潘玮柏 gbl
505781 潘玮柏 wqfz
560206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潘玮柏 dtmomt
500336 GOOD LOVE 潘玮柏 gl
503140 HOW ARE YOU 潘玮柏 hay
509867 I LIKE YOU LIKE THAT 潘玮柏 ilylt
512814 IF I CAN'T HAVE YOU 潘玮柏 iichy
512816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潘玮柏 jwinym
503160 KISS ME 123 潘玮柏 kmyes
560207 KISS NIGHT 潘玮柏 kn
500450 TELL ME 潘玮柏 tm
901690 u u u 潘玮柏 uuu

潘伟柏/周杰伦
24个比利
5000分钟



974981 WHAT CAN I DO 潘玮柏 wcid
500134 WU HA 潘玮柏 wh
500463 X SPY 潘玮柏 xs
561603 愛很容易 潘玮柏 ahry
567911 爱不离 潘玮柏 abl
512874 爱上未来的你 潘玮柏 aswldn
506207 壁虎漫步 潘玮柏 bhmb
974835 不想醒来 潘玮柏 bxxl
561567 不要忘了我 潘玮柏 bywlw
901935 触动 潘玮柏 cd
510386 到时候再说 潘玮柏 dshzs
500863 电影 潘玮柏 dy
564064 反转地球 潘玮柏 fzdq
506683 非你不可 潘玮柏 fnbk
561074 高手 潘玮柏 gs
561073 跟我走吧 潘玮柏 gwzb
974923 华丽进行曲 潘玮柏 hljhq
504023 灰姑娘 潘玮柏 hgn
564624 机会 潘玮柏 jh
572102 寂屋出租 潘玮柏 jwcz
603014 寂屋出租 潘玮柏 jwcz
562547 决战斗室 潘玮柏 jzds
564195 来电 潘玮柏 ld
504279 潘玮柏 lxy
567424 路太弯 潘玮柏 ltw
971335 路太弯 潘玮柏 ltw
572101 亲爱的 潘玮柏 qad
603015 亲爱的 潘玮柏 qad
901588 全面通缉 潘玮柏 qmtj
901691 全面通缉 潘玮柏 qmtj
560672 潘玮柏 ssm
978076 释放自己 潘玮柏 sfzj
571836 双人舞 潘玮柏 srw
567620 说你爱我 潘玮柏 snaw
504850 太爱你 潘玮柏 tan
508503 停止呼吸 潘玮柏 tzhx
567909 完美故事 潘玮柏 wmgs
567256 玩酷 潘玮柏 wk
974947 忘记拥抱 潘玮柏 wjyb
508635 温柔女孩 潘玮柏 wrnh
505026 我不怕 潘玮柏 wbp
511870 我的麦克风 潘玮柏 wdmkf
502393 我得 潘玮柏 wd
511921 我们都会错 潘玮柏 wmdhc
901953 我们都怕痛 潘玮柏 wmdpt
560208 我让你走了 潘玮柏 wrnzl
567910 无法抗拒 潘玮柏 wfj
572035 无重力 潘玮柏 wzl

流星雨(欣赏版)

谁是MVP



603016 无重力 潘玮柏 wzl
569611 夏日疯 潘玮柏 xrf
901722 小小蚂蚁 潘玮柏 xxmy
564280 谢谢 潘玮柏 xx
505395 学不会 潘玮柏 xbh
562546 一指神功 潘玮柏 yzsg
509435 有话直说 潘玮柏 yhzs
512591 站在你这边 潘玮柏 zznzb
564196 着迷 潘玮柏 zm
509629 真爱为你 潘玮柏 zawn
972814 专属于你 潘玮柏 zsyn
569540 转机 潘玮柏 zj
509779 自导自演 潘玮柏 zdzy
500370 I DO id
564554 我想更懂你 wxgdn
764554 我想更懂你 wxgdn
507251 咖哩辣椒 gllj
564279 戴上我的爱 dswda
560671 不得不爱 bdba
568262 SHUT UP su
508414 特别来宾 tblb
507312 快乐崇拜 klcb
565024 DREAMS WILL COME TRUE 潘玮仪 dwct
564802 把全世界放手中 潘玮仪 bqsjfsz
565047 陪你等天亮 pndtl
971713 只有爱存在 潘晓峰 zyacz
506257 不该认真 潘协庆 bgrz
506390 彻底的错 潘协庆 cddc
513081 多想再问问你 潘协庆 dxzwwn
505922 爱的泪珠 潘秀琼 adlz
505929 爱的留连 潘秀琼 adll
510019 爱情与黄金 潘秀琼 aqyhj
512944 别走得那么快 潘秀琼 bzdnmk
506449 春雨绵绵 潘秀琼 cymm
503582 搭错线 潘秀琼 dcx
510666 河上的月色 潘秀琼 hsdys
504044 鸡尾酒 潘秀琼 jwj
514548 家花那有野花香 潘秀琼 jhnyyhx
504111 静悄悄 潘秀琼 jqq
501559 梁祝 潘秀琼 lz
507638 明日天涯 潘秀琼 mrty
511176 明月几时有 潘秀琼 myjsy
507663 莫忘今宵 潘秀琼 mwjx
507703 南海之晨 潘秀琼 nhzc
507732 你不要走 潘秀琼 nbyz
511433 情人的眼泪 潘秀琼 qrdyl
501936 秋风 潘秀琼 qf
508770 我要回家 潘秀琼 wyhj

潘玮柏/杜诗梅
潘玮柏/苏芮
潘玮柏/苏芮
潘玮柏/唐志中
潘玮柏/王珞丹
潘玮柏/弦子
潘玮柏/信
潘玮柏/许慧欣
潘玮柏/张韶涵

潘玮仪/许慧欣



505328 小云雀 潘秀琼 xyq
509206 椰岛姑娘 潘秀琼 ydgn
502894 葬花 潘秀琼 zh
974088 菊 潘阳 j
568029 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hkdrbydll
573188 帮你记得 潘裕文 bnjd
567728 捕梦人 潘裕文 bmr
573412 好想放假 潘裕文 hxf
974048 怀旧 潘裕文 hj
573413 近在眼前 潘裕文 jzyq
975067 躺着也中枪 潘裕文 tzyzq
570023 夏雨诗 潘裕文 xys
570545 心里的狮子 潘裕文 xldsz
974537 针 潘裕文 z
572878 最想做的事 潘裕文 zxzds
573314 幸福的时光 xfdsg
515644 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潘越云 cqbsyzzg
515689 飞在自己的天空里 潘越云 fzzjdtkl
504228 离别赋 潘越云 lbf
514784 你会爱我很久吗 潘越云 nhawhjm
515842 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潘越云 nswybzda
504651 纱的吻 潘越云 sdw
514989 守着阳光守着你 潘越云 szygszn
502146 丝路 潘越云 sl
508376 锁上记忆 潘越云 ssjy
508462 天天天蓝 潘越云 ttl
708462 天天天蓝 潘越云 ttl
716735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潘越云 wsbsnztad
508826 无言的歌 潘越云 wydg
515254 相思已是不曾闲 潘越云 xsysbcw
508973 想不想我 潘越云 xbxw
516100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潘越云 xxncjagw
515341 野百合也有春天 潘越云 ybhyyct
509557 再见别离 潘越云 zjbl
503002 烛泪 潘越云 zl
503068 最爱 潘越云 za
507215 旧爱新欢 jaxh
501666 梦田 mt
701666 梦田 mt
574346 爱的奇迹 庞龙 adqj
565705 爱情果 庞龙 aqg
574345 爱在人间 庞龙 azrj
562806 爱走远 庞龙 azy
564538 宝贝 庞龙 bb
506173 杯水情歌 庞龙 bsqg
503402 蹦蹦吧 庞龙 bbb
562585 不相信你不爱我 庞龙 bxxnbaw
562811 长发 庞龙 cf

潘艺/网络歌手

潘裕文/徐宛铃

潘越云/李宗盛
潘越云/齐豫
潘越云/齐豫



562802 吹眼睛 庞龙 cyj
574341 从军歌 庞龙 cjg
500948 放了 庞龙 fl
562812 飞吧美丽的蝴蝶 庞龙 fbmldhd
562810 给爱人的倾诉 庞龙 gardqs
562809 给我的挚友火天 庞龙 ht
575757 回家吃饭 庞龙 hjcf
507138 家在东北 庞龙 jzdb
572622 金色的胡杨 庞龙 jsdhy
568295 开始 庞龙 ks
574344 拉歌歌 庞龙 lgg
568462 啷咯情歌 庞龙 kqg
501510 老了 庞龙 ll
501547 丽丽 庞龙 ll
507444 两只蝴蝶 庞龙 lzhd
564975 男人 庞龙 nr
562111 你是我的玫瑰花 庞龙 nswdmgh
565804 让我们坚强 庞龙 rwmjq
572619 人生一条路 庞龙 rsytl
511500 人在世上飘 庞龙 rzssp
575758 谁说你长得不是很美 庞龙 ssnzdbshm
502070 生日 庞龙 sr
502115 守候 庞龙 sh
569804 踢球的孩子 庞龙 tqdhz
574342 天长地久 庞龙 tzdj
562807 突围 庞龙 tw
568296 往日时光 庞龙 wrsg
571944 我的全部 庞龙 wdqb
603017 我的全部 庞龙 wdqb
566347 我们的初恋 庞龙 wmdcl
572621 庞龙 wmdxs
574343 我是你的朋友 庞龙 wsndpy
562805 我要抱着你 庞龙 wybzn
562804 我要唱 庞龙 wyc
512055 无情的背叛 庞龙 wqdbp
508843 午夜玫瑰 庞龙 wymg
562801 像我一样飞翔 庞龙 xwyyfx
564890 小眼睛的姑娘 庞龙 xyjdgn
562808 笑容 庞龙 xr
572620 心中的太阳月亮 庞龙 xzdtyyl
575519 幸福的两口子 庞龙 xfdlkz
880832 幸福的两口子 庞龙 xfdlkz
562803 幸福誓言 庞龙 xfsy
972464 兄弟抱一下 庞龙 xdbyx
566345 因为是你 庞龙 ywsn
565444 因为我和你一样 庞龙 ywwhnyy
512439 永恒的信念 庞龙 yhdxn
505581 遇见你 庞龙 yjn

我们的宿舍307



566346 圆月亮 庞龙 yyl
575518 天堂的祝福 庞晓宇 tdzf
575756 这样的爱你 庞晓宇 zydan
575517 再见了我的宝贝 zjlwdbb
568267 成绩单 胖虎 cjd
568266 好想回到幼儿园 胖虎 hxhdyey
568265 你是谁 胖虎 nss
574618 单身歌 培圣 dsg
880338 哭过以后才明白 培圣 kgyhcmb
880337 梦的永恒 培圣 mdyh
880336 青铜剑 培圣 qtj
576398 鱼刺 培圣 yc
565323 老兵不死 砰砰乐团 lbbs
565322 砰砰全民英检 砰砰乐团 ppqmyj
567186 不顾一切要成功 彭芳 bgyqycg
567187 相别 彭芳 xb
561346 亲爱的 彭海桐 qad
564734 我不烦 彭海桐 wbf
509860 DON'T TELL ME WHY 彭佳慧 dtmw
977233 MOMMIES ROCK 彭佳慧 mr
505854 YOU ARE THE ONE 彭佳慧 yato
512828 爱到无路可退 彭佳慧 adwlkt
503269 爱疯了 彭佳慧 afl
510154 别问我爱谁 彭佳慧 bwwas
503481 不一定 彭佳慧 byd
574184 从此以后 彭佳慧 ccyh
574185 分手不是不可以 彭佳慧 fsbsbky
506703 风流女生 彭佳慧 flns
706703 风流女生 彭佳慧 flns
501033 甘愿 彭佳慧 gy
515715 红的黄的橙的灰的 彭佳慧 hdhdcdhd
501277 回味 彭佳慧 hw
501391 经过 彭佳慧 jg
977235 镜子里的我 彭佳慧 jzldw
501408 旧梦 彭佳慧 jm
514616 快乐的人请举手 彭佳慧 kldrqjs
507322 快乐群岛 彭佳慧 klqd
504180 啦啦啦 彭佳慧 lll
574018 离开 彭佳慧 lk
501598 留住 彭佳慧 lz
501604 路人 彭佳慧 lr
513415 你答应我的事 彭佳慧 ndywds
511391 敲敲我的头 彭佳慧 qqwdt
504587 情歌手 彭佳慧 qgs
504799 说真的 彭佳慧 szd
504809 死心眼 彭佳慧 sxy
502212 体温 彭佳慧 tw
515049 听到你一声再会 彭佳慧 tdnyszh

庞晓宇/耀洋



515051 听说爱情回来过 彭佳慧 tsaqhlg
504974 为了你 彭佳慧 wln
574017 无法割舍 彭佳慧 wfgs
512115 喜欢两个人 彭佳慧 xhlgr
508930 相见恨晚 彭佳慧 xjhw
500250 想 彭佳慧 x
512239 心酸的情歌 彭佳慧 xsdqg
502589 心图 彭佳慧 xt
513982 一九九几的他 彭佳慧 yjjjdt
977234 有梦挺快乐 彭佳慧 ymtkl
574686 月儿弯 彭佳慧 yew
509520 月亮使者 彭佳慧 ylsz
505679 真心话 彭佳慧 zxh
503042 自从 彭佳慧 zc
515566 走在红毯那一天 彭佳慧 zzhtnyt
575165 千言万语 qywy
567117 夫妻脸 fql
514357 大家都说我爱你 彭靖惠 djdswan
567188 干杯 彭靖惠 gb
567189 海市蜃楼 彭靖惠 hsl
501367 解套 彭靖惠 jt
514693 玫瑰色的七四七 彭靖惠 mgsdqsq
501974 让渡 彭靖惠 rd
508276 事过境迁 彭靖惠 sgjq
564869 下一站幸福 彭靖惠 xyzxf
565402 这一秒 彭靖惠 zym
567080 如果爱情可以轮回 rgaqkylh
506138 白发亲娘 彭丽媛 bfqn
514268 半个月亮爬上来 彭丽媛 bgylpsl
714268 半个月亮爬上来 彭丽媛 bgylpsl
506639 二泉映月 彭丽媛 eqyy
506700 风帆之歌 彭丽媛 fzg
506736 父老乡亲 彭丽媛 flxq
571155 嘎达梅林 彭丽媛 gdml
516589 跟随你的队伍越走越长 彭丽媛 gsnddwyzy
506838 故乡恋情 彭丽媛 gxlq
506859 国色天香 彭丽媛 gstx
503922 荷花梦 彭丽媛 hhm
503994 槐花海 彭丽媛 hhh
507208 九九归一 彭丽媛 jjgy
510939 可怜的秋香 彭丽媛 kldqx
515777 妈妈的心温暖的家 彭丽媛 mmdxwndj
516308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彭丽媛 mzxdhejxs
504426 母亲河 彭丽媛 mqh
508259 世纪春雨 彭丽媛 sjcy
508258 士兵兄弟 彭丽媛 sbxd
511710 天地喜洋洋 彭丽媛 tdxyy
513751 我的士兵兄弟 彭丽媛 wdsbxd

彭佳慧/齐秦
彭佳慧/游鸿明

彭凯/网络歌手



508708 我的祖国 彭丽媛 wdzg
516021 我们就是黄河泰山 彭丽媛 wmjshhts
515161 我们是黄河泰山 彭丽媛 wmshhts
512039 我属于中国 彭丽媛 wsyzg
508838 五月的风 彭丽媛 wydf
505261 小白菜 彭丽媛 xbc
505355 新疆好 彭丽媛 xjh
512330 遥远的朋友 彭丽媛 yydpy
509239 一帆风顺 彭丽媛 yfs
566682 一条大路迎春风 彭丽媛 ytdlycf
515469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彭丽媛 zxwdtys
515475 在中国的大地上 彭丽媛 zzgddds
509596 战友你好 彭丽媛 zynh
505660 这方土 彭丽媛 zft
512688 中国的月亮 彭丽媛 zgdyl
512691 中国新世纪 彭丽媛 zgxsj
512682 中国朝前走 彭丽媛 zgcqz
509740 珠穆朗玛 彭丽媛 zmlm
515564 走向国防现代化 彭丽媛 zxgfxdh
509712 中国制造 zgzz
515359 一朵忧伤的玫瑰 彭恋斯 ydysdmg
569733 让我飞 彭亮 rwf
509907 爱不对时间 彭羚 abdsj
503452 不得已 彭羚 bdy
560573 等你开口 彭羚 dnkk
513084 躲不开的快活 彭羚 dbkdkh
503772 非卖品 彭羚 fmp
514455 感谢你用心爱我 彭羚 gxnyxaw
501069 彭羚 gl
514473 给我一段仁爱路 彭羚 gwydral
515767 连回忆都不给我吗 彭羚 lhydbgwm
501569 疗伤 彭羚 ls
514809 你是一首流行曲 彭羚 nsyslxq
501947 囚鸟 彭羚 qn
508099 认真就好 彭羚 rzjh
502121 曙光 彭羚 sg
508362 随爱而飞 彭羚 saef
508453 天生温柔 彭羚 tswr
513756 我的眼我的泪 彭羚 wdywdl
560572 小玩意 彭羚 xwy
512320 眼睛湿湿的 彭羚 yjssd
513991 彭羚 ytsblswn
502951 征服 彭羚 zf
509747 住在隔壁 彭羚 zzgb
512773 最美的表情 彭羚 zmdbq
508070 让我取暖 rwqn
522323 爱你爱到太伤痛 anadtst
520952 等你到白头 dndbt

彭丽媛/阎维文

给LISA

一天365年

彭羚/王力宏
彭羚/巫啓贤
彭羚/巫啓贤



574363 爱情心跳跳 彭清 aqxt
574687 SOMEDAY 彭坦 s
500851 等待 彭坦 dd
568306 风儿带着我们飘 彭坦 fedzwmp
513321 两颗心四行泪 lkxshl
575770 听说你的爱 彭永琛 tsnda
561013 大海爱蓝天 彭于曼 dhalt
575529 非爱不可 彭于晏 fabk
575768 就是我爱你 彭于晏 jswan
575769 转角的夏天 彭于晏 zjdxt
570166 你情他愿 皮特杨 nqty
571837 FLY AWAY 痞克四 fa
572713 关于我们 痞克四 gywm
572571 黑咖啡 痞克四 hkf
880910 流星 痞克四 lx
572570 有你来加油 痞克四 ynljy
570028 诛仙剑 痞克四 zxj
567696 海蓝色 飘乐队 hls
562615 爱消失 飘乐团 axs
562465 BABY BABY 品冠 bb
565196 DARLING 品冠 d
514214 爱情不能作比较 品冠 aqbnzbj
503326 爱值得 品冠 azd
572015 比想像更想你 品冠 bxxgxn
500738 出站 品冠 cz
513018 从来没有想过 品冠 clmyxg
572266 大富翁 品冠 dfw
603258 大富翁 品冠 dfw
506515 单身公寓 品冠 dsgy
514436 分不开的两个人 品冠 fbkdlgr
565197 哄我入睡 品冠 hwrs
560507 后来的我们 品冠 hldwm
507040 恍然大悟 品冠 hrdw
501307 季节 品冠 jj
507151 健康快乐 品冠 jkkl
510901 就叫我孩子 品冠 jjwhz
504234 离开我 品冠 lkw
511007 离我远一点 品冠 lwyyd
504264 刘德华 品冠 ldh
560509 美味关系 品冠 mwgx
504375 门没锁 品冠 mms
568940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品冠 nxnhjwds
511344 陪你一起老 品冠 pnyql
565996 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品冠 pybqrzbpy
569020 漂流 品冠 pl
560508 拼图 品冠 pt
501836 起床 品冠 qc
511443 请你相信我 品冠 qnxxw

彭伟华/蔡幸娟



504778 水晶球 品冠 sjq
504846 他值得 品冠 tzd
511705 疼你的责任 品冠 tndzr
970851 未拆的礼物 品冠 wcdlw
513734 我比谁都清楚 品冠 wbsdqc
560969 我难过 品冠 wng
971579 我确定 品冠 wqd
565474 我以为 品冠 wyw
565151 无可救药 品冠 wkjy
569249 现在就想见的人 品冠 xzjxjdr
572014 一切为了爱 品冠 yqwla
974782 勇敢的灵魂 品冠 ygdlh
560506 又一年又三年 品冠 yynysn
560968 张爱玲 品冠 zal
970714 执子之手 品冠 zzzs
502996 重来 品冠 cl
503003 注定 品冠 zd
509828 最佳品牌 品冠 zjpp
514155 最想念的季节 品冠 zxndjj
501288 火花 hh
701288 火花 hh
977868 我不难过 wbng
977862 掌心 zx
981484 我爱你中国 平安 wanzg
972635 欢颜 hy
972636 洋葱 yc
973220 想着你 平川 xzn
561554 苹果姐姐 sddt
561235 GOODBYE KITTY 萍果姐姐 gk
561236 南极特快车 萍果姐姐 njtkc
562287 搞错 泼猴 gc
562284 伪装自己 泼猴 wzzj
562286 我知道 泼猴 wzd
563469 虚假 泼猴 xj
500305 COLOURFUL DAYS 朴树 cd
503136 朴树 hwz
500405 NEW BOY 朴树 nb
505839 RADIO IN MY HEAD 朴树 rimh
503344 白桦林 朴树 bhl
506225 别千万别 朴树 bqwb
513001 冲出你的窗口 朴树 ccndck
506594 动荡的心 朴树 dddx
506989 花开花落 朴树 hkhl
501284 活着 朴树 hz
513208 火车开往冬天 朴树 hckwdt
501406 九月 朴树 jy
501609 旅途 朴树 lt
504307 妈妈我 朴树 mmw

品冠/苏慧伦
品冠/苏慧伦
品冠/我是歌手
品冠/我是歌手

平安/中国好声音
平安/中国好声音

14岁的地铁

HEY我在



507687 那些花儿 朴树 nxhe
978057 平凡之路 朴树 pfzl
511539 傻子才悲伤 朴树 szcbs
508213 生如夏花 朴树 srxh
515082 为你盛开的夕阳 朴树 wnskdxy
560161 我爱你再见 朴树 wanzj
511932 我去两千年 朴树 wqlqn
509038 心的跳动 朴树 xdtd
515470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朴树 zxwdtys
502918 召唤 朴树 zh
574370 你的眼泪让我心碎 朴文哲 ndylrwxs
974060 三轮车 蒲庭龙 slc
975060 做我的目睛 蒲庭龙 zwdmj
975059 红花 hh
562144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七朵花 iowtbwy
560051 爱的奇迹 七朵花 adqj
562002 拜金女郎 七朵花 bjnl
562001 好爱她好想她 七朵花 hathxt
565990 棉花糖 七朵花 mht
560052 谁最漂亮 七朵花 szpl
562393 笑着放手 七朵花 xzfs
974453 落花情 七朵组合 lhq
974777 为按怎 七郎 waz
974776 地动海啸 ddhx
972389 星有情月有爱 xyqyya
971728 爱情没什么道理 戚薇 aqmsmdl
974323 爱情自有天意 戚薇 aqzyty
973507 放开爱 戚薇 fa
971050 如果爱忘了 戚薇 rgawl
970246 胭脂畔 戚薇 yzp
970376 胭脂畔 戚薇 yzp
974321 原谅他 戚薇 ylt
574877 巴贝拉 bbl
572628 男左女右 nzny
568041 wtsbh
880808 外滩十八号 wtsbh
575879 耀出彩 ycc
574693 做你的一半 zndyb
569343 求求你永远不离开我 qqnyyblkw
573630 不敢忘记你 奇力格尔 bgwjn
573634 草原我神奇的故乡 奇力格尔 cywsqdgx
573632 母亲我生命的力量 奇力格尔 mqwsmdll
573633 牧人的情怀 奇力格尔 mrdqh
573631 最后的告白 奇力格尔 zhdgb
416346 非常爱心 奇志大兵 fcax
416349 院庆 奇志大兵 yq
575749 爱的迷墙 崎君 admq
575750 爱过怎能无所谓 崎君 agznwsw

蒲庭龙/苏路

七郎/乔幼
七郎/乔幼

戚薇/袁成杰
戚薇/袁成杰

外滩18号 戚薇/袁成杰
戚薇/袁成杰
戚薇/袁成杰
戚薇/袁成杰
戚翔/网络歌手



575747 爱你真好 崎君 anzh
575748 爱情杀手 崎君 aqss
575743 变心的玫瑰 崎君 bxdmg
575744 城市森林 崎君 cssl
575745 大汉魂 崎君 dhh
575742 伤心的宝贝 崎君 sxdbb
575752 崎君 shyxm
575751 相逢一笑便是缘 崎君 xfyxbsy
575746 炫 崎君 x
981318 爱的世界只有你 祁隆 adsjzyn
570168 不要对我说无所谓 祁隆 bydwswsw
570169 不要这样对我 祁隆 byzydw
570174 错过 祁隆 cg
978011 等你等了那么久 祁隆 dndlnmj
570173 该怎样爱 祁隆 gzya
570171 好想说爱你 祁隆 hxsan
976444 今生爱的就是你 祁隆 jsadjsn
981317 流泪的红烛 祁隆 lldhz
570172 毛毛虫的爱情 祁隆 mmcdaq
570175 面对 祁隆 md
570170 太用情 祁隆 tyq
981316 相思渡口 祁隆 xsdk
973076 一万个舍不得 ywgsbd
981543 叹情缘 祈隆 tqy
571196 九寨姑娘 齐旦布 jzgn
973463 一生的飞翔 齐旦布 ysdfx
575021 苍天般的阿拉善 齐峰 ctbdals
575018 多彩的阿拉善 齐峰 dcdals
575020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齐峰 fqdcymqdh
575024 黑小子 齐峰 hxz
575022 蓝色的蒙古高原 齐峰 lsdmggy
880324 天堂草原 齐峰 tcy
575019 我的根在草原 齐峰 wdgzcy
575017 乌斯太的夜晚 齐峰 wstdyw
575023 赞歌 齐峰 zg
509749 祝福妈妈 齐峰 zfmm
575015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mldcywdj
567088 鞋 x
500114 SOPHIO 齐秦 s
981534 爱的箴言 齐秦 adzy
506049 爱情宣言 齐秦 aqxy
706049 爱情宣言 齐秦 aqxy
503436 玻璃心 齐秦 blx
516537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齐秦 brwdylpwg
510194 不如这样吧 齐秦 brzyb
503504 彩云飞 齐秦 cyf
510237 齐秦 ckdwr
510347 大约在冬季 齐秦 dyzdj

神话英雄MJ

祁隆/庄心妍

齐峰/吴兢
齐嘉/网络歌手

残酷的温柔(欣赏版)



710347 大约在冬季 齐秦 dyzdj
500879 冬雨 齐秦 dy
500905 独行 齐秦 dx
501056 告别 齐秦 gb
506821 孤独背影 齐秦 gdby
506869 海和天空 齐秦 hhtk
706869 海和天空 齐秦 hhtk
501192 呼唤 齐秦 hh
501213 花祭 齐秦 hj
507080 魂萦旧梦 齐秦 hyjm
507125 寂寞难耐 齐秦 jmnn
501322 价值 齐秦 jz
507207 九个太阳 齐秦 jgty
501485 狂流 齐秦 kl
500191 狼 齐秦 l
700191 狼 齐秦 l
504245 齐秦 lqy
507524 满天飞舞 齐秦 mtfw
501654 朦胧 齐秦 ml
701654 朦胧 齐秦 ml
513484 其实都是一样 齐秦 qsdsyy
511435 情人的眼泪 齐秦 qrdyl
501916 情网 齐秦 qw
501963 缺口 齐秦 qk
701963 缺口 齐秦 qk
513533 让我让你崩溃 齐秦 rwrnbk
713533 让我让你崩溃 齐秦 rwrnbk
511525 如果云知道 齐秦 rgyzd
508175 少了自已 齐秦 slzy
502145 丝路 齐秦 sl
702145 丝路 齐秦 sl
511755 痛并快乐着 齐秦 tbklz
511771 外面的世界 齐秦 wmdsj
508568 往事随风 齐秦 wssf
708568 往事随风 齐秦 wssf
513781 我拿什么爱你 齐秦 wnsman
713781 我拿什么爱你 齐秦 wnsman
511944 我是一片云 齐秦 wsypy
505120 我愿意 齐秦 wyy
516072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齐秦 wqdywqdn
509028 协议分手 齐秦 xyfs
509150 袖手旁观 齐秦 xspg
502645 悬崖 齐秦 xy
702645 悬崖 齐秦 xy
502677 巡行 齐秦 xx
502682 垭口 齐秦 yk
515332 齐秦 yydtkdx
509219 夜夜夜夜 齐秦 yyyy

恋曲1990

遥远的天空底下(欣赏版)



515353 一场游戏一场梦 齐秦 ycyxycm
715353 一场游戏一场梦 齐秦 ycyxycm
512347 一定要有你 齐秦 ydyyn
509303 一无所有 齐秦 ywsy
709303 一无所有 齐秦 ywsy
974347 用心良苦 齐秦 yxlk
509496 原来的我 齐秦 yldw
515438 月亮代表我的心 齐秦 yldbwdx
715438 月亮代表我的心 齐秦 yldbwdx
516180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齐秦 zycwjbfs
716180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齐秦 zycwjbfs
509637 真的是我 齐秦 zdsw
514105 直到世界末日 齐秦 zdsjmr
503039 紫雨 齐秦 zy
703039 紫雨 齐秦 zy
512719 自己的沙场 齐秦 zjdsc
516509 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 齐秦 zjdxqzjgs
509806 走在雨中 齐秦 zzyz
901748 蝴蝶自在 hdzz
569074 奥林匹克星 alpkx
509830 最亲的人 zqdr
974308 夜夜夜夜 yyyy
974378 张三的歌 zsdg
508051 燃烧爱情 rsaq
972407 无声情歌 wsqg
516166 云的来世雨的今生 ydlsydjs
500760 船歌 齐豫 cg
513011 春天的故事 齐豫 ctdgs
500811 答案 齐豫 da
506676 飞鸟与鱼 齐豫 fnyy
503812 橄榄树 齐豫 gls
501240 欢颜 齐豫 hy
513251 九月的高跟鞋 齐豫 jydggx
510948 哭泣的骆驼 齐豫 kqdlt
511329 女人与小孩 齐豫 nryxh
504556 七点钟 齐豫 qdz
508055 让爱回来 齐豫 rahl
513557 如果真的不要 齐豫 rgzdby
502622 幸福 齐豫 xf
702622 幸福 齐豫 xf
515411 有没有这种说法 齐豫 ymyzzsf
509447 有一个人 齐豫 yygr
502842 欲水 齐豫 ys
503006 祝福 齐豫 zf
509804 走在雨中 齐豫 zzyz
503067 最爱 齐豫 za
509832 最想念你 齐豫 zxnn
711738 天下有情人 txyqr

齐秦/齐豫
齐秦/顺子
齐秦/苏芮
齐秦/我是歌手
齐秦/我是歌手
齐秦/谢采云
齐秦/辛晓琪
齐秦/周蕙

齐豫/周华健



571484 爱到最后是游戏 adzhsyx
566894 aba
977999 日光倾城 卡奇社 rgqc
571932 游园惊梦 卡奇社 yyjm
504564 千百次 千百惠 qbc
513707 忘了伤心的人 千百惠 wlsxdr
563217 相信自己 千百惠 xxzj
512161 想你的时候 千百惠 xndsh
512728 走过咖啡屋 千百惠 zgkfw
712728 走过咖啡屋 千百惠 zgkfw
569950 不爱就散了吧 bajslb
981436 哭灵 钱慧丽 kl
501475 哭灵 钱蕙丽 kl
513684 听说罢心惆怅 钱蕙丽 tsbxcc
515287 小妹妹的红腰带 xmmdhyd
981435 洞房悄悄静幽幽 钱丽亚 dfqqjyy
512045 钱淑真 wyhhl
507314 快乐高手 钱薇娟 klgs
573341 亲爱的你是否还整夜哭泣 钱小寒 qadnsfhzy
573342 突然之间爱上你 钱小寒 trzjasn
570538 修理爱 xla
564621 1234 强辩乐团 -
565203 HELP ME 强辩乐团 hm
565843 ROCK 'N' ROLL STAR 强辩乐团 rnrs
568252 不知道 强辩乐团 bzd
564794 存在 强辩乐团 cz
568072 好人卡 强辩乐团 hrk
568797 伤心大街 强辩乐团 sxdj
568798 幸福的预言 强辩乐团 xfdyy
569693 转转转运歌 强辩乐团 zzzyg
568141 昨天今天明天 强辩乐团 ztjtmt
571520 小心愿 xxy
505899 爱的存在 强力重拍 adcz
574555 和你在一起 乔任梁 hnzyq
571620 可爱的你 乔任梁 kadn
976010 乐潮 乔任梁 lc
574303 梦想的窗 乔任梁 mxdc
572322 夜店 乔任梁 yd
973730 与我无关 乔任梁 ywwg
574556 钻石 乔任梁 zs
974288 大闹中国年 乔洋 dnzgn
880836 你的烂借口 乔洋 ndljk
973838 UNDER THE STARS 乔毓明 uts
974071 嘉年华 乔毓明 jnh
973619 泪若雨下 乔毓明 lryx
974072 有些男孩不能爱 乔毓明 yxnhbna
980136 一肩之隔 秦岚 yjzg
514314 蚕花姑娘心向党 秦蕾 chgnxxd

齐子旭/网络歌手
18爱不爱 企鹅/翼势力

牵手/网络歌手

钱建隆/佚名

乌鸦和狐狸(欣赏版)

钱宣豪/游喧

强辩乐团/任容萱



500203 妈 秦天 m
515972 同年兵的陕北兄弟 秦天 tnbdsbxd
512552 再见吧战友 秦天 zjbzy
510369 当兵的哥们 dbdgm
572440 咖啡胡椒 清醒乐队 kfhj
571365 好男人还有很多 清源 hnrhyhd
575235 金庸 清源 jy
561917 HAPPY ENDING 轻松玩乐团 he
561709 爱之光 轻松玩乐团 azg
561556 爱自由 轻松玩乐团 azy
761556 爱自由 轻松玩乐团 azy
562023 不必守候 轻松玩乐团 bbsh
561131 看清 轻松玩乐团 kq
901739 平行线 轻松玩乐团 phx
560799 忘了 轻松玩乐团 wl
571569 I MISS YOU 青春美少女 imy
973090 把悲伤留给自己 青春美少女 bbslgzj
507309 快乐宝贝 青春美少女 klbb
511744 跳舞的城堡 青春美少女 twdcb
508562 网络战士 青春美少女 wlzs
510120 北京等你来 青春组合 bjdnl
710120 北京等你来 青春组合 bjdnl
569841 明星不如你 青梅竹马组合 mxbrn
574074 此生不换 青鸟飞鱼 csbh
571614 怪怪女 青鸟飞鱼 ggn
572732 张三的歌 青鸟飞鱼 zsdg
503499 采红菱 青山 chl
506422 出人头地 青山 crtd
513066 丢不了的情意 青山 dbldqy
514413 多少柔情多少泪 青山 dsrqdsl
514458 告诉你爱的时候 青山 gsnadsh
503882 寒雨曲 青山 hyq
514519 花儿像人人像花 青山 hexr
510774 几度花落时 青山 jdhls
510892 酒醒梦已残 青山 jxmyc
510937 可爱的人生 青山 kadrs
507390 泪的小花 青山 ldxh
507394 泪的小雨 青山 ldxy
501639 盲恋 青山 ml
514698 梅兰梅兰我爱你 青山 mlmlwan
514713 濛濛细雨忆当年 青山 aaxyydn
511284 你是负心人 青山 nsfxr
504591 情难守 青山 qns
504598 情人山 青山 qrs
504638 三朵花 青山 sdh
504665 珊瑚恋 青山 shl
511594 生命如花篮 青山 smrhl
509067 心声泪痕 青山 xslh

秦天/高歌



505413 寻梦园 青山 xmy
515356 一寸相思未了情 青山 ycxswlq
515357 一寸相思一寸泪 青山 ycxsycl
512791 昨夜梦醒时 青山 zymxs
575932 分手的拥抱 青蛙乐队 fsdyb
575934 较量 青蛙乐队 jl
575931 你还记得吗 青蛙乐队 nhjdm
575933 最爱的你 青蛙乐队 zadn
571080 因为有你 ywyn
574702 你是真的爱着我吗 晴儿 nszdazwm
880885 愁西湖 磬玉 cxh
880884 蝴蝶杯 磬玉 hdb
573844 风中的草原 琼雪卓玛 fzdcy
568032 曾经最爱的是你 zjzadsn
514805 你是我一生渴望 nswyskw
562754 邱琦雯 jddxf
564521 PETER PAN 邱暐议 pp
563960 比爱更爱 邱暐议 baga
564286 很少 邱暐议 hs
564285 你还是不懂我爱你 邱暐议 nhsbdwan
564522 右手 邱暐议 ys
976402 邱永传 nrdxsbqd
973517 十一年 邱永传 syn
562315 邱泽 sdjx
509844 邱泽 esdjx
510075 爱只剩一天 邱泽 azsyt
500717 赤裸 邱泽 cl
510425 邱泽 djzyx
507356 邱泽 lsaq
513459 你知道我爱你 邱泽 nzdwan
504526 旁观者 邱泽 pgz
511396 亲爱的朋友 邱泽 qadpy
511449 秋天的地图 邱泽 qtddt
508382 他们很忙 邱泽 tmhm
569881 微不足道 邱泽 wbzd
515099 我不是你的王子 邱泽 wbsndwz
508754 我听不懂 邱泽 wtbd
562383 先生我听不懂 邱泽 xswtbd
561867 原味的夏天 邱泽 ywdxt
514128 祝我生日快乐 邱泽 zwsrkl
562316 做你的英雄 邱泽 zndyx
977890 我不需要 邱振哲 wbxy
576028 老公老公辛苦了 囚鸟 lglgxkl
976314 深深的喜欢你 囚鸟 ssdxhn
576027 无奈的伤悲 囚鸟 wndsb
500025 BUTTERFLY 裘海正 b
700025 BUTTERFLY 裘海正 b
505887 爱到失魂 裘海正 adsh

青蛙乐队/王筝

秋剑均/网络歌手
邱静/许冠英

简单的幸福(无原唱)

男人的心伤不起DJ

20岁的界线
20岁的界限

惦记这一些(无原唱)
蓝色爱情(无原唱)



514207 爱你十分泪七分 裘海正 ansflqf
506074 爱是惩罚 裘海正 ascf
516221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裘海正 awdrhwadr
506593 懂爱的人 裘海正 dadr
514430 放弃也会有快乐 裘海正 fqyhykl
507119 寂寞航线 裘海正 jmhx
501365 解铃 裘海正 jl
701365 解铃 裘海正 jl
571984 亏欠一生 裘海正 kqys
515769 两人的痛一个人受 裘海正 lrdtygrs
516646 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裘海正 nsnbjxgyg
507836 纽约之恋 裘海正 nyzl
501966 缺氧 裘海正 qy
502192 坦白 裘海正 tb
502371 纹心 裘海正 wx
513740 我不是真的醉 裘海正 wbszdz
505241 想念你 裘海正 xnn
516457 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 裘海正 xwzyzgqdr
516127 一颗心住着两个人 裘海正 ykxzzlgr
572467 音乐咖啡失眠的人 裘海正 ylkfsmdr
504871 探皇陵 裘盛戎 thl
505639 铡美案 裘盛戎 zma
571983 千万不要爱上我 裘亚明 qwbyasw
571039 兄弟 xd
519699 陌上归人 区瑞强 msgr
575718 爱情不过是场游戏 aqbgscyx
573269 爱恨一千年 区小丽 ahyqn
573097 送给你的歌 区小丽 sgndg
560986 帮帮忙 bbm
516150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曲比阿乌 yygmlddf
574704 藏韵 曲丹 cy
574703 小河淌水 曲丹 xhts
572807 草原越野 曲儿甲 cyyy
603259 草原越野 曲儿甲 cyyy
571156 情人海边 曲尔甲 qrhb
973114 DRENCHED 曲婉婷 d
977237 爱的海洋 曲婉婷 adhy
978352 爱的勇气 曲婉婷 adyq
971733 承认 曲婉婷 cr
973315 快活 曲婉婷 kh
972160 没有什么不同 曲婉婷 mysmbt
973258 你准备好了吗 曲婉婷 nzbhlm
970106 我的歌声里 曲婉婷 wdgsl
515062 晚风牵来一个梦 全芳 wfqlygm
972955 拯救 权振东 zj
972643 亲爱的小孩 qadxh
972671 人质 rz
570408 别再怀疑我的爱 雀圣天 bzhywda

区俊涛/孙楠

区文诗/吴彤

屈中恒/庹宗康

权振东/中国好声音
权振东/中国好声音



976063 我们曾经的爱 wmcjda
500004 1999 群星 yjjj
505778 群星 yesmtr
575262 群星 dnl
503093 群星 jqgq
500033 DEAR 群星 d
500329 FOR YOU 群星 fy
500056 GROOVING 群星 g
563783 IMATK 群星 i
503181 MONEY IS NOTHING 群星 min
500453 群星 ts
500459 UNIVERSAL LOVE 群星 ul
567832 WE ARE READY 群星 war
767832 WE ARE READY 群星 war
512853 爱其实并不远 群星 aqsbby
514215 群星 aqdglll
972356 爱情公寓 群星 aqgy
569355 爱让我们一起 群星 arwmyq
568998 爱心互联 群星 axhl
768998 爱心互联 群星 axhl
569962 爱在每个人心中传递 群星 azmgrxzcd
510081 奥林匹克梦 群星 alpkm
510082 奥林匹克情 群星 alpkq
514244 澳门我带你回家 群星 amwdnhj
569068 北京欢迎你 群星 bjhyn
769068 北京欢迎你 群星 bjhyn
512947 兵哥哥兵妹妹 群星 bggbmm
506252 不变的心 群星 bbdx
506297 不要流泪 群星 byll
574852 财神到 群星 csd
514310 财神老爷下凡了 群星 cslyxfl
514311 财源滚滚天上来 群星 cyggtsl
503500 采红菱 群星 chl
510252 常回家看看 群星 chjkk
506382 超越巅峰 群星 cydf
514325 乘着歌声的翅膀 群星 czgsdcb
569235 承诺 群星 cn
563253 春望 群星 cw
506475 打个电话 群星 dgdh
506480 打锣打鼓 群星 dldg
506488 大地之歌 群星 ddzg
567268 大河的星光 群星 dhdxg
506491 大红灯笼 群星 dhdl
570876 大家唱首新年歌 群星 djcsxng
506501 大年三十 群星 dnss
506507 带我去飞 群星 dwqf
515665 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群星 dwxqndsh
510405 地球你好吗 群星 dqnhm

群可/小鬼

123木头人
2010等你来
97'国旗

THIS SUMMER(无原唱)

爱情动感LA LA LA



506572 点击春天 群星 djct
513065 订做一个天堂 群星 dzygt
506582 东方魅力 群星 dfml
515680 对面的男孩看过来 群星 dmdnhkgl
506642 群星 erzl
514424 二十年后再相会 群星 esnhzxh
506662 放飞你我 群星 fnw
506689 分手快乐 群星 fskl
514439 风风火火走一回 群星 ffhhzyh
506735 福星高照 群星 fxgz
880861 哥哥 群星 gg
506783 歌唱祖国 群星 gczg
513132 公元一九九七 群星 gyyjjq
570877 恭喜大家新年好 群星 gxdjxnh
506851 归心似箭 群星 gxsj
603321 国家 群星 gj
514493 国盛家和万事兴 群星 gsjhwsx
901818 孩子 群星 hz
503899 好男儿 群星 hne
703899 好男儿 群星 hne
510663 和未来有约 群星 hwlyy
503923 贺新年 群星 hxn
573847 群星 hxncsdzld
506950 红旗飘飘 群星 hqpp
501232 怀抱 群星 hb
514522 欢欢喜喜过大年 群星 hhxxgdn
501250 换季 群星 hj
510744 黄叶舞秋风 群星 hywqf
901749 回家过年 群星 hjgn
507096 激情飞越 群星 jqfy
507141 甲乙丙丁 群星 jybd
507158 将心打开 群星 jxdk
501383 今夜 群星 jy
570385 今夜月明 群星 jyym
566921 就在今天 群星 jzjt
513261 军队和老百姓 群星 jdhlbx
513263 军旗下的祝福 群星 jqxdzf
510932 可爱的白鸽 群星 kadbg
574851 快乐出发 群星 klcf
510960 快乐的新年 群星 kldxn
507327 快乐天堂 群星 klt
707327 快乐天堂 群星 klt
507358 蓝色飞扬 群星 lsfy
507379 群星 lfze
504219 老水牛 群星 lsn
504242 群星 lap
504284 六个梦 群星 lgm
511067 绿色的祖国 群星 lsdzg

二人传六(欣赏版)

贺新年+财神的照料+大家恭喜

老夫子2001

恋爱PARTY



507512 玛格莲娜 群星 mgln
572297 每一天 群星 myt
603208 每一天 群星 myt
507574 美梦成真 群星 mmcz
500215 梦 群星 m
569036 梦想的翅膀 群星 mxdcb
513371 梦想的弹簧床 群星 mxdthc
511170 明天会更好 群星 mthgh
511212 男儿当自强 群星 nedzq
511253 群星 ngwjz
511291 你是我兄弟 群星 nswxd
507823 年节时景 群星 njsj
507826 年轻的心 群星 nqdx
511330 女生向前走 群星 nsxqz
511207 娜鲁湾情歌 群星 nlwqg
507955 青春舞曲 群星 qcwq
511448 秋收起义歌 群星 qsqyg
513520 让爱无所不在 群星 rawsbz
513523 让绿色听得见 群星 rlstdj
513526 让世界充满爱 群星 rsjcma
976427 让我们一起前行 群星 rwmyqqh
511476 让心勇敢飞 群星 rxygf
880454 深圳我再生的故乡 群星 szwzsdgx
508220 圣诞礼赞 群星 sdlz
571979 手拉手 群星 sls
504743 手牵手 群星 sqs
513627 手挽手心连心 群星 swsxlx
508321 说唱脸谱 群星 sclp
504842 梭罗河 群星 slh
504875 唐人街 群星 trj
515036 天南地北忙采访 群星 tndbmcf
515042 天天都是艳阳天 群星 tdsyyt
513693 外婆的澎湖湾 群星 wpdphw
574850 微笑上海 群星 wxsh
511823 为自己鼓掌 群星 wzjgz
511824 为祖国干杯 群星 wzggb
502388 蜗牛 群星 wn
511851 我爱世界杯 群星 wasjb
515118 我的小妹过新年 群星 wdxmgxn
573021 我们在一起 群星 wmzyq
515166 我们这里还有鱼 群星 wmzlhyy
502434 舞狮 群星 ws
570307 希望的种子 群星 xwdzz
508888 西部狂想 群星 xbkx
508935 相亲相爱 群星 xqxa
575264 相亲相爱 群星 xqxa
515276 向奥林匹克出发 群星 xalpkcf
505274 小放牛 群星 xfn

你给我记住(欣赏版)



974523 小小时代 群星 xxsd
512212 校园多美好 群星 xydmh
513932 新兵连的一天 群星 xbldyt
565565 新青年制造 群星 xqnzz
509110 新声夺人 群星 xsdr
509111 新时髦话 群星 xsmh
516108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 群星 xxsqrdzs
566636 星之翼 群星 xzy
516125 一九九七永恒的爱 群星 yjjqyhda
515377 一起唱过这首歌 群星 yqcgzsg
509273 一起走吧 群星 yqzb
516774 一千九百九十九个祝福 群星 yqjbjsjgz
505530 因为爱 群星 ywa
516139 永不分开世界的爱 群星 ybfsjda
516140 永不分开世界的爱 群星 ybfsjda
512453 永远的祝愿 群星 yydzy
509422 游击队歌 群星 yjdg
569472 有爱就有可能 群星 yajykn
509439 有你有我 群星 ynyw
574423 有只老虎 群星 yzlh
570386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群星 yfdkrqnlx
509546 云淡天高 群星 ydtg
512568 在老师身边 群星 zlssb
514065 在晴朗的夏天 群星 zqldxt
509592 展翅高飞 群星 zcgf
514080 战友还记得吗 群星 zyhjdm
509603 掌声响起 群星 zsxq
512601 这城市有爱 群星 zcsya
572656 真爱与你同在 群星 zayntz
509654 真心英雄 群星 zxyx
709654 真心英雄 群星 zxyx
570875 中国队加油 群星 zgdjy
512689 中国进行曲 群星 zgjxq
880130 中国永远把你记在心上 群星 zgyybnjzx
575263 中国有我 群星 zgyw
512693 中华大家园 群星 zhdjy
514133 自豪的建设者 群星 zhdjsz
512731 走进新时代 群星 zjxsd
514139 祖国不会忘记 群星 zgbhwj
571801 最好的朋友 群星 zhdpy
570368 北京北京我爱北京 bjbjwabj
569876 点燃激情传递梦想 drjqcdmx
769876 点燃激情传递梦想 drjqcdmx
569984 让世界与我们共成长 rsjywmgcz
572921 让我为你唱首歌 rwwncsg
569224 祈福久久 qfj
569745 爱上她是为了忘了你 饶天亮 astswlwln
571086 嫁给我你会幸福 饶天亮 jgwnhxf

群星/王力宏
群星/王力宏
群星/王力宏
群星/韦唯
群星/俞灝明
群星/朱可



566490 做你的爱人 zndar
567073 知了 zl
574304 两个世界的思念 任钢 lgsjdsn
973831 专属情歌 任和 zsqg
515165 我们有没有爱过 任洁玲 wmymyag
515210 我终于放弃了你 任洁玲 wzyfqln
515629 别在来不及的时候 任静 bzlbjdsh
506823 孤独的梦 任静 gddm
513185 红太阳照边疆 任静 htyzbj
501258 慌乱 任静 hl
507343 拉琴的人 任静 lqdr
507625 梦中的你 任静 mzdn
504505 女人梦 任静 nrm
514857 巧解姻缘天作合 任静 qjyytzh
507997 情人胜地 任静 qrsd
508994 潇洒离开 任静 xslk
505338 心碰心 任静 xpx
512387 一生一个梦 任静 ysygm
514031 雨绵绵情依依 任静 ymmqyy
570177 再爱一回 zayh
571146 魂系高原 任青塔 hxgy
974351 疑心病 任然 yxb
572325 最深爱你的男人 任书怀 zsandnr
981421 我要你 任素汐 wyn
513249 任天鸣 jcdjhh
515355 一程山水一程歌 任天鸣 ycssycg
572326 爱你就该放了你 任维 anjgfln
603261 爱你就该放了你 任维 anjgfln
571424 钢铁是眼泪炼成的 任维 gtsyllcd
500005 5151 任贤齐 wywy
503144 I FEEL GOOD 任贤齐 ifg
703144 I FEEL GOOD 任贤齐 ifg
505836 任贤齐 odwh
560443 STAY WITH ME 任贤齐 swm
509919 爱的初体验 任贤齐 adcty
709919 爱的初体验 任贤齐 adcty
516208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任贤齐 adlszywhn
505943 爱的世界 任贤齐 adsj
506000 爱你的心 任贤齐 andx
566724 爱你的最后一天 任贤齐 andzhyt
509975 爱你永不忘 任贤齐 anybw
571774 爱你在伤口 任贤齐 anzsk
563163 爱伤了 任贤齐 asl
506111 安静的人 任贤齐 ajdr
514252 把悲伤留给自己 任贤齐 bbslgzj
515619 把一个人放在心上 任贤齐 bygrfzxs
514279 别哭我想我爱你 任贤齐 bkwxwan
510142 别让我寂寞 任贤齐 brwjm

饶天亮/网络歌手
任峰/网络歌手

任军太/网络歌手

京城的JAZZ黄昏

OK大舞会



500600 别想 任贤齐 bx
514285 别要说我不在意 任贤齐 byswbzy
500601 别走 任贤齐 bz
506238 冰力十足 任贤齐 blsz
506241 冰透心房 任贤齐 btxf
512950 不单爱你这些 任贤齐 bdanzx
971278 不信邪 任贤齐 bxx
503474 不要变 任贤齐 byb
503478 不要脸 任贤齐 byl
510240 沧海一声笑 任贤齐 chysx
512994 任贤齐 ctgtly
506413 冲绳之恋 任贤齐 cszl
575086 冲绳之恋 任贤齐 cszl
513003 出去就别回来 任贤齐 cqjbhl
506425 初次约会 任贤齐 ccyh
510305 春天花会开 任贤齐 cthhk
500789 匆匆 任贤齐 cc
51568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任贤齐 dmdnhkgl
970811 对折 任贤齐 dz
500955 放手 任贤齐 fs
510508 飞进你的心 任贤齐 fndx
500966 飞鸟 任贤齐 fn
506691 分手日记 任贤齐 fsrj
570050 风云决 任贤齐 fyj
571818 副歌第一句 任贤齐 fgdyj
503804 赶不走 任贤齐 gbz
506794 给你幸福 任贤齐 gnxf
510562 给我一杯酒 任贤齐 gwybj
566940 功夫恰恰 任贤齐 gfqq
510595 孤独的灯火 任贤齐 gdddh
971279 光芒 任贤齐 gm
507019 还是寂寞 任贤齐 hsjm
568429 还有我 任贤齐 hyw
768429 还有我 任贤齐 hyw
506901 好聚好散 任贤齐 hjhs
562650 好时代 任贤齐 hsd
503910 好说话 任贤齐 hsh
503937 很受伤 任贤齐 hss
503982 花太香 任贤齐 htx
501283 活着 任贤齐 hz
560058 火焰 任贤齐 hy
513217 寂寞也能快乐 任贤齐 jmynkl
507226 桔子香水 任贤齐 jzxs
501411 举杯 任贤齐 jb
513260 绝望的生鱼片 任贤齐 jwdsyp
504146 看电影 任贤齐 kdy
514603 看见一只和平鸽 任贤齐 kjyzhpg
576352 看我的 任贤齐 kwd

长藤挂铜铃1997



507296 哭个痛快 任贤齐 kgtk
513295 来不及告诉你 任贤齐 lbjgsn
560059 蓝色忧郁 任贤齐 lsyy
562651 老地方 任贤齐 ldf
507384 老张的歌 任贤齐 lzdg
571819 良药苦口 任贤齐 lykk
501566 两极 任贤齐 lj
507451 猎人传说 任贤齐 lrcs
504275 流浪汉 任贤齐 llh
514641 流着泪的你的脸 任贤齐 lzldndl
513328 留不住让他走 任贤齐 lbzrtz
511050 留下你的美 任贤齐 lxndm
507485 路过幸福 任贤齐 lgxf
513357 没有人了解我 任贤齐 myrljw
511130 美丽坏女人 任贤齐 mlhnr
507647 明天过后 任贤齐 mtgh
514731 明天我要嫁给你 任贤齐 mtwyjgn
507689 那一刹那 任贤齐 nysn
501741 呢喃 任贤齐 nn
511289 你是我老婆 任贤齐 nswlp
513452 你愿意我愿意 任贤齐 nyywyy
507803 你在说谎 任贤齐 nzsh
515859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任贤齐 nzmsdwng
51586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任贤齐 nzdwzdnm
563804 秋天来了 任贤齐 qtll
504621 让你走 任贤齐 rnz
504634 任逍遥 任贤齐 rxy
973500 任性 任贤齐 rx
508102 日出东方 任贤齐 rcdf
566723 如果没有你 任贤齐 rgmyn
516381 如果有人比我更爱你 任贤齐 rgyrbwgan
514929 若是你在我身边 任贤齐 rsnzwsb
508141 散落的梦 任贤齐 sldm
511560 伤心的尽头 任贤齐 sxdjt
511563 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 sxtpy
508174 烧得厉害 任贤齐 sdlh
504695 少年游 任贤齐 sny
504697 舍不得 任贤齐 sbd
511647 谁来拥抱我 任贤齐 slybw
513638 谁要我站起来 任贤齐 sywzql
508284 是谁的错 任贤齐 ssdc
511662 任贤齐 sdsed
508318 瞬间的爱 任贤齐 sjda
504808 死不了 任贤齐 sbl
566384 她要我她不爱我 任贤齐 tywtbaw
508408 逃离色彩 任贤齐 tlsc
511729 天使也一样 任贤齐 tsyyy
711729 天使也一样 任贤齐 tsyyy

睡到12点



502246 天涯 任贤齐 ty
502296 吞没 任贤齐 tm
563160 外婆桥 任贤齐 wpq
511788 忘不了的你 任贤齐 wbldn
566875 为自己骄傲 任贤齐 wzjja
505013 我爱你 任贤齐 wan
511861 我不要沉默 任贤齐 wbycm
505059 我很傻 任贤齐 whs
508722 我很有钱 任贤齐 whyq
563162 我就在你身边 任贤齐 wjznsb
511948 我是一只鱼 任贤齐 wsyzy
561751 我是有钱人 任贤齐 wsyqr
511959 我为你祝福 任贤齐 wwnzf
511994 我用我的心 任贤齐 wywdx
516063 我知道抗拒爱很难 任贤齐 wzdkjahn
516751 希望你明年冬天会回来 任贤齐 xwnmndthh
563161 戏迷 任贤齐 xm
563371 想飞 任贤齐 xf
505264 小白脸 任贤齐 xbl
505291 小狼狗 任贤齐 xlg
502550 小雪 任贤齐 xx
502565 心动 任贤齐 xd
505343 心太软 任贤齐 xtr
509126 星语心愿 任贤齐 xyxy
502632 兄弟 任贤齐 xd
560444 眼泪没有用 任贤齐 ylmyy
515368 一个男人的眼泪 任贤齐 ygnrdyl
505495 一个人 任贤齐 ygr
505509 一条龙 任贤齐 ytl
502749 依靠 任贤齐 yk
512432 拥抱的快乐 任贤齐 ybdkl
562228 永不退缩 任贤齐 ybts
502790 永夜 任贤齐 yy
502794 永远 任贤齐 yy
509436 有梦的人 任贤齐 ymdr
563805 约定蓝天 任贤齐 ydlt
515441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任贤齐 yldbwdx
512538 越来越爱你 任贤齐 ylyan
512555 再见我的爱 任贤齐 zjwda
509565 再问一次 任贤齐 zwyc
509618 这样也好 任贤齐 zyyh
502926 珍惜 任贤齐 zx
509669 拯救心田 任贤齐 zjxt
509673 知难而退 任贤齐 znet
514106 只爱你一个人 任贤齐 zanygr
512659 只要跟你好 任贤齐 zygnh
563665 只要我甘心 任贤齐 zywgx
970812 指挥家 任贤齐 zhj



566449 诛仙恋 任贤齐 zxl
566330 诛仙我回来 任贤齐 zxwhl
503001 烛光 任贤齐 zg
703001 烛光 任贤齐 zg
509773 追求梦想 任贤齐 zqmx
512733 走了千万里 任贤齐 zlqwl
506853 鬼迷心窍 gmxq
515172 我是一只小小鸟 wsyzxxn
512553 再见黄鹤楼 zjhhl
506087 爱我爱我 awaw
560057 那一年这一天 nynzyt
571817 气球 qq
514240 爱怎么会是这样 azmhszy
880345 心肝宝贝 xgbb
420518 hhyya
420519 hhyyb
510703 花好月圆夜 hhyyy
563803 天生注定 tszd
503425 别傻了 bsl
516716 我从新家坡流泪到新山 wcxjplldx
507495 落花流水 任雪晴 lhls
504507 女人味 任雪晴 nrw
505436 任雪晴 ygr
571855 哭红了眼 任岩 khly
571856 最傻的男人 任岩 zsdnr
603018 最傻的男人 任岩 zsdnr
973766 我的羽翼 任月丽 wdyy
575687 方向感 任真 fxg
570999 魔力咒语 任真 mlzy
570998 月光小夜曲 任真 ygxyq
575688 自由的我 任真 zydw
564363 容儿 rszmd
514441 风风雨雨相伴过 容榕 fyyxbg
509901 阿妈的笑脸 容中尔甲 amdxl
505866 阿咪罗罗 容中尔甲 amll
506193 背水姑娘 容中尔甲 bsgn
506721 凤凰天堂 容中尔甲 fht
503822 高原红 容中尔甲 gyh
501093 故乡 容中尔甲 gx
503848 故乡恋 容中尔甲 gxl
506964 呼唤春天 容中尔甲 hhct
507016 欢聚一堂 容中尔甲 hjyt
514588 敬你一碗青稞酒 容中尔甲 jnywqkj
571153 九寨故乡 容中尔甲 jzgx
507211 九寨情缘 容中尔甲 jzqy
507212 九寨之恋 容中尔甲 jzzl
507213 九寨之子 容中尔甲 jzzz
513335 绿色的那曲卡 容中尔甲 lsdnqk

任贤齐/李宗盛
任贤齐/李宗盛
任贤齐/莫那
任贤齐/莫文蔚
任贤齐/舒琪
任贤齐/王菀之
任贤齐/小虫
任贤齐/徐熙媛

花好月圆a 任贤齐/杨千嬅
花好月圆b 任贤齐/杨千嬅

任贤齐/杨千嬅
任贤齐/杨千嬅
任贤齐/周华健
任贤齐/周华健

阳光ROCK

人生走马灯(无原唱)



511112 美丽的姑娘 容中尔甲 mldgn
515796 美丽神奇的九寨沟 容中尔甲 mlsqdjzg
514718 梦中的达娃卓玛 容中尔甲 mzddwzm
501719 牧人 容中尔甲 mr
507805 你在天边 容中尔甲 nztb
511587 神奇的九寨 容中尔甲 sqdjz
508221 圣地拉萨 容中尔甲 sdls
508222 圣洁的心 容中尔甲 sjdx
502166 颂情 容中尔甲 sq
508448 天上拉萨 容中尔甲 tsls
513856 喜马拉雅恋曲 容中尔甲 xmlylq
508969 香格里拉 容中尔甲 xgll
509089 心中的歌 容中尔甲 xzdg
512254 心中的恋人 容中尔甲 xzdlr
512297 雄鹰在飞翔 容中尔甲 xyzfx
505404 雪域魂 容中尔甲 xyh
509164 雪域之光 容中尔甲 xyzg
513953 雅鲁藏布情歌 容中尔甲 ylcbqg
514014 永远的雪莲花 容中尔甲 yydxlh
512529 月亮牵着心 容中尔甲 ylqzx
512702 珠穆朗玛峰 容中尔甲 zmlmf
500034 DEAR 容祖儿 d
503122 DUN DUN DUN 容祖儿 ddd
561332 FOREVER LOVE 容祖儿 fl
500059 HEARTBEAT 容祖儿 h
560520 爱 容祖儿 a
564054 爱情复兴 容祖儿 aqfx
506038 爱情苹果 容祖儿 aqpg
564696 别说爱我 容祖儿 bsaw
506287 不想回家 容祖儿 bxhj
513048 等不及爱上你 容祖儿 dbjasn
570629 都是那个吻害的 容祖儿 dsngwhd
500906 独照 容祖儿 dz
572973 很忙 容祖儿 hm
506965 忽然单身 容祖儿 hrds
514534 挥着翅膀的女孩 容祖儿 hzcbdnh
714534 挥着翅膀的女孩 容祖儿 hzcbdnh
973219 加大力度 容祖儿 jdld
566820 间接伤害 容祖儿 jjsh
501442 看清 容祖儿 kq
972463 连续剧 容祖儿 lxj
501587 流沙 容祖儿 ls
501628 麻醉 容祖儿 mz
570352 梦非梦 容祖儿 mfm
507646 明天爱谁 容祖儿 mtas
513420 你还是疼我的 容祖儿 nhstwd
562795 你我他 容祖儿 nwt
566628 牛奶 容祖儿 nn



564267 弃权 容祖儿 qq
566627 曙凤蝶 容祖儿 sfd
504800 说真的 容祖儿 szd
504888 天黑黑 容祖儿 thh
564727 童话 容祖儿 th
508717 我好想他 容祖儿 whxt
563672 我们都是如此平凡 容祖儿 wmdsrcpf
505194 习惯你 容祖儿 xgn
566547 小小 容祖儿 xx
512222 谢谢你爱我 容祖儿 xxnaw
712222 谢谢你爱我 容祖儿 xxnaw
509060 心情不好 容祖儿 xqbh
509162 雪人 容祖儿 xryj
513976 一个人的情歌 容祖儿 ygrdqg
513989 一首传世之歌 容祖儿 yscszg
564619 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 容祖儿 yyqssbybn
562474 遇见 容祖儿 yj
566819 在你的左右 容祖儿 zndzy
971656 正好 容祖儿 zh
561334 自言自语 容祖儿 zyzy
570701 同在蓝色星球上 tzlsxqs
514749 那么爱你为什么 nmanwsm
564539 认错 rc
561337 想着你的感觉 xzndgj
561336 寓言 yy
571482 不要再说对不起 byzsdbq
507013 怀念战友 肉孜阿木提 hnzy
515752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肉孜阿木提 kadydmgh
508385 塔里木河 肉孜阿木提 tlmh
563927 I DON'T CARE 阮丹青 idc
510410 第九十九夜 阮丹青 djsjy
976226 飞了 阮丹青 fl
501073 跟踪 阮丹青 gz
976237 面包树 阮丹青 mbs
564913 砂雕 阮丹青 sd
509345 义无反顾 阮丹青 ywfg
502817 有染 阮丹青 yr
516487 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人 阮丹青 ylzdyzydr
514103 争取来的爱情 阮丹青 zqldaq
502986 忠告 阮丹青 zg
976208 转弯 阮丹青 zw
515400 永不结束的故事 ybjsdgs
562090 三个字 sgz
575918 勇敢爱 yga
566085 IT'S OVER 阮筱芬 io
566172 蔓延 阮筱芬 my
566086 夜游 阮筱芬 yy
506142 白色羽毛 芮恩 bsym

容祖儿/谢霆锋
容祖儿/张家辉
容祖儿/张信哲
容祖儿/张信哲
容祖儿/张信哲
荣杨/网络歌手

阮丹青/许茹芸
阮经天/曾之乔
阮经天/石周靓



502097 是谁 芮恩 ss
502203 讨厌 芮恩 ty
572453 雨音若弦 若辰烟 yyrx
575574 前世今生的轮回 若惜 qsjsdlh
572830 飞鸟和花 萨顶顶 fnhh
575575 锦衣卫 萨顶顶 jyw
971814 来者摩羯 萨顶顶 lzmj
572828 琴伤 萨顶顶 qs
972417 如影随形 萨顶顶 rysx
572829 神香 萨顶顶 sx
576137 天地记 萨顶顶 tdj
572158 万物生 萨顶顶 wws
505354 新疆好 萨仁高娃 xjh
570886 科尔沁新娘 赛希 keqxn
901555 就一个人 三方 jygr
568243 猜猜我是谁 ccwss
568372 全民运动 qmyd
568565 sjc
568894 HEROS h
571143 雪域是我家 三郎白昭 xyswj
973033 有你陪着我 三支羽毛 ynpzw
901795 花儿姑娘 桑丹 hegn
561824 有错过 冇爱错 森美 ycgy
505779 1314 沙宝亮 ysys
563611 PRAY FOR YOU 沙宝亮 pfy
980684 SENORITA 沙宝亮 s
510032 爱上一条鱼 沙宝亮 asyty
500523 暗香 沙宝亮 ax
980675 斑马 斑马 沙宝亮 bmbm
510127 被遗忘的人 沙宝亮 bywdr
563612 比多更多 沙宝亮 bdgd
510128 比痛更美丽 沙宝亮 btgml
574795 沉香 沙宝亮 cx
980673 乘着风 沙宝亮 czf
563613 错过 沙宝亮 cg
503672 等着你 沙宝亮 dzn
562842 多久多少 沙宝亮 djds
506887 捍卫生命 沙宝亮 hwsm
980676 老爸 沙宝亮 lb
562843 蒙娜丽莎 沙宝亮 mnls
511238 你把我灌醉 沙宝亮 nbwgz
500227 飘 沙宝亮 p
507986 情感物语 沙宝亮 qgwy
974442 让每个人都心碎 沙宝亮 rmgrdxs
501992 认领 沙宝亮 rl
980680 柔软时光 沙宝亮 rrsg
508109 如此娱乐 沙宝亮 rcyl
511533 扫落叶的人 沙宝亮 slydr

三角COOL
三角COOL

三角COOL 三角COOL
三角COOL/张靓颖



975981 十年 沙宝亮 sn
515112 我的秋天谁来过 沙宝亮 wdqtslg
512007 我愿意为你 沙宝亮 wyywn
571788 无名指 沙宝亮 wmz
980674 想念 沙宝亮 xn
980685 谢谢你听过我的歌 沙宝亮 xxntgwdg
574794 心在梦里边 沙宝亮 xzmlb
980334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沙宝亮 ysjydyszn
980337 野子 沙宝亮 yz
980681 有种你爱我 沙宝亮 yznaw
980678 远方 沙宝亮 yf
509547 云开雾散 沙宝亮 ykws
505613 在乎谁 沙宝亮 zhs
980683 怎么说我不爱你 沙宝亮 zmswban
509762 祝你幸福 沙宝亮 znxf
509788 自由落体 沙宝亮 zylt
503564 春与梦 cym
980677 当爱已成往事 daycws
974535 鸿雁 hy
974363 浏阳河 lyh
974534 你快回来 nkhl
974299 飘 p
974326 秋意浓 qyn
901556 我爱的人不爱我 沙靖杰 wadrbaw
901557 最爱的人确伤我最深 沙靖杰 zadrqswzs
981431 算命 沙漠王子 sm
974389 温馨的家 沙莎 wxdj
568316 你要的只是幸福 沙溢 nydzsxf
974976 CAN I BE YOUR BABY 山东 cibyb
972846 对我来说 山东 dwls
570634 无法忘记 山风点伙 wfwj
508186 深藏不露 山风点火 scbl
510099 爸爸爱妈妈 山脚下男孩 bbamm
516506 中学生不适合谈恋爱 山脚下男孩 zxsbshtla
569433 妹妹 山泉音月 mm
569432 卓玛 山泉音月 zm
981176 三十年 山人乐队 ssn
573129 别离开 山野 blk
570182 分开不一定分手 山野 fbydfs
573130 满山遍野的爱 山野 msbyda
570631 你把我逼疯 山野 nbwbf
570181 全国各地 山野 qggd
769064 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 山野 rganzxscl
570632 我的可怜比爱多 山野 wdklbad
769651 我们的无奈 山野 wmdwn
570633 有梦就不认输 山野 ymjbrs
571041 怎么忍心放开手 山野 zmrxfs
901889 重新去爱 山野 zxqa

沙宝亮/何迪
沙宝亮/谭维维
沙宝亮/我是歌手
沙宝亮/我是歌手
沙宝亮/我是歌手
沙宝亮/我是歌手
沙宝亮/我是歌手



569064 如果爱能早点说出来 rganzdscl
569651 我们的无奈 wmdwn
880929 在这城市写下爱 山英 zzcsxxa
563221 大小凉山 山鹰组合 dxls
512723 走出大凉山 山鹰组合 zcdls
560321 GIVE ME LOVE 闪亮三姐妹 gml
560327 爱情惹的祸 闪亮三姐妹 aqrdh
760327 爱情惹的祸 闪亮三姐妹 aqrdh
512952 不该让我哭泣 闪亮三姐妹 bgrwkq
560324 大野狼 闪亮三姐妹 dyl
503832 给你靠 闪亮三姐妹 gnk
513125 给你一个机会 闪亮三姐妹 gnygjh
510561 给我几秒种 闪亮三姐妹 gwjmz
506827 古老魔咒 闪亮三姐妹 glmz
560323 华丽冒险 闪亮三姐妹 hlmx
507024 皇后骑士 闪亮三姐妹 hhqs
510799 寂寞惹的祸 闪亮三姐妹 jmrdh
710799 寂寞惹的祸 闪亮三姐妹 jmrdh
513273 靠近你靠近我 闪亮三姐妹 kjnkjw
507278 可不可以 闪亮三姐妹 kbky
513290 快来快来约我 闪亮三姐妹 klklyw
507427 恋爱预兆 闪亮三姐妹 layz
560329 罗密欧的世界 闪亮三姐妹 lmodsj
507583 魅力四射 闪亮三姐妹 mlss
507741 你的魔力 闪亮三姐妹 ndml
560331 闪亮的节奏 闪亮三姐妹 sldjz
560330 闪亮一颗星 闪亮三姐妹 slykx
504772 谁谁谁 闪亮三姐妹 sss
560325 是不是爱我 闪亮三姐妹 sbsaw
563145 天真坏小孩 闪亮三姐妹 tzhxh
560328 甜甜圈 闪亮三姐妹 tq
504949 忘记你 闪亮三姐妹 wjn
560322 为我欢喜为我忧 闪亮三姐妹 wwhxwwy
505034 闪亮三姐妹 wdm
500756 传奇 闪亮三姐妹 cq
503614 大回朝 尚长荣 dhc
505579 御果园 尚长荣 ygy
975943 爱你恨你却想你 尚裘峰 anhnqxn
976109 插曲 尚雯婕 cq
979175 待我长发及腰 尚雯婕 dwzfy
572975 当你想起我 尚雯婕 dnxqw
976111 柳暗花明 尚雯婕 lahm
572379 你 尚雯婕 n
972439 倾慕者的幻想 尚雯婕 qmzdhx
574645 尚雯婕 smsm
568045 我 尚雯婕 w
972440 我就这样 尚雯婕 wjzy
574646 我想我是你的女人 尚雯婕 wxwsndnr

山野/网络歌手
山野/网络歌手

我的MR.RIGHT

什么？什么!



567839 一大片天空 尚雯婕 ydptk
973715 异类 尚雯婕 yl
976110 有了爱 尚雯婕 yla
976112 阅读过去 尚雯婕 ydgq
568044 在梵高的星空下 尚雯婕 zgdxkx
569120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尚雯婕 zsjzxhha
974563 SUPER STAR ss
974315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nzmsdwng
974435 王妃 wf
974296 最终信仰 zzxy
571088 信以为真 xywz
572764 亲爱的你回来好吗 少军 qadnhlhm
974354 独孤九剑 少司命 dgjj
562317 风最冷的时候 邵兵 fzldsh
574910 和爱走散 邵兵 hazs
974803 伤心酒馆 sxjg
562860 超级女声 邵雨涵 cjns
569362 快乐的阿拉蕾 邵雨涵 kldall
566704 那年那时 邵雨涵 nnns
574911 耍太极 邵雨涵 stj
562859 我是超级女声 邵雨涵 wscjns
566703 lgplp
901924 爱你那么多年 邵振锋 annmdn
571000 甜蜜蜜 佘诗曼 tmm
563575 HELP ME I'M IN LOVE hmiil
568260 COLD SILENCE cs
568396 过得比你好 gdbnh
563576 还能不能 hnbn
568261 花火 hh
563189 记忆森林 jysl
568596 剪影 jy
563190 那个人 ngr
568597 香草的天空 xcdtk
563511 鱼在水里哭 yzslk
562844 深蓝乐团 eyssr
561825 别再对我谈起感情 深南大道 bzdwtqgq
561827 聊聊天 深南大道 llt
561826 真情宣言 深南大道 zqxy
566303 剪爱 ja
505202 喜欢你 xhn
569653 孤单岛屿 gddy
971054 爱练 神木与瞳 al
569877 草戒指 神木与瞳 cjz
971055 跟我一起怪 神木与瞳 gwyqg
971053 好想为你哭 神木与瞳 hxwnk
575852 宽恕 神木与瞳 ks
971052 理由 神木与瞳 ly
576500 守护者 神木与瞳 shz

尚雯婕/我是歌手
尚雯婕/我是歌手
尚雯婕/我是歌手
尚雯婕/我是歌手
尚雯婕/羽泉

邵大伦/秀兰玛雅

老公PK老婆 邵雨涵/杨臣刚

深白色2人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深白色2人组

2月14日

深夜地下铁/网络歌手
申东靖/曾少宗
申菲/网络歌手



569615 为你而活 神木与瞳 wneh
569703 武装的蔷薇 神木与瞳 wzdqw
880523 信徒 神木与瞳 xt
574643 爱是你我 asnw
974272 你懂得 ndd
560201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沈丹 nddsgsmyd
574789 爱的开场 沈丹丹 adkc
570438 感觉 沈丹丹 gj
569160 幸福恋人 xflr
769160 幸福恋人 xflr
561068 爱情赌局 沈芳如 aqdj
974946 爱情救护站 沈芳如 aqjhz
512872 爱上你失去你 沈芳如 asnsqn
974921 爱最大 沈芳如 azd
506421 出去走走 沈芳如 cqzz
510283 初恋的心情 沈芳如 cldxq
510463 对我好一点 沈芳如 dwhyd
507122 寂寞路口 沈芳如 jmlk
514667 没有公式的恋爱 沈芳如 mygsdla
513406 你爱的不是我 沈芳如 nadbsw
507845 女人的心 沈芳如 nrdx
561066 亲爱的你 沈芳如 qadn
513492 亲爱的夜已深 沈芳如 qadyys
560662 三角关系 沈芳如 sjgx
561067 是否有爱才完整 沈芳如 sfyacwz
502147 私心 沈芳如 sx
504918 听我说 沈芳如 tws
505045 我的心 沈芳如 wdx
513876 想见你想念你 沈芳如 xjnxnn
516459 谢谢你终于肯离开我 沈芳如 xxnzyklkw
974945 摇摇摆摆 沈芳如 yybb
509334 依然有你 沈芳如 yryn
974922 真爱 沈芳如 za
567619 半成年的告白 沈建宏 bcndgb
567254 有佛法就有办法 沈建宏 yffjybf
567255 沈建宏 ysic
567524 爱是唯一 aswy
568905 我的心你能够明白吗 wdxnngmbm
570658 爱在风雨中 沈菁 azfyz
573672 爱情冰山 沈世爱 aqbs
976158 谁才是你最爱的人 沈世爱 scsnzadr
573671 我最爱的人你快回来 沈世爱 wzadrnkhl
513024 大冒险家之歌 沈文程 dmxjzg
514872 请到天涯海角来 沈小岑 qdtyhjl
514679 没有谁管得住我 沈洋 mysgdzw
507775 你累不累 沈鱼 nlbl
571169 去月球 沈元 qyq
571168 云端 沈元 yd

沈春阳/小沈阳
沈春阳/小沈阳

沈丹丹/郑源
沈丹丹/郑源

遇上ICE CREAM
沈建宏/许安安
沈建祥/网络歌手



574395 每一天 沈志仲 myt
574397 青山绿水在画中 沈志仲 qslszhz
574396 沈志仲 zgzgwyc
975531 我期待 wqd
566461 开始懂 盛噶仁波切 ksd
566462 轮回 盛噶仁波切 lh
566426 我要你幸福 盛噶仁波切 wynxf
980715 漩涡 盛一伦 xw
976187 悲伤专卖店 胜屿 bszmd
880453 别让我们变成回忆 胜屿 brwmbchy
976185 初恋那小事 胜屿 clnxs
976186 和回忆生活 胜屿 hhysh
976205 一点都不想你 胜屿 yddbxn
976184 习惯颓废 xgtf
510335 大家乐欢天 施文彬 djlht
567404 但愿梦长久 施文彬 dymcj
508024 请问芳名 施文彬 qwfm
508194 深深爱你 施文彬 ssan
568854 梦中情网 mzqw
571832 天之骄子 tzjz
560590 施文斌 ha
560596 放过你 施文斌 fgn
560592 决定 施文斌 jd
560597 泪的方向 施文斌 ldfx
560593 山顶 施文斌 sd
560594 忘不了 施文斌 wbl
977283 忘不了 施文斌 wbl
560595 想着谁 施文斌 xzs
560598 眼泪 施文斌 yl
502987 忠于 施易男 zy
974797 认真打拼 施志兴 rzdp
974795 情难离 qnl
974796 用心等待 yxdd
981492 百年孤寂 bngj
981482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nswxadgn
567354 飘零 pl
563942 IT'S A SHAME 拾参乐团 ias
570010 海岸线 拾参乐团 hax
570011 马脸水手的夏天 拾参乐团 mlssdxt
570009 幸福天堂 拾参乐团 xftt
563441 银太阳 拾参乐团 yty
880867 如果你会快乐 时金钰 rgnhkl
561193 BEAUTIFUL WORLD 石康军 bw
561552 变不了 石康军 bbl
561083 变质 石康军 bz
561588 超越时空 石康军 cysk
561703 还没疯 石康军 hmf
560247 黑夜过后 石康军 hygh

醉过罪过(无原唱)
声音组合/中国好声音

胜屿-

施文彬/秀兰玛雅
施文彬/鄞雅茹

HELLO ANGEL(国)

施志兴/吴倖妏
施志兴/吴倖妏
狮子合唱团/萧敬腾
狮子合唱团/萧敬腾
十二/网络歌手



560246 火光 石康军 hg
561553 解药 石康军 jy
560684 冷冻 石康军 ld
561587 曙光 石康军 sg
560245 爱中飞行 azfx
880229 sexy lady 石康钧 sl
880536 另一种温暖 石康钧 lyzwn
568500 爱情重点 石梅 aqzd
768500 爱情重点 石梅 aqzd
569458 错过的情人 石梅 cgdqr
569941 平凡女人 石梅 pfnr
570668 天色 石梅 ts
570669 幸福元素 石梅 xfys
980671 雨花石 石头 yhs
569503 咿呀呀 yy
570167 一夜情歌 石卫 yyqg
568320 那以后 nyh
572654 小小幸福 石文 xxxf
509523 月满情怀 石小倩 ymqh
571284 说好了一辈子在一起 石小群 shlybzzyq
603023 说好了一辈子在一起 石小群 shlybzzyq
575851 一人留 石欣卉 yrl
571081 牺牲 石艳君 xs
901510 为你 石佑诚 wn
901511 我愿意 石佑诚 wyy
569614 我们的影子 石裕博 wmdyz
603264 断桥 史啸吟 dq
603265 一天一万年 史啸吟 ytywn
971202 爱不爱都是错 誓言 abadsc
971199 不到最后不放手 誓言 bdzhbfs
565118 答案 誓言 da
565114 大眼睛 誓言 dyj
971203 等爱的人 誓言 dadr
565119 鬼迷心窍 誓言 gmxq
971200 回家乡 誓言 hjx
565115 戒情 誓言 jq
975042 梦天堂 誓言 mt
973376 陪你到天亮 誓言 pndtl
564032 求佛 誓言 qf
570221 是谁让我哭了一整夜 誓言 ssrwklyzy
565117 甜蜜的毒 誓言 tmdd
973375 挺身而出 誓言 tsec
973374 夜长梦多 誓言 yzmd
971201 影子 誓言 yz
975043 雨落归里 誓言 ylgl
973537 原来 誓言 yl
564426 最爱的心 誓言 zadx
565116 最爱的心 誓言 zadx

石康军/信

石头/五月天

石卫/网络歌手



508337 思念探戈 舒高 sntg
509268 一路顺风 ylsf
571680 我很穷 舒克 whq
575273 颜如玉 舒克 yry
973482 如果记得 舒名 rgjd
974391 如果记得 舒鸣 rgjd
974390 享受 舒鸣 xs
571880 因为想你才寂寞 ywxncjm
514552 嫁给他你快乐吗 舒南 jgtnklm
974547 一生所爱 舒淇 yssa
571530 预言 舒舒 yy
507205 敬德装疯 舒桐 jdzf
901558 你不在的夜 舒心翼语 nbzdy
901559 请你别再说 舒心翼语 qnbzs
572073 请不要这样伤害我 帅霖 qbyzyshw
603024 请不要这样伤害我 帅霖 qbyzyshw
880869 我深爱的人在哪里 帅霖 wsadrznl
569903 你是我最疼最爱的人 双剑兄弟 nswztzadr
981353 大鱼 双笙 dy
507103 几许情深 水灵 jxqs
564510 光阴 水琉璃 gy
562420 琉璃海 水琉璃 llh
514226 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 asnwhkl
566753 别哭我最爱的人 水木年华 bkwzadr
973084 不再让你孤单 水木年华 bzrngd
506510 水木年华 dcsy
560637 二十二条校规 水木年华 esetxg
566687 琥珀 水木年华 hp
973085 会有那么一天 水木年华 hynmyt
573181 借我一生 水木年华 jwys
514577 今天我们要走了 水木年华 jtwmyzl
560638 垮掉的一代 水木年华 kddyd
501512 老屋 水木年华 lw
569227 冷酷仙境 水木年华 lkxj
507426 恋爱日记 水木年华 larj
507569 美丽人生 水木年华 mlrs
501675 迷乡 水木年华 mx
501746 你们 水木年华 nm
575384 启程 水木年华 qc
507970 轻舞飞扬 水木年华 qwfy
507959 青春正传 水木年华 qczc
574200 生命的尊严 水木年华 smdzy
508228 失恋日记 水木年华 slrj
504897 天使街 水木年华 tsj
565708 完美世界 水木年华 wmsj
765708 完美世界 水木年华 wmsj
973086 我们的岛 水木年华 wmdd
567664 夜风里的玫瑰 水木年华 yfldmg

舒高/苏有朋

舒鸣/网络歌手

单车岁月(欣赏版)



509292 一生有你 水木年华 ysyn
562840 再见了最爱的人 水木年华 zjlzadr
505618 在他乡 水木年华 ztx
509722 中学时代 水木年华 zxsd
570665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myrbwgan
575274 大爱无声 舜文齐 daws
575275 如果我死了 舜文齐 rgwsl
505784 AND MUSIC'S THERE 顺子 amt
500312 DEAR FRIEND 顺子 df
503134 顺子 gnr
500057 HAPPY 顺子 h
505812 I WILL BE FINE 顺子 iwbf
500374 I'M SORRY 顺子 is
509876 IT'S GONNA BE ALRIGHT 顺子 igba
503178 LOVE SHUNZA MEGAMIX 顺子 lsm
560366 ONLY ONE 顺子 oo
500422 OPEN UP 顺子 ou
570574 SUNRISES 顺子 s
510201 不想一个人 顺子 bxygr
506314 不再想念 顺子 bzxn
501071 给我 顺子 gw
501269 回家 顺子 hj
501417 眷恋 顺子 jl
507261 顺子 kjsb
511088 没有丑女人 顺子 mycnr
511377 恰好的寂寞 顺子 qhdjm
507937 顺子 qadj
502184 太阳 顺子 ty
502312 玩具 顺子 wj
504943 忘不了 顺子 wbl
505007 问自己 顺子 wzj
513750 顺子 wdpybs
508679 我得走了 顺子 wdzl
508757 我心动了 顺子 wxdl
509029 写一首歌 顺子 xysg
515311 顺子 xxinas
505440 摇篮曲 顺子 ylq
560367 一个人的情人节 顺子 ygrdqrj
509401 永远等待 顺子 yydd
509491 遇见旧爱 顺子 yjja
502870 月光 顺子 yg
505610 再说吧 顺子 zsb
512664 只要在一起 顺子 zyzyq
503097 AND I KNOW aik
575989 IN THE END 丝袜小姐 ite
880541 国王操场 丝袜小姐 gwcc
576347 心里的魔鬼 丝袜小姐 xldmg
973479 女人不是妖 司徒兰芳 nrbsy

水木年华/王筝

GYPSY女人

看见STAR BLUE

亲爱的JAZZ

我的朋友BETTY SU

星星I'M NOT A STAR

顺子/萧亚轩



569144 你不该这样对我 nbgzydw
574153 光棍好苦 司文 gghk
568027 美眉 司文 mm
568026 神啊求求你啦 司文 saqqnl
568025 我是草根我怕谁 司文 wscgwps
575111 仙女 司文 xn
574597 心痛的滋味 司文 xtdzw
575714 一个人买醉 司文 ygrmz
568024 再见你一面 司文 zjnym
573272 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司文 zxlccyyyg
576010 男人就要狠 nrjyh
576009 太寂寞 tjm
576008 老婆你是最好的 lpnszhd
573271 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zxlccyyyg
574189 泪狂奔 lkb
574188 我不怕痛 wbpt
576059 向阳 xy
576060 雨不停 ybt
501016 佛光 斯郎旺修 fg
510934 可爱的家乡 斯琴巴特 kadjx
573392 爱上你 斯琴高丽 asn
573147 爱一个人 斯琴高丽 aygr
571642 白色的雪 斯琴高丽 bsdx
575775 更好 斯琴高丽 gh
570827 观音手 斯琴高丽 gys
976437 斯琴高丽 laa
569924 斯琴高丽的伤心 斯琴高丽 sqgldsx
574695 你是我手心里的宝 斯琴高美 nswsxldb
880158 你一直在我伤口上撒盐 斯琴高美 nyzzwskss
509851 AH-HA-YI-YA-HA 斯琴格日乐 ahyyh
506227 别让我猜 斯琴格日乐 brwc
501092 故乡 斯琴格日乐 gx
501535 离开 斯琴格日乐 lk
507589 蒙古骑士 斯琴格日乐 mgqs
500228 飘 斯琴格日乐 p
515924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斯琴格日乐 sddkhhyy
514936 山歌好比春江水 斯琴格日乐 sghbcjs
504892 天亮了 斯琴格日乐 tll
515116 我的未来不是梦 斯琴格日乐 wdwlbsm
515162 我们新疆好地方 斯琴格日乐 wmxjhdf
505370 新世纪 斯琴格日乐 xsj
502624 幸福 斯琴格日乐 xf
502832 雨街 斯琴格日乐 yj
509581 早以习惯 斯琴格日乐 zyxg
514069 早已经习惯了 斯琴格日乐 zyjxgl
572407 中国之最 zgzz
603066 中国之最 zgzz
508894 西去列车 xqlc

司徒荣/网络歌手

司文/铁热沁夫
司文/铁热沁夫
司文/小树
司文/小树
思涵CSHA
思涵CSHA
思涵CSHA
思涵CSHA

恋爱ABC

斯琴格日乐/徐子崴
斯琴格日乐/徐子崴
斯琴格日乐/佚名



500316 DISCO ALIEN 四分卫 da
569779 GHOST 四分卫 g
500379 LENNY KRAVTIZ 四分卫 lk
500426 ROCK TEAM 四分卫 rt
569780 爱情夹在面包里 四分卫 aqjzmbl
503526 超光速 四分卫 cgs
507082 混乱战场 四分卫 hlzc
501842 起来 四分卫 ql
502036 闪电 四分卫 sd
504788 睡美人 四分卫 smr
505191 吸血鬼 四分卫 xxg
502520 项链 四分卫 xl
509176 烟火灿烂 四分卫 yhcl
977208 一首摇滚上月球 四分卫 ysygsyq
505525 艺术家 四分卫 ysj
509478 雨和眼泪 四分卫 yhyl
502880 晕眩 四分卫 yx
512549 再见吧恶魔 四分卫 zjbem
505685 止痛剂 四分卫 ztj
509886 四个女生 rshxn
516557 除夕合家欢十大财神齐上门 四个女生 cxhjhsdcs
514337 春回大地贺新年 四个女生 chddhxn
514358 大家都说新年好 四个女生 djdsxnh
515066 万马奔腾迎新春 四个女生 wmbtyxc
515238 喜年一开财富来 四个女生 xnykcfl
505363 新年财 四个女生 xnc
573111 雪域神山我的香巴拉 四郎多登 xysswdxbl
573628 吉祥的酥油灯 四郎曲珍 jxdsyd
573112 牧人 四郎曲珍 mr
973255 兄弟 xd
3072 懒汉相亲 宋丹丹 lhxq
410316 昨天今天明天 ztjtmt
981322 安和桥 宋冬野 ahq
979841 斑马斑马 宋冬野 bmbm
974749 董小姐 宋冬野 dxj
979839 关忆北 宋冬野 gyb
979842 莉莉安 宋冬野 lla
979843 连衣裙 宋冬野 lyq
979840 平淡日子里的刺 宋冬野 pdrzldc
979838 万物生长 宋冬野 wwsz
574443 熊猫人 xmr
512068 五月的鲜花 宋伶俐 wydxh
603025 就站在这里 宋念宇 jzzzl
603026 漂亮女孩 宋念宇 plnh
603266 一颗苹果 宋念宇 ykpg
511390 悄悄的悲伤 宋思思 qqdbs
572972 真情总会留下伤感 宋伟峰 zqzhlxsg
974476 燕儿飞 yef

RASA SAYANG贺新年

宋达民/宋逸民

宋丹丹/赵本山

宋健彰/詹宇豪

宋小宝/王一璠



501234 怀念 宋新妮 hn
509226 一遍一遍 宋新妮 ybyb
513680 铁蹄下的歌女 宋雪 txdgn
510885 久违的哥们 宋雪莱 jwdgm
513770 我还要等多久 宋雪莱 whyddj
513927 心中的北大荒 宋雪莱 xzdbdh
509161 雪花飘来 宋雪莱 xhpl
975023 长头鬃 宋逸民 ztz
975021 思念的气味 宋逸民 sndqw
975022 无瞑无日 宋逸民 wmwr
576045 昨日花开 宋莹 zrhk
505826 LIFE'S A STRUGGLE 宋岳庭 las
511474 让我自己飞 宋岳庭 rwzjf
509897 阿公的酒碗 宋祖英 agdjw
973506 爱的长城 宋祖英 adzc
506094 爱我中华 宋祖英 awzh
503432 兵哥哥 宋祖英 bgg
703432 兵哥哥 宋祖英 bgg
506368 长大成材 宋祖英 zdcc
51564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宋祖英 zdhwjcln
510304 春天的祝福 宋祖英 ctdzf
506484 大地飞歌 宋祖英 ddfg
503670 等你来 宋祖英 dnl
506581 东方姑娘 宋祖英 dfgn
510434 东西南北兵 宋祖英 dxnbb
560518 飞 宋祖英 f
514437 汾河流水哗啦啦 宋祖英 fhlshll
513103 风景这边独好 宋祖英 fzbdh
506774 高原明珠 宋祖英 gymz
514483 姑娘生来爱唱歌 宋祖英 gnslacg
506830 古丈茶歌 宋祖英 gzcg
510613 官兵友爱歌 宋祖英 gbyag
503875 海姑娘 宋祖英 hgn
503893 好故事 宋祖英 hgs
503906 好日子 宋祖英 hrz
503908 好收成 宋祖英 hsc
513188 洪湖水浪打浪 宋祖英 hhsldl
713188 洪湖水浪打浪 宋祖英 hhsldl
503960 红头船 宋祖英 htc
513197 黄果树大瀑布 宋祖英 hgsdpb
560515 家乡有条猛洞河 宋祖英 jxytmdh
501319 家园 宋祖英 jy
507178 今生的缘 宋祖英 jsdy
504182 辣妹子 宋祖英 lmz
504235 漓江情 宋祖英 ljq
560519 龙船调 宋祖英 lcd
511125 美丽的心情 宋祖英 mldxq
507633 苗山明月 宋祖英 msmy



880192 南阳我的家乡 宋祖英 nywdjx
504469 你好吗 宋祖英 nhm
513454 你怎么还不回 宋祖英 nzmhbh
504489 年年红 宋祖英 nnh
560517 飘香九州 宋祖英 pxjz
514854 牵着新世纪的手 宋祖英 qzxsjds
574641 让我们舞起来 宋祖英 rwmwql
513573 三月三九月九 宋祖英 sysjyj
513599 深情地恋着你 宋祖英 sqdlzn
572613 盛开的牡丹 宋祖英 skdmd
515935 十八弯水路到我家 宋祖英 sbwsldwj
508243 十送红军 宋祖英 sshj
502110 收获 宋祖英 sh
603027 送你一朵东方茉莉 宋祖英 snyddfml
508387 踏歌起舞 宋祖英 tgqw
508431 天地作合 宋祖英 tdzh
511742 甜甜大家园 宋祖英 tdjy
575511 田野的春天 宋祖英 tydct
504921 筒车谣 宋祖英 tcy
515061 土家喜欢咚咚亏 宋祖英 tjxhddk
508558 万紫千红 宋祖英 wzqh
504941 枉凝眉 宋祖英 wnm
502341 望月 宋祖英 wy
574639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宋祖英 wmdshcmyg
513861 献出你的爱心 宋祖英 xcndax
515257 相约在月圆时节 宋祖英 xyzyysj
505268 小背篓 宋祖英 xbl
509080 心想事成 宋祖英 xxsc
513937 新世纪艳阳天 宋祖英 xsjyyt
560514 兄弟姐妹要团聚 宋祖英 xdjmytj
509177 烟雨桂林 宋祖英 yygl
560516 阳光乐章 宋祖英 ygyz
505445 摇摇歌 宋祖英 yyg
509265 一路风光 宋祖英 ylfg
502776 英雄 宋祖英 yx
574640 映山红 宋祖英 ysh
515399 拥军爱民大秧歌 宋祖英 yjamdyg
512435 拥军爱民歌 宋祖英 yjamg
512456 永远跟你走 宋祖英 yygnz
509451 又唱江南 宋祖英 ycjn
512487 又唱浏阳河 宋祖英 yclyh
502823 渔歌 宋祖英 yg
512528 月亮花儿开 宋祖英 ylhek
509542 越来越好 宋祖英 ylyh
514089 这边风景独好 宋祖英 zbfdh
573283 致祖国 宋祖英 zzg
516504 中国永远收获着希望 宋祖英 zgyyshzxw
509743 珠穆朗玛 宋祖英 zmlm



515554 紫荆花开别样红 宋祖英 zjhkbyh
509796 走进春天 宋祖英 zjct
510880 九九艳阳天 jjyyt
710880 九九艳阳天 jjyyt
503189 OH CREDIT CARD 苏爱伦 occ
510177 不坏我不爱 苏爱伦 bhwba
513194 还不够快乐吗 苏安婷 hbgklm
562430 BELIEVE IN MUSIC 苏打绿 bim
562431 OH OH OH OH 苏打绿 oooo
570390 爱人动物 苏打绿 ardw
572880 包围 苏打绿 bw
565329 背着你 苏打绿 bzn
976536 被雨伤透 苏打绿 byst
880909 蝉想 苏打绿 cx
971495 当我们一起走过 苏打绿 dwmyqzg
976134 独处的时候 苏打绿 dcdsh
563722 飞鱼 苏打绿 fy
976294 各站停靠 苏打绿 gztk
568719 花茶 苏打绿 hc
571756 交响梦 苏打绿 jxm
573199 近未来 苏打绿 jwl
976295 控制狂 苏打绿 kzk
572573 狂热 苏打绿 kr
500188 苏打绿 k
569547 蓝眼睛 苏打绿 lyj
569265 呢喃 苏打绿 n
562162 你喔 苏打绿 n
971174 你在烦恼什么 苏打绿 nzfnsm
569092 陪我歌唱 苏打绿 pwgc
561089 频率 苏打绿 pl
571757 日光 苏打绿 rg
571912 融雪之前 苏打绿 rxzq
880313 十年一刻 苏打绿 snyk
562735 是我的海 苏打绿 swdh
977241 说了再见以后 苏打绿 slzjyh
572717 他夏了夏天 苏打绿 txlxt
977215 天天晴朗 苏打绿 tql
974527 我好想你 苏打绿 whxn
981446 我只在乎你 苏打绿 wzzhn
880240 无眠 苏打绿 wm
567930 无与伦比的美丽 苏打绿 wylbdml
572572 嬉戏之后 苏打绿 xxzh
971175 喜欢寂寞 苏打绿 xhjm
562163 相对论Ⅳ 苏打绿 xdl
568171 相信 苏打绿 xx
565328 小情歌 苏打绿 xqg
565327 小宇宙 苏打绿 xyz
880934 笑闹人间 苏打绿 xnrj

宋祖英/佚名
宋祖英/佚名

窥(无原唱)



970744 幸福额度 苏打绿 xfed
971176 燕窝 苏打绿 yw
566028 已经 苏打绿 yj
567931 游乐 苏打绿 yl
976771 再遇见 苏打绿 zyj
566029 暂时失控 苏打绿 zssk
571911 早点回家 苏打绿 zdhj
567929 左边 苏打绿 zb
509717 中华情韵 苏都阿洛 zhqy
569090 TE AMO 苏儿真 ta
569187 当我们不在一起 苏儿真 dwmbzyq
570489 福尔摩沙 苏儿真 fems
569091 七夕没下雨 苏儿真 qxmxy
570488 只要你想到我 苏儿真 zynxdw
511183 莫愁啊莫愁 苏红 mcamc
711183 莫愁啊莫愁 苏红 mcamc
514042 月亮走我也走 苏红 ylzwyz
714042 月亮走我也走 苏红 ylzwyz
503092 929 苏慧伦 jej
500322 FINAL HOME 苏慧伦 fh
500345 HAPPY HOURS 苏慧伦 hh
500378 LEMON TREE 苏慧伦 lt
505831 MY DEAR MY FRIEND 苏慧伦 mdmf
500093 OKOK 苏慧伦 o
563653 爱了就懂 苏慧伦 aljd
564200 爱情华尔兹 苏慧伦 aqhez
514223 爱上飞鸟的女孩 苏慧伦 asfndnh
500577 被动 苏慧伦 bd
506212 变得坚强 苏慧伦 bdjq
568087 表演 苏慧伦 by
563581 不想想太多 苏慧伦 bxxtd
510212 不要说爱我 苏慧伦 bysaw
562298 带我走 苏慧伦 dwz
503834 给我爱 苏慧伦 gwa
501222 花样 苏慧伦 hy
507036 黄色月亮 苏慧伦 hsyl
510905 就要爱了吗 苏慧伦 jyalm
510947 哭过的天空 苏慧伦 kgdtk
507366 懒人日记 苏慧伦 lrrj
501508 浪花 苏慧伦 lh
507430 恋恋真言 苏慧伦 llzy
563785 轮廓 苏慧伦 lk
501630 满足 苏慧伦 mz
564321 没有人理我 苏慧伦 myrlw
501744 你来 苏慧伦 nl
514817 你有离开的自由 苏慧伦 nylkdly
501957 圈圈 苏慧伦 qq
513541 如果爱是这样 苏慧伦 rgaszy



502030 傻瓜 苏慧伦 sg
508389 台北玫瑰 苏慧伦 tbmg
508466 天下大乱 苏慧伦 txdl
515129 我的眼泪在颤抖 苏慧伦 wdylzcd
564199 我的勇敢我的快乐 苏慧伦 wdygwdkl
505065 我离开 苏慧伦 wlk
513778 我们都是好人 苏慧伦 wmdshr
511989 我一个人住 苏慧伦 wygrz
516747 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 苏慧伦 wznxlymyc
508931 相见恨晚 苏慧伦 xjhw
567927 旋转门 苏慧伦 xzm
502681 鸭子 苏慧伦 yz
509299 一天一天 苏慧伦 ytyt
502760 因为 苏慧伦 yw
567926 再唱一首歌 苏慧伦 zcysg
514061 再见我的爱人 苏慧伦 zjwdar
564002 找到幸福那年 苏慧伦 zdxfnn
567928 知了 苏慧伦 zl
564322 追得过一切 苏慧伦 zdgyq
514145 最后一次感动 苏慧伦 zhycgd
567627 左撇子 苏慧伦 zpz
508230 失恋万岁 slws
503752 防空洞 fd
512111 希望你会懂 xwnhd
514168 ctomwan
976127 潇潇雨未歇 xxywx
571982 东厢月 苏隽 dxy
570210 雪的翅膀 苏隽 xdcb
568033 双城记 scj
572822 情奴 苏勒亚其其格 qn
976587 带刺的玫瑰 苏路 dcdmg
974834 多情也是罪 苏路 dqysz
974860 跟我走 苏路 gwz
974861 镜花水月 苏路 jhsy
971178 来森巴 苏路 lsb
974880 你爱他 苏路 nat
971179 水当当 苏路 sdd
974833 早该爱着你 苏路 zgazn
975581 老实情歌 lsqg
973106 时间肖像 苏妙玲 sjxx
978550 是否爱过我 苏南 sfagw
510853 今宵多珍重 苏霈 jxdzz
502573 心恋 苏霈 xl
574867 我的眼睛你的泪 苏蓉 wdyjndl
509950 爱就这么来 苏芮 ajzml
512976 不要说走就走 苏芮 byszjz
712976 不要说走就走 苏芮 byszjz
510263 沉默的母亲 苏芮 cmdmq

苏慧伦/莫文蔚
苏慧伦/张震岳
苏慧伦/张震岳

COFFEE TEA OR ME我爱你 苏慧伦/周华健
苏慧伦/周华健

苏隽/网络歌手

苏梦玫/中国好声音



501014 奉献 苏芮 fx
510579 跟着感觉走 苏芮 gzgjz
563753 河 苏芮 h
510889 酒干倘卖无 苏芮 jgtmw
563751 你属于你 苏芮 nsyn
507816 苏芮 nzlm
501852 牵手 苏芮 qs
563752 容颜 苏芮 ry
502094 是否 苏芮 sf
515971 停在我心里的温柔 苏芮 tzwxldwr
563750 也算是奇迹 苏芮 yssqj
978290 一样的月光 苏芮 yydyg
508021 请跟我来 qgwl
509115 新月格格 xygg
567683 天生一对 tsyd
572245 玫瑰花的眼泪 苏天华 mghdyl
572244 烟花 苏天华 yh
572243 最伤心的人 苏天华 zsxdr
501641 盲童 苏娃 mt
973107 快乐是福 苏小龙 klsf
514084 张先生讨学钱 苏小露 zxstxq
507236 军港之夜 苏小明 jgzy
707236 军港之夜 苏小明 jgzy
506658 纺织姑娘 fzgn
511580 深深的海洋 ssdhy
973108 忽然之间 苏醒 hrzj
574868 你最醒目 苏醒 nzxm
569965 我们在一起 苏醒 wmzyq
971720 选秀明星 苏醒 xxmx
973060 英雄 苏醒 yx
571130 美丽岛 苏娅 mld
566696 保护色 bhs
976537 不应该勇敢 苏盈之 bygyg
973614 过得去 苏盈之 gdq
974056 幸福就好 苏盈之 xfh
973584 祝你幸福 苏盈之 znxf
500438 SO NICE 苏永康 sn
500115 SORRY 苏永康 s
512843 爱你不要言语 苏永康 anbyyy
515607 爱情若是不用言语 苏永康 aqrsbyyy
516520 爱上一个人永远不会太迟 苏永康 asygryybh
506081 爱似狂潮 苏永康 askc
512890 爱一个人好难 苏永康 aygrhn
506100 爱已离开 苏永康 aylk
506177 悲伤止步 苏永康 bszb
512941 别再想他好吗 苏永康 bzxthm
506398 乘虚而入 苏永康 cxer
510364 淡淡的甜蜜 苏永康 dddtm

你走了吗(欣赏版)

苏芮/梁弘志
苏芮/钟镇涛
苏素/网络歌手

苏小明/张暴默
苏小明/张暴默

苏亦承/网络歌手



515664 当我们拥抱的时候 苏永康 dwmybdsh
501294 饥饿 苏永康 je
513252 旧爱还是最美 苏永康 jahszm
507373 浪人情歌 苏永康 lrqg
514638 两个人一个世界 苏永康 lgrygsj
501640 盲人 苏永康 mr
516328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苏永康 nrbgrnrll
716328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苏永康 nrbgrnrll
504462 你变了 苏永康 nbl
563746 你对他的好 苏永康 ndtdh
511309 你走了之后 苏永康 nzlzh
971409 破茧 苏永康 pj
507985 情非得已 苏永康 qfdy
569399 邱比特 苏永康 qbt
514884 让懂你的人爱你 苏永康 rdndran
511480 热情的沙漠 苏永康 rqdsm
516674 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苏永康 rgzswanzh
513228 她爱了我好久 苏永康 talwhj
516418 我不是爱过就算的人 苏永康 wbsagjsdr
505053 我和你 苏永康 whn
516019 我们都是贪爱的人 苏永康 wmdstadr
511940 我是你的谁 苏永康 wsnds
563747 我是谁 苏永康 wss
511958 我为你伤心 苏永康 wwnsx
511990 我一直都在 苏永康 wyzdz
569397 我愿等 苏永康 wyd
570954 我只是想要幸福 苏永康 wzsxyxf
562088 无法开口 苏永康 wfk
502444 希望 苏永康 xw
508954 相遇太早 苏永康 xytz
569398 潇湘雨 苏永康 xy
515315 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 xflwmhj
516119 一个人不如两个人 苏永康 ygrbrlgr
562352 一个人的星光 苏永康 ygrdxg
569266 拥抱 苏永康 yb
509402 永远记得 苏永康 yyjd
569267 有人为你偷偷在哭 苏永康 yrwntzk
516164 原来思念也有生命 苏永康 ylsnyysm
563749 最爱 苏永康 za
563748 最好的祝福 苏永康 zhdzf
512757 最后的消息 苏永康 zhdxx
505894 爱得正好 adzh
503227 WHAT ABOUT LOVE wal
509352 意犹未尽 yywj
502819 有心 yx
701170 恒星 hx
503087 苏有朋 bfzybleaq
500136 爱 苏有朋 a

苏永康/陈洁仪
苏永康/动力火车
苏永康/李彩桦
苏永康/田震
苏永康/许茹芸

102%爱情



516209 爱的心是不是在乎我 苏有朋 adxsbszhw
503273 爱好苦 苏有朋 ahk
510003 爱情告诉我 苏有朋 aqgsw
515608 爱情战争下的俘虏 苏有朋 aqzzxdfl
500567 背包 苏有朋 bb
506327 擦肩而过 苏有朋 cjeg
500733 出口 苏有朋 ck
503639 大小姐 苏有朋 dxj
510396 等到那一天 苏有朋 ddnyt
510515 分手的情书 苏有朋 fsdqs
507338 快乐主义 苏有朋 klzy
561389 来生缘 苏有朋 lsy
507452 临时演员 苏有朋 lsyy
511266 你快不快乐 苏有朋 nkbkl
511286 苏有朋 nswdn
514803 你是我的一滴泪 苏有朋 nswdydl
513508 情深深雨濛濛 苏有朋 qssyaa
513558 如何爱一个人 苏有朋 rhaygr
514932 三百六十五个梦 苏有朋 sblswgm
504641 三里屯 苏有朋 slt
502041 伤口 苏有朋 sk
514948 伤心的故事太多 苏有朋 sxdgstd
508185 深爱着你 苏有朋 sazn
515008 思念就像一首歌 苏有朋 snjxysg
502198 逃兵 苏有朋 tb
511711 天地一沙鸥 苏有朋 tdyso
508515 同桌的你 苏有朋 tzdn
708515 同桌的你 苏有朋 tzdn
513710 忘了我忘了你 苏有朋 wlwwln
511867 我的好心情 苏有朋 wdhxq
516424 我的心你一定看得见 苏有朋 wdxnydkdj
513838 我只要你爱我 苏有朋 wzynaw
512293 幸福一万年 苏有朋 xfywn
512303 雪来的时候 苏有朋 xldsh
502802 勇气 苏有朋 yq
502849 原谅 苏有朋 yl
502888 在乎 苏有朋 zh
502927 珍惜 苏有朋 zx
516184 真心痴心换你的心 苏有朋 zxcxhndx
500278 走 苏有朋 z
512741 最爱的朋友 苏有朋 zadpy
512793 左心房的痛 苏有朋 zxfdt
504929 玩真的 wzd
981138 2-0+1 苏运莹 ejljy
981141 宝贵 苏运莹 bg
981139 东方不败 苏运莹 dfbb
981145 精灵 苏运莹 jl
981140 冥明 苏运莹 mm

你是我的NO.1

苏有朋/潘樟柏



981146 香香的幻想 苏运莹 xxdhx
979893 野子 苏运莹 yz
981144 萤火虫 苏运莹 yhc
981143 知足 苏运莹 zz
981137 野子 yz
981142 我 w
500924 多情 素梅 dq
573114 恋恋痴情 孙安心 llcq
573115 孙安心 mgdgnyo
573116 笑看人生 孙安心 xkrs
980138 像疯了一样 孙伯纶 xflyy
571937 天地武魂 孙川 tdwh
603031 天地武魂 孙川 tdwh
500828 代价 孙国庆 dj
513179 黑土地的呐喊 孙国庆 htddnh
501254 荒路 孙国庆 hl
500205 梅 孙国庆 m
700205 梅 孙国庆 m
502634 雄鹰 孙国庆 xy
563220 月圆之后 孙国庆 yyzh
509904 啊朋友再见 apyzj
502300 驼铃 tl
503827 告诉我 孙浩 gsw
513302 老朋友你好吗 孙浩 lpynhm
510998 老乡见老乡 孙浩 lxjlx
511804 巍巍大中华 孙浩 wwdzh
508773 我要你好 孙浩 wynh
509193 阳光天堂 孙浩 ygt
509715 中华民谣 孙浩 zhmy
506670 放心去飞 fxqf
505641 铡美案 zma
880195 爱情枷锁 孙浩雨 aqjs
880194 美丽姑娘 孙浩雨 mlgn
880196 无情的温柔 孙浩雨 wqdwr
900196 无情的温柔 孙浩雨 wqdwr
880197 小小的你 孙浩雨 xxdn
574629 没有车没有房 孙辉 mycmyf
507311 快乐成群 孙慧莹 klcq
562471 我不想哭 孙慧莹 wbxk
562472 我相信 孙慧莹 wxx
562473 相遇 孙慧莹 xy
976436 跳皮筋 孙佳梵 tpj
769230 别等我离开才说爱我 孙嘉敏 bdwlkcsaw
571263 一千年的等候 孙嘉敏 yqnddh
569230 别等我离开才说爱我 bdwlkcsaw
567077 你是一个谜 nsygm
880170 大声喊出我爱你 dshcwan
976320 离别的表白 孙建伟 lbdbb

苏运莹/田馥甄
苏运莹/我是歌手

民工大哥你也OK

孙国庆/张伟进
孙国庆/张伟进

孙浩/付笛声
孙浩/江涛/甘萍

孙嘉敏/网络歌手
孙嘉敏/网络歌手
孙嘉敏/徐健淇



573635 爱的回忆 孙江枫 adhy
570821 爱的真伤得深 孙江枫 adzsds
571858 丢失 孙江枫 ds
571724 记忆的泪滴 孙江枫 jydld
573120 我的爱像大海 孙江枫 wdaxdh
575732 一个人哭泣 孙江枫 ygrkq
571445 永远爱你 孙江枫 yyan
976323 最后一次 孙江枫 zhyc
880476 你说你爱我 孙洁 nsnaw
513761 我和我的祖国 孙静 whwdzg
507788 你是英雄 孙丽英 nsyx
512684 中国大团圆 孙丽英 zgdty
501281 婚誓 hs
562794 爱如空气 孙俪 arkq
569428 小小的梦想 孙俪 xxdmx
506165 宝宝贝贝 孙萌 bbbb
565917 爱是这辈子的坟 aszbzdf
567358 记忆中忘记 jyzwj
500364 I BELIEVE 孙楠 ib
500371 I KNOW 孙楠 ik
505917 爱的精彩 孙楠 adjc
505940 爱的生命 孙楠 adsm
505962 爱都一样 孙楠 adyy
505968 爱过以后 孙楠 agyh
573119 爱你爱不够 孙楠 anabg
515604 爱情不能三心二意 孙楠 aqbnsxey
506075 爱是个错 孙楠 asgc
500550 宝贝 孙楠 bb
506271 不见不散 孙楠 bjbs
500711 惩罚 孙楠 cf
503649 代表作 孙楠 dbz
506523 淡淡的忧 孙楠 dddy
564928 敦煌日月 孙楠 dhry
500932 堕落 孙楠 dl
506657 防守孤单 孙楠 fsgd
506679 飞越海洋 孙楠 fyhy
506707 风往北吹 孙楠 fwbc
506709 风雨豪情 孙楠 fyhq
503933 嘿我说 孙楠 hws
569055 红旗飘飘 孙楠 hqpp
510696 蝴蝶吻花山 孙楠 hdwhs
978698 花瓣雨 孙楠 hby
507007 化学效应 孙楠 hxxy
978699 讲不出再见 孙楠 jbczj
971731 净土 孙楠 jt
976322 净土 孙楠 jt
976128 客家足迹行 孙楠 kjzjh
507320 快乐梦想 孙楠 klmx

孙丽英/戴立强

孙铭宇/网络歌手
孙铭宇/网络歌手



507325 快乐时光 孙楠 klsg
507360 蓝色妖姬 孙楠 lsyj
501515 乐园 孙楠 ly
511048 留什么给你 孙楠 lsmgn
572971 麦克风 孙楠 mkf
507597 梦的眼睛 孙楠 mdyj
978695 梦开始的地方 孙楠 mksddf
971815 迷人岛 孙楠 mrd
507679 哪吒传奇 孙楠 nzcq
507770 你快回来 孙楠 nkhl
978549 千秋 孙楠 qq
978692 全部的爱 孙楠 qbda
501971 燃烧 孙楠 rs
508119 若即若离 孙楠 rjrl
513561 洒下一片深情 孙楠 sxypsq
508137 三言两语 孙楠 syly
513631 谁的心忘了收 孙楠 sdxwls
513596 伸出告别的手 孙楠 scgbds
502061 深渊 孙楠 sy
508224 盛世钟声 孙楠 sszs
976154 胜者为王 孙楠 szww
504735 孙楠 sjp
511631 是否爱过我 孙楠 sfagw
978694 是否爱过我 孙楠 sfagw
901887 守望 孙楠 sw
515960 说与不说你都不懂 孙楠 sybsndbd
502172 随风 孙楠 sf
508365 随风飘荡 孙楠 sfpd
508424 天长地久 孙楠 tcdj
504886 天和泪 孙楠 thl
978697 突然好想你 孙楠 trhxn
508554 万泉河水 孙楠 wqhs
561214 忘不了你 孙楠 wbln
511810 为爱说抱歉 孙楠 wasbq
562010 未来在手中 孙楠 wlzsz
515092 我爱的她不爱我 孙楠 wadtbaw
515119 我的心不够肯定 孙楠 wdxbgkd
508731 我看见了 孙楠 wkjl
515157 我们都是伤心人 孙楠 wmdssxr
513782 我拿什么拯救 孙楠 wnsmzj
516739 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 孙楠 wtbrcztcd
515199 我怎么能忘记你 孙楠 wzmnwjn
508796 无处不在 孙楠 wcbz
508801 无法自拔 孙楠 wfzb
508809 无愧于心 孙楠 wkyx
562404 无路可退 孙楠 wlkt
508974 想飞的心 孙楠 xfdx
509142 幸福相守 孙楠 xfxs

世纪PARTY



978691 孙楠 ykhbnnw
512381 一生的第一 孙楠 ysddy
509294 一生约定 孙楠 ysyd
516133 一生只等一个爱人 孙楠 yszdygar
509339 遗忘悲伤 孙楠 ywbs
974434 因为有你 孙楠 ywyn
978696 永远不回头 孙楠 yybht
509502 缘分天空 孙楠 yftk
573118 在你眼里我看见了自己的寂寞 孙楠 znylwkjlz
515478 早知道早该忘记 孙楠 zzdzgwj
978700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孙楠 zycwjbfs
502955 拯救 孙楠 zj
978693 执迷不悔 孙楠 zmbh
509688 只要你好 孙楠 zynh
561564 只要有你一起唱 孙楠 zyynyqc
978361 智取威虎山 孙楠 zqwhs
509701 致命邂逅 孙楠 zmxh
510023 爱让人为难 arrwn
508065 让梦冬眠 rmdm
515250 相会在北京时间 xhzbjsj
500919 对视 ds
507576 美梦成真 mmcz
507536 没完没了 mwml
508260 世纪清晨 sjqc
570346 超越 cy
509645 真情真美 zqzm
500888 dq
569575 永远的朋友 yydpy
769575 永远的朋友 yydpy
510083 奥林匹克星 alpkx
502569 心海 xh
569250 卖菜的阿公 mcdag
569251 想问您 xwn
569180 冲冲冲 ccc
569181 欢迎 hy
974294 把幸福带回家 孙茜 bxfdhj
574631 不该放手让你走 孙青 bgfsrnz
574338 离乡的人儿回家过年 孙青 lxdrehjgn
574633 请相信我会给你幸福 孙青 qxxwhgnxf
574632 伤心等候 孙青 sxdh
570628 想你了 孙青 xnl
574630 孙青 ysdz
571938 最后的承诺 孙青 zhdcn
971358 断相思 孙淑媚 dxs
971359 桂花 孙淑媚 gh
971360 流星雨 孙淑媚 lxy
971357 你幸福阮就快乐 孙淑媚 nxfrjkl
975092 你幸福阮就快乐 孙淑媚 nxfrjkl

一块红布+南泥湾

孙楠/艾雨
孙楠/艾雨
孙楠/戴玉强
孙楠/李海鹰
孙楠/罗中旭/景岗山
孙楠/那英
孙楠/那英
孙楠/韦唯
孙楠/许茹芸

动情(欣赏版) 孙楠/佚名
孙楠/张惠妹
孙楠/张惠妹
孙楠/周蕙
孙楠/邹芮
孙佩林/夏国星
孙佩林/夏国星
孙珮林/夏国星
孙珮林/夏国星

一生的罪2010



971361 走路有风 孙淑媚 zlyf
572368 初恋西西里 孙思怡 clxxl
572367 两个世界 孙思怡 lgsj
767668 因为爱上你 孙思怡 ywasn
567668 因为爱上你 ywasn
566236 快乐梦想 孙羡真 klmx
574625 福如东海 孙潇 frdh
566235 见面发财 孙小宝 jmfc
566234 老家拉拉屯 孙小宝 ljllt
564561 美观 孙小宝 mg
566232 你把爱到底给了谁 孙小宝 nbaddgls
566233 情系二人转 孙小宝 qxerz
507365 懒得再说 ldzs
976321 梦里回味你的美 孙晓雨 mlhwndm
510816 江南雾中雨 孙晓云 jnwzy
901886 撕心裂肺 孙晓哲 sxlf
976514 不死鸟 孙协志 bsn
976515 要了我的命 孙协志 ylwdm
501329 煎熬 ja
568028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 wbsygakdr
570378 我是你的女人吗 wsndnrm
51577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孙雪梅 ldgjhltp
560974 烈爱 孙嫣然 la
561183 慢慢走 孙嫣然 mmz
560973 是否 孙嫣然 sf
561184 我的人生 孙嫣然 wdrs
561185 真的爱爱过你 孙嫣然 zdaagn
972361 孙燕姿 d
500320 E-LOVER 孙燕姿 el
561914 HONEY HONEY 孙燕姿 hh
500074 LEAVE 孙燕姿 l
503163 LEAVE ME ALONE 孙燕姿 lma
703163 LEAVE ME ALONE 孙燕姿 lma
503170 LET'S VINO 孙燕姿 lv
500118 STEFANIE 孙燕姿 s
500451 THE MOMENT 孙燕姿 tm
500130 UP2U 孙燕姿 u
509909 爱从零开始 孙燕姿 aclks
566454 爱情的花样 孙燕姿 aqdhy
506054 爱情证书 孙燕姿 aqzs
506056 爱情字典 孙燕姿 aqzd
566452 安宁 孙燕姿 an
560095 被爱迷惑 孙燕姿 bamh
500142 奔 孙燕姿 b
512961 不能和你一起 孙燕姿 bnhnzyq
512967 不是真的爱我 孙燕姿 bszdaw
500633 不同 孙燕姿 bt
503527 超快感 孙燕姿 ckg

孙思怡/网络歌手

孙小梅/臧天朔

孙协志/王心凌
孙行者/网络歌手
孙雪/网络歌手

180度



500276 种 孙燕姿 z
970248 当冬夜渐暖 孙燕姿 ddyjn
503680 第六感 孙燕姿 dlg
561565 第一天 孙燕姿 dyt
500884 懂事 孙燕姿 ds
700884 懂事 孙燕姿 ds
560094 反过来走走 孙燕姿 fglzz
501005 风筝 孙燕姿 fz
503816 橄榄树 孙燕姿 gls
566146 咕叽咕叽 孙燕姿 gg
566318 关于 孙燕姿 gy
501145 害怕 孙燕姿 hp
501158 和平 孙燕姿 hp
501166 很好 孙燕姿 hh
701166 很好 孙燕姿 hh
504003 坏天气 孙燕姿 htq
504090 接下来 孙燕姿 jxl
507222 就是这样 孙燕姿 jszy
507256 开始懂了 孙燕姿 ksdl
970249 空口言 孙燕姿 kky
970250 快疯了 孙燕姿 kfl
507364 懒得去管 孙燕姿 ldqg
501524 累赘 孙燕姿 lz
501552 练习 孙燕姿 lx
501573 了解 孙燕姿 lj
504263 零缺点 孙燕姿 lqd
562342 另一张脸 孙燕姿 lyzl
562344 流浪地图 孙燕姿 lldt
501612 绿光 孙燕姿 lg
504330 慢慢来 孙燕姿 mml
504342 没时间 孙燕姿 msj
513356 孙燕姿 myrdfx
562082 梦不落 孙燕姿 mbl
507611 梦想天空 孙燕姿 mxtk
564930 梦想天空 孙燕姿 mxtk
566319 梦游 孙燕姿 my
970251 明天的记忆 孙燕姿 mtdjy
562343 明天晴天 孙燕姿 mtqt
573636 木兰情 孙燕姿 mlq
507713 难得一见 孙燕姿 ndyj
565997 逆光 孙燕姿 ng
511315 年轻无极限 孙燕姿 nqwjx
504494 浓眉毛 孙燕姿 nmm
566388 飘着 孙燕姿 pz
508045 全心全意 孙燕姿 qxqy
501995 任性 孙燕姿 rx
977921 尚好的青春 孙燕姿 shdqc
502065 神奇 孙燕姿 sq

没有人的方向(欣赏版)



970252 时光小偷 孙燕姿 sgxt
508265 世界和平 孙燕姿 sjhp
970253 世说心语 孙燕姿 ssxy
970254 是时候 孙燕姿 ssh
973366 是时候 孙燕姿 ssh
508368 随堂测验 孙燕姿 stcy
508394 太阳底下 孙燕姿 tydx
502200 逃亡 孙燕姿 tw
504890 天黑黑 孙燕姿 thh
502222 天空 孙燕姿 tk
977922 天使的指纹 孙燕姿 tsdzw
502271 听见 孙燕姿 tj
502274 同类 孙燕姿 tl
561215 完美的一天 孙燕姿 wmdyt
504939 王子面 孙燕姿 wzm
504990 未完成 孙燕姿 wwc
511830 未知的精彩 孙燕姿 wzdjc
505021 我不爱 孙燕姿 wba
508664 我不难过 孙燕姿 wbng
505036 我的爱 孙燕姿 wda
566147 我怀念的 孙燕姿 whnd
502400 我想 孙燕姿 wx
511977 我要的幸福 孙燕姿 wydxf
511987 我也很想他 孙燕姿 wyhxt
977920 无限大 孙燕姿 wxd
502479 相信 孙燕姿 xx
562081 心愿 孙燕姿 xy
516764 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孙燕姿 xqytqqwlk
505386 休止符 孙燕姿 xzf
566387 需要你 孙燕姿 xyn
566453 旋涡 孙燕姿 xw
502657 学会 孙燕姿 xh
561915 眼泪成诗 孙燕姿 ylcs
502696 眼神 孙燕姿 ys
562374 一起走到 孙燕姿 yqzd
512401 一样的夏天 孙燕姿 yydxt
562154 隐形人 孙燕姿 yxr
502797 永远 孙燕姿 yy
970255 愚人的国度 孙燕姿 yrdgd
564788 雨天 孙燕姿 yt
502845 遇见 孙燕姿 yj
516163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孙燕姿 ylnsmdby
502931 真的 孙燕姿 zd
509682 直来直往 孙燕姿 zlzw
509721 中间地带 孙燕姿 zjdd
509757 祝你开心 孙燕姿 znkx
970256 追 孙燕姿 z
503044 自然 孙燕姿 zr



503086 作战 孙燕姿 zz
512502 与世界联网 ysjlw
504145 看电视 kds
505083 我是我 wsw
573637 仅存的温柔 孙艳 jcdwr
568901 有你爱过也算是一种满足 ynagyssyz
509438 有你相随 孙瑶 ynxs
562375 YESTERDAY ONCE MORE 孙耀威 yom
977699 孙耀威 abs
505885 爱到发烫 孙耀威 adft
500479 爱火 孙耀威 ah
700479 爱火 孙耀威 ah
512873 爱上同一个她 孙耀威 astygt
712873 爱上同一个她 孙耀威 astygt
506275 不能呼吸 孙耀威 bnhx
973232 从此我的世界多了一秒 孙耀威 ccwdsjdly
500922 多爱 孙耀威 da
514475 跟你要好一辈子 孙耀威 gnyhybz
973234 谷底 孙耀威 gd
501103 关心 孙耀威 gx
501184 后悔 孙耀威 hh
501456 肯定 孙耀威 kd
701456 肯定 孙耀威 kd
570460 孙耀威 lygag
973233 孙耀威 ld
977717 你是我的女王 孙耀威 nswdnw
511438 情愿一个人 孙耀威 qyygr
711438 情愿一个人 孙耀威 qyygr
711504 认识你真好 孙耀威 rsnzh
508582 威风时刻 孙耀威 wfsk
515206 我知道你在等我 孙耀威 wzdnzdw
502446 习惯 孙耀威 xg
702446 习惯 孙耀威 xg
509167 血肉之躯 孙耀威 xrzq
515836 你是情人还是敌人 nsqrhsdr
509448 有缘千里 yyql
512391 一万个万一 ywgwy
511021 良夜不能留 孙一华 lybnl
570820 胭脂扣 孙异 yzk
567323 重回汉唐 孙异 zhht
503516 长城谣 孙毅 ccy
567326 遗忘了无奈 ywlwn
571264 有你陪我 孙莺 ynpw
571949 你我的选择 nwdxz
880156 一天爱一点 ytayd
576038 爱着她又不能伤害你 孙渔 aztybnshn
568890 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孙渔 wszdzdan
568891 有一些记忆 孙渔 yyxjy

孙燕姿/解晓东
孙燕姿/许美静/蔡健雅
孙燕姿/佚名

孙艳/网络歌手

爱...不是

恋一个爱(国)
疗dry

孙耀威/黄靖宏
孙耀威/酒井法子
孙耀威/佚名

孙益程/张爽

孙莺/易欣
孙莺/易欣



570627 只想一个人过 孙渔 zxygrg
976156 情话 qh
501175 红娘 孙毓敏 hn
504106 金玉奴 孙毓敏 jyn
515284 小姐小姐多风采 孙毓敏 xjxjdfc
503967 洪羊洞 孙岳 hyd
500311 DAY GOODBYE 孙悦 dg
509977 爱情不会老 孙悦 aqbhl
506021 爱情俘虏 孙悦 aqfl
706021 爱情俘虏 孙悦 aqfl
506062 爱人辛苦 孙悦 arxk
510106 百合花情思 孙悦 bhhqs
506336 沧海桑田 孙悦 chst
506401 痴情痴迷 孙悦 cqcm
510337 大家一起来 孙悦 djyql
500923 多情 孙悦 dq
510504 放开你的手 孙悦 fnds
503808 感谢你 孙悦 gxn
504008 欢乐颂 孙悦 hls
510714 欢乐中国年 孙悦 hlzgn
501248 幻想 孙悦 hx
504024 灰姑娘 孙悦 hgn
501292 伙伴 孙悦 hb
701292 伙伴 孙悦 hb
504071 剪纸龙 孙悦 jzl
513238 今年流行浪漫 孙悦 jnlxlm
501390 浸透 孙悦 jt
513287 哭泣的百合花 孙悦 kqdbhh
713287 哭泣的百合花 孙悦 kqdbhh
507334 快乐指南 孙悦 klzn
501530 冷艳 孙悦 ly
507584 魅力无限 孙悦 mlwx
516350 你是一个不懂爱的人 孙悦 nsygbdadr
573117 起飞 孙悦 qf
562470 热带鱼与仙人球 孙悦 rdyyxrq
508093 人在红尘 孙悦 rzhc
508106 柔情似水 孙悦 rqss
508557 万岁中国 孙悦 wszg
511815 为了这一天 孙悦 wlzyt
711815 为了这一天 孙悦 wlzyt
505042 我的路 孙悦 ytl
515135 我的祝福记得吗 孙悦 wdzfdm
715135 我的祝福记得吗 孙悦 wdzfdm
508758 我心飞翔 孙悦 wxfx
508787 我这个人 孙悦 wzgr
512062 无言的寻求 孙悦 wydxq
502420 舞伴 孙悦 wb
509058 心情不错 孙悦 xqbc

孙雨/徐良



709058 心情不错 孙悦 xqbc
509136 幸福快车 孙悦 xfc
515314 孙悦 xflsll
509145 兄弟姐妹 孙悦 xdjm
502720 野火 孙悦 yh
514008 因为我是女人 孙悦 ywwsnr
502863 愿望 孙悦 yw
974561 在那不远的地方 孙悦 znbyddf
505628 孙悦 zmh
512610 真爱不改变 孙悦 zabgb
509738 周末晚上 孙悦 zmws
509759 祝你平安 孙悦 znpa
509780 自己负责 孙悦 zjfz
514138 走一走看一看 孙悦 zyzkyk
507185 今天真好 jtzh
516481 有家就有立事的根儿 yjjylsdge
510864 金梭与银梭 jsyys
506766 感谢世界 gxsj
515883 牵你的手牵我的心 qndsqwdx
507972 倾城之恋 qczl
506908 好人好梦 hrhm
509449 有缘相聚 yyxj
575738 傻女人 孙紫晴 snr
570671 再唱山歌给党听 索朗旺姆 zcsggdt
571735 姑娘我爱你 索朗扎西 gnwan
573195 兄弟情 索朗扎西 xdq
574226 情歌为你唱 索南扎西 qgwnc
975528 ANGEL a
975530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kadydmgh
975529 三百六十五里路 sblswll
562529 狂爱战队 台风 kazd
562660 破浪号 台风 plh
562400 撒哈拉沙漠 台风 shlsm
562659 台风 台风 tf
973623 共同朋友 台湾女孩 gtpy
974461 蜜蜂与蜂蜜 台湾女孩 mfyfm
973624 台湾女孩 台湾女孩 twnh
974460 相信爱 台湾女孩 xxa
562313 1234 邰正宵 yess
976177 1920 邰正宵 -
503271 爱归零 邰正宵 agl
974951 爱旅行 邰正宵 alh
564205 爱你十七年 邰正宵 ansqn
568410 茶汤 邰正宵 ct
506404 痴心的我 邰正宵 cxdw
514332 串串相思串串心 邰正宵 ccxsccx
503652 单情弦 邰正宵 dqx
501018 俘虏 邰正宵 fl

幸福快乐SHA　LA　LA

怎么HAPPY

孙悦/陈晓东
孙悦/郭东林
孙悦/解晓东
孙悦/林依轮
孙悦/林依轮
孙悦/沙宝亮
孙悦/邰正宵
孙悦/张萌萌

塔斯肯/中国好声音
塔斯肯/中国好声音
塔斯肯/中国好声音



701018 俘虏 邰正宵 fl
507088 火车快飞 邰正宵 hckf
501400 镜子 邰正宵 jz
515742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邰正宵 jbjsjdmg
573225 九宵云外 邰正宵 jxyw
504169 苦了你 邰正宵 kln
563959 蓝色贝壳 邰正宵 lsbk
504211 老朋友 邰正宵 lpy
570568 老朋友 邰正宵 lpy
507631 秘密花园 邰正宵 mmhy
976481 男懂女人心 邰正宵 ndnrx
504456 闹情绪 邰正宵 nqx
513422 你就是我要的 邰正宵 njswyd
501807 拼图 邰正宵 pt
974950 平行线 邰正宵 phx
974925 起初 邰正宵 qc
504566 千纸鹤 邰正宵 qzh
507999 情人一场 邰正宵 qryc
508020 晴时多云 邰正宵 qsdy
514873 请你不要笑我傻 邰正宵 qnbyzws
501960 圈套 邰正宵 qt
515910 如果你没有爱上他 邰正宵 rgnmyast
573224 三十三 邰正宵 sss
504653 傻呼呼 邰正宵 shh
568411 谁让你想到哭 邰正宵 srnxdk
508184 深爱着你 邰正宵 sazn
708184 深爱着你 邰正宵 sazn
563958 生命的长河 邰正宵 smdch
562314 听雨 邰正宵 ty
508520 童心未泯 邰正宵 txwm
508589 为爱存在 邰正宵 wacz
516408 为了爱时间可以倒流 邰正宵 wlasjkydl
573226 位置 邰正宵 wz
977192 问 邰正宵 w
573859 我爱过你 邰正宵 wagn
515992 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邰正宵 wansgzsj
568097 我不配 邰正宵 wbp
570567 我很特殊 邰正宵 whts
505089 我喜欢 邰正宵 wxh
705089 我喜欢 邰正宵 wxh
516440 我相信他是真的爱你 邰正宵 wxxtszdan
508944 相思如麻 邰正宵 xsrm
515268 想你想得好孤寂 邰正宵 xnxdhgj
513923 心要让你听见 邰正宵 xyrntj
570566 幸福纪念日 邰正宵 xfnr
568186 幸福任意门 邰正宵 xfrym
512373 一千零一夜 邰正宵 yqlyy
512477 有人关心你 邰正宵 yrgxn



512543 再等一百年 邰正宵 zdybn
974924 再一秒就好 邰正宵 zymjh
514088 找一个字代替 邰正宵 zygzdt
570569 这世界已正在倒数 邰正宵 zsjyzzds
505692 纸飞机 邰正宵 zf
516800 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 邰正宵 zankqshdy
976543 最后的恋人 邰正宵 zhdlr
502961 知己 zj
573277 爱的相思雪 太冲 adxsx
975019 CHEESE 太妃堂 c
973254 断 太妃糖 d
516099 小雨落在我的胸口 太极乐队 xylzwdxk
515407 永远活在青春期 泰迪罗宾 yyhzqcq
571467 你是我的最爱我是你的谁 泰山 nswdzawsn
575225 飘扬的美丽 檀欢 pydml
572469 爱的路上有你 覃飞宇 adlsyn
572471 飞 覃飞宇 f
572470 舍不得你走 覃飞宇 sbdnz
572468 一半天堂 覃飞宇 ybt
569656 密码部落格 覃诗丽 mmblg
569969 你爱上他了吗 覃元隆 nastlm
514890 让你知道我的心 谈芳兵 rnzdwdx
502059 深情 谈芳兵 sq
504999 问候你 谈芳兵 whn
704999 问候你 谈芳兵 whn
574886 不想长大 谈莉娜 bxzd
574888 狠狠爱 谈莉娜 hha
574890 看我七十二变 谈莉娜 kwqseb
574887 快乐宝贝 谈莉娜 klbb
574889 猫科动物 谈莉娜 mkdw
575301 笨鸟飞呀飞 谈欣 bnfyf
571739 凌晨的眼泪 谈欣 lcdyl
568512 不要再说你还爱我 byzsnhaw
575591 看见未来 谭畅 kjwl
575592 请你幸福 谭畅 qnxf
560790 爱在他乡 谭晶 aztx
566701 八荣八耻歌 谭晶 brbcg
976399 北京画廊 谭晶 bjhl
560783 兵 谭晶 b
574454 长城 谭晶 zc
571384 打靶归来 谭晶 dbgl
576152 大草原 谭晶 dcy
503636 大团圆 谭晶 dth
574448 但愿人长久 谭晶 dyrzj
976021 飞天 谭晶 ft
603032 谭晶 gnzwbc
574449 和谐交响 谭晶 hxjx
576151 和谐世界 谭晶 hxsj

邰正宵/周慧敏

谈欣/网络歌手

跟你走(无伴唱)



573430 黄鹤楼 谭晶 hhl
981485 九儿 谭晶 je
574453 酒歌 谭晶 jg
976020 看见 谭晶 kj
568043 康美之恋 谭晶 kmzl
574899 龙图腾 谭晶 lt
574455 龙文 谭晶 lw
560793 蔓延 谭晶 my
571385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谭晶 mzxdzsztd
575590 梅花引 谭晶 mhy
560792 美梦成真 谭晶 mmcz
570703 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兵 谭晶 nswdfmwsn
501818 妻子 谭晶 qz
901821 千里走单骑 谭晶 qlzdq
571564 神奇的阳美 谭晶 sqdym
560784 唐古拉 谭晶 tgl
570704 桃花谣 谭晶 thy
569827 天空 谭晶 tk
560789 我爱你中国 谭晶 wanzg
573220 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 谭晶 wdzfntjlm
574450 我的祖国 谭晶 wdzg
560788 我有一个梦想 谭晶 wyygmx
573031 心的旅程 谭晶 xdlc
560794 阳光 谭晶 yg
570723 一爱到底 谭晶 yadd
901867 一杯美酒 谭晶 ybmj
880856 一起来更精彩 谭晶 yqlgjc
981494 欲水 谭晶 ys
574452 远情 谭晶 yq
560785 在和平年代 谭晶 zhpnd
560302 在那东山顶上 谭晶 zndsds
560786 在您的旗帜下 谭晶 zndqzx
562857 这湾海水 谭晶 zwhs
560791 知心话 谭晶 zxh
571107 中国往事 谭晶 zgws
560787 忠魂 谭晶 zh
574451 祖国万岁 谭晶 zgws
569973 一起飞 yqf
512907 八角楼的灯光 谭明 bjlddg
507140 嘉陵江上 谭明 jljs
972435 不是不想不愿 bsbxby
565640 好想你再爱我多一天 hxnzawdyt
972438 挥手告别 hsgb
972436 你还记得吗 nhjdm
972437 我的明天 wdmt
978727 FIREWORK 谭维维 f
574900 不穿高跟鞋 谭维维 bcggx
978732 灯塔 谭维维 dt

谭晶/阎维文

谭鹏飞/网络歌手
谭鹏飞/网络歌手
谭鹏飞/网络歌手
谭鹏飞/网络歌手
谭鹏飞/网络歌手



768338 蝶 谭维维 d
573335 多彩的哈达 谭维维 dcdhd
980108 假行僧 谭维维 jxs
978730 开门见山 谭维维 kmjs
978729 康定情歌与溜溜调 谭维维 kdqgyllt
573707 青藏高原 谭维维 qcgy
574903 如果你 谭维维 rgn
574904 如果有来生 谭维维 rgyls
573032 世界我来了 谭维维 sjwll
974035 谭某某 谭维维 tmm
574902 天路 谭维维 tl
575309 往日时光 谭维维 wrsg
978731 往日时光 谭维维 wrsg
572836 我忘了说 谭维维 wwls
979910 乌兰巴托的夜 谭维维 wlbtdy
573706 无法阻挡 谭维维 wfzd
978728 也许明天 谭维维 yxmt
573705 扎西秀 谭维维 zxx
573221 召唤 谭维维 zh
574901 卓玛 谭维维 zm
573336 走进西藏 谭维维 zjxc
575308 石头在歌唱 stzgc
901535 石头在歌唱 stzgc
981460 缘分一道桥 yfydq
975995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txmybsdyx
976398 我的心上人 谭小静 wdxsr
567123 爱是唯一要求 谭咏麟 aswyyq
514256 把你藏在歌里面 谭咏麟 bnczglm
512922 半梦半醒之间 谭咏麟 bmbxzj
510148 别说多情好 谭咏麟 bsdqh
506274 不灭的爱 谭咏麟 bmda
515634 不要放弃爱你的人 谭咏麟 byfqandr
574897 谭咏麟 csdg
506601 都为了爱 谭咏麟 dwla
501156 何苦 谭咏麟 hk
504261 零磁场 谭咏麟 lcc
507477 龙的传人 谭咏麟 ldcr
507717 难舍难分 谭咏麟 nsnf
513479 披着羊皮的狼 谭咏麟 pzypdl
504579 青春梦 谭咏麟 qcm
508056 让爱继续 谭咏麟 rajx
508188 深情不改 谭咏麟 sqbg
564324 水中花 谭咏麟 szh
513833 我这一生的伴 谭咏麟 wzysdb
516061 我真的和他们不同 谭咏麟 wzdhtmbt
515280 像我这样的朋友 谭咏麟 xwzydpy
502559 邂逅 谭咏麟 xh
509072 心手相牵 谭咏麟 xsxq

谭维维/汪峰
谭维维/汪峰
谭维维/王力宏
谭维维/周晓鸥

财神到(国)



567004 心痛 谭咏麟 xt
567003 一路到天涯 谭咏麟 yldty
567122 最爱笑的人 谭咏麟 zaxdr
569072 一步到位 ybdw
574047 接受我的爱 jswda
572660 爱不能做主 谭圳 abnzz
569232 爱情的虚伪 aqdxw
901951 美丽鸟来 探索乐团 mlnl
575827 爱的天空有你有我 汤灿 adtkynyw
569935 爱的月光 汤灿 adyg
506115 昂首未来 汤灿 aswl
506606 杜鹃开了 汤灿 djkl
560656 感动世界 汤灿 gdsj
575824 光荣与梦想 汤灿 grymx
506904 好梦成真 汤灿 hmcz
560659 红红的日子 汤灿 hhdrz
575828 红旗飘扬 汤灿 hqpy
563231 呼唤 汤灿 hh
506996 花喜人来 汤灿 hxrl
504061 家乡美 汤灿 jxm
704061 家乡美 汤灿 jxm
510854 今宵共举杯 汤灿 jxgjb
504194 兰花花 汤灿 lhh
516301 蓝天天起地云云起花 汤灿 ltqdyyqh
504240 莲美人 汤灿 lmr
575829 美丽苗乡 汤灿 mlmx
560660 美丽西部 汤灿 mlxb
511165 苗岭连北京 汤灿 mllbj
507691 纳西篝火 汤灿 nxgh
575830 那时候 汤灿 nsh
560651 你从春风中走来 汤灿 nccfzzl
576104 葡萄童话 汤灿 pth
560652 千金一笑 汤灿 qjyx
560655 情系人民 汤灿 qxrm
514937 山里妹子真漂亮 汤灿 slmzzpl
576103 天不荒 汤灿 tbh
560654 团圆中国年 汤灿 tyzgn
560657 湾湾歌 汤灿 wwg
508552 万家灯火 汤灿 wjdh
575825 我爱老爸爸我爱老妈妈 汤灿 walbbwalm
516023 我们是党的好儿女 汤灿 wmsddhen
515207 我只爱你兵哥哥 汤灿 wzanbgg
505134 无名颂 汤灿 wms
575826 湘江从我心上流过 汤灿 xjcwxslg
512291 幸福万年长 汤灿 xfwnc
502668 雪意 汤灿 xy
575831 阳光季节 汤灿 ygjj
512492 又见桃花红 汤灿 yjthh

谭咏麟/体操奥运冠军
谭咏麟/伍佰

谭圳/网络歌手



575823 云台恋曲 汤灿 ytlq
560653 只因你太美 汤灿 zyntm
509751 祝福祖国 汤灿 zfzg
560658 祖国 汤灿 zg
511917 我们的田野 wmdty
569324 WORLD FEEL CHINA 汤潮 wfc
566483 爱大了受伤了 汤潮 adlssl
766483 爱大了受伤了 汤潮 adlssl
563911 爱你我就不后悔 汤潮 anwjbhh
569329 爱情小偷 汤潮 aqxt
568232 爱情小偷之慢摇 汤潮 aqxtzmy
569328 房子 汤潮 fz
563910 愤怒的情人 汤潮 fndqr
567065 故乡黑龙江 汤潮 gxhlj
767065 故乡黑龙江 汤潮 gxhlj
571167 好男儿 汤潮 hne
562841 狼爱上羊 汤潮 lasy
569330 狼爱上羊新版 汤潮 lasyxb
569331 那滋味 汤潮 nzw
569325 你是我的好朋友 汤潮 nswdhpy
571069 你是武松我是虎 汤潮 nswswsh
563907 人一旦变了心 汤潮 rydblx
973103 山水缘 汤潮 ssy
568488 谁让我爱上了你 汤潮 srwasln
563908 受伤 汤潮 ss
569326 微笑的力量 汤潮 wxdll
569327 我爱的姑娘你最美 汤潮 wadgnnzm
563909 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会想我 汤潮 xndshnsfh
566599 小美 汤潮 xm
574785 一亩田 汤潮 ymt
563912 用你的名字取暖 汤潮 yndmzqn
571943 美了美了 mlml
570657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 汤浩平 wbzdwxzd
568487 如果有那一天 汤加丽 rgynyt
507176 今儿是年 jesn
570534 大自然的声音 汤兰花 dzrdsy
570533 佳人永恒 汤兰花 jryh
570536 水仙花的身影 汤兰花 sxhdsy
570535 我要唱 汤兰花 wyc
570537 真心的人 汤兰花 zxdr
971650 晚秋 汤唯 wq
972678 爱过就值得 汤晓菲 agjzd
573404 岛歌 汤旭 dg
573402 好时节 汤旭 hsj
573403 汤旭 mxxn
573405 我们的未来 汤旭 wmdwl
561064 汤奕蓉 hld
561063 祝你幸福 汤奕蓉 znxf

汤灿/陈思思

汤潮/小沈阳

汤俊/刘欢冰

妈,谢谢你

红绿灯(无原唱)



976367 潮水情 汤媛媛 csq
562466 天边 唐艾萱 tb
573274 虎门雄风 唐彪 hmxf
977696 临时演员 唐从圣 lsyy
977186 胖男时代 唐从圣 pnsd
901986 痕心 hx
981237 司机 唐古 sj
975527 旅行 lh
562530 不懂爱的人 bdadr
503694 丁香花 唐磊 dxh
703694 丁香花 唐磊 dxh
566581 浮萍 唐磊 fp
563219 菊花香 唐磊 jhx
563400 落花的窗台 唐磊 lhdct
560970 夏夜 唐磊 xy
970861 风尘 唐俪 fc
514286 别再想起我是谁 唐文龙 bzxqwss
504232 离开你 唐文龙 lkn
516356 你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唐文龙 nzdndwdzy
516403 偷偷为我哭红的双眼 唐文龙 twwkhdsy
502933 真好 唐晓 zh
575724 唐笑 fn
569303 九月 唐笑 jy
576393 你这个负心的人 唐心 nzgfxdr
562403 唐雅明 ldych
562671 回忆的挂号信 唐雅明 hydghx
562339 时间美术馆 唐雅明 sjmsg
562338 偷偷爱上你 唐雅明 tasn
979896 好久不见 唐嫣 hjbj
574612 我透明 唐嫣 wtm
571151 爱情胶片 唐尧麟 aqjp
571150 唐尧麟 mmmmh
562247 我不想离开你 唐以菲 wbxlkn
880406 be with you 唐禹哲 bwy
576394 I'M BACK 唐禹哲 ib
571202 KISS ME NOW 唐禹哲 kmn
566994 爱我 唐禹哲 aw
880430 放过你自己吧 唐禹哲 fgnzjb
567230 分开以后 唐禹哲 fyh
576395 灰色河堤 唐禹哲 hshd
567607 回马枪 唐禹哲 hmq
880405 陪你 唐禹哲 pn
570914 情报 唐禹哲 qb
571205 舍不得放手 唐禹哲 sbdfs
571203 新歌 唐禹哲 xg
567231 造飞机 唐禹哲 zf
567110 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 zahsn
571204 最温柔的悬念 唐禹哲 zwrdxn

唐丰/黄荻钧

唐荭菲/中国好声音
唐浚/唐雅明

88烦恼

16楼的演唱会

妈咪妈咪HOME



570376 远在天边 yztb
503771 飞翔鸟 唐朝乐队 fxn
503864 国际歌 唐朝乐队 gjg
507601 梦回唐朝 唐朝乐队 mhtc
502652 选择 唐朝乐队 xz
502697 演义 唐朝乐队 yy
501426 觉醒 唐志伟 jx
509923 爱的第一天 堂娜 addyt
506170 抱紧一点 堂娜 bjyd
506278 不怕寂寞 堂娜 bpjm
501373 解药 堂娜 jy
501613 绿光 堂娜 tn
511245 你从来不懂 堂娜 nclbd
515854 你怎么可以不爱我 堂娜 nzmkybaw
504501 女明星 堂娜 nmx
501930 庆幸 堂娜 qx
508167 伤心边境 堂娜 sxbj
502048 奢求 堂娜 sq
502292 退路 堂娜 tl
508927 相爱一回 堂娜 xayh
502574 心凉 堂娜 xl
512360 一个人演戏 堂娜 ygryx
509308 一厢情愿 堂娜 yxqy
503055 自由 堂娜 zy
509911 爱错了时候 aclsh
574846 爱得死心塌地 糖糖乐团 adsxtd
974329 半张床 糖糖乐团 bzc
574224 布达拉之恋 糖糖乐团 bdlzl
974572 男人的借口 糖糖乐团 nrdjk
572447 你抱着别的女人入睡 糖糖乐团 nbzbdnrrs
574038 你是我戒不掉的烟 糖糖乐团 nswjbddy
574223 亲爱的中国我的家 糖糖乐团 qadzgwdj
574225 色舞 糖糖乐团 sw
880811 谁把爱出卖 糖糖乐团 sbacm
902003 一个人咖啡 糖兄妹 ygrkf
976045 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计划乐队 ykzzldx
424374 龙过鸡年 逃学威龙 lgjn
574969 喜欢你的名字 陶格斯 xhndmz
506330 采茶舞曲 陶慧敏 ccwq
502893 葬花 陶慧敏 zh
505746 紫竹调 陶慧敏 zzd
705746 紫竹调 陶慧敏 zzt
500009 AMAZON 陶晶莹 a
500021 BLUE 陶晶莹 b
503108 CALL MY NAME 陶晶莹 cmn
500083 L-O-V-E 陶晶莹 l
561239 MAC JACK 陶晶莹 m
500406 NO ANSWER 陶晶莹 na

唐越/网络歌手

堂娜/薛忠铭



500492 爱缺 陶晶莹 aq
500500 爱神 陶晶莹 as
500508 爱哟 陶晶莹 ay
503477 不要脸 陶晶莹 byl
506315 不再想念 陶晶莹 bzxn
513122 给了我什么呀 陶晶莹 glwsmy
506876 海市蜃楼 陶晶莹 hssl
510695 湖心草深长 陶晶莹 hxcsc
561241 嫉妒 陶晶莹 jd
504089 接受我 陶晶莹 jsw
514567 姐姐妹妹站起来 陶晶莹 jjmmzql
504233 离开我 陶晶莹 lkw
501658 梦见 陶晶莹 mj
507688 那些日子 陶晶莹 nxrz
501743 你来 陶晶莹 nl
513463 年纪大了一点 陶晶莹 njdlyd
561161 女人心事 陶晶莹 nrxs
501869 青春 陶晶莹 qc
501967 瘸鸟 陶晶莹 qn
511604 十天又三天 陶晶莹 styst
514982 是不是听你歌唱 陶晶莹 sbstngc
504859 太委屈 陶晶莹 twq
516399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陶晶莹 tkbywwdyl
511779 晚归的男人 陶晶莹 wgdnr
502374 吻别 陶晶莹 wb
505020 我变了 陶晶莹 wbl
977714 我不祝福 陶晶莹 wbzf
513755 我的心在发烫 陶晶莹 wdxzft
516044 我想我是真的疯了 陶晶莹 wxwszdfl
516067 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陶晶莹 wzdwbgpl
502517 想要 陶晶莹 xy
561240 叶枯过 陶晶莹 ykg
502752 依赖 陶晶莹 yl
502812 游泳 陶晶莹 yy
977715 真的假的 陶晶莹 zdjd
561162 走路去纽约 陶晶莹 zlqny
505765 最悲歌 陶晶莹 zbg
506302 不用奇怪 byqg
565876 I GOTTA LET YOU KNOW 陶莉萍 iglyk
503224 WAITING FOR TONIGHT 陶莉萍 wft
509967 爱你很快乐 陶莉萍 anhkl
510024 爱让人无力 陶莉萍 arrwl
500593 别赖 陶莉萍 bl
503448 不得不 陶莉萍 bdb
510520 分手五十天 陶莉萍 fswst
513168 好想再听一遍 陶莉萍 hxztyb
568192 借我一秒 陶莉萍 jwym
565880 迷惘 陶莉萍 m

陶晶莹/乱弹阿翔



567964 那时间 陶莉萍 nsj
501732 难道 陶莉萍 nd
565878 女人味 陶莉萍 nrw
568190 三个人的拔河 陶莉萍 sgrdbh
568191 他的我我的你 陶莉萍 tdwwdn
565877 习惯 陶莉萍 xg
502758 以为 陶莉萍 yw
565879 怎样 陶莉萍 zy
568193 知足 陶莉萍 zz
973045 YES I DO 陶妍霖 yid
973000 神魂电到 陶妍霖 shdd
973010 原来爱是这样 陶妍霖 ylaszy
571693 深夜地下铁 陶钰玉 sydxt
571991 手心手背 陶钰玉 sxsb
971701 你是我的唯一 nswdwy
560833 陶喆 nca
500014 ANGEL 陶喆 a
500016 ANGELINE 陶喆 a
500297 BYE BYE 陶喆 bb
560351 CATHERINE 陶喆 c
500313 DEAR GOD 陶喆 dg
567963 FREE 陶喆 f
500368 I BELIEVE 陶喆 ib
500373 I'M OK 陶喆 io
500088 MELODY 陶喆 m
500399 MY ANATA 陶喆 ma
565056 OLIA 陶喆 o
572893 PLAY 陶喆 p
500427 RUN AWAY 陶喆 ra
560352 陶喆 syldyy
500448 陶喆 ss
976699 THE PROMISE 陶喆 tp
505975 爱很简单 陶喆 ahjd
503278 爱离开 陶喆 alk
560837 爱是个什么东西 陶喆 asgsmdx
510045 爱我还是他 陶喆 awhst
572590 暗恋 陶喆 al
503482 不一样 陶喆 byy
503735 多谢你 陶喆 dxn
503744 二十二 陶喆 ese
513092 陶喆 fcdsdb
506803 宫保鸡丁 陶喆 gbjd
572894 关于陶喆 陶喆 gytz
500174 鬼 陶喆 g
506934 黑色柳丁 陶喆 hsld
572314 火鸟功 陶喆 hng
603271 火鸟功 陶喆 hng
510792 寂寞的季节 陶喆 jmdjj

陶钰玉/郑源
2NIGHT藏爱

SULA与LAMPA的寓言
SUSAN说

飞机场的10：30



510843 今天没回家 陶喆 jtmhj
560835 就是爱你 陶喆 jsan
501586 流沙 陶喆 ls
504312 马戏团 陶喆 mxt
566035 每一面都美 陶喆 mymdm
565510 那一瞬间 陶喆 nysj
572731 你的歌 陶喆 ndg
507886 普通朋友 陶喆 ptpy
502027 沙滩 陶喆 st
508283 是是非非 陶喆 ssf
567390 瞬间倾心 陶喆 sjqx
508333 说走就走 陶喆 szjz
564812 似曾相识 陶喆 scxs
560354 孙子兵法 陶喆 szbf
564389 太美丽 陶喆 tml
511704 讨厌红楼梦 陶喆 tyhlm
502242 天天 陶喆 t
560353 陶喆 tells
504937 王八蛋 陶喆 wbd
564390 忘不了 陶喆 wbl
572895 我太傻 陶喆 wts
505092 我喜欢 陶喆 wxh
560836 无缘 陶喆 wy
508902 喜欢辣妹 陶喆 xhlm
509020 小镇姑娘 陶喆 xzgn
560834 夜来香 陶喆 ylx
976546 一念之间 陶喆 ynzj
502686 湮灭 陶喆 ym
515436 月亮代表谁的心 陶喆 yldbsdx
505654 找自己 陶喆 zzj
976047 自导自演的悲剧 陶喆 zdzydbj
562059 SAN BAI NO 腾格尔 sbn
560255 爱你的日子 腾格尔 andrz
510200 不想说再见 腾格尔 bxszj
515638 不要走进我的生活 腾格尔 byzjwdsh
506339 苍狼大地 腾格尔 cldd
510248 缠绵的思念 腾格尔 cmdsn
510258 唱给黄河听 腾格尔 cghht
506393 成吉思汗 腾格尔 cjsh
562061 敕勒歌 腾格尔 lg
506473 达亚波尔 腾格尔 dybe
503625 大男人 腾格尔 dnr
510432 东去的列车 腾格尔 dqdlc
506738 父亲和我 腾格尔 fqhw
506741 嘎达梅林 腾格尔 gdml
506826 古老的歌 腾格尔 gldg
976387 红山下的绿草原 腾格尔 hsxdlcy
507015 怀念战友 腾格尔 hnzy

天天2003



501321 家园 腾格尔 jy
510949 苦苦的思恋 腾格尔 kkdsl
501478 跨越 腾格尔 ky
510977 蓝色的故乡 腾格尔 lsdgx
513304 老爷子老太太 腾格尔 lyzlt
504366 美姑娘 腾格尔 mgn
504376 蒙古人 腾格尔 mgr
500214 梦 腾格尔 m
504382 梦姑娘 腾格尔 mgn
507608 梦随风飘 腾格尔 msfp
562062 母亲湖的泪水 腾格尔 mqhdls
515822 你和太阳一同升起 腾格尔 nhtyytsq
511381 腾格尔 qnzyh
501979 热土 腾格尔 rt
502235 天堂 腾格尔 t
515087 为什么这样忧伤 腾格尔 wsmzyys
511879 我的兴安岭 腾格尔 wdxal
562060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腾格尔 wmsyydcl
513787 我热恋的故乡 腾格尔 wrldgx
512107 西部恍惚惚 腾格尔 xbhhh
509006 小河淌水 腾格尔 xhts
512493 又是大旱年 腾格尔 ysdhn
509598 张三的歌 腾格尔 zsdg
572821 亲亲猪猪宝贝 腾讯 qqzzbb
573629 还是那么爱你 天骄蝴蝶 hsnman
976317 悠悠草原情 天骏 yycyq
572609 不忍心放手 天空乐队 brxfs
572610 我们走过的路 天空乐队 wmzgdl
901512 爱这么难 天孪兄弟 azmn
901513 过年好 天孪兄弟 gnh
901514 男人 天孪兄弟 nr
571444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 天孪兄弟 nxysmwdhg
509610 赵家大哥 天堂 zjdg
565066 湖水 天堂乐队 hs
971027 给天天 天天 gt
574619 女人傻一点才好 天天 nrsydch
970715 最大原则 天天 zdyz
971025 离爱情有点近 laqydj
515000 谁说网上无美女 天外黑仙 sswswmn
561687 就算我是周星驰 天蝎 jswszxc
571353 快乐由我 天娱群星 klyw
976014 暗流 天悦 al
975996 古越龙山 天悦 gyls
975997 想念一个人 天悦 xnygr
976013 愿望 天悦 yw
565172 白猫黑猫 天织堂 bmhm
509204 摇摇摆摆 天织堂 yybb
570190 忆江南 yjn

千年走一回(欣赏版)

天天/张新杰

甜蜜的孩子/网络歌手



574843 等待 甜蜜旅行 dd
562849 花蝴蝶 田丰 hhd
880242 love 田馥甄 l
970257 MY LOVE 田馥甄 ml
880935 to hebe 田馥甄 th
981423 爱情 田馥甄 aq
980710 不醉不会 田馥甄 bzbh
978439 超级玛丽 田馥甄 cjml
970258 还是要幸福 田馥甄 hsyxf
970432 还是要幸福 田馥甄 hsyxf
970740 花花世界 田馥甄 hhsj
880241 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 jmjmjh
970127 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 jmjmjh
970259 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 jmjmjh
977694 渺小 田馥甄 mx
970260 魔鬼中的天使 田馥甄 mgzdts
977708 你就不要想起我 田馥甄 njbyxqw
880982 你太猖狂 田馥甄 ntck
970741 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田馥甄 qngwhyddq
970742 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田馥甄 qngwhyddq
981422 我等着你回来 田馥甄 wdznhl
970261 我想我不会爱你 田馥甄 wxwbhan
970431 我想我不会爱你 田馥甄 wxwbhan
970739 无事生非 田馥甄 wssf
979969 小幸运 田馥甄 xxy
575850 男人的柔情 田华 nrdrq
502459 下雨 田家达 xy
569613 我们是恋爱的人 田欣 wmsladr
880862 我想谈恋爱 田芯儿 wxtla
880863 一个人的圣诞夜 田芯儿 ygrdsdy
574414 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 田一龙 gwygbawdl
574035 老婆饼 田一龙 lpb
575849 那一天 田一龙 nyt
572653 你的泪会说谎 田一龙 ndlhsh
603272 你的泪会说谎 田一龙 ndlhsh
571677 谁给谁幸福 田一龙 sgsxf
569951 一定要爱你 田一龙 ydyan
574844 用心爱你你不懂 田一龙 yxannbd
571879 依然爱你 yran
975927 让她降落 rtjl
975577 夜太黑 yth
569589 笨笨猪猪 田跃君 bbzz
569586 断桥 田跃君 dq
569587 林黛玉没有眼泪 田跃君 lymyyl
569588 求爱 田跃君 qa
500348 HEY BABY 田震 hb
500354 田震 hy
512821 阿里山的姑娘 田震 alsdgn

田宇哲/网络歌手
田园/中国好声音
田园/中国好声音

HI呀



505880 爱不后悔 田震 abhh
505897 爱的尘埃 田震 adca
510014 爱情守望者 田震 aqswz
506103 爱有多久 田震 aydj
512915 把握每个瞬间 田震 bwmgsj
503345 白兰鸽 田震 blg
563248 北京之雪 田震 bjzx
506222 别离开我 田震 blkw
512938 别让我再模糊 田震 brwzmh
500646 猜度 田震 cd
506355 草原之夜 田震 cyzy
503591 打火机 田震 dhj
513098 分手真的难受 田震 fszdns
515692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田震 fychkqmg
506749 干杯朋友 田震 gbpy
706749 干杯朋友 田震 gbpy
510640 好大一棵树 田震 hdyks
515726 回了又去去了再回 田震 hlyqqlzh
563249 回望 田震 hw
516601 今夜你是不是陪我回家 田震 jynsbspwh
563250 尽在不言中 田震 jzbyz
504160 靠近我 田震 kjw
507310 快乐悲伤 田震 klbs
501516 乐园 田震 ly
563247 冷艳 田震 ly
507403 梨花非梦 田震 lhfm
511040 流逝的年华 田震 lsdnh
504356 玫瑰泪 田震 mgl
504377 蒙妮卡 田震 mnk
515797 田震 mhscelly
501691 明白 田震 mb
515815 你的目光温暖了我 田震 ndmgwnlw
504480 你是否 田震 nsf
514799 你是否和我一样 田震 nsfhwyy
513461 你总在我身边 田震 nzzwsb
511335 怕黑的女人 田震 phdnr
507878 平安中国 田震 pazg
511378 千百回期待 田震 qbhqd
507911 千秋思念 田震 qqsn
563251 日出 田震 rc
508147 沙粒蚂蚁 田震 slmy
511654 谁为我停留 田震 swwtl
513597 伸出手让我看 田震 scsrwk
508266 世界很小 田震 sjhx
502114 守侯 田震 sh
504784 水姻缘 田震 syy
508317 顺其自然 田震 sqzr
508421 天边的虹 田震 tbdh

梦幻色彩2001



508459 天堂地狱 田震 tdy
508518 童年的梦 田震 tndm
508547 完整的我 田震 wzdw
573317 网络情缘 田震 wlqy
508608 为你而歌 田震 wneg
504987 未了情 田震 wlq
515986 温柔美眉铿锵玫瑰 田震 wrmmkqmg
505125 我知道 田震 wzd
505259 逍遥游 田震 xyy
513946 星星月亮太阳 田震 xxylty
513957 阳光下的田震 田震 ygxdtz
502718 野花 田震 yh
512392 一万个温柔 田震 ywgwr
509359 因为有你 田震 ywyn
516154 雨中的鸟依然在飞 田震 yzdnyrzf
505601 月牙泉 田震 yyq
509631 真爱无限 田震 zawx
509662 田震 zhhy
502945 震撼 田震 zh
502969 执着 田震 zz
702969 执着 田震 zz
505706 中华美 田震 zhm
509791 自由自在 田震 zyzz
512755 最后的时刻 田震 zhdsk
712755 最后的时刻 田震 zhdsk
509819 最后的夜 田震 zhdy
500990 分享 fx
511382 千秋家国梦 qqjgm
574845 心在哭 田子琳 xzk
574415 在哭的人不一定会流泪 田子琳 zkdrbydhl
567068 方向感 田梓呈 fxg
503954 红梅赞 铁金 hmz
504669 珊瑚颂 铁金 shs
576171 爱像冷风吹 铁热沁夫 axlfc
576170 思念的痛 铁热沁夫 sndt
576546 和平世界 铁竹堂 hpsj
560663 能不能 nbn
572970 风雨 婷婷 fy
572964 古老的誓言 婷婷 gldsy
572967 梦开始的地方 婷婷 mksddf
572963 你的誓言 婷婷 ndsy
572962 你就是我的幸福 婷婷 njswdxf
572966 是天意让我们相爱了 婷婷 styrwmxal
572968 西风 婷婷 xf
572965 想轻轻拉住你的手 婷婷 xqqlznds
502821 右手 婷婷 ys
572969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婷婷 zbswxydjg
571898 倒数的每一天 庭竹 dsdmyt

震憾HI呀

田震/苏永康
田震/小柯

铁竹堂/温岚



566213 喜欢你 庭竹 xhn
566148 现在的你 庭竹 xzdn
571824 小木偶 庭竹 xmo
571825 幸福的翅膀 庭竹 xfdcb
566149 雨声 庭竹 ys
567671 遥远的祝福 yydzf
513400 男子汉去飞行 佟铁鑫 nzhqfx
511371 妻子辛苦了 佟铁鑫 qzxkl
504806 思乡曲 佟铁鑫 sxq
704806 思乡曲 佟铁鑫 sxq
505187 夕阳红 佟铁鑫 xyh
515457 在那遥远的地方 znyyddf
505186 夕阳红 xyh
575089 曾经爱过依然爱着 佟宇 cjagyraz
564048 BEAUTIFUL LIE 同恩 bl
560966 本來 同恩 b
563941 不准哭 同恩 bzk
560489 疯狂呢 同恩 fn
568567 戒不掉 同恩 jbd
560487 失去 同恩 sq
564263 一个人遗憾 同恩 ygryh
563976 一下下 同恩 yxx
560490 直觉 同恩 zj
560488 昨天我十五岁 同恩 ztwsws
560486 做自己 同恩 zzj
570296 爱你爱到死 anads
505843 TELL ME TELL ME 同级生 tmtm
977992 你是我网络的知己 同名同姓 nswwldzj
572406 到底是谁伤了谁的心 彤杰 ddssslsdx
573386 爱上你爱上了情歌 asnaslqg
568506 分手以后 fsyh
568507 施舍的爱 ssda
204924 演员的烦恼 yydfn
511218 男人没烦恼 童阿梅 nrmfn
505802 HOW I REVERSE TIME 童安格 hirt
509938 爱的主题曲 童安格 adztq
516519 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童安格 aqzjsycny
506105 爱与哀愁 童安格 ayac
512910 把爱放在心里 童安格 bafzxl
506130 把根留住 童安格 bglz
510165 不必太在意 童安格 bbtzy
506290 不要分离 童安格 byfl
500667 草原 童安格 cy
500689 尘埃 童安格 ca
510309 此情永不留 童安格 cqybl
500804 蹉跎 童安格 ct
700804 蹉跎 童安格 ct
514368 当你听见这首歌 童安格 dntjzsg

庭竹/网络歌手

佟铁鑫/柯以敏
佟铁鑫/王静

同恩/杨荞安

彤杰/王麟
彤杰/网络歌手
彤杰/网络歌手
彤彤/赵本山



500154 灯 童安格 d
513056 等我一起入梦 童安格 dwyqrm
503681 第七年 童安格 dqn
500973 飞雪 童安格 fx
503801 干燥花 童安格 gzh
503836 跟我来 童安格 gwl
503976 花瓣雨 童安格 hby
504059 祭魂酒 童安格 jhj
510831 借我一点爱 童安格 jwyda
507184 今天的我 童安格 jtdw
507254 开阔的心 童安格 kkdx
560691 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 童安格 kwlysmbyy
507306 跨过彩虹 童安格 kgch
504255 亮起来 童安格 lql
501588 流逝 童安格 ls
511047 留声机恋曲 童安格 lsjlq
511093 玫瑰的谎言 童安格 mgdhy
513369 梦开始的地方 童安格 mksddf
507620 梦已遥远 童安格 myyy
504405 妙听闻 童安格 mtw
516324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童安格 mtnsfyraw
516648 你我的爱只能擦肩而过 童安格 nwdazncje
501768 女人 童安格 nr
511341 陪你到天亮 童安格 pndtl
511345 陪你走一程 童安格 pnzyc
515875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童安格 qsnbdwdx
507952 青春手卷 童安格 qcsj
501964 缺席 童安格 qx
511468 让生命等候 童安格 rsmdh
513528 让思念伴着我 童安格 rsnbzw
566635 沙漠之足 童安格 smzz
508164 伤感列车 童安格 sglc
565296 生命过客 童安格 smgk
502112 收留 童安格 sl
508491 听海的歌 童安格 thdg
565295 婷娜 童安格 n
511780 晚归的丈夫 童安格 wgdzf
504944 忘不了 童安格 wbl
502347 为难 童安格 wn
512015 我曾经爱过 童安格 wcjag
513753 我的心让你牵 童安格 wdxrnq
511995 我有多想你 童安格 wydxn
508920 现在以后 童安格 xzyh
512335 耶利亚女郎 童安格 ylynl
502736 夜色 童安格 ys
513987 一生中的第一 童安格 yszddy
509295 一世情缘 童安格 ysqy
505543 鹰之恋 童安格 yzl



509425 游戏人间 童安格 yxrj
565297 真爱是谁 童安格 zass
513213 记忆由爱开始 jyyaks
565995 记得那首歌 jdnsg
566634 日落之处 rlzc
566543 谁能预言 snyy
566542 星月 xy
566487 爱我就自首 awjzs
506844 光棍之歌 童杰 ggzg
976474 多莉宝贝 童可可 dlbb
980708 萌萌滴乖乖滴 童可可 mmdggd
976473 他们都说 童可可 tmds
976472 一个人也能好好过 童可可 ygrynhhg
570850 烟花三月 童丽 yhsy
569340 虫儿飞 童声合唱 cef
574036 银杯 童声合唱 yb
560694 爱的温度计 童童 adwdj
560692 童童 bb
560693 小饰品 童童 xsp
560695 转角 童童 zj
510121 背负你的爱 童欣 bfnda
512972 不要痴心等你 童欣 bycxdn
512981 不再痴心等你 童欣 bzcxdn
516720 我的后悔可以说给你听吗 童欣 wdhhkysgn
512652 只是一个吻 童欣 zsygw
565970 爱你 童一首歌 an
565966 不想长大 童一首歌 bxcd
565968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童一首歌 dngdnhxqs
565967 光 童一首歌 g
565969 思念之歌 童一首歌 snzg
565972 童话 童一首歌 th
565973 野蛮游戏 童一首歌 ymyx
565971 猪之歌 童一首歌 zzg
565299 知道不知道 zdbzd
562909 跟我一起哇哇叫 gwyqwwj
977997 盛开 痛仰乐队 sk
977998 西湖 痛仰乐队 xh
981439 再见杰克 痛仰乐队 zjjk
564499 图腾 bn
564361 困惑 图腾 kh
564500 蓝天 图腾 lt
564362 我在那边唱 图腾 wznbc
500529 爸爸 屠洪刚 bb
506136 霸王别姬 屠洪刚 bwbj
500546 伴儿 屠洪刚 be
506342 藏龙卧虎 屠洪刚 clwh
500675 长途 屠洪刚 ct
503628 大瀑布 屠洪刚 dpb

童安格/佚名
童安格/周治平
童安格/周治平
童安格/周治平
童安格/周治平
童话演唱团/网络歌手

噢!北鼻

童一首歌/网络歌手
茼蒿LALA队

巴奈19



500849 等待 屠洪刚 dd
506619 对酒当歌 屠洪刚 djdg
500954 放手 屠洪刚 fs
506760 感觉自己 屠洪刚 gjzj
501048 感谢 屠洪刚 gx
515700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屠洪刚 gmryysnq
507154 江山无限 屠洪刚 jswx
507203 精忠报国 屠洪刚 jzbg
707203 精忠报国 屠洪刚 jzbg
510945 孔雀东南飞 屠洪刚 kqdnf
515758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屠洪刚 lldylldm
507462 流浪思乡 屠洪刚 llsx
500221 你 屠洪刚 n
501879 倾诉 屠洪刚 qs
501987 认错 屠洪刚 rc
508263 世间男人 屠洪刚 sjnr
502109 誓言 屠洪刚 sy
504746 守太平 屠洪刚 stp
513704 忘记你的眼睛 屠洪刚 wjndyj
575516 唯有兄弟 屠洪刚 wyxd
502390 我爱 屠洪刚 wa
515995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屠洪刚 wazlsdhy
512036 我只在乎你 屠洪刚 wzzhn
505412 寻梦园 屠洪刚 xmy
505557 用心听 屠洪刚 yxt
509559 再见是缘 屠洪刚 zjsy
514055 再见我的爱人 屠洪刚 zjwdar
512625 真实的自我 屠洪刚 zsdzw
509707 中国功夫 屠洪刚 zggf
500496 爱人 ar
507829 念念不忘 nnbw
566344 踏雪寻梅 屠梅华 txxm
502290 团圆 屠梅华 ty
571658 猫的未来 涂一 mdwl
571659 那么远 涂一 nmy
568011 DARLING 涂紫凝 d
568014 爱的下半场 涂紫凝 adxbc
568016 跌倒醒 涂紫凝 ddx
568013 好好的忘记 涂紫凝 hhdwj
568012 向月 涂紫凝 xy
567204 卸装女子 涂紫凝 xznz
568015 要你看到我的美 涂紫凝 ynkdwdm
574237 荼靡 yzjl
880895 西湖泪 兔兔 xhl
880894 雪如花 兔兔 xrh
500003 01:48 脱拉库 ydssb
514435 飞向阳光飞向你 脱拉库 fxygfxn
508653 我爱夏天 脱拉库 waxt

屠洪刚/王菲
屠洪刚/佚名

YES周杰伦



500266 雨 脱拉库 y
565537 江湖行 庹宗华 jhx
570635 一生情不绝 庹宗华 ysqbj
500826 大雨 娃娃 dy
503759 放了爱 娃娃 fla
501182 后悔 娃娃 hh
567178 没有终点的流浪 娃娃 myzddll
514833 飘洋过海来看你 娃娃 pyghlkn
507892 七情六欲 娃娃 qqly
567179 秋凉 娃娃 ql
567177 找一个像你的人 娃娃 zygxndr
574199 无名指的等待 歪歪 wmzddd
560433 丸子 pdwj
560434 SHINNING 丸子 s
562223 爱泛滥 丸子 afl
562222 爱你卡侬 丸子 ank
503854 关东煮 丸子 gdz
514551 假装你还爱着我 丸子 jznhazw
560435 来去夏威夷 丸子 lqxwy
511138 美女十八招 丸子 mnsbz
560055 上流速力霸 丸子 slslb
562575 丸子特功队 丸子 wztgd
500323 FLY AWAY 万芳 fa
700323 FLY AWAY 万芳 fa
974963 万芳 mddyt
973003 阿兹海默 万芳 azhm
512870 爱上你给的痛 万芳 asngdt
712870 爱上你给的痛 万芳 asngdt
570329 半袖 万芳 bx
564079 北极之光 万芳 bjzg
522986 碧海情天 万芳 bhqt
722986 碧海情天 万芳 bhqt
500623 不换 万芳 bh
503467 不确定 万芳 bqd
500652 猜心 万芳 cx
700652 猜心 万芳 cx
564078 初夏的房间 万芳 cxdf
500787 从前 万芳 cq
700787 从前 万芳 cq
700915 断线 万芳 dx
500961 放逐 万芳 fz
700961 放逐 万芳 fz
500984 分手 万芳 fs
700984 分手 万芳 fs
570328 分手旅行 万芳 fslh
501060 割爱 万芳 ga
503873 孩子气 万芳 hzq
510906 就值得了爱 万芳 jzdla

PERFECT的完结

MICHELLE的第一天



710906 就值得了爱 万芳 jzdla
576345 看见快乐对我笑 万芳 kjkldwx
973002 可是我还是学不会 万芳 kswhsxbh
501571 了断 万芳 ld
560432 慢火车 万芳 mhc
501725 那夜 万芳 ny
563802 你爱不爱我 万芳 nabaw
504508 女人鞋 万芳 nrx
513515 然后你怎么说 万芳 rhnzms
972413 让我送你花一朵 万芳 rwsnhyd
570330 如你所愿 万芳 rnsy
504656 傻傻的 万芳 ssd
704656 傻傻的 万芳 ssd
570331 神魂颠倒 万芳 shdd
508277 试着了解 万芳 szlj
564080 收信快乐 万芳 sxkl
502134 睡醒 万芳 sx
702134 睡醒 万芳 sx
880965 她往月亮走 万芳 twylz
564083 铁罐咖啡 万芳 tgkf
508490 听风的歌 万芳 tfdg
708490 听风的歌 万芳 tfdg
515089 温哥华悲伤一号 万芳 wghbsyh
516429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万芳 wjdnyldyl
880271 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 万芳 wmbsyydnm
880549 我们不要伤心了 万芳 wmbysxl
508742 我们之间 万芳 wmzj
512134 相爱的运气 万芳 xadyq
509093 新不了情 万芳 xblq
709093 新不了情 万芳 xblq
560053 演技 万芳 yj
560431 夜照亮了夜 万芳 yzlly
509274 一切如新 万芳 yqrx
564077 以后 万芳 yh
974875 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万芳 ylwmdsazd
564081 月亮公园 万芳 ylgy
502923 这天 万芳 zt
702923 这天 万芳 zt
570332 这样也好 万芳 zyyh
512637 知道不知道 万芳 zdbzd
564082 自己照顾自己 万芳 zjzgzj
573262 情不自禁 qbzj
974309 路 万茜 l
514392 貂蝉已随清风去 万山红 dcysqfq
503839 公仆赞 万山红 gpz
504070 剪窗花 万山红 jch
515788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万山红 myylmybs
509530 月牙五更 万山红 yywg

万灵/伊扬



513467 牛背上的孩子 万首 nbsdhz
978247 女儿情 万晓利 neq
569418 就算不能在一起 万阳 jsbnzyq
515318 血债要用血来偿 万一英 xzyyxlc
516766 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刚 万一英 xndxhdzzr
973007 FEEL ME 汪东城 fm
971485 假装我们没爱过 汪东城 jzwmmag
974878 你在等什么 汪东城 nzdsm
973022 我们的剧本 汪东城 wmdjb
974959 我应该去爱你 汪东城 wygqan
972996 像你 汪东城 xn
575230 在水一方 汪东城 zsyf
971811 愛你的方式 汪峰 andfs
970262 北京 北京 汪峰 bjbj
970378 北京 北京 汪峰 bjbj
563235 彼岸 汪峰 ba
972441 不经意间 汪峰 bjyj
979176 沧浪之歌 汪峰 clzg
563234 尘土 汪峰 ct
575556 春天里 汪峰 ctl
603273 春天里 汪峰 ctl
972353 存在 汪峰 cz
500809 错误 汪峰 cw
574788 当我想你的时候 汪峰 dwxndsh
970263 地心 汪峰 dx
970476 地心 汪峰 dx
562118 飞的更高 汪峰 fdgg
574787 光明 汪峰 gm
978004 光明 汪峰 gm
501212 花火 汪峰 hh
568315 挥挥手 汪峰 hhs
978001 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汪峰 hyzqwjzh
563233 妈妈 汪峰 mm
563242 美丽世界的孤儿 汪峰 mlsjdge
563244 门开了 汪峰 mkl
570478 梦想的光芒 汪峰 mxdgm
563243 迷鹿 汪峰 ml
565106 怒放的生命 汪峰 nfdsm
563245 青春 汪峰 qc
971737 上千个黎明 汪峰 sqglm
563238 生命中的一天 汪峰 smzdyt
563232 十二月的泪 汪峰 seydl
563237 晚安北京 汪峰 wabj
978007 晚安北京 汪峰 wabj
970746 我爱你中国 汪峰 wanzg
569135 我们的梦 汪峰 wmdm
769135 我们的梦 汪峰 wmdm
563236 我真的需要你 汪峰 wzdxyn



974496 像个孩子 汪峰 xghz
502543 小鸟 汪峰 xn
563240 笑着哭 汪峰 xzk
574786 信仰在空中飘扬 汪峰 xyzkzpy
978075 一起摇摆 汪峰 yqyb
563239 硬币 汪峰 yb
970745 勇敢的心 汪峰 ygdx
971556 再见青春 汪峰 zjqc
505621 在雨中 汪峰 zyz
563241 绽放 汪峰 zf
569136 直到永远 汪峰 zdyy
975569 像个孩子 xghz
567346 花花公子 汪涵 hhgz
880139 王昭君 汪洪萍 wzj
510646 好想对你说 汪开凤 hxdns
514317 长城长江万里长 汪明荃 cccjwlc
503815 橄榄树 汪明荃 gls
515776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汪明荃 lbdyhbyc
511121 美丽的时光 汪明荃 mldsg
504783 水仙花 汪明荃 sxh
508444 天女散花 汪明荃 tnsh
512193 潇洒走一回 汪明荃 xszyh
512363 一见你就笑 汪明荃 yjnjz
503157 IT'S JUST LOVE 汪佩蓉 ijl
561190 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汪佩蓉 bwdnghdr
500957 放手 汪佩蓉 fs
506682 非法入境 汪佩蓉 frj
500970 飞吻 汪佩蓉 fw
561582 红粉宝贝 汪佩蓉 hfbb
562208 另外一个你 汪佩蓉 lwygn
561065 男人味女人味 汪佩蓉 nrwnrw
562014 你以为你是谁 汪佩蓉 nywnss
562209 骗不了 汪佩蓉 pbl
508022 汪佩蓉 qncc
567202 散热 汪佩蓉 sr
567200 头发湿的 汪佩蓉 tfsd
567201 想念是笨的 汪佩蓉 xnsbd
560661 只要你快乐 汪佩蓉 zynkl
571364 只为你的平安夜 汪蕊 zwndpay
564420 稻草人 dcr
901910 不分手的恋爱 汪苏泷 bfsdla
976368 不要睡懒觉 汪苏泷 byslj
901913 等不到你 汪苏泷 dbdn
901912 放不下 汪苏泷 fbx
901914 苦笑 汪苏泷 kx
901909 埋葬冬天 汪苏泷 mzdt
901844 慢慢懂 汪苏泷 mmd
901840 你让我懂 汪苏泷 nrwd

汪峰/中国好声音

请你CHA CHA

汪蕊/网络歌手



901839 他的爱 汪苏泷 tda
901841 唯你懂我心 汪苏泷 wndwx
901911 小星星 汪苏泷 xxx
901843 幸福是被你需要 汪苏泷 xfsbnxy
901842 因为了解 汪苏泷 ywlj
974325 御龙镜中隐 汪苏泷 yljzy
901838 专属味道 汪苏泷 zswd
971623 后会无期 hhwq
901837 寂寞夜如香 汪洋 jmyrx
972959 超快感 ckg
972958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wsbsnztad
563684 超越梦想 汪正正 cymx
763684 超越梦想 汪正正 cymx
570148 我的女人最好 汪正正 wdnrzh
978436 初恋 王宝 cl
570664 出门靠朋友 王宝强 cmkpy
576113 势不可挡 王宝强 sbkd
571078 乡下住着咱爹妈 王宝强 xxzzzdm
505443 摇篮曲 王宝珍 ylq
705443 摇篮曲 王宝珍 ylq
565113 船长 王滨 cc
565112 完美体验 王滨 wmty
501110 归宁 王滨梅 gn
514856 谯楼打罢二更鼓 王滨梅 qldbegg
574399 爱比不爱更寂寞 王冰洋 abbagjm
570845 变心 王冰洋 bx
570846 差距 王冰洋 cj
570844 东北亚童话 王冰洋 dbyth
564306 飞舞 王冰洋 fw
568030 飞雪 王冰洋 fx
571074 流血的承诺 王冰洋 lxdcn
574400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王冰洋 qdydyjkd
571073 如此的糟 王冰洋 rcdz
506399 乘虚而入 王柏森 cxer
901648 多谢照顾 王彩桦 dxzg
974869 秀米的妈 王彩桦 xmdm
975937 开始，不是结束 王厂长 ksbsjs
976443 澡堂里的男人 王厂长 ztldnr
561224 多美丽呀 王城 dmly
561225 牧马人 王城 mmr
503995 槐荫别 hyb
564424 今生最爱 jsza
574412 世界上有没有真爱 王闯 sjsymyza
603035 世界上有没有真爱 王闯 sjsymyza
977700 你好 王大文 nh
575848 就此放手 王迪 jcfs
973371 老人家别担心 王电 lrjbdx
973579 受伤 王电 ss

汪苏泷/徐良

汪洋/中国好声音
汪妤凌/中国好声音

王成/李琼
王程明/网络歌手



973260 睡不好 王电 sbh
973370 睡不好 王电 sbh
973369 争气 王电 zq
573191 非同凡响 王恩琦 ftfx
573192 风筝 王恩琦 fz
564744 很傻 hs
576112 赶牲灵 王二妮 gsl
564556 幸福 王凡瑞 xf
764556 幸福 王凡瑞 xf
503242 阿修罗 王菲 axl
978254 爱不可及 王菲 abkj
561646 白痴 王菲 bc
978438 百年孤寂 王菲 bngj
506160 半途而废 王菲 btef
503403 彼岸花 王菲 bah
510130 哔一声之后 王菲 byszh
500586 变幻 王菲 bh
514289 不爱我的我不爱 王菲 bawdwba
500628 不留 王菲 bl
700628 不留 王菲 bl
500708 乘客 王菲 ck
500734 出路 王菲 cl
510280 初恋的地方 王菲 clddf
978213 匆匆那年 王菲 ccnn
500793 催眠 王菲 cm
503579 翠湖寒 王菲 chh
503586 打错了 王菲 dcl
503653 单行道 王菲 dxd
510360 但愿人长久 王菲 dyrcj
710360 但愿人长久 王菲 dyrzj
510378 当时的月亮 王菲 dsdyl
500852 等等 王菲 dd
500891 动心 王菲 dx
500900 读爱 王菲 da
500931 堕落 王菲 dl
700931 堕落 王菲 dl
500162 飞 王菲 f
506711 风雨飘扬 王菲 fypy
501020 浮躁 王菲 fz
701020 浮躁 王菲 fz
506764 感情生活 王菲 gqsh
503855 光之翼 王菲 gzy
506863 过眼云烟 王菲 gyyy
503881 寒武纪 王菲 hwj
501173 红豆 王菲 hd
701173 红豆 王菲 hd
501205 蝴蝶 王菲 hd
501233 怀念 王菲 hn

王恩琦/网络歌手



501238 怀疑 王菲 hy
501339 将爱 王菲 ja
501386 矜持 王菲 jc
501392 精彩 王菲 jc
507253 开到荼靡 王菲 kdtm
501462 空城 王菲 kc
576120 宽恕 王菲 ks
500194 脸 王菲 l
513324 流浪的红舞鞋 王菲 lldhwx
501585 流年 王菲 ln
501590 流星 王菲 lx
701590 流星 王菲 lx
501627 麻醉 王菲 mz
501647 美错 王菲 mc
500208 闷 王菲 m
504390 梦醒了 王菲 mxl
514734 明天我要嫁给你 王菲 mtwyjgn
501706 末日 王菲 mr
507701 南海姑娘 王菲 nhgn
515828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王菲 nklsywkl
515849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王菲 nxhbrwxh
511304 你在我心中 王菲 nzwxz
981438 你在终点等我 王菲 nzzddw
970129 扑火 王菲 ph
970264 扑火 王菲 ph
501834 棋子 王菲 qz
701834 棋子 王菲 qz
507919 千言万语 王菲 qywy
980135 清风徐来 王菲 qfxl
508014 情心不变 王菲 qxbb
501982 人间 王菲 rj
508100 任何故事 王菲 rhgs
502024 色诫 王菲 sj
513611 什么也不知道 王菲 smybzd
502104 誓言 王菲 sy
702104 誓言 王菲 sy
502117 守时 王菲 ss
504780 水上花 王菲 ssh
504818 四月雪 王菲 syx
504827 颂英雄 王菲 syx
502225 天空 王菲 tk
702225 天空 王菲 tk
502230 天使 王菲 ts
702230 天使 王菲 ts
508456 天使的心 王菲 tsdx
502291 推翻 王菲 tf
513719 为什么爱上他 王菲 wsmast
513819 我也不想这样 王菲 wybxzy



505114 我愿意 王菲 wyy
705114 我愿意 王菲 wyy
502406 无常 王菲 wc
702406 无常 王菲 wc
505230 香奈儿 王菲 xne
505270 小聪明 王菲 xcm
505331 笑忘书 王菲 xws
505351 新房客 王菲 xf
505382 醒不来 王菲 xbl
502646 旋木 王菲 xm
505408 雪中莲 王菲 xzl
705408 雪中莲 王菲 xzl
500260 烟 王菲 y
502701 阳宝 王菲 yb
502729 夜会 王菲 yh
502741 夜妆 王菲 yz
512361 一个小心愿 王菲 ygxxy
502775 英雄 王菲 yx
502781 影子 王菲 yz
509454 又见炊烟 王菲 yjcy
709454 又见炊烟 王菲 yjcy
505569 诱惑我 王菲 yhw
970265 愿 王菲 y
970504 愿 王菲 y
512557 再见萤火虫 王菲 zjyhc
509679 执迷不悔 王菲 zmbh
709679 执迷不悔 王菲 zmbh
512640 只爱陌生人 王菲 zamsr
515533 只愿为你守着约 王菲 zywnszy
974448 致青春 王菲 zqc
574211 传奇 王菲 cq
880840 传奇 王菲 cq
952754 传奇 王菲 cq
505207 喜相逢 xxf
508957 相约九八 xyjb
571372 大红绸子飘起来 王菲菲 dhczpql
571371 大篷车 王菲菲 dpc
571374 福 王菲菲 f
573020 海歌 王菲菲 hg
571370 呼唤你 王菲菲 hhn
570848 慌 王菲菲 h
571378 龙抬头 王菲菲 lt
571377 飘 王菲菲 p
571375 谁 王菲菲 s
571369 世界 王菲菲 sj
571373 水上花 王菲菲 ssh
575250 天之涯 王菲菲 tzy
573019 寻觅 王菲菲 xm

王菲/梁朝伟
王菲/那英



571376 远 王菲菲 y
573018 中国河 王菲菲 zgh
575251 追捕 王菲菲 zb
505967 爱过一场 王非非 agyc
574683 穿越 cy
975939 不做花心男 王昊 bzhxn
574403 男人为谁流眼泪 王昊 nrwslyl
571798 爱我就跟我走 王鹤铮 awjgwz
561079 不要离开我 王宏恩 bylkw
880496 不勇敢 王宏恩 byg
504006 欢聚歌 王宏恩 hjg
510790 寂寞的飞鼠 王宏恩 jmdfs
511363 瀑布的恋爱 王宏恩 bbdla
880415 是你 王宏恩 sn
565160 吻过幸福 王宏恩 wgxf
880524 向前冲 王宏恩 xqc
564803 战舞 王宏恩 zw
564880 巴冷公主 blgz
512917 把一切献给党 王宏伟 byqxgd
506352 草原之夜 王宏伟 cyzy
506636 儿行千里 王宏伟 exql
506985 花花尕妹 王宏伟 hhgm
572813 喀什噶尔女郎 王宏伟 ksgenl
603274 喀什噶尔女郎 王宏伟 ksgenl
571076 口碑 王宏伟 kb
501509 老家 王宏伟 lj
566688 荣辱记心间 王宏伟 rrjxj
508122 赛龙夺锦 王宏伟 sldj
571077 我从新疆来 王宏伟 wcxjl
508887 西部放歌 王宏伟 xbfg
508890 西部情歌 王宏伟 xbqg
515256 相依相伴的高原 王宏伟 xyxbdgy
516467 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 王宏伟 yddsjsddl
505707 中华情 王宏伟 zhq
574835 王洪迪 dg
975574 3 7 20 1 -
975575 爱爱爱爱 aaaa
508436 天海长城 thcc
574408 唱脸谱 王红涛 clp
574410 梨花颂 王红涛 lhs
575247 满天星 王红涛 mtx
574407 南腔北调 王红涛 nqbt
574409 女兵谣 王红涛 nby
565075 情深缘浅 qsyq
880888 桃花仙 王嘉诚 thx
569062 四月一 王嘉铭 syy
564565 大话网络 dhwl
974554 我的喜欢被你看穿 王建 wdxhbnkc

王海祥/张萌

王宏恩/张惠妹

8090的歌
王洪迪/中国好声音
王洪迪/中国好声音
王洪兰/魏瑛侠

王琥/网络歌手

王健树/网络歌手



974553 只想对你说 zxdns
561584 爱错了 王建杰 acl
560225 爱到天涯 王建杰 adty
561583 不要再说 王建杰 byzs
510310 从今天开始 王建杰 cjtks
560227 都是我的错 王建杰 dswdc
511645 谁的心最痛 王建杰 sdxzt
560226 缘的终点 王建杰 ydzd
561698 王建杰 zf
569457 坏女人 王建树 hnr
570667 爱不在了 王键 abzl
571870 分手时不哭泣 王键 fssbkq
569591 爱太深 ats
564319 冰吻 bw
569149 飞蛾扑火 feph
974820 阿娘 王江发 an
974836 痴情鸟日站 王江发 cqnrz
972383 冲出一片天 王江发 ccypt
509852 BABY I'M YOUR MAN 王杰 biym
709852 BABY I'M YOUR MAN 王杰 biym
500291 BE COOL 王杰 bc
500363 I BELIEVE 王杰 ib
505891 爱得太多 王杰 adtd
506039 爱情杀手 王杰 aqss
503306 爱无言 王杰 awy
500515 安妮 王杰 an
500516 安妮 王杰 an
565606 别了疯子 王杰 blfz
516529 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 王杰 brmtdtylk
503454 不孤单 王杰 bgd
515636 不要在背后呼唤我 王杰 byzbhhhw
506307 不愿沉默 王杰 bycm
506460 从今开始 王杰 cjks
510312 从来没爱过 王杰 clmag
562087 王杰 cr
510345 大约在冬季 王杰 dyzdj
513046 得不到的温柔 王杰 dbddwr
516259 等你开口把我留下来 王杰 dnkkbwlxl
510424 惦记这一些 王杰 djzyx
565605 分心 王杰 fx
564986 疯狂 王杰 f
510570 跟往事干杯 王杰 gwsgb
501085 孤星 王杰 gx
510602 故事的角色 王杰 gsdjs
506947 红尘有你 王杰 hcyn
501273 回家 王杰 hj
507134 家太远了 王杰 jtyl
510912 聚少离别多 王杰 jslbd

王建/星弟

纸飞机(无原唱)

王键/网络歌手
王键/网络歌手
王键/网络歌手

脆弱(欣赏版)



507352 来生等待 王杰 lsdd
564308 来生再续缘 王杰 lszxy
507453 灵魂有罪 王杰 lhyz
500197 路 王杰 l
513352 没有爱哪有恨 王杰 myanyh
514683 没有烟抽的日子 王杰 myycdrz
514717 梦在无梦的夜里 王杰 mzwmdyl
515803 那段血泪汗的日子 王杰 ndxlhdrz
513398 男人简单就好 王杰 nrjdjh
504448 男人心 王杰 nrx
511236 你把我灌醉 王杰 nbwgz
501745 你们 王杰 nm
516349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王杰 nswxkyydt
504509 女人心 王杰 nrx
501787 抛弃 王杰 pq
511346 陪我到尽头 王杰 pwdjt
501895 情却 王杰 qq
511437 情愿不自由 王杰 qybzy
711437 情愿不自由 王杰 qybzy
513536 让我永远爱你 王杰 rwyyan
504672 王杰 sxyjjj
564309 舍不得让你走 王杰 sbdrnz
565858 时差 王杰 sc
516387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杰 sfwzdywsy
516388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杰 sfwzdywsy
513625 是你是你是你 王杰 snsnsn
508292 手足情深 王杰 szqs
508328 说声珍重 王杰 sszj
562016 苏醒 王杰 sx
560676 宿命的风 王杰 smdf
565492 酸雨 王杰 sy
507167 她的背影 王杰 tdby
516406 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王杰 wjnbrwjzj
513706 忘了你忘了我 王杰 wlnwlw
508574 忘了所有 王杰 wlsy
508603 王杰 whll
513714 为了爱梦一生 王杰 wlamys
511818 为你生堆火 王杰 wnsdh
500247 我 王杰 w
564985 我爱你 王杰 wan
508656 我比他好 王杰 wbth
515145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王杰 whsyyazn
508726 我会爱你 王杰 whan
516029 我能感觉你在说谎 王杰 wngjnzsh
515174 我是真的爱上你 王杰 wszdasn
505095 我想她 王杰 wxt
505113 我愿意 王杰 wyy
516750 我只要一个真实的明天 王杰 wzyygzsdm

伤心1999

为何流泪(欣赏版)



562015 无声电影 王杰 wsdy
505195 习惯你 王杰 xgn
512184 向太阳怒吼 王杰 xtynk
502588 心痛 王杰 xt
502597 心醉 王杰 xz
502625 幸福 王杰 xf
515350 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 ycyxycm
509246 一个人走 王杰 ygrz
512420 遗忘了思忆 王杰 ywlsy
505537 英雄泪 王杰 yxl
565682 影子 王杰 yz
514015 永远相信爱情 王杰 yyxxaq
509495 原来的我 王杰 yldw
516490 在风中呼唤你的名字 王杰 zfzhhndmz
509569 在你背后 王杰 znbh
512611 真爱看不到 王杰 zakbd
514113 只要说你爱我 王杰 zysnaw
515530 只要心里还有爱 王杰 zyxlhya
512665 只因我爱你 王杰 zywan
501358 结束 js
501832 祈祷 qd
515900 让星星把我们照亮 rxxbwmzl
513696 外婆的澎湖湾 wpdphw
504992 文昭关 王锦山 wzg
568031 隔条街的距离 王晶 gtjdjl
566262 恋味 王晶 lw
568317 失宠的娃娃 王晶 scdww
566261 失去 王晶 sq
567821 一分钟以前 王晶 yfzyq
568497 追星 王晶 zx
567801 梦西湖 mxh
509196 杨门女将 王晶华 ymnj
509539 岳母刺字 王晶华 ymcz
572812 是不是爱情来过 王婧 sbsaqlg
516053 我用歌声拥抱祖国 王静 wygsybzg
506860 过境的心 王静莹 gjdx
512765 最坏的宝贝 王静莹 zhdbb
503155 I'M SORRY 王珏 is
516518 爱情像一块巧克力饼干 王珏 aqxykqklb
513236 戒不掉的想念 王珏 jbddxn
501700 明天 王珏 mt
502676 寻找 王珏 xz
502835 雨天 王珏 yt
512541 陨落的缘份 王珏 yldyf
514568 姐妹二人梭对梭 jmersds
978276 过不去 王凯琪 gbq
902001 如果你真的爱我 王可儿 rgnzdaw
972862 眼色 王克 ys

王杰/林忆莲
王杰/王韵婵
王洁实/谢莉斯
王洁实/谢莉斯

王晶/张焱

王军/刘燕



972861 苏三说 sss
503756 纺棉花 王昆 fmh
504493 农友歌 王昆 nyg
508026 庆祝胜利 王昆 qzsl
501943 秋收 王昆 qs
515106 我的家乡沂蒙山 王昆 wdjxyms
515159 我们家乡沂蒙山 王昆 wmjxyms
509014 小小灯儿 王昆 xxde
509148 兄妹开荒 王昆 xmkh
503392 北风吹 bfc
506728 夫妻识字 fqsz
575244 慢慢慢 王澜霏 mmm
574204 幸福糖 王澜霏 xft
566160 乘风 王蓝茵 cf
562017 恶作剧 王蓝茵 ezj
503545 出门人 王磊 cmr
511767 团支部书记 王磊 tzbsj
562999 爱无眠 王丽达 awm
563001 赤子情怀 王丽达 czqh
563000 红红的中国结 王丽达 hhdzgj
562996 梦丽江 王丽达 mlj
562992 亲吻祖国 王丽达 qwzg
976375 人民共和国 王丽达 rmghg
562997 水韵 王丽达 sy
562993 团圆酒 王丽达 tyj
562991 万紫千红 王丽达 wzqh
562995 我的家乡大平原 王丽达 wdjxdpy
562998 沂蒙山我的娘亲亲 王丽达 ymswdnqq
563002 越走路越宽 王丽达 yzlyk
562994 张家界情歌 王丽达 zjjqg
575841 祖国之恋 王丽达 zgzl
976176 讽刺 王丽坤 fc
3064 急诊 jz
976247 等等 王俪婷 dd
567819 爱让人累 arrl
567820 那年的一月 nndyy
567680 我连眼泪都忍不住 wlyldrbz
500280 王力宏 ellln
509855 CAN YOU FEEL MY WORLD 王力宏 cyfmw
567257 COCKNEY GIRL 王力宏 cg
570939 EVERYTHING 王力宏 e
560215 FOLLOW ME 王力宏 fm
560216 FOREVER LOVE 王力宏 fl
500344 HAPPY ENDING 王力宏 he
500072 JULIA 王力宏 j
562720 KISS GOODBYE 王力宏 kg
505837 ONE OF THESE DAYS 王力宏 ootd
509885 PLEASE COME BACK TO ME 王力宏 pcbtm

王克/中国好声音

王昆/李元华
王昆/李元华

王丽云/赵丽蓉/游本昌

王力/网络歌手
王力/网络歌手
王力/网络歌手

2000年



503216 TAKE YOUR TIME 王力宏 tyt
503229 W-H-Y 王力宏 w
500464 YA BIRTHDAY 王力宏 yb
560220 爱错 王力宏 ac
505895 爱的笔记 王力宏 adbj
509929 爱的就是你 王力宏 adjsn
505944 爱的是非 王力宏 adsf
514204 爱你等于爱自己 王力宏 andyazj
563687 爱情的轮廓 王力宏 aqdlk
510020 爱情在哪里 王力宏 aqznl
510050 爱无所不在 王力宏 awsbz
563998 爱因为在心中 王力宏 aywzxz
503334 安全感 王力宏 aqg
574818 白狐狸 王力宏 bhl
500537 白纸 王力宏 bz
880316 伯牙绝弦 王力宏 byjx
510166 不必问别人 王力宏 bbwbr
506266 不管怎样 王力宏 bgzy
512957 不可能错过你 王力宏 bkncgn
567425 不完整的旋律 王力宏 bwzdxl
506293 不要害怕 王力宏 byhp
706293 不要害怕 王力宏 byhp
506296 不要开灯 王力宏 bykd
706296 不要开灯 王力宏 bykd
565229 不着地 王力宏 bzd
880427 柴米油盐酱醋茶 王力宏 cmyyjcc
572444 畅爽开怀 王力宏 cskh
570942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王力宏 cylxgdty
515650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王力宏 cknxlxqs
715650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王力宏 cknxlxqs
503593 打开爱 王力宏 dka
562721 大城小爱 王力宏 dcxa
563515 第一个清晨 王力宏 dygqc
503691 钓灵感 王力宏 dlg
560218 放开你的心 王力宏 fndx
510534 风中的遗憾 王力宏 fzdyh
566893 改变自己 王力宏 gbzj
510546 感情副作用 王力宏 gqfzy
506778 告别黑暗 王力宏 gbha
563948 哥儿们 王力宏 gem
563041 盖世英雄 王力宏 gsyx
506801 公转自转 王力宏 gzzz
560222 过来 王力宏 gl
503913 好想你 王力宏 hxn
562422 花田错 王力宏 htc
762422 花田错 王力宏 htc
503993 话当年 王力宏 hdn
970266 火力全开 王力宏 hlqk



571529 脚本 王力宏 jb
507174 戒不了你 王力宏 jbln
507340 狂舞节奏 王力宏 kwjz
515768 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王力宏 lgrbdywm
507464 流泪手心 王力宏 llsx
507476 龙的传人 王力宏 ldcr
566830 落叶归根 王力宏 lygg
880984 美 王力宏 m
511152 梦想被冷冻 王力宏 mxbld
507629 迷上网恋 王力宏 mswl
511233 你爱过没有 王力宏 nagmy
504465 你不在 王力宏 nbz
880364 你不知道的事 王力宏 nbzdds
504474 你和我 王力宏 nhw
513451 你以为我是谁 王力宏 nywwss
511422 情敌贝多芬 王力宏 qdbdf
563949 让开 王力宏 rk
515914 如果你听见我的歌 王力宏 rgntjwdg
514947 伤口是爱的笔记 王力宏 sksadbj
974081 十二生肖 王力宏 sesx
511663 说话大坦白 王力宏 shdtb
978277 忘我 王力宏 ww
502353 唯一 王力宏 wy
508691 我的情歌 王力宏 wdqg
508730 我就喜欢 王力宏 wjxh
567002 我们的歌 王力宏 wmdg
571126 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 王力宏 wwqmyrhly
505140 无所谓 王力宏 wsw
515294 谢绝推销你的爱 王力宏 xjtxnda
570940 心跳 王力宏 xt
512257 心中的日月 王力宏 xzdry
502609 信任 王力宏 xr
567912 星期六的深夜 王力宏 xqldsy
560219 星座 王力宏 xz
880983 需要人陪 王力宏 xyrp
570941 摇滚怎么了 王力宏 ygzml
509234 一等再等 王力宏 ydzd
513990 一首简单的歌 王力宏 ysjddg
970267 依然爱你 王力宏 yran
514013 永远的第一天 王力宏 yyddyt
563514 在梅边 王力宏 zmb
516786 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王力宏 zmymldxjd
716786 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王力宏 zmymldxjd
560217 在那遥远的地方 王力宏 znyyddf
515498 这一生一世爱你 王力宏 zysysan
560221 竹林深处 王力宏 zlsc
509817 最好的爱 王力宏 zhda
513826 我用生命爱你 wysman王力宏/柯以敏



510638 喊我一千遍 hwyqb
571177 另一个天堂 lygt
976575 爱一点 ayd
575245 LOVE YOU SO 王立 lys
575246 爱情的城堡 王立 aqdcb
976380 湘江恋歌 王莉 xjlg
513977 一个人的世界 王琳 ygrdsj
603036 舅舅的艳阳天 王麟 jjdyyt
976089 能不能 王麟 nbn
970268 伤不起 王麟 sbq
970461 伤不起 王麟 sbq
979892 五环之歌 王麟 whzg
563999 王羚柔 ndhkf
564198 王羚柔 cc
564065 王羚柔 mjthmmqd
564000 王羚柔 ot
567209 当我们同在一起 王羚柔 dwmtzyq
562292 鸽子的悲伤 王羚柔 gzdbs
564066 王羚柔 hsaq
567210 我喜欢你 王羚柔 wxhn
562291 午后 王羚柔 wh
567208 一二三木头人 王羚柔 yesmtr
574830 成都姑娘 王橹窗 cdgn
574833 没有你的日子我愿意寂寞 王橹窗 myndrzwyy
574834 生命之歌 王橹窗 smzg
574831 我们都是中国人 王橹窗 wmdszgr
574832 月夜情歌 王橹窗 yyqg
574829 中国英雄 王橹窗 zgyx
976379 爱的就是你 王璐岢 adjsn
975940 我不是花瓶 王璐岢 wbshp
504814 四季歌 王璐瑶 sjg
973095 眼泪的错觉 王露凝 yldcj
507956 青春舞曲 王洛宾 qcwq
504609 曲蔓地 王洛宾 qmd
901899 无人驾驶的爱情 王珞丹 wrjsdaq
515781 毛主席来到咱村庄 王美 mzxldzcz
504825 送情郎 王美 sql
704825 送情郎 王美 sql
563780 出神入化 王美莲 csrh
563781 放手 王美莲 fs
563950 飞吧 王美莲 fb
563303 脱轨演出 王美莲 tgyc
974328 梦想前行 王乃恩 mxqh
514959 社员都是向阳花 sydsxyh
567207 乐章之慢摇 王盼盼 lzzmy
508438 天黑天蓝 王佩 thtl
971155 不罗嗦 王琦 bls
972665 小情歌 xqg

王力宏/李寿全
王力宏/张靓颖
王力宏/章子怡

1988年的黑咖啡(无原唱)
CORNER CAF'E(无原唱)
MR焦糖和MISS玛奇朵(无原唱)
ONE TWO THREE(无原唱)

花式爱情(无原唱)

王宁/侯牧人

王琪玮/中国好声音



560674 嫁给我吧 王启文 jgwb
560223 老鼠爱大米 王启文 lsadm
561216 HIGH PARTY MEGAMIX -
565638 宝贝都是我的错 王强 bbdswdc
565921 不想让你哭 王强 bxrnk
572643 尘缘若梦 王强 cyrm
572647 都怪我 王强 dgw
566445 飞到你身边 王强 fdnsb
565639 花儿爱上忘情草 王强 heaswqc
564423 秋天不回来 王强 qtbhl
572642 太子妃 王强 tzf
572646 远方的人 王强 yfdr
880841 远方的人 王强 yfdr
572645 月弯弯 王强 yww
572644 战国时代 王强 zgsd
574824 水立方的传奇 王庆爽 slfdcq
574402 写给中国的情歌 王庆爽 xgzgdqg
560388 哎呀 王蓉 ay
576121 爱爱不爱 王蓉 aaba
574841 爱似神仙 王蓉 assx
561382 爸爸妈妈 王蓉 bbmm
563246 芙蓉姐夫 王蓉 frjf
974717 王蓉 hld
566605 加倍 王蓉 jb
561381 水煮鱼 王蓉 szy
568499 天下无敌 王蓉 txwd
502308 完美 王蓉 wm
511857 我不是黄蓉 王蓉 wbshr
978359 小鸡小鸡 王蓉 xjxj
574034 要抱抱 王蓉 ybb
567211 云不知道雨知道 王蓉 ybzdyzd
901817 三生三世 ssss
567216 三世情缘 ssqy
975068 COINS 王若琳 c
568601 FOR NO REASON 王若琳 fnr
571324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 msot
568602 NOW 王若琳 n
971314 THE REVENGE OF THE FARM ANIMALS 王若琳 trotfa
971156 THE THINGS DO FOR LOVE 王若琳 tdfl
571325 TIKIVILLE 王若琳 t
568080 迷宫 王若琳 mg
978074 亲密爱人 王若琳 qmar
571215 我的爱 王若琳 wda
571214 一种念头 王若琳 yznt
568603 因为你爱我 王若琳 ywnaw
568604 有你的快乐 王若琳 yndkl
575243 寂寞的情人节 王森 jmdqrj
571797 拉萨姑娘 王森 lsgn

王启文/张栋梁

好乐DAY

王蓉/萧正楠
王蓉/萧正楠



571796 如果天长地久是个传说 王森 rgtzdjsgc
568511 算了吧 slb
571178 鱼水谣 王少平 ysy
515925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王邵玫 sddkhhyy
511753 同志们的歌 王盛智 tzmdg
977213 HEY BOY 王诗安 hb
977214 我的我自己 王诗安 wdwzj
976767 早熟 王诗安 zs
575847 能歌善舞 王诗沂 ngsw
575846 心的诉说 王诗沂 xdss
575845 幸福美满 王诗沂 xfmm
503690 钓金龟 王树芳 djg
505580 遇皇后 王树芳 yhh
567083 当我想起你 dwxqn
510700 花儿与少年 王苏芬 heysn
710700 花儿与少年 王苏芬 heysn
901560 不想为爱再哭 王铁峰 bxwazk
572652 为了爱你 王铁峰 wlan
603275 为了爱你 王铁峰 wlan
502666 雪天 王童语 xt
975573 玫瑰玫瑰我爱你 mgmgwan
975572 心中的日月 xzdry
575842 我亲爱的你 王婉晨 wqadn
976378 期待我们的爱 王玮 qdwmda
976377 成都姑娘 王文博 cdgn
505132 无花果 王文峰 whg
981009 一壶老酒 王文琦 yhlj
504872 探皇陵 王文祉 thl
514970 失去节奏的探戈 王雯萱 sqjzdtg
561375 翅膀 王喜 cb
561377 起身叫我 王喜 qsjw
563003 东方有一个梦 王霞 dfyygm
563005 共产党人 王霞 gcdr
503944 红豆词 王霞 hdc
501216 花神 王霞 hs
563007 明天 王霞 mt
563004 为祖国干杯 王霞 wzggb
513762 我和我的祖国 王霞 whwdzg
563008 相聚北京 王霞 xjbj
505373 新中国 王霞 xzg
563006 在灿烂阳光下 王霞 zclygx
563009 祖国真大 王霞 zgzd
508956 相约九八 xyjb
509753 祝你成功 王小荣 zncg
503343 白桦泪 王晓青 bhl
703343 白桦泪 王晓青 bhl
508500 停不下来 王晓青 tbxl
708500 停不下来 王晓青 tbxl

王森/网络歌手

王思思/网络歌手

王拓/中国好声音
王拓/中国好声音

王霞/王静



571790 北京下雨了 王啸坤 bjxyl
570370 宠儿 王啸坤 ce
570155 带我去寻找 王啸坤 dwqxz
574820 二楼 王啸坤 el
574819 两湾城 王啸坤 lwc
570372 琴麻岛的海 王啸坤 qmddh
570371 王十三 王啸坤 wss
570369 云上的日子 王啸坤 ysdrz
574821 征程 王啸坤 zc
561081 BABY BABY TELL ME 王心凌 bbtm
761081 BABY BABY TELL ME 王心凌 bbtm
560228 BEAUTY 王心凌 b
760228 BEAUTY 王心凌 b
560675 DA DA DA 王心凌 ddd
573548 HAPPY LOVING 王心凌 hl
568804 HIHI BYEBYE 王心凌 hb
500065 HONEY 王心凌 h
503194 ON MY WAY 王心凌 omw
703194 ON MY WAY 王心凌 omw
562722 WOOSA WOOSA 王心凌 ww
563383 YOU ARE MY ONLY LOVE 王心凌 yamol
561227 爱的滑翔翼 王心凌 adhxy
505947 爱的套餐 王心凌 adtc
705947 爱的套餐 王心凌 adtc
560232 爱的天国 王心凌 adtg
566275 爱的天灵灵 王心凌 adtll
500485 爱你 王心凌 an
973578 爱情句型 王心凌 aqjx
560231 抱着你哭 王心凌 bznk
973038 变成陌生人 王心凌 bcmsr
971049 不哭 王心凌 bk
564197 彩虹的微笑 王心凌 chdwx
560234 翅膀 王心凌 cb
500836 当你 王心凌 dn
535159 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 dycadr
901898 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 dycadr
561228 王心凌 fsm
560236 飞吧 王心凌 fb
569137 还是好朋友 王心凌 hshpy
769137 还是好朋友 王心凌 hshpy
574826 很爱 王心凌 ha
566510 蝴蝶 王心凌 hd
506980 花的嫁纱 王心凌 hdjs
564373 黄昏晓 王心凌 hhx
513198 灰姑娘的眼泪 王心凌 hgndyl
713198 灰姑娘的眼泪 王心凌 hgndyl
562548 睫毛弯弯 王心凌 jmww
560937 恋爱节奏 王心凌 lajz

非SOUL MATE



573550 美丽的日子 王心凌 mldrz
566633 迷你电影 王心凌 mndy
504407 明天见 王心凌 mtj
704407 明天见 王心凌 mtj
566425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王心凌 nnxtnjdh
973612 王心凌 nmdaw
970269 黏黏黏黏 王心凌 nnnn
567914 飘飘 王心凌 pp
560235 翘翘板 王心凌 qqb
567913 热爱 王心凌 ra
973088 任性情人 王心凌 rxqr
560229 失恋歌迷党 王心凌 slgmd
568398 双人舞 王心凌 srw
568806 水仙 王心凌 sx
568399 瞬间 王心凌 sj
973383 忘了我也不错 王心凌 wlwybc
573678 我很好那么你呢 王心凌 whhnmnn
562723 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 whhhd
560230 我以为 王心凌 wyw
760230 我以为 王心凌 wyw
574825 王心凌 xhnzmb
562907 想和你 王心凌 xhn
574033 小星星 王心凌 xxx
573549 心电心 王心凌 xdx
561191 心心相印 王心凌 xxxy
761191 心心相印 王心凌 xxxy
567205 幸福背后 王心凌 xfbh
566511 衣橱的秘密 王心凌 ycdmm
568805 因为是你 王心凌 ywsn
560233 羽毛 王心凌 ym
760233 羽毛 王心凌 ym
566460 原来这才是真的你 王心凌 ylzcszdn
502868 月光 王心凌 yg
561550 这 王心凌 z
761550 这 王心凌 z
568159 这就是爱 王心凌 zjsa
569861 NANANA n
572181 到底爱怎么了 王心如 ddazml
572103 哥本哈根的童话 王心如 gbhgdth
880887 水妖 王心雅 sy
575843 印象小镇 王心雅 yxxz
512864 爱让人太盲目 王馨平 arrtmm
516225 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王馨平 awysyshbh
506161 伴你一生 王馨平 bnys
510155 别问我是谁 王馨平 bwwss
710155 别问我是谁 王馨平 bwwss
506481 打碎心瓶 王馨平 dsxp
501300 计较 王馨平 jj

匿名的安慰.

喜欢你,怎么办？

王心凌/吴克群



507885 普通女人 王馨平 ptnr
515894 请你看着我的眼睛 王馨平 qnkzwdyj
504751 受害者 王馨平 shz
500241 网 王馨平 w
509057 心平气和 王馨平 xpqh
509281 一生痴恋 王馨平 yscl
515443 月亮代表我的心 王馨平 yldbwdx
502963 织心 王馨平 zx
504016 黄河怨 王秀芬 hhy
509383 英雄赞歌 王秀芬 yxzg
561832 我会习惯 王秀琳 whxg
574401 还给我的钱 王叙然 hgwdq
973832 我和我的祖国 王旭 whwdzg
572650 转身的瞬间 王煊儿 zsdsj
572649 爱亮晶晶 aljj
507578 美若天仙 王璇 mrtx
573194 爱似烟火 王雪 asyh
573679 个人空间 王雪 grkj
573193 好运中国 王雪 hyzg
570163 你爱过我吗 王雪 nagwm
570164 求你 王雪 qn
500116 SORRY 王雪娥 s
506023 爱情俘虏 王雪娥 aqfl
500497 爱人 王雪娥 ar
567212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王雪娥 nrbgrnrll
511537 傻瓜就是我 王雪娥 sgjsw
509407 勇敢面对 王雪娥 ygmd
573843 新年好 王雪晶 xnh
573839 唱首新年歌 csxng
573841 新年春联 xncl
573842 新年颂 xns
573840 新年新禧新气象 xnxxxqx
574413 一个人的平安夜 王雅娴 ygrdpay
574203 中国龙 王亚民 zgl
574823 爱情错觉 王娅 aqcj
513634 谁说我不想哭 王焱 sswbxk
500252 想 王焱 x
505423 眼儿媚 yem
514308 不在其中不流泪 王燕青 bzqzbll
505566 有所思 王燕青 yss
515761 王艳玲 lswsmzpm
514658 王艳玲 mhcdxnh
973395 沐阳 王洋 my
570162 春眠不觉晓 王绎龙 cmbjx
575249 全世界你最美丽 王绎龙 qsjnzml
575248 像蝴蝶一样飞 王绎龙 xhdyyf
569138 摇啊摇之慢摇 王绎龙 yayzmy
567681 没你我该怎么过 mnwgzmg

王煊儿/吴爽

王雪晶/庄群诗
王雪晶/庄群诗
王雪晶/庄群诗
王雪晶/庄群诗

王焱/尤嘉

老鼠为什么最怕猫(欣赏版)
卖火柴的小女孩(欣赏版)

王艺/网络歌手



571878 守候和你的回忆 shhndhy
901761 九零后女孩 王艺霖 jlhnh
576119 傻傻的爱你 王艺霖 ssdan
901561 傻傻的爱你 王艺霖 ssdan
574838 井底蛙 王艺潼 jdw
571181 大地之子 王莹 ddzz
576495 老师我想你 王莹 lswxn
901762 心甘情愿 王应印 xgqy
569211 ctsglyg
569210 呵嗨一声歌成河 hysgch
569214 看龙船 klc
569212 梅州唱到新加坡 mzcdxjp
569213 洗碗也有相磕时 xwyyxks
568022 谈何容易 王友良 thry
571075 樱花海 王友良 yhh
512145 相思的种子 王渝 xsdzz
516103 新多少柔情多少泪 王渝 xdsrqdsl
975571 爱我的请举手 awdqjs
975570 吻别 wb
502458 下雪 王宇婕 xx
571791 爱我还要背叛我 王羽泽 awhybpw
571180 不是我不爱你 王羽泽 bswban
572233 王羽泽 ft
572816 谎爱 王羽泽 ha
603278 谎爱 王羽泽 ha
572446 女人带走我的心 王羽泽 nrdzwdx
572234 我的一生只要你 王羽泽 wdyszyn
571869 我最伤心的时候 王羽泽 wzsxdsh
572232 一刀两断 王羽泽 ydld
567822 爱毁灭了 ahml
568400 揣摩 王菀之 cm
603037 多愁善感 王菀之 dcsg
567915 你是我最爱的人 王菀之 nswzadr
568401 是爱 王菀之 sa
561379 我真的受伤了 王菀之 wzdssl
568160 学会 王菀之 xh
568161 怎么会寂寞 王菀之 zmhjm
565360 气球 qq
512987 不做人造美女 王袁 bzrzmn
564745 其实我很在乎你 qswhzhn
575241 共和国的旗帜 王媛媛 ghgdqz
516613 漫天雪花飘的都是我的爱 王韫 mtxhpddsw
512561 再牵我的手 王韫 zqwds
972864 不了情 王韵壹 blq
972666 被遗忘的时光 bywdsg
972960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nklsywkl
972961 情人的眼泪 qrdyl
972863 一样的月光 yydyg

王艺函/网络歌手

唱条山歌LET YOU GUESS 王映楼/徐秋菊
王映楼/徐秋菊
王映楼/徐秋菊
王映楼/徐秋菊
王映楼/徐秋菊

王宇/中国好声音
王宇/中国好声音

分开90天

王羽泽/网络歌手

王菀之/张敬轩

王袁/网络歌手

王韵壹/中国好声音
王韵壹/中国好声音
王韵壹/中国好声音
王韵壹/中国好声音



574822 三十里铺 王喆 sslp
512169 想你一整夜 王真颜 xnyzy
570847 爱是一种香 王筝 asyzx
571179 爸爸 王筝 bb
574836 别唱伤心的歌 王筝 bcsxdg
574837 春风 王筝 cf
562493 千年 王筝 qn
572445 糖纸 王筝 tz
603279 糖纸 王筝 tz
568668 我们都是好孩子 王筝 wmdshhz
571368 西安爱情故事 王筝 xaaqgs
572081 越单纯越幸福 王筝 ydcyxf
603040 越单纯越幸福 王筝 ydcyxf
565298 想着你睡不着 xznsbz
571552 唱给你的歌 王铮亮 cgndg
972140 错过 王铮亮 cg
569810 点亮亮点 王铮亮 dlld
574411 满满 王铮亮 mm
977848 默认 王铮亮 mr
571666 南京南京 王铮亮 njnj
571379 人间烟火 王铮亮 rjyh
573838 上帝派我来爱你 王铮亮 sdpwlan
977889 时间都去哪儿了 王铮亮 sjdqnel
570110 四川力量 王铮亮 scll
972442 为了这一天 王铮亮 wlzyt
974539 我能给的天亮 王铮亮 wngdtl
570111 幸福深处 王铮亮 xfsc
566694 给不起的爱 gbqda
576494 看我听我感觉我 王芷蕾 kwtwgjw
571212 台北的天空 王芷蕾 tbdtk
576493 仰望 王芷蕾 yw
565417 玉卿嫂 王芷蕾 yqs
565416 昨天再见 王芷蕾 ztzj
563449 王志清 iw
562724 王志清 nda
562725 王志清 xzdth
563450 王志清 ytyn
563516 王志清 zy
570189 天 t
500553 宝贝 王志文 bb
515272 想说爱你不容易 王志文 xsanbry
514104 知己何必红粉 王志文 zjhbhf
974859 大汗 王识贤 dh
974960 起手无回 王识贤 qswh
974802 上岸 王识贤 sa
575252 我在回家的路上等你 王识贤 wzhjdlsdn
974821 希望你开心 王识贤 xwnkx
974786 一起去幸福 王识贤 yqqxf

王筝/网络歌手

王铮亮/网络歌手

I WANNA(无原唱)
你的爱(无原唱)
心中的童话(无原唱)
沿途有你(无原唱)
自由(无原唱)

王志瑞/网络歌手



505934 爱的魔力 王中平 adml
510089 把爱放下来 王中平 bafxl
506260 不甘寂寞 王中平 bgjm
506487 大地勇士 王中平 ddys
500853 等你 王中平 dn
565027 冠军曲 王中平 gjq
506905 好梦难圆 王中平 hmny
514545 寂寞的脚步好忙 王中平 jmdjbhm
514716 梦有多长有多远 王中平 mydcydy
511157 梦找到了家 王中平 mzdlj
514815 你要我等你多久 王中平 nywdndj
514953 少了一边的月亮 王中平 slybdyl
565029 天无间 王中平 twj
513678 天知道我爱你 王中平 tzdwan
508502 停停走走 王中平 tzz
565030 我们的那一年 王中平 wmdnyn
516048 我要头也不回的走 王中平 wytybhdz
512251 心在说爱你 王中平 xzsan
503015 专情 王中平 zq
564947 LOVIN' U 王传一 l
567000 WELCOME TO MY HEART 王传一 wtmh
567118 换换爱 王传一 hha
567001 我要的世界 王传一 wydsj
976557 遇见幸福三百天 王传一 yjxfsbt
573190 爱你比永远多一天 王子鸣 anbyydyt
504676 伤心雨 王子鸣 sxy
515005 说好秋天就回来 王子鸣 shqtjhl
715005 说好秋天就回来 王子鸣 shqtjhl
562492 贴身情人 王子鸣 tsqr
512158 想你才明白 王子鸣 xncmb
515882 牵你的手牵你的心 qndsqndx
573189 下一个 王子玉 xyg
572814 就这样散了 王梓蘅 jzysl
574404 最美的新娘 王梓蘅 zmdxn
572815 昨日的美丽 王梓蘅 zrdml
567085 我怎么舍得让你走 王梓宏 wzmsdrnz
567084 我中了你下的毒 王梓宏 wzlnxdd
901796 爱到死去的一天 王梓旭 adsqdyt
901797 不再回头 王梓旭 bzht
572648 等你到底 王梓旭 dndd
901798 等你到底 王梓旭 dndd
901799 我亲爱的驴 王梓旭 wqadl
572651 郎的诱惑 王紫 ldyh
561226 只要一天 王宗尧 zyyt
972697 你永远不会改变 王祖蓝 nyybhgb
509471 与世隔绝 王祖贤 ysgj
560697 网络歌手 csn
514190 爱的天空飘着雨 网络歌手 adtkpzy

王子鸣/陈妃平

CS十年(欣赏版)



514300 不是你要的幸福 网络歌手 bsnydxf
560729 网络歌手 cy
503619 大连站 网络歌手 dlz
514363 大学生的自习室 网络歌手 dxsdzxs
560709 大学食堂曲 网络歌手 dxstq
515674 东北人不是黑社会 网络歌手 dbrbshsh
560704 分手才是永恒 网络歌手 fscsyh
560719 狗比人富 网络歌手 gbrf
564570 河南人怎么了 网络歌手 hnrzml
560732 黑白电影 网络歌手 hbdy
560722 红先生 网络歌手 hxs
560726 蝴蝶 网络歌手 hd
560727 蝴蝶花 网络歌手 hdh
560731 黄昏来临 网络歌手 hhll
564427 吉祥三宝小偷版 网络歌手 jxsbxtb
565564 假装圣诞快乐 网络歌手 jzsdkl
560716 江湖人 网络歌手 jhr
560712 恋恋今生 网络歌手 lljs
560721 网络歌手 nrplp
560702 你好周杰伦 网络歌手 nhzjl
560703 你要的只是幸福 网络歌手 nydzsxf
603280 亲亲猪猪宝贝 网络歌手 qqzzbb
560699 网络歌手 shthjb
560720 生命的希望不再失落 网络歌手 smdxwbzsl
566609 死了都不卖 网络歌手 sldbm
560718 特务小强 网络歌手 twxq
564569 挖芋头 网络歌手 wyt
560725 网络歌手 wlmm
560723 网络情人 网络歌手 wlqr
560724 网络综合症 网络歌手 wlzhz
560711 忘了怎么哭 网络歌手 wlzmk
560700 为什么我不是贝克汉姆 网络歌手 wsmwbsbkh
560714 我爱斗地主 网络歌手 waddz
560713 网络歌手 whmdgs
560728 网络歌手 xyj
560708 夏日午后 网络歌手 xrwh
560701 仙剑问情 网络歌手 xjwq
560707 向前进打倒小日本 网络歌手 xqjddxrb
505324 小夜妹 网络歌手 xym
560717 牙尖道 网络歌手 yjd
565076 一夜情 网络歌手 yyq
560710 网络歌手 ylq
560715 网络歌手 yghd
570676 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么过 myndrzwgz
565454 别人 br
567682 爱的好累 adhl
564413 老家 lj
570485 伤了我的心 slwdx

超越2005(欣赏版)

男人怕老婆(欣赏版)

上海滩滑稽版(欣赏版)

网络美眉(欣赏版)

我和MM的故事
西游记(欣赏版)

娱乐圈(欣赏版)
月光花朵(欣赏版)

网络歌手/曾婷芳
网络歌手/曾一鸣
网络歌手/瞿江锋
网络歌手/侃侃
网络歌手/魏文超



565916 思念风筝 snf
565231 爱不在服务区 abzfwq
564742 隔世离空的红颜 gslkdhy
567352 家 j
565553 缘分 yf
565920 胆小的男生 dxdns
568904 无数个分手的理由 wsgfsdly
569465 我是真的爱你 wszdan
567812 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 wbzjdandl
567361 爱上你错了吗 asnclm
568505 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 dqdwysjqd
768505 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 dqdwysjqd
565556 红雪莲 hxl
569945 错误的选择 cwdxz
565709 别放手 bfs
570674 初吻 cw
566113 求求你别离开我 qqnblkw
566692 爱一个人有多难 aygrydn
566693 电话里的歌 dhldg
566691 懒猪 lz
565233 所有姐妹一起来 syjmyql
564904 失去你 sqn
571678 只有一个愿望 zyygyw
567828 爱一万次够不够 aywcgbg
569821 我不是坏男人 wbshnr
569822 wakg
567678 自由自在 zyzz
567675 半夏 bx
564316 完美的误会 wmdwh
570675 离开你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lknbswxyd
566442 等一分钟 dyfz
567366 流星飞呀 lxfy
568508 做我老婆好不好 zwlphbh
569065 再续前缘 zxqy
569150 玫瑰花的葬礼 mghdzl
571679 爱上别人的女友 asbrdny
567685 我没有犯错 wmyfc
570679 碎心的等待 sxddd
564415 遇上你是我的缘 ysnswdy
565558 对不起我的最爱 dbqwdza
569231 伤心雨伤心泪 sxysxl
564648 哭了 kl
569817 寂寞空气 jmkq
565071 爱香味 axw
567355 今生所求 jssq
563361 千年情劫 qnqj
566200 如果有来生 rgyls
569819 远去的梦 yqdm

网络歌手/吴炜
网络歌手/吴谣
网络歌手/五洋
网络歌手/五月
网络歌手/五月
网络歌手/武家祥
网络歌手/武阳
网络歌手/小春
网络歌手/小村
网络歌手/小虎
网络歌手/小虎
网络歌手/小虎
网络歌手/小娟
网络歌手/小科
网络歌手/小亮
网络歌手/小瑞
网络歌手/小锐
网络歌手/晓枫
网络歌手/晓枫
网络歌手/晓枫
网络歌手/晓光
网络歌手/肖阳
网络歌手/谢天笑
网络歌手/谢有才
网络歌手/谢子锋

为爱K歌 网络歌手/邢东
网络歌手/熊汝霖
网络歌手/徐颢菲
网络歌手/徐靖博
网络歌手/徐崎峰
网络歌手/徐誉滕
网络歌手/徐誉滕
网络歌手/徐誉滕
网络歌手/许强
网络歌手/许嵩
网络歌手/雪峰
网络歌手/雪狼
网络歌手/闫伟伟
网络歌手/央金兰泽
网络歌手/杨川平
网络歌手/杨帆
网络歌手/杨刚
网络歌手/杨锜
网络歌手/依稀
网络歌手/因果兄弟
网络歌手/银河望月
网络歌手/英泽
网络歌手/英子



568501 我爱的人嫁给了谁 wadrjgls
566441 曼谷的雨季 mgdyj
567803 乐园 ly
571559 分手在落叶的秋天 fszlydqt
569234 天漠胡杨 tmhy
569347 爱我请你说出来 awqnscl
564741 阿丽 al
568996 等你回来 dnhl
567674 下辈子也要找到你 xbzyyzdn
564562 爱一次痛一世 ayctys
569947 伤了我也伤了你自己 slwyslnzj
567362 伤了我也伤了你自己 slwyslnzj
568319 亲爱的 qad
565110 爱情水 aqs
566115 起跑 qp
564416 爱你永不后悔 anybhh
567078 梦女孩 mnh
567672 我伤过好几回 wsghjh
567673 最痛的人最痛的心 ztdrztdx
566198 象爱我一样爱他 xawyyat
567814 断情药 dqy
567079 水晶钻戒 sjzj
566690 香烟爱上火柴 xyashc
566114 爱上你是一种罪过 asnsyzzg
566486 第一次为你喝醉 dycwnhz
570193 爱不在 abz
560705 cj
569233 用情最深的人 yqzsdr
568322 最后一个情人 zhygqr
564320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 jtsndsrmm
569815 地球人都知道我爱你 dqrdzdwan
571873 爱你所以放开你 ansyfn
570375 如果我是梁山伯 rgwslsb
566606 无缘 wy
564902 如果明天还会醉 rgmthhz
565817 猪头哥哥 ztgg
567813 看不见你的爱 kbjnda
769143 LOLITA l
569143 洛丽塔 llt
569647 爱情休止附 aqxzf
570377 我是真的想好好爱你 wszdxhhan
566695 好想哭 hxk
566754 忘了我的伤心 wlwdsx
570194 别装作看不见我的眼泪 bzzkbjwdy
561028 DO RE MI 旺福 drm
976732 爱你一兆年 旺福 anyzn
573393 爱有什么不好 旺福 aysmbh
973571 背包客 旺福 bbk

网络歌手/于夫
网络歌手/余炳轩
网络歌手/与非门
网络歌手/语录
网络歌手/雨夜
网络歌手/袁沁
网络歌手/云开
网络歌手/张艾文
网络歌手/张艾文
网络歌手/张兵
网络歌手/张春阳
网络歌手/张宏宇
网络歌手/张可欣
网络歌手/张明珠
网络歌手/张楠
网络歌手/张启辉
网络歌手/张启辉
网络歌手/张胜淼
网络歌手/张胜淼
网络歌手/张叶帆
网络歌手/张雨锋
网络歌手/张钰茜
网络歌手/张政
网络歌手/张志林
网络歌手/张志林
网络歌手/赵文博

刺激2005 网络歌手/赵英俊
网络歌手/赵真
网络歌手/赵真
网络歌手/钟立风
网络歌手/周桐同
网络歌手/周武彪
网络歌手/周晓鸥
网络歌手/周旭风
网络歌手/朱国豪
网络歌手/猪头妹妹
网络歌手/庄妮
网络歌手/卓亚君
网络歌手/卓亚君
网络歌手/子冬
网络歌手/子枫
网络歌手/紫龙
网络歌手/紫龙
网络歌手/邹银川



567718 丑小鸭 旺福 cxy
560600 肝功能衰竭 旺福 ggnsj
567238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事 旺福 hpyygzdbl
901988 就想和你在一起 旺福 jxhnzyq
573499 咖啡恋曲 旺福 kflq
561029 两个恰恰好 旺福 lgqqh
504402 迷你裙 旺福 mnq
501958 圈圈 旺福 qq
560599 水蜜桃挽歌 旺福 smtwg
567114 天天天天 旺福 tt
901726 呜啦啦 旺福 wll
573500 夏夕夏景 旺福 xxxj
567409 小春日和 旺福 xcrh
976744 小职员的日记 旺福 xzydrj
573650 印伦情人 旺福 ylqr
504803 思念雪 威葳 snx
509516 月光戏院 威葳 ygxy
514239 爱在捉摸不定时 azzmbds
977629 我没有 薇格 wmy
974906 单身练习 薇薇 dslx
972385 时差 维恩 sc
974815 时差 维恩 sc
972384 幸福是你的温柔 维恩 xfsndwr
505945 爱的是你 韦嘉 adsn
565083 风轻轻吹 韦嘉 fqqc
562876 红粉 韦嘉 hf
571994 红鸾记 韦嘉 hlj
974828 WE'LL NEVER KNOW 韦礼安 wnk
974856 还是爱着你 韦礼安 hsazn
971323 还是会 韦礼安 hsh
880515 好天气 韦礼安 htq
974907 累 韦礼安 l
880387 两脚书橱的逃亡 韦礼安 ljscdtw
576572 慢慢等 韦礼安 mmd
971545 鸟日子 韦礼安 nrz
974896 心醉心碎 韦礼安 xzxs
576205 因为爱 韦礼安 ywa
880386 阴天的向日葵 韦礼安 ytdxrk
576206 有没有 韦礼安 ymy
505906 爱的奉献 韦唯 adfx
509941 爱过才明白 韦唯 agcmb
510110 半圆的镜子 韦唯 bydjz
506185 北京之约 韦唯 bjzy
500657 彩虹 韦唯 ch
513067 东窗月西窗月 韦唯 dcyxcy
506715 风雨真情 韦唯 fyzq
510785 记住这一天 韦唯 jzzyt
516291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韦唯 jtsndsrzg

威葳/周俊伟



510860 金话筒世界 韦唯 jhtsj
501558 恋寻 韦唯 lx
513382 命运不是辘轳 韦唯 mybsll
516645 你是一个无法等待的人 韦唯 nsygwfddd
502033 山歌 韦唯 sg
511656 谁也离不了 韦唯 sylbl
516386 世上没有闯不过的关 韦唯 ssmycbgdg
512704 属鸟的女人 韦唯 sndnr
515963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 韦唯 tgnrhdnr
508513 同一祖先 韦唯 tyzx
508819 无声的夜 韦唯 wsdy
512140 相聚在龙年 韦唯 xjzln
513886 向着春天诉说 韦唯 xzctss
509170 亚运之光 韦唯 yyzg
509172 亚洲雄风 韦唯 yzxf
509190 阳关大道 韦唯 ygdd
509192 阳光大道 韦唯 ygdd
515360 一二三四五六七 韦唯 yesswlq
516124 一个无法等到的人 韦唯 ygwfdddr
502798 咏梅 韦唯 ym
512559 再看你一眼 韦唯 zknyy
712559 再看你一眼 韦唯 zknyy
512579 怎能没有你 韦唯 znmyn
514092 这世界需要你 韦唯 zsjxyn
515562 走过来依然是你 韦唯 zglyrsn
510589 共有的家园 gydjy
511590 smdf
977864 好人一生平安 hryspa
977861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tyzhmzxzq
561295 夏日倾情 卫兰 xrqq
970274 杂技 卫兰 zj
572531 拼图 魏斌 pt
603282 拼图 魏斌 pt
572530 兄弟 魏斌 xd
603283 兄弟 魏斌 xd
976009 PARTY LIKE A ROCK STAR 魏晨 plars
973091 V SPACE 魏晨 vs
572857 分身情人 魏晨 fsqr
572858 疯人愿 魏晨 fry
976458 哈喽 魏晨 hl
575356 梦的怒放 魏晨 mdnf
978552 千方百计 魏晨 qfbj
976459 热雪 魏晨 rx
567831 少年游 魏晨 sny
571114 有你的幸福 yndxf
573083 星空物语 xkwy
574912 天下有情人 txyqr
973046 单纯幸福 魏晖倪 dcxf

韦唯/刘欢
生命的放飞(欣赏版) 韦唯/刘欢

韦唯/我是歌手
韦唯/我是歌手

魏晨/于莎莎
魏晨/俞灝明
魏晨/郁可唯



973047 微恋爱 魏晖倪 wla
573579 分不开的手 魏佳庆 fbkds
575354 盲目 魏佳庆 mm
575355 把事情看淡 魏佳艺 bsqkd
569493 孟婆的碗 魏佳艺 mpdw
880801 孟婆的碗 魏佳艺 mpdw
573747 女人如烟 魏佳艺 nrry
514438 汾河流水哗啦啦 魏金栋 fhlshll
501718 牧歌 魏金栋 mg
502643 宣言 魏金栋 xy
515364 一个美丽的传说 魏金栋 ygmldcs
901877 爱错的女人 魏骏杰 acdnr
506808 恭喜恭喜 魏绮清 gxgx
570410 等等等 魏如萱 ddd
880542 困在 魏如萱 kz
974995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 魏如萱 myxqwdwrd
568200 女人经痛时 魏如萱 nrjts
971241 三个字 魏如萱 sgz
568099 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 魏如萱 sjmrdmgjl
971242 晚安晚安 魏如萱 wawa
576215 问号 魏如萱 wh
901949 香格里拉 魏如萱 xgll
567786 一起去旅行 魏如萱 yqqlx
570433 PARTY DAYS 魏如昀 pd
570322 蝶恋 魏如昀 dl
570576 目光 魏如昀 mg
570983 傻 魏如昀 s
977226 听见下雨的声音 魏如昀 tjxydsy
570984 拥戴 魏如昀 yd
566718 北郊 魏三 bj
506641 erze
506643 erzs
506644 erzs
506645 erzw
506646 erzy
503742 二人转 erz
503743 erz
513086 erz
513087 erz
510486 erz
510487 erz
510488 erz
510489 erz
510490 erz
510491 erz
510492 erz
510493 erz
511727 天使的咒语 魏雪漫 tsdzy

二人传二(欣赏版) 魏三/何小影
二人传三(欣赏版) 魏三/何小影
二人传四(欣赏版) 魏三/何小影
二人传五(欣赏版) 魏三/何小影
二人传一(欣赏版) 魏三/何小影

魏三/佚名
二人转-1 魏三/佚名
二人转-10 魏三/佚名
二人转-11 魏三/佚名
二人转-2 魏三/佚名
二人转-3 魏三/佚名
二人转-4 魏三/佚名
二人转-5 魏三/佚名
二人转-6 魏三/佚名
二人转-7 魏三/佚名
二人转-8 魏三/佚名
二人转-9 魏三/佚名



574990 送你两只幸福的猪 魏依曼 snlzxfdz
571389 伤心夜 魏瑛侠 sxy
972970 花房姑娘 hfgn
970785 AYO 温岚 a
505788 CAN U FEEL IT 温岚 cufi
573185 DISCO 温岚 d
509878 L.A.N.D.Y 温岚 landy
971488 NA LU WAN 温岚 nlw
975078 NALUWAN 温岚 n
566998 温岚 obyy
503260 爱到底 温岚 add
703260 爱到底 温岚 add
560667 爱回温 温岚 ahw
512845 爱你的两个我 温岚 andlgw
970287 爱情没有对错 温岚 aqmydc
503299 爱太急 温岚 atj
503391 北斗星 温岚 bdx
500605 冰河 温岚 bh
506253 不吵不闹 温岚 bcbn
573411 不要爱上我 温岚 byasw
573538 刺猬 温岚 cw
506562 地狱天使 温岚 dyts
503679 第六感 温岚 dlg
500942 发烫 温岚 ft
572100 放开你的头脑 温岚 fndtn
603041 放开你的头脑 温岚 fndtn
503838 跟着我 温岚 gzw
560665 海滩 温岚 ht
562288 胡同里有只猫 温岚 htlyzm
562289 荒唐 温岚 ht
566999 口袋 温岚 kd
504199 蓝色雨 温岚 lsy
970455 泪不停 温岚 lbt
560668 离不开他 温岚 lbkt
560666 满月 温岚 my
569259 温岚 mlh
977684 脑海有浪 温岚 nhyl
504476 你活该 温岚 nhg
977625 逆流的泪 温岚 nldl
560664 女力 温岚 nl
504553 蒲公英 温岚 pgy
976182 囚鸟 温岚 qn
566829 热浪 温岚 rl
504630 人来疯 温岚 rlf
970786 忍不住原谅 温岚 rbzyl
566828 傻瓜 温岚 sg
971396 手印 温岚 sy
567116 同手同脚 温岚 tstj

魏语诺/中国好声音

OS不一样

魔力HIGH Q



573312 我全都相信 温岚 wqdxx
566794 夏天的风 温岚 xtdf
509185 眼泪知道 温岚 ylzd
709185 眼泪知道 温岚 ylzd
509197 仰望天空 温岚 ywtk
513981 一加一等于零 温岚 yjydyl
976533 一路不变 温岚 ylbb
514129 祝我生日快乐 温岚 zwsrkl
500279 走 温岚 z
504543 平衡点 phd
502403 屋顶 wd
502404 屋顶 wd
974431 何苦 温升豪 hk
976088 复活 温胜光 fh
574799 NEVER SAY GOODBYE 温兆伦 nsg
509948 爱就是这样 温兆伦 ajszy
506083 爱他一生 温兆伦 atys
510211 不要失去你 温兆伦 bysqn
506532 得到心痛 温兆伦 ddxt
506544 等到心痛 温兆伦 ddxt
501041 感觉 温兆伦 gj
503809 感谢你 温兆伦 gxn
513195 还能爱你多久 温兆伦 hnandj
516332 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 温兆伦 ndzdwnwjn
515809 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温兆伦 nbwdnrdz
715809 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温兆伦 nbwdnrdz
514812 你为什么离开我 温兆伦 nwsmlkw
501891 情结 温兆伦 qj
502142 说谎 温兆伦 sh
504839 随风缘 温兆伦 sfy
511689 台北的机场 温兆伦 tbdjc
508429 天地情缘 温兆伦 tdqy
563685 为我守侯 温兆伦 wwsh
511845 我爱的女人 温兆伦 wadnr
508655 我本善良 温兆伦 wbsl
515138 我感觉你心不在 温兆伦 wgjnxbz
516027 我们之间两个世界 温兆伦 wmzjlgsj
513795 我是真的爱你 温兆伦 wszdan
516096 想念不能多留一天 温兆伦 xnbndlyt
516762 心要伤几次才能变聪明 温兆伦 xysjccnbc
509403 永远是你 温兆伦 yysn
506988 花开富贵 hkfg
507098 吉庆满堂 jqmt
575532 谁偷了我的菜 文文 stlwdc
572994 荷花别样红 文欣 hhbyh
573295 军中好儿男 文欣 jzhen
573296 开心中国 文欣 kxzg
573298 苗家姑娘过山来 文欣 mjgngsl

温岚/吴宗宪
温岚/吴宗宪
温岚/周杰伦

文千岁/李宝莹
文千岁/李宝莹



573297 漂亮东方 文欣 pldf
573294 兄弟姐妹 文欣 xdjm
573293 依恋你拥抱你 文欣 ylnybn
500327 FLYING FLOWER 文章 f
514177 爱比不爱更寂寞 文章 abbagjm
515631 不让你看见我哭泣 文章 brnkjwkq
563738 彩虹那一端 文章 chnyd
970288 等不到的爱 文章 dbdda
970392 等不到的爱 文章 dbdda
501174 红豆 文章 hd
976337 妈妈的手 文章 mmds
507929 强颜欢笑 文章 qyhx
507935 敲打我心 文章 qdwx
501903 情商 文章 qs
505469 夜来香 文章 ylx
970743 一个人 纹面乐团 ygr
570892 不再拥有 闻君 bzyy
572512 忘情森林 闻君 wqsl
603284 忘情森林 闻君 wqsl
570244 在每一个想你的夜晚 闻君 zmygxndyw
603286 多情世界 汶麟 dqsj
981432 红楼梦 问紫娟 hlm
503301 爱太伤 翁虹 ats
703301 爱太伤 翁虹 ats
506213 变了模样 翁虹 blmy
706213 变了模样 翁虹 blmy
570486 口是心非 翁虹 ksxf
975063 断情 翁立友 dq
973613 随赢 翁立友 sy
509404 永远相信 翁倩玉 yyxx
514102 真情不必多说 翁倩玉 zqbbds
501993 认路 翁新茜 rl
971164 LOVE ME 翁滋蔓 lm
971166 没关系 翁滋蔓 mgx
977884 想你的夜 xndy
977883 最长的电影 zcddy
974754 最爱 za
974544 dzgwwry
974369 老男孩 lnh
977875 男人哭吧不是罪 nrkbbsz
974443 我想有个家 wxygj
974301 心似狂潮 xskc
974330 烛光里的妈妈 zgldmm
977866 BLACK OR WHITE bow
977856 听你听我 tntw
977870 我的未来不是梦 wdwlbsm
977857 离爱不远 laby
977863 迷迭香 mdx

我是歌手/茜拉
我是歌手/茜拉
我是歌手/杨宗纬

大中国+WE WILL ROCK YOU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羽泉
我是歌手/张杰
我是歌手/张杰
我是歌手/张杰
我是歌手/张宇
我是歌手/张宇



977851 爱火花 ahh
977849 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bawxagpy
977872 烦 f
977853 哭了 kl
977854 慢慢 mm
977855 青苹果乐园 qpgly
974433 天空 tk
560582 七朵花 我只想要 qdh
516017 我们的世界哈哈哈 乌兰桃 wmdsjhhh
971669 草原情哥哥 乌兰图雅 cyqgg
971668 乌兰图雅 cyssqbldt
971661 乌兰图雅 fhfych
971665 乌兰图雅 hlldqgych
971671 乌兰图雅 lsdgxych
971664 乌兰图雅 mlych
971667 乌兰图雅 mldglych
971670 乌兰图雅 mgzhych
575577 牧歌 乌兰图雅 mg
971666 乌兰图雅 mgych
575576 如梦草原 乌兰图雅 rmcy
971662 乌兰图雅 tmgych
971663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乌兰图雅 whcyygyd
971672 乌兰图雅 zgych
603287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乌兰托亚 fqdcymqdh
603288 高原蓝 乌兰托亚 gyl
603289 火凤凰 乌兰托亚 hfh
603290 蒙古人 乌兰托亚 mgr
603291 套马轩 乌兰托亚 tmx
603292 我要去西藏 乌兰托亚 wyqxc
572742 阿尔斯楞的眼睛 乌兰托娅 aesldyj
880821 爱不在就放手 乌兰托娅 abzjfs
973452 草原恋人 乌兰托娅 cylr
973453 草原我的情人 乌兰托娅 cywdqr
973451 草原之恋 乌兰托娅 cyzl
973441 放歌大草原 乌兰托娅 fgdcy
572598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乌兰托娅 fqdcymqdh
568280 高原蓝 乌兰托娅 gyl
973455 黑骏马 乌兰托娅 hjm
973446 火红的萨日朗 乌兰托娅 hhdsrl
573073 今夜的草原 乌兰托娅 jydcy
973448 看了你一眼 乌兰托娅 klnyy
576350 莲的心事 乌兰托娅 ldxs
973450 美丽的草原 乌兰托娅 mldcy
573074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乌兰托娅 mldcywdj
973444 梦高原 乌兰托娅 mgy
973447 牧马少年 乌兰托娅 mmsn
973454 蒲公英的翅膀 乌兰托娅 pgydcb
573071 七月的草原 乌兰托娅 qydcy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笔畅
我是歌手/周晓鸥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演唱会]
凤凰飞[演唱会]
火辣辣的情歌[演唱会]
蓝色的故乡[演唱会]
曼丽[演唱会]
美丽达古拉[演唱会]
蒙古之花[演唱会]

牧歌[演唱会]

套马杆[演唱会]

赞歌[演唱会]



573072 乳香飘 乌兰托娅 rxp
973433 上马酒之歌 乌兰托娅 smjzg
973510 桃花开满三月天 乌兰托娅 thkmsyt
572597 套马杆 乌兰托娅 tmg
973226 套马杆 （新） 乌兰托娅 tmgx
973434 天马 乌兰托娅 tm
973439 我的家乡内蒙古 乌兰托娅 wdjxnmg
973438 我来到西藏 乌兰托娅 wldxc
973440 我要飞 乌兰托娅 wyf
901884 我要去西藏 乌兰托娅 wyqxc
973437 我在草原等你来 乌兰托娅 wzcydnl
973436 我在草原寻找爱 乌兰托娅 wzcyxza
973511 相约快乐 乌兰托娅 xykl
973435 心在云上飞 乌兰托娅 xzysf
973442 新套马杆 乌兰托娅 xtmg
973445 永远的香巴拉 乌兰托娅 yydxbl
973443 月光下毡房 乌兰托娅 ygxzf
973449 祝福西藏 乌兰托娅 zfxc
515944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乌兰雪蓉 sjzyygzg
510483 额尔古纳河 乌云其米格 eegnh
507848 诺恩吉雅 乌云其米格 nejy
562181 不顾一切 巫奇 bgyq
500944 犯错 巫奇 fc
513455 你怎么没看见 巫奇 nzmmkj
502346 为何 巫奇 wh
506263 原谅我 巫奇 bgyq
974751 那一段日子 巫启贤 nydrz
503130 GOODBYE MY FRIEND 巫啓贤 gmf
500376 KOPI-O 巫啓贤 ko
512827 爱到天荒地老 巫啓贤 adthdl
505992 爱那么重 巫啓贤 anmz
512839 爱你变成害你 巫啓贤 anbchn
506030 爱情傀儡 巫啓贤 aqkl
503288 爱人哪 巫啓贤 arn
510026 爱人原谅我 巫啓贤 arylw
515614 爱有多深就会多远 巫啓贤 aydsjhdy
516233 别以为男人就不会哭 巫啓贤 bywnrjbhk
563676 别再问我爱你有多深 巫啓贤 bzwwanyds
512951 不负人不负我 巫啓贤 bfrbfw
514293 不该让你等太久 巫啓贤 bgrndtj
500798 存心 巫啓贤 cx
514346 答应我好好的过 巫啓贤 dywhhdg
500835 但愿 巫啓贤 dy
514387 等你等到我心痛 巫啓贤 dnddwxt
510442 都是路弯弯 巫啓贤 dslww
500166 风 巫啓贤 f
501043 感受 巫啓贤 gs
501034 赶路 巫啓贤 gl



503824 告诉我 巫啓贤 gsw
503920 喝一杯 巫啓贤 hyb
514511 红尘来去一场梦 巫啓贤 hclqycm
510777 几乎爱上你 巫啓贤 jhasn
510786 继续爱下去 巫啓贤 jxaxq
571631 老鼠已经爱上你 巫啓贤 lsyjasn
504300 路弯弯 巫啓贤 lww
560988 梦与现实 巫啓贤 myxs
501682 面对 巫啓贤 md
513436 你是我的唯一 巫啓贤 nswdwy
513474 偶尔爱我的人 巫啓贤 oeawdr
514849 千千万万个爱你 巫啓贤 qqwwgan
714849 千千万万个爱你 巫啓贤 qqwwgan
511385 前辈子的债 巫啓贤 qbzdz
711385 前辈子的债 巫啓贤 qbzdz
508040 去飞去爱 巫啓贤 qfqa
708040 去飞去爱 巫啓贤 qfqa
508088 人生如梦 巫啓贤 rsrm
513570 三月里的小雨 巫啓贤 syldxy
713570 三月里的小雨 巫啓贤 syldxy
514950 伤心的人更伤心 巫啓贤 sxdrgsx
515946 是否你曾偷偷的哭 巫啓贤 sfnctdk
504802 思念谁 巫啓贤 sns
502181 太傻 巫啓贤 ts
508488 铁石心肠 巫啓贤 tsxc
508517 同桌的你 巫啓贤 tzdn
502289 团圆 巫啓贤 ty
702289 团圆 巫啓贤 ty
513760 我感觉不到你 巫啓贤 wgjbdn
516069 我只想爱你一个人 巫啓贤 wzxanygr
515252 相亲相爱最坚强 巫啓贤 xqxazjq
512149 相信不相信 巫啓贤 xxbxx
513883 想着你的感觉 巫啓贤 xzndgj
513904 小人物的心声 巫啓贤 xrwdxs
574173 遗憾 巫啓贤 yh
560987 原点 巫啓贤 yd
509549 云且留住 巫啓贤 yqlz
574171 在水一方 巫啓贤 zsyf
514090 这次不是流言 巫啓贤 zcbsly
714090 这次不是流言 巫啓贤 zcbsly
512618 真的谢谢你 巫啓贤 zdxxn
574172 至少还有你 巫啓贤 zshyn
520951 等的只是你 ddzsn
516013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wmyqwbyl
521920 爱情来的时候 aqldsh
974334 SORRY BABY 邬祯琳 sb
974304 狗狗 邬祯琳 gg
513477 朋友出去走走 吴百伦 pycqzz

巫啓贤/伍咏薇
巫啓贤/小康
巫啓贤/杨采妮



512632 征服明天我 吴百伦 zfmtw
574329 人大代表之歌 吴碧霞 rddbzg
563256 zjxm
512315 亚洲呼啦啦 吴大维 yzhll
516489 再野的风也想被挽留 吴大维 zydfyxbwl
973229 倒数三秒天晴 吴丹妮 dssmtq
506131 把酒当歌 吴涤清 bjdg
514695 梅兰梅兰我爱你 吴涤清 mlmlwan
504747 守月亮 吴涤清 syl
512261 心醉心碎后 吴涤清 xzxsh
509175 烟花三月 吴涤清 yhsy
509314 一夜之间 吴涤清 yyzj
506385 朝云暮雨 吴涤清 zymy
565395 BYE BYE MY LOVE 吴梵 bbml
565672 潮汐 吴梵 cx
565526 多愁善感 吴梵 dcsg
565396 分居 吴梵 f
564926 皇后与我 吴梵 hhyw
565528 酒馆情歌 吴梵 jgqg
565527 逃犯 吴梵 tf
564924 无非是爱 吴梵 wfsa
564925 永恒火焰 吴梵 yhhy
565397 约翰跑路 吴梵 yhpl
560501 着了火 吴梵 zlh
573103 爱的越深伤的越深 吴昊 adyssdys
564181 要记得说再见 吴昊恩 yjdszj
569577 我真的受伤了 wzdssl
516220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吴泓君 awdrhwadr
501351 脚步 吴泓君 jb
501489 困砂 吴泓君 ks
501506 浪花 吴泓君 lh
501659 梦里 吴泓君 ml
511562 伤心太平洋 吴泓君 sxtpy
513675 天涯海角珍重 吴泓君 tyhjzz
502826 雨蝶 吴泓君 yd
514038 怨苍天变了心 吴泓君 yctblx
512530 月亮惹的祸 吴泓君 ylrdh
503857 归去来 gql
506907 好人好梦 hrhm
507056 回头是岸 htsa
500239 痛 t
576387 红茶坊 吴欢 hcf
576384 其实我们很可怜 吴欢 qswmhkl
576383 傻傻男孩 吴欢 ssnh
576388 谁是谁的谁 吴欢 sssds
576385 小火车 吴欢 xhc
576386 眼镜男 吴欢 yjn
507109 继续向前 吴佳芸 jxxq

终极西门(无原唱) 吴辰君/萧淑慎

吴浩康/泳儿

吴泓君/佚名
吴泓君/佚名
吴泓君/佚名
吴泓君/佚名



564180 吴佳展 yd
564179 吴佳展 zcx
976107 飞 吴建飞 f
976508 DIFFERENT MAN 吴建豪 dm
976621 LOVE OVERTIME 吴建豪 lo
970847 老爷车 吴建豪 lyc
976668 你怎么知道 吴建豪 nzmzd
976669 让我更爱我 吴建豪 rwgaw
970846 我不要自由 吴建豪 wbyzy
976509 小婚礼 吴建豪 xhl
971334 有你在 吴建豪 ynz
574602 歌唱我亲爱的祖国 吴兢 gcwqadzg
574600 我爱你中国 吴兢 wanzg
574601 握手天上的月亮 吴兢 wstsdyl
978248 女儿情 吴静 neq
504319 卖汤圆 吴静娴 mty
504321 卖糖歌 吴静娴 mtg
561795 噢金鸡 jj
973664 气魄原在 吴俊宏 qpyz
970705 情位让人坐 吴俊宏 qwrrz
973663 心爱的爸妈 吴俊宏 xadbm
505848 WHERE DID YOU GO 吴克群 wdyg
705848 WHERE DID YOU GO 吴克群 wdyg
570284 爱太痛 吴克群 at
880930 爱我恨我 吴克群 awhw
571748 把心拉近 吴克群 bxlj
560085 别太溫柔 吴克群 btwr
561596 不屑纪念 吴克群 bxjn
565004 残废 吴克群 cf
561213 大舌头 吴克群 dst
974899 第一秒钟 吴克群 dymz
568838 动 吴克群 d
560090 斗阵俱乐部 吴克群 dzjlb
560089 对不起 吴克群 dbq
562079 泛泛之辈 吴克群 fzb
972379 胡闹 吴克群 hn
974883 寂寞来了怎么办？ 吴克群 jmllzmb
574598 寄生 吴克群 js
565670 家的名字 吴克群 jdmz
564923 将军令 吴克群 jjl
566212 老子说 吴克群 lzs
880978 没关系 吴克群 mgx
565195 明天过后 吴克群 mtgh
560091 那个人 吴克群 ngr
565150 男佣 吴克群 ny
568791 牵牵牵手 吴克群 qqqs
569519 情人节 吴克群 qrj
576023 傻瓜 吴克群 sg

约定(无原唱)
早晨信(无原唱)

吴君如/曾志伟



560087 圣诞分手节 吴克群 sdfsj
568790 什么东西 吴克群 smdx
568568 为你写诗 吴克群 wnxs
562008 我有罪 吴克群 wyz
560086 吴克群 吴克群 wkq
565671 戏剧天才 吴克群 xjtc
560084 先生你哪位 吴克群 xsnnw
974913 星辰变 吴克群 xcb
560088 学不会 吴克群 xbh
575716 移动世界 吴克群 ydsj
973403 因为你是女人 吴克群 ywnsnr
568840 音乐让我说 吴克群 ylrws
568839 越爱越难过 吴克群 yayng
565394 纸片人 吴克群 zpr
561563 周星星 吴克群 zxx
974882 全部都给你 qbdgn
981242 BAD BOY 吴莫愁 bb
974716 爱爱爱爱 吴莫愁 aaaa
981243 五环之歌 吴莫愁 whzg
973380 我要给你 wygn
972857 美丽笨女人 mlbnr
972632 让我一次爱个够 rwycagg
972633 一个人生活 ygrsh
975526 早安晨之美 zaczm
970843 MR SAME 吴南颖 ms
970844 解剖 吴南颖 jp
970845 透明人 吴南颖 tmr
571349 我为你歌唱 吴娜 wwngc
571350 走在幸福的路上 吴娜 zzxfdls
500026 CANDYMAN 吴佩慈 c
560081 LOOK AT ME 吴佩慈 lam
567173 吴佩慈 yzyy
560082 分不开 吴佩慈 fbk
560496 请原谅我 吴佩慈 qylw
514944 闪着泪光的决定 吴佩慈 szlgdjd
560083 爽快 吴佩慈 sk
570283 夜光航线 吴佩慈 yghx
506587 东京物语 djwy
563026 JUST U 吴佩珊 j
563172 爱的佳话 吴佩珊 adjh
563170 不同 吴佩珊 bt
563171 彩虹之恋 吴佩珊 chzl
563027 离开你的我 吴佩珊 lkndw
563770 离开你的我 吴佩珊 lkndw
515999 我不是你要的女生 吴佩文 wbsnydns
511873 我的说明档 吴佩文 wdsmd
565439 心水 吴品淳 xs
575112 我爱人民币 吴品醇 warmb

吴克群/钟欣桐

吴莫愁/庾澄庆
吴莫愁/中国好声音
吴莫愁/中国好声音
吴莫愁/中国好声音
吴木蓝/中国好声音

YES!占有欲

吴佩慈/张洪量



503183 MY SUMMER DREAM 吴奇隆 msd
506308 不愿分离 吴奇隆 byfl
501084 孤星 吴奇隆 gx
510649 好想忘了爱 吴奇隆 hxwla
566942 候鸟 吴奇隆 hn
501326 坚持 吴奇隆 jc
976071 留香 吴奇隆 lx
514674 没有你在我身边 吴奇隆 mynzwsb
511145 梦不完的你 吴奇隆 mbwdn
507665 蓦然回首 吴奇隆 mrhs
514752 那怕天愈来愈黑 吴奇隆 nptylyh
504442 男儿风 吴奇隆 nef
515879 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吴奇隆 qswssazn
508245 十字路口 吴奇隆 szlk
502125 双飞 吴奇隆 sf
502263 贴心 吴奇隆 tx
505066 我冒险 吴奇隆 wmx
976058 无常 吴奇隆 wc
513882 想找一个地方 吴奇隆 xzygdf
502684 烟火 吴奇隆 yh
502768 银河 吴奇隆 yh
502771 隐痛 吴奇隆 yt
502777 英雄 吴奇隆 yx
515524 只要你知道就好 吴奇隆 zynzdjh
514127 祝你一路顺风 吴奇隆 znylsf
503020 转弯 吴奇隆 zw
509772 追风少年 吴奇隆 zfsn
503023 追梦 吴奇隆 zm
566943 做完梦 吴奇隆 zwm
507182 今生有约 jsyy
972889 流恋 ll
974090 流恋 ll
510031 爱上一个人 吴倩莲 asygr
513051 等到心关了门 吴倩莲 ddxglm
501143 害怕 吴倩莲 hp
501270 回家 吴倩莲 hj
501671 弥补 吴倩莲 mb
515158 我们都要好好过 吴倩莲 wmdyhhg
515394 因为爱所以等待 吴倩莲 ywasydd
569905 爱没有阻挡 吴琼 amyzd
514352 大哥休要泪淋淋 吴琼 dgyylll
506724 凤阳花鼓 吴琼 fyhg
514904 让我再看你一眼 吴琼 rwzknyy
569906 谁的夜 吴琼 sdy
515940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 吴琼 swdyesly
715940 十五的月儿十六圆 吴琼 swdyesly
569904 他是你的谁 吴琼 tsnds
513901 小女子本姓陶 吴琼 xnzbxt

吴奇隆/王韵婵
吴奇隆/严艺丹
吴奇隆/严艺丹



981298 爱 吴若希 a
972690 第一天失恋 吴若希 dytsl
978351 越难越爱 吴若希 ynya
973253 寂寞无罪 吴申梅 jmwz
973533 手纸 吴申梅 sz
975017 走音的吉他 吴申梅 zydjt
975015 爱你一生 吴淑敏 anys
975016 红颜 吴淑敏 hy
975007 遥远的爱情 吴淑敏 yydaq
974971 EVER AFTER 吴顺涵 ea
570910 她 吴听彻 t
570912 我是坏人 吴听彻 wshr
570911 怎么可能会寂寞 吴听彻 zmknhjm
976072 留不住 吴彤 lbz
570913 早餐 吴彤 zc
973230 便利店 吴炜 bld
564725 小妹你正好 吴炜 xmnzh
574610 最亲爱的人 吴炜 zqadr
568135 心锁 xs
574604 FUN FUN RUN 吴宪 fr
574605 不留 吴宪 bl
574606 天天想念 吴宪 txn
574607 有没有未来 吴宪 ymywl
575717 假情真爱 吴小豪 jqza
575114 金沙之恋 吴小豪 jszl
574156 绝情人 吴小豪 jqr
575113 我们结婚好不好 吴小豪 wmjhhbh
973769 BAD BOY 吴鑫桐 bb
508443 天女散花 吴亚玲 tnsh
506979 互表身世 hbss
976312 幸福来 吴彦凝 xfl
516548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吴雁泽 cyssqbldt
509809 祖国万岁 zgws
981378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吴杨雨 wdkljsxn
570617 零点爱情 吴瑶瑶 ldaq
568448 晚风 吴遥 wf
504162 可以飞 吴怡青 kyf
978168 时间煮雨 吴亦凡 sjzy
880871 你不认识我 吴易轩 nbrsw
880870 昔年 吴易轩 xn
510374 当初见到你 吴莺音 dcjdn
503722 断肠红 吴莺音 dch
510705 花开等你采 吴莺音 hkdnc
504290 楼台会 吴莺音 lth
511114 美丽的归宿 吴莺音 mldgs
507635 岷江夜曲 吴莺音 mjyq
514735 明月千里寄相思 吴莺音 myqljxs
507837 侬本痴情 吴莺音 nbcq

吴炜/张语倢

吴亚玲/蒋建国

吴雁泽/李谷一



507978 清明的月 吴莺音 qmdy
508497 听我细诉 吴莺音 twxs
508027 秋的怀念 qdhn
568768 爱过一场 吴雨霏 agyc
573487 蚕豆 吴雨霏 cd
563283 南方的风 吴雨霏 nfdf
573773 生生世世爱 吴雨霏 ssssa
568760 台北四天三夜 吴雨霏 tbstsy
503571 刺王僚 吴钰璋 cwl
570616 不要背着别人说爱我 吴峙轩 bybzbrsaw
569053 流着眼泪说再见 吴峙轩 lzylszj
568888 你凭什么说分手 吴峙轩 npsmsfs
568889 你是否真的爱过我 吴峙轩 nsfzdagw
571035 宁愿笑着流眼泪 吴峙轩 nyxzlyl
571036 誓言和谎言 吴峙轩 syhhy
569052 心碎以后 吴峙轩 xsyh
569118 吴峙轩 xsyhzmy
569298 一生只爱一个人 吴峙轩 yszaygr
568445 一直等你 吴峙轩 yzdn
569803 这一次你真的伤透我的心 吴峙轩 zycnzdstw
513958 阳光治痛胶囊 吴中天 ygztjn
970848 嗯嘛 吴忠明 em
970849 太冷静 吴忠明 tlj
970850 永不 吴忠明 yb
569018 花很迷惘 hhm
569200 心愿便利贴 xyblt
769200 心愿便利贴 xyblt
501228 画魂 吴仲凡 hh
503088 吴宗宪 elllaw
514221 爱让一切都对了 吴宗宪 aryqddl
510039 爱说笑的人 吴宗宪 asxdr
512948 不爱我的画面 吴宗宪 bawdhm
516543 不要在你的怀中想着别人 吴宗宪 byzndhzxz
500694 臣服 吴宗宪 cf
700694 臣服 吴宗宪 cf
506395 城市英雄 吴宗宪 csyx
513037 当你回来找我 吴宗宪 dnhlzw
510506 放我一个人 吴宗宪 fwygr
514507 和自己赛跑的人 吴宗宪 hzjspdr
507023 患得患失 吴宗宪 hdhs
507148 简简单单 吴宗宪 jjdd
501597 留心 吴宗宪 lx
516321 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 吴宗宪 myckyctyc
507642 明日英雄 吴宗宪 mryx
513384 陌生人谁爱我 吴宗宪 msrsaw
513409 你比从前快乐 吴宗宪 nbcqkl
511387 欠你的温柔 吴宗宪 qndwr
562463 三个月零六天 吴宗宪 sgyllt

吴莺音/伦永亮

心碎以后2008之慢摇

吴忠明/叶玮庭
吴忠明/元若蓝
吴忠明/元若蓝

2000爱我



516689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 sbszydywn
504757 耍花样 吴宗宪 shy
508537 脱离轨道 吴宗宪 tlgd
708537 脱离轨道 吴宗宪 tlgd
508727 我会想你 吴宗宪 whxn
508907 瞎了聋了 吴宗宪 xlll
516097 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吴宗宪 xjzswdmp
516460 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 吴宗宪 xxylynpzw
512325 阳光和小雨 吴宗宪 yghxy
509394 永保安康 吴宗宪 ybak
509599 张三的歌 吴宗宪 zsdg
503041 自白 吴宗宪 zb
509790 自由落体 吴宗宪 zylt
512763 最后一首歌 吴宗宪 zhysg
512775 最亲爱的人 吴宗宪 zqadr
500762 窗外 cw
568478 一个人去迪斯尼 无级生 ygrqdsn
503779 丰收歌 无鸣 fsg
508671 我不想说 无鸣 wbxs
512877 爱是寂寞的风 无印良品 asjmdf
503311 爱相随 无印良品 axs
516231 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无印良品 brdswmhf
500644 猜测 无印良品 cc
506549 等你的心 无印良品 dndx
500928 多心 无印良品 dx
506968 胡思乱想 无印良品 hslx
501229 话题 无印良品 ht
501324 假装 无印良品 jz
511097 每一次喊你 无印良品 mychn
501799 朋友 无印良品 py
502051 身边 无印良品 sb
502228 天使 无印良品 ts
515202 我找你找了好久 无印良品 wznzlhj
508962 相知相拥 无印良品 xzxy
502492 想爱 无印良品 xa
505238 想见你 无印良品 xjn
509468 无印良品 yntz
509474 雨过天晴 无印良品 ygtq
502915 掌心 无印良品 zx
702915 掌心 无印良品 zx
501096 故意 gy
569943 爱不需要承诺 五洋 abxycn
971342 2012 五月天 -
572865 DNA 五月天 d
603042 DNA 五月天 d
970697 五月天 oxzjsyy
505867 阿姆斯壮 五月天 amsz
509995 爱情的模样 五月天 aqdmy

吴宗宪/JOANNA

与你同在(欣赏版)

无印良品/黄嘉千

OAOA现在就是永远



506047 爱情万岁 五月天 aqws
503424 别惹我 五月天 brw
500663 彩虹 五月天 ch
971343 仓颉 五月天 cj
562227 超人 五月天 cr
567105 宠上天 五月天 cst
978245 闯 五月天 c
570501 春天的呐喊 五月天 ctdnh
500780 纯真 五月天 cz
506455 雌雄同体 五月天 cxt
560442 错错错 五月天 ccc
971344 第二人生 五月天 ders
565467 第一天 五月天 dyt
500907 赌神 五月天 ds
506637 而我知道 五月天 ewzd
563587 反而 五月天 fe
572866 放肆 五月天 fs
506717 疯狂世界 五月天 fsj
971614 干杯 五月天 gb
510670 嘿我要走了 五月天 hwyzl
510675 恒星的恒心 五月天 hxdhx
501189 候鸟 五月天 hn
570593 后青春期的诗 五月天 hqcqds
560056 花 五月天 h
504029 回来吧 五月天 hlb
507129 寂寞星球 五月天 jmxq
504113 九号球 五月天 jhq
501427 倔强 五月天 jj
569504 开天窗 五月天 ktc
566540 离开地球表面 五月天 lkdqbm
560903 五月天 lai
561680 乱世浮生 五月天 lsfs
567107 米老鼠 五月天 mls
564775 秒杀 五月天 ms
501690 明白 五月天 mb
566140 摩托车日记 五月天 mtcrj
513403 能不能不要说 五月天 nbnbys
569993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 nbszzdkl
970810 诺亚方舟 五月天 nyfz
570417 噢买尬 五月天 omg
501875 轻功 五月天 qg
561208 让我照顾你 五月天 rwzgn
508086 人生海海 五月天 rshh
570900 如烟 五月天 ry
977220 入阵曲 五月天 rzq
973556 三个傻瓜 五月天 sgsg
977888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五月天 sxdrbtmg
514967 生命有一种绝对 五月天 smyyzjd

恋爱ING



511596 圣诞夜惊魂 五月天 sdyjh
504732 时光机 五月天 sgj
566811 私奔到月球 五月天 sbdyq
560438 孙悟空 五月天 swk
565666 天使 五月天 ts
508464 天天想你 五月天 txn
504914 听不到 五月天 tbd
502284 透露 五月天 tl
570269 突然好想你 五月天 trhxn
560904 晚安地球人 五月天 wadqr
566210 忘词 五月天 wc
565582 为爱而生 五月天 waes
502367 温柔 五月天 wr
500249 我 五月天 w
970698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 wbyrnygr
502397 我们 五月天 wm
573076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五月天 wxzswbhdd
565835 我又初恋了 五月天 wycll
502418 武装 五月天 wz
974934 洗衣机 五月天 xyj
562076 咸鱼 五月天 xy
502482 相信 五月天 xx
566141 香水 五月天 xs
505284 小护士 五月天 xhs
568788 小太阳 五月天 xty
570901 笑忘歌 五月天 xwg
970699 星空 五月天 xk
561181 牙关 五月天 yg
560439 燕尾蝶 五月天 ywd
977887 洋葱 五月天 yc
509199 摇滚本事 五月天 ygbs
509201 摇滚舞台 五月天 ygwt
571315 夜访吸血鬼 五月天 yfxxg
509254 一颗苹果 五月天 ykpg
565665 一千个世纪 五月天 yqgsj
502783 拥抱 五月天 yb
560440 约翰蓝侬 五月天 yhl
560441 这个世界 五月天 zgsj
560905 知足 五月天 zz
509724 终结孤单 五月天 zjgd
567106 抓狂 五月天 zk
565836 最重要的小事 五月天 zzydxs
503083 左键 五月天 zj
976598 洁癖 jp
562456 伍佰 mg
973558 伍佰 mg
565584 CHERRY LOVER 伍佰 cl
500377 LAST DANCE 伍佰 ld

五月天/严爵
199玫瑰
199玫瑰



505973 爱和痴迷 伍佰 ahcm
509973 爱你一万年 伍佰 anywn
573583 爱你越来越多 伍佰 anylyd
509991 爱情的尽头 伍佰 aqdjt
510015 爱情未亡人 伍佰 aqwwr
516211 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伍佰 asbrsklds
500532 白鸽 伍佰 bg
512925 伍佰 bysydz
500558 暴雨 伍佰 by
500570 背叛 伍佰 bp
500579 被动 伍佰 bd
700579 被动 伍佰 bd
565190 冰雨 伍佰 by
510221 不曾在乎我 伍佰 bczhw
510171 不懂得幸福 伍佰 bddxf
500629 不满 伍佰 bm
500718 翅膀 伍佰 cb
506439 春花秋月 伍佰 chqy
514340 春夏秋冬的气候 伍佰 cxqddqh
564998 纯真年代 伍佰 cznd
500857 敌人 伍佰 dr
500914 断了 伍佰 dl
700914 断了 伍佰 dl
973560 放开你的脑袋 伍佰 fndnd
503778 纷飞吧 伍佰 f
501009 枫叶 伍佰 fy
570507 风火 伍佰 fh
506768 钢铁男子 伍佰 gtnz
979731 孤星泪 伍佰 gxl
506843 关于女人 伍佰 gyn
506848 归回原点 伍佰 ghyd
510735 伍佰 hddyw
510736 荒唐的欲望 伍佰 htdyw
507035 黄色月亮 伍佰 hsyl
504041 活下去 伍佰 hxq
970814 火山 伍佰 hs
570505 寂寞丛林 伍佰 jmcl
507107 继续堕落 伍佰 jxdl
510821 街角的蔷薇 伍佰 jjdqw
970813 戒指 伍佰 jz
564210 九重天 伍佰 jzt
507376 浪人情歌 伍佰 lrqg
501523 泪桥 伍佰 lq
565667 两个寂寞 伍佰 lgjm
501592 流星 伍佰 lx
500198 路 伍佰 l
564211 没有头 伍佰 myt
511134 美丽新世界 伍佰 mlxsj

半夜11点钟

荒诞的欲望(欣赏版)



507594 梦的河流 伍佰 mdhl
504460 你爱我 伍佰 naw
565189 你是我的花朵 伍佰 nswdhd
511332 挪威的森林 伍佰 nwdsl
501848 牵挂 伍佰 qg
507939 亲爱的你 伍佰 qadn
514859 亲爱的你喝醉了 伍佰 qadnhzl
508074 热情交错 伍佰 rqjc
502004 如果 伍佰 rg
504689 上瘾了 伍佰 syl
500231 蛇 伍佰 s
570506 时尚狗 伍佰 ssg
502153 思念 伍佰 sn
504833 算了吧 伍佰 slb
570504 太多的爱 伍佰 tdda
508522 痛哭的人 伍佰 tkdr
511762 突然的自我 伍佰 trdzw
511777 顽石的飞行 伍佰 wsdfx
502318 晚风 伍佰 wf
564629 我不是天使 伍佰 wbsts
508688 我的名字 伍佰 wdmz
979732 我会好好的 伍佰 whhhd
977702 无尽闪亮的哀愁 伍佰 wjsldac
508818 无人替代 伍佰 wrtd
508915 夏夜晚风 伍佰 xywf
505272 小帆船 伍佰 xfc
505310 小人国 伍佰 xrg
512333 要改变自己 伍佰 ygbzj
505483 一点点 伍佰 ydd
509276 一亲红颜 伍佰 yqhy
513988 一生最爱的人 伍佰 yszadr
563666 一石二鸟 伍佰 ysen
573757 银河特快 伍佰 yhtk
512501 与你到永久 伍佰 yndyj
512544 再度重相逢 伍佰 zdcxf
505677 真世界 伍佰 zsj
502989 终于 伍佰 zy
511566 上帝救救我 sdjjw
512746 最初的地方 zcddf
974779 爱有心无八字 伍浩哲 ayxwbz
974778 拼咱的运命 伍浩哲 pzdym
507994 情人敌人 伍浩哲 qrdr
972390 是我不配 伍浩哲 swbp
971591 相片 伍浩哲 xp
972946 冲动 cd
971454 很自己 伍家辉 hzj
971453 你爱我吗 伍家辉 nawm
573758 虽然我愿意 伍家辉 srwyy

伍佰/CHINA BLUE
伍佰/杨乃文

伍佳丽/中国好声音



573584 我疯你 伍家辉 wfn
574562 无家可回 伍家辉 wjkh
502784 拥抱 伍家辉 yb
514166 伍思凯 ellydly
572088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伍思凯 bcbl
603043 Beter City Beter Life 伍思凯 bcbl
509926 爱的钢琴手 伍思凯 adgqs
709926 爱的钢琴手 伍思凯 adgqs
509932 爱的牧羊人 伍思凯 admyr
514210 爱你一世到来生 伍思凯 anysdls
515606 爱情面前变得渺小 伍思凯 aqmqbdmx
506044 爱情缩影 伍思凯 aqsy
506672 爱全给了你 伍思凯 aqgln
512868 爱上每一个你 伍思凯 asmygn
510060 爱要怎么说 伍思凯 ayzms
503318 爱与愁 伍思凯 ayc
506324 不准寂寞 伍思凯 bzjm
516175 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伍思凯 cjanyyan
510291 窗外的天气 伍思凯 cwdtq
500989 分享 伍思凯 fx
506743 该爱就爱 伍思凯 gaja
501054 港湾 伍思凯 gw
573585 故事的第一行 伍思凯 gsddyh
507117 寂寞公路 伍思凯 jmgl
564289 寂寞冠军 伍思凯 jmgj
566986 恋东方 伍思凯 ldf
511046 留给你的窗 伍思凯 lgndc
507538 没忧没愁 伍思凯 mymc
504458 你爱谁 伍思凯 nas
514797 你是春风我是雨 伍思凯 nscfwsy
508037 秋天别来 伍思凯 qtbl
501990 认了 伍思凯 rl
508207 生日快乐 伍思凯 srkl
566987 收集 伍思凯 sj
516397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伍思凯 tbdagtbdn
516398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伍思凯 tbdagtbdn
560906 惘然记 伍思凯 rj
500240 网 伍思凯 w
508573 忘了爱我 伍思凯 wlaw
505182 舞月光 伍思凯 wyg
512113 希望在这里 伍思凯 xwzzl
512163 想你的天空 伍思凯 xndtk
502509 想念 伍思凯 xn
505336 心动了 伍思凯 xdl
512235 心上没有心 伍思凯 xsmyx
509132 幸福按扭 伍思凯 xfan
572004 幸福药草 伍思凯 xfyc
603044 幸福药草 伍思凯 xfyc

2001的留言



509160 学会快乐 伍思凯 xhkl
502742 一半 伍思凯 yb
512578 怎么做朋友 伍思凯 zmzpy
509613 这边那边 伍思凯 zbnb
560907 走过 伍思凯 zg
509815 最爱是你 伍思凯 zasn
570051 爱错了你 伍天宇 acln
569799 大雨 伍天宇 dy
569419 等你在下雪那天 伍天宇 dnzxxnt
567806 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 伍天宇 njswzadnr
572906 伤心只为你 伍天宇 sxzwn
567805 他会像我这样爱你吗 伍天宇 thxwzyanm
767805 他会像我这样爱你吗 伍天宇 thxwzyanm
575691 我情愿认输 伍天宇 wqyrs
567807 原谅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伍天宇 ylwbnhnzy
567808 只想为你喝醉一次 伍天宇 zxwnhzyc
573263 伍义 hqg
901562 爱情因你才伤悲 伍义 aqyncsb
901763 不该让爱你的人流泪 伍义 bgrandrll
901764 老同学你还好吗 伍义 ltxnhhm
901563 你的幸福我知道 伍义 ndxfwzd
901564 死要面子活受罪 伍义 symzhsz
901565 下一站的幸福 伍义 xyzdxf
901566 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伍义 ygryssdnr
901567 追梦无悔 伍义 zmwh
516024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武夫 wmsgnzdb
880864 也许我不够帅 武刚 yxwbgs
571676 东北人 武阳 dbr
571286 你爱不爱我这样的男人 武阳 nabawzydn
572411 爱到花开 戊道子 adhk
603293 爱到花开 戊道子 adhk
880831 爱到花开 戊道子 adhk
573540 公仔面之歌 物乐团 gzmzg
573541 垃圾风暴 物乐团 ljfb
506960 后会有期 吸引力合唱团 hhyq
706960 后会有期 吸引力合唱团 hhyq
515932 深深深深地感激你 吸引力合唱团 ssssdgjn
516122 一个师傅三个徒弟 吸引力合唱团 ygsfsgtd
901966 酒醉都是大明星 吸引力乐团 jzdsdmx
573110 草编的戒指 嘻哈江南 cbdjz
512820 阿里山的姑娘 奚秀兰 alsdgn
515418 雨不洒花花不红 奚秀兰 ybshhbh
502596 心醉 希亚 xz
880875 伤了你痛了自己 西街 slntlzj
503400 嘣嘣跳 西域刀郎 bbt
51655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西域刀郎 cyssqbldt
501001 风说 西域刀郎 fs
507136 家乡的夜 西域刀郎 jxdy

80后情歌



504128 菊花吟 西域刀郎 jhy
515793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西域刀郎 mldcywdj
560669 十全七美 西域刀郎 sqqm
562853 天山舞曲 西域刀郎 tswq
565819 我到底算什么 西域刀郎 wddssm
512048 无法忘记你 西域刀郎 wfwjn
562854 西域刀郎 xfddx
560670 寻找玛依拉 西域刀郎 xzmyl
509208 也是情歌 西域刀郎 ysqg
515461 在那遥远的地方 西域刀郎 znyyddf
500754 传灯 西域刀郎 cd
565859 I'LL LOVE YOU FOREVER 玺恩 ilyf
569702 LOVE IS POWER 玺恩 lip
569612 军师 玺恩 js
565861 平安玺 玺恩 pa
565862 时尚工业 玺恩 ssgy
565863 玩偶 玺恩 wo
565860 喜出望外 玺恩 xcww
566623 爱的魔力 夏国星 adml
566544 流浪的心想回家 夏国星 lldxxhj
566545 闪亮的月亮 夏国星 sldyl
566622 小牧童 夏国星 xmt
575120 魂牵梦绕 夏鸣 hqmr
575118 孟婆的碗 夏鸣 mpdw
575119 我在网上等你 夏鸣 wzwsdn
570344 享受寂寞 夏鸣 xsjm
565198 FIND OUT 夏卡毛乐团 fo
565009 这些日子 夏卡毛乐团 zxrz
565199 罪 夏卡毛乐团 z
973406 不再联系 夏天 bzlx
978251 忙音 夏天 my
569727 真爱 夏雪飞 za
572267 爱的魔法 夏宇童 admf
603294 爱的魔法 夏宇童 admf
572089 就要幸福了 夏宇童 jyxfl
603045 就要幸福了 夏宇童 jyxfl
572090 夏宇童 mcmd
603046 夏宇童 mcmd
572175 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 夏宇童 zyjxdhlsx
603047 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 夏宇童 zyjxdhlsx
976512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wjyhnzyq
567510 SHACKLES 夏芷筠 s
975998 2501 弦子 -
568844 不爱最大 弦子 bazd
970725 不怕 弦子 bp
568845 第三者的第三者 弦子 dszddsz
603048 对猪弹琴 弦子 dzdq
576436 非你不爱 弦子 fnba

幸福的D弦

每朝美DAY
每朝美Day

夏筠妍/赵英俊



565012 风筝 弦子 f
576056 给我你的手 弦子 gwnds
565946 箭在弦上 弦子 jzxs
976719 看走眼 弦子 kzy
570639 浪漫窝 弦子 lmw
574685 你是你的 弦子 nsnd
971299 逆风的蔷薇 弦子 nfdqw
565202 圈套 弦子 qt
568846 舍不得 弦子 sbd
565945 是我不可爱 弦子 swbka
976720 说好就算了 弦子 shjsl
575528 天真 弦子 tz
573645 无可取代 弦子 wkqd
603049 舞台 弦子 wt
565011 西藏天边 弦子 xctb
971298 心里有数 弦子 xlys
971037 心跳 弦子 xt
975999 幸福未满的恋人 弦子 xfwmdlr
564698 沿海地带 弦子 yhdd
560730 醉清风 弦子 zqf
573089 老天爷让我爱上了你 冼锋 ltyrwasln
603050 老天爷让我爱上了你 冼锋 ltyrwasln
880190 爱撕寂寞人 宪明 asjmr
502997 现场 -
500673 长假 乡村二人组 cj
564302 湘海 snr
564409 暗示 湘海 as
564303 回来 湘海 hl
564551 蓝色天空 湘海 lstk
564550 老街 湘海 lj
564549 灵魂之声 湘海 lhzs
564304 沙漠里的骆驼 湘海 smldlt
564552 追梦 湘海 zm
564548 和不爱我的人说再见 hbawdrszj
976373 让梦飞翔 湘雨寒 rmfx
976371 潇湘云 湘雨寒 xxy
976372 葬花 湘雨寒 zh
562140 哎哟哎哟对不起 香香 ayaydbq
575349 彩虹天使 香香 chts
564034 健康快乐动起来 香香 jkkldql
574980 快乐女孩 香香 klnh
560854 老鼠爱大米 香香 lsadm
973389 落单的恋人 香香 lddlr
562878 毛毛 香香 mm
566204 命运 香香 my
567227 泉水 香香 qs
974577 死于寂寞 香香 syjm
571891 万人迷 香香 wrm

重生(欣赏版)

SEXY女人

湘海/羽泉



566203 为了爱 香香 wla
766203 为了爱 香香 wla
560853 我爱睡觉 香香 wasj
569170 细语之慢摇 香香 xyzmy
567226 夏虫 香香 xc
564036 香飘飘 香香 xpp
564035 摇篮曲 香香 ylq
566717 一盆眼泪 香香 ypyl
562877 吟香 香香 yx
505716 猪之歌 香香 zzg
562700 共赴奥运梦 gfaym
572172 孤独女人 香香童彤 gdnr
560767 纯情红玫瑰 cqhmg
573187 无语的送你 潇潇 wydsn
570881 求求你为我留下吧 萧宝钟 qqnwwlxb
570882 让爱回头 萧宝钟 raht
570880 忘记你的脸 萧宝钟 wjndl
574429 贝多芬的悲伤 萧风 bdfdbs
572042 FAMILY 萧贺硕 f
603051 FAMILY 萧贺硕 f
975100 MUSICIANS(HD) 萧贺硕 m
566391 萧贺硕 aa
571915 来不及 萧贺硕 lbj
571914 太温柔 萧贺硕 twr
565612 我爱你 萧贺硕 wan
566165 雨不停歇 萧贺硕 ybtx
571607 萧闳仁 dj
901630 惦惦好吗 萧闳仁 ddhm
571406 法克这个人 萧闳仁 fzgr
569407 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 萧闳仁 lbdfdxgsn
571846 你爱怎么样就怎样 萧闳仁 nazmyjzy
901697 太自由 萧闳仁 tzy
569190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 萧闳仁 wbkshysbn
569552 未完成的爱 萧闳仁 wwcda
571531 我没有错 萧闳仁 wmyc
901955 小小流浪狗 萧闳仁 xxllg
569406 原来你就在我身边 萧闳仁 ylnjzwsb
901956 这就是爱 萧闳仁 zjsa
570960 点点点 萧煌奇 ddd
901948 孤独的和弦 萧煌奇 gddhx
974059 好好先生 萧煌奇 hhxs
565868 红色太阳 萧煌奇 hsty
974425 简单的快乐 萧煌奇 jddkl
974371 渐行渐远 萧煌奇 jhjy
901947 另眼相看 萧煌奇 lyxk
570961 美丽天堂 萧煌奇 mlt
901698 末班车 萧煌奇 mbc
974282 男人有泪 萧煌奇 nryl

香香/杨臣刚

向蕙玲/袁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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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172 你是我的眼 萧煌奇 nswdy
978725 你是我的眼 萧煌奇 nswdy
513475 偶然的那一天 萧煌奇 ordnyt
570957 其实我也不知道 萧煌奇 qswybzd
565867 秋千 萧煌奇 qq
978726 让 萧煌奇 r
565866 他的风筝 萧煌奇 tdf
975069 我的生活 萧煌奇 wdsh
570959 我是你的消防局 萧煌奇 wsndxf
562556 一半一半 萧煌奇 ybyb
901727 只能勇敢 萧煌奇 znyg
570958 左边右边 萧煌奇 zbyb
568590 你一直都在 nyzdz
973651 换房间 hf
569621 BLUES 萧敬腾 b
572576 SAY A LIL SOMETHING 萧敬腾 sals
572304 阿飞的小蝴蝶 萧敬腾 afdxhd
603295 阿飞的小蝴蝶 萧敬腾 afdxhd
572303 爱过了头 萧敬腾 aglt
603296 爱过了头 萧敬腾 aglt
973373 爸爸 萧敬腾 bb
973669 不正常 萧敬腾 bzc
973848 纯金打造 萧敬腾 cjdz
573327 倒带 萧敬腾 dd
569706 多希望你在 萧敬腾 dxwnz
569404 奋不顾身 萧敬腾 fbgs
973042 福尔摩斯 萧敬腾 fems
570956 萧敬腾 gar
569791 海芋恋 萧敬腾 hyl
572720 会痛的石头 萧敬腾 htdst
973847 活在故事里 萧敬腾 hzgsl
569707 活着 萧敬腾 hz
575278 记得 萧敬腾 jd
970294 狂想曲 萧敬腾 kxq
973849 练习曲 萧敬腾 lxq
973845 你知道吗 萧敬腾 nzdm
973846 如果 萧敬腾 rg
970295 如果没有你 萧敬腾 rgmyn
572109 善男信女 萧敬腾 snxn
603052 善男信女 萧敬腾 snxn
569189 收藏 萧敬腾 sc
569551 疼爱 萧敬腾 ta
978283 天敌 萧敬腾 td
572041 王妃 萧敬腾 wf
603053 王妃 萧敬腾 wf
569405 王子的新衣 萧敬腾 wzdxy
572302 我不会爱 萧敬腾 wbha
603297 我不会爱 萧敬腾 wbha

萧煌奇/杨培安
萧煌奇/张信哲

给.爱人



977901 我怀念的 萧敬腾 whnd
569622 我在哭 萧敬腾 wzk
573203 新不了情 萧敬腾 xblq
973372 兄弟我说 萧敬腾 xdws
569790 一辈子存在 萧敬腾 ybzcz
973261 以爱之名 萧敬腾 yazm
569403 原谅我 萧敬腾 ylw
974031 怎么说我不爱你 萧敬腾 zmswban
571131 祝你幸福 萧敬腾 znxf
567112 一眼瞬间 yysj
901967 抹煞我 萧闵仁 msw
560270 萧蔷 bhyq
560272 等着你 萧蔷 dzn
560271 离开 萧蔷 lk
560273 萧蔷 sswd
512130 现在的我们 萧蔷 xzdwm
560753 意想不到 萧蔷 yxbd
509703 中毒玫瑰 萧蔷 zdmg
560622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ylkydbwdx
571297 当爱情不再美丽的时候 萧全 daqbzmlds
571298 覆水难收 萧全 fsns
980977 社会摇 萧全 shy
510496 二月十四日 萧淑慎 eyssr
502603 新鞋 萧淑慎 xx
512283 幸福的形状 萧淑慎 xfdxz
511360 pjdc
573202 哎唷 萧希榆 ay
603054 倒刺 萧希榆 dc
500292 BEAUTIFUL ANGEL 萧潇 ba
562741 萧潇 dlgbbbjz
510059 爱要坦荡荡 萧潇 aytdd
510176 不好听的话 萧潇 bhtdh
563044 对不起我爱你 萧潇 dbqwan
563275 忽略 萧潇 hl
500179 花 萧潇 h
700179 花 萧潇 h
501385 矜持 萧潇 jc
514851 千言万语心烧夜 萧潇 qywyxsy
508060 让爱自由 萧潇 razy
513612 时间没有等我 萧潇 sjmydw
508734 我没有哭 萧潇 wmyk
561094 我只在乎你 萧潇 wzzhn
562743 握不住的他 萧潇 wbzdt
562742 想忘了 萧潇 xwl
562744 月儿弯弯 萧潇 yeww
509521 月亮说话 萧潇 ylsh
515514 萧潇 zdzhnyt
563452 只能靠想象 萧潇 znkxx

萧敬腾/张惠妹

BELLA 9号夜曲

谁是我的101

萧蔷/杨坤

萍聚DON'T CRY 萧淑慎/WITNESS

DADDY'S LITTLE GIRL爸爸别紧张

直到最后那一天(欣赏版)



979911 倔强的坚强 萧萧 jqdjq
970296 萧亚轩 fdw
970507 萧亚轩 fdw
503107 BORN TO CHOOSE 萧亚轩 btc
500027 CAPPUCCINO 萧亚轩 c
565865 HONEY HONEY HONEY 萧亚轩 hhh
500358 I BELIEVE 萧亚轩 ib
569188 I'LL BE THERE 萧亚轩 ibt
503166 LET IT GO 萧亚轩 lig
565493 LOVE 萧亚轩 l
569401 MORE MORE MORE 萧亚轩 mmm
973398 萧亚轩 sgaww
505845 U MAKE ME WANNA 萧亚轩 ummw
500461 WHAT'S NEXT 萧亚轩 wn
500465 YELLOW CHRTSTMAS 萧亚轩 yc
505856 YOU MAKE ME WANNA 萧亚轩 ymmw
970747 爱不离手 萧亚轩 abls
509934 爱的太坎坷 萧亚轩 adtkk
509937 爱的主打歌 萧亚轩 adzdg
509918 爱得太坎坷 萧亚轩 adtkk
512842 爱你不要距离 萧亚轩 anbyjl
500490 爱情 萧亚轩 aq
503285 爱情美 萧亚轩 aqm
512860 爱情通关密语 萧亚轩 aqtgmy
560268 爱情专用 萧亚轩 aqzy
503289 爱上爱 萧亚轩 asa
512876 爱是个坏东西 萧亚轩 asghdx
510052 爱熄灭之前 萧亚轩 axmzq
506102 爱已缺堤 萧亚轩 ayqd
500512 安静 萧亚轩 aj
510096 把心放进来 萧亚轩 bxfl
500544 拜托 萧亚轩 bt
565418 表白 萧亚轩 bb
573201 不爱请闪开 萧亚轩 baqsk
506248 不必发言 萧亚轩 bbfy
978279 不解释亲吻 萧亚轩 bjsqw
506295 不要后悔 萧亚轩 byhh
565494 不远 萧亚轩 by
500669 插曲 萧亚轩 cq
560269 长话短说 萧亚轩 chds
970298 逞强 萧亚轩 cq
970474 逞强 萧亚轩 cq
569268 冲动 萧亚轩 cd
514331 穿越时空遇见你 萧亚轩 cyskyjn
510290 窗外的天气 萧亚轩 cwdtq
880227 错的人 萧亚轩 cdr
503584 答应我 萧亚轩 dyw
565785 代言人 萧亚轩 dyr

100分的吻
100分的吻

super girl爱无畏



572882 倒数 萧亚轩 ds
503675 地下铁 萧亚轩 dxt
506579 电影预告 萧亚轩 dyyg
513076 多爱自己一下 萧亚轩 dazjyx
973843 放爱情一个假 萧亚轩 faqygj
978282 感伤 萧亚轩 gs
503825 告诉我 萧亚轩 gsw
501072 给我 萧亚轩 gw
516266 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 萧亚轩 gwcxandjh
501123 过去 萧亚轩 gq
971190 回不去了吗 萧亚轩 hbqlm
507070 回忆信笺 萧亚轩 hyxj
970299 剪刀嘴 萧亚轩 jdz
970508 剪刀嘴 萧亚轩 jdz
510815 简单的恋爱 萧亚轩 jddla
978280 劫后余生 萧亚轩 jhys
513227 节奏与布鲁士 萧亚轩 jzybls
510873 静静的看你 萧亚轩 jjdkn
501409 旧事 萧亚轩 js
510920 咖啡加伴侣 萧亚轩 kfbl
504140 开始爱 萧亚轩 ksa
507258 开始飞吧 萧亚轩 ksfb
707258 开始飞吧 萧亚轩 ksfb
501480 快歌 萧亚轩 kg
880973 狂想曲 萧亚轩 kxq
504184 来不及 萧亚轩 lbj
516607 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萧亚轩 lzdwdddmx
974082 浪费 萧亚轩 lf
569789 类似爱情 萧亚轩 lsaq
501533 离境 萧亚轩 lj
569402 两个人的寂寞 萧亚轩 lgrdjm
504354 没有人 萧亚轩 myr
511108 美丽的插曲 萧亚轩 mldcq
501678 秘密 萧亚轩 mm
501697 明天 萧亚轩 mt
501705 魔术 萧亚轩 ms
569966 你看不见的地方 萧亚轩 nkbjddf
507774 你来你走 萧亚轩 nlnz
516347 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萧亚轩 nswxzyjjt
511348 陪在你左右 萧亚轩 pznzy
504557 七点钟 萧亚轩 qdz
501861 蔷薇 萧亚轩 qw
513514 全心全意爱你 萧亚轩 qxqyan
880899 让爱飞起来 萧亚轩 rafql
572719 闪闪惹人爱 萧亚轩 ssrra
502039 伤痕 萧亚轩 sh
504679 上钩了 萧亚轩 sgl
504723 失去你 萧亚轩 sqn



508302 甩啦甩啦 萧亚轩 slsl
569620 速配程度 萧亚轩 spcd
513652 他和她的故事 萧亚轩 thtdgs
978281 天雷地火 萧亚轩 tldh
513669 天使暂时离开 萧亚轩 tszslk
511765 突然想起你 萧亚轩 trxqn
970300 玩笑 萧亚轩 wx
970443 玩笑 萧亚轩 wx
508555 万人着迷 萧亚轩 wrzm
511802 微笑的预感 萧亚轩 wxdyg
560751 未来的未来 萧亚轩 wldwl
500244 吻 萧亚轩 w
505006 问自己 萧亚轩 wzy
513728 我爱你那么多 萧亚轩 wannmd
970301 我爱我 萧亚轩 waw
970509 我爱我 萧亚轩 waw
566514 我的男朋友 萧亚轩 wdnpy
511890 我还记得你 萧亚轩 whjdn
508729 我就是我 萧亚轩 wjsw
511913 我们的寂寞 萧亚轩 wmdjm
574869 我们多久没牵手 萧亚轩 wmdjmqs
574870 我陪你哭 萧亚轩 wpnk
513805 我喜欢你快乐 萧亚轩 wxhnkl
564573 我要的世界 萧亚轩 wydsj
512119 下一次恋爱 萧亚轩 xycla
512128 先问你自己 萧亚轩 xwnzj
508929 相对无言 萧亚轩 xdwy
505235 想到你 萧亚轩 xdn
512174 想念圣诞节 萧亚轩 xnsdj
512181 想找一条船 萧亚轩 xzytc
880228 潇洒小姐 萧亚轩 xsxj
970297 萧亚轩 萧亚轩 xyx
509026 笑着爱你 萧亚轩 xzan
512279 幸福的地图 萧亚轩 xfddt
500262 夜 萧亚轩 y
515349 一辈子做你的女孩 萧亚轩 ybzzndnh
513973 一个人的精彩 萧亚轩 ygrdjc
970302 遗失的心跳 萧亚轩 ysdxt
970506 遗失的心跳 萧亚轩 ysdxt
505529 因为爱 萧亚轩 ywa
505533 因为你 萧亚轩 ywn
973844 有爱到就好 萧亚轩 yadjh
505577 雨季中 萧亚轩 yjz
502889 在乎 萧亚轩 zh
512673 至少还有你 萧亚轩 zshyn
509765 转眼之间 萧亚轩 zyzj
514132 准备好了没有 萧亚轩 zbhlmy
505749 自己人 萧亚轩 zjr



572883 钻石糖 萧亚轩 zst
515584 最熟悉的陌生人 萧亚轩 zsxdmsr
512663 只要有目标 zyymb
977224 给我多点时间爱你 萧羽心 gwddsjan
977626 恋上 萧羽心 ls
974982 爱着一个朋友 萧泽伦 azygpy
974983 诚心来感怀 萧泽伦 cxlgh
972833 牵手过日子 萧泽伦 qsgrz
972832 幸福的第一名 萧泽伦 xfddym
569752 主题歌 萧正楠 ztg
974518 离殇 ls
562251 小狗豆豆 xgdd
575135 航天员之歌 htyzg
561781 浪漫爱情 小安 lmaq
564697 依赖 小安 yl
572378 断桥 小宝 dq
572974 我就是爱你 小宝 wjsan
572377 一天一万年 小宝 ytywn
572614 你是我戒不掉的烟 小北 nswjbddy
509895 阿弟去当兵 小曾 adqdb
500643 布鞋 小曾 bx
507054 回家探亲 小曾 hjtq
507245 军中绿花 小曾 jzlh
510991 老兵你要走 小曾 lbnyz
504213 老前辈 小曾 lqb
515763 离开部队的那一天 小曾 lkbddnyt
511869 我的老班长 小曾 wdlbc
511936 我是你的兵 小曾 wsndb
505252 想战友 小曾 xzy
502910 战士 小曾 zs
509146 兄弟情深 xdqs
516123 一个退伍兵的爱情 ygtwbdaq
511567 小虫 ssaxz
508948 小虫 xxbm
509300 一往情深 小虫 ywqs
709300 一往情深 小虫 ywqs
976246 有你真好 小虫 ynzh
569056 与世无争 小虫 yswz
573125 伤之恋 小峰峰 szl
880834 伤之恋 小峰峰 szl
901751 小感动 小峰峰 xgd
880833 这个冬天我还在 小峰峰 zgdtwhz
500285 BACK HOME 小刚 bh
700285 BACK HOME 小刚 bh
563674 爱的告别式 小刚 adgbs
505969 爱过以后 小刚 agyh
509982 爱情的边缘 小刚 aqdby
512888 爱无边情无限 小刚 awbqwx

萧亚轩/陈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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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630 爱无所不在 小刚 awsbz
506234 别无所求 小刚 bwsq
510178 不会唱情歌 小刚 bhcqg
516541 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 小刚 bywwfshzm
512984 不再让你哭泣 小刚 bzrnkq
506313 不再奢望 小刚 bzsw
500668 侧脸 小刚 cl
500736 出卖 小刚 cm
500800 存在 小刚 cz
503581 错在我 小刚 czw
515672 第七十七次离开你 小刚 dqsqclkn
513075 多爱我一秒钟 小刚 dawymz
513080 多想让你知道 小刚 dxrnzd
514421 二分之一的爱情 小刚 efzydaq
510514 分离的伤感 小刚 fldsg
513100 风干我的悲伤 小刚 fgwdbs
514443 风雨中与你相守 小刚 fyzynxs
514459 告诉我你不爱我 小刚 gswnbaw
501061 割舍 小刚 gs
506792 给你的歌 小刚 gndg
571705 关不上的窗 小刚 gbsdc
506865 哈萨雅琪 小刚 hsyq
501243 还原 小刚 hy
501165 痕迹 小刚 hj
560521 坏感觉 小刚 hgj
501263 黄昏 小刚 hh
510772 吉普赛情人 小刚 jpsqr
507120 寂寞轰炸 小刚 jmhz
560522 寂寞沙洲冷 小刚 jmszl
504056 记事本 小刚 jsb
501467 口白 小刚 kb
563978 快乐练习曲 小刚 kllxq
567877 蓝色土耳其 小刚 lsteq
511000 泪也不敢流 小刚 lybgl
571515 恋人创世纪 小刚 lrcsj
564269 灵药 小刚 ly
564365 流金岁月 小刚 ljsy
560984 流逝 小刚 ls
513330 留下来给我爱 小刚 lxlgwa
504414 末班车 小刚 mbc
514751 那年我们十七岁 小刚 nnwmsqs
507696 男人海洋 小刚 nrhy
511252 你给的答案 小刚 ngdda
511298 你已不是你 小刚 nybsn
513471 女人的吻与爱 小刚 nrdwya
501773 暖风 小刚 nf
516655 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小刚 pzwyzdsjd
507869 啤酒泡泡 小刚 pjpp



507888 普通朋友 小刚 ptpy
564497 清晨女子 小刚 qcnz
567878 青花 小刚 qh
501926 晴空 小刚 qk
515908 如果你爱的不是我 小刚 rgnadbsw
568248 弱水三千 小刚 rssq
564268 伤痛无声 小刚 stws
560983 上海黑夜黎明 小刚 shhylm
513661 掏了心伤了心 小刚 tlxslx
502329 忘记 小刚 wj
702329 忘记 小刚 wj
511792 忘了坏情人 小刚 wlhqr
511812 为过去喝彩 小刚 wgqhc
505003 问真情 小刚 wzq
511876 我的心太乱 小刚 wdxtl
505071 我难过 小刚 wng
508784 我在身边 小刚 wzsb
508804 无悔缠绵 小刚 whcm
508932 相见甚欢 小刚 xjsh
513913 谢谢你陪着我 小刚 xxnpzw
502571 心结 小刚 xj
509083 心血来潮 小刚 xxlc
513933 新的夜旧的爱 小刚 xdyjda
560523 星空下 小刚 xkx
560107 异世界 小刚 ysj
509367 隐隐作痛 小刚 yyzt
502789 永夜 小刚 yy
509424 游戏爱情 小刚 yxaq
514044 越懂你越疼你 小刚 ydnytn
505604 再出发 小刚 zcf
515509 支离破碎的思念 小刚 zlpsdsn
514110 只为你做影子 小刚 zwnzyz
514142 最爱你的时候 小刚 zandsh
564055 最后慢舞 小刚 zhmw
510010 爱情你我他 aqnwt
567879 十字祝福 小钢 szzf
603302 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 小虎 dqdwysjqd
901568 多情的我遇上绝情的你 小虎 dqdwysjqd
500138 爱 小虎队 a
503957 红蜻蜓 小虎队 hqt
506974 蝴蝶飞呀 小虎队 hdfy
516298 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小虎队 kldgjyyyy
501541 骊歌 小虎队 lg
511411 青苹果乐园 小虎队 qpgly
501933 秋蝉 小虎队 qc
513942 星光依旧灿烂 小虎队 xgyjcl
512271 星星的约会 小虎队 xxdyh
502795 永远 小虎队 yy

小刚/谢丽金/张信哲



502884 再见 小虎队 zj
575137 再聚首 小虎队 zjs
975359 新年快乐 xnkl
973566 BE YOUR MAN 小护士 bym
561690 打勾勾 小护士 dgg
973567 疯子 小护士 fz
560985 摔电视 小护士 sds
978259 别再说分手 小贱 bzsfs
974562 对你告白 小贱 dngb
976328 魔女 小贱 mn
976327 你真的走了 小贱 nzdzl
573128 欠你的太多 小贱 qndtd
573127 最后是我开了口 小贱 zhswklk
573126 小小猪的大大爱 小杰 xxzddda
566736 老大 小柯 ld
568458 像爱你一样爱她 小柯 xanyyat
502713 遥望 小柯 yw
702713 遥望 小柯 yw
568459 越狱 小柯 yy
978287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wmhxznjg
574644 想说爱你 小辣椒乐团 xsan
571449 国王 小类 gw
571448 假若明天来临 小类 jrmtll
880846 dbq
901813 客官不可以 kgbky
571476 爱的不归路 小刘欢 adbgl
572142 你不懂爱 小刘欢 nbda
603055 你不懂爱 小刘欢 nbda
570482 真的不再爱我了吗 小刘欢 zdbzawlm
503618 大老二 小龙女 dle
503677 弟弟乖 小龙女 ddg
510477 多情追梦女 小龙女 dqzmn
504161 靠近我 小龙女 kjw
511364 七九九七九 小龙女 qjjqj
901831 四大天王 小麦 sdtw
515666 当我再爱你的时候 小鸣 dwzandsh
562180 刻下纹身之后 小鸣 kxwszh
562179 七月 小鸣 qy
760720 生命的希望不再失落 小鸣 smdxwbzsl
880188 爱上草原 小琴儿 ascy
568291 你的王子 小山 ndwz
568290 亲爱的我爱你 小山 qadwan
576047 小山 sg
568292 无悔的诺言 小山 whdny
901569 小山 xt
970303 大笑江湖 小沈阳 dxjh
970304 江湖啊江湖 小沈阳 jhajh
978169 亮 小沈阳 l

小虎队/忧欢派对

小柯/叶蓓

321对不起 小凌/徐良
小凌/徐良

伤感2010

心痛2011



971635 我的眼泪为谁飞 小沈阳 wdylwsf
571727 我叫小沈阳 小沈阳 wjxsy
603056 幸福的泪水 小沈阳 xfdls
573804 我只是个传说 wzsgcs
513994 一万个为什么 小松拓也 ywgwsm
568457 大不了是散 小宋佳 dblss
568961 女人的梦 小宋佳 nrdm
568962 如果我离开 小宋佳 rgwlk
562006 爱情三十六计 aqsslj
571725 流着泪说分手 小文 lzlsfs
575136 难以启齿的柔弱 小文 nyqcdrr
568293 西厢记 小昔米 xxj
562406 以为 小娴 yw
505701 中国鼓 小香玉 zgg
563599 E-MAIL 小雪 m
507409 离开的你 小雪 lkdn
501643 冒险 小雪 mx
513393 那些别人要的 小雪 nxbryd
505651 找幸福 小雪 zxf
570754 我的秘密花园 小鱼儿廖子褕 wdmmhy
973650 FIGHT 小宇 f
571823 爱上 小宇 as
568792 痴妹与王两 小宇 cmywl
973565 过渡期 小宇 gdq
572091 就站在这里 小宇 jzzzl
568570 没那么难 小宇 mnmn
568379 没有很会唱 小宇 myhhc
566274 你要什么就说 小宇 nysmjs
572092 漂亮女孩 小宇 plnh
571897 说分手之后 小宇 sfszh
568569 小宇 wzjlgca
569182 想你的习惯 小宇 xndxg
975024 一个光年的距离 小宇 yggndjl
572270 一颗苹果 小宇 ykpg
975025 再一次 小宇 zyc
973600 这几天 小宇 zjt
568380 终于说出口 小宇 zysck
974042 I NEED YOU 小宇宙 iny
575512 单身情歌 小玉荣子 dsqg
575513 好男人 小玉荣子 hnr
575515 情书 小玉荣子 qs
575514 往事如昔 小玉荣子 wsrx
575993 幸福啦啦歌 xfllg
880598 幸福啦啦歌 xfllg
603057 世上的女人都毒蛇 小舟 ssdnrdds
569648 爱的好辛苦 小庄 adhxk
569649 舞台上的女孩 小庄 wtsdnh
570180 学着忘记 小庄 xzwj

小沈阳/张艺谋

小丸子/信

我在角落观察ABC

小张钰/余润泽
小张钰/余润泽



563180 不想 晓枫 bx
570185 你要照顾好自己 晓枫 nyzghzj
571863 怕 晓枫 p
571477 前世罪 晓枫 qsz
573153 你是我的爱恋我的唯一 晓依 nswdalwdw
575182 你是我今世最美的缘 晓依 nswjszmdy
573810 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 晓依 ymyyzsnyb
575777 爱太累 晓月 atl
573651 复活的灵魂 晓月 fhdlh
575534 海誓山盟 晓月 hssm
574367 黑名单 晓月 hmd
574701 难道这就是爱 晓月 ndzjsa
573653 牵不到你的手 晓月 qbdnds
603058 如果爱情只是一种传说 晓月 rgaqzsyzc
571975 忘掉你却谈何容易 晓月 wdnqthry
603059 忘掉你却谈何容易 晓月 wdnqthry
575533 望夫石 晓月 wfs
573652 我的爱情我亲手埋葬 晓月 wdaqwqsmz
574700 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晓月 wdlnhjhj
575183 心伞 晓月 xs
575184 最后的哭泣 晓月 zhdkq
575116 BEAUTIFUL GIRL 啸楠 bg
575117 呼啸 啸楠 hx
566997 校园快乐帮 wsn
567250 受害者 shz
567115 爱情乞丐 aqq
574037 爱要怎么弥补 笑天 ayzmmb
576501 哥不是传说 笑天 gbscs
576502 让雪花带走我的思念 笑天 rxhdzwdsn
569356 黯然销魂掌 肖飞 rxhz
973716 大英雄 肖飞 dyx
574858 一个人的北京 肖飞 ygrdbj
570199 我不是刘德华 肖军 wbsldh
976384 一个人的错 肖亮 ygrdc
507209 九九情歌 jjqg
902016 神马 肖玄 sm
563307 敬酒歌 肖燕 jjg
563310 美丽的广西 肖燕 mldgx
563305 女儿香 肖燕 nex
563309 生命中的天使 肖燕 smzdts
563308 水灵灵的眼睛 肖燕 slldyj
563306 我的月亮 肖燕 wdyl
570687 承诺 肖阳 cn
570878 肖阳 gsm
901915 邻家妹妹 肖阳 ljmm
764904 失去你 肖阳 sqn
572818 你的爱情太虚伪 肖遥 ndaqtxw
977713 I HAVE A DREAM 谢安琪 ihad

我是NO.1
校园快乐帮/郑博夫
校园快乐帮/卓义峰

肖天/杨阳

故事.梦



981228 脆弱 谢安琪 cr
572480 但愿人长久 谢安琪 dyrzj
978257 可乐 谢安琪 kl
575885 拾年 谢安琪 sn
977881 她说 谢安琪 ts
977191 我们都被忘了 谢安琪 wmdbwl
977244 眼泪的名字 谢安琪 yldmz
506013 爱情长跑 谢采云 aqcp
510016 爱情像汽球 谢采云 aqxqq
503347 白兰香 谢采云 blx
514335 春风吻上我的脸 谢采云 cfwswdl
510297 春来人不来 谢采云 clrbl
503568 春之梦 谢采云 czm
503721 断肠红 谢采云 dch
510592 姑娘羞答答 谢采云 gnxdd
501111 归人 谢采云 gr
506871 海角天涯 谢采云 hjty
510659 何日君再来 谢采云 hrjzl
510678 红花襟上插 谢采云 hhjsc
506970 湖畔四拍 谢采云 hpsp
504031 回娘家 谢采云 hnj
507077 魂索旧梦 谢采云 hsjm
51573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谢采云 jjybnndj
510865 襟上一朵花 谢采云 jsydh
510872 静静的河边 谢采云 jjdhb
501447 拷红 谢采云 kh
504171 苦情花 谢采云 kqh
510982 郎如春日风 谢采云 lrcrf
501538 离情 谢采云 lq
504291 露珠儿 谢采云 lze
504324 卖相思 谢采云 mxs
504360 梅花梦 谢采云 mhm
504454 难分离 谢采云 nfl
504500 女儿圈 谢采云 neq
504572 敲敲门 谢采云 qqm
507996 情人恰恰 谢采云 qrqq
514869 情诗写在彩云上 谢采云 qsxzcys
501934 秋词 谢采云 qc
508034 秋水伊人 谢采云 qsyr
511464 缺少一根绳 谢采云 qsygs
504682 上花轿 谢采云 shj
511652 谁是心上人 谢采云 ssxsr
511653 谁是知音人 谢采云 sszyr
508471 天涯歌女 谢采云 tygn
508580 望穿秋水 谢采云 wcqs
515074 望着天空的女孩 谢采云 wztkdnh
505189 西湖春 谢采云 xhc
505400 雪里红 谢采云 xlh



505414 寻梦园 谢采云 xmy
502730 夜空 谢采云 yk
512366 一缕相思情 谢采云 ylxsq
512367 一年又一年 谢采云 ynyyn
505540 樱花泪 谢采云 yhl
512441 永远不更改 谢采云 yybgg
500269 缘 谢采云 y
509525 月满西楼 谢采云 ymxl
512606 针线本相连 谢采云 zxbxl
505710 钟山春 谢采云 zsc
515561 总有一天等到你 谢采云 zyytddn
509825 最后一夜 谢采云 zhyy
515592 昨夜你对我一笑 谢采云 zyndwyz
575302 倔强的海 谢丹 jqdh
572659 贼拉拉的爱你 谢丹 zlldan
977899 明天不上班 谢帝 mtbsb
506867 孩子他爸 谢东 hztb
504181 啦啦啦 谢东 lll
510972 拉着你的手 谢东 lznds
507408 离家回家 谢东 ljhj
511912 我们的故事 谢东 wmdgs
513892 像风一样自由 谢东 xfyyzy
502554 笑脸 谢东 xl
509264 一路等候 谢东 yldh
509714 中华民谣 谢东 zhmy
709714 中华民谣 谢东 zhmy
573855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谢和弦 dqqsmynmw
571609 对你爱不完 谢和弦 dnabw
571759 过来人 谢和弦 glr
970305 寂寞疯了 谢和弦 jmfl
970407 寂寞疯了 谢和弦 jmfl
571610 虽然很芭乐 谢和弦 srhbl
974502 于是长大了以后 谢和弦 yszdlyh
971416 柳树下 lsx
572832 你不爱我就分手吧 谢宏 nbawjfsb
572833 请再爱我一回 谢宏 qzawyh
574895 死了都要爱 谢宏 sldya
567826 情人博客 谢华 qrbk
564740 我一直在路上 谢华 wyzzls
567827 罪过 谢华 zg
767827 罪过 谢华 zg
976190 爱不要遗憾 abyyh
512982 不再迷信爱情 谢津 bzmxaq
508322 说唱面谱 谢津 scmp
515153 我就要失去感觉 谢津 wjysqgj
563622 DANCING ALL NIGHT 谢金燕 dan
763622 DANCING ALL NIGHT 谢金燕 dan
505893 爱得辛苦 谢金燕 adxk

谢和弦/徐佳莹

谢慧娴/谢佳见



512886 爱我就趁现在 谢金燕 awjcxz
974822 不痛 谢金燕 bt
974851 长头发 谢金燕 ztf
563623 极速的爱 谢金燕 jsda
974849 决心放你离开 谢金燕 jxfnlk
567223 谢金燕 lwgzd
563626 麦搁在这废话 谢金燕 mgzzfh
561121 玫瑰星球 谢金燕 mgxq
561120 潘朵拉 谢金燕 pdl
761120 潘朵拉 谢金燕 pdl
971218 青春日记 谢金燕 qcrj
974850 情歌 谢金燕 qg
563624 蛇与苹果 谢金燕 sypg
564518 算什么 谢金燕 ssm
971212 我要幸福 谢金燕 wyxf
563625 香榭大道 谢金燕 xdd
509432 有爱无胆 谢金燕 yawd
974823 造飞机 谢金燕 zf
516496 站在左岸想右岸的你 谢金燕 zzzaxyadn
563621 等你 谢军 dn
510634 憨哥哥的歌 谢军 hggdg
563620 回到初恋 谢军 hdcl
562188 美好的爱情 谢军 mhdaq
561961 那一夜 谢军 nyy
561959 你不是我的月亮我不是你的云 谢军 nbswdylwb
561960 牵手续缘 谢军 qsxy
573217 碎心石 谢军 sxs
563619 乌蓬船 谢军 wpc
564575 相思 谢军 xs
571106 心在跳情在烧 谢军 xztqzs
567838 又一夜 谢军 yyy
560775 天空没有下雨 谢坤达 tkmyxy
571765 春天 谢雷 ct
506740 负心的人 谢雷 fxdr
507298 苦酒满杯 谢雷 kjmb
508002 情人再见 谢雷 qrzj
503335 暗恋你 谢丽金 aln
975001 爱你无理由 谢莉婷 anwly
975002 痴心阮的名 谢莉婷 cxrdm
975000 坚强的女性 谢莉婷 jqdnx
974999 一阵风雨 谢莉婷 yzfy
513390 哪里有我的家 nlywdj
507443 两条路上 谢玲玲 ltls
574894 中国小子 谢孟伟 zgxz
566618 谢娜 nzy
565932 菠萝菠萝蜜 谢娜 blblm
576150 给不了的幸福 谢娜 gbldxf
571192 化骨绵掌 谢娜 hgmz

练舞功之DJ

谢亮子/彭泽

NANA主义



576149 我只要你爱我 谢娜 wzynaw
576053 娜样纯杰的爱恋 nycjdal
973802 WHAT'S MINE 谢沛恩 wm
973852 不是不爱我 谢沛恩 bsbaw
973643 独一无二的女孩 谢沛恩 dywednh
974064 两个人都有孤独的勇气 谢沛恩 lgrdygddy
974284 漂流木 谢沛恩 plm
570315 完结篇 谢沛恩 wjp
974283 文艺电影 谢沛恩 wydy
976207 末次见面 谢容 mcjm
976206 弯月亮 谢容儿 wyl
503091 谢霆锋 ebygl
571985 TONIGHT 谢霆锋 t
565052 爱的跷板 谢霆锋 adb
562440 爱回来 谢霆锋 ahl
506119 遨游飞翔 谢霆锋 ayfx
506171 暴风飞奔 谢霆锋 bf
564153 边走边爱 谢霆锋 bzba
500604 冰河 谢霆锋 bh
506245 不爱跳舞 谢霆锋 batw
706245 不爱跳舞 谢霆锋 batw
506269 不会走远 谢霆锋 bhzy
503463 不耐烦 谢霆锋 bnf
500631 不散 谢霆锋 bs
514074 曾经爱过的人 谢霆锋 cjagdr
565050 成者为王 谢霆锋 czww
514361 大路上有微生物 谢霆锋 dlsywsw
510342 大眼睛姑娘 谢霆锋 dyjgn
500861 点歌 谢霆锋 dg
510460 对你爱不完 谢霆锋 dnabw
503749 犯了错 谢霆锋 flc
510512 非一般梦想 谢霆锋 fybmx
562441 给天使看的戏 谢霆锋 gtskdx
506813 够了没有 谢霆锋 glmy
510609 挂念你是我 谢霆锋 gnnsw
565164 黑夜 谢霆锋 hy
500181 慌 谢霆锋 h
562125 黄种人 谢霆锋 hzr
565051 活该 谢霆锋 hg
562748 寂寞堂口 谢霆锋 jmtk
510835 今生共相伴 谢霆锋 jsgxb
504118 旧伤口 谢霆锋 jsk
704118 旧伤口 谢霆锋 jsk
572161 可以可以吗 谢霆锋 kykym
507455 零度寂寞 谢霆锋 ldjm
504303 罗生门 谢霆锋 lsm
563629 模特儿 谢霆锋 mte
511244 你不会了解 谢霆锋 nbhlj

谢娜/张杰

281公里



563918 你还要我做什么 谢霆锋 nhywzsm
562438 你微笑时好美 谢霆锋 nwxshm
504517 怕什么 谢霆锋 psm
565053 秋千 谢霆锋 qq
513545 如果没有感觉 谢霆锋 rgmygj
516673 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 谢霆锋 rgyksnasd
563627 伤心没什么 谢霆锋 sxmsm
562747 上一次下一次 谢霆锋 sycxyc
504768 谁哭了 谢霆锋 skl
565163 逃离世界 谢霆锋 tlsj
574896 体无完肤 谢霆锋 twwf
502231 天使 谢霆锋 ts
508570 忘记过去 谢霆锋 wjgq
502370 瘟疫 谢霆锋 wy
562308 我没有 谢霆锋 wmy
502399 我们 谢霆锋 wm
502414 无形 谢霆锋 wx
508909 下手太重 谢霆锋 xstz
502490 香水 谢霆锋 xs
508986 向爱挑战 谢霆锋 xatz
513912 谢霆锋 xxndayjjj
502710 摇晃 谢霆锋 yh
515336 要我怎么忘了他 谢霆锋 ywzmwlt
515345 夜了醉了就想哭 谢霆锋 ylzljxk
505484 一点红 谢霆锋 ydh
514005 因为爱所以爱 谢霆锋 ywasya
565049 勇敢做人 谢霆锋 ygzr
562439 勇者之歌 谢霆锋 yzzg
509553 再爱一遍 谢霆锋 zayb
562309 战 谢霆锋 z
515525 只要为你活一天 谢霆锋 zywnhyt
571986 终点站 谢霆锋 zdz
562749 烛光 谢霆锋 zg
514150 最快到达的梦 谢霆锋 zkdddm
573219 谁比我真 sbwz
575306 寂寞情歌 谢桐 jmqg
513323 刘大娘笑呵呵 谢小君 ldnzhh
503530 扯白歌 cbg
568528 忘了谁 谢言 wls
509927 爱的进行曲 谢曜仲 adjxq
569972 难得糊涂 谢有才 ndht
573218 算了吧 谢有才 slb
574445 等着你的电话 谢宇文 dznddh
572473 下一个男人 谢宇文 xygnr
603303 下一个男人 谢宇文 xygnr
510035 爱是空心菜 谢雨欣 askxc
514229 爱是怎样炼成的 谢雨欣 aszylcd
503489 步步高 谢雨欣 bbg

谢谢你的爱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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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489 步步高 谢雨欣 bbg
513007 穿裙子的季节 谢雨欣 cqzdjj
713007 穿裙子的季节 谢雨欣 cqzdjj
500830 单恋 谢雨欣 dl
513053 等你不怕夜长 谢雨欣 dnbpyc
503682 第三天 谢雨欣 dst
503883 濠江谣 谢雨欣 hjy
501179 红叶 谢雨欣 hy
501214 花街 谢雨欣 hj
510767 火星有点烫 谢雨欣 hxydt
514558 将爱情进行到底 谢雨欣 jaqjxdd
564576 老公老公我爱你 谢雨欣 lglgwan
501716 木偶 谢雨欣 mo
515832 你能让我上天入地 谢雨欣 nnrwstrd
501816 破绽 谢雨欣 pz
500232 谁 谢雨欣 s
700232 谁 谢雨欣 s
508203 生命如歌 谢雨欣 smrg
515038 天上的云我的心 谢雨欣 tsdywdx
504901 天仙子 谢雨欣 txz
511819 为你我愿意 谢雨欣 wnwyy
516713 我不愿我的猜疑是真的 谢雨欣 wbywdcysz
508695 我的思念 谢雨欣 wdsn
509107 新年快乐 谢雨欣 xnkl
500258 烟 谢雨欣 y
512324 阳光的祝愿 谢雨欣 ygdzy
502712 遥望 谢雨欣 yw
702712 遥望 谢雨欣 yw
512565 在爱人身边 谢雨欣 zarsb
574891 傻瓜都知道 谢子歌 sgdzd
574892 心爱的宝贝 谢子歌 xadbb
574893 永不放弃 谢子歌 ybfq
880868 雪花儿飘 心海 xhep
603060 千年缘 心蓝 qny
505795 心跳男孩 ewqs
510013 爱情时间差 心跳男孩 aqsjc
506091 爱我多好 心跳男孩 awdh
513074 对不起我爱你 心跳男孩 dbqwan
510511 非常男女生 心跳男孩 fcnns
510928 看谁能不败 心跳男孩 ksnbb
511099 心跳男孩 myted
514816 你永远不会孤独 心跳男孩 nyybhgd
502156 思念 心跳男孩 sn
502584 心跳 心跳男孩 xt
512270 星期天日记 心跳男孩 xqtrj
505505 一起来 心跳男孩 yql
502914 掌握 心跳男孩 zw
973570 蟾蜍姑娘 新宝岛康乐队 cc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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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817 大地 新宝岛康乐队 dd
973568 吊虾仔 新宝岛康乐队 dxz
973604 光明戏院 新宝岛康乐队 gmxy
564504 猴子歌 新宝岛康乐队 hzg
973605 路途 新宝岛康乐队 lt
973569 美瑶村 新宝岛康乐队 myc
575175 我们可以在一起 新裤子 wmkyzyq
603061 我们可以在一起 新裤子 wmkyzyq
575176 野人也有爱 新裤子 yryya
603062 野人也有爱 新裤子 yryya
574366 大兵小将 新七小福 dbxj
574365 新七小福 yzjy
573498 不老的月亮 bldyl
503247 哎呀呀 新少年俱乐部 ayy
505661 这感觉 新舞器 zgj
574696 日记 新香水乐队 rj
571300 生命之不能承受 薪羽 smzbncs
571302 越爱越美 薪羽 yaym
571301 祝福你 薪羽 zfn
976480 爱情追兵 辛龙 aqzb
573567 光亮 辛龙 gl
976478 坏透了 辛龙 htl
573568 结婚吧 辛龙 jhb
976479 明日晴 辛龙 mrq
573857 男人的海边 辛龙 nrdhb
976559 生命如歌 辛龙 smrg
901711 四季 辛龙 sj
573856 听不到自己 辛龙 tbdzj
976236 我就是爱 辛龙 wjsa
901728 小鱼儿 辛龙 xye
976160 再苦也要幸福 辛龙 zkyyxf
500039 EVERYTHING 辛晓琪 e
500362 I BELIEVE 辛晓琪 ib
500472 哀愁 辛晓琪 ac
700472 哀愁 辛晓琪 ac
566781 爱的回答 辛晓琪 adhd
506025 爱情故事 辛晓琪 aqgs
506053 爱情余味 辛晓琪 aqyw
706053 爱情余味 辛晓琪 aqyw
516214 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 辛晓琪 astbzswdc
510153 别问旧伤口 辛晓琪 bwjsk
500612 玻璃 辛晓琪 bl
510195 不如这样吧 辛晓琪 brzyb
710195 不如这样吧 辛晓琪 brzyb
564626 承诺 辛晓琪 cn
500705 承认 辛晓琪 cr
700705 承认 辛晓琪 cr
510375 当大雨过后 辛晓琪 ddy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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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70 当我身旁有你在 辛晓琪 dwspynz
566465 第几次爱上你 辛晓琪 djcasn
503763 放弃你 辛晓琪 fqn
501038 感动 辛晓琪 gd
566563 过了就好 辛晓琪 gljh
501255 荒唐 辛晓琪 ht
513253 就让我这样吧 辛晓琪 jrwzyb
513276 可爱的玫瑰花 辛晓琪 kadmgh
713276 可爱的玫瑰花 辛晓琪 kadmgh
567276 渴望 辛晓琪 kw
566782 空窗 辛晓琪 kc
507419 俩俩相忘 辛晓琪 llxw
707419 俩俩相忘 辛晓琪 llxw
504248 恋人啊 辛晓琪 lra
704248 恋人啊 辛晓琪 lra
501581 领悟 辛晓琪 lw
701581 领悟 辛晓琪 lw
507560 每个女人 辛晓琪 mgnr
501674 迷途 辛晓琪 mt
701674 迷途 辛晓琪 mt
507817 你走之前 辛晓琪 nzzq
51587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辛晓琪 nrhkwnnr
71587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辛晓琪 nrhkwnnr
502128 谁啊 辛晓琪 sa
508189 深情难了 辛晓琪 sqnl
511664 说谎的女人 辛晓琪 shdnr
711664 说谎的女人 辛晓琪 shdnr
508397 谈情看爱 辛晓琪 tqka
708397 谈情看爱 辛晓琪 tqka
502191 忐忑 辛晓琪 t
973247 听寂寞说 辛晓琪 tjms
502275 童话 辛晓琪 th
502358 位子 辛晓琪 wz
502361 味道 辛晓琪 wd
702361 味道 辛晓琪 wd
505061 我就要 辛晓琪 wjy
516049 我也会爱上别人的 辛晓琪 wyhasbrd
505109 我也想 辛晓琪 wyx
566522 无名指的幸福 辛晓琪 wmzdxf
505135 无声雨 辛晓琪 wsy
509051 心里有树 辛晓琪 xlys
709051 心里有树 辛晓琪 xlys
502608 信任 辛晓琪 xr
702608 信任 辛晓琪 xr
500257 烟 辛晓琪 y
505426 眼前人 辛晓琪 yqr
705426 眼前人 辛晓琪 yqr
512356 一个人甜蜜 辛晓琪 ygrtm



571718 一夜之间 辛晓琪 yyzj
502757 遗忘 辛晓琪 yw
702757 遗忘 辛晓琪 yw
567277 遗忘的结晶 辛晓琪 ywdjj
509366 隐隐寂寞 辛晓琪 yyjm
709366 隐隐寂寞 辛晓琪 yyjm
502796 永远 辛晓琪 yy
972403 悠游自在 辛晓琪 yyzz
514064 在你背影守候 辛晓琪 znbysh
714064 在你背影守候 辛晓琪 znbysh
502902 怎么 辛晓琪 zm
972404 真实 辛晓琪 zs
502965 执著 辛晓琪 zz
974575 至少还有你 辛晓琪 zshyn
503046 自私 辛晓琪 zs
503060 走过 辛晓琪 zg
562312 最难的梦 辛晓琪 zndm
503008 祝福 zf
508191 深情相拥 sqxy
510501 仿佛是昨天 fszt
975986 当爱已成往事 daycws
514703 每个爱情都危险 mgaqdwx
714703 每个爱情都危险 mgaqdwx
515792 每一个爱情都危险 mygaqdwx
514432 放一百二十个心 辛欣 fybesgx
507069 回忆列车 辛欣 hylc
501527 冷酷 辛欣 lk
516377 如果当初少爱你一点 辛欣 rgdcsanyd
516746 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辛欣 wyzzzbnsh
568533 远 辛欣 y
506529 倒数计时 辛子奇 dsjs
504224 冷咖啡 辛子奇 lkf
563364 老鼠不敢爱大米 馨馨 lsbgadm
567393 RUN2008 信 r
569995 TAKE ME TO THE STAR 信 tmts
974909 暗藏后悔 信 achh
570273 信 bo
570510 超越 信 cy
573367 趁我 信 cw
561682 痴痴的等 信 ccdd
567604 错了 信 cl
569996 告别的时代 信 gbdsd
575090 公主的迷信 信 gzdmx
972973 恨爱不成钢 信 habcg
570511 魂 信 h
573481 火烧的寂寞 信 hsdjm
573586 靠背 信 kb
566317 累了 信 ll

辛晓琪/郭子
辛晓琪/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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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晓琪/周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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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821 沦陷 信 lx
972844 你存在 信 ncz
568064 朋友的诗 信 pyds
562146 牵挂 信 qg
976304 让每个人都心碎 信 rmgrdxs
970822 莎呦哪啦 信 synl
567601 伤城 信 sc
567602 手拥 信 sy
567508 天知道 信 tzd
567394 我恨你 信 whn
973034 我记得 信 wjd
972845 我选择笑 信 wxzx
570509 小时候 信 xsh
567603 英国的夏天 信 ygdxt
574141 追赶世界 信 zgsj
561708 如果还有明天 rghymt
509884 信乐团 onibj
514296 不会消失的夜晚 信乐团 bhxsdyw
560452 不认输 信乐团 brs
560453 从今以后 信乐团 cjyh
563588 大惊小怪 信乐团 djxg
560064 带刺的蝴蝶 信乐团 dcdhd
506611 断了思念 信乐团 dlsn
506873 海阔天空 信乐团 hktk
970700 回不去了 信乐团 hbql
501282 活该 信乐团 hg
562236 假如 信乐团 jr
762236 假如 信乐团 jr
562458 离歌 信乐团 lg
970306 情殇 信乐团 qs
508272 世界末日 信乐团 sjmr
502123 甩开 信乐团 sk
511677 死了都要爱 信乐团 sldya
508433 天高地厚 信乐团 tgdh
502227 天亮 信乐团 tl
515034 天亮以后说分手 信乐团 tlyhsfs
560454 挑衅 信乐团 tx
508978 想你的夜 信乐团 xndy
509263 一了百了 信乐团 ylbl
509337 移民火星 信乐团 ymhx
562370 因为有你 信乐团 ywyn
560455 英雄 信乐团 yx
575696 原来 信乐团 yl
974564 哭笑 星弟 kx
573152 我会很诚实 星弟 whhcs
568579 你们是我的星光 nmswdxg
566768 因为我相信 星光帮 ywwxx
568145 总在我身边 星光帮 zzw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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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611 总在我身旁 星光帮 zzwsp
571647 我没喝多 星光天王团 wmhd
561793 星盒子 d
976340 哥们 星君 gm
568480 爱情苦酒 星子 aqkj
567334 很想爱你 星子 hxan
566740 七色雨 星子 qsy
568481 让我再看你一眼 星子 rwzknyy
567331 三月 星子 sy
567335 生命如雨 星子 smry
566741 天堂心 星子 tx
566742 幸福 星子 xf
567333 因为我爱你 星子 ywwan
566743 永远都是我的 星子 yydswd
567332 值得 星子 zd
513673 天天是新太阳 邢笛 tsxty
570887 哭泣的玫瑰 邢美美 kqdmg
575316 圣诞雪 邢美美 sdx
975876 FARAWAY 倖田來未 f
571266 嫁衣 幸福大街 jy
567054 漫长的约会 兄弟联 mcdyh
973654 BEAUTIFUL CHAOS 熊宝贝乐团 bc
973575 THIS IS WHAT I WANT 熊宝贝乐团 tiwiw
563578 和平之城 熊宝贝乐团 hpzc
563778 环岛旅行 熊宝贝乐团 hdlx
563652 简单 熊宝贝乐团 jd
974049 渔人 熊宝贝乐团 yr
503405 毕业歌 熊卿才 byg
703405 毕业歌 熊卿才 byg
569937 你我同在 熊汝霖 nwtz
569938 完美结局 熊汝霖 wmjj
500372 I WISH 熊天平 iw
500398 MR.MOON 熊天平 m
568397 爱的真正重量 熊天平 adzzzl
510002 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 aqdnh
710002 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 aqdnh
500538 摆脱 熊天平 bt
500624 不换 熊天平 bh
603304 藏书人 熊天平 csr
513027 大雨带我逃亡 熊天平 dydwtw
507086 火柴天堂 熊天平 hct
510899 就爱到这里 熊天平 jadzl
516316 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 熊天平 myfmymdgn
501734 难说 熊天平 ns
508112 如果可以 熊天平 rgky
508713 我都在乎 熊天平 wdzh
513917 心碎的冰咖啡 熊天平 xsdbkf
509086 心有灵犀 熊天平 xy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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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98 雪候鸟 熊天平 xhn
512352 一个人流浪 熊天平 ygrll
509519 月亮森林 熊天平 ylsl
512759 最后还是会 熊天平 zhhsh
507954 青春舞曲 qcwq
509465 愚人码头 yrmt
513837 我只能相信你 wznxxn
506019 爱情电影 aqdy
507753 你的眼睛 ndyj
574387 请在我身边 qzwsb
574386 团团圆圆 tyy
503352 白日梦 咻比嘟哗 brm
506939 黑夜白天 咻比嘟哗 hybt
504163 空杯子 咻比嘟哗 kbz
501837 起点 咻比嘟哗 qd
508268 世界末日 咻比嘟哗 sjmr
508546 完全占有 咻比嘟哗 wqzy
504948 忘记你 咻比嘟哗 wjn
505032 我承认 咻比嘟哗 wcr
508795 呜漆吗黑 咻比嘟哗 wqmh
505454 野孩子 咻比嘟哗 yhz
576124 那从前 秀爱组合 ncq
503186 NEVER LOVE AGAIN 秀兰玛雅 nla
506237 冰岛渔夫 秀兰玛雅 bdyf
974805 第三月台 秀兰玛雅 dsyt
976768 花醒了 秀兰玛雅 hxl
504119 秀兰玛雅 jxp
974804 体无完肤 秀兰玛雅 twwf
508496 听我唱歌 秀兰玛雅 twcg
508625 违章建筑 秀兰玛雅 wzjz
502909 战火 秀兰玛雅 zh
516497 这个男人曾经是我的 秀兰玛雅 zgnrcjswd
515493 这里离家有多远 秀兰玛雅 zlljydy
901730 别让我失望 brwsw
901800 蓝色的思念 胥兰英 lsdsn
902022 蓝色的思念 胥兰英 lsdsn
901801 如果我真的离开你 胥兰英 rgwzdlkn
902021 如果我真的离开你 胥兰英 rgwzdlkn
563893 爱若留不住 徐昌龙 arlbz
574692 芭比 徐黛妮 bb
502711 摇梦 徐芳芳 ym
880168 你我的世界 徐海琴 nwdsj
900168 你我的世界 徐海琴 nwdsj
575169 守着寂寞守着你 徐海琴 szjmszn
575154 输的是我赢的不是你 sdswydbsn
974320 逆风 徐海星 nf
972969 美女与野兽 mnyys
972952 星星 xx

熊天平/瞿颖
熊天平/齐秦
熊天平/阮丹青
熊天平/许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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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953 自己 zj
571453 BAD GIRL 徐浩 bg
575172 风色幻想 徐颢菲 fshx
508079 人间游戏 徐华凤 rjyx
567190 傻女人 徐华凤 snr
565067 一半一半 徐华凤 ybyb
509846 5678 GOING 徐怀钰 wlqbg
566419 BAD GIRL 徐怀钰 bg
500298 CALL ME 徐怀钰 cm
500304 CHOCOLATE BOY 徐怀钰 cb
503118 DON'T SAY GOODBYE 徐怀钰 dsg
503121 DUB I DUB 徐怀钰 did
503128 GIVE ME FIVE 徐怀钰 gmf
503142 I CAN'T CRY 徐怀钰 icc
703142 I CAN'T CRY 徐怀钰 icc
503184 NA NA NA 徐怀钰 nnn
500454 TI AMO 徐怀钰 ta
505903 爱的叮咚 徐怀钰 addd
512880 爱是一道光芒 徐怀钰 asydgm
506084 爱太沉重 徐怀钰 atcz
514230 爱像一场重感冒 徐怀钰 axyccgm
500866 叮咚 徐怀钰 dd
700866 叮咚 徐怀钰 dd
566457 堕落天使 徐怀钰 dlts
503769 飞起来 徐怀钰 fql
500979 分飞 徐怀钰 f
501100 怪兽 徐怀钰 gs
510669 黑色星期天 徐怀钰 hsxqt
501335 简讯 徐怀钰 jx
501615 乱了 徐怀钰 ll
507531 冒险汽球 徐怀钰 mxqq
500217 谜 徐怀钰 m
504404 妙妙妙 徐怀钰 mmm
511257 你还记得吗 徐怀钰 nhjdm
515853 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徐怀钰 nywzxtjm
501978 热恋 徐怀钰 rl
566725 如果在你的怀里满足的死掉 徐怀钰 rgzndhlmz
502010 入戏 徐怀钰 rx
504764 谁不乖 徐怀钰 sbg
508234 失踪日记 徐怀钰 szrj
564735 誓言 徐怀钰 sy
502176 踏浪 徐怀钰 tl
502229 天使 徐怀钰 ts
702229 天使 徐怀钰 ts
508543 完美小姐 徐怀钰 wmxj
502369 温习 徐怀钰 wx
513742 我不想一个人 徐怀钰 wbxygr
505030 我不要 徐怀钰 wby

徐海星/中国好声音



508747 我是女生 徐怀钰 wsns
505087 我挺你 徐怀钰 wtn
508772 我要快乐 徐怀钰 wykl
515192 我又不是没爱过 徐怀钰 wybsmag
512046 无边际的梦 徐怀钰 wbjdm
508985 想一个他 徐怀钰 xygt
505254 向前冲 徐怀钰 xqc
566552 小女人的心 徐怀钰 xnrdx
566420 心中的遗憾 徐怀钰 xzdyh
509430 友情卡片 徐怀钰 yqkp
502833 雨伞 徐怀钰 ys
512657 只想被你爱 徐怀钰 zxbna
503669 等不及 dbj
509025 笑脸盈盈 zlyy
502130 水晶 sj
971581 不难 徐佳莹 bn
971643 不怕庆祝 徐佳莹 bpqz
572276 出口 徐佳莹 ck
603305 出口 徐佳莹 ck
880258 迪斯可 徐佳莹 dsk
972393 调色盘 徐佳莹 tsp
572026 哼情歌 徐佳莹 hqg
603063 哼情歌 徐佳莹 hqg
880259 极限 徐佳莹 jx
880260 惧高症 徐佳莹 jgz
974868 理想人生 徐佳莹 lxrs
880900 绿洲 徐佳莹 lz
971582 你敢不敢 徐佳莹 ngbg
571828 身骑白马 徐佳莹 sqbm
571902 失落沙洲 徐佳莹 slsz
572027 喔伊细 徐佳莹 wyx
603064 喔伊细 徐佳莹 wyx
980731 我好想你 徐佳莹 whxn
980730 修炼爱情 徐佳莹 xlaq
976467 夜盲症 徐佳莹 ymz
572275 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 yydyg
603306 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 yydyg
560574 出走 徐嘉良 cz
560577 旅途 徐嘉良 lt
560578 徐嘉良 mk
560576 我的白天是你的夜晚 徐嘉良 wdbtsndyw
560575 我期待 徐嘉良 wqd
880169 大声喊出我爱你 徐健淇 dshcwan
509870 I WANNA BE WITH YOU 徐婕儿 iwbwy
503222 TIC TAC TOE 徐婕儿 tt
510199 不想让你走 徐婕儿 bxrnz
567191 错误的相遇 徐婕儿 cwdxy
510619 国王的新衣 徐婕儿 gwdxy

徐怀钰/JUN
徐怀钰/胡兵
徐怀钰/任贤齐

麦客(无原唱)



514672 没有你的每一天 徐婕儿 myndmyt
714672 没有你的每一天 徐婕儿 myndmyt
507844 女人不坏 徐婕儿 nrbh
511900 我可以忍受 徐婕儿 wkyrs
561014 一天一点 徐婕儿 ytyd
501210 花海 hh
575168 幸福的位置 徐杰 xfdwz
570109 分手那天 徐靖博 fsnt
573144 往事只能回味 徐靖博 wsznhw
564543 梦想照进现实 徐静蕾 mxzjxs
514988 手提羊毫喜洋洋 徐君 styhxyy
505642 徐丽娟 zht
569439 花木兰 徐立 hml
569440 金木水火土 徐立 jmsht
974481 掏空了快乐 徐立 tklkl
974480 只忘了一些 徐立 zwlyx
971627 等你在下辈子的路口 徐连国 dnzxbzdlk
574019 我不再是你疼爱的人 徐连国 wbzsntadr
574187 这个冬天特别冷 徐连国 zgdtbl
880161 黑白相纸 徐良 hbxz
880162 靠近 徐良 kj
880332 也许 徐良 yx
880163 自由 徐良 zy
901891 坏女孩 hnh
901536 在回忆中死去 zhyzsq
981006 他的猫 tdm
981372 邂逅 xh
575170 关灯的时候 gddsh
574690 你不是我 nbsw
574691 小恋曲 xlq
575171 笑着哭 xzk
573142 缠绵之后 徐罗斌 cmzh
514379 得民心者得天下 徐沛东 dmxzdtx
564417 彩云之南 徐千雅 cyzn
764417 彩云之南 徐千雅 cyzn
901784 芳香之城 徐千雅 fxzc
569923 高山有好水 徐千雅 gsyhs
975952 望襄阳 徐千雅 wxy
975951 我和你在一起 徐千雅 whnzyq
975950 中国看见 徐千雅 zgkj
567815 坐上火车去拉萨 徐千雅 zshcqls
568224 徐千雅 zshcqlszd
569219 家乡山水几多情 徐秋菊 jxssjdq
569218 客家情 徐秋菊 kjq
569217 客家山歌传五州 徐秋菊 kjsgcwz
569216 客家乡亲 徐秋菊 kjxq
569223 梅花端的种眉州 徐秋菊 mhddzmz
569222 徐秋菊 mzwdjx

徐婕儿/陈司翰

摘核桃(欣赏版)

徐良/小凌
徐良/小暖
徐良/杨曦
徐良/杨洋
徐良L
徐良L
徐良L
徐良L

坐上火车去拉萨之DJ

梅州,我的家乡



569215 喜事好运滚滚来 徐秋菊 xshyggl
569220 新月光光 徐秋菊 xygg
569221 月夜 徐秋菊 yy
571550 放开手 徐睿 fs
977236 来爱我啦 徐若瑄 lawl
503090 徐若萱 eysj
562265 DREAM 徐若萱 d
560581 爱笑的眼睛 徐若萱 axdyj
503365 半调子 徐若萱 bdz
500566 贝壳 徐若萱 bk
503442 不爱了 徐若萱 bal
510164 不败的恋人 徐若萱 bbdlr
710164 不败的恋人 徐若萱 bbdlr
510203 不需要理由 徐若萱 bxyly
710203 不需要理由 徐若萱 bxyly
560142 不由自主 徐若萱 byzz
760142 不由自主 徐若萱 byzz
503621 大麻烦 徐若萱 dmf
506762 感情核心 徐若萱 gqhx
560143 好想你 徐若萱 hxn
565845 好眼泪坏眼泪 徐若萱 hylhyl
560144 狠狠爱 徐若萱 hha
510807 假扮的天使 徐若萱 jbdts
510829 姐你睡了吗 徐若萱 jnslm
564542 决定爱你 徐若萱 jdan
562266 快过期的草莓 徐若萱 kgqdc
507346 蜡烛爱情 徐若萱 lzaq
504206 老夫妇 徐若萱 lf
564872 美人鱼 徐若萱 mry
560579 面具 徐若萱 mj
560580 欧兜迈 徐若萱 odm
565204 亲爱的 徐若萱 qad
511678 四次我爱你 徐若萱 scwan
501359 她他 徐若萱 t
511693 台北下了雪 徐若萱 tbxlx
562267 甜蜜的折磨 徐若萱 tmdzm
561579 徐若萱 wds
561544 我的烦恼是你 徐若萱 wdfnsn
505057 徐若萱 whb
508896 希腊咒语 徐若萱 xlzy
561578 想入非非 徐若萱 xrf
565153 小女子 徐若萱 xnz
561543 幸福的轮廓 徐若萱 xfdlk
512794 坐在月亮上 徐若萱 zzyls
573141 姑娘让我爱上你 徐威 gnrwasn
576058 我该如何你才会明白我 徐威 wgrhnchmb
571736 心已碎 徐威 xys
573288 爱世代 徐伟贤 asd

21世纪

我的SUPERSTAR

我很BLUE



974522 哈你歌 hng
509889 SOS FOR MY ONLY LOVE 徐熙媛 sfmol
505878 爱不持久 徐熙媛 abcj
509958 爱你爱到死 徐熙媛 anads
503281 爱起飞 徐熙媛 aqf
500520 暗恋 徐熙媛 al
514277 变态少女想人记 徐熙媛 btsnxrj
512980 不一样的天使 徐熙媛 byydts
507172 姐妹情深 徐熙媛 jmqs
562049 绝配 徐熙媛 jp
513327 留不住你的爱 徐熙媛 lbznda
507490 乱世传说 徐熙媛 lscs
516663 全世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徐熙媛 qsjmyrbwg
562047 十分钟的恋爱 徐熙媛 sfzdla
508288 收藏的心 徐熙媛 scdx
511750 听听我的心 徐熙媛 twdx
562048 我是女菩萨 徐熙媛 wsnps
508752 我讨厌你 徐熙媛 wtyn
509594 占领年轻 徐熙媛 zlnq
560141 至少我深爱过一次 徐熙媛 zswsagyc
880418 钻石 徐熙媛 zs
516200 最够意思的好朋友 徐熙媛 zgysdhpy
508067 让我爱你 rwan
503429 别亦难 徐小凤 byn
503462 不了情 徐小凤 blq
567464 花好月圆 徐小凤 hhyy
510851 今宵多珍重 徐小凤 jxdzz
504249 恋之火 徐小凤 lzh
507474 龙的传人 徐小凤 ldcr
514736 明月千里寄相思 徐小凤 myqljxs
501431 卡门 徐小凤 km
567462 秋的怀念 徐小凤 qdhn
511482 热情的沙漠 徐小凤 rqdsm
567465 苏三起解 徐小凤 ssqj
508473 天涯歌女 徐小凤 tygn
567468 钟山春 徐小凤 zsc
880891 一个人旅程 徐亚飞 ygrlc
509297 一首老歌 徐樱 yslg
575771 彩色粉笔 徐誉滕 csfb
603307 等一分钟 徐誉滕 dyfz
766442 等一分钟 徐誉滕 dyfz
568225 徐誉滕 dyfzzd
976333 二话西游 徐誉滕 ehxy
570640 放了手就忘了我 徐誉滕 flsjwlw
573649 李雷和韩梅梅 徐誉滕 llhhmm
574186 那女孩是谁 徐誉滕 nnhss
976519 亲爱的我有了 徐誉滕 qadwyl
571454 全是你 徐誉滕 qsn

徐熙娣/庾澄庆

徐熙媛/周渝民

等一分钟之DJ



572626 天使的翅膀 徐誉滕 tsdcb
571455 我原以为 徐誉滕 wyyw
976334 写给童年的我 徐誉滕 xgtndw
573143 星星和我睡不着 徐誉滕 xxhwsbz
976520 月亮是穷人的浪漫 徐誉滕 ylsqrdlm
573290 打勾勾 徐哲纬 dgg
573289 各就各位 徐哲纬 gjgw
573387 极光 徐哲纬 jg
568255 记忆中的向日葵 徐志杰 jyzdxrk
572410 想你的时候你也想我么 徐志强 xndshnyxw
502197 掏心 徐仲薇 tx
973236 旁白 徐子淳 pb
568475 说吧你说吧 徐子涵 sbnsb
572409 今生共白头 徐子崴 jsgbt
603067 今生共白头 徐子崴 jsgbt
572408 三生二世一辈子 徐子崴 ssesybz
603068 三生二世一辈子 徐子崴 ssesybz
575166 围城 徐子崴 wc
575167 相爱的人 徐子崴 xadr
568895 有缘人 徐子崴 yyr
976033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徐子崴 zwmzjsqdq
603069 中国之最 徐子崴 zgzz
575884 爱不曾离开 许飞 abclk
769361 爱自己 许飞 azj
574884 淡淡的歌 许飞 dddg
976095 关于你的好 许飞 gyndh
569971 吉林到北京 许飞 jldbj
970126 你如今好吗 许飞 nrjhm
970307 你如今好吗 许飞 nrjhm
573704 我要的飞翔 许飞 wydfx
603308 我要的飞翔 许飞 wydfx
574885 许愿树 许飞 xys
574883 拥有你的日子 许飞 yyndrz
880874 左半边翅膀 许飞 zbbcb
567324 没有你我哪都不想去 mynwndbxq
974988 阿嬷的背影 许富凯 amdby
974987 爱情啤酒 许富凯 aqpj
976658 故乡的门口埕 许富凯 gxdmkc
974986 决心 许富凯 jx
974985 写乎你的歌 许富凯 xhndg
503096 ALL ABOUT US 许慧欣 aau
500058 HAPPY 许慧欣 h
503159 KEEP IT UP 许慧欣 ktu
560296 LAY YOUR LOVE 许慧欣 lyl
503169 LET YOU GO 许慧欣 lyg
562560 WHAT DO I DO 许慧欣 wdid
762560 WHAT DO I DO 许慧欣 wdid
571917 爱 极限 许慧欣 ajx

许飞/宇桐非



505954 爱的原味 许慧欣 adyw
705954 爱的原味 许慧欣 adyw
506029 爱情抗体 许慧欣 aqkt
562437 爱情轮廓 许慧欣 aqlk
762437 爱情轮廓 许慧欣 aqlk
973752 爱绽放 许慧欣 azf
565338 不哭了 许慧欣 bkl
569563 纯属意外 许慧欣 csyw
503606 大风吹 许慧欣 dfc
703606 大风吹 许慧欣 dfc
510341 大手拉小手 许慧欣 dslxs
510419 第一个找你 许慧欣 dygzn
565213 放爱情一个假 许慧欣 faqygj
506818 孤单芭蕾 许慧欣 gdbl
572049 和你一起 许慧欣 hnyq
603070 和你一起 许慧欣 hnyq
973660 黑天鹅 许慧欣 hte
510692 忽然很想你 许慧欣 hrhxn
569564 记忆钢琴 许慧欣 jygq
973750 今天开始永远 许慧欣 jtksyy
562168 倔强的背后 许慧欣 jjdbh
762168 倔强的背后 许慧欣 jqdbh
562304 肯定就是你 许慧欣 kdjsn
762304 肯定就是你 许慧欣 kdjsn
510946 口红指甲油 许慧欣 khzjy
510961 快乐靠自己 许慧欣 klkzj
710961 快乐靠自己 许慧欣 klkzj
507328 快乐为主 许慧欣 klwz
973751 泪水的尽头 许慧欣 lsdjt
501550 连接 许慧欣 lj
514637 两个人的下雪天 许慧欣 lgrdxxt
973800 你的小说 许慧欣 ndxs
974372 你的小说 许慧欣 ndxs
509847 七月七日晴 许慧欣 qyqrq
709847 七月七日晴 许慧欣 qyqrq
504771 谁怕谁 许慧欣 sps
704771 谁怕谁 许慧欣 sps
508227 失恋不败 许慧欣 slbb
708227 失恋不败 许慧欣 slbb
572050 失眠 许慧欣 sm
564881 诗水蛇山神庙 许慧欣 sssssm
565339 什么 许慧欣 sm
562214 万中选一 许慧欣 wzxy
762214 万中选一 许慧欣 wzxy
569562 万众瞩目 许慧欣 wzzm
565048 威尼斯迷路 许慧欣 wnsml
513774 我美丽的爱情 许慧欣 wmldaq
713774 我美丽的爱情 许慧欣 wmldaq



516444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许慧欣 wyqqwncsg
716444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许慧欣 wyqqwncsg
973801 星星 许慧欣 xx
561119 幸福 许慧欣 xf
761119 幸福 许慧欣 xf
571916 许慧欣 xfdte
512281 幸福的味道 许慧欣 xfdwd
502656 学会 许慧欣 xh
973659 一个人唱歌 许慧欣 ygrcg
512498 鱼儿水中游 许慧欣 yeszy
512575 暂时一个人 许慧欣 zsygr
572051 绽花 许慧欣 zh
603071 绽花 许慧欣 zh
509781 自然反应 许慧欣 zrfy
709781 自然反应 许慧欣 zrfy
507425 恋爱频率 lapl
560556 爱的奇迹 adqj
561599 流星下的愿 lxxdy
575298 对你说着我爱你 许佳慧 dnszwan
976396 预谋 许佳慧 ym
566642 天天想念 许嘉凌 txn
566629 一级棒 yjb
574444 是谁带走了你的心 许嘉文 ssdzlndx
575882 最爱你的男人 许嘉文 zandnr
564807 期许 许晋豪 qx
564009 我爱你 许晋豪 wan
564517 心爱的她 xadt
505956 爱的箴言 许景淳 adzy
973745 爱的箴言 许景淳 adzy
560773 答啦滴啦 许景淳 dldl
500991 芬芳 许景淳 f
511060 路长情更长 许景淳 lcqgc
507550 玫瑰人生 许景淳 mgrs
511268 你来自何方 许景淳 nlzhf
504627 人好假 许景淳 rhj
511659 睡吧我的爱 许景淳 sbwda
515220 午夜零点零三分 许景淳 wyldlsf
562307 真感情 许景淳 zgq
503070 最爱 许景淳 za
562303 爱我不要分手 许君豪 awbyfs
505881 爱不后悔 许美静 abhh
512857 爱情多半遗憾 许美静 aqdbyh
503411 许美静 bjy
510271 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 cldyg
710271 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 cldyg
500832 单数 许美静 ds
700832 单数 许美静 ds
510382 当阳光变冷 许美静 dygbl

幸福的糖E

许慧欣/许志安
许慧欣/张杰
许慧欣/张学友

许嘉凌/张力仁

许晋豪/杨培安

边界1999



710382 当阳光变冷 许美静 dygbl
500839 荡漾 许美静 dy
700839 荡漾 许美静 dy
510444 都是夜归人 许美静 dsygr
710444 都是夜归人 许美静 dsygr
506628 多事之秋 许美静 dszq
500939 发呆 许美静 fd
574882 放你在心里 许美静 fnzxl
501098 挂失 许美静 gs
510746 挥手道别离 许美静 hsdbl
513209 或许可能应该 许美静 hxknyg
713209 或许可能应该 许美静 hxknyg
563618 寄托 许美静 jt
510841 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 jtdty
710841 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 jtdty
707329 快乐无罪 许美静 klwz
501638 蔓延 许美静 my
701638 蔓延 许美静 my
501672 迷乱 许美静 ml
504411 明知道 许美静 mzd
704411 明知道 许美静 mzd
507735 你抽的烟 许美静 ncdy
707735 你抽的烟 许美静 ncdy
507882 迫在眉梢 许美静 pzms
707882 迫在眉梢 许美静 pzms
501975 让位 许美静 rw
502002 如此 许美静 rc
502005 如果 许美静 rg
502189 昙花 许美静 th
702189 昙花 许美静 th
502264 铁窗 许美静 tc
702264 铁窗 许美静 tc
513682 听那星光歌唱 许美静 tnxggc
508630 温暖一生 许美静 wnys
502508 想念 许美静 xn
502648 漩涡 许美静 xw
702648 漩涡 许美静 xw
502689 颜色 许美静 ys
702689 颜色 许美静 ys
502690 眼睛 许美静 yj
515329 阳光总在风雨后 许美静 ygzzfyh
502754 遗憾 许美静 yh
702754 遗憾 许美静 yh
509386 影子情人 许美静 yzqr
515450 再会吧我的爱人 许美静 zhbwdar
512653 只是这人生 许美静 zszrs
567275 没有不可能 许孟哲 mybkn
976477 离开这个地方 许诺 lkzgdf



574880 爱或离开 许强 ahlk
573214 爱你爱到心里面 许强 anadxlm
573215 爱太累 许强 atl
573211 寂寞的射手座 许强 jmdssz
573216 简单的问候也是一种爱 许强 jddwhysyz
574881 难道这就是爱 许强 ndzjsa
573210 如何才能不想你 许强 rhcnbxn
575883 忘夫石 许强 wfs
573212 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许强 wszdzdan
573213 无言的等待 许强 wyddd
569820 最后的枫叶 许强 zhdfy
512800 许谯龙 llqczy
570700 I DO RUN 许谯龙 idr
509980 爱情大小便 许谯龙 aqdxb
709980 爱情大小便 许谯龙 aqdxb
505534 音乐课 许谯龙 ylk
576148 和谐大中国 许琴 hxdzg
506556 低声下气 许秋怡 dsxq
503683 第三者 许秋怡 dsz
508528 偷偷想你 许秋怡 txn
567740 不安静的夜 许仁杰 bajdy
570561 花树下的约定 许仁杰 hsxdyd
570314 梦见 许仁杰 mj
503117 DON'T SAY GOODBYE 许茹芸 dsg
503171 LITTLE BY LITTLE 许茹芸 lbl
514178 爱不爱你都一样 许茹芸 abandyy
505951 爱的心态 许茹芸 adxt
509966 爱你的样子 许茹芸 andyz
560297 爱是 许茹芸 as
506108 爱在黑夜 许茹芸 azhy
510074 爱只剩一秒 许茹芸 azsym
971321 巴黎草莓 许茹芸 blcm
506145 白纸黑字 许茹芸 bzhz
503373 半首歌 许茹芸 bsg
568183 许茹芸 bwd
506216 标准配备 许茹芸 bzpb
512949 不爱我放了我 许茹芸 bawflw
506301 不一样了 许茹芸 byyl
506320 不知不觉 许茹芸 bzbj
500702 承担 许茹芸 cd
514342 此时快乐的代价 许茹芸 csklddj
506520 单身日记 许茹芸 dsrj
503715 独角戏 许茹芸 djx
515703 给我一分钟不想你 许茹芸 gwyfzbxn
513133 公主彻夜未眠 许茹芸 gzcywm
566169 好听 许茹芸 ht
506914 好像跳舞 许茹芸 hxtw
572112 和你一起 许茹芸 hnyq

007长针眼

北纬66度



603072 和你一起 许茹芸 hnyq
510682 红色爱情海 许茹芸 hsaqh
504102 金丝雀 许茹芸 jsq
510911 聚散俩依依 许茹芸 jslyy
501443 看透 许茹芸 kt
567944 看完烟火再回去 许茹芸 kwyhzhq
501519 泪海 许茹芸 lh
572193 另一半 许茹芸 lyb
603073 另一半 许茹芸 lyb
563698 猫与钢琴 许茹芸 mygq
511087 没人能管你 许茹芸 mrngn
514673 没有你的圣诞节 许茹芸 myndsdj
507575 美梦成真 许茹芸 mmcz
501679 秘密 许茹芸 mm
511227 难得好天气 许茹芸 ndhtq
515829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许茹芸 nklsywkl
507789 你是最爱 许茹芸 nsza
507833 宁愿爱你 许茹芸 nyan
507868 啤酒咖啡 许茹芸 pjkf
504536 骗自己 许茹芸 pzj
501813 破晓 许茹芸 px
572308 亲爱的是你把我宠坏 许茹芸 qadsnbwch
603309 亲爱的是你把我宠坏 许茹芸 qadsnbwch
501937 秋歌 许茹芸 qg
508047 却上心头 许茹芸 qsxt
504619 让你走 许茹芸 rnz
508103 日光机场 许茹芸 rgjc
511519 如果我离开 许茹芸 rgwlk
563754 如果下个路口遇见你 许茹芸 rgxglkyjn
511523 如果云知道 许茹芸 rgyzd
502026 沙漏 许茹芸 sl
504700 舍不得 许茹芸 sbd
502062 深渊 许茹芸 sy
502063 神话 许茹芸 sh
563755 神秘电话 许茹芸 smdh
511619 时间的秘密 许茹芸 sjdmm
568185 手写爱 许茹芸 sxa
502157 厮守 许茹芸 ss
565081 四季 许茹芸 sj
511686 他们的故事 许茹芸 tmdgs
502202 讨好 许茹芸 th
513676 天涯海角珍重 许茹芸 tyhjzz
508498 庭院深深 许茹芸 tyss
511763 突然想爱你 许茹芸 trxan
502307 完美 许茹芸 wm
502319 晚风 许茹芸 wf
500242 忘 许茹芸 w
505019 我爱夜 许茹芸 way



513748 我的蓝色夏天 许茹芸 wdlsxt
515152 我就是这么快乐 许茹芸 wjszmkl
568184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许茹芸 wjdbswan
513772 我俩一同飞去 许茹芸 wlytfq
511923 我们都寂寞 许茹芸 wmdjm
511992 我依然爱你 许茹芸 wyran
513828 我有一廉幽梦 许茹芸 wyylym
513832 我怎能离开你 许茹芸 wznlkn
512024 我只能爱你 许茹芸 wznan
512178 想要的感觉 许茹芸 xydgj
502577 心蚀 许茹芸 xs
505371 新世界 许茹芸 xsj
502607 信号 许茹芸 xh
512282 幸福的相遇 许茹芸 xfdxy
512292 幸福一秒吧 许茹芸 xfymb
512302 学琴的孩子 许茹芸 xqdhz
509222 一百个谎 许茹芸 ybgh
572307 一公里 许茹芸 ygl
603310 一公里 许茹芸 ygl
509260 一帘幽梦 许茹芸 ylym
572111 一有爱就走吧 许茹芸 yyajzb
603074 一有爱就走吧 许茹芸 yyajzb
502746 一直 许茹芸 yz
512406 一直是晴天 许茹芸 yzsqt
562505 永恒的转眼 许茹芸 yhdzy
512474 有你的天堂 许茹芸 yndt
509486 欲哭无泪 许茹芸 ykwl
515422 遇见另外一个人 许茹芸 yjlwygr
560774 遇见一个人 许茹芸 yjygr
512524 月光的祈祷 许茹芸 ygdqd
509550 云且留住 许茹芸 yqlz
515452 再说你也不会懂 许茹芸 zsnybhd
509630 真爱无敌 许茹芸 zawd
502966 执著 许茹芸 zz
512654 只说给你听 许茹芸 zsgnt
505720 祝福了 许茹芸 zfl
505852 YOU ARE MY #1 yamy
501170 恒星 hx
503932 hht
500307 COME ON 许绍洋 co
700307 COME ON 许绍洋 co
506015 爱情倒退 许绍洋 aqdt
706015 爱情倒退 许绍洋 aqdt
510041 爱我不爱我 许绍洋 awbaw
565506 爱正要起飞 许绍洋 azyqf
503844 孤独王 许绍洋 gdw
501201 胡渣 许绍洋 hz
701201 胡渣 许绍洋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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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17 花香 许绍洋 hx
501259 皇后 许绍洋 hh
701259 皇后 许绍洋 hh
501261 黄昏 许绍洋 hh
701261 黄昏 许绍洋 hh
507349 来吧幸福 许绍洋 lbxf
511076 麻烦告诉她 许绍洋 mfgst
507752 你的眼睛 许绍洋 ndyj
707752 你的眼睛 许绍洋 ndyj
504472 你和我 许绍洋 nhw
514821 纽约街角的琴声 许绍洋 nyjjdqs
714821 纽约街角的琴声 许绍洋 nyjjdqs
511536 傻的好幸福 许绍洋 sdhxf
711536 傻的好幸福 许绍洋 sdhxf
502053 身边 许绍洋 sb
511618 时间的距离 许绍洋 sjdjl
711618 时间的距离 许绍洋 sjdjl
565692 跳舞跳舞 许绍洋 twtw
511969 我想追赶你 许绍洋 wxzgn
565691 无人值守 许绍洋 wrzs
512110 希望你还在 许绍洋 xwnhz
712110 希望你还在 许绍洋 xwnhz
512280 幸福的瞬间 许绍洋 xfdsj
502638 须渣 许绍洋 xz
512393 一万里情路 许绍洋 ywlql
712393 一万里情路 许绍洋 ywlql
509635 真诚心声 许绍洋 zcxs
571888 爱已停机 许嵩 aytj
575300 许嵩 aqa
570697 安徒生不后悔 许嵩 atsbhh
973718 伴虎 许嵩 bh
575587 半城烟沙 许嵩 bcys
571190 北海道花季 许嵩 bhdhj
574045 不煽情 许嵩 bsq
571191 城府 许嵩 cf
575299 单人旅途 许嵩 drlt
571683 多余的解释 许嵩 dydjs
572248 飞蛾 许嵩 fe
570225 粉色信笺 许嵩 fsxj
971822 胡萝卜须 许嵩 hlbx
570698 花满楼 许嵩 hml
971729 幻听 许嵩 ht
576147 灰色头像 许嵩 hstx
571887 可怜的猫 许嵩 kldm
571382 乱乱唱 许嵩 llc
570223 墨尔本晴 许嵩 mebq
571886 南山忆 许嵩 nsy
569970 浅唱 许嵩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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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209 青 许嵩 q
573030 认错 许嵩 rc
573334 送你的独白 许嵩 snddb
570224 她告诉我 许嵩 tgsw
573699 叹服 许嵩 tf
880829 天使 许嵩 ts
574878 我无所谓 许嵩 wwsw
901820 想象之中 许嵩 xxzz
976397 心疼你的过去 许嵩 xtndgq
573700 星座书上 许嵩 xzss
572160 烟花笑 许嵩 yhx
571383 英国情人 许嵩 ygqr
574879 有何不可 许嵩 yhbk
973509 装糊涂 许嵩 zht
971333 蚂蚁 许廷铿 my
571105 爱 许巍 a
562602 曾经的你 许巍 cjdn
563319 纯真 许巍 cz
563914 丁香 许巍 dx
570699 故事 许巍 gs
501094 故乡 许巍 gx
563318 简单 许巍 jd
501384 今夜 许巍 jy
504198 蓝莲花 许巍 llh
501545 礼物 许巍 lw
502834 两天 许巍 lt
562187 旅行 许巍 lx
501636 漫步 许巍 mb
504439 那一年 许巍 nyn
570885 难忘的一天 许巍 nwdyt
501873 青鸟 许巍 qn
563917 晴朗 许巍 ql
511553 闪亮的瞬间 许巍 sldsj
571684 少年 许巍 sn
502084 时光 许巍 sg
563315 树 许巍 s
563316 水妖 许巍 sy
508432 天鹅之旅 许巍 tezl
560770 完美生活 许巍 wmsh
563317 温暖 许巍 wn
508692 我的秋天 许巍 wdqt
563313 我思念的城市 许巍 wsndcs
563915 像风一样自由 许巍 xfyyzy
563314 星空 许巍 xk
563916 悠远的天空 许巍 yydtk
563312 在别处 许巍 zbc
502968 执著 许巍 zz
880412 yadadi 许雅涵 y



880410 碎玻璃 许雅涵 sbl
880411 天使之恋 许雅涵 tszl
569592 香草咪咪 许雅涵 xc
973834 等你一句话 许艺娜 dnyjh
977712 枯叶蝶 许艺娜 kyd
976136 想要爱 许艺娜 xya
566463 FINDING NEVERLAND 许哲佩 fn
566641 芭蕾舞者 许哲佩 blwz
506139 白色婚礼 许哲佩 bshl
566515 德国下雪了 许哲佩 dgxxl
573028 滴滴滴 许哲佩 ddd
566392 疯子 许哲佩 fz
971320 该死的高跟鞋 许哲佩 gsdggx
971204 卖笑的傻瓜 许哲佩 mxdsg
573029 美好的 许哲佩 mhd
971205 奇幻精品店 许哲佩 qhjpd
501843 气球 许哲佩 qq
574044 树 许哲佩 s
573854 无赖 许哲佩 wl
509156 旋转餐厅 许哲佩 xzct
574244 蝇 许哲佩 y
566464 永远在一起 许哲佩 yyzyq
503119 DON'T SAY SORRY 许志安 dss
505819 IT'S YOUR LIFE 许志安 iyl
505998 爱你的心 许志安 andx
512875 爱上我的朋友 许志安 aswdpy
510122 许志安 bhdgs
572046 比翼双飞 许志安 bysf
603075 比翼双飞 许志安 bysf
512937 别让我喝太多 许志安 brwhtd
506284 不是过客 许志安 bsgk
503580 错到底 许志安 cdd
561117 大男人 许志安 dnr
513062 第一天就爱你 许志安 dytjan
515683 对你的爱还依然在 许志安 dndahyrz
514417 多希望你在这里 许志安 dxwnzzl
561395 反正经 许志安 fzj
501026 负担 许志安 fd
514456 高攀你的排行榜 许志安 gpndpxb
562503 关掉爱 许志安 gda
503888 好得很 许志安 hdh
513164 好情人坏情人 许志安 hqrhqr
510898 救不回的爱 许志安 jbhda
504151 看清楚 许志安 kqc
573702 苦水 许志安 ks
504344 没想到 许志安 mxd
507545 玫瑰凋谢 许志安 mgdx
511095 每当你流泪 许志安 mdn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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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640 明日天涯 许志安 mrty
507655 魔法恋人 许志安 mflr
507722 你爱上他 许志安 nast
504459 你爱我 许志安 naw
511265 你决定就好 许志安 njdjh
504484 你说谎 许志安 nsh
507801 你要的爱 许志安 nyda
501844 汽球 许志安 qq
507988 情话太毒 许志安 qhtd
572045 如果如果 许志安 rgrg
603076 如果如果 许志安 rgrg
511534 森巴爱恰恰 许志安 sbaqq
511556 善变的柔情 许志安 sbdrq
504686 上弦月 许志安 sxy
504721 失恋河 许志安 slh
504750 受不了 许志安 sbl
572110 宿醉 许志安 xz
603077 宿醉 许志安 xz
515025 他送你回来以后 许志安 tsnhlyh
504969 威尼斯 许志安 wns
516705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许志安 wsmnbzwab
513735 我不爱我自己 许志安 wbawzj
508657 我不懂爱 许志安 wbda
511891 我还能爱谁 许志安 whnas
513779 我们都要幸福 许志安 wmdyxf
505112 我愿意 许志安 wyy
516066 我知道如何对你好 许志安 wzdrhdnh
562382 无处可逃 许志安 wckt
516757 相爱的人本来就该粘着的 许志安 xadrbljgz
502473 相守 许志安 xs
502512 想说 许志安 xs
502693 眼泪 许志安 yl
515354 一成不变的谎言 许志安 ycbbdhy
515408 用背叛成全背叛 许志安 ybpcqbp
516158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许志安 ylnsmdby
572047 葬花笛 许志安 zhd
603078 葬花迪 许志安 zhd
512576 怎么爱都怕 许志安 zmadp
572048 蟑螂 许志安 zl
603079 蟑螂 许志安 zl
515497 这一秒你好不好 许志安 zymnhbh
512631 真心都给你 许志安 zxdgn
509651 真心朋友 许志安 zxpy
509655 真心真意 许志安 zxzy
709655 许志安 zxzyg
512678 至少还有你 许志安 zshyn
503048 自由 许志安 zy
511224 男生女生配 nsnsp

真心真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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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962 痴心月娘情 许志豪 cxynq
971519 离别夜快车 许志豪 lbykc
971517 流浪的恋情 许志豪 lldlq
971515 你的爱无我的份 许志豪 ndawwdf
974961 你的背影 许志豪 ndby
971514 你是我的唯一 许志豪 nswdwy
971516 如果没有你 许志豪 rgmyn
971518 相思曲 许志豪 xsq
970724 爱情白酒 aqbj
573150 分手后的祝福 旭明 fshdzf
974297 兄弟 旭日阳刚 xd
976133 城中村的那些年 玄乐队 czcdnxn
976159 那些走过的街边 玄乐队 nxzgdjb
571367 太苦涩 玄武 tks
505401 雪妹妹 薛丹 xmm
971606 Beter Me 薛凯琪 bm
568863 IT'S MY DAY 薛凯琪 imd
568947 爱丽丝的第一次 薛凯琪 alsddyc
561392 丑小鸭天鹅湖 薛凯琪 cxyteh
561394 飞 薛凯琪 f
573428 苏州河 薛凯琪 szh
569037 薛凯琪 wbxyt
575878 新不了情 薛凯琪 xblq
569093 一个人失忆 薛凯琪 ygrsy
573427 薛凯琪 zjwaslla
970755 真爱 薛佩洁 za
973109 飘飘摇 薛晓枫 ppy
572457 MEMORY 薛之谦 m
569967 爱不走 薛之谦 abz
571189 钗头凤 薛之谦 ctf
980750 丑八怪 薛之谦 cbg
981168 初学者 薛之谦 cxz
980896 等我回家 薛之谦 dwhj
980895 方圆几里 薛之谦 fyjl
981167 刚刚好 薛之谦 ggh
572460 给我爱的人 薛之谦 gwadr
564031 黄色枫叶 薛之谦 hsfy
971726 几个你 薛之谦 jgn
564989 快乐帮 薛之谦 klb
567091 你过得好吗 薛之谦 ngdhm
980754 你还要我怎样 薛之谦 nhywzy
564030 认真的雪 薛之谦 rzdx
570883 深深爱过你 薛之谦 ssagn
980897 绅士 薛之谦 ss
564747 王子归来 薛之谦 wzgl
573207 未完成的歌 薛之谦 wwcdg
573853 我的雅典娜 薛之谦 wdydn
981169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薛之谦 whxznj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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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58 我们的世界 薛之谦 wmdsj
980763 我知道你都知道 薛之谦 wzdndzd
980753 下雨了 薛之谦 xyl
980758 小孩 薛之谦 xh
572459 星河之役 薛之谦 xhzy
569968 续雪 薛之谦 xx
980751 演员 薛之谦 yy
980733 一半 薛之谦 yb
570215 传说 薛之谦 cs
509792 自作多情 薛忠铭 zzdq
513173 何必问对与错 hbwdyc
503361 办公室 雪村 bgs
515621 北京晚上九点半钟 雪村 bjwsjdbz
500727 臭球 雪村 cq
506419 出门在外 雪村 cmzw
515675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雪村 dbrdshlf
503970 雪村 hnm
503989 华容道 雪村 hrd
510922 开开开出租 雪村 kkkcz
500206 梅 雪村 m
516621 梅我们是否应该要个孩子了 雪村 mwmsfygyg
504522 潘金莲 雪村 pjl
572254 庆功酒 雪村 qgj
603081 庆功酒 雪村 qgj
501946 囚歌 雪村 qg
511462 全是高科技 雪村 qsgkj
504677 商人计 雪村 srj
603082 涛哥你好 雪村 tgnh
572674 外乡人 雪村 wxr
603311 外乡人 雪村 wxr
511979 我要回唐山 雪村 wyhts
569983 我要回唐山 雪村 wyhts
509010 小李飞刀 雪村 xlfd
516458 谢谢你我亲爱的媳妇 雪村 xxnwqadxf
516107 星期三的第二堂课 雪村 xqsddetk
572673 养犬指南 雪村 yqzn
603312 养犬指南 雪村 yqzn
509319 一只蛐蛐 雪村 yzqq
509666 征婚启事 雪村 zhqs
503014 抓贼 雪村 zz
503034 捉贼 雪村 zz
574970 香巴拉女孩 雪儿达娃 xblnh
572671 尕撒拉 雪儿达瓦 gsl
603313 尕撒拉 雪儿达瓦 gsl
573733 在我流泪的时候别说爱我 雪玲儿 zwlldshbs
603314 我从雪山来 雪山朗玛 wcxsl
572672 我从雪山来 雪山朗玛组合 wcxsl
560212 TELL ME 牙 套 tm

薛忠铭/于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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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992 不愿放手的拥抱 雅锋 byfsdyb
573732 嫁人要嫁灰太狼 雅锋 jryjhtl
571993 你要的幸福 雅锋 nydxf
509892 TREAT ME LIKE A LADY 雅立 tmlal
515180 我想对你做坏事 雅立 wxdnzhs
512596 找爱的空位 雅立 zadkw
505868 阿瓦古丽 亚东 awgl
500494 爱人 亚东 ar
512909 八一城的姑娘 亚东 bycdgn
500534 白塔 亚东 bt
506346 草原吉祥 亚东 cyjx
506376 唱给太阳 亚东 cgty
510308 慈祥的母亲 亚东 cxdmq
506543 等待无悔 亚东 ddwh
571145 格桑花 亚东 gsh
513137 姑娘达瓦卓玛 亚东 gndwzm
571144 古道古镇 亚东 gdgz
573079 故乡德格 亚东 gxdg
501306 纪念 亚东 jn
501318 家园 亚东 jy
507263 康巴汉子 亚东 kbhz
513337 妈妈的羊皮袄 亚东 mmdypa
511102 美酒荡情波 亚东 mjdqb
516317 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 亚东 mldkdlldc
513373 梦仰班禅大师 亚东 mybzds
573081 梦中的绿洲 亚东 mzdlz
573080 梦中的卓玛 亚东 mzdzm
513383 命中的红珊瑚 亚东 mzdhsh
507947 青藏高原 亚东 qcgy
571228 圣洁的观音 亚东 sjdgy
502154 思念 亚东 sn
504805 思乡情 亚东 sxq
502249 天葬 亚东 tz
508988 向往神鹰 亚东 xwsy
509088 心在流浪 亚东 xzll
573078 夜空里的星 亚东 ykldx
509429 游子的歌 亚东 yzdg
500270 缘 亚东 y
514066 在世界最高处 亚东 zsjzgc
506384 朝圣的路 亚东 csdl
573077 卓玛 亚东 zm
503040 自白 亚东 zb
501511 老王 lw
575083 公爵自白 亚帅公爵 gjzb
572905 爱你不变 亚亚 anbb
570784 美丽的歌谣 严当当 mldgy
976667 PI π 严爵 p
973592 悲观乐观 严爵 bglg

亚东/李琼



972825 打喷嚏（过敏慢版） 严爵 dptgmmb
974964 单细胞 严爵 dxb
976620 好的情人 严爵 hdqr
880408 困在台北 严爵 kztb
575478 谢谢你的美好 严爵 xxndmh
972826 暂时的男朋友 严爵 zsdnpy
973555 照样 严爵 zy
976146 至少我有我 严爵 zswyw
975971 恋了爱了 严宽 llal
569895 其实爱情 严宽 qsaq
514926 如果有天花开了 严淑明 rgythkl
562221 天空飘下的是谁的伤心 严淑明 tkpxdssds
562220 严淑明 wbml
974382 念 严艺丹 n
970308 三寸天堂 严艺丹 sct
974310 唐凰一梦 严艺丹 thym
973379 无果 严艺丹 wg
976038 你偷了我的爱情 炎彬 ntlwdaq
975008 被忘录 炎亚纶 bwl
971555 忽然之间 炎亚纶 hrzj
973637 换我陪你 炎亚纶 hwpn
973008 纪念日 炎亚纶 jnr
972985 可能你还爱我 炎亚纶 knnhaw
976766 台北沉睡了 炎亚纶 tbcsl
972167 下一个我 炎亚纶 xygw
973636 原来 炎亚纶 yl
572306 THANK YOU 言承旭 ty
603315 THANK YOU 言承旭 ty
572191 多出来的自由 言承旭 dcldzy
603084 多出来的自由 言承旭 dcldzy
572192 黑咖啡日记 言承旭 hkfrj
603085 黑咖啡日记 言承旭 hkfrj
575297 男人泪 言承旭 nrl
574243 怕黑 言承旭 ph
574242 失宠 言承旭 sc
572044 我会很爱你 言承旭 whhan
603086 我会很想你 言承旭 whhxn
574241 习惯两个人 言承旭 xglgr
572043 言承旭 zksan
603087 言承旭 zksan
571977 深爱你的猪 闫寒 sandz
574935 展翅飞翔 闫寒 zcfx
576172 父亲 闫维文 fq
981320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闫旭 aqzbjshdd
507265 康定情歌 阎荷婷 kdqg
503245 啊三峡 阎维文 asx
509951 爱军习武歌 阎维文 ajxwg
503284 爱情湖 阎维文 a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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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169 报告祖国 阎维文 bgzg
503410 边关雪 阎维文 bgx
566706 从我做起 阎维文 cwzq
503643 大杨树 阎维文 dys
515656 当兵的男儿走四方 阎维文 dbdnezsf
510370 当兵的天地 阎维文 dbdtd
510373 当兵走天涯 阎维文 dbzty
516577 东方的太阳东方的月亮 阎维文 dfdtydfdy
506633 峨嵋酒家 阎维文 emjj
510539 父亲对我说 阎维文 fqdws
510552 歌唱二郎山 阎维文 gcels
513140 骨肉情同胞爱 阎维文 grqtba
510623 过雪山草地 阎维文 gxscd
513162 好男儿当兵走 阎维文 hnedbz
513172 好一片艳阳天 阎维文 hypyyt
510684 红十字方队 阎维文 hszfd
501341 将军 阎维文 jj
510907 举杯吧朋友 阎维文 jbbpy
507229 巨龙昂首 阎维文 jlas
507238 军交之歌 阎维文 jjzg
513262 军旗下的我们 阎维文 jqxdwm
507239 军人本色 阎维文 jrbs
507267 康定情歌 阎维文 kdqg
504237 丽江行 阎维文 ljx
513342 妈妈祝您长寿 阎维文 mmzncs
516618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阎维文 mzxyyhwmz
501713 母亲 阎维文 mq
504425 母亲河 阎维文 mqh
511225 南通好家园 阎维文 nthjy
504545 平遥家 阎维文 pyj
514858 亲爱的爸爸妈妈 阎维文 qadbbmm
501883 阎维文 qb
504660 山河情 阎维文 shq
502067 升旗 阎维文 sq
508223 盛世中国 阎维文 sszg
508241 十三不亲 阎维文 ssbq
514991 唰啦啦下起小雨 阎维文 sllxqxy
511668 说句心里话 阎维文 sjxlh
502162 送别 阎维文 sb
508478 天涯望月 阎维文 tywy
511766 土族敬酒歌 阎维文 tzjjg
515997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阎维文 wbtyyjzg
515103 我的爱永远年轻 阎维文 wdayynq
515184 我像雪花天上来 阎维文 wxxhtsl
508964 香港你好 阎维文 xgnh
512157 想家的时候 阎维文 xjdsh
505265 小白杨 阎维文 xby
512348 一二三四歌 阎维文 yessg

情杯(欣赏版)



512414 阎维文 yybsx
505538 英雄颂 阎维文 yxs
515412 有那么一个地方 阎维文 ynmygdf
516149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阎维文 yygmldcs
512550 再见吧老兵 阎维文 zjblb
512585 战士的军礼 阎维文 zsdjl
515482 战士歌唱东方红 阎维文 zsgcdfh
516176 战友等着你的消息 阎维文 zydzndxx
505697 中国兵 阎维文 zgb
512686 中国大阅兵 阎维文 zgdyb
509705 中国的年 阎维文 zgdn
509709 中国速度 阎维文 zgsd
509810 祖国万岁 阎维文 zgws
973265 FIX ME UP 阎韦伶 fmu
570318 LET'S GO 阎韦伶 lg
973026 浮光掠影 阎韦伶 fgly
570032 傻孩子 阎韦伶 shz
973043 晚安宝贝 阎韦伶 wabb
570033 我知道 阎韦伶 wzd
976576 把心还给我 阎琰 bxhgw
573471 等你一辈子 颜楚楚 dnybz
575348 爱转移 颜楚衫 azy
573356 不是我不乖 颜莞倩 bswbg
573358 展翅高飞 颜莞倩 zcgf
573357 只要你 颜莞倩 zyn
509050 心里有风 颜联武 xlyf
981437 颜忍 jdcqljbyj
515148 我家有个小九妹 颜忍 wjygxjm
976502 爱爱爱 颜小健 aaa
570842 共创明天 燕妮 gcmt
571175 我就喜欢你 燕妮 wjxhn
571176 永远的家 燕妮 yydj
576481 再见了大别山 燕妮 zjldbs
574812 注意身体 燕妮 zyst
570843 走进东方的梦 燕妮 zjdfdm
562601 我哭了 艳 wkl
562600 幸福 艳 xf
901570 阿哥 艳阳天 ag
901571 初相会 艳阳天 cxh
901572 初相会 艳阳天 cxh
901573 船儿悠悠 艳阳天 ceyy
901574 姐妹歌 艳阳天 jmg
901575 莫拦门 艳阳天 mlm
901847 请你放了我 艳阳天 qnflw
901577 山歌不唱不快活 艳阳天 sgbcbkh
901578 向往天堂 艳阳天 xwt
901579 又唱山歌 艳阳天 ycsg
901580 远方 艳阳天 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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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581 远方 艳阳天 yf
575345 怕寂寞 雁卿 pjm
573242 突然分开 雁卿 trf
976318 芦山杜鹃 央金 lsdj
571152 三江并流的地方 央金拉姆 sjblddf
570818 爱琴海 央金兰泽 aqh
575124 藏香 央金兰泽 cx
572220 高原女人 央金兰泽 gynr
576030 守望白云 央金兰泽 swby
561017 成熟 扬扬 cs
561016 好久 扬扬 hj
561015 你说 扬扬 ns
971045 甲天借胆 扬哲 jtjd
971044 浪子情歌 扬哲 lzqg
971043 无缘空笑梦 扬哲 wykxm
574749 咱爸咱妈 杨波 zbzm
574750 战友是什么 杨波 zyssm
569058 三百六十五里路 sblswll
500576 被爱 杨采妮 ba
503704 懂不懂 杨采妮 dbd
510532 风中的蝴蝶 杨采妮 fzdhd
508619 为所欲为 杨采妮 wsyw
509027 笑着流泪 杨采妮 zzll
709027 笑着流泪 杨采妮 xzll
576452 可不可以不想你 杨臣刚 kbkybxn
510995 老鼠爱大米 杨臣刚 lsadm
561048 妹儿爱我 杨臣刚 meaw
562412 请你不要走 杨臣刚 qnbyz
563904 我是你老公 杨臣刚 wsnlg
565447 一生只为你 杨臣刚 yszwn
561045 暧昧 杨丞琳 am
571653 爱情的颜色 杨丞琳 aqdys
974045 暗涌 杨丞琳 ay
977188 被自己绑架 杨丞琳 bzjbj
562012 不见 杨丞琳 bj
570523 带我走 杨丞琳 dwz
561220 单眼皮 杨丞琳 dyp
978262 点水 杨丞琳 ds
562158 乖不乖 杨丞琳 gbg
563272 过敏 杨丞琳 gm
575804 黑色月亮 杨丞琳 hsyl
564369 芥末巧克力 杨丞琳 jmqkl
567721 倔强 杨丞琳 jq
574383 绝对达令 杨丞琳 jddl
563507 可爱 杨丞琳 ka
567723 狼来了 杨丞琳 lll
981457 冷雨夜 杨丞琳 lyy
570758 冷战 杨丞琳 lz

杨波/张行



561602 理想情人 杨丞琳 lxqr
564546 你不属于我了 杨丞琳 nbsywl
568076 你是坏人 杨丞琳 nshr
574022 匿名的好友 杨丞琳 nmdhy
575803 偏食 杨丞琳 ps
574384 青春斗 杨丞琳 qcd
563183 庆祝 杨丞琳 qz
567243 缺氧 杨丞琳 qy
567242 任意门 杨丞琳 rym
972354 晒焦的一双耳朵 杨丞琳 sjdysed
974957 少年维持的烦恼 杨丞琳 snwcdfn
564273 失眠的睡美人 杨丞琳 smdsmr
570522 太烦恼 杨丞琳 tfn
563651 甜心咒 杨丞琳 txz
567722 完美比例 杨丞琳 wmbl
974858 忘了 杨丞琳 wl
975358 为爱启程 杨丞琳 waqc
974919 未来哈啰 杨丞琳 wlhl
570759 我的爱吊点滴 杨丞琳 wdaddd
970309 我们都傻 杨丞琳 wmds
562159 习惯 杨丞琳 xg
562204 下一次微笑 杨丞琳 xycwx
972414 想幸福的人 杨丞琳 xxfdr
568077 幸福果子 杨丞琳 xfgz
970310 仰望 杨丞琳 yw
970405 仰望 杨丞琳 yw
977639 一小节休息 杨丞琳 yxjxx
575545 异想天开 杨丞琳 yxtk
976734 勇敢很好 杨丞琳 yghh
573818 雨爱 杨丞琳 ya
563444 遇上爱 杨丞琳 ysa
571123 在你怀里的微笑 杨丞琳 znhldwx
564274 找不到 杨丞琳 zbd
574382 折叠的爱情 杨丞琳 zddaq
562086 只想爱你 杨丞琳 zxan
564368 自然而然 杨丞琳 zrer
972994 自作自受 杨丞琳 zzzs
564367 左边 杨丞琳 zb
509441 有你真好 ynzh
503354 白蛇传 杨春霞 bsz
511193 穆桂英挂帅 杨春霞 mgygs
515239 细读了全会公报 杨春霞 xdlqhgb
516790 这杠棒跟随咱经历艰难世道 杨春霞 zgbgszjlj
970102 不再遮遮掩掩 杨东煜 bzzzyy
970311 不再遮遮掩掩 杨东煜 bzzzyy
901582 春天的模样 杨妃 ctdmy
901583 畲山情 杨妃 ssq
880146 寂寞的夜里你会想起谁 杨刚 jmdylnhxq

杨丞琳/范玮琪



880461 求求你告诉我 杨刚 qqngsw
573303 因为你 杨刚 ywn
500328 FOLLOW ME 杨光 fm
575200 没有月亮的晚上 杨光 myyldws
509195 杨光飞舞 杨光 ygfw
572227 今生今世在一起 杨海彪 jsjszyq
573396 为何你要背叛我 杨浩楠 whnybpw
507189 今夜难眠 jynm
507076 婚姻悟语 杨虹 hywy
503720 短歌行 杨鸿基 dgx
514492 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鸿基 ggcjdss
504326 满江红 杨鸿基 mjh
704326 满江红 杨鸿基 mjh
508028 秋的恋歌 杨鸿基 qdlg
501981 热血 杨鸿基 rx
509210 夜半歌声 杨鸿基 ybgs
509716 中华民族 杨鸿基 zhmz
512697 重归苏连托 杨鸿基 cgslt
503435 玻璃心 杨华 blx
515756 拉着中华妈妈的手 杨华 lzzhmmds
515961 送给妈妈的茉莉花 杨华 sgmmdmlh
564980 一个人好好过 杨嘉淞 ygrhhg
562273 911 杨家成 jyy
562274 BABY COM TO ME 杨家成 bctm
503384 抱抱我 杨家成 bbw
560624 飞飞 杨家成 f
503842 共同体 杨家成 gt
562205 谎言 杨家成 hy
971712 NO NO NO 杨谨 nnn
976157 星语心愿 杨谨 xyxy
973239 美人泪 杨俊伟 mrl
880144 死了怎么爱 杨竣 slzma
980598 怎么还不爱 杨凯琳 zmhba
603316 爱犯罪 杨克强 afz
880292 爱我的理由 杨克强 awdly
880293 别让我知道 杨克强 brwzd
880291 等你一句我愿意 杨克强 dnyjwyy
560621 你不是不在乎了吗 杨克强 nbsbzhlm
565548 什么时侯 杨克强 smsh
880294 他的背影 杨克强 tdby
565158 我只要你现在 杨克强 wzynxz
565410 无路可退 杨克强 wlkt
565547 一切从头 杨克强 yqct
565409 一无所有 杨克强 ywsy
565549 占缺 杨克强 zq
565159 杨克强 zhydyl
565680 最美丽的温柔 杨克强 zmldwr
565411 最真的爱 杨克强 zzda

杨洪基/林萍

最后一滴眼泪(无原唱)



570362 2008 杨坤 -
512801 杨坤 yeszql
500369 I BELIVE 杨坤 ib
503150 I MISS YOU 杨坤 imy
503255 爱不难 杨坤 abn
505902 爱的代价 杨坤 addj
503276 爱简单 杨坤 ajd
560623 爱情大导演 杨坤 aqddy
575805 不要告别 杨坤 bygb
500796 脆弱 杨坤 cr
503602 大导演 杨坤 ddy
500963 飞船 杨坤 fc
700963 飞船 杨坤 fc
575807 好好爱我 杨坤 hhaw
566597 寂寞之王 杨坤 jmzw
572149 空城 杨坤 kc
603088 空城 杨坤 kc
511011 里约热内卢 杨坤 lyrnl
507526 慢慢走吧 杨坤 mmzb
511127 美丽的一天 杨坤 mldyt
511146 梦断紫禁城 杨坤 mdzjc
507660 陌生海岸 杨坤 msha
566351 牧马人 杨坤 mmr
504433 那么美 杨坤 nmm
504440 那一天 杨坤 nyt
704440 那一天 杨坤 nyt
515813 你的快乐比我重要 杨坤 ndklbwzy
511326 女人的选择 杨坤 nrdxz
511356 片刻的拥有 杨坤 pkdyy
511359 平凡的幸福 杨坤 pfdxf
572426 舍不得 杨坤 sbd
603317 舍不得 杨坤 sbd
504719 失乐园 杨坤 sly
575806 太阳一样 杨坤 tyyy
502215 替身 杨坤 ts
508604 为了爱情 杨坤 wlaq
561581 我比从前更寂寞 杨坤 wbcqgjm
573172 我相信 杨坤 wxx
505137 无所谓 杨坤 wsw
568311 兄弟 杨坤 xd
505433 燕尾服 杨坤 ywf
516488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杨坤 ylkydbwdx
575808 站台 杨坤 zt
509768 装满了爱 杨坤 zmla
509275 yqwn
511737 天下父母心 txfmx
575201 骄傲飞翔 jafx
973393 一辈子朋友 ybzpy

123站起来

一切为你(欣赏版) 杨坤/陈琳
杨坤/谭晶
杨坤/张靓颖
杨坤/张靓颖



574747 山是歌水也是歌 杨乐 ssgsysg
575546 幸福的三只羊 杨乐 xfdszy
502831 雨季 杨乐 yj
702831 雨季 杨乐 yj
204920 小九老乐 xjll
510787 寂寞斑马线 杨丽菁 jmbmx
510030 爱上一个人 杨林 asygr
510197 不想恋爱了 杨林 bxlal
511033 杨林 lxjdc
507548 玫瑰情话 杨林 mgqh
516344 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 杨林 nswjsgddr
501900 情人 杨林 qr
513230 她比我更好吗 杨林 tbwghm
508639 吻下留情 杨林 wxlq
515168 我那么那么想你 杨林 wnmnmxn
513919 心疼地不是你 杨林 xtdbsn
512336 也许我不同 杨林 yxwbt
509307 一厢情愿 杨林 yxqy
503346 白兰花 杨柳 blh
516292 今天我成为你的新娘 杨柳 jtwcwndxn
507246 军中女孩 杨柳 jznh
511323 女儿的呼唤 杨柳 nedhh
515369 一个女兵的故事 杨柳 ygnbdgs
511065 绿军装的梦 ljzdm
504296 陆海空 lhk
574751 蓝眼泪 杨蔓 lyl
901895 爱的供养 杨幂 adgy
971331 爱情爱情 杨幂 aqaq
971736 爱情地图 杨幂 aqdt
970487 刺猬的拥抱 杨幂 cwdyb
901504 琉璃月 杨幂 lly
976081 一定要幸福 杨幂 ydyxf
980246 异想记 杨幂 yxj
563896 FEAR 杨乃文 f
500099 QUEEN 杨乃文 q
500108 SILENCE 杨乃文 s
500111 SOMEBODY 杨乃文 s
515611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杨乃文 asnzswdc
563899 不要告别 杨乃文 bygb
563900 不要说出去 杨乃文 byscq
565737 电视机 杨乃文 dsj
566071 懂还是不懂 杨乃文 dhsbd
565848 分开 杨乃文 f
565847 今天清晨 杨乃文 jtqc
501398 静止 杨乃文 jz
501699 明天 杨乃文 mt
563903 那天 杨乃文 nt
504467 你懂吗 杨乃文 ndm

杨蕾/赵本山

零下几度C

杨柳/高歌
杨柳/高歌/秦天



513421 你就是吃定我 杨乃文 njscdw
565736 女爵 杨乃文 nj
563902 漂着 杨乃文 pz
504855 太骄傲 杨乃文 tja
565849 微笑着挥手 杨乃文 wxzhs
563901 我给的爱 杨乃文 wgda
565850 我离开我自己 杨乃文 wlkwzj
512273 星星堆满天 杨乃文 xxdmt
505496 一个人 杨乃文 ygr
705496 一个人 杨乃文 ygr
502773 应该 杨乃文 yg
561046 证据 杨乃文 zj
509764 祝我幸福 杨乃文 zwxf
563991 爱上你是一个错 杨培安 asnsygc
974845 不会说再见 杨培安 bhszj
901816 彩虹的尽头 杨培安 chdjt
568712 大海 杨培安 dh
569534 感恩的心 杨培安 gedx
976035 黄河长江 杨培安 hhzj
568591 假装 杨培安 jz
566156 尽情看我 杨培安 jqkw
570013 看见全世界 杨培安 kjqsj
568592 没有白活 杨培安 mybh
563945 男人心 杨培安 nrx
569533 亲爱的小孩 杨培安 qadxh
563990 天天都想你 杨培安 tdxn
565852 痛也不说出口的我 杨培安 tybsckdw
565851 完美世界 杨培安 wmsj
574748 忘记你不如失去你 杨培安 wjnbrsqn
568713 我的骄傲 杨培安 wdja
563719 我相信 杨培安 wxx
563946 午夜二点半的我 杨培安 wyedbdw
566018 谢谢让我爱上你 杨培安 xxrwasn
563776 这该死的爱 杨培安 zgsda
569535 真我最自由 杨培安 zwzzy
572707 左边右边 杨培安 zbyb
901971 浴火凤凰 yhfh
565947 爱不能从头 杨陪安 abnct
573175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杨沛宜 bkwzsyzy
573176 歌唱祖国 杨沛宜 gczg
574385 左手右手 杨沛宜 zsys
576090 幸福中华 杨棋涵 xfzh
567194 闭上眼睛去旅行 杨千嬅 bsyjqlx
562377 大城大事 杨千嬅 dcds
515727 寂寞的人不只是我 杨千嬅 jmdrbzsw
510861 金曲当年情 杨千嬅 jqdnq
514905 让我重新爱上你 杨千嬅 rwcxasn
508229 失恋日记 杨千嬅 slrj

杨培安/化学猴子



511609 什么都不怕 杨千嬅 smdbp
502343 微笑 杨千嬅 wx
520179 我爱坏人 杨千嬅 1
511907 我们的答案 杨千嬅 wmdda
562272 写给城市的诗 杨千嬅 xgcsds
971889 写给城市的诗 杨千嬅 xgcsds
502700 扬眉 杨千嬅 ym
570644 一个人的美术馆 杨千嬅 ygrdmsg
901989 ready or not 杨千桦 ron
901960 女人三十 杨千桦 nrss
901961 醒了 杨千桦 xl
570475 把你含在我嘴里 杨青 bnhzwzl
770475 把你含在我嘴里 杨青 bnhzwzl
576091 西门庆的眼泪 杨青 xmqdyl
574197 乐天派 杨青倩 ltp
575209 喜欢走在太阳下 杨青倩 xhzztyx
510516 分手的时候 杨庆 fsdsh
507479 龙的故乡 杨庆 ldgx
505410 雪中情 杨庆煌 xzq
972995 someday you'll see 杨瑞代 sys
974920 剥削爱情 杨瑞代 bxaq
572877 哈瓦那 杨瑞代 hwn
574196 恋爱 杨瑞代 la
570751 流浪诗人 llsr
569867 月光 yg
561047 爱我的证明 杨圣仪 awdzm
504239 怜香伴 杨淑蕊 lxb
503852 挂红灯 杨曙光 ghd
703852 挂红灯 杨曙光 ghd
504959 望哥哥 杨曙光 wgg
572425 忘记你的脸 杨丝怡 wjndl
603319 忘记你的脸 杨丝怡 wjndl
975559 傻子 sz
575206 放不下的你 杨小奕 fbxdn
573174 爱是幸福的 杨小弈 asxfd
573173 你的话伤了我的心 杨小弈 ndhslwdx
575809 你是我的小叮当 杨小弈 nswdxdd
575810 我们曾爱过 杨小弈 wmcag
569949 最爱的人最深的伤 杨小弈 zadrzsds
569816 儿女情长 杨晓霞 enqz
565206 绝温 杨孝君 jw
565205 旋律 杨孝君 xl
505794 杨星绘 emqr
514182 爱不是要你感激 杨轩 absyngj
575811 亲爱的你在何方 杨雪晴 qadnzhf
574388 中国是我家 杨洋 zgswj
981376 爱是一个疯字 asygfz
981373 安心的温柔 axdwr

杨瑞代/周杰伦
杨瑞代/周杰伦

杨添茸/中国好声音

E-MAIL情人

杨洋(男)
杨洋(男)



981374 放弃 fq
981375 梦幻佳期 mhjq
981377 青青菩提树 qqpts
971723 宇宙只有我和你 yzzywhn
503790 风中情 fzq
510538 福到千万家 fdqwj
504253 两团火 lth
508616 为你祝福 wnzf
516426 我对你好你知不知道 wdnhnzbzd
515140 我给青春一个吻 wgqcygw
515415 又是一个吉祥年 ysygjxn
509622 珍惜友情 zxyq
506948 红花红颜 hhhy
505763 祖国颂 杨迎 zgs
971586 都要微笑好吗 杨穎 dywxhm
510156 别问我是谁 杨钰莹 bwwss
506362 茶山情歌 杨钰莹 csqg
506436 春风流水 杨钰莹 cfls
515670 等你来带走我的心 杨钰莹 dnldzwdx
510400 等你一万年 杨钰莹 dnywn
513102 风含情水含笑 杨钰莹 fhqshx
568312 凤凰姑娘 杨钰莹 fhgn
501088 故事 杨钰莹 gs
515712 好想找一个人谈谈 杨钰莹 hxzygrt
503934 嘿这家 杨钰莹 hzj
513189 洪湖水浪打浪 杨钰莹 hhsldl
513186 红彤彤的春天 杨钰莹 htdct
713186 红彤彤的春天 杨钰莹 htdct
510793 寂寞的解药 杨钰莹 jmdjy
513222 剪纸花的女孩 杨钰莹 jzhdnh
501375 戒指 杨钰莹 jz
501621 落花 杨钰莹 lh
504394 梦中花 杨钰莹 mzh
507699 南国佳人 杨钰莹 ngjr
513402 难道你不明白 杨钰莹 ndnbmb
514772 你带来一片温柔 杨钰莹 ndlypwr
515816 你的心总是不一样 杨钰莹 ndxzsbyy
513424 你看蓝蓝的天 杨钰莹 nklldt
513500 轻轻的告诉你 杨钰莹 qqdgsn
501910 情叹 杨钰莹 qt
508046 泉水叮咚 杨钰莹 qsdd
973787 如梦令 杨钰莹 rml
515931 舍不得忘舍不得放 杨钰莹 sbdwsbdf
511655 谁也不知道 杨钰莹 sybzd
508187 深海的鱼 杨钰莹 shdy
514985 是否我不该等你 杨钰莹 sfwbgdn
504880 桃花运 杨钰莹 thy
508434 天各一方 杨钰莹 tgyf

杨洋(男)
杨洋(男)
杨洋(男)
杨洋(男)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金彪
杨洋/禹胧



508475 天涯歌女 杨钰莹 tygn
508483 甜甜小妹 杨钰莹 txm
515064 晚霞中的红蜻蜓 杨钰莹 wxzdhqt
508669 我不想说 杨钰莹 wbxs
970488 我在春天等你 杨钰莹 wzctdn
971051 我在春天等你 杨钰莹 wzctdn
502488 香客 杨钰莹 xk
509004 小河恋曲 杨钰莹 xhlq
513921 心相印手牵手 杨钰莹 xxysqs
516463 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 杨钰莹 xxswkndyj
515327 杨钰莹 ygxdbtx
512368 一片艳阳天 杨钰莹 ypyyt
505597 月亮船 杨钰莹 ylc
973788 最美的相遇 杨钰莹 zmdxy
512777 最远的旅行 杨钰莹 zydlx
566157 爱的味道 杨韵禾 adwd
566019 你知不知道 杨韵禾 nzbzd
566072 天生一对 杨韵禾 tsyd
566215 心软 杨韵禾 xr
880921 最后纪念 杨韵禾 zhjn
974997 爱情英雄 杨哲 aqyx
974998 痴情梦 杨哲 cqm
974996 七逃人的爱 杨哲 qtrda
504196 蓝花花 杨竹青 lhh
570645 仙林青梅 杨竹青 xlqm
505384 幸福歌 杨竹青 xfg
978364 除夕夜 杨子荣 cxy
978363 甘洒热血写春秋 杨子荣 gsrxxcq
978362 共产党员 杨子荣 gcdy
979968 给我一个吻 杨子姗 gwygw
575207 爱上你是一种流泪的幸福 杨梓 asnsyzlld
573010 幸福地久天长 杨紫萍 xfdjtz
506082 爱似流星 杨紫琼 aslx
981475 馋 杨宗纬 c
974752 初爱 杨宗纬 ca
974753 存爱 杨宗纬 ca
981459 大雨 杨宗纬 dy
976002 底细 杨宗纬 dx
569319 对爱渴望 杨宗纬 dakw
567724 多余 杨宗纬 dy
575205 鸽子 杨宗纬 gz
980235 红尘来去一场梦 杨宗纬 hclqycm
971330 怀珠 杨宗纬 hz
973521 回忆沙漠 杨宗纬 hysm
974359 矜持 杨宗纬 jc
976080 空白格 杨宗纬 kbg
974493 流浪记 杨宗纬 llj
970312 那个男人 杨宗纬 ngnr

阳光下的白T恤



974421 其实都没有 杨宗纬 qsdmy
974505 前戏 杨宗纬 qx
569321 让 杨宗纬 r
575202 人质 杨宗纬 rz
575203 听说爱情回来过 杨宗纬 tsaqhlg
979491 我变了我没变 杨宗纬 wblwmb
975980 我离开我自己 杨宗纬 wlkwzj
976215 想对你说 杨宗纬 xdns
569320 幸福的风 杨宗纬 xfdf
569130 洋葱 杨宗纬 yc
769130 洋葱 杨宗纬 yc
980252 一次就好 杨宗纬 ycjh
973522 雨天 杨宗纬 yt
981424 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 杨宗纬 zscnddbwj
974429 这一路走来 杨宗纬 zylzl
571461 重来好不好 杨宗纬 zlhbh
981458 凉凉 ll
971644 爱是很傻的代志 杨宗宪 ashsddz
974819 手 杨宗宪 s
974800 我一个人 杨宗宪 wygr
971645 无剩 杨宗宪 ws
974801 无缘的 杨宗宪 wyd
880138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爱过 洋葱妹妹 rgwmzdmya
568493 狼狈 洋旭 lb
568491 你失去了最爱的人 洋旭 nsqlzadr
568492 原来你背着我爱上他 洋旭 ylnbzwast
977655 扬帆流浪记 阳帆 yfllj
977656 阳婆婆 阳帆 ypp
977654 再一次相见 阳帆 zycxj
565568 从今以后 阳一 cjyh
765568 从今以后 阳一 cjyh
760704 分手才是永恒 阳一 fscsyh
510753 回来我的爱 阳一 hlwda
564337 空房间 阳一 kf
564339 落幕 阳一 lm
564338 茉莉香水 阳一 lxs
569840 你爱上他了吗 阳一 nastlm
564336 求爱进行曲 阳一 qajxq
562192 想和你在一起 阳一 xhnzyq
564340 雪花飘 阳一 xhp
560511 甜姐辣妹 姚安琪 tjlm
980898 爱无反顾 姚贝娜 awfg
500845 等待 姚贝娜 dd
981175 画情 姚贝娜 hq
980892 矜持 姚贝娜 jc
979965 日月凌空 姚贝娜 rylk
980584 时间都去哪儿了 姚贝娜 sjdqnel
980899 鱼 姚贝娜 y

杨宗纬/张碧晨



975535 也许明天 yxmt
975534 也许在 yxz
975533 自己 zj
510478 多让我一些 姚黛玮 drwyx
501206 护照 姚黛玮 hz
973365 停止吧时间 姚光庭 tzbsj
502174 踏春 姚华 tc
575728 爱到世界末日 姚迦蓝 adsjmr
575729 爱情的俘虏 姚迦蓝 aqdfl
575727 只要有爱风雨不怕 姚迦蓝 zyyafybp
973629 你能够 姚俊羽 nng
503479 不要你 姚莉 byn
506497 大江东去 姚莉 djdq
511197 哪个不多情 姚莉 ngbdq
512446 永远的怀念 姚莉 yydhn
573379 的哥的姐动起来 姚绍华 dgdjdql
571936 凡眼 姚婷 fy
603089 凡眼 姚婷 fy
571546 你在偷偷爱着谁 姚婷 nztazs
880893 葬花姑娘 姚文国 zhgn
573278 谁把你代替 姚小龙 sbndt
702174 踏春 姚晔 tc
512977 不要忘了归期 姚乙 wblgq
514307 不在乎多伤一次 姚乙 bzhdsyc
510358 但愿长相随 姚乙 dycxs
503718 杜鹃花 姚乙 djh
513174 何时才能相会 姚乙 hscnxj
507641 明日天涯 姚乙 mrty
514850 千言万语无从寄 姚乙 qywywcj
513525 让全世界起舞 姚乙 rqsjqw
508400 檀岛姑娘 姚乙 tdgn
512250 心有千千结 姚乙 xyqqj
505554 永怀念 姚乙 yhn
505560 游子吟 姚乙 yzy
572221 农家十二月 姚增恩 njsey
975532 温柔 wr
569602 I WILL ALWAYS REMEMBER 尧尧 iwar
567515 爱在圣诞 尧尧 azsd
563036 尧尧 dd
563176 尧尧 gszn
569603 天堂就在这里 尧尧 tjzzl
563174 尧尧 wz
569605 拥抱夜光 尧尧 ybyg
563175 尧尧 yydj
569692 雨 尧尧 y
563035 尧尧 zssxz
569604 总是 尧尧 zs
510543 感觉不到你 野孩子 gjbdn

姚贝娜/中国好声音
姚贝娜/中国好声音
姚贝娜/中国好声音

姚政/中国好声音

等待(无原唱)
跟随着你(无原唱)

我找(无原唱)

永远的家(无原唱)

在水上行走(无原唱)



977193 健忘症 野人 jwz
977194 太妃糖 野人 tft
977219 学会 野人 xh
560079 彩虹 叶蓓 ch
506454 纯真年代 叶蓓 cznd
567652 花儿 叶蓓 he
501496 蓝色 叶蓓 ls
502127 双鱼 叶蓓 sy
560078 幸福深处 叶蓓 xfsc
509568 在劫难逃 叶蓓 zjnt
575110 最浪漫的婚礼 叶蓓蕾 zlmdhl
603320 走天涯 叶贝文 zty
975525 我爱你 wan
975524 夜夜夜夜 yyyy
575500 爱上汤加丽 叶东瀚 astjl
515620 北京是你的好朋友 叶凡 bjsndhpy
515890 亲爱的中国我爱你 叶凡 qadzgwan
504895 天菩萨 叶凡 tps
515424 遇上你是我的缘 叶凡 ysnswdy
974762 不老骨头 blgt
971569 不牢骨头 叶復台 blgt
971571 怪模怪样 叶復台 gmgy
971573 来去笑 叶復台 lqx
971572 情绵绵 叶復台 qmm
971570 叶復台 wgddgm
971574 舞棍歌王 叶復台 wggw
512582 曾经深爱过 叶红 cjsag
500584 笔记 叶欢 bj
562244 风留给春天 叶欢 flgct
507736 你的宝贝 叶欢 ndbb
515833 你让我悲伤又欢喜 叶欢 nrwbsyhx
505582 鸳鸯锦 叶欢 yyj
510100 爸爸的草鞋 叶佳修 bbdcx
710100 爸爸的草鞋 叶佳修 bbdcx
505911 爱的故事 叶丽仪 adgs
510564 给我一个吻 叶丽仪 gwygw
515122 我的心里没有他 叶丽仪 wdxlmyt
566386 新上海滩 叶丽仪 xsht
509835 昨夜泪痕 叶丽仪 zylh
521705 一生有意义 ysyyy
504010 还记得 叶良俊 hjd
501412 距离 叶良俊 jl
513840 我总是听你说 叶良俊 wzstns
514705 每个人都这么说 叶灵 mgrdzms
516396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tyzhmzxzq
569600 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叶乃文 dsdegnpy
569518 点水蜻蜓 叶乃文 ds
569247 热牛奶 叶乃文 rnn

叶秉桓/中国好声音
叶秉桓/中国好声音

叶复台(舞棍阿伯)

舞棍大帝国MEGAMIX

叶丽仪/叶振棠

叶茅/寥莎



569248 逃脱术 叶乃文 ts
569601 舞是刀 叶乃文 wsd
507264 康定情歌 叶佩英 kdqg
505920 爱的可能 叶倩文 adkn
510208 不要关电视 叶倩文 bygds
509588 曾经心痛 叶倩文 cjxt
510389 等爱的女人 叶倩文 dadnr
501075 恭喜 叶倩文 gx
567795 兰花草 叶倩文 lhc
514630 离开情人的日子 叶倩文 lkqrdrz
714630 离开情人的日子 叶倩文 lkqrdrz
507616 梦醒时分 叶倩文 mxsf
504409 明月心 叶倩文 myx
704409 明月心 叶倩文 myx
507763 你的影子 叶倩文 ndyz
511327 女人的眼泪 叶倩文 nrdyl
501793 朋友 叶倩文 py
514914 人生其实很简单 叶倩文 rsqshjd
502042 伤逝 叶倩文 ss
515950 谁的心能让我停泊 叶倩文 sdxnrwtb
502083 时代 叶倩文 sd
513744 我的爱对你说 叶倩文 wdadns
508788 我自己飞 叶倩文 wzjf
513865 相爱的第二天 叶倩文 xaddet
512191 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 xszyh
502753 依赖 叶倩文 yl
502941 真心 叶倩文 zx
515504 真心真意过一生 叶倩文 zxzygys
715504 真心真意过一生 叶倩文 zxzygys
509696 只有一次 叶倩文 zyyc
503000 烛光 叶倩文 zg
502886 在乎 zh
574327 冰吻 叶权泉 bw
574328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叶权泉 wannqazt
507493 罗成叫关 叶少兰 lcjg
509504 辕门射戟 叶少兰 ymsj
974768 爱你不敢讲 叶胜钦 anbgj
974766 打拼出头天 叶胜钦 dpct
976070 我是傻瓜 叶胜钦 wssg
974767 樱花节人生 叶胜钦 yhjrs
974765 牵手 qs
574152 残忍的吻 叶时伟 crdw
563884 蓝蓝的天 叶世荣 lldt
976069 薪火相传 叶世荣 xhxc
563883 叶子红了 叶世荣 yzhl
563885 重头来 叶世荣 ctl
561684 ANSWER ME 叶树茵 am
561562 INVISIBLE 叶树茵 i

叶倩文/伦永亮

叶胜钦/曾雅兰



561577 消失 叶树茵 xs
576007 那时的月亮那么圆 叶顺有 nsdylnmy
975522 最炫民族风 zxmzf
561321 好心分手 叶文辉 hxfs
571148 冬眠期 叶熙祺 dmq
571147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叶小美 nswzbzzad
574325 十指相扣 叶小青 szxk
974020 风吹麦浪 叶一茜 fcml
511850 我爱你中国 叶英 wanzg
976223 爱情门徒 叶颖 aqmt
561318 潘多拉的盒子 叶宇澄 pdldhz
505939 爱的伤口 叶玉卿 adsk
509996 爱情的魔力 叶玉卿 aqdml
506250 不变的爱 叶玉卿 bbda
501305 记忆 叶玉卿 jy
504066 假正经 叶玉卿 jzj
514696 梅兰梅兰我爱你 叶玉卿 mlmlwan
513595 舍不得又如何 叶玉卿 sbdyrh
513822 我一见你就笑 叶玉卿 wyjnjz
513875 想不想要不要 叶玉卿 xbxyby
515421 预感你将会爱我 叶玉卿 ygnjhaw
514097 珍惜你的女人 叶玉卿 zxndnr
516187 只能笑笑说没什么 叶玉卿 znxxsmsm
509687 只要你乖 叶玉卿 zyng
509906 哎咿呀咿呀 叶瑗菱 ayyyy
506233 别问伤心 叶瑗菱 bwsx
500772 春水 叶瑗菱 cs
500980 分开 叶瑗菱 f
506890 毫无保留 叶瑗菱 hwbl
506919 何必当真 叶瑗菱 hbdz
507374 浪人情歌 叶瑗菱 lrqg
501780 呕哇 叶瑗菱 ow
507859 陪我聊聊 叶瑗菱 pwll
504560 七月雪 叶瑗菱 qyx
511692 台北红玫瑰 叶瑗菱 tbhmg
502481 相信 叶瑗菱 xx
502494 想爱 叶瑗菱 xa
509811 最爱的人 叶瑗菱 zadr
516389 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 叶蕴仪 sndysydwh
516385 什么样的爱你才会懂 叶钊颖 smydanchd
502437 希望 叶振棠 xw
504174 快乐吧 伊非 klb
572331 分手后我是你的谁 伊琳 fshwsnds
603091 分手后我是你的谁 伊琳 fshwsnds
572332 后会有期 伊琳 hhyq
603092 后会有期 伊琳 hhyq
572333 哭泣的雨 伊琳 kqdy
603093 哭泣的雨 伊琳 kqdy

叶玮庭/中国好声音



569108 盲童 伊琳 mt
572338 那一段日子 伊琳 nydrz
603094 那一段日子 伊琳 nydrz
572334 天亮就走 伊琳 tljz
603095 天亮就走 伊琳 tljz
572335 我的秋天你来过 伊琳 wdqtnlg
603096 我的秋天你来过 伊琳 wdqtnlg
572336 有多少爱伤了还能重来 伊琳 ydsaslhnz
603097 有多少爱伤了还能重来 伊琳 ydsaslhnz
572330 再爱我几天 伊琳 zawjt
603098 再爱我几天 伊琳 zawjt
572337 走火入魔 伊琳 zhrm
603099 走火入魔 伊琳 zhrm
562455 暗花 伊能静 ah
510117 悲伤朱丽叶 伊能静 bszly
567138 吵架之后 伊能静 cjzh
567142 春花 伊能静 ch
500790 聪明 伊能静 cm
503853 关不住 伊能静 gbz
562576 害怕 伊能静 hp
567140 好女人 伊能静 hnr
513182 轰轰烈烈去爱 伊能静 hhllqa
514514 红颜美人多薄命 伊能静 hymrdbm
567139 坏女孩 伊能静 hnh
567145 紧紧拥抱我 伊能静 jjybw
567146 蓝色大衣的男孩 伊能静 lsdydnh
511036 流浪的小孩 伊能静 lldxh
711036 流浪的小孩 伊能静 lldxh
514650 落入凡间的精灵 伊能静 lrfdjl
567143 猫的恋曲 伊能静 mdlq
513374 迷惑我少女心 伊能静 mhwsnx
501722 那么 伊能静 nm
511250 你对我的好 伊能静 ndwdh
514802 你是我的幸福吗 伊能静 nswdxfm
714802 你是我的幸福吗 伊能静 nswdxfm
565583 念奴娇 伊能静 nnj
513496 青春本来就苦 伊能静 qcbljk
567147 邱比特的恶作剧 伊能静 qbtdezj
567136 三月的秘密 伊能静 sydmm
567144 生日快乐 伊能静 srkl
508219 圣诞快乐 伊能静 sdkl
515937 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伊能静 sjsdzhyt
515033 天变地变情不变 伊能静 tbdbqbb
516417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 伊能静 wbgsndyxm
508721 我很勇敢 伊能静 whyg
567137 下大雨 伊能静 xdy
513874 想爱就说出来 伊能静 xajscl
502535 小狗 伊能静 xg



567141 寻人启事 伊能静 xrqs
565939 一个人 伊能静 ygr
565723 一千遍我爱你 伊能静 yqbwan
505548 萤火虫 伊能静 yhc
565991 月亮儿弯弯 伊能静 yleww
509534 月圆花好 伊能静 yyhh
563732 最佳男主角 伊能静 zjnzj
976011 爱的前一秒 伊稀 adqym
570744 爱要懂得 伊雪 aydd
574560 爱已成灰 伊雪 aych
570503 曾经爱过 伊雪 cjag
971346 春天的脚步 伊雪 ctdjb
568122 从前的事 伊雪 cqds
973557 大女生 伊雪 dns
973593 懂你的情歌 伊雪 dndqg
568062 好友名单 伊雪 hymd
574561 留我一个人 伊雪 lwygr
971345 慢性病 伊雪 mxb
570743 明天起 伊雪 mtq
574558 小习惯 伊雪 xxg
973621 一直下雪 伊雪 yzxx
973529 雨水声 伊雪 yss
510168 不穿高跟鞋 伊雪莉 bcggx
501268 回答 伊雪莉 hd
567148 深呼吸 伊雪莉 shx
507442 两人世界 lrsj
506575 电话情思 伊扬 dhqs
506745 该做就做 伊扬 gzjz
511262 你会想我吗 伊扬 nhxwm
507872 漂泊流浪 伊扬 pbll
515889 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伊扬 qadnhxwm
502288 团圆 伊扬 ty
515178 我问天能否爱你 伊扬 wwtnfan
508800 无法忍耐 伊扬 wfrn
508926 相爱一场 伊扬 xayc
509099 新的一天 伊扬 xdyt
516466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 伊扬 yjkwyjdcf
505512 一夜风 伊扬 yyf
505603 越来越 伊扬 yly
509633 真爱永远 伊扬 zayy
505682 蒸发爱 伊扬 zfa
505691 纸飞机 伊扬 zf
505700 中国根 伊扬 zgg
509017 小小少年 xxsn
505721 祝福你 zfn
509186 眼中有你 yzyn
508781 我愿和你 依萌 wyhn
575692 安静听完这一首 依稀 ajtwzys

伊雪莉/何润东

伊扬/黄格选
伊扬/周艳泓
伊杨/陈引



568434 宝贝 依稀 bb
568432 别说你爱著我 依稀 bsnazw
567051 依稀 csazd
575482 翅膀 依稀 cb
568433 堕落天使 依稀 dlts
568437 继续想念 依稀 jxxn
568435 快乐情人节 依稀 klqrj
575693 忘记 依稀 wj
575694 许愿星 依稀 xyx
568436 游乐园 依稀 yly
576420 离开你是我的错 宜璇 lknswdc
970313 留不住的沙 宜璇 lbzds
970446 留不住的沙 宜璇 lbzds
509899 阿里山姑娘 彝人制造 alsgn
513107 风雨雷电诺苏 彝人制造 fyldns
513138 孤独才是完美 彝人制造 gdcswm
504183 彝人制造 lbj
501623 妈妈 彝人制造 mm
514666 茅草屋的女主人 彝人制造 mcwdnzr
511178 明知山有虎 彝人制造 mzsyh
515806 彝人制造 ndnjbxjx
511368 七月火把节 彝人制造 qyhbj
504562 乞爱者 彝人制造 qaz
508069 让我进来 彝人制造 rwjl
504807 思乡曲 彝人制造 sxq
704807 思乡曲 彝人制造 sxq
505105 我要你 彝人制造 wyn
509341 彝人回家 彝人制造 yrhj
509506 远古神鹰 彝人制造 ygsy
973620 禁止回转 亦帆 jzhz
973528 砍掉重练 亦帆 kdzl
972990 泪崩了 亦帆 lbl
975013 全裸 亦帆 ql
977673 踏破铁鞋 亦帆 tptx
560910 1030 佚名 -
603157 佚名 ndnzwcs
603158 佚名 nddyqywcs
505777 佚名 yblbkzz
570440 佚名 zwcsbfytf
570441 佚名 zwcsbfytf
570442 佚名 zwcskyfny
570443 佚名 zwcskyfny
570444 佚名 zwcskyfny
570445 佚名 zwcskyfny
570446 佚名 zwcskyfny
570447 佚名 zwcsmyfny
570448 佚名 zwcsmyfny
570449 佚名 zwcsmyfny

测试爱之DJ

来不及(欣赏版)

难道你就不想继续(欣赏版)

09年度NO.1中文串烧
09年度电音全英文串烧
108颗珍珠
115中文串烧包房摇头65分08年11月
116中文串烧包房摇头70分08年11月
117中文串烧快摇62分08年11月
118中文串烧快摇64分08年11月
119中文串烧快摇65分08年11月
120中文串烧快摇66分08年11月
121中文串烧快摇67分08年11月
122中文串烧慢摇61分08年11月
123中文串烧慢摇62分08年11月
124中文串烧慢摇65分08年11月



570450 佚名 zwcsmyfny
570451 佚名 zwcsjbmyf
570452 佚名 zwcsjbmyf
570453 佚名 zwcsjbmyf
570454 佚名 zwcsjbmyf
570455 佚名 zwcsjbmyf
570456 佚名 zwcsjbmyf
570595 佚名 zwcskyfny
570596 佚名 zwcskyfny
570597 佚名 zwcskyfny
570598 佚名 zwcsmyfny
570599 佚名 zwcsmyfny
570600 佚名 zwcsmyfny
570601 佚名 gyycskyfn
570602 佚名 gyycsmyfn
570604 佚名 hxncsfny
571001 佚名 zwcskyfny
571002 佚名 zwcskyfny
571003 佚名 zwcskyfny
571004 佚名 zwcskyfny
571005 佚名 zwcskyfny
571006 佚名 zwcskyfny
571007 佚名 zwcskyfny
571008 佚名 zwcsmyfny
571009 佚名 zwcsmyfny
571010 佚名 zwcsmyfny
571011 佚名 zwcsmyfny
571012 佚名 zwcsmyfny
571013 佚名 zwcsmyfny
571014 佚名 zwcsjpmyf
571015 佚名 zwcsjpmyf
571016 佚名 zwcsjpmyf
571017 佚名 gyycskyfn
505782 佚名 abcdzmg
500020 BLUE 佚名 b
500303 CHA CHA 佚名 cc
535147 佚名 -
535148 佚名 -
535149 佚名 -
535150 佚名 -
535151 佚名 -
535152 佚名 -
535153 佚名 -
560911 佚名 -
512807 佚名 -
503114 DO RE MI 佚名 drm
500045 FREE 佚名 f
505803 I BELIEVE IN LOVE 佚名 ibil

125中文串烧慢摇70分08年11月
126中文串烧酒吧慢摇65分08年11月
127中文串烧酒吧慢摇67分08年11月
128中文串烧酒吧慢摇73分08年11月
129中文串烧酒吧慢摇75分08年11月
130中文串烧酒吧慢摇76分08年11月
131中文串烧酒吧慢摇79分08年11月
135中文串烧快摇51分08年12月
136中文串烧快摇52分08年12月
137中文串烧快摇74分08年12月
138中文串烧慢摇62分08年12月
139中文串烧慢摇70分08年12月
140中文串烧慢摇71分08年12月
141国粤语串烧快摇67分08年12月
142国粤语串烧慢摇75分08年12月
144贺新年串烧62分08年12月
145中文串烧快摇58分09年1月
146中文串烧快摇62分09年1月
147中文串烧快摇64分09年1月
148中文串烧快摇65分09年1月
149中文串烧快摇67分09年1月
150中文串烧快摇72分09年1月
151中文串烧快摇73分09年1月
152中文串烧慢摇61分09年1月
153中文串烧慢摇64分09年1月
154中文串烧慢摇68分09年1月
155中文串烧慢摇69分09年1月
156中文串烧慢摇70分09年1月
157中文串烧慢摇71分09年1月
158中文串烧精品慢摇63分09年1月
159中文串烧精品慢摇64分09年1月
160中文串烧精品慢摇69分09年1月
161国粤语串烧快摇62分09年1月
ABCD字母歌

DISCO08(欣赏版)
DISCO09(欣赏版)
DISCO10(欣赏版)
DISCO11(欣赏版)
DISCO13(欣赏版)
DISCO21(欣赏版)
DISCO30(欣赏版)
DJ我钟意
DJ之王跳到死(欣赏版)



503152 I NEED YOU 佚名 iny
505816 I'M ON FIRE 佚名 iof
563806 佚名 izmy
503158 KAKNM TN BHJ 佚名 kib
505821 KU CHA KU CHA 佚名 kckc
503174 LOVE IS OVER 佚名 lio
560912 LYDIA 佚名 -
503188 NOW I SEE 佚名 nis
500415 OH YEAH 佚名 oy
500097 PASSION 佚名 p
31284 SLEEPY TIME TOM 佚名 st
503213 SUN WITH LOVE 佚名 swl
503214 SUN WITH YOU 佚名 swy
500449 TAKE CARE 佚名 tc
503217 TELL ME WHY 佚名 tmw
975869 シルェツ卜ロマンス 佚名 b
503244 啊朋友 佚名 apy
514171 阿尔斯愣的眼睛 佚名 aesldyj
509896 阿凡提之歌 佚名 aftzg
505862 阿啦里哟 佚名 ally
503236 阿拉蕾 佚名 all
512822 阿里山的姑娘 佚名 alsdgn
505864 阿美阿美 佚名 amam
503238 阿美歌 佚名 amg
503241 阿童木 佚名 atm
509902 阿童木之歌 佚名 atmzg
514174 阿佤人民唱新歌 佚名 awrmcxg
505869 阿细跳月 佚名 axty
509903 阿信的故事 佚名 axdgs
562357 佚名 -
564761 佚名 ayzd
505873 哎哟妈妈 佚名 aymm
505872 佚名 aymm
505875 佚名 abaw
509913 爱到最高点 佚名 adzgd
505913 爱的过火 佚名 adgh
505916 爱的回航 佚名 adhh
514186 爱的路上千万里 佚名 adlsqwl
514188 爱的路上我和你 佚名 adlswhn
505935 爱的诺言 佚名 adny
505937 爱的祈祷 佚名 adqd
505938 爱的伤痕 佚名 adsh
505950 爱的心声 佚名 adxs
505952 爱的醒思 佚名 adxs
505892 爱得太狂 佚名 adtk
500476 爱歌 佚名 ag
500477 爱歌 佚名 ag
505966 爱过了头 佚名 aglt

IOIO之慢摇

哎呀无赖中文串烧70分钟
哎呀之DJ

哎哟妈妈(欣赏版)
爱不爱我(欣赏版)



512832 爱过痛过恨过 佚名 agtghg
563849 爱海滔滔之慢摇 佚名 ahtzmy
575088 爱警习武歌 佚名 ajxwg
509953 爱落空心痛 佚名 alkxt
503279 爱难求 佚名 anq
567041 爱你爱的很疲惫之慢摇 佚名 anadhpbzm
514198 爱你爱在心坎里 佚名 anazxkl
509959 爱你比海深 佚名 anbhs
512841 爱你不是谎言 佚名 anbshy
505997 爱你不行 佚名 anbx
512847 爱你还是爱我 佚名 anhsaw
509968 爱你没商量 佚名 anmsl
515602 爱你却不能靠近你 佚名 anqbnkjn
564607 佚名 ansztlzd
567040 爱你是我犯了错之慢摇 佚名 answflczm
506006 爱你太深 佚名 ants
509989 爱情的故事 佚名 aqdgs
509993 爱情的流言 佚名 aqdly
509994 爱情的迷路 佚名 aqdml
510001 爱情的喜悦 佚名 aqdxy
514216 爱情来到我心间 佚名 aqldwxj
506033 爱情麻雀 佚名 aqmq
564852 爱情木瓜之慢摇 佚名 aqmgzmy
567576 佚名 aqrdhzd
567042 爱情有没有来过这里之慢摇 佚名 aqymylgzl
510025 爱让我犯错 佚名 arwfc
514222 爱人是个多情人 佚名 arsgdqr
506064 佚名 arcs
516212 爱上风雨中走来的你 佚名 asfyzzldn
564767 佚名 asnzydnrz
512878 爱是刻骨铭心 佚名 askgmx
503297 爱碎了 佚名 asl
512882 爱它自己会走 佚名 atzjhz
567577 佚名 awjblkwzd
510049 爱我在今宵 佚名 awzjx
503314 爱一句 佚名 ayj
510067 爱在你身边 佚名 aznsb
510076 爱做梦的人 佚名 azmdr
412625 安娜和武林 佚名 anhwl
506112 庵堂认母 佚名 atrm
514242 俺是公社饲养员 佚名 asgssyy
510079 傲慢与偏见 佚名 amypj
510084 奥运畅想曲 佚名 aycxq
506120 奥运万岁 佚名 ayws
506121 澳门故事 佚名 amgs
515615 澳门也是妈妈的孩 佚名 amysmmdh
514246 八路军和老百姓 佚名 bljhlbx
514247 八月桂花遍地开 佚名 byghbdk

爱你实在太累之DJ

爱情惹的祸之DJ

爱如潮水(欣赏版)

爱上你这样的女人之DJ

爱我就别离开我之DJ



506124 巴比伦河 佚名 bblh
503338 巴厘岛 佚名 bld
514248 佚名 -
503339 拔萝卜 佚名 blb
516525 把爱情寄在远远的地方 佚名 baqjzyydd
510092 把今生忘掉 佚名 bjswd
514255 把梦亲手交给你 佚名 bmqsjgn
516227 把你的白脸脸调过来 佚名 bndblldgl
514257 把情感收藏起来 佚名 bqgscql
514259 把思念托付小雨 佚名 bsntfxy
506135 把心留住 佚名 bxlz
500530 爸爸 佚名 bb
564479 爸爸妈妈之慢摇 佚名 bbmmzmy
514261 爸爸说我没法嫁 佚名 bbswmf
503348 白龙马 佚名 blm
503349 白毛女 佚名 bmn
503350 白门楼 佚名 bml
510103 白色的太阳 佚名 bsdty
503353 白纱巾 佚名 bsj
500536 白云 佚名 by
510105 白云长在天 佚名 byczt
506147 百年梦圆 佚名 bnmy
506149 佚名 bncf
503359 拜大年 佚名 bdn
506152 拜访春天 佚名 bfct
510108 拜访我的爱 佚名 bfwda
500543 拜年 佚名 bn
510111 伴侣那里找 佚名 blnlz
503362 办喜事 佚名 bxs
503375 扮皇帝 佚名 bhd
506164 包公赔情 佚名 bgpq
503377 包饺子 佚名 bjz
516230 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 佚名 bltdzzkf
500554 保镖 佚名 bb
510112 宝贝不要哭 佚名 bbbyk
503383 报花名 佚名 bhm
514273 爆竹一声大地春 佚名 bzysddc
506174 悲欢岁月 佚名 bhsy
503394 北风吹 佚名 bfc
510119 北京的胡同 佚名 bjdht
506187 北园大街 佚名 bydj
506189 背叛风情 佚名 bpfq
500573 背影 佚名 by
506195 被爱左右 佚名 bazy
512931 被忽略的女人 佚名 bhldnr
500580 奔奔 佚名 bb
567036 本草纲目之慢摇 佚名 bcgmzmy
500583 本事 佚名 bs

芭啦啦热门迪曲(欣赏版)

百鸟朝凤(欣赏版)



516528 本应当随母亲镐京避难 佚名 bydsmqgjb
563858 佚名 bjzdj
506206 碧城故事 佚名 bcgs
503407 碧云天 佚名 byt
506205 闭上眼睛 佚名 bsyj
514276 边疆处处赛江南 佚名 bjccsjn
515623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佚名 bjdqsqyc
506209 边曲十唱 佚名 bqsc
503414 表错情 佚名 bcq
510133 别爱的太多 佚名 badtd
514278 别把我的心带走 佚名 bbwdxdz
569111 别等我离开才说爱我之慢摇 佚名 bdwlkcsaw
503417 别故乡 佚名 bgx
506218 别来接我 佚名 bljw
500596 别怕 佚名 bp
514281 别让我等的太久 佚名 brwddtj
510143 别让我寂寞 佚名 brwjm
515628 别让自己活得不好 佚名 brzjhdbh
561284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佚名 -
506236 别无选择 佚名 bwxz
510160 槟榔香烟酒 佚名 blxyj
512945 冰山上的雪莲 佚名 bssdxl
500145 佚名 b
503440 捕鱼歌 佚名 byg
500614 补锅 佚名 bg
503439 补习街 佚名 bxj
506246 不爱也罢 佚名 bayb
503447 不倒翁 佚名 bdw
563815 不得不爱之慢摇 佚名 bdbazmy
514292 不该爱的人是你 佚名 bgadrsn
516535 不该想着别人又想着我 佚名 bgxzbryxz
566652 佚名 bgyqanzd
500620 不管 佚名 bg
510183 不老的老师 佚名 bldls
510191 不能这样活 佚名 bnzyh
563816 不怕不怕之慢摇 佚名 bpbpzmy
512964 不如早点分离 佚名 brzdfl
506285 不是偶然 佚名 bsor
512968 不伪装的温柔 佚名 bwzdwr
563817 不想长大之慢摇 佚名 bxzdzmy
564460 佚名 bxkjnkzd
568203 佚名 bxpnszd
514302 不孝之子在哭泣 佚名 bxzzzkq
510215 不要说再见 佚名 byszj
516237 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佚名 bywwgdhbh
515635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佚名 byztwdmz
512979 不要走不要走 佚名 byzbyz
516240 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 佚名 byanadtpb

笔记之DJ

病(无原唱)

不顾一切爱你之DJ

不想看见你哭之DJ
不想陪你睡之DJ



506306 不愿长醉 佚名 bycz
510219 不再玩泥沙 佚名 bzwns
503487 不值得 佚名 bzd
500641 布榖 佚名 b
503488 布谷鸟 佚名 bgn
512988 步步高新春到 佚名 bbgxcd
503491 擦鞋歌 佚名 cxg
510227 猜猜我是谁 佚名 ccwss
500647 猜拳 佚名 cq
514309 财神来到我们家 佚名 csldwmj
510230 彩色的中国 佚名 csdzg
510232 彩云伴海鸥 佚名 cybho
506332 彩云片片 佚名 cypp
510234 踩在夕阳里 佚名 czxyl
503498 采茶灯 佚名 ccd
514312 采茶千担送北京 佚名 ccqdsbj
503502 采莲谣 佚名 cly
514313 采蘑菇的小姑娘 佚名 cmgdxgn
503503 采桑叶 佚名 csy
510229 采一束鲜花 佚名 cysxh
510236 参加八路军 佚名 cjblj
510238 残酷的温柔 佚名 ckdwr
510239 残缺的温柔 佚名 cqdwr
510241 沧海一声笑 佚名 chysx
510243 苍白的记忆 佚名 cbdjy
514315 苍山歌声永不落 佚名 csgsybl
506343 藏族舞曲 佚名 zzwq
563844 佚名 cczdj
500665 草雨 佚名 cy
500666 草原 佚名 cy
506345 草原晨曲 佚名 cycq
506347 草原牧歌 佚名 cymg
506348 草原情歌 佚名 cyqg
515639 草原上马儿千万匹 佚名 cysmeqwp
514316 草原英雄小姐妹 佚名 cyyxxjm
506349 草原赞歌 佚名 cyzg
514075 曾经爱过的人 佚名 cjagdr
509585 曾经沧海 佚名 cjch
514076 曾经有个女孩 佚名 cjygnh
509590 曾经最美 佚名 cjzm
564682 曾经最美之慢摇 佚名 zjzmzmy
506364 茶室春秋 佚名 cscq
503512 茶叶青 佚名 cyq
506365 长白山上 佚名 cbss
503515 长城长 佚名 ccc
510249 长发为君剪 佚名 cfwjj
512992 长湖水清又凉 佚名 chsqyl
506371 长江之歌 佚名 cjzg

曹操之DJ



512993 长空下的独白 佚名 ckxddb
512995 长亭外古道边 佚名 ctwgdb
512996 长痛还是短痛 佚名 cthsdt
503521 长头发 佚名 ctf
500676 长征 佚名 cz
506374 长征组歌 佚名 czzg
510256 唱歌的小鸟 佚名 cgdxn
514318 唱歌二小放牛郎 佚名 cgexfnl
564769 超级女声之慢摇 佚名 cjnszmy
420538 佚名 cnsdla
420539 佚名 cnsdlb
510261 潮水的诺言 佚名 csdny
500688 车站 佚名 cz
506392 沉默暴风 佚名 cmbf
514321 臣闻书生李兆廷 佚名 cwsslzt
510269 成功属于你 佚名 cgsyn
510270 诚实的眼睛 佚名 csdyj
503535 痴痴缠 佚名 ccc
506408 迟来的爱 佚名 clda
506410 迟来的人 佚名 cldr
500715 斥敌 佚名 cd
503536 赤壁赋 佚名 cbf
514327 赤脚医生向阳花 佚名 cjysxyh
515645 赤桑镇之包丞唱段 佚名 cszzbccd
514328 赤足走在田埂上 佚名 czzztgs
505711 种太阳 佚名 zty
514329 仇恨人心要发芽 佚名 chrxyfy
503542 丑小鸭 佚名 cxy
503549 佚名 csl
510282 初恋的感觉 佚名 cldgj
503550 初恋女 佚名 cln
503553 厨房歌 佚名 cfg
515646 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佚名 cfnqkdws
503552 除夕夜 佚名 cxy
510286 楚留香新传 佚名 clxxz
506430 船夫恋曲 佚名 cflq
506431 船工号子 佚名 cghz
510289 串起又散落 佚名 cqysl
560928 佚名 -
560929 佚名 -
560930 佚名 -
560932 佚名 -
560933 佚名 -
560934 佚名 -
560935 佚名 -
503556 串烧歌 佚名 csg
500150 窗 佚名 c
506434 吹口哨儿 佚名 ckse

超能塞豆隆a
超能塞豆隆b

出水莲(欣赏版)

串烧31分钟
串烧53分钟
串烧58分钟
串烧60分钟中强
串烧62分钟中强
串烧70分钟
串烧71分钟



503557 春潮涌 佚名 ccy
506435 春愁点点 佚名 ccdd
514333 春二三月草青青 佚名 cesycqq
500766 佚名 cf
515648 春风得意喜星高照 佚名 cfdyxxgz
514334 春风吻上我的脸 佚名 cfwswdl
510295 春光无限好 佚名 cgwxh
506438 春花齐放 佚名 chqf
514336 春花秋月何明了 佚名 chqyhml
510296 春江花月夜 佚名 cjhyy
506442 佚名 cnhk
506445 春去春来 佚名 cqcl
506447 春神来了 佚名 csll
500773 春笋 佚名 cs
510302 春天的脚步 佚名 ctdjb
503563 春天里 佚名 ctl
510306 春天在哪里 佚名 ctznl
516243 春天在我们的歌声里 佚名 ctzwmdgsl
500777 春雨 佚名 cy
513013 春雨濛濛地下 佚名 cymmdx
513014 纯白的圣诞节 佚名 cbdsdj
506450 纯纯的爱 佚名 ccda
500783 绰号 佚名 ch
503569 慈母恩 佚名 cme
503570 慈母心 佚名 cmx
564602 佚名 cjzmy
564674 佚名 cjzmy
503574 聪明累 佚名 cml
419965 佚名 clqba
419966 佚名 clqbb
516559 从今后再莫说你治家有方 佚名 cjhzmsnzj
516560 从来没想过这样道别离 佚名 clmxgzydb
513020 从汀州向长沙 佚名 ctzxcs
506462 从头爱起 佚名 ctaq
506463 从头到尾 佚名 ctdw
506469 错看了你 佚名 ckln
506471 错误的爱 佚名 cwda
510316 错误的停留 佚名 cwdtl
506474 打靶归来 佚名 dbgl
514347 打败美帝野心狼 佚名 dbmdyxl
516563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佚名 dbjcljbxz
503587 打电话 佚名 ddh
500813 打更 佚名 dg
506477 打虎上山 佚名 dhss
503594 打龙袍 佚名 dlp
514348 打起手鼓唱起歌 佚名 dqsgcqg
503598 打猪草 佚名 dzc
514350 大别山上杜鹃开 佚名 dbssdjk

春风(欣赏版)

春暖花开(欣赏版)

刺激2005之慢摇
刺激2006之慢摇

丛林骑兵a
丛林骑兵b



503601 大冲击 佚名 dcj
500818 大地 佚名 dd
510322 大地的港口 佚名 dddgk
510323 大地的孩子 佚名 dddhz
506485 大地回春 佚名 ddhc
510326 大地早上好 佚名 ddzsh
513023 大吊车真厉害 佚名 ddczlh
503607 大公鸡 佚名 dgj
506489 佚名 dgnm
515652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佚名 dgnmdgnl
503609 大海边 佚名 dhb
506490 大海摇篮 佚名 dhyl
514354 大海一样的深情 佚名 dhyydsq
424345 大话西游后传 佚名 dhxyhz
503615 大会师 佚名 dhs
506492 大火熊熊 佚名 dhxx
510330 大家差不多 佚名 djcbd
510332 大家来环保 佚名 djlhb
514359 大家来做广播操 佚名 djlzgbc
516564 大家一起恰恰恰 佚名 djyqqqq
514360 大江东去浪淘沙 佚名 djdqlts
506498 佚名 dlts
503620 大路歌 佚名 dlg
503622 大妹子 佚名 dmz
503629 大清早 佚名 dqz
503632 大傻瓜 佚名 dsg
564762 大舌头之慢摇 佚名 dstzmy
503633 大实话 佚名 dsh
51565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佚名 dtezxtbb
412622 大腕 佚名 dw
500823 大象 佚名 dx
506504 大象拔河 佚名 dxbh
513026 大雪飘扑人面 佚名 dxpprm
564677 佚名 dyjzd
500827 大雨 佚名 dy
510349 带我去月球 佚名 dwqyq
503651 戴安娜 佚名 dan
510352 袋鼠护送员 佚名 dshsy
506509 黛玉进府 佚名 dyjf
506512 单纯的心 佚名 dcdx
514365 但见春归人不归 佚名 djcgrbg
514366 但愿不只是情人 佚名 dybzsqr
506521 但愿长醉 佚名 dycz
510362 但愿人长久 佚名 dyrcj
503656 弹唱词 佚名 dcc
503657 弹钢琴 佚名 dgq
513032 佚名 daycws
503661 当兵谣 佚名 dby

大姑娘美(欣赏版)

大浪滔沙(欣赏版)

大眼睛之DJ

当爱已成往事(欣赏版)



513036 当歌唱的时候 佚名 dgcdsh
567571 佚名 dllgdshzd
516568 当你的吻还热着我的唇 佚名 dndwhrzwd
563835 佚名 dngdnhxqs
515662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 佚名 dqtdldsh
515663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佚名 dtysqdsh
514369 当我们同在一起 佚名 dwmtzyq
513038 当我们在一起 佚名 dwmzyq
514371 当我想你的时候 佚名 dwxndsh
510383 当拥抱结束 佚名 dybjs
516571 党教儿做一个钢强铁汉 佚名 djezyggqt
560936 刀郎串烧 佚名 -
563101 刀郎之慢摇 佚名 -
514376 刀切莲藕丝不断 佚名 dqlosbd
510385 到处腾欢笑 佚名 dcthx
513040 到敌人后方去 佚名 ddrhfq
516256 到底人间欢乐多 佚名 ddrjhld
564673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我之慢摇 佚名 ddsmshchx
510387 到这里就好 佚名 dzljh
503666 盗御马 佚名 dym
513043 稻草人的心情 佚名 dcrdxq
503667 道拉基 佚名 dlj
510388 得不到的爱 佚名 dbdda
514380 得意的笑迎新年 佚名 dydzyxn
506536 灯红酒绿 佚名 dhjl
510390 等不到深夜 佚名 dbdsy
506540 等待风起 佚名 ddfq
510397 等到月儿圆 佚名 ddyey
500854 等你 佚名 dn
510398 等你老地方 佚名 dnldf
513055 等你在老地方 佚名 dnzldf
503671 等情人 佚名 dqr
567578 等一分钟之慢摇 佚名 dyfzzmy
506557 嘀哩嘀哩 佚名 dldl
515671 迪斯尼米老鼠之歌 佚名 dsnmlszg
503673 地道战 佚名 ddz
506558 地久天长 佚名 djtc
514390 地球是我们的家 佚名 dqswmdj
424343 地上最强 佚名 dszq
503678 帝女花 佚名 dnh
204904 佚名 dwysb
516574 第一次亲密接触之板砖脸 佚名 dycqmjczb
503687 颠轿歌 佚名 djg
503688 点秋香 佚名 dqx
510423 点燃一根烟 佚名 drygy
506576 佚名 -
516575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佚名 dqnqbrmzx
503693 蝶恋花 佚名 dlh

当泪流干的时候之DJ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之DJ

第五元素b

电台情歌(欣赏版)



563813 丁香花之慢摇 佚名 dxhzmy
500868 叮咛 佚名 dn
516260 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 佚名 dnzswddng
516576 定要把这深情厚意送往四面八方 佚名 dybzsqhys
510428 订做一个他 佚名 dzygt
503699 丢手绢 佚名 dsj
514395 东边太阳西边雨 佚名 dbtyxby
514396 东方风来满眼春 佚名 dfmyc
503700 东方红 佚名 dfh
510433 东山一把青 佚名 dsybq
514399 冬老人与春姑娘 佚名 dlrycgn
514402 冬天里也有阳光 佚名 dtlyyyg
514404 动不动就说爱我 佚名 dbdjsaw
506598 动了离念 佚名 dlln
514406 洞房悄悄静幽幽 佚名 dfqqjyy
510439 洞庭鱼米乡 佚名 dtymx
500894 斗歌 佚名 dg
510450 斗牛士之歌 佚名 dnszg
564610 豆芽菜的爱之慢摇 佚名 dycdazmy
513070 都市恋爱故事 佚名 dslags
510446 都是因为你 佚名 dsywn
515678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佚名 dyykhldx
514408 独守空帏暗长叹 佚名 dskwact
503711 读书好 佚名 dsh
503713 读书郎 佚名 dsl
503717 杜鹃红 佚名 djh
516578 杜鹃山举义旗三起三落 佚名 djsjyqsqs
506607 杜鹃时节 佚名 djsj
506608 佚名 dqzg
500915 断线 佚名 dx
506613 对爱痴情 佚名 dacq
503724 对不起 佚名 dbq
506616 对街男子 佚名 djnz
503731 对鲜花 佚名 dxh
503732 敦煌梦 佚名 dhm
503736 哆来咪 佚名 dlm
506622 多爱一点 佚名 dayd
510471 多瑙河之波 佚名 dnhzb
510472 佚名 dnhzb
515684 多年以前多年以后 佚名 dnyqdnyh
513077 多情会有问题 佚名 dqhywt
516583 佚名 dqrdblhgl
503734 多少次 佚名 dsc
513078 多少情多少泪 佚名 dsqdsl
500927 多心 佚名 dx
514418 朵朵葵花向阳开 佚名 ddkhxyk
514419 朵啦朵啦并蒂莲 佚名 dldlbdl
510482 躲也躲不了 佚名 dydbl

杜丘之歌(欣赏版)

多瑙河之波(欣赏版)

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欣赏版)



507850 哦十分钟 佚名 osfz
506632 峨嵋酒家 佚名 emjj
506634 厄尔嘎兹 佚名 eegz
513085 鄂伦春族小唱 佚名 elczxc
510485 鄂托克西边 佚名 etkxb
510494 二十八字歌 佚名 esbzg
510495 二小放牛郎 佚名 exfnl
564845 发如雪之慢摇 佚名 frxzmy
506653 翻身道情 佚名 fsdq
510498 凡人咖啡店 佚名 frkfd
506655 繁绮盘凤 佚名 fqpf
419967 佚名 ftjza
506656 佚名 fcqt
506664 放马山歌 佚名 fmsg
500959 放手 佚名 fs
503766 放我飞 佚名 fwf
516586 放下三棒鼓扛起红樱枪 佚名 fxsbgkqhy
506671 放心走吧 佚名 fxzb
503767 放学歌 佚名 fxg
424377 非典人生 佚名 fdrs
503774 佚名 fqf
564689 飞的更高之慢摇 佚名 fdggzmy
503768 飞花歌 佚名 fhg
510509 飞来的花瓣 佚名 fldhb
503770 飞起来 佚名 fql
515688 佚名 fxjxdqsq
500975 飞鹰 佚名 fy
510510 飞越大渡河 佚名 fyddh
516263 分别以后才懂得拥有 佚名 fbyhcddyy
513095 分不到你的爱 佚名 fbdnda
500981 分离 佚名 fl
513096 分手摆在胸口 佚名 fsbzxk
510517 分手的时候 佚名 fsdsh
567570 佚名 fszngqtzd
500993 焚稿 佚名 fg
506693 丰收舞曲 佚名 fswq
506694 丰收之歌 佚名 fszg
503791 枫叶情 佚名 fyq
503782 风尘泪 佚名 fcl
506697 风的独白 佚名 fddb
510526 风儿轻轻吹 佚名 feqqc
506701 风告诉我 佚名 fgsw
503785 风过耳 佚名 fge
513105 风凄凄意绵绵 佚名 fqqymm
503786 风声紧 佚名 fsj
503787 风向球 佚名 fxq
503792 凤还巢 佚名 fhc
514445 凤凰岭上祝红军 佚名 fhlszhj

反恐特警组a
芳草情天(欣赏版)

非秋风(欣赏版)

飞向异乡的747

分手在那个秋天之DJ



506723 凤凰于飞 佚名 fhyf
514447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佚名 fqssbjh
513112 伏尔加船夫曲 佚名 fejcfq
503795 浮水印 佚名 fsy
506732 浮云游子 佚名 fyyz
564482 佚名 rjfzd
501023 蜉蝣 佚名 fy
506742 嘎兹蕾蒂 佚名 gzld
513114 改变所有的错 佚名 gbsydc
506752 甘蔗高粱 佚名 gzgl
506763 感情漂白 佚名 gqpb
503807 感情线 佚名 gqx
501035 赶路 佚名 gl
510548 钢琴后的人 佚名 gqhdr
506771 高山慕情 佚名 gsmq
506775 高原之歌 佚名 gyzg
506779 告别夕阳 佚名 gbxy
514457 告诉罗娜我爱她 佚名 gslnwat
503828 哥俩好 佚名 glh
500171 歌 佚名 g
515697 歌唱吧中国的少年 佚名 gcbzgdsn
514461 歌唱二小放牛郎 佚名 gcexfnl
510553 歌唱井岗山 佚名 gcjgs
510554 歌唱毛泽东 佚名 gcmzd
506781 歌唱情侣 佚名 gcql
510555 歌唱王二小 佚名 gcwex
515698 歌唱我们的新西藏 佚名 gcwmdxxz
506782 歌唱姻缘 佚名 gcyy
514463 歌声飞出心窝窝 佚名 gsfcxww
510556 歌声与微笑 佚名 gsywx
501058 鸽子 佚名 gz
501068 隔夜 佚名 gy
510557 革命气节歌 佚名 gmqjg
514464 革命青年进行曲 佚名 gmqnjxq
515699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佚名 gmqnzzsf
514467 给咖啡加把糖吧 佚名 gkfbtb
506790 佚名 gndr
561761 给你好看 佚名 gnhk
513124 给你一份温柔 佚名 gnyfwr
513128 给我一个微笑 佚名 gwygwz
510567 给我一片天 佚名 gwypt
513130 跟着共产党走 佚名 gzgcdz
510580 跟着我飞翔 佚名 gzwfx
514481 公子何必多夸口 佚名 gzhbdkk
424349 工夫老爸 佚名 gflb
514479 工农兵联合起来 佚名 gnblhql
510581 工农革命歌 佚名 gngmg
514480 工人阶级硬骨头 佚名 grjjygt

芙蓉姐夫之DJ

给你的REGGAE



510582 恭喜大发财 佚名 gxdfc
510583 恭喜大家好 佚名 gxdjh
564847 佚名 gxfchbnlz
564678 佚名 gxfczd
503841 恭禧您 佚名 gxn
516267 巩乃斯河我的母亲河 佚名 gnshwdmqh
516590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佚名 gcdysktcd
513134 共产儿童团歌 佚名 gcetg
514482 共产主义接班人 佚名 gczyjbr
510587 共和国之恋 佚名 ghgzl
513136 勾勾手好朋友 佚名 ggshpy
563832 佚名 gdbbqzmy
513139 孤独的牧羊人 佚名 gddmyr
424347 孤男寡女 佚名 gngn
560938 古惑女的真情告白 佚名 -
510600 古月照今尘 佚名 gyzjc
510603 故事的真象 佚名 gsdzx
506832 故土难离 佚名 gtnl
503850 故乡情 佚名 gxq
510607 故乡是北京 佚名 gxsbj
506840 故乡无情 佚名 gxwq
510610 乖乖的回家 佚名 ggdhj
513144 怪盗亚森罗蘋 佚名 gdyslp
501102 关心 佚名 gx
506842 关于爱情 佚名 gyaq
420524 佚名 gzdka
420525 佚名 gzdkb
514486 官兵同唱一首歌 佚名 gbtcysg
514487 官人好比天上月 佚名 grhbtsy
501104 观灯 佚名 gd
514488 管叫山河换新装 佚名 gjshhxz
501106 佚名 gw
563822 光彩第二街之慢摇 佚名 gcdejzmy
514490 光辉照儿永向前 佚名 ghzeyxq
515710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佚名 grazggqt
510616 光阴的故事 佚名 gydgs
51571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佚名 gktddyzw
503856 逛新城 佚名 gxc
513147 归来吧苏连多 佚名 glbsld
501112 归乡 佚名 gx
506850 归乡的路 佚名 gxdl
506852 龟兔赛跑 佚名 gtsp
420548 佚名 gmkxqa
420549 佚名 gmkxqb
514491 桂花开放幸福来 佚名 ghkfxfl
503863 国际歌 佚名 gjg
514495 果然喜从天上降 佚名 grxctsj
564478 佚名 gzfnybzd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之DJ
恭喜发财之DJ

孤单北半球之DJ

关中刀客a
关中刀客b

罐舞(欣赏版)

鬼马狂想曲a
鬼马狂想曲b

果汁分你一半之DJ



510621 过去的春梦 佚名 gqdcm
513150 过去的好时光 佚名 gqdhsg
513149 过去的好时光 佚名 gqdhsg
513151 过去让他过去 佚名 gqrtgq
513152 过去已成过去 佚名 gqycgq
503868 过新年 佚名 gxn
510622 过雪山草地 佚名 gxscd
503869 哈巴狗 佚名 hbg
516591 哈萨克人民永远跟着毛主席 佚名 hskrmyygz
510718 还不清的债 佚名 hbqdz
501242 还家 佚名 hj
510725 还是忘了吧 佚名 hswlb
510729 还是一场梦 佚名 hsycm
510733 还以为是你 佚名 hywsn
514497 海岛冰轮初转腾 佚名 hdblczt
420545 海底总动员 佚名 hdzdy
506868 海港之夜 佚名 hgzy
501134 海鸥 佚名 ho
501135 海鸥 佚名 ho
514498 海鸥飞处彩云飞 佚名 hofccyf
506879 海棠姑娘 佚名 htgn
501137 海燕 佚名 hy
506880 海洋之歌 佚名 hyzg
510631 害怕爱一回 佚名 hpayh
513157 含苞欲放的花 佚名 hbyfdh
514499 含悲忍泪往前走 佚名 hbrlwqz
510635 含泪的分手 佚名 hldfs
503879 含羞草 佚名 hxc
501147 寒流 佚名 hl
501148 寒星 佚名 hx
510637 寒夜的街灯 佚名 hydjd
506888 杭州姑娘 佚名 hzgn
503884 好阿姨 佚名 hay
513158 好爸爸坏爸爸 佚名 hbbhbb
503886 好春宵 佚名 hcx
513159 好孩子要诚实 佚名 hhzycs
510643 好好的过吧 佚名 hhdgb
510645 好花不常开 佚名 hhbck
513160 好久好久以前 佚名 hjhjyq
513161 好久没有淋雨 佚名 hjmyly
503898 好妈妈 佚名 hmm
503902 好朋友 佚名 hpy
506909 好人好梦 佚名 hrhm
503909 好叔叔 佚名 hss
566658 佚名 hxkzd
516271 好像你才是我的情人 佚名 hxncswdqr
503917 好预兆 佚名 hyz
503919 好紫鹃 佚名 hzj

好想哭之DJ



506921 何必相逢 佚名 hbxf
506923 何德何能 佚名 hdhn
510653 何日才相会 佚名 hrcxh
510660 何时才相会 佚名 hscxh
503921 合家欢 佚名 hjh
510664 河边对口曲 佚名 hbdkq
513178 河堤上的傻瓜 佚名 hdsdsg
501161 河水 佚名 hs
503926 佚名 -
506931 黑猫警长 佚名 hmjc
510668 黑色的眼眸 佚名 hsdym
503930 黑土地 佚名 htd
412808 佚名 hx
513180 恨包勉初为官 佚名 hbmcwg
501169 恨海 佚名 hh
506944 恒春民谣 佚名 hcmy
506945 红尘戏梦 佚名 hcxm
506946 红尘有爱 佚名 hcya
510676 红灯绿酒夜 佚名 hdljy
503946 红豆曲 佚名 hdq
503948 红盖头 佚名 hgt
503949 红河谷 佚名 hhg
703949 红河谷 佚名 hhg
503951 红军桥 佚名 hjq
516274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佚名 hjzsxnmzd
503953 红梅赞 佚名 hmz
503952 红莓果 佚名 hmg
510680 红莓花儿开 佚名 hmhek
503958 红蜻蜓 佚名 hqt
514512 红色娘子军连歌 佚名 hsnzjlg
503961 红头绳 佚名 hts
503962 红星歌 佚名 hxg
514513 红星照我去战斗 佚名 hxzwqzd
501178 红颜 佚名 hy
563693 红颜串烧 佚名 hycs
564687 佚名 hyzd
503964 红腰带 佚名 hyd
501181 猴哥 佚名 hg
506959 猴哥猴哥 佚名 hghg
501188 候鸟 佚名 hn
501191 呼唤 佚名 hh
501196 忽略 佚名 hl
506969 湖畔情侣 佚名 hpql
503971 葫芦娃 佚名 hlw
506972 葫芦兄弟 佚名 hlxd
501204 蝴蝶 佚名 hd
506978 互表身世 佚名 hbss
500180 花 佚名 h

黑寡妇(欣赏版)

黑侠2

红颜之DJ



424333 花好月圆 佚名 hhyy
510707 花哭花瓣飞 佚名 hkhbf
506992 花落谁家 佚名 hlsj
516593 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佚名 hmlxddslb
503983 花田错 佚名 htc
503985 花仙子 佚名 hxz
506997 花香鼓舞 佚名 hxgw
501224 佚名 hy
514520 花园里的洋娃娃 佚名 hyldyww
503991 划船歌 佚名 hcg
507005 譁笑的街 佚名 hxdj
564603 佚名 hdfzmy
507008 化装舞会 佚名 hzwh
507011 怀念妈妈 佚名 hnmm
504000 坏男人 佚名 hnr
501239 欢聚 佚名 hj
510712 欢乐的新疆 佚名 hldxj
504007 欢乐歌 佚名 hlg
504009 欢乐颂 佚名 hls
507017 欢乐舞曲 佚名 hlwq
510713 欢乐在今宵 佚名 hlzjx
514528 换一个爱我的人 佚名 hygawdr
516594 黄河边上两个老乡对唱 佚名 hhbslglxd
510737 黄河船夫曲 佚名 hhcfq
504015 黄河谣 佚名 hhy
507030 黄河震鼓 佚名 hhzg
504017 黄鹤楼 佚名 hhl
507034 黄金一笑 佚名 hjyx
514530 黄连苦胆味难分 佚名 hlkdwnf
504019 黄玫瑰 佚名 hmg
510741 黄色的玫瑰 佚名 hsdmg
572920 黄四姐 佚名 hsj
514531 黄土地我呼唤你 佚名 htdwhhn
514532 黄莺树上声声唱 佚名 hyssssc
501264 谎言 佚名 hy
513199 挥不去的思念 佚名 hbqdsn
507045 挥挥衣袖 佚名 hhyx
510747 回到你身边 佚名 hdnsb
513200 回到自己身边 佚名 hdzjsb
510750 回斧山港来 佚名 hfsgl
514536 回故乡的小路上 佚名 hgxdxls
501272 佚名 hj
510752 回来吧好吗 佚名 hlbhm
513202 回来吧心上人 佚名 hlbxsr
563102 回来我的爱之慢摇 佚名 -
562358 佚名 -
510755 回首梦已远 佚名 hsmyy
514537 回头我也不要你 佚名 htwybyn

花园(无原唱)

化蝶飞之DJ

回家(萨克斯)

回来我的爱中文串烧70分钟



504034 回想曲 佚名 hxq
560939 回心转意 佚名 -
504035 回延安 佚名 hya
501280 回忆 佚名 hy
516278 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佚名 hkdrbydll
510761 佚名 hljxq
507075 婚礼之歌 佚名 hlzg
514538 浑身是胆雄赳赳 佚名 hssdxjj
507089 火车快飞 佚名 hckf
514540 火车向着韶山跑 佚名 hcxzssp
507090 火锅昔烙 佚名 hgxl
507091 火火北京 佚名 hhbj
507092 火热的心 佚名 hrdx
563864 霍元甲之慢摇 佚名 hyjzmy
510775 几度夕阳红 佚名 jdxyh
510776 几度又几度 佚名 jdyjd
510778 几时再回头 佚名 jszht
501295 机场 佚名 jc
424357 机动部队 佚名 jdbd
563824 吉祥三宝之慢摇 佚名 jxsbzmy
507100 极乐世界 佚名 jlsj
510795 寂寞的小花 佚名 jmdxh
513216 寂寞难以忍耐 佚名 jmnyrn
563833 佚名 jmszlzd
564469 寂寞沙洲冷之慢摇 佚名 jmszlzmy
501313 寄方 佚名 jf
507130 寄语白云 佚名 jyby
507106 既曾相爱 佚名 jcxa
501308 济公 佚名 jg
501314 祭海 佚名 jh
514543 记不住你的容颜 佚名 jbzndry
514544 记得草桥俩结拜 佚名 jdcqljb
513212 记得我们有约 佚名 jdwmyy
501303 记号 佚名 jh
504054 佚名 -
510804 佳人欢迎我 佚名 jrhyw
500183 家 佚名 j
507139 家住安源 佚名 jzay
501323 假如 佚名 jr
513220 假戏真做的人 佚名 jxzzdr
424346 佚名 jgyqr
564763 嫁给我之慢摇 佚名 jgwzmy
514553 坚持医生的吩咐 佚名 jcysdf
514555 坚决战斗在海港 佚名 jjzdzhg
419969 佚名 jnsba
419970 佚名 jnsbb
510814 艰苦奋斗歌 佚名 jkfdg
514556 艰苦奋斗永不忘 佚名 jkfdybw

婚礼进行曲(欣赏版)

寂寞沙洲冷之DJ

记事本(欣赏版)

嫁个有钱人2

煎酿三宝a
煎酿三宝b



516595 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佚名 jdwzzzhys
504073 见画像 佚名 jhx
516283 见灵堂好一似深宵梦境 佚名 jlt
504074 见专员 佚名 jzy
504081 佚名 jjl
516596 将你的灵魂接在我的线路上 佚名 jndlhjzwd
504082 将相和 佚名 jxh
504079 江南好 佚名 jnh
510817 江水向东流 佚名 jsxdl
560947 讲不出的告别 佚名 -
504086 交城山 佚名 jcs
501347 郊游 佚名 jy
507161 角落之歌 佚名 jlzg
513225 佚名 jnysml
514559 叫声哥哥你快来 佚名 jsggnkl
514560 叫我如何不想他 佚名 jwrhbxt
507162 教书先生 佚名 jsxs
504087 接财神 佚名 jcs
513226 接过雷锋的枪 佚名 jglfdq
563855 睫毛弯弯之慢摇 佚名 jmwwzmy
514562 节约用水才应该 佚名 jyyscyg
513235 姐妹们手拉手 佚名 jmmsls
516599 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 佚名 jftzqnty
510830 解放区的天 佚名 jfqdt
566660 佚名 jxzd
514569 今年不似去年春 佚名 jnbsqnc
510833 今日好风光 佚名 jrhfg
516288 今日是汾阳王寿诞期 佚名 jrsfywsdq
516289 今生我注定和你相遇 佚名 jswzdhnxy
566655 佚名 jszazd
507186 今夕何夕 佚名 jxhx
510847 今夕是何夕 佚名 jxshx
514578 今夜不要再等我 佚名 jybyzdw
515736 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佚名 jylydagw
510855 今夜身边没有你 佚名 jymyn
514581 今夜台北没有你 佚名 jytbmyn
513241 今夜我想喝醉 佚名 jywxhz
515738 金殿上保本无指望 佚名 jdsbbwzw
507193 金锋迦兰 佚名 jfl
504100 金陵塔 佚名 jlt
510862 金色的童年 佚名 jsdtn
507194 金色阳光 佚名 jsyg
513246 金丝鸟在哪里 佚名 jsnznl
504103 金锁呐 佚名 jsn
507195 金玉良缘 佚名 jyly
514583 金珠玛米亚古都 佚名 jzmmygd
510867 锦绣阳光道 佚名 jxygd
501389 进城 佚名 jc

将军令(欣赏版)

叫你一声MY LOVE

戒心之DJ

今生最爱之DJ



507201 京都情曲 佚名 jdqq
514584 井冈山上太阳红 佚名 jgsstyh
504109 井岗山 佚名 jgs
510870 警察的故事 佚名 jcdgs
514586 警察有泪不轻落 佚名 jcylbql
514587 敬你爱人这一杯 佚名 jnarzyb
516293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佚名 jzmzxwswj
510874 静静的月夜 佚名 jjdyy
501403 九歌 佚名 jg
510877 九九艳阳天 佚名 jjyyt
514592 九曲黄河一壶酒 佚名 jqhhyhj
501407 酒歌 佚名 jg
515744 酒中的一朵红玫瑰 佚名 jzdydhmg
510900 就从今夜起 佚名 jcjyq
515745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佚名 jrsjdykx
564470 佚名 jswszxczd
507223 就要分手 佚名 jyfs
507224 就要挥别 佚名 jyhb
514595 就这样爱上了你 佚名 jzyasln
515746 就这样甜蜜活到底 佚名 jzytmhdd
564471 佚名 jzyzd
507225 就这样走 佚名 jzyz
515747 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佚名 jyyysyyy
516603 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 佚名 jbrmlfbyr
504129 爵士乐 佚名 jsl
567046 佚名 jbfszd
501423 绝对 佚名 jd
507233 绝对宝贝 佚名 jdbb
424367 绝恋 佚名 jl
510915 军民大生产 佚名 jmdsc
514596 军民团结一家亲 佚名 jmtjyjq
510916 军民鱼水情 佚名 jmysq
510918 军营男子汉 佚名 jynzh
507247 君臣游园 佚名 jcyy
504131 君无愁 佚名 jwc
501429 咖啡 佚名 kf
420512 佚名 kllj
420513 佚名 kllj
504133 喀秋莎 佚名 kqs
564604 喀什噶尔胡杨之慢摇 佚名 ksgehyzmy
501434 开方 佚名 kf
504135 开火车 佚名 khc
504136 开卷诗 佚名 kjs
507255 开路先锋 佚名 klxf
507259 开心女孩 佚名 kxnh
507260 开心新年 佚名 kxxn
504141 开学了 佚名 kxl
501437 凯歌 佚名 kg

就算我是周星驰之DJ

就这样之DJ

绝不放手之DJ

咖哩辣椒01
咖哩辣椒02



504142 凯旋歌 佚名 kxg
516604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佚名 kdwzzzhys
504143 看大戏 佚名 kdx
510927 看见了新娘 佚名 kjlxn
514602 看见你们格外亲 佚名 kjnmgwq
516296 看见你牵着别人的手 佚名 kjnqzbrds
516605 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佚名 ktxlkrmdj
513272 看我跃马扬鞭 佚名 kwymyb
515748 看小姐红晕上粉面 佚名 kxjhysfm
507266 康定情歌 佚名 kdqg
510931 扛起革命枪 佚名 kqgmq
507273 靠你更近 佚名 kngj
513274 可爱的杜鹃花 佚名 kaddjh
507274 可爱的家 佚名 kadj
510933 可爱的家庭 佚名 kadjt
513275 可爱的蓝精灵 佚名 kadljl
510935 可爱的茉莉 佚名 kadml
513278 可爱的陌生人 佚名 kadmsr
513282 克拉玛依之歌 佚名 klmyzg
501455 客套 佚名 kt
507282 客途秋恨 佚名 ktqh
501461 空白 佚名 kb
510942 空白的日子 佚名 kbdrz
510944 空白录音带 佚名 kblyd
516297 空城计之诸葛亮唱段 佚名 kcyzzglcd
507287 空守云房 佚名 ksyf
501463 空叹 佚名 kt
514610 哭泣是没有用的 佚名 kqsmyyd
504167 苦菜花 佚名 kch
514612 苦菜花开闪金光 佚名 kchksjg
507303 苦了自己 佚名 klzj
510952 苦水变美酒 佚名 ksbmj
507305 夸李月娥 佚名 klye
514614 跨世纪的新一代 佚名 ksjdxyd
513289 快回头望一望 佚名 khtwyw
504173 佚名 kls
563837 佚名 klcbzdj
507313 快乐诞辰 佚名 kldc
513291 快乐的单身汉 佚名 klddsh
515754 快乐的孩子爱唱歌 佚名 kldhzacg
510955 快乐的猴子 佚名 kldhz
510956 快乐的节日 佚名 kldjr
567158 快乐的节奏之慢摇 佚名 kldjzzmy
513292 快乐的向前走 佚名 kldxqz
510958 快乐的小鸟 佚名 klydxn
510959 快乐的小鱼 佚名 kldxy
507315 快乐歌声 佚名 klgs
567029 佚名 kljzzd

快乐SONG
快乐崇拜之DJ

快乐节奏之DJ



507324 快乐人生 佚名 klrs
507329 快乐无罪 佚名 klwz
510966 快乐向前走 佚名 klxqz
562359 佚名 -
562360 佚名 -
562361 佚名 -
501484 狂恋 佚名 kl
507341 旷野寄情 佚名 kyjq
566657 啦啦哩之慢摇 佚名 lllzmy
516299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要 佚名 lgsdybnby
514618 拉骆驼的黑小伙 佚名 lltdhxh
501491 拉手 佚名 ls
507344 拉网小调 佚名 lwxt
507345 拉兹之歌 佚名 lzzg
507348 来吧吉米 佚名 lbjm
516300 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 佚名 lznlzwlzt
514620 来自心海的消息 佚名 lzxhdxx
501495 赖婚 佚名 lh
504197 蓝精灵 佚名 ljl
510974 蓝精灵之歌 佚名 ljlzg
513298 蓝色的多瑙河 佚名 lsddnh
510975 蓝色的姑娘 佚名 lsdgn
510979 蓝色的忧郁 佚名 lsdyy
504202 懒惰虫 佚名 ldc
504203 懒娃娃 佚名 lww
564854 狼爱上羊之慢摇 佚名 lasyzmy
567044 狼离开羊之慢摇 佚名 llkyzmy
510983 郎是春日风 佚名 lscrf
507367 朗尼路加 佚名 lnlj
513299 浪花故乡的梦 佚名 lhgxdm
513300 浪淘沙北戴河 佚名 ltsbdh
510989 劳动最光荣 佚名 ldzgr
510992 老房东查铺 佚名 lfdcp
504208 老黑奴 佚名 lhn
513301 老俩口学毛选 佚名 llkxmx
515760 老朋友你是否记得 佚名 lpynsfd
504218 老人河 佚名 lrh
514626 老身居住南阳地 佚名 lsjznyd
513303 老师节日快乐 佚名 lsjrkl
563860 佚名 lsadmzd
564608 老鼠不再爱大米之慢摇 佚名 lsbzadmzm
562369 佚名 -
507382 老土情歌 佚名 ltqg
510999 老鹰抓小鸡 佚名 lyzxj
507387 雷欧之歌 佚名 lozg
507395 泪的衣裳 佚名 ldys
507398 冷井情深 佚名 ljqs
513305 冷空气的独白 佚名 lkqddb

快摇1
快摇2
快摇3

老鼠爱大米之DJ

老鼠不再爱大米中文串烧57分钟



513306 冷冷的心上人 佚名 lldxsr
514628 离别的斧山车站 佚名 lbdfscz
504231 离故乡 佚名 lgx
567163 佚名 lknwhgdzd
507410 离前的站 佚名 lqdz
501542 骊歌 佚名 lg
507413 黎明东方 佚名 lmdf
513309 里斯本的倦意 佚名 lsbdjy
507418 丽达之歌 佚名 ldzg
504241 联络图 佚名 llt
514633 脸儿微笑梦儿香 佚名 lewxmex
507423 恋爱季节 佚名 lajj
501556 恋痕 佚名 lh
420500 佚名 lqgja
420501 佚名 lqgjb
567572 恋人味道之慢摇 佚名 lrwdzmy
424323 恋上你的床 佚名 lsndc
424352 恋之风景 佚名 lzf
420504 佚名 lzfa
420505 佚名 lzfb
507434 凉山情歌 佚名 lsqg
567575 梁山伯与茱丽叶之慢摇 佚名 lsbylyzmy
501562 梁祝 佚名 lz
507436 梁祝赴杭 佚名 lzfh
507437 梁祝化蝶 佚名 lzhd
507438 梁祝同窗 佚名 lztc
561757 佚名 la
513320 两个人的月亮 佚名 lgrdyl
511023 两颗小星星 佚名 lkxxx
511024 两忘烟水里 佚名 ywysl
507445 两只老虎 佚名 lzlh
564760 两只乌龟之慢摇 佚名 lzwgzmy
564594 两只小蜜蜂之慢摇 佚名 lzxmfzmy
572918 亮剑 佚名 lj
507450 烈焰红唇 佚名 lyhc
514639 临行喝妈一碗酒 佚名 lxhmywj
511029 临走的誓言 佚名 lzdsy
567160 佚名 lhcqnspzd
507454 灵犀相通 佚名 lxxt
511031 铃儿叮当响 佚名 leddx
511032 铃儿响叮咚 佚名 lexdd
501580 领带 佚名 ld
511034 另一个结局 佚名 lygjj
507457 刘海砍樵 佚名 lhkq
504276 流浪花 佚名 llh
513325 流浪者的独白 佚名 llzddb
511041 流逝的岁月 佚名 lsdsy
501589 流水 佚名 ls

离开你我好孤单之DJ

恋情告急a
恋情告急b

恋之风景a
恋之风景b

两岸(欣赏版)

灵魂唱腔女声POP之DJ



507466 佚名 lsxy
565514 佚名 lxgyzcsfz
565515 佚名 lxgyzcsfz
564684 佚名 lxzwkhcsf
515773 留你的人留你的心 佚名 lndrlndx
516610 留下来听我把真心话说完 佚名 lxltwbzxh
507468 留一点爱 佚名 lyda
515774 留一点爱来爱自己 佚名 lydalazj
501600 柳笛 佚名 ld
504283 柳条长 佚名 ltc
424317 六度心寒 佚名 ldxh
514642 六一国际儿童歌 佚名 lygjetg
514643 龙车凤辇进皇城 佚名 lcfnjhc
424382 佚名 lfda
424383 佚名 lfdb
511053 龙华的桃花 佚名 lhdth
513332 陇上一朵玫瑰 佚名 lsydmg
511057 芦苇疗养院 佚名 lwlyy
504293 鲁冰花 佚名 lbh
511061 绿岛小夜曲 佚名 ldxyq
711061 绿岛小夜曲 佚名 ldxyq
507487 绿色的雨 佚名 lsdy
566332 路灯下的小妹妹 佚名 ldxdxmm
514646 路过大姐得音讯 佚名 lgdjdyx
501603 露水 佚名 ls
507491 乱世英雄 佚名 lsyx
504302 乱云飞 佚名 lyf
514649 伦敦铁桥塌下来 佚名 ldtqtxl
507497 落叶飘飘 佚名 lypp
501625 妈妈 佚名 mm
507502 妈妈的吻 佚名 mmdw
511072 妈妈的眼睛 佚名 mmdyj
511073 妈妈格桑拉 佚名 mmgsl
513339 妈妈看看我吧 佚名 mmkkwb
515779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佚名 mmlgwysg
513341 妈妈您歇歇吧 佚名 mmnxxb
507503 妈妈您早 佚名 mmnz
504308 麻将经 佚名 mjj
511080 玛丽诺之歌 佚名 mlnzg
511079 玛莉诺之歌 佚名 mlnzg
507513 玛亚之歌 佚名 myzg
504314 玛依拉 佚名 myl
507514 蚂蚁搬豆 佚名 mybd
511077 马车夫之恋 佚名 mcfzl
504309 马灯颂 佚名 mds
507507 马兰姑娘 佚名 mlgn
504310 马兰花 佚名 mlh
507508 马兰恋歌 佚名 mllg

流水行云(欣赏版)
流行国语之串烧71分钟
流行国语之串烧73分钟
流行中文狂HIGH串烧70分钟

龙凤斗a
龙凤斗b



504311 马赛曲 佚名 msq
514656 马桑树儿搭灯台 佚名 msseddt
514657 埋下心头忠贞爱 佚名 mxxtzza
504316 卖花词 佚名 mhc
507519 卖花姑娘 佚名 mhgn
507520 卖花姑娘 佚名 mhgn
507521 卖花来呀 佚名 mhly
504317 卖馄炖 佚名 mhd
504320 卖汤圆 佚名 mty
514660 满怀深情望北京 佚名 mhsqwbj
507522 满江对唱 佚名 mjdc
504327 满江中 佚名 mjz
514661 满山红叶似彩霞 佚名 mshyscx
514662 满山葡萄红艳艳 佚名 mspthyy
516612 满天雪花飘的都是我的爱 佚名 mtxhpddsw
514663 满园春色艳阳天 佚名 mycsyyt
515780 慢慢举起断指的手 佚名 mmjqdzds
562362 佚名 -
562363 佚名 -
562365 佚名 -
562367 佚名 -
562368 佚名 -
501631 曼莉 佚名 ml
970462 漫漫人生路 佚名 mmrsl
501637 蔓莉 佚名 ml
504332 忙与盲 佚名 mym
420546 佚名 mgdza
420547 佚名 mgdzb
507529 佚名 mhls
504333 毛草地 佚名 mcd
504334 毛眼眼 佚名 myy
500788 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 佚名 mzxdeqcbw
516311 毛主席的思想放光芒 佚名 mzxdsxfgm
516312 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 佚名 mzxghzslr
515782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佚名 mzxldznz
507922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佚名 mzxszslr
515783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 佚名 mzxzzxty
516313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佚名 mzxzbzgdd
424339 冒牌天皇 佚名 mpth
504336 贸易风 佚名 myf
501645 梅花 佚名 mh
507532 没大没小 佚名 mdmx
504345 没有爱 佚名 mya
51661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佚名 mygcdjmyx
514668 没有剧终的电影 佚名 myjzddy
514670 没有玫瑰的日子 佚名 mymgdrz
511090 没有你伤心 佚名 mynsx
563846 佚名 myqnhawmz

慢摇1
慢摇2
慢摇4
慢摇6
慢摇7

猫狗大战a
猫狗大战b
猫和老鼠(欣赏版)

没有钱你会爱我吗之DJ



511092 没有人知道 佚名 myrzd
514681 没有心情说再见 佚名 myxqszj
514686 没有永久的爱情 佚名 myyjdaq
514688 没有月亮的晚上 佚名 myyldws
507547 玫瑰年华 佚名 mgnh
504355 玫瑰禅 佚名 mgc
514694 眉清目秀美容貌 佚名 mqmxmrm
516622 佚名 -
515790 每当我唱起东方红 佚名 mdwcqdfh
516315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佚名 mdwzglscq
516626 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 佚名 mdwzglsdc
507561 每天每天 佚名 mtmt
504364 每一次 佚名 myc
511107 美丽的宝岛 佚名 mldbd
560943 美丽的姑娘 佚名 -
511116 美丽的谎言 佚名 mldhy
511118 美丽的家乡 佚名 mldjx
563859 美丽的神话之慢摇 佚名 mldshzmy
515795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 佚名 mldxbynl
511123 美丽的夏天 佚名 mldxt
511124 美丽的香港 佚名 mldxg
564768 美丽坏女人之慢摇 佚名 mlhnrzmy
514706 美女如云剑如虹 佚名 mnryjrh
420498 佚名 mrca
420499 佚名 mrcb
514707 妹妹背着洋娃娃 佚名 mmbzyww
513366 妹妹的红腰带 佚名 mmdhyd
504373 妹妹曲 佚名 mmq
514708 妹妹找哥泪花流 佚名 mmzglhl
514710 门前有条小溪流 佚名 mqytxxl
507588 蒙古牧歌 佚名 mgmg
513368 猛听得金鼓响 佚名 mtdjgx
507591 梦不到你 佚名 mbdn
507600 梦幻组合 佚名 mhzh
501657 梦会 佚名 mh
511151 梦里也缠绵 佚名 mlycm
501664 梦桥 佚名 mq
504388 梦去了 佚名 mql
507613 梦醒的我 佚名 mxdw
514715 梦醒心碎空叹息 佚名 mxxsktx
504393 梦与诗 佚名 mys
511156 梦在你怀中 佚名 mznhz
511158 梦中的爱情 佚名 mzdaq
511160 梦中的蝴蝶 佚名 mzdhd
511163 咪咪流浪记 佚名 mmlly
504399 迷蝴蝶 佚名 mhd
501673 迷失 佚名 ms
511164 迷雾中共舞 佚名 mwzgw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欣赏版)

美人草a
美人草b



501676 秘密 佚名 mm
507632 蜜月花车 佚名 myhc
501684 面纱 佚名 ms
514722 民女名叫冯素贞 佚名 mnmjfsz
511172 明天会更好 佚名 mthgh
511177 明月照母心 佚名 myzmx
501701 命运 佚名 my
976303 摩的叨位去 佚名 mddwq
507653 磨刀老头 佚名 mdlt
504413 魔咒歌 佚名 mzg
420530 佚名 mrhja
504417 茉莉花 佚名 mlh
504418 佚名 mlhsks
514739 莫待失败后感慨 佚名 mdsbhgk
514740 莫让红颜守空尘 佚名 mrhyskc
51580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佚名 mskjwdwh
515801 佚名 mskjwdws
564688 莫斯科没有眼泪之慢摇 佚名 mskmyylzm
511184 莫忘今宵情 佚名 mwjxq
511186 佚名 mmdxs
507668 默默追忆 佚名 mmzy
513387 母亲教我的歌 佚名 mqjwdg
513388 母亲你在何方 佚名 mqnzhf
513389 母亲你真伟大 佚名 mqnzwd
511189 母鸭带小鸭 佚名 mydxy
507673 木蒲之泪 佚名 mpzl
507674 牧场情歌 佚名 mcqg
507675 牧马之歌 佚名 mmzg
514743 牧民心向毛主席 佚名 mmxxmzx
504429 牧羊曲 佚名 myq
514742 目前领了严亲令 佚名 mqllyql
516629 哪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 佚名 ndybrzsgg
504431 哪一天 佚名 nyt
511198 那个不多情 佚名 ngbdq
511205 那是我家乡 佚名 nswjx
504437 那首歌 佚名 nsg
514753 那一夜你喝了酒 佚名 nyynhlj
563863 佚名 nyyzd
507702 南海情歌 佚名 nhqg
507704 南海之恋 佚名 nhzl
507706 南柯一梦 佚名 nkym
504453 南泥湾 佚名 nnw
507708 南屏晚钟 佚名 npwz
420506 佚名 ngnc
420507 佚名 ngnc
507693 男欢女爱 佚名 nhna
514756 男女各占半边天 佚名 nngzbbt
569113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之慢摇 佚名 nrbhnrbaz

末日浩劫a

茉莉花(萨克斯)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欣赏版)

默默的相思(欣赏版)

那一夜之DJ

男歌女唱01
男歌女唱02



567161 佚名 nrdhzd
511221 男人这本书 佚名 nrzbs
516331 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佚名 ndnxzhbzd
516333 难得有你这样的朋友 佚名 ndynzydpy
507718 难诉相思 佚名 nsxs
501737 难忘 佚名 nw
504457 泥娃娃 佚名 nww
516334 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佚名 nadswhsbr
511241 你比我清楚 佚名 nbwqc
513412 你不必太在意 佚名 nbbtzy
515810 你不问情由破口骂 佚名 nbwqypkm
514770 你刺痛了我的心 佚名 nctlwdx
515811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佚名 ndtzqryj
563099 你到底爱谁中文串烧 佚名 -
562356 佚名 -
564466 佚名 nddaszwcs
516634 你的爱不够温暖我的夜 佚名 ndabgwnwd
514773 你的爱还在不在 佚名 ndahzbz
507742 你的目光 佚名 ndmg
515818 你的忧愁忘了带走 佚名 ndycwldz
567569 你会不会后悔离开我之慢摇 佚名 nhbhhhlkw
567026 佚名 nhyyawmzd
504478 你来了 佚名 nll
515831 你妈妈打你不成才 佚名 nmmdnbcc
507779 你侬我侬 佚名 nnwn
511281 你是杯中酒 佚名 nsbzj
567027 你是不是我的情人之慢摇 佚名 nsbswdqrz
515835 你是否曾偷偷的哭 佚名 nsfctdk
513432 你是你我是我 佚名 nsnwsw
563821 佚名 nswdmghzm
513434 佚名 nswdnr
511288 你是我的眼 佚名 nswdy
564599 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之慢摇 佚名 nswsmdsfz
515839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佚名 nswsydhy
511292 你是我最爱 佚名 nswza
515847 你送我一支玫瑰花 佚名 nswyzmgh
516353 你我的曾经不是故事 佚名 nwdcjbsgs
507795 你我的家 佚名 nwdj
507796 你我鸾凤 佚名 nwlf
507797 你我同行 佚名 nwtx
507798 你我有缘 佚名 nwyy
513445 佚名 -
513444 你现在好过吗 佚名 nxzhgm
507799 你想我吗 佚名 nxwm
507800 你呀你呀 佚名 nyny
511299 你已不像你 佚名 nybxn
516649 你有没有一个叫做寂寞的朋友 佚名 nymyygjzj
564598 佚名 nyyzwnymz

男人的好之DJ

你到底爱谁中文串烧65分钟
你到底爱谁中文串烧73分钟

你会永远爱我吗之DJ

你是我的玫瑰花之DJ
你是我的女人(欣赏版)

你现在还好吗(欣赏版)

你愿意做我女友吗之DJ



566656 你怎么可以爱上别的男人之慢摇 佚名 nzmkyasbd
515861 你真的很像一个人 佚名 nzdhxygr
516652 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 佚名 nzdygrhaz
507824 年年端阳 佚名 nndy
507825 年轻的心 佚名 nqdx
504490 念故乡 佚名 ngx
511316 娘子军连歌 佚名 nzjlg
507831 鸟啊展翅 佚名 nazc
504491 佚名 nms
513466 牛背上的姑娘 佚名 nbsdgn
511320 牛郎织女情 佚名 nlznq
511321 牛奶三明治 佚名 nnsmz
504492 农家好 佚名 njh
507840 浓庄摇滚 佚名 nzyg
560940 弄你 佚名 -
501765 女兵 佚名 nb
412624 女囚 佚名 nq
511324 女人爱变卦 佚名 nrabg
516361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佚名 nrbgrnrtl
514826 女人天生爱做梦 佚名 nrtsazm
514825 佚名 nrtsazm
507847 女生宣言 佚名 nsxy
424319 女左男右 佚名 nzny
511322 怒吼吧黄河 佚名 nkbhh
513397 娜奴娃的探戈 佚名 nnwdtg
511209 娜奴娃情歌 佚名 nnwqg
507849 噢苏姗娜 佚名 ossn
511333 欧洲特快车 佚名 oztkc
511336 怕苦不当兵 佚名 pkbdb
504518 拍拍手 佚名 pps
504519 拍手歌 佚名 psg
504520 排好队 佚名 phd
563848 潘朵拉之慢摇 佚名 pdlzmy
504523 盼红军 佚名 phj
513476 盼来了马专员 佚名 pllmzy
514828 盼望天天看见你 佚名 pwtkjn
516654 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 佚名 pwzslgldz
507858 陪你一段 佚名 pnyd
507861 配对成双 佚名 pdcs
563840 佚名 pzypdlzd
504534 琵琶曲 佚名 ppq
507871 翩翩飞起 佚名 ppfq
507870 片片彩霞 佚名 ppcx
516656 飘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佚名 pbdxtbzjl
511357 飘零的落花 佚名 pldlh
504537 飘流瓶 佚名 plp
504538 飘香梦 佚名 pxm
504541 平安夜 佚名 pay

柠檬树(欣赏版)

女人天生爱做梦(欣赏版)

披者羊皮的狼之DJ



507879 佚名 phqy
513483 萍水相逢的人 佚名 psxfdr
504549 泼水歌 佚名 psg
504551 菩萨调 佚名 psd
511362 葡萄成熟时 佚名 ptcss
507890 七律长征 佚名 qlcz
511365 七色光之歌 佚名 qsgzg
511367 七仙女散花 佚名 qxnsh
507896 七子之歌 佚名 qzzg
515876 其实你也明白我好 佚名 qsnymbwh
514837 其实我并不想哭 佚名 qswbbxk
513485 其实我也在乎 佚名 qswyzh
511374 奇怪不奇怪 佚名 qgbqg
511375 奇怪的晚上 佚名 qgdws
514836 齐来迎接欢乐年 佚名 qlyjhln
501841 起解 佚名 qj
564472 佚名 qqqzd
412616 佚名 qjb
412617 佚名 qjb
420514 佚名 qjba
420515 佚名 qjbb
515881 千里奔波小园在望 佚名 qlbbxyzw
511379 千里送京娘 佚名 qlsjn
514848 千年白蛇峨嵋修 佚名 qnbsemx
420502 佚名 qqjz
567043 佚名 qnhdazd
513491 牵引着你的心 佚名 qyzndx
507920 前程万里 佚名 qcwl
504568 前进歌 佚名 qjg
501857 前缘 佚名 qy
511389 蔷薇处处开 佚名 qwcck
504573 佚名 qql
516366 巧儿我至死不嫁旁人 佚名 qewzsbjpr
516657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佚名 qewzyexpz
507934 悄声倾诉 佚名 qsqs
504577 亲爱的 佚名 qad
564844 佚名 qadbylkwz
563098 亲爱的不要离开我之慢摇 佚名 -
511397 亲爱的小孩 佚名 qadxh
514862 亲人送别金沙滩 佚名 qrsbjst
501868 琴心 佚名 qx
507975 卿卿呢语 佚名 qqny
515892 清晨我们踏上小路 佚名 qcwmtsxl
504585 清官谣 佚名 qgy
513503 清平乐六盘山 佚名 qpllps
513504 清溪水慢慢流 佚名 qxsmml
507969 轻松时间 佚名 qssj
501878 轻烟 佚名 qy

平湖秋月(欣赏版)

恰恰恰之DJ
千机变1
千机变2
千机变a
千机变b

悭钱家族01
牵牛花的爱之DJ

瞧情郎(欣赏版)

亲爱的不要离开我之DJ



507971 轻烟寄情 佚名 qyjq
501870 青春 佚名 qc
511400 青春啊青春 佚名 qcaqc
511402 青春的激荡 佚名 qcdjd
507950 青春年华 佚名 qcnh
513497 青春期的故事 佚名 qcqdgs
507958 青春战歌 佚名 qczg
513499 青年团员之歌 佚名 qntyzg
511409 青鸟的翅膀 佚名 qndcb
511412 青苹果乐园 佚名 qpgly
514863 青青柳叶蓝蓝天 佚名 qqlyllt
507966 青色山脉 佚名 qssm
507968 青蛙之歌 佚名 qwzg
507981 情到浓时 佚名 qdns
514865 情到浓时反为薄 佚名 qdnsfwb
501885 情感 佚名 qg
511424 情感的水手 佚名 qgdss
513505 情人的黄衬衫 佚名 qrdhcs
567030 佚名 qrjdbszd
568212 情人是毒药之慢摇 佚名 qrsdyzmy
508008 情深意动 佚名 qsyd
508009 情深缘浅 佚名 qsyq
504599 情书团 佚名 qst
501909 情锁 佚名 qs
501911 情探 佚名 qt
508015 情义无价 佚名 qywj
567031 佚名 qywnssrsb
504601 晴雯歌 佚名 qwg
504602 请茶歌 佚名 qcg
511442 请你放开我 佚名 qnfw
501929 请求 佚名 qq
508025 庆祝六一 佚名 qzly
515895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佚名 qrdhzzdj
501931 秋缠 佚名 qc
501932 秋蝉 佚名 qc
511446 秋潮向晚天 佚名 qcxwt
501940 秋莲 佚名 ql
501941 秋千 佚名 qq
508030 秋收起义 佚名 qsqy
508032 秋水长天 佚名 qsct
511453 秋天多么美 佚名 qtdmm
504607 秋心赋 佚名 qxf
511454 秋意上心头 佚名 qysxt
420508 佚名 qassqa
420509 佚名 qassqb
514878 求你别再对我好 佚名 qnbzdwh
511458 求你再爱我 佚名 qnzaw
514879 去年今日打此过 佚名 qnjrdcg

情人节独白书之DJ

情愿为你受伤人声版之DJ

求爱上上签a
求爱上上签b



569110 全部嘘声 佚名 qbxs
516369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佚名 qsjrmydsl
51666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佚名 qsjwczlhq
504612 劝驸马 佚名 qfm
504614 劝万岁 佚名 qws
508048 却上心头 佚名 qsxt
511465 燃烧吧火鸟 佚名 rsbhn
508052 燃烧攻击 佚名 rsgj
504617 让风吹 佚名 rfc
564483 让泪化做相思雨之慢摇 佚名 rlhzxsyzd
516666 让青春焕发出革命光芒 佚名 rqchfcgmg
513529 让他们都知道 佚名 rtmdzd
567166 佚名 rwbzndgzd
516667 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 佚名 rwgddshhn
514896 让我们荡起双桨 佚名 rwmdqsj
516668 让我们做雷锋式的好少年 佚名 rwmzlfsdh
514898 让我忘记你的脸 佚名 rwwjndl
511470 让我忘记我 佚名 rwwjw
511475 让我自己走 佚名 rwzjz
515899 让我醉别让我心碎 佚名 rwzbrwxs
513539 热烘烘的太阳 佚名 rhhdty
514906 热泪烫伤我的脸 佚名 rltswdl
511484 热情的祝福 佚名 rqdzf
504626 热血颂 佚名 rxs
514908 人换思想地换装 佚名 rhsxdhz
516373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佚名 rmjfzlnj
514910 人民军队忠于党 佚名 rmjdzyd
515902 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佚名 rrybnndj
508084 人人至上 佚名 rrzs
511495 人生就是戏 佚名 rsjsx
514913 人生就象一盘棋 佚名 rsjxypq
567025 人一旦变了心之慢摇 佚名 rydblxzmy
508095 人在旅途 佚名 rzlt
511505 认真的眼睛 佚名 rzdyj
511504 认识你真好 佚名 rsnzh
511506 日安我的爱 佚名 rawda
511507 日落北京城 佚名 rlbjc
514918 日前领了严亲令 佚名 rqllyql
504635 榕树下 佚名 rsx
420490 佚名 rdlhba
420491 佚名 rdlhbb
502006 如果 佚名 rg
513542 如果风不再吹 佚名 rgfbzc
513543 如果还有明天 佚名 rghymt
508113 如果你冷 佚名 rgnl
513550 如果你在心中 佚名 rgnzxz
515915 如果让我再爱一次 佚名 rgrwzayc
511526 如何解释爱 佚名 rhjsa

让我变做你的狗之DJ

柔道龙虎榜a
柔道龙虎榜b



504637 乳香飘 佚名 rxp
516382 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 佚名 snrmxxhty
516675 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 佚名 slhztmzxd
515917 赛里木湖的白天鹅 佚名 slmhdbte
508123 三部情曲 佚名 sbqq
514934 三春杨柳黄莺唱 佚名 scylhyc
51592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佚名 sdjlbxzy
504639 三盖衣 佚名 sgy
513565 三个人的晚餐 佚名 sgrdwc
511529 三个小和尚 佚名 sgxhs
504640 三磕头 佚名 skt
513566 三轮车跑得快 佚名 slcpdk
515921 三起三落几经风浪 佚名 sqsljjfl
504645 三套车 佚名 stc
515922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 佚名 sxdhzasx
504646 三峡情 佚名 sxq
508135 三心二意 佚名 sxey
508140 三只小猫 佚名 szxm
424355 散打 佚名 sd
420488 佚名 sda
420489 佚名 sdb
511531 散塔露琪亚 佚名 stlqy
508142 桑园访妻 佚名 syfq
515923 森林铁路的月台上 佚名 sltldyts
508144 森林之歌 佚名 slzg
516676 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佚名 sjbzyythj
508146 沙里洪巴 佚名 slhb
563845 沙滩慢摇 佚名 stmy
508152 山伯临终 佚名 sblz
508153 山村姑娘 佚名 scgn
511544 山地风光曲 佚名 sdfgq
511546 山地小姑娘 佚名 sdxgn
513576 山顶上的村庄 佚名 sdsdcz
508156 山东曼波 佚名 sdmb
504658 山歌恋 佚名 sgl
515926 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佚名 sldhzxas
504663 山楂树 佚名 szs
508159 佚名 szlg
508161 杉木水桶 佚名 smst
513579 闪亮的水晶心 佚名 sldsjx
504670 佚名 sby
511555 善变的爱情 佚名 sbdaq
508163 善变的脸 佚名 sbdl
508171 伤心小站 佚名 sxxz
502044 赏花 佚名 sh
504681 上花轿 佚名 shj
504684 上山岗 佚名 ssg
504688 上学歌 佚名 sxg

散打a
散打b

山寨恋歌(欣赏版)

陕北1988



516682 上一道道坡下一道道梁 佚名 syddpxydd
504691 少根筋 佚名 sgj
508177 少林少林 佚名 slsl
516383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佚名 snsnzgdct
514954 少年先锋队队歌 佚名 snxfddg
514955 少年英雄小哪吒 佚名 snyxxnz
508179 少女的梦 佚名 sndm
514958 社会主义放光芒 佚名 shzyfgm
511574 社会主义好 佚名 shzyh
513592 舍不得你离去 佚名 sbdnlq
502129 谁懂 佚名 sd
514995 谁料皇榜中状元 佚名 slhbzzy
511650 谁让我流泪 佚名 srwll
567049 佚名 ssncdbshm
514999 谁说女子不如男 佚名 ssnzbrn
515002 谁为弱女主公道 佚名 swrnzgd
516392 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佚名 szqtjdwdx
511577 深情的眼睛 佚名 sqdyj
511578 深情看世界 佚名 sqksj
508190 深情难舍 佚名 sqns
508192 深秋枫红 佚名 sqfh
511581 深深的海洋 佚名 ssdhy
504707 深圳情 佚名 szq
514960 身无牵挂胆气粗 佚名 swqgdqc
567162 神笔之慢摇 佚名 sbzmy
508195 神的传说 佚名 sdcs
511585 神秘的森林 佚名 smdsl
511586 神秘谷之声 佚名 smgzs
514961 神仙岁月我不爱 佚名 sxsywba
412694 神勇俏娇娃 佚名 syqjw
424331 神勇铁金刚 佚名 sytjg
511588 沈阳啊沈阳 佚名 syasy
513602 升淑啊不要哭 佚名 ssabyk
511589 生存的自由 佚名 scdzy
514964 生来不把别的怨 佚名 slbbbdy
511592 生命的快乐 佚名 smdkl
502068 生日 佚名 sr
508206 生日快乐 佚名 srkl
564480 生日礼物之慢摇 佚名 srlwzd
504712 佚名 srs
508212 生日祝贺 佚名 srzh
508214 生生世世 佚名 ssss
508218 生为女人 佚名 swnr
511595 圣诞快乐歌 佚名 sdklg
504715 圣诞树 佚名 sds
504716 圣母颂 佚名 sms
508231 失落的情 佚名 sldq
424363 狮王争霸 佚名 swzb

谁说你长得不是很美之DJ

生日颂(欣赏版)



420543 佚名 szwb
511608 什么都不留 佚名 smdbl
514975 什么结子高又高 佚名 smjzgyg
508237 十二月调 佚名 seyd
504730 十里墩 佚名 sld
508239 十里洋场 佚名 slyc
513608 十六岁的花季 佚名 slsdhj
515941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佚名 swdylsly
515942 十五的月亮为谁圆 佚名 swdylwsy
515943 十五的月亮圆又圆 佚名 swdylyyy
504731 十相思 佚名 sxs
514976 拾稻穗的小姑娘 佚名 sdsdxgn
516685 时间会帮我安排得很好 佚名 sjhbwapdh
504737 世纪情 佚名 sjq
511628 世界小小小 佚名 sjxxx
514978 世界需要热心肠 佚名 sjxyrxc
511629 世界真细小 佚名 sjzxx
516686 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 佚名 ssddmjmzx
511624 士兵最富有 佚名 sbzfy
514981 是爱人还是朋友 佚名 sarhspy
515945 是不是我不够温柔 佚名 sbswbgwr
56476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佚名 sbszydywn
513620 是否把我忘记 佚名 sfbwwj
513621 是否把我遗忘 佚名 sfbwyw
511632 是否真爱我 佚名 sfzaw
502096 是你 佚名 sn
504739 是心伤 佚名 sxs
511636 是雨还是你 佚名 syhsn
513626 是雨还是眼泪 佚名 syhsyl
514986 誓做公社新一代 佚名 szgsxyd
508286 逝去的爱 佚名 sqda
564468 佚名 shzlcldds
504741 手拉手 佚名 sls
514987 手拿碟儿敲起来 佚名 sndeqql
508297 受伤的爱 佚名 ssda
504752 书房会 佚名 sfh
509746 属于自己 佚名 syzj
420526 佚名 ssza
420527 佚名 sszb
504753 数高楼 佚名 sgl
504754 数蛤蟆 佚名 shm
514990 数九寒天下大雪 佚名 sjhtxdx
504755 数鸭子 佚名 syz
514992 双脚踏上幸福路 佚名 sjtsxfl
504760 双双飞 佚名 ssf
504761 双推磨 佚名 stm
504774 水彩画 佚名 sch
504775 水长流 佚名 scl

狮子王b

守侯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吧之DJ

蜀山传a
蜀山传b



515004 水乡三月风光好 佚名 sxsyfgh
504785 水悠悠 佚名 syy
511660 睡吧我的爱 佚名 sbwda
515956 佚名 szwspdxd
516692 说不尽水晶帘下脂香粉媚 佚名 sbjsjlxzx
508323 说打就打 佚名 sdjd
504792 说哈罗 佚名 shl
508329 说时依旧 佚名 ssyj
502148 思君 佚名 sj
561760 思念是 佚名 snsyzb
570334 思乡曲 佚名 sxq
513644 斯卡博勒市场 佚名 skblsc
567039 死了都要爱之慢摇 佚名 sldyazmy
567038 死了也不卖之慢摇 佚名 slybmzmy
515012 四渡赤水出奇兵 佚名 sdcscqb
502159 四海 佚名 sh
515013 四海都有中国人 佚名 shdyzgr
508343 四季花开 佚名 sjhk
508349 松花江上 佚名 shjs
502163 送别 佚名 sb
515016 送郎一朵牵牛花 佚名 slydqnh
504826 送情郎 佚名 sql
515021 颂歌一曲唱韶山 佚名 sgyqcss
504828 苏丽珂 佚名 slk
515022 苏三离了洪洞县 佚名 ssllhdx
504829 苏珊娜 佚名 ssn
508358 苏州河边 佚名 szhb
508359 苏州夜曲 佚名 szyq
500237 愫 佚名 s
511680 算不算可惜 佚名 sbskx
502169 算命 佚名 sm
564481 算你狠之慢摇 佚名 snhzmy
511682 所有的往事 佚名 sydws
513651 索尔维格之歌 佚名 sewgzg
516693 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 佚名 tnlzzjjsz
514566 她以为她很美丽 佚名 tywthml
515962 它给我不同的快乐 佚名 tgwbtdkl
511688 塔里木之歌 佚名 tlmzg
508388 踏雪寻梅 佚名 dxxm
511690 台北的天空 佚名 tbdtk
504848 台湾好 佚名 twh
508390 台湾小调 佚名 twxd
515028 抬头望见北斗星 佚名 twjbdx
504853 太湖船 佚名 thc
511695 太鲁阁之恋 佚名 tlgzl
511697 太阳出来了 佚名 tycll
515030 太阳出来喜洋洋 佚名 tyclxyy
515031 太阳一出满天红 佚名 tyycmth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欣赏版)



508403 唐古拉风 佚名 tglf
511700 唐老鸭之歌 佚名 tlyzg
508404 唐寅情歌 佚名 tyqg
508405 唐寅求情 佚名 tyqq
564766 桃花朵朵开之慢摇 佚名 thddkzmy
511701 桃花为谁红 佚名 thwsh
511702 桃花舞春风 佚名 thwcf
419971 佚名 tlya
419972 佚名 tlyb
564853 特务小强之慢摇 佚名 twxqzmy
516694 疼你的心就像疼我自己 佚名 tndxjxtwz
504883 踢踢踏 佚名 tt
508419 佚名 txyy
508420 提起奕平 佚名 tqyp
513663 天苍苍海茫茫 佚名 tcchmm
513665 天地之间的歌 佚名 tdzjdg
504894 天亮了 佚名 tll
574564 天伦之乐 佚名 tlzl
513667 天山南天山北 佚名 tsntsb
515966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佚名 tsdxglmm
515039 天上太阳红彤彤 佚名 tstyht
515040 天上无云不下雨 佚名 tswybxy
515041 天使飞进你梦里 佚名 tsfnml
515044 天下妈妈都一样 佚名 txmmdyy
516698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佚名 txsnbdgcd
508468 天涯芳草 佚名 tyfc
511740 甜蜜的家庭 佚名 tmdjt
420550 佚名 tssa
420551 佚名 tssb
562800 田野里静悄悄 佚名 tyljqq
508482 田园之歌 佚名 tyzg
515046 挑担茶叶上北京 佚名 tdcysbj
508484 挑夫的爱 佚名 tfda
502259 挑战 佚名 tz
504910 跳舞歌 佚名 twg
508486 贴心收藏 佚名 txsc
511746 铁臂阿童木 佚名 tbatm
424376 铁鸡斗蜈蚣 佚名 tjdwg
511748 听爱情走过 佚名 taqzg
513681 听不完的山歌 佚名 tbwdsg
515050 听话要听党的话 佚名 thytddh
51670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佚名 tmmjngqds
516702 听樵楼打罢了初更时候 佚名 tqldblcgs
515053 听说必大受折磨 佚名 tsbdszm
515970 听他言来吃一惊情 佚名 tylcyjq
515054 听他一番辛酸话 佚名 tyfxsh
504919 停看听 佚名 tkt
515056 通天大道宽又阔 佚名 tddkyk

特落伊a
特落伊b

啼笑姻缘(欣赏版)

甜丝丝a
甜丝丝b



563857 佚名 thzdj
511754 童心是小鸟 佚名 txsxn
513689 痛到感觉不到 佚名 tdgjbd
511756 痛苦的呼唤 佚名 tkdhh
511758 偷哭的日子 佚名 tkdrz
502282 偷吻 佚名 tw
511760 头戴一枝花 佚名 tdyzh
515059 头戴珠环压鬓齐 佚名 tdzhybq
513690 投入地爱一次 佚名 trdayc
511761 突破封锁线 佚名 tpfsx
563856 突然的自我之慢摇 佚名 trdzwzmy
515060 土家儿童迎客歌 佚名 tjetykg
502299 脱轨 佚名 tg
504925 娃哈哈 佚名 whh
504926 娃娃国 佚名 wwg
511776 玩具的音乐 佚名 wjdyy
504928 玩具国 佚名 wjg
502324 婉君 佚名 wj
504930 晚安曲 佚名 waq
502323 晚霞 佚名 wx
511781 晚霞满渔船 佚名 wxmyc
515067 万泉河水清又清 佚名 wqhsqyq
511782 万岁毛主席 佚名 wsmzx
515069 汪洋中的一条船 佚名 wyzdytc
515070 王贵是个好后生 佚名 wgsghhs
515071 王老先生有块地 佚名 wlxsykd
515980 王寿昌村前闲游逛 佚名 wsccqxyg
504938 王昭君 佚名 wzj
511785 往日的旧梦 佚名 wrdjm
508564 往日情深 佚名 wrqs
511787 往事难追忆 佚名 wsnzy
567028 忘不掉的伤之慢摇 佚名 wbddszmy
424322 忘不了 佚名 wbl
504946 忘记了 佚名 wjl
511793 忘了说再见 佚名 wlszj
511795 忘了我是谁 佚名 wlwss
511798 佚名 wqsbw
511799 忘也忘不了 佚名 wywbl
412653 旺角黑夜 佚名 wjhy
516704 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佚名 wbjgswztl
502338 望天 佚名 wt
504963 望星空 佚名 wxk
412618 危机风暴 佚名 wjfb
504970 微山湖 佚名 wsh
511827 伟大的北京 佚名 wddbj
516412 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 佚名 wddgjwddd
515985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佚名 wddlxmzd
508587 为爱出走 佚名 wacz

童话之DJ

忘情森巴舞(欣赏版)



515077 为何爱情让我痛 佚名 whaqrwt
504971 为君愁 佚名 wjc
515081 为你打开一扇窗 佚名 wndkysc
515084 为妻也有比喻在 佚名 wqyybyz
511822 为人民服务 佚名 wrmfw
515085 为人作嫁几时休 佚名 wrzjjsy
504981 为什么 佚名 wsm
508621 为我喝彩 佚名 wwhc
508634 温柔的你 佚名 wrdn
511836 温柔的倾诉 佚名 wrdqs
508638 文明用语 佚名 wmyy
502373 闻笛 佚名 wd
504997 问苍天 佚名 wct
504998 问候歌 佚名 whg
505000 问叔叔 佚名 wss
508646 我爱芭蕾 佚名 wabl
515091 我爱北京天安门 佚名 wabjtam
508649 我爱口哨 佚名 waks
515093 我爱妈妈的眼睛 佚名 wammdyj
511847 我爱梅园梅 佚名 wamym
508650 我爱米兰 佚名 waml
508651 我爱恰恰 佚名 waqq
515993 我爱太阳我爱月亮 佚名 watywayl
515994 我爱这公社新一代 佚名 wazgsxyd
515996 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佚名 wazgddcy
515096 我把一切告诉你 佚名 wbyqgsn
516711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佚名 wbswlgsdd
564764 我比从前更寂寞之慢摇 佚名 wbcqgjmzm
563838 我不后悔之慢摇 佚名 wbhhzmy
513736 我不能不爱你 佚名 wbnban
563839 我不是黄蓉之慢摇 佚名 wbshrzmy
516000 我不是最伤心的人 佚名 wbszsxdr
513741 我不想说再见 佚名 wbxszj
508676 我不在乎 佚名 wbzh
512016 我曾深爱过 佚名 wcsag
516715 我从来没有停止爱过你 佚名 wclmytzag
567032 佚名 wddssmzd
566659 佚名 wdahblzd
515104 我的爱在我身边 佚名 w
513745 我的痴你的狂 佚名 wdcndk
505040 我的歌 佚名 wdg
505041 我的家 佚名 wdj
424325 我的老婆唔够秤 佚名 wdlpegc
515110 我的妈妈叫中华 佚名 wdmmjzh
505043 我的梦 佚名 wdm
511872 我的情哥哥 佚名 wdqgg
508696 我的太阳 佚名 wdty
508698 我的娃娃 佚名 wdww

我到底算什么之DJ
我的爱回不来之DJ



516722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佚名 wdwrzynkd
508700 我的舞台 佚名 wdwt
508702 我的小妹 佚名 wdxm
56485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之慢摇 佚名 wdxlzynmy
508705 我的志愿 佚名 wdzy
508709 我的最爱 佚名 wdza
511884 我多想看看 佚名 wdxkk
515139 我给蓝天擦擦脸 佚名 wgltccl
516008 我跟着祖国一二一 佚名 wgzzgyey
508718 我和班长 佚名 whbz
51601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佚名 wjzzhtgp
515150 我就是爱你怎样 佚名 wjsanzy
515155 我俩永隔一条河 佚名 wlygyth
511901 我俩在一起 佚名 wlzyq
508733 我淋过雨 佚名 wlgy
513776 我们爱这个错 佚名 wmazgc
511906 我们当兵乐 佚名 wmdbl
560941 我们的爱 佚名 -
511909 我们的冬天 佚名 wmddt
516014 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佚名 wmdmtbmt
516015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佚名 wmdshbmt
51643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佚名 wmdshcmyg
516016 我们的生活多幸福 佚名 wmdshdxf
511915 我们的田野 佚名 wmdty
513780 我们多么幸福 佚名 wmdmxf
516727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佚名 wmgcdrhbz
508740 我们举杯 佚名 wmjb
515160 我们美丽的祖国 佚名 wmmldzg
564680 我们去约会之慢摇 佚名 wmqyhzmy
516022 我们是春天的鲜花 佚名 wmsctdxh
516728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佚名 wmsgczyjb
51602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 佚名 wmshjdhd
516730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佚名 wmsmzxdhw
511924 我们是朋友 佚名 wmspy
516731 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捍卫者 佚名 wmsshzyzg
515163 我们幸福的时候 佚名 wmxfdsh
515164 我们幸福的时刻 佚名 wmxfdsk
516026 我们在春天的早晨 佚名 wmzctdzc
508741 我们之间 佚名 wmzj
516031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佚名 wqzmegcy
516735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佚名 wsbsnztad
513791 我是浮萍一片 佚名 wsfpyp
516736 我是个很容易上瘾的人 佚名 wsghrysyd
564849 佚名 wsjyddzmy
516036 我是山里的小歌手 佚名 wssldxgs
511942 我是一个兵 佚名 wsygb
511945 我是一片云 佚名 wsypy
564848 我是一只孤独的老鼠之慢摇 佚名 wsyzgddls

我是今夜的DJ之慢摇



515171 我是一只画眉鸟 佚名 wsyzhmn
511950 我是中国人 佚名 wszgr
564476 佚名 wswanzd
511952 我踏浪而来 佚名 wtlel
511960 我唯一的爱 佚名 wwyda
516042 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佚名 wwwdzgzg
515177 我为祖国献石油 佚名 wwzgxsy
513802 我为祖国站岗 佚名 wwzgzg
567573 我想找个女朋友之慢摇 佚名 wxzgnpyzm
515183 我向党来唱支歌 佚名 wxdlczg
515185 我心儿不能平静 佚名 wxebnpj
511972 我心生爱苗 佚名 wxsam
516743 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 佚名 wxzdgxgjf
513809 我心中的故事 佚名 wxzdgs
513814 我要飞上青天 佚名 wyfsqt
508771 我要回家 佚名 wyhj
511985 佚名 -
516744 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我们永远不说 佚名 wyzmzdnaw
515190 我也许是个笑话 佚名 wyxsgzh
513823 我一见你就笑 佚名 wyjnjx
516051 我依然坚强的存在 佚名 wyrjqdcz
513827 我有个好家庭 佚名 wyghjt
512000 我有一段情 佚名 wyydq
515191 我有一个小背篓 佚名 wyygxbl
512001 我有一颗心 佚名 wyykx
516056 我有一双万能的手 佚名 wyyswnds
515195 我愿做个好小孩 佚名 wyzghxh
516450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佚名 wzmknhasn
512017 我找到自己 佚名 wzdzj
513834 我真的很不错 佚名 wzdhbc
512022 我真的愿意 佚名 wzdyy
51606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佚名 wzzclgsj
513839 我只有这么多 佚名 wzyzmd
512038 我终于学会 佚名 wzyxh
515213 我衷心的感谢你 佚名 wzxdgxn
516070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佚名 wzyqyzmd
512040 我住长江头 佚名 wzcjt
569112 我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之慢摇 佚名 wzadrswqs
508791 握紧拳头 佚名 wjqt
515214 乌来山下一朵花 佚名 wlsxydh
424316 乌龙活宝闯江湖 佚名 wlhbcjh
508794 乌云珊丹 佚名 wysd
505129 无产者 佚名 wcz
564681 佚名 whkszd
512049 无尽的港口 佚名 wjdgk
508810 无泪有伤 佚名 wlys
512054 无情的爱人 佚名 wqdar
508821 无所不能 佚名 wsbn

我说我爱你之DJ

我要新生活(欣赏版)

无话可说之DJ



508827 无言以对 佚名 wyyd
512065 无怨的青春 佚名 wydqc
505148 毋忘草 佚名 wwc
508831 五哥放羊 佚名 wgfy
505150 佚名 wxq
508839 五月的花 佚名 wydh
508845 午夜香吻 佚名 wyxw
508847 午夜行动 佚名 wyxd
505162 佚名 wq
502422 佚名 wq
508851 佚名 wq
508852 佚名 wq
512072 佚名 wq
512073 佚名 wq
516074 佚名 wq
505153 佚名 wq
505154 佚名 wq
513844 佚名 wq
505155 佚名 wq
512074 佚名 alddj
508856 佚名 wq
513845 佚名 xxtgxt
508853 佚名 zjxc
502423 佚名 zg
508854 佚名 hjdr
505156 佚名 jhx
508855 佚名 wsdy
516075 佚名 xtzhydmg
516076 佚名 mskjwdws
502424 佚名 cw
512075 佚名 chjkk
508858 佚名 wq
512076 佚名 yjdde
508857 佚名 zyyt
505157 佚名 nnw
505158 佚名 yyh
505159 佚名 lyh
515224 佚名 sbsajxh
502425 佚名 zt
505160 佚名 jyy
512077 佚名 wdzgx
508860 佚名 wq
508859 佚名 wsdy
512078 佚名 dddhz
512079 佚名 wq
512080 佚名 wq
508861 佚名 wq
512081 佚名 wq

五星旗(欣赏版)

舞曲1-慢三(欣赏版)
舞曲10-慢四(欣赏版)
舞曲100-探戈(欣赏版)
舞曲101-探戈(欣赏版)
舞曲102-快三(欣赏版)
舞曲103-快三(欣赏版)
舞曲104-慢三(欣赏版)
舞曲105(欣赏版)
舞曲106-伦巴(欣赏版)
舞曲107-探戈(欣赏版)
舞曲108-探戈(欣赏版)
舞曲109-恰恰(欣赏版)
舞曲11-慢四(欣赏版)
舞曲110-伦巴(欣赏版)
舞曲111-北京平四(欣赏版)
舞曲112-北京平四(欣赏版)
舞曲113-慢四(欣赏版)
舞曲114-恰恰(欣赏版)
舞曲115-慢四(欣赏版)
舞曲116-中三(欣赏版)
舞曲117-慢四(欣赏版)
舞曲118-中三(欣赏版)
舞曲119-中四(欣赏版)
舞曲12-恰恰(欣赏版)
舞曲120-恰恰(欣赏版)
舞曲121-中三(欣赏版)
舞曲122-快四(欣赏版)
舞曲123-恰恰(欣赏版)
舞曲124-伦巴(欣赏版)
舞曲126-探戈(欣赏版)
舞曲127-快四(欣赏版)
舞曲128-探戈(欣赏版)
舞曲129-探戈(欣赏版)
舞曲13-恰恰(欣赏版)
舞曲130-慢四(欣赏版)
舞曲131-中三(欣赏版)
舞曲14-慢三(欣赏版)
舞曲15-快三(欣赏版)
舞曲16-伦巴(欣赏版)
舞曲17-快四(欣赏版)



505161 佚名 wq
515225 佚名 wq
515226 佚名 wq
512082 佚名 wq
502426 佚名 wq
508862 佚名 wq
502427 佚名 wq
505163 佚名 wq
512083 佚名 wq
505164 佚名 wq
512084 佚名 wq
502428 佚名 wq
505165 佚名 wq
508863 佚名 wq
512085 佚名 wq
512086 佚名 wq
515227 佚名 wq
513846 佚名 wq
512087 佚名 wq
512088 佚名 wq
513847 佚名 wq
516077 佚名 wq
516078 佚名 wq
513848 佚名 wq
512094 佚名 wq
505166 佚名 wq
512089 佚名 wq
512090 佚名 wq
515228 佚名 wq
512091 佚名 wq
512092 佚名 wq
505167 佚名 wq
508864 佚名 wq
513849 佚名 wq
512093 佚名 wq
505172 佚名 wq
502429 佚名 wq
515229 佚名 wq
516079 佚名 wq
508865 佚名 wq
508866 佚名 wq
505168 佚名 wq
505169 佚名 wq
512095 佚名 wq
505170 佚名 wq
505171 佚名 wq
505175 佚名 wq
512096 佚名 wq

舞曲18-探戈(欣赏版)
舞曲19-中三(欣赏版)
舞曲2-慢三(欣赏版)
舞曲20-中三(欣赏版)
舞曲21-慢四(欣赏版)
舞曲22-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23-慢四(欣赏版)
舞曲24-慢四(欣赏版)
舞曲25-恰恰(欣赏版)
舞曲26-恰恰(欣赏版)
舞曲27-中四(欣赏版)
舞曲28-慢四(欣赏版)
舞曲29-伦巴(欣赏版)
舞曲3-快三(欣赏版)
舞曲30-伦巴(欣赏版)
舞曲31-慢四(欣赏版)
舞曲32-慢四(欣赏版)
舞曲33-慢三(欣赏版)
舞曲34-慢三(欣赏版)
舞曲35-中四(欣赏版)
舞曲36-中四(欣赏版)
舞曲37-快四(欣赏版)
舞曲38-快四(欣赏版)
舞曲39-恰恰(欣赏版)
舞曲4-快三(欣赏版)
舞曲40-恰恰(欣赏版)
舞曲41-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42-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43-中四(欣赏版)
舞曲44-中四(欣赏版)
舞曲45-快三(欣赏版)
舞曲46-快三(欣赏版)
舞曲47-探戈(欣赏版)
舞曲48-慢三(欣赏版)
舞曲49-伦巴(欣赏版)
舞曲5-伦巴(欣赏版)
舞曲50-伦巴(欣赏版)
舞曲51-慢四(欣赏版)
舞曲52-慢四(欣赏版)
舞曲53-慢四(欣赏版)
舞曲54-慢四(欣赏版)
舞曲55-慢三(欣赏版)
舞曲56-吉特巴(欣赏版)
舞曲57-吉特巴(欣赏版)
舞曲58-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59-慢四(欣赏版)
舞曲6-探戈(欣赏版)
舞曲60-慢四(欣赏版)



513850 佚名 wq
508867 佚名 wq
505173 佚名 wq
502430 佚名 wq
508868 佚名 wq
502431 佚名 wq
508869 佚名 wq
512097 佚名 wq
505174 佚名 wq
508873 佚名 wq
513851 佚名 wq
505176 佚名 wq
508870 佚名 wq
513852 佚名 wq
512098 佚名 wq
505177 佚名 wq
508871 佚名 wq
515230 佚名 wq
508872 佚名 wq
512099 佚名 wq
508875 佚名 wq
508874 佚名 wq
512100 佚名 wq
515231 佚名 wq
505178 佚名 wq
502432 佚名 wq
513853 佚名 wq
515232 佚名 wq
512101 佚名 wq
502433 佚名 wq
515233 佚名 wq
508879 佚名 wq
512102 佚名 wq
505179 佚名 wq
508876 佚名 wq
505180 佚名 wq
512103 佚名 wq
512104 佚名 wq
508877 佚名 wq
505181 佚名 wq
508878 佚名 wq
516080 佚名 wq
505184 勿忘我 佚名 www
508880 误责贞娘 佚名 wzzn
505185 雾中花 佚名 wzh
563827 佚名 xss
515234 夕阳问你在那里 佚名 xywnznl
563834 希望之慢摇 佚名 xwzmy

舞曲61-中三(欣赏版)
舞曲62-中三(欣赏版)
舞曲63-吉特巴(欣赏版)
舞曲64-快三(欣赏版)
舞曲65-快三(欣赏版)
舞曲66-探戈(欣赏版)
舞曲67-中四(欣赏版)
舞曲68-慢三(欣赏版)
舞曲69-吉特巴(欣赏版)
舞曲7-慢四(欣赏版)
舞曲70-吉特巴(欣赏版)
舞曲71-慢四(欣赏版)
舞曲72-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73-慢三(欣赏版)
舞曲74-慢三(欣赏版)
舞曲75-慢三(欣赏版)
舞曲76-恰恰(欣赏版)
舞曲77-恰恰(欣赏版)
舞曲78-慢四(欣赏版)
舞曲79-快三(欣赏版)
舞曲8-中四(欣赏版)
舞曲80-慢四(欣赏版)
舞曲81-快四(欣赏版)
舞曲82-中四(欣赏版)
舞曲83-伦巴(欣赏版)
舞曲84-伦巴(欣赏版)
舞曲85-探戈(欣赏版)
舞曲86-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87-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88-慢四(欣赏版)
舞曲89-恰恰(欣赏版)
舞曲9-迪斯科(欣赏版)
舞曲90-慢三(欣赏版)
舞曲91-快三(欣赏版)
舞曲92-慢四(欣赏版)
舞曲93-慢四(欣赏版)
舞曲94-伦巴(欣赏版)
舞曲95-伦巴(欣赏版)
舞曲96-快四(欣赏版)
舞曲97-快四(欣赏版)
舞曲98-中四(欣赏版)
舞曲99-迪斯科(欣赏版)

嘻唰唰之DJ



512106 西班牙女郎 佚名 xbynl
505188 西波涅 佚名 xbn
508891 西部之恋 佚名 xbzl
508893 西湖山水 佚名 xhss
560946 西门町老人 佚名 -
515236 西沙可爱的家乡 佚名 xskadjx
508895 西子姑娘 佚名 xzgn
505193 习惯歌 佚名 xgg
516752 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 佚名 xtsxbfyr
516084 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佚名 xhysmbky
505204 喜临门 佚名 xlm
505209 喜迎春 佚名 xyc
505197 洗衣歌 佚名 xyg
564459 佚名 xbzrgwhjd
567012 佚名 xbzzndnrz
567013 下辈子做你的女人之慢摇 佚名 xbzzndnrz
516754 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 佚名 xygnryxhg
515241 下着小雨的湖畔 佚名 xzxydhp
516088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佚名 xtzhydmg
513858 先只说迎张郎 佚名 xzsyzl
505217 咸猪手 佚名 xzs
502463 献花 佚名 xh
508924 乡下老鼠 佚名 xxls
512133 相爱的理由 佚名 xadly
515248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佚名 xaryxcn
502469 相会 佚名 xh
515251 相聚别离两依依 佚名 xjbllyy
516091 相距遥远也能相爱 佚名 xjyyynxa
502471 相恋 佚名 xl
502475 相思 佚名 xs
512141 相思比梦长 佚名 xsbmc
508943 相思难耐 佚名 xsnn
515253 相思树不长相思 佚名 xssbcxs
515258 相知相许在心头 佚名 xzxxzxt
508961 相知相识 佚名 xzxs
564485 佚名 xppzd
563865 香水有毒之慢摇 佚名 xsydzmy
564679 想唱就唱之慢摇 佚名 xcjczmy
505233 想当初 佚名 xdc
516758 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初来到 佚名 xdcmmcjnc
508977 想你的心 佚名 xndx
505240 想你哩 佚名 xnl
515267 想你想到梦里头 佚名 xnxdmlt
515270 想念恩人毛主席 佚名 xnermzx
512171 想念毛主席 佚名 xnmzx
505247 想清楚 佚名 xqc
508984 想入非非 佚名 xrf
513884 向歌友们拜年 佚名 xgymbn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串烧59分钟
下辈子做你的女人之DJ

香飘飘之DJ



513885 向天要一点爱 佚名 xtyyda
502518 向往 佚名 xw
512186 象鸟儿一样 佚名 xneyy
572744 消防宣传片 佚名 xfxcp
513895 小白兔爱跳舞 佚名 xbtatw
512195 小白兔请客 佚名 xbtqk
513896 小扁担三尺三 佚名 xbdscs
502529 小草 佚名 xc
513898 小村姑卖西瓜 佚名 xcgmxg
505273 小放牛 佚名 xfn
505275 小放牛 佚名 xfn
505277 小海螺 佚名 xhl
505278 小号手 佚名 xhs
512196 小号手之歌 佚名 xhszg
505279 小和尚 佚名 xhs
509005 小河淌水 佚名 xhts
709005 小河淌水 佚名 xhts
509008 小河弯弯 佚名 xhww
505281 小红花 佚名 xhh
505282 小红帽 佚名 xhm
505285 小花猫 佚名 xhm
505286 小花帽 佚名 xhm
505287 小花伞 佚名 xhs
509009 小黄鹂鸟 佚名 xhln
505288 小机灵 佚名 xjl
512197 小邋遢大王 佚名 xztdw
505289 小癞嘛 佚名 xlm
505292 小老鼠 佚名 xls
505293 小乐队 佚名 xyd
505295 小龙人 佚名 xlr
502539 小路 佚名 xl
505296 小螺号 佚名 xlh
505297 小猫咪 佚名 xmm
513900 小妹妹送情郎 佚名 xmmsql
505300 小蜜蜂 佚名 xmf
505301 小木马 佚名 xmm
505302 小哪咤 佚名 xnz
505304 小女孩 佚名 xnh
513903 小朋友手拉手 佚名 xpysls
415154 佚名 xp
415155 佚名 xp
415156 佚名 xp
415157 佚名 xp
505308 小蜻蜓 佚名 xqt
505307 小青蛙 佚名 xqw
505309 小情人 佚名 xqr
515289 小曲好唱口难开 佚名 xqhcknk
512200 小三子养猪 佚名 xszyz

小品1
小品2
小品3
小品4



505311 小伞花 佚名 xsh
502545 小诗 佚名 xs
505315 小时候 佚名 xsh
505317 小司机 佚名 xsj
505318 小松树 佚名 xss
509013 小兔乖乖 佚名 xtgg
512201 小小百合花 佚名 xxbhh
512203 小小的礼品 佚名 xxdlp
512206 小小螺丝帽 佚名 xxlsm
509015 小小茉莉 佚名 xxml
509016 小小少年 佚名 xxsn
512207 小小水仙花 佚名 xxsxh
515290 小小羊儿要回家 佚名 xxyeyhj
515291 小小羊儿要回家 佚名 xxyeyhj
505321 小星星 佚名 xxx
513905 小星星亮晶晶 佚名 xxxljj
505322 小鸭子 佚名 xyz
505323 小燕子 佚名 xyz
513906 小扬江的少女 佚名 xyjdsn
505325 小夜曲 佚名 xyq
515293 小雨打在我身上 佚名 xydzwss
505326 小雨点 佚名 xyd
516098 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佚名 xyldzssh
513907 小雨中的回忆 佚名 xyzdhy
509022 小猪胖胖 佚名 xzpp
512210 校园的早晨 佚名 xydzc
502557 携手 佚名 xs
505332 斜阳外 佚名 xyw
512219 写不完的爱 佚名 xbwda
509166 血的教训 佚名 xdjx
512220 卸妆的女人 佚名 xzdnr
505333 谢谢你 佚名 xxn
515296 谢谢你陪我吃苦 佚名 xxnpwck
509031 心潮难平 佚名 xcnp
512230 心的另一边 佚名 xdlyb
567157 佚名 xdzd
516461 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 佚名 xsrakgwll
512236 心事用歌唱 佚名 xsygc
502581 心碎 佚名 xs
502586 心痛 佚名 xt
512244 心痛不再有 佚名 xtbzy
505345 心头恨 佚名 xth
513924 佚名 -
502591 心影 佚名 xy
509087 心有些乱 佚名 xyxl
502593 心雨 佚名 xy
512255 心中的玫瑰 佚名 xzdmg
516462 心中歌儿献给解放军 佚名 xzgexgjf

心电2007之DJ

心要让你听见(欣赏版)



569051 新北京新奥运 佚名 xbjxay
513934 新感觉大流行 佚名 xgjdlx
563842 佚名 xhxzyzd
509101 新婚快乐 佚名 xhkl
509105 新木兰辞 佚名 xmlc
505367 新年乐 佚名 xnl
505368 新年颂 佚名 xns
512266 新年喜洋洋 佚名 xnxyy
513936 新情感旧回忆 佚名 xqgjhy
516104 新娶的媳妇回娘家 佚名 xqdxfhnj
509113 新鲜感受 佚名 xxgs
513938 新鞋子旧鞋子 佚名 xxzjxz
509114 新忧旧愁 佚名 xyjc
424356 新扎师兄 佚名 xzsx
509116 新正气歌 佚名 xzqg
509117 新走西口 佚名 xzxk
516105 兴冲冲奉命把花送 佚名 xccfmbhs
564477 星光游乐园之慢摇 佚名 xgylyzmy
563843 佚名 xgzd
505378 星星索 佚名 xxs
505381 行时曲 佚名 xsq
512276 行一个军礼 佚名 xygjl
515312 幸福不会从天降 佚名 xfbhctj
515313 幸福不是毛毛雨 佚名 xfbsmmy
512290 幸福拍手歌 佚名 xfpsg
513947 幸福与你同在 佚名 xfyntz
512296 幸福在这里 佚名 xfzzl
509149 胸有朝阳 佚名 xyzy
513948 雄伟的天安门 佚名 xwdtam
515316 雄心壮志冲云天 佚名 xxzzcyt
564672 佚名 xnyfywcs
516464 绣罢了绿线绣红红线 佚名 xbllxxhhx
505389 绣红旗 佚名 xhq
505391 绣围裙 佚名 xwq
502640 虚空 佚名 xk
505392 许多梦 佚名 xdm
509155 旭日旅店 佚名 xrld
512298 旋转的房子 佚名 xzdfz
509157 旋转木马 佚名 xzmm
502649 璇子 佚名 xz
515317 学习雷锋好榜样 佚名 xxlfhby
512304 雪人不见国 佚名 xrbjg
505402 雪绒花 佚名 xrh
420486 佚名 xfa
420487 佚名 xfb
502674 寻找 佚名 xz
509169 哑子背疯 佚名 yzbf
512318 烟水寒又寒 佚名 yshyh

新回心转意之DJ

星光之DJ

修女也疯狂英文串烧62分钟

寻佛a
寻佛b



515323 烟雾迷蒙你的眼 佚名 ywmmndy
509181 烟雨斜阳 佚名 yyxy
512319 严守纪律歌 佚名 ysjlg
516465 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佚名 ybrmramzx
516767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佚名 yzshzyddb
505422 沿竹林 佚名 yzl
509183 言不由衷 佚名 ybyz
974486 言不由衷 佚名 ybyz
500261 演 佚名 y
515324 眼望青山难出笼 佚名 ywqsncl
509188 燕燕作媒 佚名 yyzm
513955 燕子捎来喜讯 佚名 yzslxx
505428 雁南飞 佚名 ynf
505429 雁之歌 佚名 yzg
567037 杨二车娜姆之慢摇 佚名 yecnmzmy
513959 杨延辉坐宫院 佚名 yyhzgy
509191 阳关三叠 佚名 ygsd
515328 阳光正在过马路 佚名 ygzzgml
516113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佚名 yayydwpq
567159 佚名 yayzd
509198 摇摆女郎 佚名 ybnl
502708 摇船 佚名 yc
502709 摇动 佚名 yd
505441 摇篮曲 佚名 ylq
505442 摇篮曲 佚名 ylq
560942 摇头妹 佚名 -
509203 摇头至上 佚名 ytzs
515331 摇摇晃晃就长大 佚名 yyhhjcd
512331 瑶山百灵歌 佚名 ysblg
512332 瑶山百灵鸟 佚名 ysbln
505439 窑洞里 佚名 ydl
419973 佚名 ytsna
419974 佚名 ytsnb
505448 要彩礼 佚名 ycl
516768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佚名 yxntsdsyq
509207 椰岛之歌 佚名 ydzg
515340 爷爷为我打月饼 佚名 yywwdyb
502717 也许 佚名 yx
505458 野玫瑰 佚名 ymg
516471 佚名 yldhjsrr
564676 佚名 ymmyywcsf
509217 夜色如梦 佚名 ysrm
512337 夜深人静后 佚名 ysrzh
505478 夜温柔 佚名 ywr
502740 夜袭 佚名 yx
505479 夜莺曲 佚名 yyq
509221 一把情种 佚名 ybqz
567150 一百分之慢摇 佚名 ybfzmy

摇啊摇之DJ

窈窕淑女a
窈窕淑女b

夜来灯花结双蕊-1
夜猫慢摇英文串烧60分钟



513963 一百年的梦想 佚名 ybndmx
509224 一杯美酒 佚名 ybmj
509231 一代佳人 佚名 ydjr
509232 一代女皇 佚名 ydnh
709232 一代女皇 佚名 ydnh
567149 一刀两段之慢摇 佚名 ydldzmy
516473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佚名 yddslydds
505482 一滴泪 佚名 ydl
515358 一朵鲜花鲜又鲜 佚名 ydxhxyx
509238 一朵小花 佚名 ydxh
505488 一分钱 佚名 yfq
513969 一封难回的信 佚名 yfnhdx
516116 一疙瘩冰糖化成冰 佚名 ygdbthcb
509244 一个错误 佚名 ygcw
515366 一个姆子动一动 佚名 ygmzdyd
516118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佚名 ygnhmjwj
513971 佚名 -
512351 一个人回家 佚名 ygrhj
516477 一个人跳舞多么寂寞 佚名 ygrtwdmjm
515372 一见万岁来陪情 佚名 yjwslpq
513983 一颗心交给谁 佚名 ykxjgs
515375 一轮红日照胸间 佚名 ylhrzxj
512370 一起来过年 佚名 yqlgn
564593 一千年以后之慢摇 佚名 yqnyhzmy
516132 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佚名 ysnyjcxz
505511 一条桥 佚名 ytq
563811 佚名 ywglyzd
509310 一休之歌 佚名 yyzg
509315 一月思念 佚名 yysn
505516 一整夜 佚名 yzy
509317 一支玉钗 佚名 yzyc
512408 一只小老鼠 佚名 yzxls
509320 一只小鹿 佚名 yzxl
512409 一只小麻雀 佚名 yzxmq
509327 伊比呀呀 佚名 ybyy
509328 伊比亚亚 佚名 ybyy
509331 依然爱你 佚名 yran
505519 椅子调 佚名 yzd
514003 义勇军进行曲 佚名 yyjjxq
514004 异乡人的周末 佚名 yxrdzm
505520 忆儿时 佚名 yes
505522 忆良人 佚名 ylr
505526 意难忘 佚名 ynw
515393 因为爱你才恨你 佚名 ywanchn
516137 因为你永远不是我 佚名 ywnyybsw
509361 因为有你 佚名 ywyn
516479 阴天之唐伯虎说唱版 佚名 ytztbhscb
505535 银花飞 佚名 yhf

一个人的精彩(欣赏版)

一万个理由之DJ



509364 银环上山 佚名 yhss
512428 银色的圣诞 佚名 ysdsd
515395 引诱敌人来打枪 佚名 yydrldq
502772 隐形 佚名 yx
505536 饮酒歌 佚名 yjg
502780 樱花 佚名 yh
505541 樱花梦 佚名 yhm
509381 英台抗婚 佚名 ytkh
566972 佚名 ywcsjbmyf
567165 佚名 ywcskyfny
567047 佚名 ywcskyfny
567214 佚名 ywcsmyfny
564609 佚名 ywlxgqcsf
567164 佚名 yzwcsmyfn
567580 佚名 yzwcsmyfn
564855 佚名 yzwlxgqcs
512431 赢得你的爱 佚名 ydnda
509385 迎春接福 佚名 ycjf
515397 迎来春色换人间 佚名 ylcshrj
505547 迎新年 佚名 yxn
505549 映山红 佚名 ysh
567045 佚名 ybbyayzd
516138 拥抱九七拥抱香港 佚名 ybjqybxg
509389 拥抱着我 佚名 ybzw
509390 拥军花鼓 佚名 yjhg
509391 拥军秧歌 佚名 yjyg
512442 永远不回头 佚名 yybht
512443 永远不能忘 佚名 yybnw
515406 永远和你在一道 佚名 yyhnzyd
516775 用你的温柔抚平我伤口 佚名 yndwrfpws
516141 用一生爱你够不够 佚名 yysangbg
514017 优秀士兵之歌 佚名 yxsbzg
512461 游击队之歌 佚名 yjdzg
512462 友情的安慰 佚名 yqdaw
514020 友谊地久天长 佚名 yydjtc
515409 友谊历久一样浓 佚名 yyljyyn
505561 有点梦 佚名 ydm
516779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佚名 ydsktbysz
512464 有寡人离了 佚名 ygrll
509433 有关昨晚 佚名 ygzw
567035 有没有人告诉你之慢摇 佚名 ymyrgsnzm
512480 有谁知道他 佚名 yszdt
509443 有时歌唱 佚名 ysgc
502818 有我 佚名 yw
512486 有一天我会 佚名 yytwh
502820 有缘 佚名 yy
514025 有真情有活力 佚名 yzqyhl
509455 又是黄昏 佚名 yshh

英文串烧酒吧慢摇67分07年5月
英文串烧快摇60分07年9月
英文串烧快摇61分07年9月
英文串烧慢摇64分07年9月
英文流行歌曲串烧50分钟
英中文串烧慢摇54分07年9月
英中文串烧慢摇60分07年10月
英中文流行歌曲串烧72分钟

硬邦邦摇啊摇2007之DJ



509456 又是秋天 佚名 ysqt
515416 又像细雨又像风 佚名 yxxyyxf
509461 于心不忍 佚名 yxbr
512497 鱼儿水中游 佚名 yeszy
505571 鱼光曲 佚名 ygq
516484 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 佚名 yfmdzkfts
509473 雨的旋律 佚名 ydxl
515419 雨点往我头上掉 佚名 ydwwtsd
505575 雨和泪 佚名 yhl
505576 雨花石 佚名 yhs
512506 雨中的歉意 佚名 yzdqy
509484 雨中徘徊 佚名 yzph
509493 愈飞愈高 佚名 yfyg
567156 佚名 ylylhstdz
505586 原谅你 佚名 yln
515428 原谅我吧心上人 佚名 ylwbxsr
509500 原野牧歌 佚名 yymg
516783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佚名 ymwssprtl
509505 辕门斩子 佚名 ymzz
51678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佚名 yfdkrqnlx
512513 远飞的大雁 佚名 yfddy
514037 远去的三角地 佚名 yqdsjd
515430 远走高飞难找寻 佚名 yzgfnzx
516165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佚名 yqrzryhs
564683 月半弯之慢摇 佚名 ybwzmy
509512 月儿弯弯 佚名 yeww
515433 月儿弯弯照九州 佚名 yewwzjz
512522 月儿像柠檬 佚名 yexnm
505595 月姑娘 佚名 ygn
515435 月光下的凤尾竹 佚名 ygxdfwz
564606 月光之慢摇 佚名 ygzmy
505599 月亮河 佚名 ylh
512535 月亮月光光 佚名 ylygg
564851 月亮之上之慢摇 佚名 ylzszmy
514043 月朦胧鸟朦胧 佚名 ymlnml
502874 月琴 佚名 yq
509554 再次拥有 佚名 zcyy
563823 再度重相逢之慢摇 佚名 zdzxfzmy
514048 佚名 zdwwyx
512546 再会吧原野 佚名 zhbyy
568211 再没有你的温柔之慢摇 佚名 zmyndwrzm
509563 再试一下 佚名 zsyx
564601 再说一次我爱你之慢摇 佚名 zsycwanzm
502885 再现 佚名 zx
514063 在北京金山上 佚名 zbjjss
516169 在贝加尔湖的草原 佚名 zbjehdcy
505615 在路上 佚名 zls
512572 在太行山上 佚名 ztxss

原来眼泪会是甜的之DJ

再多吻我一些(欣赏版)



515468 在我们小的时候 佚名 zwmxdsh
516173 在星光闪烁的夜晚 佚名 zxgssdyw
516787 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 佚名 zxlwflxjy
505620 在一起 佚名 zyq
505622 在雨中 佚名 zyz
515449 载满友谊去远行 佚名 zmyyqyh
515476 咱们从小讲礼貌 佚名 zmcxjlm
502891 赞歌 佚名 zg
505625 葬花吟 佚名 zhy
502895 葬心 佚名 zx
509580 早晨的歌 佚名 zcdg
514068 早也盼晚也盼 佚名 zypwyp
505627 造飞机 佚名 zf
502906 赠塔 佚名 zt
505638 扎风筝 佚名 zfz
509591 扎红头绳 佚名 zhts
502907 摘梅 佚名 zm
500272 粘 佚名 n
505643 斩马谡 佚名 zms
512584 战斗进行曲 佚名 zdjxq
502912 站台 佚名 zt
702912 站台 佚名 zt
514082 张郎你听我说 佚名 zlntws
512592 张五可观花 佚名 zwkgh
514083 张五可坐绣楼 佚名 zwkzxl
509604 掌声之后 佚名 zszh
509605 招财进宝 佚名 zcjb
500685 朝霞 佚名 cx
515642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佚名 cxyzychs
505648 找爸爸 佚名 zbb
514085 找到一个朋友 佚名 zdygpy
514086 找到自己的爱 佚名 zdzjda
505650 找朋友 佚名 zpy
515484 找一个美丽邂逅 佚名 zygmlxh
512600 找一个雨天 佚名 zygyt
505657 照镜子 佚名 zjz
509611 赵氏孤儿 佚名 zsge
515485 折个飞机当妈妈 佚名 zgfdmm
514091 这么宠我好吗 佚名 zmcwhm
515494 这世界不会寂寞 佚名 zsjbhjm
514093 这些兵急人难 佚名 zxbjrn
515495 这样爱你错了吗 佚名 zyanclm
516182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佚名 zyfsxldq
516183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佚名 zyzddzpl
512608 珍重我的爱 佚名 zzwda
509623 珍重再见 佚名 zzzj
509627 真爱难逃 佚名 zant
509632 真爱一回 佚名 zayh



509634 真诚的爱 佚名 zcda
516794 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伤心 佚名 zdawjbyrw
569114 佚名 zdnrbhnrb
505671 真活该 佚名 zhg
509639 真梦人生 佚名 zmrs
512621 真情比酒浓 佚名 zqbjn
512624 真情为谁留 佚名 zqwsl
512626 真是乐死人 佚名 zslsr
505678 真稀奇 佚名 zxq
515503 真象一对亲兄弟 佚名 zxydqxd
509652 真心朋友 佚名 zxpy
515505 真心真意过一生 佚名 zxzygys
420494 佚名 zgzj
512633 正当你年轻 佚名 zdnnq
515508 正月十五是元宵 佚名 zyswsyx
512636 知道不知道 佚名 zdbzd
515512 知心话儿对党说 佚名 zxhedds
502962 知音 佚名 zy
512639 知音何处寻 佚名 zyhcx
515511 知识青年下乡来 佚名 zsqnxxl
509683 值日生歌 佚名 zrsg
512644 只记今朝笑 佚名 zjjcx
516188 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佚名 zpzsscty
515522 只要妈妈露笑脸 佚名 zymmlzl
516190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佚名 zyngdbwh
512660 只要你和我 佚名 zynhw
516191 佚名 -
512661 只要我长大 佚名 zywcd
516192 只要自己觉得无悔 佚名 zyzjjdwh
515531 只有山歌敬亲人 佚名 zysgjqr
512680 志愿军战歌 佚名 zyjzg
502979 智斗 佚名 zd
505699 中国帆 佚名 zgf
516796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佚名 zgrmjfjx
516502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佚名 zgrmzyjzg
516503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佚名 zgsnxfddg
512692 中国一定强 佚名 zgydq
514117 中国永远辉煌 佚名 zgyyhh
516797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佚名 zgzgxhdty
568210 佚名 zhwcskyfn
516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佚名 zhrmghggg
564461 佚名 zwdxcfz
564595 佚名 zwdxcfz
560915 佚名 -
560916 佚名 -
560918 佚名 -
560919 佚名 -
560920 佚名 -

真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之DJ

整蛊专家01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欣赏版)

中韩文串烧快摇65分08年1月

中文DJ现场48分钟
中文DJ现场70分钟
中文串烧44分钟
中文串烧48分钟强
中文串烧56分钟强
中文串烧59分钟中强
中文串烧60分钟中强



560921 佚名 -
560922 佚名 -
560923 佚名 -
560924 佚名 -
560925 佚名 -
560926 佚名 -
566953 佚名 zwcsbfytf
566954 佚名 zwcsbfytf
566955 佚名 zwcsbfytf
560927 佚名 -
566969 佚名 zwcsjbmyf
567014 佚名 zwcskyfny
567788 佚名 zwcskyfny
567151 佚名 zwcskyfny
568100 佚名 zwcskyfny
567561 佚名 zwcskyfny
567015 佚名 zwcskyfny
568204 佚名 zwcskyfny
569098 佚名 zwcskyfny
567562 佚名 zwcskyfny
567636 佚名 zwcskyfny
567312 佚名 zwcskyfny
566956 佚名 zwcskyfny
569099 佚名 zwcskyfny
566957 佚名 zwcskyfny
569100 佚名 zwcskyfny
568101 佚名 zwcskyfny
566958 佚名 zwcskyfny
568102 佚名 zwcskyfny
568103 佚名 zwcskyfny
566959 佚名 zwcskyfny
567152 佚名 zwcskyfny
568205 佚名 zwcskyfny
567637 佚名 zwcskyfny
566960 佚名 zwcskyfny
567016 佚名 zwcskyfny
569101 佚名 zwcskyfny
567313 佚名 zwcskyfny
567638 佚名 zwcskyfny
566961 佚名 zwcskyfny
567153 佚名 zwcskyfny
567314 佚名 zwcskyfny
567017 佚名 zwcskyfny
568104 佚名 zwcskyfny
567563 佚名 zwcskyfny
566962 佚名 zwcskyfny
567154 佚名 zwcskyfny
569102 佚名 zwcskyfny

中文串烧61分钟中强
中文串烧62分钟强
中文串烧63分钟强劲
中文串烧65分钟中强
中文串烧66分钟中强
中文串烧67分钟中强
中文串烧包房摇头60分07年5月
中文串烧包房摇头66分07年5月
中文串烧包房摇头67分07年6月
中文串烧歌曲68分钟
中文串烧酒吧慢摇65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52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56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快摇59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59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0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60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60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0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快摇61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61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快摇62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62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2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快摇63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3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快摇64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5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5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6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7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7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67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68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快摇68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8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68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70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70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71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72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72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快摇72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72分08年5月



567564 佚名 zwcskyfny
568105 佚名 zwcskyfny
567018 佚名 zwcskyfny
568106 佚名 zwcskyfny
567789 佚名 zwcsmyfny
567019 佚名 zwcsmyfny
567020 佚名 zwcsmyfny
567639 佚名 zwcsmyfny
567315 佚名 zwcsmyfny
567155 佚名 zwcsmyfny
569103 佚名 zwcsmyfny
567565 佚名 zwcsmyfny
567640 佚名 zwcsmyfny
566963 佚名 zwcsmyfny
567021 佚名 zwcsmyfny
569104 佚名 zwcsmyfny
567641 佚名 zwcsmyfny
566964 佚名 zwcsmyfny
567022 佚名 zwcsmyfny
568107 佚名 zwcsmyfny
569105 佚名 zwcsmyfny
569106 佚名 zwcsmyfny
566965 佚名 zwcsmyfny
568108 佚名 zwcsmyfny
567567 佚名 zwcsmyfny
567134 佚名 zwcsmyfny
568206 佚名 zwcsmyfny
569107 佚名 zwcsmyfny
567568 佚名 zwcsmyfny
566966 佚名 zwcsmyfny
567023 佚名 zwcsmyfny
566967 佚名 zwcsmyfny
568109 佚名 zwcsmyfny
566968 佚名 zwcsmyfny
568207 佚名 zwcsmyfny
568208 佚名 zwcsmyfny
568209 佚名 zwcsmyfny
567790 佚名 zwcsmyfny
568110 佚名 zwcsmyfny
567642 佚名 zwcsmyfny
568111 佚名 zwcsmyfny
567316 佚名 zwcsmyfny
568112 佚名 zwcsmyfny
567317 佚名 zwcsmyfny
567024 佚名 zwcsmyfny
568113 佚名 zwcsmyfny
564842 佚名 zwgcsfz
564463 佚名 zwlxgqcsf

中文串烧快摇74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快摇74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快摇76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快摇78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51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56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58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59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61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61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61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慢摇62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62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62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62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62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慢摇63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63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63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63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63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慢摇64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慢摇65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65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66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66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66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66分08年5月
中文串烧慢摇67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67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67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68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70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1分07年8月
中文串烧慢摇71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1分08年1月18
中文串烧慢摇72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3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73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5分07年11月
中文串烧慢摇75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6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76分08年1月
中文串烧慢摇77分07年10月
中文串烧慢摇77分07年9月
中文串烧慢摇77分08年1月
中文歌串烧65分钟
中文流行歌曲串烧58分钟



564464 佚名 zwlxgqcsf
564597 佚名 zwlxgqcsf
564465 佚名 zwlxgqcsf
566653 佚名 zwmycsfz
564669 佚名 zwmycsfz
566654 佚名 zwmycsfz
564670 佚名 zwmycsfz
564671 佚名 zwmyxcfz
563097 中文烧 佚名 -
564462 佚名 zwzkhcsfz
564596 佚名 zwzkhcsfz
566970 佚名 zywcskyfn
567791 佚名 zywcskyfn
567792 佚名 zywcskyfn
567643 佚名 zywcskyfn
566971 佚名 zywcskyfn
567135 佚名 zywcsmyfn
567644 佚名 zywcsmyfn
567566 佚名 zwcsmyfny
567793 佚名 zywcsmyfn
565122 佚名 zywlxcsfz
565123 佚名 zywlxcsfz
565124 佚名 zywlxcsfz
565125 佚名 zywlxcsfz
564843 佚名 zywlxgqcs
515540 忠于人民忠于党 佚名 zyrmzyd
502988 终点 佚名 zd
424366 终极无间 佚名 zjwj
509729 衷心赞美 佚名 zxzm
509728 钟声催归 佚名 zscg
515542 众人划桨开大船 佚名 zrhjkdc
515544 众手浇开幸福花 佚名 zsjkxfh
509734 重逢有日 佚名 cfyr
509736 重提往事 佚名 ctws
512699 重新爱一次 佚名 cxayc
512700 周记与日记 佚名 zyyry
515546 周末的夜我不哭 佚名 zmdywbk
420536 佚名 zlya
420537 佚名 zlyb
564686 猪之歌之慢摇 佚名 zzgzmy
512703 猪猪恋爱记 佚名 zzlaj
503012 祝捷 佚名 zj
512707 祝妈妈长寿 佚名 zmmcs
514123 祝你生日快乐 佚名 znsrkl
514124 祝你圣诞快乐 佚名 znsdkl
509761 祝你顺风 佚名 znsf
514125 祝你新年快乐 佚名 znxnkl
505726 佚名 zsq

中文流行歌曲串烧64分钟
中文流行歌曲串烧68分钟
中文流行歌曲串烧79分钟
中文慢摇串烧33分钟
中文慢摇串烧46分钟
中文慢摇串烧48分钟
中文慢摇串烧72分钟
中文慢摇现场52分钟

中文之狂HIGH串烧61分钟
中文之狂HIGH串烧62分钟
中英文串烧快摇61分07年8月
中英文串烧快摇66分07年11月
中英文串烧快摇67分07年11月
中英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11月
中英文串烧快摇69分07年8月
中英文串烧慢摇55分07年9月
中英文串烧慢摇61分07年11月
中英文串烧慢摇65分07年10月
中英文串烧慢摇75分07年11月
中英文流行串烧60分钟之慢摇
中英文流行串烧70分钟
中英文流行串烧71分钟之慢摇
中英文流行串烧77分钟之慢摇
中英文流行歌曲串烧73分钟

咒乐园a
咒乐园b

祝寿曲(欣赏版)



505727 祝愿歌 佚名 zyg
500758 传说 佚名 cs
515552 壮锦献给毛主席 佚名 zjxgmzx
509769 壮志飞扬 佚名 zzfy
505733 状元媒 佚名 zym
505739 捉泥鳅 佚名 znq
505741 啄木鸟 佚名 zmn
505743 紫丁香 佚名 zdx
515555 自从退休回上海 佚名 zctyhsh
516508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佚名 zjddwldmq
515556 自己跌倒自己爬 佚名 zjddzjp
567579 自由飞翔之慢摇 佚名 zyfxzmy
516798 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 佚名 zyemsnxjf
512722 走不完的爱 佚名 zbwda
516511 走过来时不该走的路 佚名 zglsbgzdl
515563 佚名 zjsydyg
509800 走路有风 佚名 zlyf
505755 走三边 佚名 zsb
514137 走向我走向你 佚名 zxwzxn
516197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 佚名 zgawfmzb
515567 祖国慈祥的母亲 佚名 zgcxdmq
505762 祖国颂 佚名 zgs
515570 祖国我为你干杯 佚名 zgwwngb
515571 祖国像妈妈一样 佚名 zgxmmyy
515572 祖国一片新面貌 佚名 zgypxmm
515574 祖国祖国我爱你 佚名 zgzgwan
505764 钻与石 佚名 zys
512745 最长的一日 佚名 zcdyr
503071 最好 佚名 zh
512750 最好的战友 佚名 zhdzy
512756 最后的温柔 佚名 zhdwr
567574 最后的吻之慢摇 佚名 zhdwzmy
419980 佚名 zhwsa
514143 最后一次等待 佚名 zhycdd
567033 最后一次选择之慢摇 佚名 zhycxzzmy
567034 最后一滴泪之慢摇 佚名 zhydlzmy
509829 最美的花 佚名 zmdh
512776 最心疼是你 佚名 zxtsn
424375 醉猴 佚名 zh
512784 尊干爱兵歌 佚名 zgabg
515587 遵义会议放光辉 佚名 zyhyfgh
516803 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时候 佚名 ztbxxhzds
516202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 佚名 ztdnjtdw
512786 昨夜的温柔 佚名 zydwr
509837 昨夜星辰 佚名 zyxc
516205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佚名 zryzzydr
569109 做我的女朋友之慢摇 佚名 zwdnpyzmy
564675 坐在马桶抽烟喝茶之慢摇 佚名 zzmtcyhcz

走进十月的阳光(欣赏版)

最后武士a



572630 梦中姑娘 易丹 mzgn
572631 秋风吹 易丹 qfc
976338 爱情不是打游戏 易帆 aqbsdyx
976339 爱情是个鬼东西 易帆 aqsggdx
565677 917 易桀齐 jyq
566069 趁一切还来得及 易桀齐 cyqhldj
565481 花的话 易桀齐 hdh
971303 你好吗 易桀齐 nhm
971304 你是不值得爱的 易桀齐 nsbzdad
971305 陪你到最后 易桀齐 pndzh
565480 千里之外 易桀齐 qlzw
570923 去你的爱 易桀齐 qnda
566068 三秒钟天堂 易桀齐 smzt
570012 世纪末烟火 易桀齐 sjmyh
570924 幸运的我们 易桀齐 xydwm
570922 一如既往 易桀齐 yrjw
569865 有你真好 易桀齐 ynzh
505663 这一秒 易钧喜 zym
514111 只要你留不来 易钧喜 zynlbl
510443 都是为了你 易秒英 dswln
503901 好女儿 易秒英 hne
563894 千里万里兵哥哥 易秒英 qlwlbgg
505406 雪之恋 易秒英 xzl
512527 月亮花儿开 易秒英 ylhek
512737 祖国年年好 易秒英 zgnnh
564418 爱上你是我的罪 易欣 asnswdz
880468 爱上他的人 易欣 astdr
570829 别让我为你心碎 易欣 brwwnxs
567993 别再伤害我 易欣 bzshw
566045 别再为我哭 易欣 bzwwk
564317 不顾一切爱你 易欣 bgyqan
569926 残酷人 易欣 ckr
569128 易欣 ckrzd
571045 出局 易欣 cj
564901 穿越时空的爱情 易欣 cyskdaq
567329 多想你陪在身旁 易欣 dxnpzsp
569127 多想你陪在身旁之慢摇 易欣 dxnpzspzm
570116 分爱 易欣 fa
770116 分爱 易欣 fa
573151 今生无缘 易欣 jswy
574698 九等天使 易欣 jdts
567994 快乐情人节 易欣 klqrj
570830 泪在投降 易欣 lztj
572414 离不开寂寞 易欣 lbkjm
567330 恋人味道 易欣 lrwd
566596 没事陪你走走 易欣 mspnzz
570828 你的爱给了谁 易欣 ndagls
564318 你的选择 易欣 ndxz

残酷人之DJ



571046 情人快乐 易欣 qrkl
565377 请你说爱我 易欣 qnsaw
571047 撒哈拉 易欣 shl
565707 伤了我的心 易欣 slwdx
565074 谁都不必说抱歉 易欣 sdbbsbq
570117 忘了忧伤 易欣 wlys
562185 下辈子不做男人 易欣 xbzbznr
566046 心碎 易欣 xs
571044 一个人的房间 易欣 ygrdf
565706 一个人旅行 易欣 ygrlx
566683 忧伤的季节 易欣 ysdjj
570115 余味 易欣 yw
575178 再没有你的温柔 易欣 zmyndwr
571950 只要你的美 易欣 zyndm
565918 最后一滴泪 易欣 zhydl
576064 罪过 易欣 zg
975565 没离开过 mlkg
975566 我们的爱 wmda
565609 FREE STYLE 翼势力 fs
565689 SHA LA LA 翼势力 sll
565864 记忆拼图 翼势力 jypt
565610 蓝丝绒 翼势力 lsr
566895 失恋圆舞曲 翼势力 slywq
565611 雨 翼势力 y
980591 夜色 艺涛 ys
574614 哎呀呀 因果兄弟 ayy
569909 因果兄弟 lb
574613 你真的爱我吗 因果兄弟 nzdawm
574615 我爱你中国 因果兄弟 wanzg
574617 相信我 因果兄弟 xxw
574616 永远到底有多远 因果兄弟 yyddydy
569908 月高高 因果兄弟 ygg
516561 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 殷浩 cndfzlmzc
516474 一朵花二朵花三朵花 殷浩 ydhldhsdh
514374 党啊亲爱的妈妈 殷秀宾 daqadmm
575554 放飞神舟 殷秀梅 fsz
504362 梅娘曲 殷秀梅 mnq
515094 我爱你塞北的雪 殷秀梅 wansbdx
715094 我爱你塞北的雪 殷秀梅 wansbdx
512685 中国大舞台 殷秀梅 zgdwt
515569 祖国为你唱支歌 殷秀梅 zgwnczg
514141 祖国正是花季 殷秀梅 zgzshj
562379 爱的奇迹 殷悦 adqj
567197 爱多少早知道 殷悦 adszzd
567198 爱是我的 殷悦 aswd
510547 刚好的不够 殷悦 ghdbg
507046 挥之不去 殷悦 hzbq
500692 尘缘 殷正洋 cy

毅光年/中国好声音
毅光年/中国好声音

来吧2008



506555 等一个人 殷正洋 dygr
507549 玫瑰人生 殷正洋 mgrs
514793 你让我孤孤单单 殷正洋 nrwggdd
571694 猫的未来 音乐猫 mdwl
504315 卖报歌 银河童声合唱团 mbg
504832 酸枣刺 银河童声合唱团 szc
512648 只怕不抵抗 银河童声合唱团 zpbdk
515717 红楼梦幻觉离恨天 hlmhjlht
973632 相信爱 尹嘉萱 xxa
976077 爱过的你还在我心里 尹熙水 agdnhzwxl
976516 想太多 尹熙水 xtd
514272 豹头环眼好兄弟 尹相杰 bthyhxd
513000 赤条条来人间 尹相杰 ctlrj
504209 老街坊 尹相杰 ljf
516306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尹相杰 mwyhwmzyq
508068 尹相杰 rwcc
505767 醉天地 尹相杰 ztd
505380 行酒令 xjl
510568 跟你走天涯 gnzty
515973 偷一颗月亮照亮天 tykylzlt
574647 拉扯 尹子茹 lc
880827 如果我能回头 隐藏乐队 rgwnht
509368 印度歌 ydkw
509369 印度歌 ydkw
509370 印度歌 ydkw
509371 印度歌 ydkw
509372 印度歌 ydkw
509373 印度歌 ydkw
509374 印度歌 ydkw
509375 印度歌 ydkw
509376 印度歌 ydkw
509377 印度歌 ydkw
509378 印度歌 ydkw
509379 印度歌 ydkw
509380 印度歌 ydkw
566556 7 樱桃帮 q
564370 I WANNA ROCK 樱桃帮 iwr
566424 乖乖 樱桃帮 gg
564278 黑夜来临 樱桃帮 hyll
566508 你爱我吗 樱桃帮 nawm
563994 亲爱的王子 樱桃帮 qadwz
564063 清新早晨 樱桃帮 qxzc
564707 蚀月 樱桃帮 sy
566557 受够 樱桃帮 sg
566726 庭院 樱桃帮 ty
563995 再见我的爱 樱桃帮 zjwda
569153 莹莹 yywnzd
567760 感谢寂寞 应昌佑 gxjm

尹光/胡美仪

让我闯闯(欣赏版)

尹相杰/王焱
尹相杰/于文华
尹相杰/于文华

印度狂舞1(欣赏版)
印度狂舞10(欣赏版)
印度狂舞11(欣赏版)
印度狂舞12(欣赏版)
印度狂舞13(欣赏版)
印度狂舞2(欣赏版)
印度狂舞3(欣赏版)
印度狂舞4(欣赏版)
印度狂舞5(欣赏版)
印度狂舞6(欣赏版)
印度狂舞7(欣赏版)
印度狂舞8(欣赏版)
印度狂舞9(欣赏版)

一眼万年之DJ



566288 你的快乐 应昌佑 ndkl
513790 我是否还爱你 应昌佑 wsfhan
565803 只要你幸福 应昌佑 zynxf
506369 长发女郎 应豪 cfnl
970315 那又如何 应嘉俐 nyrh
500504 爱我 应佩珊 aw
976313 我是一条小河 咏峰 wsytxh
500437 SO LONG 永邦 sl
568157 爱的比较多 永邦 adbjd
571657 爱在离别时 永邦 azlbs
503760 放了她 永邦 flt
500977 废墟 永邦 fx
507116 寂寞公路 永邦 jmgl
501502 蓝雨 永邦 ly
516623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永邦 mcdxhhndm
511180 魔鬼的交易 永邦 mgdjy
572567 魔鬼的眼泪 永邦 mgdyl
504445 男人泪 永邦 nrl
568155 你还是最深爱的人 永邦 nhszsadr
515845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永邦 nswzsadr
572709 平民天下 永邦 pmtx
568158 神奇 永邦 sq
511642 双手的温柔 永邦 ssdwr
508339 死心塌地 永邦 sxtd
502238 天堂 永邦 t
502252 天真 永邦 tz
508548 挽回时间 永邦 whsj
511801 威尼斯的泪 永邦 wnsdl
572710 温暖 永邦 wn
509071 心手相连 永邦 xsxl
505415 寻情记 永邦 xqj
515344 野百合也有春天 永邦 ybhyyct
715344 野百合也有春天 永邦 ybhyyct
509323 一追再追 永邦 yzzz
568156 愿望 永邦 yw
515479 怎么还是没人爱 永邦 zmhsmra
505683 支离人 永邦 zlr
572566 转瞬为风 永邦 zswf
573407 爱上水仙花 泳儿 assxh
569333 寂寞的街 泳儿 jmdj
569335 离开以后 泳儿 lkyh
573406 天使的决定 泳儿 tsdjd
569452 我怀念的 泳儿 whnd
569332 喜欢一个人好累 泳儿 xhygrhl
570149 向往 泳儿 xw
569581 中国话 泳儿 zgh
560447 JUST FOR YOU 优客李林 jfy
560448 毕业纪念册 优客李林 byjnc



560450 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 优客李林 ddsyszcdc
503733 多情种 优客李林 dqz
560449 流星 优客李林 lx
501986 认错 优客李林 rc
514062 在爱你的路上 zandls
901584 记不记得那个夏季 悠悠 jbjdngxj
516276 花儿为什么有烦恼 尤雅 hewsmyfn
507822 年纪青青 尤雅 njqq
501823 期待 尤雅 qd
504578 青春乐 尤雅 qcy
511487 人儿不能留 尤雅 rebnl
514565 她的眼睛像月亮 尤雅 tdyjxyl
511833 温情满人间 尤雅 wqmrj
511999 我有一段情 尤雅 wyydq
509848 游艾迪 bhyww
500333 GIRL POWER 游艾迪 gp
505884 爱不用还 游艾迪 abyh
506299 不要为难 游艾迪 bywn
515827 你可以爱我很久吗 游艾迪 nkyawhjm
512830 爱得顺其自然 游国维 adsqzr
515625 变心的是你不是我 游国维 bxdsnbsw
506310 不再回首 游国维 bzhs
503089 游鸿明 eygr
568714 IT'S ALL RIGHT 游鸿明 iar
505898 爱的城堡 游鸿明 adcb
509954 爱没有失败 游鸿明 amysb
512846 爱你的心已碎 游鸿明 andxys
506037 爱情男女 游鸿明 aqnn
500503 爱我 游鸿明 aw
516224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游鸿明 awdrhwadr
512892 爱一回伤一回 游鸿明 ayhsyh
506099 爱已到底 游鸿明 aydd
563447 白色恋人 游鸿明 bslr
506231 别说爱我 游鸿明 bsaw
506267 不会改变 游鸿明 bhgb
506276 不能平凡 游鸿明 bnpf
506329 擦身而过 游鸿明 cseg
514367 当刺猬爱上玫瑰 游鸿明 dcwasmg
503674 地下铁 游鸿明 dxt
513061 第一千个画夜 游鸿明 dyqghy
513111 风雨中的朋友 游鸿明 fyzdpy
572293 告解的男人 游鸿明 gjdnr
603325 告解的男人 游鸿明 gjdnr
510598 辜负我自己 游鸿明 gfwzj
503847 故事书 游鸿明 gss
510618 国王的新歌 游鸿明 gwdxg
563686 过路人 游鸿明 glr
560205 好朋友的魔咒 游鸿明 hpydmz

优客李林/张清芳

8号洋娃娃

21个人



562380 红糖水 游鸿明 hts
503979 花蝴蝶 游鸿明 hhd
573186 花沙 游鸿明 hs
507121 寂寞化石 游鸿明 jmhs
507123 寂寞旅行 游鸿明 jmlx
562290 局外者 游鸿明 jwz
567421 倦鸟余花 游鸿明 jnyh
507272 靠近一点 游鸿明 kjyd
507339 狂悲狂喜 游鸿明 kbkx
501493 来吧 游鸿明 lb
507402 冷却爱情 游鸿明 lqaq
511017 恋人的直觉 游鸿明 lrdzj
513313 恋上另一个人 游鸿明 lslygr
511019 恋上一个人 游鸿明 lsygr
504273 流浪狗 游鸿明 llg
704273 流浪狗 游鸿明 llg
513333 楼下那个女人 游鸿明 lxngnr
511068 落单的候鸟 游鸿明 lddhn
563513 矛盾 游鸿明 md
504381 孟婆汤 游鸿明 mpt
568715 谜语 游鸿明 my
511181 抹去你的爱 游鸿明 mqnda
504446 男人猫 游鸿明 nrm
513417 你的呼吸是海 游鸿明 ndhxsh
516342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游鸿明 nlxqldbkl
514808 你是我最爱的人 游鸿明 nswzadr
516354 你习不习惯他的心房 游鸿明 nxbxgtdxf
507894 七月一号 游鸿明 qyyh
560203 切 游鸿明 q
563040 诗人的眼泪 游鸿明 srdyl
513610 十三楼的新鞋 游鸿明 ssldxx
511626 世界太冷漠 游鸿明 sjtlm
502106 誓言 游鸿明 sy
508295 受困思念 游鸿明 sksn
511639 受伤的小孩 游鸿明 ssdxh
572294 曙光 游鸿明 sg
603326 曙光 游鸿明 sg
513658 台北寂寞部屋 游鸿明 tbjmbw
504870 叹息桥 游鸿明 txq
560204 吻了再说 游鸿明 wlzs
515990 我爱了另外一个人 游鸿明 wallwygr
516420 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 游鸿明 wdaqbnsch
505062 我可以 游鸿明 wky
563512 我希望你好好的 游鸿明 wxwnhhd
505142 无所谓 游鸿明 wsw
508840 五月的雪 游鸿明 wydx
513855 喜欢原谅别人 游鸿明 xhylbr
502457 下沙 游鸿明 xs



563446 写情书 游鸿明 xqs
513914 心被伤得太深 游鸿明 xbsdts
502672 寻你 游鸿明 xn
512389 一天一万年 游鸿明 ytywn
570660 一往情深 游鸿明 ywqs
569936 英雄 游鸿明 yx
769936 英雄 游鸿明 yx
563382 犹是情歌 游鸿明 ysqg
566217 余情难了 游鸿明 yqnl
572292 与爱情无关 游鸿明 yaqwg
603327 与爱情无关 游鸿明 yaqwg
509552 再爱一遍 游鸿明 zayb
512566 在乎我的人 游鸿明 zhwdr
502900 责任 游鸿明 zr
512650 只是那个人 游鸿明 zsngr
560202 中场休息 游鸿明 zcxx
563577 自由 游鸿明 zy
509802 走投无路 游鸿明 ztwl
570539 I AM 游喧 ia
570540 不想睡 游喧 bxs
570541 公主表白记 游喧 gzbbj
570542 勾勾手 游喧 ggs
974536 有一天 游艺湉 yyt
506522 弹琴游戏 有为 dqyx
973631 笨蛋 宥胜 bd
973648 都给你 宥胜 dgn
516659 秦雪梅观诗文心花怒放 于波 qxmgswxhn
506898 好好活着 于凤祥 hhhz
572323 你别走 于凤祥 nbz
506627 多情男子 于冠华 dqnz
562075 于冠华 lr
516642 你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人 于冠华 nswzfxbxd
508018 情愿爱你 于冠华 qyan
508211 生日愿望 于冠华 sryw
562003 于冠华 xnanln
562004 于冠华 za
564859 NANA 于浩威 n
565144 不要笑我是傻瓜 于浩威 byxwssg
573075 迷宫 于浩威 mg
565145 你爱的人 于浩威 nadr
564043 我不要听见 于浩威 wbytj
564996 游泳的鱼 于浩威 yydy
512416 沂蒙山小调 于华 ymsxd
712416 沂蒙山小调 于华 ymsxt
503295 爱谁谁 于江 ass
512908 八路军拉大拴 于江 bljlds
503592 打金砖 于魁智 djz
514450 甘洒热血写春秋 于魁智 gsrxxcq

猎人(无原唱)

想你爱你恋你(无原唱)
真爱(无原唱)



507093 击鼓骂曹 于魁智 jgmc
504613 劝千岁 于魁智 qqs
514163 昨夜晚吃酒醉 于魁智 zywcjz
572201 我是个好老婆 于乐 wsghlp
574010 MY FRIEND 于立成 mf
562198 爱情模样 于立成 aqmy
570500 爱情片段 于立成 aqpd
573755 八卦 于立成 bg
565831 别离开 于立成 blk
562648 脆弱 于立成 cr
573756 大老粗 于立成 dlc
570741 何日君回來 于立成 hrjhl
565833 戒了 于立成 jl
562649 请不要挑逗我 于立成 qbytdw
565830 三不五时 于立成 sbws
565832 想念日记 于立成 xnrj
562197 想想 于立成 xx
562647 一家人 于立成 yjr
565834 找一个地方 于立成 zygdf
570740 大人小孩 drxh
901765 青春木棉 于乃久 qcmm
568953 爱你爱你爱你 于娜 ananan
568952 假象 于娜 jx
51643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于淑珍 wmdshcmyg
971642 爱你不一定要得到你 于台烟 anbydyddn
974809 爱情的道理 于台烟 aqddl
500549 包容 于台烟 br
974791 北风 于台烟 bf
500618 不懂 于台烟 bd
562224 不要再说你爱我 于台烟 byzsnaw
974792 彩色的风吹 于台烟 csdfc
562226 短暂的等待 于台烟 dzddd
510456 对爱情让步 于台烟 daqrb
562225 分手之前 于台烟 fszq
501296 机会 于台烟 jh
501328 煎熬 于台烟 ja
560902 思念 于台烟 sn
505078 我情愿 于台烟 wqy
508760 我心里痛 于台烟 wxlt
512144 相思的种子 于台烟 xsdzz
508979 想你的夜 于台烟 xndy
509033 心的表情 于台烟 xdbq
513021 错过你错过爱 cgncga
713021 错过你错过爱 cgncga
560436 水月 于涛 sy
902010 爱你无罪 于文博 anwz
901905 孤男寡女 于文博 gngn
506143 白衣天使 于文华 byts

于立成/曾治豪

于台烟/张信哲
于台烟/张信哲



506183 北京小吃 于文华 bjxc
510206 不要惦记家 于文华 bydjj
710206 不要惦记家 于文华 bydjj
506344 草绿军被 于文华 cljb
510277 痴情小妹妹 于文华 cqxmm
513010 春姑娘的歌声 于文华 cgndgs
506513 单亲妈妈 于文华 dqmm
510542 感动你的美 于文华 gdndm
506837 故乡爹娘 于文华 gxdn
501114 国土 于文华 gt
504032 回娘家 于文华 hnj
507142 嫁个好人 于文华 jghr
504150 看京华 于文华 kjh
570997 美丽的雪乡我的家 于文华 mldxxwdj
516628 母亲的心事儿女最明白 于文华 mqdxsenzm
572904 亲吻你再久依然恋着你 于文华 qwnzjyrlz
511418 情爱第三人 于文华 qadsr
511451 秋天的诺言 于文华 qtdny
511591 生命的红烛 于文华 smdhz
504865 太阳花 于文华 tyh
512156 想对婆婆说 于文华 xdpps
512176 想起老妈妈 于文华 xqlmm
505262 小白菜 于文华 xbc
505280 小荷塘 于文华 xht
505453 野姑娘 于文华 ygn
509258 一快过吧 于文华 ykgb
509267 一路情深 于文华 ylqs
512444 永远的报答 于文华 yydbd
505578 雨吻花 于文华 ywh
502861 远航 于文华 yh
512595 丈夫辛苦了 于文华 zfxkl
515510 芝麻开花节节高 于文华 zmkhjjg
516198 祖国是我永远的家 于文华 zgswyydj
506881 憨哥哥哟 hggy
513190 洪水中的思念 hszdsn
514525 欢天喜地奔小康 htxdbxk
510859 金猴闹新春 jhnxc
510878 九九艳阳天 jjyyt
504328 满堂红 mth
511141 妹妹看放排 mmkfp
501912 情土 qt
504820 送大哥 sdg
516695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tbxytbgft
511716 天亮好开船 tlhkc
508508 同喜同喜 txtx
515058 偷颗月亮照亮天 tkylzlt
508782 我在情中 wzqz
508918 纤夫的爱 qfda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512129 纤夫四季调 qfsjd
515325 眼中有灯也有人 yzydyyr
575686 别说你还爱我 于玄子 bsnhaw
575685 上天为我流眼泪 于玄子 stwwlyl
973764 COLOUR LOVE 于瑛楠 cl
973765 十面爱情 于瑛楠 smaq
975506 眼泪 yl
976302 想爱就爱 余零 xaja
569898 爱我就不要离开我 余润泽 awjbylkw
569899 错怪了你 余润泽 cgln
769899 错怪了你 余润泽 cgln
575994 黄昏雨 余润泽 hhy
571667 如果你爱的不是我 余润泽 rgnadbsw
575481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余润泽 rgnzdat
975929 想不到连你都会走 余润泽 xbdlndhz
505912 爱的归宿 余天 adgs
505949 爱的小路 余天 adxl
506003 爱你恨你 余天 anhn
506004 爱你入骨 余天 anrg
506357 层层相思 余天 ccxs
506432 串串回忆 余天 cchy
513042 到底爱我不爱 余天 ddawba
501128 海边 余天 hb
510636 含泪的微笑 余天 hldwx
510884 九月九的酒 余天 jyjdj
507585 扪心自问 余天 mxzw
511216 男人的眼泪 余天 nrdyl
513405 能不能留住你 余天 nbnlzn
513449 你要走我不留 余天 nyzwbl
507884 葡萄美酒 余天 ptmj
504616 群星颂 余天 qxs
513522 让回忆随风飘 余天 rhysfp
514939 山南山北走一回 余天 snsbzyh
511973 我需要安慰 余天 wxyaw
512009 我在你左右 余天 wznzy
502435 舞台 余天 wt
508886 夕阳西沉 余天 xyxc
512136 相逢夕阳下 余天 xfxyx
502530 小丑 余天 xc
512438 永恒的回忆 余天 yhdhy
502815 友情 余天 yq
509458 又是细雨 余天 ysxy
515528 只要为你活一天 余天 zywnhyt
513867 相见不如怀念 xjbrhn
978271 第一次爱情 余文乐 dycaq
562781 风雨 余文乐 fy
563095 下一次真爱 余文乐 xycza
509318 一直等待 余文乐 yzdd

于文华/尹相杰
于文华/尹相杰

余俊逸/中国好声音

余天/佚名



574571 打起手鼓唱起歌 俞灝明 dqsgcqg
574568 为你唱的歌 俞灝明 wncdg
574570 我没那么帅 俞灝明 wmnms
574569 心中的英雄 俞灝明 xzdyx
574567 一个人的浪漫 俞灝明 ygrdlm
573762 拥抱 俞灝明 yb
572747 爱的华尔兹 adhez
603100 爱的废墟 俞静 adfx
566576 爱难逃 俞静 ant
506010 爱你也难 俞静 anyn
503945 红豆红 俞静 hdh
507114 寂寞飞翔 俞静 jmfx
507483 楼兰姑娘 俞静 llgn
511610 什么都不要 俞静 smdby
512135 相逢是首歌 俞静 xfssg
513871 香港别来无恙 俞静 xgblwy
513873 香港祝你晚安 俞静 xgznpa
566577 祝福你一生 俞静 zfnys
503866 过大年 gdn
572215 把你的手让我牵牵好吗 俞晴 bndsrwqqh
603101 把你的手让我牵牵好吗 俞晴 bndsrwqqh
572745 美女财福到你家 俞晴 mncfdnj
603328 美女财福到你家 俞晴 mncfdnj
572746 让你身边的人走开 俞晴 rnsbdrzk
603329 让你身边的人走开 俞晴 rnsbdrzk
570793 爱的狂野 俞思远 adky
901585 喊我女人的男人 俞子欣 hwnrdnr
901970 鱼藤乐团 鱼藤乐团 ytlt
570672 人人都说我爱你 与非门 rrdswan
976326 热追 宇海文 rz
500343 HAPPY DAY 宇恒 hd
560096 嗳呀 宇恒 y
560097 爱情天气 宇恒 aqtq
560979 深呼吸 宇恒 shx
560098 问号 宇恒 wh
560978 星期三的约会 宇恒 xqsdyh
560977 依然是朋友 宇恒 yrspy
572369 遗失的翅膀 宇恒 ysdcb
564297 有你多好 宇恒 yndh
574168 爱情傻瓜 宇桐非 aqsg
570083 爱上不该爱的人 宇桐非 asbgadr
567360 擦肩而过 宇桐非 cjeg
767360 擦肩而过 宇桐非 cjeg
567669 差距 宇桐非 cj
574340 当爱还没说出口 宇桐非 dahmsck
571628 非我莫属 宇桐非 fwms
567359 感动天感动地 宇桐非 gdtgdd
767359 感动天感动地 宇桐非 gdtgdd

俞灝明/郑爽

俞静/廖忠



574636 看着你看着我 宇桐非 kznkzw
571627 每一次想起 宇桐非 mycxq
573124 谁辜负了谁 宇桐非 sgfls
572611 我以为你会知道 宇桐非 wywnhzd
573282 游荡 宇桐非 yd
880818 最后一次 宇桐非 zhyc
506148 百年一梦 宇希 bnym
880987 败给你 宇宙人 bgn
572690 花花 宇宙人 hh
880988 名侦探 宇宙人 mzt
572689 太空警察 宇宙人 tkjc
973016 我讨厌你 宇宙人 wtyn
972829 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宇宙人 xbnpcybdy
880961 心上人 宇宙人 xsr
572691 要去高雄 宇宙人 yqgx
972828 一起去跑步 宇宙人 yqqpb
503259 爱到底 庾澄庆 add
505936 爱的叛动 庾澄庆 adpd
510004 爱情黑皮书 庾澄庆 aqhps
564867 比永远还要久 庾澄庆 byyhyj
510158 别再跟着我 庾澄庆 bzgzw
500602 别走 庾澄庆 bz
500771 春泥 庾澄庆 cn
503642 大眼睛 庾澄庆 dyj
503659 蛋炒饭 庾澄庆 dcf
564502 对峙 庾澄庆 dz
513115 改变所有的错 庾澄庆 gbsydc
506831 鼓起勇气 庾澄庆 gqyq
976214 关不掉的月光 庾澄庆 gbddyg
515708 关于爱的两三件事 庾澄庆 gyadlsjs
506864 哈林天堂 庾澄庆 hlt
501136 海啸 庾澄庆 hx
510716 庾澄庆 hygld
510794 寂寞的投靠 庾澄庆 jmdtk
510819 骄傲的理由 庾澄庆 jadly
564183 戒不掉 庾澄庆 jbd
564366 静静的 庾澄庆 jjd
510913 决定要爱你 庾澄庆 jdyan
501448 靠近 庾澄庆 kj
507380 老实情歌 庾澄庆 lsqg
507465 流水年华 庾澄庆 lsnh
504294 鲁冰花 庾澄庆 lbh
511174 明天去爱谁 庾澄庆 mtqas
507649 命中注定 庾澄庆 mzzd
515805 男人的心也会流泪 庾澄庆 nrdxyhll
561186 你是我唯一所爱 庾澄庆 nswwysa
507983 情非得已 庾澄庆 qfdy
504604 请开窗 庾澄庆 qkc

欢迎光临DISCO



514889 庾澄庆 rnmmnyx
514900 让我一次爱个够 庾澄庆 rwycagg
508071 庾澄庆 rzjh
511478 热情的沙漠 庾澄庆 rqdsm
502120 熟悉 庾澄庆 sx
502240 天堂 庾澄庆 t
508789 我最摇摆 庾澄庆 wzyb
573805 无尽透明思念 庾澄庆 wjtmsn
508822 无所不在 庾澄庆 wsbz
976113 下个雨季 庾澄庆 xgyj
505213 下雨天 庾澄庆 xyt
564501 仙人掌与蜥蜴 庾澄庆 xrzy
505227 相信我 庾澄庆 xxw
516094 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庾澄庆 xkjdwhlk
508980 想你快乐 庾澄庆 xnkl
513879 庾澄庆 xnxzls
505243 想念你 庾澄庆 xnn
564866 小蜜蜂 庾澄庆 xmf
509094 新不了情 庾澄庆 xblq
502779 樱花 庾澄庆 yh
505616 在梦里 庾澄庆 zml
974427 在一起 庾澄庆 zyq
509695 只有为你 庾澄庆 zywn
976155 指甲油 庾澄庆 zjy
503057 自在 庾澄庆 zz
512727 走过的楼梯 庾澄庆 zgdlt
514149 最骄傲的理由 庾澄庆 zjadly
505771 做不到 庾澄庆 zbd
503327 爱转动 azd
880883 一个人的快乐 禹湘 ygrdkl
575862 请把爱情还给我 羽飞 qbaqhgw
575861 我们手牵着手 羽飞 wmsqzs
576128 ALONE IN LONELY 羽泉 ail
500054 GOOD-BYE 羽泉 g
561947 HAS IT 羽泉 hi
974573 爱 羽泉 a
505987 爱浪漫的 羽泉 almd
512850 爱你说不出口 羽泉 ansbck
509984 爱情的定义 羽泉 aqddy
510000 爱情的天窗 羽泉 aqdtc
503330 爱自己 羽泉 azj
512911 把爱放在心中 羽泉 bafzxz
515617 把爱留给爱你的人 羽泉 balgandr
516527 北京夏天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羽泉 bjxtndnzd
574853 不弃不离 羽泉 bqbl
516239 不应给你的却给了你 羽泉 bygndqgln
516241 不愿放弃就失去了你 羽泉 byfqjsqln
500655 彩虹 羽泉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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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379 超乎想象 羽泉 chxx
561952 尘埃 羽泉 ca
510273 城市嘉年华 羽泉 csjnh
500709 惩罚 羽泉 cf
565930 翅膀 羽泉 cb
561949 冬眠城市 羽泉 dmcs
503725 对不起 羽泉 dbq
500964 飞蛾 羽泉 fe
513094 飞在你的天空 羽泉 fzndtk
506704 风尚我有 羽泉 fswy
506705 风声边界 羽泉 fsbj
506788 隔世情人 羽泉 gsqr
975984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羽泉 gsyzdwmzd
500177 海 羽泉 h
507009 画地为牢 羽泉 hdwl
507062 回头想想 羽泉 htxx
501286 火柴 羽泉 hc
561951 寂寞公路 羽泉 jmgl
501387 矜持 羽泉 jc
514601 开往春天的地铁 羽泉 kwctddt
510925 坎大哈黎明 羽泉 kdhlm
515751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羽泉 kadydmgh
513283 刻骨铭心的痛 羽泉 kgmxdt
504177 狂想曲 羽泉 kxq
501492 蜡人 羽泉 lr
507399 冷酷到底 羽泉 lkdd
511003 离别会伤心 羽泉 lbhsx
504259 了不起 羽泉 lbq
501607 旅程 羽泉 lc
507535 没你不行 羽泉 mnbx
501660 梦里 羽泉 ml
561388 哪一站 羽泉 nyz
501731 难道 羽泉 nd
565929 朋友难当 羽泉 pynd
507883 扑朔迷离 羽泉 psml
501839 起点 羽泉 qd
576129 亲爱的 羽泉 qad
561953 求爱歌 羽泉 qag
576133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羽泉 rbfyldgml
504620 让你走 羽泉 rnz
561948 人间 羽泉 rj
511508 如此爱过你 羽泉 rcagn
504643 三秒钟 羽泉 smz
500233 谁 羽泉 s
513630 谁不曾谁不想 羽泉 sbcsbx
513629 谁不会谁不想 羽泉 sbhsbx
502055 深爱 羽泉 sa
504706 深呼吸 羽泉 shx



514965 生命是一次奇遇 羽泉 smsycqy
508269 世界末日 羽泉 sjmr
576131 太重要 羽泉 tzy
502195 烫心 羽泉 tx
515035 天马行空的放纵 羽泉 tmxkdfz
574854 天上没有乌云盖 羽泉 tsmywyg
502233 天使 羽泉 ts
561950 天下无贼 羽泉 txwz
561954 玩偶之家 羽泉 wozj
511786 往事不回头 羽泉 wsbht
508597 为爱流泪 羽泉 wall
516717 我的爱不需要天荒地老 羽泉 wdabxythd
572242 我们 羽泉 wm
603331 我们 羽泉 wm
502402 我要 羽泉 wy
505117 我愿意 羽泉 wyy
515198 我怎么可以挽留 羽泉 wzmkywl
576130 向世界尽头 羽泉 xsjjt
509073 心似狂潮 羽泉 xskc
561955 辛弃疾 羽泉 xqj
509158 选择牺牲 羽泉 xzxs
500259 烟 羽泉 y
512321 眼泪藏着泪 羽泉 ylczl
505455 野孩子 羽泉 yhz
502723 叶子 羽泉 yz
509284 一生的梦 羽泉 ysdm
509298 一首乐章 羽泉 yslz
509301 一往情深 羽泉 ywqs
505528 因为爱 羽泉 ywa
516162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羽泉 ylnsmdby
973384 在一起 羽泉 zyq
509582 怎么能够 羽泉 zmng
576132 宅 羽泉 z
502921 折磨 羽泉 zm
561956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 羽泉 zydylwryh
562058 这一生只为你 羽泉 zyszwn
503021 转弯 羽泉 zw
505738 羽泉 zyl
503072 最美 羽泉 zm
507916 千言万语 qywy
510721 还剩下什么 hsxsm
511133 美丽新世界 mlxsj
570494 故园家乡 雨儿 gyjx
570495 玫瑰之约 雨儿 mgzy
570496 雪 雨儿 x
570493 云水谣 雨儿 ysy
573243 就算我留住你的人 雨浩枫 jswlzndr
565925 爱到尽头 雨天 ad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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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563 爱断了一双翅膀 雨天 adlyscb
567684 爱上你的美 雨天 asndm
570721 爱上你是一个错 雨天 asnsygc
576202 爱只是个传说 雨天 azsgcs
576201 不懂浪漫的人 雨天 bdlmdr
565818 不想看见你哭 雨天 bxkjnk
569775 不愿放开你的手 雨天 byfnds
566489 风中的遗憾 雨天 fzdyh
567225 雨天 hkdrbydhl
880113 没有你的爱我该怎么办 雨天 myndawgzm
575346 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 雨天 nzmsdrwdy
880804 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 雨天 nzmsdrwdy
977847 过期的爱情 雨宗林 gqdaq
510429 东海小王子 玉荣 dhxwz
569359 漂流记 裕美 plj
511055 露天电影院 郁冬 ltdyy
711055 露天电影院 郁冬 ltdyy
515624 边疆是我温暖的家 郁钧剑 bjswwndj
503433 兵之歌 郁钧剑 bzg
516547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白杨 郁钧剑 cysmygddb
516248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郁钧剑 tqwxadtpp
716248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郁钧剑 dqwxadtpp
510368 当兵的地方 郁钧剑 dbddf
510371 当兵的忠诚 郁钧剑 dbdzc
510372 当兵干什么 郁钧剑 dbgsm
514375 党的心战士的心 郁钧剑 ddxzsdx
503861 桂林谣 郁钧剑 gly
503988 花纸伞 郁钧剑 hzs
507039 黄杨扁担 郁钧剑 hybd
504027 回报你 郁钧剑 hbn
510805 家和万事兴 郁钧剑 jhwsx
507137 家乡小调 郁钧剑 jxxd
513245 金瓶似的小山 郁钧剑 jpsdxs
510871 警民一家亲 郁钧剑 jmyjq
507234 军队节奏 郁钧剑 jdjz
507237 军港之夜 郁钧剑 jgzy
510919 军营四季歌 郁钧剑 jysjg
507242 军营小唱 郁钧剑 jyxc
504230 离不开 郁钧剑 lbk
513346 马儿哟快快跑 郁钧剑 meykkp
501714 母亲 郁钧剑 mq
507676 牧羊姑娘 郁钧剑 mygn
501865 亲人 郁钧剑 qr
513590 哨所的喇叭花 郁钧剑 ssdlbh
515934 生死相依我恋着你 郁钧剑 ssxywlzn
511616 什么也不说 郁钧剑 smybs
511667 说句心里话 郁钧剑 sjxlh
504821 送给你 郁钧剑 sgn

会哭的人不一定会流泪2007之DJ



504864 太阳花 郁钧剑 tyh
508519 童年四季 郁钧剑 tnsj
515105 我的家乡江城美 郁钧剑 wdjxjcm
508834 五星红旗 郁钧剑 wxhq
505266 小白杨 郁钧剑 xby
512695 中华心连心 郁钧剑 zhxlx
516512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郁钧剑 zszggdxal
513315 两地书母子情 ldsmzq
510806 家和万事兴 jhwsx
509676 知足常乐 zzcl
507188 今宵久久 jxjj
574913 郁可唯 bxtyh
972853 放不下 郁可唯 fbx
970316 好朋友只是朋友 郁可唯 hpyzspy
970499 好朋友只是朋友 郁可唯 hpyzspy
971816 好想你也在 郁可唯 hxnyz
974084 好想你也在 郁可唯 hxnyz
574915 回家 郁可唯 hj
575903 郁可唯 ldktsb
973540 连衣裙 郁可唯 lyq
574916 玫瑰玫瑰我爱你 郁可唯 mgmgwan
575901 梦想纪念日 郁可唯 mxjnr
576155 你不爱我 郁可唯 nbaw
575900 暖心 郁可唯 nx
976191 囚鸟 郁可唯 qn
574917 绒花 郁可唯 rh
972418 失恋事小 郁可唯 slsx
574914 十字街头 郁可唯 szjt
974526 时间煮雨 郁可唯 sjzy
970317 微加幸福 郁可唯 wjxf
970500 为了你 郁可唯 wln
976482 想你想疯了 郁可唯 xnxfl
575898 小柠檬 郁可唯 xnm
972821 幸福难不难 郁可唯 xfnbn
575902 绣花 郁可唯 xh
973539 一直 郁可唯 yz
575899 指望 郁可唯 zw
901902 指望 郁可唯 zw
973064 指望 郁可唯 zw
979971 远方 yf
901982 狠狠失去你 元嘉 hhsqn
901981 没在怕 元嘉 mzp
569243 元若蓝 cwat
565001 元若蓝 axwxd
568939 半情歌 元若蓝 bqg
565668 对摺 元若蓝 d
565084 绿袖子 元若蓝 lxz
566211 美国时间 元若蓝 mgsj

郁钧剑/董文华
郁钧剑/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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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317 我好了 元若蓝 whl
562237 DREAM 元卫觉醒 d
562238 LET IT GO 元卫觉醒 lig
561574 备份 元卫觉醒 bf
560949 比基尼 元卫觉醒 bjn
561575 大哥大 元卫觉醒 dgd
500896 斗鱼 元卫觉醒 dy
575697 分手礼 元卫觉醒 fsl
562240 过期 元卫觉醒 gq
560462 环游世界 元卫觉醒 hysj
568244 机车人生 元卫觉醒 jcrs
501449 靠近 元卫觉醒 kj
560948 你好吗 元卫觉醒 nhm
562239 牛仔 元卫觉醒 nz
568126 鸵鸟 元卫觉醒 tn
561576 王老五 元卫觉醒 wlw
568124 下流社会 元卫觉醒 xlsh
560460 夏天的风 元卫觉醒 xtdf
568125 像个小孩 元卫觉醒 xgxh
568375 笑掉江湖 元卫觉醒 xdjh
561539 新闻主播 元卫觉醒 xwzb
560461 幸福下载 元卫觉醒 xfxz
576005 你的情话 原创小宝 ndqh
974322 我们我们 原谅他 wmwm
562961 激情飞扬 jqfy
562960 我们的生活搬到天上 wmdshbdts
503426 别停息 原始林合唱团 btx
500930 躲避 原始林合唱团 db
510769 饥饿的灵魂 原始林合唱团 jedlh
513296 来不及告诉你 原始林合唱团 lbjgsn
507570 美丽伪装 原始林合唱团 mlwz
513069 都达尔玛利亚 袁晨野 ddemly
504014 黄河颂 袁晨野 hhs
571490 公主不许哭 袁成杰 gzbxk
973749 隐形人 袁成杰 yxr
974445 拥抱到最后 袁成杰 ybdzh
573860 小时候 xsh
515181 我想一生跟你走 wxysgnz
976539 孤独之舞 袁权 gdzw
566031 MAMA 袁泉 m
565337 暗恋 袁泉 al
569559 宝宝睡 袁泉 bbs
570962 袁泉 bjls
570218 等 袁泉 d
566033 读过的诗 袁泉 dgds
565690 孤独的花朵 袁泉 gddhd
571334 开始链接吧 袁泉 ksljb
570313 木槿花 袁泉 mjh

原色乐队/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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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217 亚热带巧克力 袁泉 yrdqkl
567380 一个人喝着拿铁 袁泉 ygrhznt
571717 一个人旅行 袁泉 ygrlh
566032 拥抱的问号 袁泉 ybdwh
976395 爱我 袁姗姗 aw
974463 承诺 袁姗姗 cn
974091 觉悟 袁珊珊 jw
504114 九江口 袁世海 jjk
575296 苦咖啡 袁树雄 kkf
563391 好怕 袁惟仁 hp
563454 梦醒了 袁惟仁 mxl
563390 你不知道的我 袁惟仁 nbzddw
570695 坦白 袁惟仁 tb
563453 旋木 袁惟仁 xm
563523 勇敢一点 袁惟仁 ygyd
974772 怀念的华尔兹 袁小迪 hndhez
971596 你是我的靠山 袁小迪 nswdks
974773 枕头伴 袁小迪 ztb
980245 旅行中忘记 袁娅维 lhzwj
981493 蒙娜丽莎的眼泪 袁娅维 mnlsdyl
972655 滚滚红尘 gghc
973063 你呢 nn
972963 弯弯的月亮 wwdyl
500381 LOVE FORERVR 袁耀发 lf
505830 MISS YOU NIGHT DAY 袁耀发 mynd
500726 抽烟 袁耀发 cy
565931 花落随 袁耀发 hls
501652 妹妹 袁耀发 mm
514788 你离开的那晚上 袁耀发 nlkdnws
514861 亲爱的你在哪里 袁耀发 qadnznl
512558 再见萤火虫 袁耀发 zjyhc
500784 次序 cx
971594 安排 袁咏琳 ap
573694 笨鱼 袁咏琳 by
573208 很旅行的爱情 袁咏琳 hlhdaq
573693 你不爱我了 袁咏琳 nbawl
971319 释怀 袁咏琳 sh
970756 陷阱 袁咏琳 xj
573429 雨后天空 袁咏琳 yhtk
976510 波爷 by
573682 画沙 hs
974353 傻笑 sx
516470 要哭我就等到下雨天 袁咏仪 ykwjddxyt
974025 姑娘想嫁人 袁哲 gnxjr
901505 仙鹤飞飞 袁哲 xhf
572464 爱情怪胎 袁智勇 aqgt
572466 雪天 袁智勇 xt
572465 转转转 袁智勇 zzz

袁娅维/中国好声音
袁娅维/中国好声音
袁娅维/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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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63 傻傻爱 袁子皓 ssa
880120 爱过痛过不后悔 远方 agtgbhh
880124 不该和你分手 远方 bghnfs
880125 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 远方 byywdalsh
880121 懂你的人 远方 dndr
880123 分手后就别来找我 远方 fshjblzw
880119 难道你就不能懂我的心 远方 ndnjbndwd
880122 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 远方 rgwztyjn
978055 我的滑板鞋 约瑟翰庞麦郎 wdhbx
569705 紧紧跟随你 约书亚乐团 jjgsn
603332 是谁为爱犯了错 岳明 sswaflc
565442 爱你胜过爱自己 岳夏 ansgazj
574650 漫长的十二公里 岳夏 mzdsegl
574648 其实不快乐 岳夏 qsbkl
574649 永远的诗 岳夏 yyds
571728 画皮 岳玉梦 hp
571924 水中月亮 云丹久美 szyl
976416 我的楼兰 云朵 wdll
568887 爱的漩涡 云菲菲 adw
574557 宝贝你怎么能让我流泪 云菲菲 bbnzmnrwl
569633 不再是误会 云菲菲 bzswh
570592 分手了别来打扰我 云菲菲 fslbldrw
568886 噢 爱人 云菲菲 ar
572743 伤心城市 云菲菲 sxcs
571423 为我的女人唱首歌 云飞 wwdnrcsg
972668 鸿雁 hy
570791 爱上有家的她 云开 asyjdt
565799 丢了你的我 云开 dlndw
569897 梦云开 云开 myk
570792 难道没钱也是一种罪 云开 ndmqysyzz
570787 你是我今生最恨的人 云开 nswjszhdr
570788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云开 nswzbzzad
570789 是谁犯的错 云开 ssfdc
565800 我要飞 云开 wyf
570439 我这么爱你你骗我 云开 wzmannpw
570790 最痛的感情 云开 ztdgq
570785 放开了手 云天组合 fls
570786 这样的我们 云天组合 zydwm
505888 爱到永远 臧天朔 adyy
503422 别离开 臧天朔 blk
510447 都在等着你 臧天朔 dzdzn
510513 分别的时候 臧天朔 fbdsh
503963 红艳艳 臧天朔 hyy
504221 老玉米 臧天朔 lym
511035 另一种美丽 臧天朔 lyzml
501655 梦蝶 臧天朔 md
504471 你和我 臧天朔 nhw
501798 朋友 臧天朔 py

云杰/中国好声音



513583 伤心捧出自己 臧天朔 sxpczj
515079 为了爱也为了你 臧天朔 wlaywln
505038 我的爱 臧天朔 wda
515151 我就是这个模样 臧天朔 wjszgmy
515156 我们等待那一天 臧天朔 wmddnyt
715156 我们等待那一天 臧天朔 wmddnyt
509036 心的祈祷 臧天朔 xdqd
709036 心的祈祷 臧天朔 xdqd
512233 心还在等候 臧天朔 xhzdh
512265 新康定情歌 臧天朔 xkdqg
505456 野火烧 臧天朔 yhs
509225 一笔勾销 臧天朔 ybgx
512489 臧天朔 yjmjh
509548 云里糊涂 臧天朔 ylht
514058 再见我的爱人 臧天朔 zjwdar
514116 只有一条长江 臧天朔 zyytcj
510394 等待那一天 ddnyt
512199 小路喀秋莎 xlkqs
505366 新年好 xnh
502079 诗意 sy
571171 虔诚 泽朗多吉 qc
571170 四姑娘恋曲 泽朗多吉 sgnlq
513349 毛主席的光辉 泽娜卓 mzxdgh
573182 格桑美朵 泽旺多吉 gsmd
575231 哈达 泽旺多吉 hd
575232 天河 泽旺多吉 th
573183 姑娘走过的地方 泽翁 gnzgddf
564544 西夏邦玛 扎西 xxbm
973460 次真拉姆 扎西尼玛 czlm
973459 回归巴拉格宗 扎西尼玛 hgblgz
974472 彩虹 宅乐团 ch
569526 阿宅失眠日记 宅男塾 azsmrj
569525 冒险世界 宅男塾 mxsj
562435 CRAZY GIRL 詹采妮 cg
562558 詹采妮 myndm
562436 星空 詹采妮 xk
562559 这就是我 詹采妮 zjsw
975041 爱甲神仙也难救 詹曼玲 ajsxynj
561115 傻女人 詹曼玲 snr
975040 有缘熟悉无缘相爱 詹曼玲 yysxwyxa
972838 半瞑两点 詹雅雯 bmld
972817 不免想我 詹雅雯 bmxw
972818 当店 詹雅雯 dd
972819 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詹雅雯 gqwjhdzhd
972837 冷情泪 詹雅雯 lql
972836 一个人 詹雅雯 ygr
976738 大雾 詹宇琦 dw
977218 练习不害怕 詹宇琦 lxbhp

又见满江红(欣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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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755 启程前 詹宇琦 qcq
976756 雨的愿望 詹宇琦 ydyw
976739 走吧 詹宇琦 zb
980463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战士歌舞团 sddkhhyy
505900 爱的代价 张艾嘉 addj
500912 短歌 张艾嘉 dg
971893 忙与盲 张艾嘉 mym
971894 童年 张艾嘉 tn
509355 因为寂寞 张艾嘉 ywjm
502513 想逃 xt
574357 关心 张艾文 gx
574682 迷宫 张艾文 mg
569124 张艾文 xbzyyzdnz
901766 呼吸和想你 张傲 hxhxn
901767 中国情人节 张傲 zgqrj
510601 鼓浪屿之波 张暴默 glyzb
980714 红玫瑰 张碧晨 hmg
979873 年轮 张碧晨 nl
978174 一吻之间 张碧晨 ywzj
978059 她说 ts
568297 北京土著 张伯宏 bjtz
880847 同志们走起来 张伯宏 tzmzql
568298 我的爱丽丝 张伯宏 wdals
568299 月儿圆 张伯宏 yey
503207 READY FOR LOVE 张柏芝 rfl
505959 爱定了你 张柏芝 adln
510072 爱之初体验 张柏芝 azcty
503471 不同挂 张柏芝 btg
977919 该是时候 张柏芝 gssh
506748 改天再聊 张柏芝 gtzl
507102 几分之几 张柏芝 jfzj
507488 乱了感觉 张柏芝 llgj
508327 说你爱我 张柏芝 snaw
508338 思念物语 张柏芝 snwy
508476 天涯海角 张柏芝 tyhj
500243 喂 张柏芝 w
509125 星语心愿 张柏芝 xyxy
509128 星语心愿 张柏芝 xyxy
516475 一个人背两个人的债 张柏芝 ygrblgrdz
509251 一见钟情 张柏芝 yjzq
502824 愚昧 张柏芝 ym
509562 再伤一回 张柏芝 zsyh
514071 怎么会那么笨 张柏芝 zmhnmb
571549 爱不起爱太贵 张超 abqatg
971363 假的 张超 jd
971364 全日爱 张超 qra
971365 隐隐月光 张超 yyyg
574678 你好我的共和国母亲 张琛 nhwdghgmq

张艾嘉/梁家辉

下辈子也要找到你之DJ

张碧晨/中国好声音



571356 中华大家庭 张琛 zhdjt
505976 爱很简单 张崇德 ahjd
500945 放爱 fa
501845 汽球 qq
502220 天黑黑 thh
505119 我愿意 wyy
501988 认错 rc
502844 遇见 yj
502871 月光 yg
506356 厕所和床 张楚 cshc
515705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张楚 gddrskcd
507515 蚂蚁蚂蚁 张楚 mymy
516681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张楚 scbycwlfd
569438 习惯 张楚格 xg
507160 张春燕 jadm
510307 张淳淳 ccjfp
973703 后知后觉 张丹锋 hzhj
973705 手心 张丹锋 sx
973704 太难 张丹锋 tn
511110 美丽的姑娘 张德富 mldgn
569308 一只很坏的狼 张迪 yzhhdl
575148 新杨过与小龙女 张地 xygyxln
575149 祝福你我的朋友 张地 zfnwdpy
901597 多想有你在身边 张冬玲 dxynzsb
574350 开往心底的列车 张冬玲 kwxddlc
901598 男欢女爱 张冬玲 nhna
901599 你的无情伤了我的心 张冬玲 ndwqslwdx
574659 你身边的人曾经是我 张冬玲 nsbdrcjsw
901515 为爱守侯 张冬玲 wash
901600 我爱的男人 张冬玲 wadnr
901601 心在飞翔 张冬玲 xzfx
901516 幸福的女人 张冬玲 xfdnr
574349 中国中国向前向前 张冬玲 zgzgxqxq
561217 DREAM 张栋梁 d
562085 HURT 张栋梁 h
500421 ONLY ONE 张栋梁 oo
562681 YOUR HEART MY HEART 张栋梁 yhmh
572021 爱你胜过自己 张栋梁 ansgzj
603103 爱你胜过自己 张栋梁 ansgzj
563774 爸爸妈妈 张栋梁 bbmm
564186 北极星的眼泪 张栋梁 bjxdyl
569862 不甘示弱 张栋梁 bgsr
571827 沉默的瞬间 张栋梁 cmdsj
568843 错爱 张栋梁 ca
566503 错了再错 张栋梁 clzc
516253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张栋梁 dngdnhxqs
571899 低调 张栋梁 dt
562182 付出 张栋梁 fc

张崇德/张崇基
张崇德/张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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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518 刚好的幸福 张栋梁 ghdxf
561344 黄昏 张栋梁 hh
560559 寂寞边界 张栋梁 jmbj
760559 寂寞边界 张栋梁 jmbj
568842 寂寞那么多 张栋梁 jmnmd
565805 将错就错 张栋梁 jcjc
564868 就微笑了 张栋梁 jwxl
565806 明白 张栋梁 mb
566630 陌路 张栋梁 ml
563290 你和我 张栋梁 nhw
566944 其实幸福很简单 张栋梁 qsxfhjd
570005 情花开 张栋梁 qhk
563291 让我陪你 张栋梁 rwpn
563179 日日夜夜 张栋梁 rryy
566945 如果 张栋梁 rg
571900 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张栋梁 snyyyazw
562893 痛彻心扉 张栋梁 tcxf
566456 王子 张栋梁 wz
563376 忘记爱过 张栋梁 wjag
561187 我真的以为 张栋梁 wzdyw
566946 相信 张栋梁 xx
564793 小乌龟 张栋梁 xwg
568793 新歌试唱 张栋梁 xgsc
566822 幸福的理由 张栋梁 xfdly
566823 游戏 张栋梁 yx
563292 这首歌 张栋梁 zsg
563773 挣扎 张栋梁 zz
563178 只因为你 张栋梁 zywn
561693 重伤 张栋梁 zs
880179 没有人心疼 张峰 myrxt
880180 如此坚定 张峰 rcjd
567706 I DON'T BELIEVE 张峰奇 idb
500081 LOVE 张峰奇 l
567707 爱你在心口难开 张峰奇 anzxknk
567708 能不能 张峰奇 nbn
560128 婉君表妹 张峰奇 wjbm
560129 我想自由 张峰奇 wxzy
500253 想 张峰奇 x
560130 摇滚主义 张峰奇 ygzy
567709 雨季 张峰奇 yj
575767 上辈子欠你这辈子还 张枫 sbzqnzbzh
570102 想你的时候你会想我吗 张枫 xndshnhxw
503494 采槟榔 张凤凤 cbl
514690 玫瑰玫瑰我爱你 张凤凤 mgmgwan
504379 张凤凤 mjn
511283 你是春日风 张凤凤 nscrf
515386 一石投水激波涛 张桂凤 ystsjbt
510902 就恋这把土 张国庆 jlzbt

孟姜女(欣赏版)



500037 EVERYBODY 张国荣 e
503175 LOVE LIKE MAGIC 张国荣 llm
703175 LOVE LIKE MAGIC 张国荣 llm
500401 MY GOD 张国荣 mg
700401 MY GOD 张国荣 mg
500575 被爱 张国荣 ba
700575 被爱 张国荣 ba
513031 当爱已成往事 张国荣 daycws
713031 当爱已成往事 张国荣 daycws
500940 发烧 张国荣 fs
503754 访英台 张国荣 fyt
516272 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 张国荣 hqhczafzc
716272 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 张国荣 hqhczafzc
500210 梦 张国荣 m
575763 明月夜 张国荣 myy
507783 你是明星 张国荣 nsmx
501955 取暖 张国荣 qn
701955 取暖 张国荣 qn
516371 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 张国荣 qsjzxnlaw
511481 热情的沙漠 张国荣 rqrsm
504868 谈恋爱 张国荣 tla
704868 谈恋爱 张国荣 tla
500248 我 张国荣 w
515121 我的心里没有他 张国荣 wdxlmyt
509211 夜半歌声 张国荣 ybgs
709211 夜半歌声 张国荣 ybgs
515348 一辈子失去了你 张国荣 ybzsqln
715348 一辈子失去了你 张国荣 ybzsqln
515447 月亮代表我的心 张国荣 yldbwdx
502939 真相 张国荣 zx
702939 真相 张国荣 zx
512676 至少还有你 张国荣 zshyn
503084 作伴 张国荣 zb
703084 作伴 张国荣 zb
569123 张海 rgnzdasls
565902 北鼻与底儿 张含韵 bbyde
562114 放假了 张含韵 fl
566044 公主的魔法项链 张含韵 gzdmfxl
564541 精灵 张含韵 jl
562112 妈妈我爱你 张含韵 mmwan
565903 青春无敌 张含韵 qcwd
566194 闪亮亮 张含韵 sll
560109 酸酸甜甜就是我 张含韵 sstjsw
562113 想唱就唱 张含韵 xcjc
566737 一人一梦 张含韵 yrym
564540 最想念的季节 张含韵 zxndjj
572802 拾忆 张翰 sy
603334 拾忆 张翰 sy

如果你真的爱上了谁之DJ



880816 不潮不用花钱 张灏成 bcbyhq
569809 都是我不好 张皓 dswbh
512879 爱是什么东西 张镐哲 assmdx
500563 北风 张镐哲 bf
512966 不是我不小心 张镐哲 bswbxx
506317 不再遗憾 张镐哲 bzyh
561007 残像 张镐哲 cx
503900 好男人 张镐哲 hnr
506987 花季再来 张镐哲 hjzl
516281 寂寞时你最先想起谁 张镐哲 jmsnzxxqs
516295 酒醉以后你会想什么 张镐哲 jzyhnhxsm
561008 离别酒 张镐哲 lbj
561006 恋人 张镐哲 lr
516625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张镐哲 mcdxhhndm
511264 你就是阳光 张镐哲 njsyg
511559 伤痛的邂逅 张镐哲 stdxh
508262 世间缠绵 张镐哲 sjcm
502415 无助 张镐哲 wz
512418 遗失的情歌 张镐哲 ysdqg
512545 再回到从前 张镐哲 zhdcq
505670 真感情 张镐哲 zgq
980776 我们不该这样的 张赫宣 wmbgzyd
972641 你把我灌醉 nbwgz
972642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nswxadgn
972951 无所谓 wsw
972640 无言 wy
516696 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张恒 tlymyclc
975545 蓝莲花 llh
974709 无法逃脱 wftt
505859 阿拉木汗 张宏声 almh
515685 多情的无情的多情 张洪量 dqdwqddq
513097 分手的那一夜 张洪量 fsdnyy
507385 老子有理 张洪量 lzyl
513364 美丽的花蝴蝶 张洪量 mldhhd
514768 难以捉摸你的心 张洪量 nyzmndx
514801 你是我的青春梦 张洪量 nswdqcm
515863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张洪量 nzdwzdnm
511423 情定日落桥 张洪量 qdrlq
711423 情定日落桥 张洪量 qdrlq
516372 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 张洪量 qsjzynbzd
508145 杀手挽歌 张洪量 sswg
502188 昙花 张洪量 th
562261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张洪量 wsmnbzwab
563225 我们都是一个样 张洪量 wmdsygy
516028 我能带走你的什么 张洪量 wndzndsm
508945 相思三态 张洪量 xsst
515299 心爱妹妹的眼睛 张洪量 xammdyj
505418 烟花坑 张洪量 yhk

张赫宣/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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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10 伊豆的舞娘 张洪量 yddwn
512548 再会思春期 张洪量 zhscq
509672 整个给你 张洪量 zggn
503076 罪人 张洪量 zr
563224 踏浪而行 tlex
500693 尘缘 张红坚 cy
575159 爱死了算了 张虎 aslsl
570826 爱你就是我的理由 张华 anjswdly
568465 爱太累 张华 atl
568466 爱我还是爱他 张华 awhsat
568464 回来吧 张华 hlb
570097 或许丢了你我才没有伤悲 张华 hxdlnwcmy
568468 老婆 张华 lp
568467 牛郎想织女 张华 nlxzn
570825 如果你真的爱他没关系 张华 rgnzdatmg
504463 你别走 张辉 nbz
979906 怎么说我不爱你 张惠春 zmswban
509845 54321 张惠妹 wssey
503098 ARE YOU READY 张惠妹 ayr
703098 ARE YOU READY 张惠妹 ayr
505785 张惠妹 ajyl
500286 BAD BOY 张惠妹 bb
700286 BAD BOY 张惠妹 bb
567516 BIG CITY 张惠妹 bc
978071 BOOTY CALL 张惠妹 bc
563980 CHINESE GIRL 张惠妹 cg
500339 GOODNIGHT GOODBYE 张惠妹 gg
503137 HIGH HIGH HIGH 张惠妹 hhh
703137 HIGH HIGH HIGH 张惠妹 hhh
970121 张惠妹 hk
970319 张惠妹 hk
503141 I AM AMAZED 张惠妹 iaa
500073 KATSU 张惠妹 k
573137 OK 张惠妹 o
503197 OPEN YOUR EYES 张惠妹 oye
703197 OPEN YOUR EYES 张惠妹 oye
567711 SO GOOD 张惠妹 sg
505844 TIME TO SAY GOOD-BYE 张惠妹 tsg
503231 YES OR NO 张惠妹 yon
505855 YOU MAKE ME FREE 张惠妹 ymmf
705855 YOU MAKE ME FREE 张惠妹 ymmf
514183 爱不是这样才浓 张惠妹 abszycn
505946 爱的太久 张惠妹 adtj
563678 爱过你恨过你 张惠妹 agnhgn
510033 爱什么稀罕 张惠妹 asmxh
710033 爱什么稀罕 张惠妹 asmxh
506078 爱是唯一 张惠妹 aswy
706078 爱是唯一 张惠妹 aswy

张洪量/朱虹

A级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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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101 爱已蔓延 张惠妹 aymy
514234 爱永远不会消失 张惠妹 ayybhxs
500581 奔跑 张惠妹 bp
514280 别去打扰他的心 张惠妹 bqdrtdx
512942 别在伤口洒盐 张惠妹 bzsksy
712942 别在伤口洒盐 张惠妹 bzsksy
506256 不二法门 张惠妹 befm
506262 不顾一切 张惠妹 bgyq
563981 不像个大人 张惠妹 bxgdr
506291 不要告别 张惠妹 bygb
563177 不要乱说 张惠妹 byls
506298 不要骗我 张惠妹 bypw
706298 不要骗我 张惠妹 bypw
506319 不在乎他 张惠妹 bzht
572693 彩虹 张惠妹 ch
500698 趁早 张惠妹 cz
500722 冲动 张惠妹 cd
506453 纯真年代 张惠妹 cznd
516245 从头到尾都没有哭泣 张惠妹 ctdwdmykq
563982 单纯 张惠妹 dc
516255 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 张惠妹 dwkstdxn
506530 倒数三秒 张惠妹 dssm
572273 掉了 张惠妹 dl
978066 都对也都错 张惠妹 ddydc
970114 都什么时候了 张惠妹 dsmshl
970320 都什么时候了 张惠妹 dsmshl
506614 对爱投降 张惠妹 datj
706614 对爱投降 张惠妹 datj
500941 发烧 张惠妹 fs
700941 发烧 张惠妹 fs
978067 飞高高 张惠妹 fgg
572020 分生 张惠妹 fs
501052 感应 张惠妹 gy
506796 给我感觉 张惠妹 gwgj
510577 跟我一起疯 张惠妹 gwyqf
978070 狗 张惠妹 g
981453 怪胎秀 张惠妹 gtx
970115 还有眼泪就好 张惠妹 hyyljh
970321 还有眼泪就好 张惠妹 hyyljh
563985 海阔天空 张惠妹 hktk
572094 黑吃黑 张惠妹 hch
603105 黑吃黑 张惠妹 hch
503941 狠角色 张惠妹 hjs
506961 后知后觉 张惠妹 hzhj
504025 灰姑娘 张惠妹 hgn
560132 火 张惠妹 h
510788 寂寞保龄球 张惠妹 jmblq
710788 寂寞保龄球 张惠妹 jmblq



501301 记得 张惠妹 jd
504064 假惺惺 张惠妹 jxx
501331 剪爱 张惠妹 ja
501348 骄傲 张惠妹 ja
501363 姐妹 张惠妹 jm
701363 姐妹 张惠妹 jm
501368 解脱 张惠妹 jt
701368 解脱 张惠妹 jt
501372 解围 张惠妹 jw
701372 解围 张惠妹 jw
510903 就是我想你 张惠妹 jswxn
572692 开门见山 张惠妹 kmjs
507262 看见自己 张惠妹 kjzj
507269 康定情歌 张惠妹 kdqg
970117 渴了 张惠妹 kl
970322 渴了 张惠妹 kl
513284 空中的梦想家 张惠妹 kzdmxj
507293 哭不出来 张惠妹 kbcl
707293 哭不出来 张惠妹 kbcl
567517 快乐眼泪 张惠妹 klyl
501498 蓝天 张惠妹 lt
701498 蓝天 张惠妹 lt
507405 离爱出走 张惠妹 lacz
504256 了不起 张惠妹 lbq
972830 裂痕 张惠妹 lh
572694 灵魂的重量 张惠妹 lhdzl
981398 灵魂尽头 张惠妹 lhjt
501606 旅程 张惠妹 lc
514684 没有烟抽的日子 张惠妹 myycdrz
511148 梦见铁达尼 张惠妹 mjtdn
711148 梦见铁达尼 张惠妹 mjtdn
981454 母系社会 张惠妹 mxsh
981456 难搞 张惠妹 ng
563677 你好不好 张惠妹 nhbh
970119 你和我的时光 张惠妹 nhwdsg
970323 你和我的时光 张惠妹 nhwdsg
567232 你是爱我的 张惠妹 nsawd
970118 你在看我吗 张惠妹 nzkwm
970324 你在看我吗 张惠妹 nzkwm
978069 你这样还要爱我吗 张惠妹 nzyhyawm
504506 女人说 张惠妹 nrs
507854 排山倒海 张惠妹 psdh
707854 排山倒海 张惠妹 psdh
978064 偏执面 张惠妹 pzm
563271 平常心 张惠妹 pcx
501433 卡门 张惠妹 km
501851 牵手 张惠妹 qs
701851 牵手 张惠妹 qs



978072 前进乌托邦 张惠妹 qjwtb
970116 潜规则 张惠妹 qgz
970325 潜规则 张惠妹 qgz
514886 让每个人都心碎 张惠妹 rmgrdxs
504618 让你飞 张惠妹 rnf
562680 人质 张惠妹 rz
501996 日出 张惠妹 rc
514923 如果还可以爱你 张惠妹 rghkyan
566821 如果你也听说 张惠妹 rgnyts
508131 三天三夜 张惠妹 stsy
708131 三天三夜 张惠妹 stsy
978062 三月 张惠妹 sy
513582 伤心没人知道 张惠妹 sxmrzd
567713 谁爱我 张惠妹 saw
502136 瞬间 张惠妹 sj
504796 说傻话 张惠妹 ssh
563984 所以我愿意 张惠妹 sywyy
970120 他们 张惠妹 tm
970326 他们 张惠妹 tm
978065 跳进来 张惠妹 tjl
502267 听海 张惠妹 th
702267 听海 张惠妹 th
508492 听见了吗 张惠妹 tjlm
508495 听你听我 张惠妹 tntw
508532 突然发现 张惠妹 trfx
502330 忘记 张惠妹 wj
567233 维多利亚的秘密 张惠妹 wdlydmm
500246 问 张惠妹 w
562476 我的未来不是梦 张惠妹 wdwlbsm
511889 我恨我爱你 张惠妹 whwan
513771 我可以抱你吗 张惠妹 wkybnm
713771 我可以抱你吗 张惠妹 wkybnm
516041 我为什么那么爱你 张惠妹 wwsmnman
508755 我无所谓 张惠妹 wwsw
505101 我要飞 张惠妹 wyf
562892 我要快乐 张惠妹 wykl
513821 我一个人跳舞 张惠妹 wygrtw
515209 我只要一个答案 张惠妹 wzyygda
970100 我最亲爱的 张惠妹 wzqad
970327 我最亲爱的 张惠妹 wzqad
502408 无悔 张惠妹 wh
574353 无所谓 张惠妹 wsw
508911 下一个人 张惠妹 xygr
567610 夏天的浪花 张惠妹 xtdlh
572555 相爱后动物感伤 张惠妹 xahdwgs
981455 血腥爱情故事 张惠妹 xxaqgs
509032 心诚则灵 张惠妹 xczl
509075 心碎回忆 张惠妹 xshy



978061 星火燎原 张惠妹 xhly
562260 也许明天 张惠妹 yxmt
970112 一个人对话 张惠妹 ygrdh
970318 一个人对话 张惠妹 ygrdh
970328 一个人对话 张惠妹 ygrdh
512357 一个人跳舞 张惠妹 ygrtw
562475 一无所有 张惠妹 ywsy
512396 一想到你呀 张惠妹 yxdny
712396 一想到你呀 张惠妹 yxdny
505513 一夜情 张惠妹 yyq
512423 因为你没说 张惠妹 ywnms
563983 因为你在 张惠妹 ywnz
509362 因为有我 张惠妹 ywyw
502800 勇敢 张惠妹 yg
512445 永远的画面 张惠妹 yydhm
566883 永远的快乐 张惠妹 yydkl
516155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张惠妹 ylnsmdby
716155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张惠妹 ylnsmdby
514070 早已习惯孤单 张惠妹 zyxggd
512588 站在高岗上 张惠妹 zzggs
570356 站在高岗上 张惠妹 zzggs
502937 真实 张惠妹 zs
502957 知道 张惠妹 zd
567712 知己 张惠妹 zj
560131 只爱高跟鞋 张惠妹 zaggx
978068 自虐 张惠妹 zn
509823 最后一次 张惠妹 zhyc
516199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zadrswzs
716199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zadrswzs
981247 不该 bg
500909 渡情 dq
503710 窦娥冤 张火丁 dey
516585 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 张火丁 etdbscxzr
505583 鸳鸯冢 张火丁 yyz
573642 许愿树 xys
509090 心中有爱 张继红 xzya
566880 相遇的魔咒 张嘉倪 xydmz
972434 爱你最美 张嘉洵 anzm
503421 别离开 张嘉洵 blk
568302 好好看你 张嘉洵 hhkn
504527 旁观者 张嘉洵 pgz
972432 厮杀 张嘉洵 ss
508539 完美女人 张嘉洵 wmnr
502316 挽留 张嘉洵 wl
972433 我真的好难过 张嘉洵 wzdhng
568469 像爱我一样爱自己 张嘉洵 xawyyazj
568301 一天 张嘉洵 yt
568304 赞歌 张嘉洵 zg

张惠妹/张雨生
张惠妹/张雨生
张惠妹/周杰伦
张慧清/左宏元

张继/馨子



568303 祝福 张嘉洵 zf
972431 吵吵闹闹一辈子 ccnnybz
574671 爸爸妈妈 张家铭 bbmm
510353 单纯的脸孔 张简 dcdlk
511350 盆地的回音 张健 pddhy
503341 白帝城 张建国 bdc
574675 张杰 dg
568472 I'M A DREAMER 张杰 iad
979895 MY SUNSHINE 张杰 ms
972992 爱我不敢说 张杰 awbgs
560558 北斗星的爱 张杰 bdxda
574356 穿越人海 张杰 cyrh
569918 风 张杰 f
973005 改变 张杰 gb
971810 搁浅 张杰 gq
574676 何必在一起 张杰 hbzyq
981489 很奇怪我爱你 张杰 hqgwan
570461 花手绢 张杰 hsj
770461 花手绢 张杰 hsj
574677 回忆的独奏 张杰 hyddz
973736 街角的祝福 张杰 jjdzf
573138 看月亮爬上来 张杰 kylpsl
573807 量身定做 张杰 lsdz
573287 龙鳞 张杰 ll
570357 明天过后 张杰 mtgh
569808 那年夏天 张杰 nnxt
560557 你是所有 张杰 nssy
972409 逆战 张杰 nz
973391 伤痕 张杰 sh
972979 殇 张杰 s
974956 殇 张杰 s
977925 他不懂 张杰 tbd
973078 天空 张杰 tk
570101 天下 张杰 tx
978261 听 张杰 t
574355 微笑 张杰 wx
575152 我的舞台 张杰 wdwt
571862 我们的歌 张杰 wmdg
570638 我们都一样 张杰 wmdyy
572983 勿忘心安 张杰 wwxa
972978 小丑与英雄 张杰 xcyyx
569807 演唱会 张杰 ych
570100 仰望星空 张杰 ywxk
981392 夜空中最亮的星 张杰 ykzzldx
973392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张杰 ylnsmdby
575153 着魔 张杰 zm
568663 最美的太阳 张杰 zmdty
979966 燕归巢 ygc

张嘉洵/周子琪

8090的歌

张杰/张靓颖



902000 女人到底想什么 nrddxsm
571042 当泪流干的时候 张津涤 dllgdsh
573134 梦里的声音 张婧 mldsy
573382 你在哪里 张婧 nznl
573286 我不了解 张婧 wblj
573133 想要忘记你 张婧 xywjn
573381 一直走 张婧 yzz
978260 一直走 张婧 yzz
971830 这样爱了 张婧 zyal
974436 走失 张婧 zs
560549 BLESSING 张敬轩 b
560550 DEAR U 张敬轩 d
563466 HURT SO BAD 张敬轩 hsb
572386 HURT SO BAD 张敬轩 hsb
500403 MY WAY 张敬轩 mw
572387 MY WAY 张敬轩 mw
509883 ON FIRE 张敬轩 jthtq
560551 PARIS 张敬轩 p
500517 安排 张敬轩 ap
565361 不要 张敬轩 by
500687 潮汐 张敬轩 cx
560552 春天 张敬轩 ct
760552 春天 张敬轩 ct
500913 断点 张敬轩 dd
563124 过云雨 张敬轩 gyy
572398 过云雨 张敬轩 gyy
501579 聆听 张敬轩 lt
501693 明了 张敬轩 ml
501820 期待 张敬轩 qd
502071 声音 张敬轩 sy
502102 释放 张敬轩 sf
564113 太远 张敬轩 ty
576052 吻得太逼真 张敬轩 wdtbz
505116 我愿意 张敬轩 wyy
560133 无能为力 张敬轩 wnwl
603107 相对论 张敬轩 xdl
515275 想做你新的男人 张敬轩 xznxdnr
977902 诱惑的街 张敬轩 yhdj
974437 值得 张敬轩 zd
970329 只是太爱你 张敬轩 zstan
565364 这该死的爱 张靓颍 zgsda
765364 这该死的爱 张靓颍 zgsda
978702 BANG BANG 张靓颖 bb
978109 BAZAAR 张靓颖 b
567327 DREAM PARTY 张靓颖 dp
767327 DREAM PARTY 张靓颖 dp
978110 GET OUT OF MY LIFE 张靓颖 gooml
567659 张靓颖 gdddbs

张杰/张宇

G大调的悲伤



880171 I DO 张靓颖 id
572991 I LOVE THIS CITY 张靓颖 iltc
561452 张靓颖 cl
563411 张靓颖 cm
561445 张靓颖 dqsgcqg
978116 第七感 张靓颖 dqg
978703 冬天里的一把火 张靓颖 dtldybh
978708 饿狼传说 张靓颖 elcs
569921 放轻松 张靓颖 fqs
561449 张靓颖 fb
973079 感谢 张靓颖 gx
979734 敢为天下先 张靓颖 gwtxx
562963 光芒 张靓颖 gm
978243 好不容易 张靓颖 hbry
561443 张靓颖 hdyks
978117 黑夜里的光 张靓颖 hyldg
570106 画心 张靓颖 hx
971818 张靓颖 hx
575161 就这样好了 张靓颖 jzyhl
970330 来不及流泪的人 张靓颖 lbjlldr
970379 来不及流泪的人 张靓颖 lbjlldr
970331 来不及说爱你 张靓颖 lbjsan
978707 离歌 张靓颖 lg
569922 梦想 张靓颖 mx
573644 木兰星 张靓颖 mlx
569732 木脑壳 张靓颖 mnk
563410 张靓颖 nzmsdwng
563336 张靓颖 nzzg
977946 陪你走到底 张靓颖 pnzdd
576055 漂流瓶 张靓颖 plp
978115 破晓以后 张靓颖 pxyh
978246 秋意浓 张靓颖 qyn
574362 热 张靓颖 r
561446 张靓颖 rqdsm
566237 如果爱下去 张靓颖 rgaxq
766237 如果爱下去 张靓颖 rgaxq
574360 如果这就是爱情 张靓颖 rgzjsaq
978706 是否 张靓颖 sf
978112 书签 张靓颖 sq
980244 他们说 张靓颖 tms
973316 天下无双 张靓颖 txws
978704 忘情森巴舞 张靓颖 wqsbw
978107 微笑以后 张靓颖 wxyh
568965 围城 张靓颖 wc
561462 张靓颖 whwdzg
574361 我们都辜负了爱 张靓颖 wmdgfla
566681 我们说好的 张靓颖 wmshd
978108 我是我的 张靓颖 wswd

采槟榔(欣赏版)
催眠(欣赏版)
打起手鼓唱起歌(欣赏版)

风暴(欣赏版)

好大一棵树(欣赏版)

畫心2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欣赏版)
你最珍贵(欣赏版)

热情的沙漠(欣赏版)

我和我的祖国(欣赏版)



573809 我相信 张靓颖 wxx
569576 我用所有报答爱 张靓颖 wysybda
978705 我用所有报答爱 张靓颖 wysybda
569920 我走以后 张靓颖 wzyh
979735 无字碑 张靓颖 wzb
561440 张靓颖 xl
566238 想你零点零一分 张靓颖 xnldlyf
561444 张靓颖 xcgs
561441 张靓颖 xysg
978111 一起 张靓颖 yq
567328 印象西湖雨 张靓颖 yxxhy
574684 勇敢爱 张靓颖 yga
978114 永远 张靓颖 yy
978113 有没有 张靓颖 ymy
563923 右手戒指 张靓颖 ysjz
573493 朝思暮想 张靓颖 csmx
981232 朝思暮想 张靓颖 csmx
901785 这么近那么远 张靓颖 zmjnmy
970332 真爱的味道 张靓颖 zadwd
977180 终于等到你 张靓颖 zyddn
575162 这只烟灭了以后 张静波 zzymlyh
508082 人面桃花 张娟 rmth
564730 我爱香港 张娟 waxg
570183 等千年 张钧喻 dqn
572984 害怕秋天 张钧喻 hpqt
572985 我来了 张钧喻 wll
571154 好梦醉平江 张俊 hmzpj
571669 柠檬 张峻宁 nm
571946 小飞侠 张峻宁 xfx
603336 小飞侠 张峻宁 xfx
571945 原来你一直在 张峻宁 ylnyzz
603337 原来你一直在 张峻宁 ylnyzz
971725 毕业卡片 张铠麟 bykp
975933 毕业卡片 张铠麟 bykp
975934 相信 张铠麟 xx
500334 GO AWAY 张可芝 ga
500224 盼 张可芝 p
504766 谁懂爱 张可芝 sda
502098 适应 张可芝 sy
513811 我需要你的爱 张可芝 wxynda
513998 一直像这样子 张可芝 yzxzyz
503258 爱错了 张克帆 acl
503783 风的泪 张克帆 fdl
510719 还记得我吗 张克帆 hydwm
503977 花非花 张克帆 hfh
562257 绝世 张克帆 js
562256 来过 张克帆 lg
574657 两个世界 张克帆 lgsj

乡恋(欣赏版)

小城故事(欣赏版)
写一首歌(欣赏版)



515951 谁都不该让你心碎 张克帆 sdbgrnxs
508298 梳子的话 张克帆 szdh
515075 为爱伤心为你痛 张克帆 wasxwnt
574658 张克帆 wsgsdns
514016 用尽一生的爱 张克帆 yjysda
571267 美丽的姑娘心向谁 张澜澜 mldgnxxs
569919 贞观长歌 张澜澜 zgzg
976418 张郎 hza
976419 爱就说出来 张郎 ajscl
976420 真爱难得 张郎 zand
981234 我想静静 张雷 wxjj
981010 虎口脱险 张磊 hktx
981220 路远 张磊 ly
981191 异乡人 张磊 yxr
980239 南山南 nsn
573132 情人的眼里出西施 张利 qrdylcxs
573285 晴天雨天 张力尹 qtyt
569436 幸福的左岸 张力尹 xfdza
972303 幸福的左岸 张力尹 xfdza
500319 ELECTRIC GIRL 张立基 eg
513090 放不下的是你 张立基 fbxdsn
516738 我送你的花你能接受吗 张林 wsndhnnjs
562962 八路军拉大栓 张琳 bljlds
574660 BABY STORY 张凌枫 bs
574666 爱你在今天 张凌枫 anzjt
574662 你最爱的人是谁 张凌枫 nzadrss
574664 属于你的生日歌 张凌枫 syndsrg
574661 为你付出 张凌枫 wnfc
574663 小眼睛 张凌枫 xyj
574665 幸福的源头 张凌枫 xfdyt
563288 想 张陵乐 x
564314 一个人 张陵乐 ygr
564315 征途 张陵乐 zt
503428 别亦难 张榴红 byn
503237 阿兰娜 张露 aln
510566 给我一个吻 张露 gwygw
511056 露珠和蔷薇 张露 lzhqw
507814 你真美丽 张露 nzml
505546 迎春花 张露 ych
512496 鱼儿哪里来 张露 yenll
505909 爱的港湾 张迈 adgw
510710 花雨满香江 张迈 hymxj
507028 黄河源头 张迈 hhyt
514835 期待爱情期待风 张迈 qdaqqdf
515320 巡逻走在霓虹街 张迈 xlzznhj
515551 庄严我神州大地 张迈 zywszdd
561924 都市丽人 张曼丽 dslr
561923 怎么了 张曼丽 zml

我是个SOSO的男生

HOLD住爱

张磊/中国好声音



974719 我们 张檬 wm
974718 言不由衷 张檬 ybyz
574183 亲爱的 张萌 qad
574182 爱像空气 axkq
503110 COME ON BABY 张萌萌 cob
515771 流浪的心流浪的梦 张萌萌 lldxlldm
504368 美人计 张萌萌 mry
516425 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 张萌萌 wdxzbnmyn
567060 兄弟 张萌萌 xd
509213 夜不能寐 张萌萌 ybnm
501012 奉献 张咪 fx
515713 嘿请听我唱这首歌 张咪 hqtwczsg
504191 来跳舞 张咪 ltw
515757 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张咪 lldylldm
502670 寻梦 张咪 xm
505430 燕难飞 张咪 ynf
573384 爸爸的草鞋 张明敏 bbdcx
503406 毕业生 张明敏 bys
573383 大地 张明敏 dd
500875 冬恋 张明敏 dl
500876 冬梅 张明敏 dm
514466 给孩子的一封信 张明敏 ghzdyfx
506833 故乡的风 张明敏 gxdf
563223 黄河愿 张明敏 hhy
507368 浪迹天涯 张明敏 ljty
507478 龙的故乡 张明敏 ldgx
507475 龙的传人 张明敏 ldcr
504288 垄上行 张明敏 lsx
504389 梦驼铃 张明敏 mtl
513480 漂亮的中国人 张明敏 pldzgr
511376 奇妙的感觉 张明敏 qmdgj
504582 青海青 张明敏 qhq
513498 青年人中国心 张明敏 qnrzgx
513572 三月里的小雨 张明敏 syldxy
515010 思念总在分手后 张明敏 snzzfsh
513645 送你一把泥土 张明敏 snybnt
513695 外婆的澎湖湾 张明敏 wpdphw
511882 我的中国心 张明敏 wdzgx
516732 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张明敏 wmyygmzjz
502456 侠客 张明敏 xk
512132 乡间的小路 张明敏 xjdxl
513996 一样的中国心 张明敏 yydzgx
515413 有谁能够说我错 张明敏 ysngswc
515502 真想对你吐真情 张明敏 zxdntzq
574674 收回依赖 张木易 shyl
574178 你怎么如此狠心 张牧阅 nzmrchx
572405 是我多情还是你无情 张牧阅 swdqhsnwq
574179 忘记爱过你 张牧阅 wjagn

张萌/周冠宇



572404 也许你真的没错 张牧阅 yxnzdmc
975550 MERCY m
975549 一个人跳舞 ygrtw
574668 黑咖啡 张娜 hkf
569024 JUMP JUMP 张娜拉 jj
569026 跟我走 张娜拉 gwz
568892 功夫 张娜拉 gf
768892 功夫 张娜拉 gf
569025 海市蜃楼 张娜拉 hsl
560534 全世界下雨 张娜拉 qsjxy
569917 天边 张娜拉 tb
567185 甜蜜的梦 张娜拉 tmdm
767185 甜蜜的梦 张娜拉 tmdm
514265 白洋淀边鸭司令 张沛然 bydbysl
503560 春秋配 张萍 cqp
981315 状元媒 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 张萍 zymznryll
571729 孤独无罪 张启辉 gdwz
574174 单人房双人床 张启靓 drfsrc
510354 单飞的风筝 dfdfz
508774 我要轻闲 wyqx
506714 风雨真情 张强 fyzq
514120 烛光里的妈妈 张强 zgldmm
714120 烛光里的妈妈 张强 zgldmm
514212 爱你在心口难开 张蔷 anzxknk
507198 尽情飞扬 张蔷 jqfy
511450 秋天的玫瑰 张蔷 qtdmg
508367 随风走远 张蔷 sfzy
512294 幸福有多远 张蔷 xfydy
515843 你是我一生的追逐 nswysdzz
575520 张倾城 ddaq
572979 爱了就别说分手 张倾城 aljbsfs
572980 爱你恨你又想你 张倾城 anhnyxn
572978 断翅蝴蝶 张倾城 dchd
575521 我的爱该为谁绽放 张倾城 wdagwszf
574347 我的情人犯了错 张倾城 wdqrflc
571974 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张倾城 xfdxheyy
572981 葬身火海 张倾城 zshh
500395 MEN'S TALK 张清芳 mt
505849 WILL YOU MARRY ME 张清芳 wymm
509917 爱得很小心 张清芳 adhxx
510098 把自己敲醒 张清芳 bzjqx
503548 出塞曲 张清芳 csq
510288 串起每一刻 张清芳 cqmyk
500778 纯粹 张清芳 cc
506468 错不在你 张清芳 cbzn
510343 大雨的夜里 张清芳 dydyl
562262 对话练习 张清芳 dhlx
564298 后来 张清芳 hl

张目/中国好声音
张目/中国好声音

张茜/刘江
张茜/张卫健

张琴/江涛
DS的爱情



506963 呼喊快乐 张清芳 hhkl
503987 花雨夜 张清芳 hyy
507133 加州阳光 张清芳 jzyg
507204 景气太差 张清芳 jqtc
504147 看花火 张清芳 khh
514621 张清芳 lhxgsdj
514635 恋人的保存期限 张清芳 lrdbcqx
504329 慢慢地 张清芳 mmd
514810 你手中的清水烧 张清芳 nszdqss
515851 你喜欢现在的我吗 张清芳 nxhxzdwm
504510 女人缘 张清芳 nry
511466 燃烧一瞬间 张清芳 rsysj
508057 让爱决定 张清芳 rajd
508170 伤心留言 张清芳 sxly
511583 深邃与甜蜜 张清芳 ssytm
560560 时间的滋味 张清芳 sjdzw
508273 世事无常 张清芳 sswc
502089 试探 张清芳 st
511768 瓦上的舞蹈 张清芳 wsdwd
508598 为爱落泪 张清芳 wall
511865 我带你回家 张清芳 wdnhj
515127 我的选择不会错 张清芳 wdxzbhc
511951 我说不出来 张清芳 wsbcl
512159 想你到心慌 张清芳 xndxh
513878 想你想到心慌 张清芳 xnxdxh
564299 旋涡 张清芳 xw
502647 漩涡 张清芳 xw
512450 永远的微笑 张清芳 yydwx
509624 真爱尺码 张清芳 zacm
512649 只是个孩子 张清芳 zsghz
515547 周末的夜我不哭 张清芳 zmdywbk
512735 走在阳光里 张清芳 zzygl
509827 最后一夜 张清芳 zhyy
500731 出嫁 cj
516090 相爱究竟为了什么 张琼瑶 xajjwlsm
574348 如果有来生 张冉冉 rgyls
974887 爱的巢 张蓉蓉 adc
974867 恋恋那卡西 张蓉蓉 llnkx
974866 女人啊 张蓉蓉 nra
974886 情人梦 张蓉蓉 qrm
569277 经典 jd
509218 夜夜狂舞 张瑞哲 yykw
977705 花非花雾非雾 张睿 hfhwfw
500035 DINOSAUR 张善为 d
512881 张善为 atdsjs
562676 大声说爱你 张善为 dssan
570637 搞什么鬼 张善为 gsmg
501162 鹤拳 张善为 hq

兰花小馆12点见

张清芳/优客李林

张瑞涵/郑进一

爱他的10件事



503990 哗啦啦 张善为 hll
504204 浪漫号 张善为 lmh
560990 六个月后那年夏天 张善为 lgyhnnxt
560989 你的爱 张善为 nda
562675 情不自禁爱上你 张善为 qbzjasn
562677 秋天的枫 张善为 qtdf
504724 失心疯 张善为 sxf
560991 太爱你了 张善为 tanl
561691 问天问地问你 张善为 wtwdwn
560533 我会爱你 张善为 whan
563604 想你不哭 张善为 xnbk
560532 一生换一天 张善为 yshyt
512628 真夏的樱花 张善为 zxdyh
565781 张韶涵 cdz
973018 IF I'M THE ONE FOR YOU 张韶涵 iitofy
500392 MAMA MAMA 张韶涵 mm
974888 THAT GIRL 张韶涵 tg
977944 爱没有错 张韶涵 amyc
563377 爱情旅程 张韶涵 aqlc
566067 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 asadwd
572699 白白的 张韶涵 bbd
562689 保护色 张韶涵 bhs
565735 不痛 张韶涵 bt
567892 不想懂得 张韶涵 bxdd
560137 猜不透 张韶涵 cbt
568140 床边故事 张韶涵 cbgs
572876 第五季 张韶涵 dwj
510448 都只因为你 张韶涵 dzywn
560136 浮云 张韶涵 fy
560134 复活节 张韶涵 fhj
575163 海宝来了 张韶涵 hbll
565943 幻想爱 张韶涵 hxa
560139 静不下来 张韶涵 jbxl
572700 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 kdzyddf
566824 控制不了 张韶涵 kzbl
562690 口袋的天空 张韶涵 kddtk
972831 淋雨一直走 张韶涵 lyyzz
565673 梦里花 张韶涵 mlh
507636 明明爱你 张韶涵 mman
501740 呐喊 张韶涵 nh
568571 能不能勇敢说爱 张韶涵 nbnygsa
504514 欧若拉 张韶涵 orl
573140 偶尔 张韶涵 oe
562410 潘朵拉 张韶涵 pdl
565942 其实很爱你 张韶涵 qshan
568139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张韶涵 qadnbsaq
975028 是我 张韶涵 sw
511637 手心的太阳 张韶涵 sxdty

C大調



977948 讨好 张韶涵 th
502217 天边 张韶涵 tb
508493 听见月光 张韶涵 tjyg
568251 头号甜心 张韶涵 thtx
560135 娃娃 张韶涵 ww
508710 我的最爱 张韶涵 wdza
567893 我恋爱了 张韶涵 wlal
562691 喜欢你没道理 张韶涵 xhnmdl
562693 香水百合 张韶涵 xsbh
564635 寻宝 张韶涵 xb
573496 寻找爱蜜莉 张韶涵 xzaml
565944 样子 张韶涵 yz
572698 摇摆头 张韶涵 ybt
512417 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 ysdmh
562534 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 yxdcb
972980 有形的翅膀 张韶涵 yxdcb
502829 雨后 张韶涵 yh
502843 寓言 张韶涵 yy
573495 再快乐一点 张韶涵 zklyd
509625 真爱冒险 张韶涵 zamx
562692 真的 张韶涵 zd
560138 直线 张韶涵 zx
972810 最近好吗 张韶涵 zjhm
901589 非常完美 fcwm
574672 太行山 张少斌 ths
574352 黑名单 张少鹏 hmd
573139 请你不要和我说分手 张胜淼 qnbyhwsfs
575527 谢谢你选择我 张胜淼 xxnxzw
514266 百花盛开春满园 张淑敏 bhskcmy
516566 担重任乘东风急回村上 张淑敏 dcrcdfhc
516275 忽听得大船起了更点 张淑敏 htddcqlgd
516480 用手儿打开了百宝箱 张淑敏 ysedklbbx
567363 HEY GIRL 张爽 hg
566258 爱情黑皮书 张爽 aqhps
568305 分手以后 张爽 fsyh
565453 花瓣雨 张爽 hby
567364 尽头 张爽 jt
566301 恋爱季节 张爽 lajj
566259 盲点 张爽 md
568964 挽留 张爽 wl
568963 写一首歌 张爽 xysg
567059 一个人两个人唱歌 ygrlgrcg
972937 我也不配做你男朋友 张提 wybpznnpy
880181 后悔药 张天龙 hhy
571043 第一纪念 张铁 dyjn
574358 小兔儿乖乖 张铁 xtegg
574359 有时跳舞 张铁 ystw
574177 景象 张桐源 jx

张韶涵/庾澄庆

张爽/赵姝



507243 军中姐妹 jzjm
972652 三天三夜 stsy
513071 读毛主席的书 张伟进 dmzxds
516616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张伟进 mzxdzsztd
507910 千千阙歌 张伟进 qqqg
516174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张伟进 zmdlxmzd
566436 山歌 张伟文 sg
566437 新山歌姻缘 张伟文 xsgyy
562894 张玮纶 hdadjx
562895 句点 张玮纶 jd
562683 骑虎难下 张玮纶 qhnx
562682 相信 张玮纶 xx
978006 米店 张玮玮 md
500547 伴郎 张卫健 bl
562532 不想追 张卫健 bxz
562409 超人 张卫健 cr
562408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我 张卫健 ddsmshchx
506695 风车寓言 张卫健 fcyy
506822 孤独不苦 张卫健 gdbk
516631 那一年冬天香港在下雪 张卫健 nyndtxgzx
514761 男人也会掉眼泪 张卫健 nryhdyl
511235 你爱我像谁 张卫健 nawxs
508183 身体健康 张卫健 stjk
508197 神魂颠倒 张卫健 shdd
502101 释放 张卫健 sf
504903 天知道 张卫健 tzd
502294 退伍 张卫健 tw
502315 顽皮 张卫健 wp
516414 我爱的他有你的影子 张卫健 wadtyndyz
561782 我要撒野 张卫健 wysy
502483 相遇 张卫健 xy
502610 信徒 张卫健 xt
509152 虚虚实实 张卫健 xxss
505425 眼泪说 张卫健 yls
509212 夜半情人 张卫健 ybqr
502727 夜蝶 张卫健 yd
513968 一辈子一场梦 张卫健 ybzycm
512495 诱惑我的心 张卫健 yhwdx
562533 愿打愿挨 张卫健 ydya
515489 这个冬天会很冷 张卫健 zgdthhl
515490 这个冬天会很热 张卫健 zgdthhr
973390 真英雄 张卫健 zyx
562407 感动 gd
971291 幸福的希望 张文绮 xfdxw
572989 爱情圈套 张雯婷 aqqt
572988 爱一场 张雯婷 ayc
572990 草莓恋爱 张雯婷 cmla
572625 蝴蝶梦 张雯婷 hdm

张薇薇/张莉莉
张伟/中国好声音

HAPPY DAY爱的极限

张卫健/周华健



572987 没出息的天才 张雯婷 mcxdtc
572624 美女救英雄 张雯婷 mnjyx
572986 思念是一堵密封的墙 张雯婷 snsydmfdq
880174 爱上远方的你 张祥洪 asyfdn
880173 爱我的人请你告诉我 张祥洪 awdrqngsw
880176 不要恨我 张祥洪 byhw
880177 不再为你我而流泪 张祥洪 bzwnwell
880172 继续孤独 张祥洪 jxgd
574680 迷失的纯真 张祥洪 msdcz
574681 那个女人 张祥洪 ngnr
575156 我的心一路向北 张祥洪 wdxylxb
575155 心碎的结局 张祥洪 xsdjj
575157 选择是错 张祥洪 xzsc
575158 张祥洪 xzsczd
574679 这世界 张祥洪 zsj
880175 挣脱 张祥洪 zt
501762 妞妞 张骁 nn
701762 妞妞 张骁 nn
507552 玫瑰新娘 张小玲 mgxn
513472 女人心女人泪 张小玲 nrxnrl
572982 刀子嘴豆腐心 张啸 dzzdfx
575522 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他 张啸 rgnzdaslt
569916 上了你的船 张啸 slndc
970333 爱了就沉伦 张心杰 aljcl
511226 难道你不懂 张心杰 ndnbd
564503 我们 张心杰 wm
975546 你在烦恼什么 nzfnsm
975548 超级爆 cjb
975547 燕尾蝶 ywd
571548 爱过怎能说清楚 张芯 agznsqc
571547 我知道悲伤的晚上 张芯 wzdbsdws
573643 无情的情人 张芯 wqdqr
571357 怎么忽然就成了这样 张芯 zmhrjclzy
565249 10:10 张芯瑜 sdsf
568794 911 张芯瑜 jyy
568795 接吻鱼 张芯瑜 jwy
568796 青苹果 张芯瑜 qpg
565250 雨季开始了 张芯瑜 yjksl
575164 半路童话 张馨予 blth
500338 GOODBYE YESTERDAY 张信哲 gy
500402 MY MEMORY 张信哲 mm
500469 阿福 张信哲 af
503253 爱不留 张信哲 abl
509949 爱就一个字 张信哲 ajygz
978078 爱你没错 张信哲 anmc
506028 爱情卡片 张信哲 aqkp
506052 爱情余味 张信哲 aqyw
506065 爱如潮水 张信哲 arcs

选择是错之DJ

张新/中国好声音
张欣奕/中国好声音
张欣奕/中国好声音



510051 爱无怨无悔 张信哲 awywh
563602 爱与折磨 张信哲 ayzm
503356 白月光 张信哲 byg
500548 伴侣 张信哲 bl
500569 背叛 张信哲 bp
506191 背叛温柔 张信哲 bpwr
562814 边爱边走 张信哲 babz
510139 别怕我伤心 张信哲 bpwsx
510207 不要对他说 张信哲 bydts
565475 不由自主 张信哲 byzz
512986 不做你的爱人 张信哲 bzndar
506331 彩色的我 张信哲 csdw
574656 残念 张信哲 cn
564934 曾经 张信哲 zj
509583 曾经爱过 张信哲 cjag
513016 从开始到现在 张信哲 cksdxz
881009 当时 张信哲 ds
513049 等待与你相见 张信哲 ddynxj
500926 多想 张信哲 dx
501119 过火 张信哲 gh
880977 好像爱情 张信哲 hxaq
565247 后悔的藉口 张信哲 hhdjk
501275 回来 张信哲 hl
507111 寂寞的冬 张信哲 jmdd
971580 肩膀 张信哲 jb
501402 究竟 张信哲 jj
562252 九月雨 张信哲 jyy
501416 眷恋 张信哲 jl
501425 绝情 张信哲 jq
569021 可爱美眉 张信哲 kamm
973077 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张信哲 kcldsjghn
881007 空位 张信哲 kw
501481 快乐 张信哲 kl
501483 宽容 张信哲 kr
972363 冷太阳 张信哲 lty
513317 两个人的森林 张信哲 lgrdsl
511129 美丽地平线 张信哲 mldpx
507634 妙不可言 张信哲 mbky
504424 某某某 张信哲 mmm
569022 牡丹忧 张信哲 mdy
507697 男人说法 张信哲 nrsf
514766 难以抗拒你容颜 张信哲 nykjnry
562253 你懂吗 张信哲 ndm
511290 你是我唯一 张信哲 nswwy
564933 你应该飞的 张信哲 nygfd
501786 怕冷 张信哲 pl
511392 且行且珍惜 张信哲 qxqzx
901537 晴天 张信哲 qt



501949 求爱 张信哲 qa
504625 热咖啡 张信哲 rkf
511517 如果你愿意 张信哲 rgnyy
973735 三十好几 张信哲 sshj
564932 上海姑娘 张信哲 shgn
513591 舍不得对不起 张信哲 sbddbq
508181 舍不得你 张信哲 sbdn
502118 受罪 张信哲 sz
973652 顺风车 张信哲 sfc
564792 说谎 张信哲 sh
508392 太想爱你 张信哲 txan
568841 逃生 张信哲 ts
508417 疼你的心 张信哲 tndx
508559 王子公主 张信哲 wzgz
565010 忘了我 张信哲 wlw
508579 忘情忘爱 张信哲 wqwa
513721 未来是你爱情 张信哲 wlsnaq
505051 我好想 张信哲 whx
574655 我们爱这个错 张信哲 wmazgc
508744 我能相信 张信哲 wnxx
508750 我是真的 张信哲 wszd
513796 我是真的爱你 张信哲 wszdan
505093 我相信 张信哲 wxx
508885 雾中机场 张信哲 wzjc
563600 习惯寂寞 张信哲 xgjm
508910 下雪边界 张信哲 xxbj
512124 下一个永远 张信哲 xygyy
562254 想我的理由 张信哲 xwdly
576050 小木马 张信哲 xmm
509061 心情卡片 张信哲 xqkp
500254 信 张信哲 x
502611 信仰 张信哲 xy
509178 烟雨红颜 张信哲 yyhy
509237 一定可以 张信哲 ydky
505518 疑问句 张信哲 ywj
502806 用情 张信哲 yq
516146 有你真的会快乐吗 张信哲 ynzdhklm
502830 雨后 张信哲 yh
564935 远方 张信哲 yf
515431 怨天怨地怨自己 张信哲 ytydyzj
560108 月半圆 张信哲 yby
505653 找钥匙 张信哲 zys
502958 知道 张信哲 zd
502971 直觉 张信哲 zj
881008 最初 张信哲 zc
569252 最好的时光 张信哲 zhdsg
514154 最想念的季节 张信哲 zxndjj
564620 做你的男人 张信哲 zndnr



512483 有一点动心 yyddx
506573 点一首歌 dysg
507786 你是唯一 nswy
500713 迟到 张行 cd
502149 思念 张行 sn
505074 我祈祷 张行 wqd
705074 我祈祷 张行 wqd
502911 站台 张行 zt
702911 站台 张行 zt
505510 一条路 ytl
506834 故乡的云 gxdy
513490 恰似你的温柔 qsndwr
971472 爱到无退路 张秀卿 adwtl
971473 非常男女 张秀卿 fcnn
971471 快乐的 张秀卿 kld
975026 辣妹驾到 张秀卿 lmjd
971469 完美 张秀卿 wm
971470 心连心 张秀卿 xlx
975027 追心 张秀卿 zx
571826 BEAUTIFUL WOMAN 张悬 bw
564270 张悬 ljgm
563772 SCREAM 张悬 s
572018 SELLING 张悬 s
564185 宝贝 张悬 bb
567710 并不 张悬 bb
572272 城市 张悬 cs
603338 城市 张悬 cs
566995 儿歌 张悬 eg
572019 关于我爱你 张悬 gywan
974936 两者 张悬 lz
974876 玫瑰色的你 张悬 mgsdn
566881 模样 张悬 my
572271 南国的孩子 张悬 ngdhz
603339 南国的孩子 张悬 ngdhz
972977 如何 张悬 rh
566882 讨人厌的字 张悬 trydz
974914 危险的是 张悬 wxds
563979 无状态 张悬 wzt
567111 喜欢 张悬 xh
564184 信任的样子 张悬 xrdyz
974837 艳火 张悬 yh
503802 甘露寺 张学津 gls
504096 借东风 张学津 jdf
509862 EVERY TIME A GOOD TIME 张学友 etagt
560535 FIRST OF MAY 张学友 fom
566066 I DON'T WANNA BE 张学友 idwb
503168 LET ME GO 张学友 lmg
500076 LINDA 张学友 l

张信哲/刘嘉玲
张信哲/毛宁
张信哲/潘越云

张行/陈彼得
张行/文章
张行/周蕙

LIVE酒馆300秒



500077 LOVE 张学友 l
560543 爱很简单 张学友 ahjd
500481 爱慕 张学友 am
509986 爱情的赌徒 张学友 aqddt
560542 爱如潮水 张学友 arcs
562155 爱是永恒 张学友 asyh
572789 张学友 asyhxy
560544 爱我别走 张学友 awbz
561692 抱雪 张学友 bx
510150 别提你的心 张学友 btndx
500599 别问 张学友 bw
503456 不后悔 张学友 bhh
562202 不想失去你 张学友 bxsqn
762202 不想失去你 张学友 bxsqn
516558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张学友 cgndhfdwd
510361 但愿人长久 张学友 dyrcj
566214 张学友 dyrcjxb
510381 当我想起你 张学友 dwxqn
516580 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张学友 dndaysjyl
510466 多爱一分钟 张学友 dayfz
506631 堕落天堂 张学友 dlt
572800 张学友 elcsxy
514423 二分之一的幸福 张学友 efzydxf
714423 二分之一的幸福 张学友 efzydxf
565840 烦恼歌 张学友 fng
503762 放弃你 张学友 fqn
500960 放逐 张学友 fz
503799 该不该 张学友 gbg
501120 过客 张学友 gk
501151 好久 张学友 hj
565839 好久不见 张学友 hjbj
560123 黑白画映 张学友 hbhy
501176 红色 张学友 hs
572794 张学友 hsxy
503996 张学友 hcw
703996 张学友 h
514523 欢聚欢笑每一刻 张学友 hjhxmyk
561341 幻影 张学友 hy
515725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张学友 hjdlffty
507061 回头太难 张学友 htn
501290 火花 张学友 hh
510789 寂寞的包围 张学友 jmdbw
501349 骄傲 张学友 ja
516286 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 张学友 jsbswydjg
507199 尽在无言 张学友 jzwy
562203 决定 张学友 jd
501428 咖啡 张学友 kf
513270 看开些吧女孩 张学友 kkxbnh

爱是永恒(新演)

但愿人长久(96新版)

饿狼传说(新演)

红色(新演)
坏×5
坏×5



501503 蓝雨 张学友 ly
501522 泪花 张学友 lh
511005 离开你七天 张学友 lknqt
501539 离人 张学友 lr
501543 礼物 张学友 lw
701543 礼物 张学友 lw
514634 恋爱的人都一样 张学友 ladrdyy
515772 留给自己一个晚上 张学友 lgzjygws
715772 留给自己一个晚上 张学友 lgzjygws
952767 慢慢 张学友 mm
521912 毛衣 张学友 my
507643 明日约定 张学友 mryd
560541 明天我要嫁给你 张学友 mtwyjgn
572772 张学友 myqxy
572791 张学友 nrbgdjxy
514781 你给我的爱最多 张学友 ngwdazd
504468 你好毒 张学友 nhd
569437 你可以为这世界付出更多 张学友 nkywzsjfc
511271 你每句说话 张学友 nmjsh
572768 张学友 nsawdxy
511307 你知不知道 张学友 nzbzd
516653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张学友 nydsjjzbj
501905 情书 张学友 qs
701905 情书 张学友 qs
501915 情网 张学友 qw
504600 情已逝 张学友 qys
501923 情愿 张学友 qy
504608 秋意浓 张学友 qyn
562115 让奇妙飞翔 张学友 rqmfx
508096 人在雨中 张学友 rzyz
501985 认床 张学友 rc
701985 认床 张学友 rc
562678 如果爱 张学友 rga
572778 张学友 rgaxy
511510 如果不爱你 张学友 rgban
514927 如果这都不算爱 张学友 rgzdbsa
508130 三天两夜 张学友 stly
516391 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张学友 sxqqtzwdw
502057 深海 张学友 sh
504722 失眠夜 张学友 smy
511613 什么改变我 张学友 smgbw
508247 什么世界 张学友 smsj
508278 是悲是喜 张学友 sbsx
572785 张学友 sfzlaxy
502152 思念 张学友 sn
508348 似曾相识 张学友 scxs
502171 算命 张学友 sm
508384 他在那里 张学友 tznl

命运曲(新演)
男人本该妒忌(新演)

你是爱我的(新演)

如果爱(新演)

是否在恋爱(新演)



515733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张学友 tltwdych
715733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张学友 tltwdych
515027 台北不是伤心地 张学友 tbbssxd
560113 天黑黑 张学友 thh
572776 张学友 thhxy
511721 天气这么热 张学友 tqzmr
560112 听海 张学友 th
565998 听天由命 张学友 tym
572770 张学友 tymxy
502283 偷心 张学友 tx
508551 晚安吾爱 张学友 wawa
504952 忘了哭 张学友 wlk
502342 微尘 张学友 wc
515086 为什么爱是这样 张学友 wsmaszy
560537 味道 张学友 wd
502378 吻别 张学友 wb
702378 吻别 张学友 wb
572771 张学友 wbxy
508675 我不愿意 张学友 wbyy
515101 我不在乎等多久 张学友 wbzhddj
564111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张学友 wddheyxl
513803 我希望你相信 张学友 wxwnxx
513820 我也和你一样 张学友 wyhnyy
513835 我真的受伤了 张学友 wzdssl
572775 张学友 xyzlxy
563605 稀有品种 张学友 xypz
513870 相信她关心她 张学友 xxtgxt
512155 想的都是她 张学友 xddst
515263 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 xhnqccf
509064 心如刀割 张学友 xrdg
709064 心如刀割 张学友 xrdg
512240 心碎了无痕 张学友 xslwh
505352 新感觉 张学友 xgj
502613 星晴 张学友 xq
571784 寻福 张学友 xf
567800 淹没 张学友 ym
502692 眼泪 张学友 yl
572765 张学友 ygrdxsxy
505503 一路上 张学友 yls
512365 一路上有你 张学友 ylsyn
516129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张学友 yqgsxdly
572766 张学友 yqgsxdlyx
509365 隐形眼镜 张学友 yxyj
502786 拥有 张学友 yy
512452 永远的笑颜 张学友 yydzy
516156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张学友 ylnsmdby
566150 原罪犯 张学友 yzf
560547 约定 张学友 yd

天黑黑(新演)

听天由命(新演)

吻别(新演)

夕阳醉了(新演)

一个人的牺牲(新演)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新演)



564112 月半弯 张学友 ybw
565780 在你身边 张学友 znsb
572774 张学友 znsbxy
512570 在清晨道别 张学友 zqcdb
512573 在我心深处 张学友 zwxsc
515488 这个冬天不太冷 张学友 zgdtbtl
502929 真爱 张学友 za
514101 真空十九小时 张学友 zksjxs
512623 真情的交会 张学友 zqdjh
512630 真心的朋友 张学友 zxdpy
509660 枕边月亮 张学友 zbyl
503009 祝福 张学友 zf
572793 张学友 zfxy
503056 自由 张学友 zy
505753 走不掉 张学友 zbd
572797 张学友 zbdxy
514136 走过一九九九 张学友 zgyjjj
512761 最后一封信 张学友 zhyfx
503074 最怕 张学友 zp
505972 爱和承诺 ahcn
507820 你最珍贵 nzzg
512889 爱一次给不完 aycgbw
573135 但愿人长久 dyrzj
573136 想念你 xnn
575523 旗开得胜 qkds
880715 旗开得胜 qkds
509841 左右为难 zywn
709841 左右为难 zywn
562258 BECAUSE IT'S YOU 张勋杰 biy
970334 大女人 张亚飞 dnr
503589 打工族 张岩 dgz
569641 阿里山新歌 张燕 alsxg
560561 欢天喜地 张燕 htxd
514615 快乐的人请鼓掌 张燕 kldrqgz
560562 美丽神奇的地方 张燕 mlsqddf
504881 桃乡走 张燕 txz
569731 天涯歌女 张燕 tygn
572403 新天地 张燕 xtd
509517 月亮女儿 张燕 ylne
504933 万年红 wnh
574180 两个人的城堡 张艳奕 lgrdcb
574181 张艳奕 wddlam
500309 CRYSTAL PLANE 张瑶 cp
562825 爱的无辜 张瑶 adwg
509987 爱情的房子 张瑶 aqdfz
562824 爱像两个人跳舞 张瑶 axlgrtw
562826 爱要向前进 张瑶 ayxqj
974317 比怀念快乐 张瑶 bhnkl

在你身边(新演)

祝福(新演)

走不掉(新演)

张学友/陈慧娴
张学友/高慧君
张学友/王菲
张学友/庾澄庆
张学友/庾澄庆
张学友/张靓颖
张学友/张靓颖/k
张学友/郑中基
张学友/郑中基

张燕清/佚名

我的多啦A梦



562832 风宝贝 张瑶 fbb
562822 寂寞我就跳 张瑶 jmwjt
562828 简单女孩 张瑶 jdnh
562821 今天以后 张瑶 jtyh
562831 金鱼 张瑶 jy
562823 明月光 张瑶 myg
562820 七天 张瑶 qt
562830 誓言的幻境 张瑶 sydhj
974316 天真 张瑶 tz
974319 相信爱情 张瑶 xxaq
973785 心中唯一的花 张瑶 xzwydh
974318 烟花 张瑶 yh
566439 姻缘 张瑶 yy
562829 荧光 张瑶 yg
562827 知道不知道 张瑶 zdbzd
510475 多情东江水 张也 dqdjs
510550 高天上流云 张也 gtsly
710550 高天上流云 张也 gtsly
510606 故乡的小屋 张也 gxdxw
501225 花月 张也 hy
504049 吉祥颂 张也 jxs
560530 锦绣中华 张也 jxzh
507480 龙腾虎跃 张也 lthy
507627 弥渡山歌 张也 mdsg
507705 南湖望月 张也 nhwy
515821 你好吗亲亲的爱人 张也 nhmqqdar
515846 你说那一天你要来 张也 nsnytnyl
560527 朋友的问候 张也 pydwh
507875 平安大道 张也 padd
507901 千古风流 张也 qgfl
508006 情深谊长 张也 qsyc
511491 人间第一情 张也 rjdyq
560525 人间天堂 张也 rjt
514915 人说山西好风光 张也 rssxhfg
714915 人说山西好风光 张也 rssxhfg
513567 三十三个月亮 张也 sssgyl
508334 丝路风情 张也 slfq
504882 腾冲谣 张也 tcy
511751 同是你我他 张也 tsnwt
508556 万事如意 张也 wsry
560526 希望的中国走向未来 张也 xwdzgzxwl
560529 笑颜 张也 xy
515304 心里有话对你说 张也 xlyhdns
560531 阳光灿烂 张也 ygcl
560528 永恒的承诺 张也 yhdcn
512687 中国的春天 张也 zgdct
560524 中国的希望 张也 zgdxw
512730 走进新时代 张也 zjxsd



509808 祖国你好 张也 zgnh
509578 咱老百姓 zlbx
561597 你知不知道 张一筑 nzbzd
561598 时差 张一筑 sc
516319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张艺谋 mmndddwqz
512781 醉人的花香 张勇 zrdhx
510484 恶魔的新娘 张永智 emdxn
507851 偶然遇见 张永智 oryj
508461 天堂之泪 张永智 tzl
500287 BAD BOY 张宇 bb
505889 爱到这样 张宇 adzy
505960 爱都爱了 张宇 adal
505979 爱恨缠绵 张宇 ahcm
515598 爱你的话不愿再说 张宇 andhbyzs
506008 爱你无悔 张宇 anwh
506045 爱情条约 张宇 aqty
706045 爱情条约 张宇 aqty
514233 爱一个人好可怕 张宇 aygrhkp
514235 爱与不爱都很难 张宇 aybadhn
500594 别离 张宇 bl
506259 不甘寂寞 张宇 bgjm
514294 不过少个人来爱 张宇 bgsgrla
503473 不像你 张宇 bxn
703473 不像你 张宇 bxn
562259 不醒梦 张宇 bxm
500651 猜心 张宇 cx
506366 长长久久 张宇 ccjj
706366 长长久久 张宇 zzjj
560125 趁早 张宇 cz
760125 趁早 张宇 cz
503627 大女人 张宇 dnr
703627 大女人 张宇 dnr
503646 大丈夫 张宇 dzf
510355 单恋一枝花 张宇 dlyzh
510365 蛋佬的棉袄 张宇 dldma
500837 当时 张宇 ds
514382 等不及要对你说 张宇 dbjydns
500921 对折 张宇 dz
506665 放弃一切 张宇 fqyq
506776 高枕无忧 张宇 gzwy
501062 割心 张宇 gx
503833 给你们 张宇 gnm
506802 功德圆满 张宇 gdym
506809 拱手让他 张宇 gsrt
706809 拱手让他 张宇 gsrt
513142 故事中的故事 张宇 gszdgs
503860 桂花酿 张宇 ghn
506856 贵气逼人 张宇 gqbr

张也/吕继宏



501244 还早 张宇 hz
506918 合影留念 张宇 hyln
501183 后悔 张宇 hh
501253 荒废 张宇 hf
501265 灰尽 张宇 hj
507059 回头太难 张宇 htn
507060 回头太难 张宇 htn
507064 回心转意 张宇 hxzy
507127 寂寞圣贤 张宇 jmsx
570288 可爱的查某 张宇 kadcm
513293 快乐是不好的 张宇 klsbhd
501534 离开 张宇 lk
513329 留你留得好苦 张宇 lnldhk
504338 没关系 张宇 mgx
513355 没有你的月台 张宇 myndyt
501683 面具 张宇 mj
500218 命 张宇 m
560124 男人的好 张宇 nrdh
760124 男人的好 张宇 nrdh
507729 你不会懂 张宇 nbhd
515812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张宇 ndedgwyd
507750 你的现在 张宇 ndxz
507764 你对她好 张宇 ndth
511338 怕我的脆弱 张宇 pwdcr
501828 奇迹 张宇 qj
507906 千金难买 张宇 qjnm
508003 情人知己 张宇 qrzj
708003 情人知己 张宇 qrzj
508016 情有独钟 张宇 qydz
501948 囚鸟 张宇 qn
508039 曲终人散 张宇 qzrs
513530 让头抬的更高 张宇 rtdgg
513547 如果你不小心 张宇 rgnbxx
570287 伞下 张宇 sx
504650 沙漠海 张宇 smh
513575 傻瓜与野丫头 张宇 sgyyyt
514994 谁教我曾经说过 张宇 sjwcjsg
504791 说故事 张宇 sgs
508341 四百龙银 张宇 sbly
502213 替身 张宇 ts
560126 问心无愧 张宇 wxwk
760126 问心无愧 张宇 wxwk
513747 我的快乐悲伤 张宇 wdklbs
508685 我的力量 张宇 wdll
511903 我没有感觉 张宇 wmygj
508906 喜新厌旧 张宇 xxyj
502522 消耗 张宇 xh
502526 消息 张宇 xx



502541 小妹 张宇 xm
512205 小小的太阳 张宇 xxdty
971438 心术 张宇 xs
512286 幸福的滋味 张宇 xfdzw
712286 幸福的滋味 张宇 xfdzw
977943 袖手旁观 张宇 xspg
513956 阳光下的男孩 张宇 ygxdnh
516121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张宇 ygrdthdl
512353 一个人流泪 张宇 ygrll
512359 一个人万岁 张宇 ygrws
509288 一生相守 张宇 ysxs
509311 一言难尽 张宇 yynj
512447 永远的恋人 张宇 yydlr
509412 用心良苦 张宇 yxlk
562679 张宇 -
502816 有伴 张宇 yb
509481 雨一直下 张宇 yyzx
502853 圆谎 张宇 yh
512531 月亮惹的祸 张宇 ylrdh
502899 责任 张宇 zr
502922 折磨 张宇 zm
516498 这一生都要为你受苦 张宇 zysdywnsk
516499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张宇 zyswzqnds
509671 整个八月 张宇 zgby
515520 只想遇到一个人 张宇 zxydygr
509795 走过有风 张宇 zgyf
509801 走路有风 张宇 zlyf
503063 走样 张宇 zy
514156 最勇敢的季节 张宇 zygdjj
502840 预言 yy
506654 繁华世界 fhsj
509681 执迷不悟 zmbw
506219 别来无恙 blwy
568137 北极星 张语倢 bjx
568138 那片天空 张语倢 nptk
568136 你的风衣 张语倢 ndfy
509866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张雨生 idwsg
512869 爱上你的一切 张雨生 asndyq
512903 爱做梦的孩子 张雨生 azmdhz
515618 把世界分一半给你 张雨生 bsjfybgn
510136 别放弃希望 张雨生 bfqxw
506265 不管不管 张雨生 bgbg
510325 大地的天使 张雨生 dddts
500822 大海 张雨生 dh
510438 动物的悲歌 张雨生 dwdbg
510470 多梦的岁月 张雨生 dmdsy
507020 还是朋友 张雨生 hspy
707020 还是朋友 张雨生 hspy

用心良苦HIGH PARTY2

张宇/范文芳
张宇/佚名
张宇/佚名
张宇/张清芳



510662 和天一样高 张雨生 htyyg
507291 口是心非 张雨生 ksxf
507448 烈火青春 张雨生 lhqc
514682 没有烟抽的日子 张雨生 myycdrz
511318 宁可让我苦 张雨生 nkrwk
501833 祈求 张雨生 qq
514924 如果你要离开我 张雨生 rgnylkw
513622 是否真的爱我 张雨生 sfzdaw
508465 天天想你 张雨生 txn
708465 天天想你 张雨生 txn
515115 我的未来不是梦 张雨生 wdwlbsm
505073 我期待 张雨生 wqd
511935 我是多么想 张雨生 wsdmx
508745 我是风筝 张雨生 wsfz
516037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张雨生 wsykqtds
516441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 张雨生 wxbzptkdk
508892 西风的话 张雨生 xfdh
505244 想念我 张雨生 xnw
512231 心底的中国 张雨生 xddzg
512386 一生陪你走 张雨生 yspnz
516134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张雨生 ytdwyydy
716134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张雨生 ytdwyydy
512454 永远的自由 张雨生 yydzy
502952 挣扎 张雨生 zz
505752 自由歌 张雨生 zyg
502967 执著 zz
509925 爱的副作用 张玉华 adfzy
564733 空心吉他 张玉华 kxjt
513396 那又怎么样呢 张玉华 nyzmyn
565476 圣诞节 张玉华 sdj
562263 时差 张玉华 sc
560563 我不会飞 张玉华 wbhf
565477 小小幸福 张玉华 xxxf
505399 雪花飘 张玉华 xhp
502850 原谅 张玉华 yl
980713 原谅 张玉华 yl
972637 独上西楼 dsxl
972957 传奇 cq
974479 过去的你 张袁媛 gqdn
880529 爱情选项 张芸京 aqxx
880379 不再联络 张芸京 bzll
971808 喘息 张芸京 cx
571708 黑裙子 张芸京 hqz
880398 坏了 张芸京 hl
572179 恋人的时尚生活 张芸京 lrdsssh
603116 恋人的时尚生活 张芸京 lrdsssh
572095 你飞吧 张芸京 nfb
603117 你飞吧 张芸京 nfb

张雨生/陶晶莹

张玉霞/中国好声音
张玉霞/中国好声音



880419 你是唯一 张芸京 nswy
572803 偏爱 张芸京 pa
571707 破天荒 张芸京 pth
901942 情人结 张芸京 qrj
571901 让我照顾你 张芸京 rwzgn
972848 若无其事 张芸京 rwqs
972847 我没有疯 张芸京 wmyf
972993 我陪你 张芸京 wpn
880540 相反的我 张芸京 xfdw
972809 小秘密 张芸京 xmm
972681 小女孩 张芸京 xnh
572178 小王子 张芸京 xwz
603118 小王子 张芸京 xwz
506042 爱情四季 张真 aqsj
510677 红红好姑娘 张真 hhhgn
510738 黄河大合唱 张真 hhdhc
507200 进退两难 张真 jtln
507415 李四的梦 张真 lsdm
511213 男儿当自强 张真 nedzq
515826 你可不可以爱爱我 张真 nkbkyaaw
504584 青天在 张真 qtz
508178 少年先锋 张真 snxf
511601 失恋十四行 张真 slssx
516416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张真 wbqczlyxy
512217 携手游人间 张真 xsyrj
505383 醒世诗 张真 xss
512760 最后一滴泪 张真 zhydl
568474 怎么办 张真贺 zmb
768474 怎么办 张真贺 zmb
506118 敖包相会 abxh
513351 毛主席派人来 mzxprl
514829 跑马溜溜的山上 pmlldss
562816 爱上你这样的女人 张振宇 asnzydnr
516530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张振宇 bswdylnws
562815 不要再来伤害我 张振宇 byzlshw
762815 不要再来伤害我 张振宇 byzlshw
576051 长恨歌 张振宇 zhg
565222 到底输给谁 张振宇 qswwwm
562818 风飞花 张振宇 ffh
563548 蝴蝶的眼泪 张振宇 hddyl
562817 男人的心 张振宇 nrdx
565104 难道还嫌我伤的不够深 张振宇 ndhxwsdbg
563547 你愿意嫁给没有钱的男人吗 张振宇 nyyjgmyqd
563892 情人节快乐 张振宇 qrjkl
565223 谁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 张振宇 ssndylwws
563549 说过的话让我心痛 张振宇 sgdhrwxt
563289 天仙妹妹 张振宇 txmm
566680 我是你的谁 张振宇 wsnds

张振富/耿莲凤
张振富/耿莲凤
张振富/佚名



568470 最心疼的人只有你 张振宇 zxtdrzyn
768470 最心疼的人只有你 张振宇 zxtdrzyn
880178 最心痛的人只有你 张振宇 zxtdrzyn
509324 一走了之 张震 yzlz
500002 204 张震岳 lrls
700002 204 张震岳 -
500331 FREE NIGHT 张震岳 fn
700331 FREE NIGHT 张震岳 fn
566548 OK 张震岳 o
500128 TROUBLE 张震岳 t
506088 爱我别走 张震岳 awbz
706088 爱我别走 张震岳 awbz
510073 爱之初体验 张震岳 azcty
710073 爱之初体验 张震岳 azcty
976129 抱着你 张震岳 bzn
977211 别哭小女孩 张震岳 bkxnh
503543 臭男人 张震岳 cnr
500795 脆弱 张震岳 cr
500949 放屁 张震岳 fp
700949 放屁 张震岳 fp
503776 分手吧 张震岳 fsb
703776 分手吧 张震岳 fsb
501029 改变 张震岳 gb
701029 改变 张震岳 gb
503800 干妹妹 张震岳 gmm
703800 干妹妹 张震岳 gmm
503843 狗男女 张震岳 gnn
560569 关于我们之间的事 张震岳 gywmzjds
500176 海 张震岳 h
568071 很难 张震岳 hn
510706 花开了没有 张震岳 hklmy
510904 就是喜欢你 张震岳 jsxhn
566551 路口 张震岳 lk
560571 马拉桑 张震岳 mls
501680 秘密 张震岳 mm
701680 秘密 张震岳 mm
504450 男子汉 张震岳 nzh
976015 跑车与坦克 张震岳 pcytk
976600 破吉他 张震岳 pjt
501994 认输 张震岳 rs
701994 认输 张震岳 rs
562264 舍不得 张震岳 sbd
502074 失去 张震岳 sq
511640 双手插口袋 张震岳 ssckd
566550 思念是一种病 张震岳 snsyzb
508412 讨厌夏天 张震岳 tyxt
502239 天堂 张震岳 t
702239 天堂 张震岳 t



515125 我的心是为你跳 张震岳 wdxswnt
511893 我会想念你 张震岳 whxnn
711893 我会想念你 张震岳 whxnn
976743 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 wjmqydh
505107 我要钱 张震岳 wyq
705107 我要钱 张震岳 wyq
512052 无路用的人 张震岳 wlydr
712052 无路用的人 张震岳 wlydr
976677 先这样吧 张震岳 xzyb
505251 想太多 张震岳 xtd
705251 想太多 张震岳 xtd
566549 小星星 张震岳 xxx
566631 小宇 张震岳 xy
515374 一开始就没退路 张震岳 yksjmtl
715374 一开始就没退路 张震岳 yksjmtl
512377 一切再重来 张震岳 yqzcl
502805 勇气 张震岳 yq
702805 勇气 张震岳 yq
502848 原来 张震岳 yl
560570 再见 张震岳 zj
505614 在凌晨 张震岳 zlc
705614 在凌晨 张震岳 zlc
505630 怎么办 张震岳 zmb
705630 怎么办 张震岳 zmb
503051 自由 张震岳 zy
703051 自由 张震岳 zy
976623 走慢一点点 张震岳 zmydd
570745 SAVE ME sm
766690 香烟爱上火柴 张政 xyashc
571355 一季的秋天 张政 yjdqt
571637 再说我爱你 张政 zswan
970720 福气 张政雄 fq
970721 约定 张政雄 yd
976517 有人常常把爱情比作一种冲动 张之夏 yrccbaqbz
566412 分手礼物 fslw
503613 大花轿 张志家 dhj
510549 高飞的孤独 张志家 gfdgd
505818 IT'S MY WAR imw
571670 COOL GIRL 张志林 cg
575150 黑白世 张志林 hbs
569946 我爱我的老婆 张志林 wawdlp
572381 爱的牙印 张志政 adyy
500301 CAP GIRL 张智成 cg
560553 EASY COME EASY GO 张智成 eceg
563504 JUST ONCE 张智成 jo
505829 MAY I LOVE YOU 张智成 mily
503211 SO FAR AWAY 张智成 sfa
971295 WISH YOU WELL 张智成 wyw

张震岳/卓文萱

张芷榕/左光平

张志家/丁文琪



572696 爱来的刚好 张智成 aldgh
977692 爱你是我的强项 张智成 answdqx
563501 爱情树 张智成 aqs
572695 暗恋 张智成 al
503382 保佑我 张智成 byw
500786 刺心 张智成 cx
503938 很想你 张智成 hxn
510687 后来才知道 张智成 hlczd
504012 换日线 张智成 hrx
977693 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张智成 jdszhdyw
563500 快乐 张智成 kl
564056 乐天派 张智成 ltp
501563 梁祝 张智成 lz
511030 凌晨三点钟 张智成 lcsdz
504351 没有你 张智成 myn
572697 迷魂阵 张智成 mhz
501687 名字 张智成 mz
507658 末日之恋 张智成 mrzl
507661 莫非定律 张智成 mfdl
970722 你爱上的我 张智成 nasdw
563986 痊愈 张智成 qy
564057 让时间开口 张智成 rsjkk
502021 三千 张智成 sq
502077 诗人 张智成 sr
563987 贴身情人 张智成 tsqr
502306 完美 张智成 wm
508545 完全明白 张智成 wqmb
502337 忘年 张智成 wn
560554 我做主 张智成 wzz
562586 下次再见 张智成 xczj
509567 张智成 zkgy
509733 重返寂寞 张智成 cfm
511930 我们一起逃 wmyqt
516517 爱情开了我们一个玩笑 张智霖 aqklwmygw
514516 忽然觉得好想你 张智霖 hrjdhxn
901786 究竟海有几深 张智霖 jjhyjs
502100 释放 张智霖 sf
508991 像我的人 张智霖 xwdr
505563 有没有 张智霖 ymy
500983 分手 fs
507756 你的眼神 ndys
512146 相思苦难挨 xskna
901890 你到底爱我还是爱她 张子冉 nddawhsat
500545 班长 章乐斌 bz
562553 唛阿喜 章孬玩 ax
501030 干杯 章鹏 gb
515840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nswxddly
575259 长相守 章若涵 zxs

在KTV过夜

张智亮/方子璇

张智霖/许秋怡
张智霖/许秋怡
张智霖/许秋怡

章蓉舫/钟镇涛



571553 大爱无边 章小军 dawb
571554 没有什么不可能 章小军 mysmbkn
512913 把春天迎进来 章子怡 bctyjl
512808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 蟑螂合唱团 gmgagn
500094 ONE 蟑螂合唱团 o
505874 哎呦哎呦 蟑螂合唱团 ayay
705874 哎呦哎呦 蟑螂合唱团 ayay
510005 爱情换日线 蟑螂合唱团 aqhrx
503376 帮个忙 蟑螂合唱团 bgm
500988 分手 蟑螂合唱团 fs
500178 海 蟑螂合唱团 h
513343 麻烦你让一让 蟑螂合唱团 mfnryr
513521 让爱自由自在 蟑螂合唱团 razyzz
514969 失恋中请勿打扰 蟑螂合唱团 slzqwdr
508326 说你爱我 蟑螂合唱团 snaw
504840 随身听 蟑螂合唱团 sst
502224 天空 蟑螂合唱团 tk
511794 忘了我是谁 蟑螂合唱团 wlwss
509615 这就是爱 蟑螂合唱团 zjsa
571269 梦幻天堂 朝洛蒙 mht
510318 打工十二月 朝阳 dgsey
516598 叫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训 赵保秀 jzywdetnj
3074 老蔫完婚 赵本山 lnwh
504265 刘老根 赵本山 llg
501953 求索 赵本山 qs
3093 三鞭子 赵本山 sbz
514962 生活就是这么怪 赵本山 shjszmg
513810 我心中的太阳 赵本山 wxzdty
502560 心病 xb
427139 儿子大了 ezdl
427140 宝座 bz
427141 我想有个家 wxygj
427138 钟点工 zdg
574253 开车不喝酒 赵本水 kcbhj
573708 妹妹听我说 赵本水 mmtws
572837 致敬赵本山 赵本水 zjzbs
603340 致敬赵本山 赵本水 zjzbs
979905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赵大格 wzrmgcczj
566080 赵芬妮 co
566170 DON'T GET UP 赵芬妮 dgu
566081 赵芬妮 nbsts
566082 赵芬妮 shxdxh
566171 小象与大象 赵芬妮 xxydx
975590 煎熬 ja
508549 晚安妹妹 赵江 wamm
515987 文科生的一个下午 赵节 wksdygxw
515716 红军哥哥我对你说 赵静 hjggwdns
510107 柏拉图广场 赵凯 bltgc

赵本山/范伟/高秀敏
赵本山/范伟/刘卫平
赵本山/黄晓娟
赵本山/黄晓娟
赵本山/宋丹丹

CAFFEINE OVERDOSE(无原唱)

你不是天使(无原唱)
拾海星的小孩(无原唱)

赵晗/中国好声音



500627 不哭 赵凯 bk
571686 单身礼物 赵凯 dslw
504975 为了你 赵凯 wln
972964 我要你的爱 wynda
981495 成都 赵雷 cd
979078 南方姑娘 赵雷 nfgn
981463 南方姑娘 赵雷 nfgn
981400 三十岁的女人 赵雷 sssdnr
505365 新年好 赵莉 xnh
972653 开门见山 kmjs
972965 我是一只小小鸟 wsyzxxn
574906 I'M NOT A BAD GIRL 赵美彤 inabg
514213 爱你真的不容易 赵明 anzdbry
563555 变数 赵默 bs
563558 独听 赵默 dt
563560 红雨伞 赵默 hys
563557 每天抱我一分钟 赵默 mtbwyfz
563320 巧克力女孩 赵默 qklnh
561965 伞下又是一个雨天 赵默 sxysygyt
569478 失眠 赵默 sm
563559 赵默 xy
563561 谢谢你给我的幸福 赵默 xxngwdxf
563556 学会 赵默 xh
563567 也许 赵默 yx
572838 越走越远 赵默 yzyy
563565 有情人终成眷属 yqrzcjs
979903 最初的温柔 赵乃吉 zcdwr
574905 梦草原 赵娜 mcy
575595 船歌 赵鹏 cg
503980 花蝴蝶 赵鹏 hhd
703980 花蝴蝶 赵鹏 hhd
575596 青春舞曲 赵鹏 qcwq
980894 殇 赵鹏 s
575593 我的神话叶塞妮亚 赵鹏 wdshysny
575594 月亮代表我的心 赵鹏 yldbwdx
509816 最初最后 赵擎 zczh
505770 作情人 赵擎 zqr
503124 E-MAIL LOVE 赵薇 el
500060 HELLO 赵薇 h
500428 SATURDAY NIGHT 赵薇 sn
700428 SATURDAY NIGHT 赵薇 sn
512817 赵薇 slljsq
712817 赵薇 slljsq
503266 爱放掉 赵薇 afd
509979 爱情大魔咒 赵薇 aqdmz
503324 爱之玄 赵薇 azx
506113 暗恋猫咪 赵薇 almm
500588 变了 赵薇 bl

赵可/中国好声音

赵露/中国好声音
赵露/中国好声音

相约2006

赵默/郑源

SHA LA LA 救生圈
SHA LA LA 救生圈



560307 表情动作语言 赵薇 bqdzyy
503438 搏浪鼓 赵薇 blg
703438 搏浪鼓 赵薇 blg
512960 不能和你分手 赵薇 bnhnfs
712960 不能和你分手 赵薇 bnhnfs
506305 不由自主 赵薇 byzz
500686 潮水 赵薇 cs
506389 车厢包厢 赵薇 cxbx
500714 齿轮 赵薇 cl
700714 齿轮 赵薇 cl
506446 春去秋来 赵薇 cqql
976401 大导演 赵薇 ddy
567743 多爱自己一些 赵薇 dazjyx
561198 多情应笑我 赵薇 dqyxw
500936 而我 赵薇 ew
500937 耳洞 赵薇 ed
561197 发现 赵薇 fx
500972 飞行 赵薇 fx
506913 好想好想 赵薇 hxhx
501337 渐渐 赵薇 jj
514571 今日天气好晴朗 赵薇 jrtqhql
504120 救生圈 赵薇 jsq
510923 开水或爱情 赵薇 kshaq
561199 来得及的明天 赵薇 ldjdmt
511002 离别的车站 赵薇 lbdcz
513348 满场飞圆舞曲 赵薇 mcfywq
501772 女生 赵薇 ns
570705 品味 赵薇 pw
504548 瓶中信 赵薇 pzx
704548 瓶中信 赵薇 pzx
567745 恰恰爱 赵薇 qqa
507977 清晨阳光 赵薇 qcyg
513507 情深深雨濛濛 赵薇 qssymm
562605 生命里的这一天 赵薇 smldzyt
562603 十一月 赵薇 syy
901901 时间停了 赵薇 sjtl
502093 是否 赵薇 sf
511676 厮守到永远 赵薇 ssdyy
504856 太难得 赵薇 tnd
567744 天使旅行箱 赵薇 tslxx
560306 天使之名 赵薇 tszm
502314 玩耍 赵薇 ws
508565 往事难忘 赵薇 wsnw
561128 微小的部分 赵薇 wxdbf
511803 微笑等着我 赵薇 wxdzw
511805 为爱而等待 赵薇 waedd
511856 我不会偷哭 赵薇 wbhtk
561129 我和上官燕 赵薇 whsgy



502398 我们 赵薇 wm
515218 无尽的莎士比亚 赵薇 wjdssby
505327 小冤家 赵薇 xyj
509103 新兰花草 赵薇 xlhc
509180 烟雨濛濛 赵薇 yymm
516135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赵薇 yzxydxqt
512484 有一个姑娘 赵薇 yyggn
712484 有一个姑娘 赵薇 yyggn
512503 雨季的故事 赵薇 yjdgs
712503 雨季的故事 赵薇 yjdgs
514032 雨想哭就哭吧 赵薇 yxkjkb
516172 在我心中依然最美 赵薇 zwxzyrzm
561130 这一刻我相信你说我爱你 赵薇 zykwxxnsw
502932 真的 赵薇 zd
509648 真心不假 赵薇 zxbj
709648 真心不假 赵薇 zxbj
562604 状态 赵薇 zt
512716 自从离别后 赵薇 zclbh
712716 自从离别后 赵薇 zclbh
512718 自从有了你 赵薇 zcyln
712718 自从有了你 赵薇 zcyln
514144 最后一次分手 赵薇 zhycfs
980345 左耳 赵薇 ze
502365 温暖 wn
516699 天下无双那个啦想说啦啦啦 txwsnglxs
572250 过客 赵文博 gk
603119 过客 赵文博 gk
569594 几秒钟 赵小兵 jmz
569595 妈妈对不起 赵小兵 mmdbq
569593 像凡人一样爱你 赵小兵 xfryyan
575310 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对的人 赵小南 cdsjcdddy
574049 为何爱情它总是让我心痛 赵小南 whaqtzsrw
503603 大斗笠 赵晓潭 ddl
575311 简单男人 赵星理 jdnr
504378 孟姜女 赵秀兰 mjn
505594 月儿谣 赵秀兰 yey
510929 看我别回头 赵学而 kwbht
512194 潇洒走一回 赵学而 xszyh
515197 我在这里假意儿 赵艳容 wzzljye
980762 大王叫我来巡山 赵英俊 dwjwlxs
976096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赵英俊 zwmzjsqdq
500012 ANGEL 赵咏华 a
700012 ANGEL 赵咏华 a
503250 爱不爱 赵咏华 aba
563919 别问我会不会后悔 赵咏华 bwwhbhhh
512943 别这样离开我 赵咏华 bzylkw
512999 趁着心还能飞 赵咏华 czxhnf
975985 璀璨如星 赵咏华 ccrx

赵薇/阿杜
赵薇/张震



976117 给妈妈的话 赵咏华 gmmdh
976540 好幸运 赵咏华 hxy
506940 黑夜白天 赵咏华 hybt
565165 红花雨 赵咏华 hhy
507044 灰色雨滴 赵咏华 hsyd
976216 家 赵咏华 j
501692 明白 赵咏华 mb
507846 女人颜色 赵咏华 nrys
508023 请你放心 赵咏华 qnfx
501951 求婚 赵咏华 qh
502023 散心 赵咏华 sx
514946 伤害我你快乐吗 赵咏华 shwnklm
515003 谁要我宠坏了你 赵咏华 sywchln
976116 天堂 赵咏华 t
563920 天天想你 赵咏华 txn
513685 听我唱这首歌 赵咏华 twczsg
508641 问心无愧 赵咏华 wxwk
516415 我爱你最好只到这里 赵咏华 wanzhzdzl
516421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赵咏华 wdawdmwdj
511910 我们的故事 赵咏华 wmdgs
511962 我想那是你 赵咏华 wxnsn
516045 我想我已经爱上你 赵咏华 wxwyjasn
508933 相见太晚 赵咏华 xjtw
515279 像我这样的女人 赵咏华 xwzydnr
563922 永远的梦 赵咏华 yydm
515466 在沙漠的第七天 赵咏华 zsmddqt
563921 早餐 赵咏华 zc
512646 只能说遗憾 赵咏华 znsyh
516501 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赵咏华 zyndwzhyd
512771 最浪漫的事 赵咏华 zlmds
512779 最真的期待 赵咏华 zzdqd
506698 风的颜色 fdys
509914 爱到最深处 adzsc
971597 哭得像小孩 赵又廷 kdxxh
603120 无赖正义 赵又廷 wlzy
574254 死也在一起 赵雨航 syzyq
514574 今天十六喜成双 赵媛媛 jtslxcs
572249 西风 赵云龙 xf
575312 北京记忆 赵真 bjjy
575314 朋友的心 赵真 pydx
880873 望太行 赵真 wth
575313 新咖啡眼泪 赵真 xkfyl
571743 幸福就是有你在我身边 赵真 xfsynzws
768322 最后一个情人 赵真 zhygqr
569157 最后一个情人之慢摇 赵真 zhygqrzmy
572508 昨夜我又梦见你 赵真 zywymjn
603341 昨夜我又梦见你 赵真 zywymjn
503109 CLOSE TO YOU 赵之璧 cty

赵咏华/佚名
赵咏华/周华健



560796 NO.15 赵之璧 n
500873 丢了 赵之璧 dl
513294 快乐是自找的 赵之璧 klszzd
560797 她有你要的 赵之璧 tynyd
513975 一个人的旅行 赵之璧 ygrdlx
560798 有你真好 赵之璧 ynzh
515465 在你和天空之间 赵之璧 znhtkzj
510047 爱我就给我 赵传 awjgw
514232 爱要怎么说出口 赵传 ayzmsck
514253 把悲伤留给自己 赵传 bbslgzj
516242 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 赵传 bcznmqdgl
564436 不要挡在我的面前 赵传 bydzwdmq
516554 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 赵传 cbwdqcbwd
500701 成全 赵传 cq
513035 当初应该爱你 赵传 dcygan
564439 粉墨登场 赵传 fmdc
510559 给出我自己 赵传 gcwzj
516588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赵传 gsyzdwmzd
514508 很多人像我一样 赵传 hdrxwyy
501420 决心 赵传 jx
514607 可以相信的朋友 赵传 kyxxdpy
510965 快乐似神仙 赵传 klssx
710965 快乐似神仙 赵传 klssx
507562 每一个你 赵传 mygn
514746 那个傻瓜爱过你 赵传 ngsgagn
974066 那女孩的曾经 赵传 nnhdcj
514755 男孩看见野玫瑰 赵传 nhkjymg
516639 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赵传 nrhhnzydw
504512 噢莎莉 赵传 osl
516661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 赵传 qbyzbrdjs
508255 始终有你 赵传 szyn
516703 忘不了的事忘不了的人 赵传 wbldswbld
511843 问一问青天 赵传 wywqt
511875 我的心好乱 赵传 wdxhl
516428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赵传 whckswhwr
508735 我没有钱 赵传 wmyq
515173 我是一只小小鸟 赵传 wsyzxxn
516040 我所爱的让我流泪 赵传 wsadrwll
515211 我终于失去了你 赵传 wzysqln
974285 午门之舞 赵传 wmzw
564437 像我一样骄傲 赵传 xwyyja
974065 谢了爱 赵传 xla
516101 心爱的不要说再见 赵传 xadbyszj
564438 心动的感觉 赵传 xddgj
974067 音乐武侠 赵传 ylwx
509409 勇敢一点 赵传 ygyd
574458 最初 赵传 zc
507841 努力活着 nlhz赵传/刘沁



880855 被动 赵子皓 bd
575894 初雪的忧伤 赵子皓 cxdys
880854 过客 赵子皓 gk
573775 复活的灵魂 啫哩 fhdlh
573709 不必 这位太太 bb
567124 不是不想念 这位太太 bsbxn
567005 而我眼已垂落 这位太太 ewyycl
573432 立场 这位太太 lc
573431 情歌 这位太太 qg
567531 我看到很多人 这位太太 wkdhdr
506223 别了爱人 甄妮 blar
510298 春去春又回 甄妮 cqcyh
514442 风流断剑小小刀 甄妮 fldjxxd
503876 海上花 甄妮 hsh
501346 郊道 甄妮 jd
510838 今天不回家 甄妮 jtbhj
510886 酒干倘卖无 甄妮 jgtmw
507459 流金岁月 甄妮 ljsy
504295 鲁冰花 甄妮 lbh
511062 绿岛小夜曲 甄妮 ldxyq
514711 濛濛细雨忆当年 甄妮 mmxyydn
507964 青青山岗 甄妮 qqsg
501938 秋歌 甄妮 qg
508075 热情沙漠 甄妮 rqsm
513556 如果曾经拥有 甄妮 rgcjyy
502105 誓言 甄妮 sy
513698 往事只能回味 甄妮 wsznhw
511895 我家在那里 甄妮 wjznl
515292 小小一个小女人 甄妮 xxygxnr
512308 血染的风采 甄妮 xrdfc
502702 杨花 甄妮 yh
509229 一错再错 甄妮 yczc
505490 一份真 甄妮 yfz
509382 英雄无泪 甄妮 yxwl
502876 云河 甄妮 yh
513607 十八相送之二 sbxsze
511171 明天会更好 mthgh
500770 春雷 甄秀珍 cl
510629 海鸥在飞翔 甄秀珍 hozfx
506279 不让你走 甄真 brnz
507401 冷清的花 甄真 lqdh
501991 认了 甄真 rl
512919 白蝴蝶的春天 甄子维 bhddct
506799 跟着雨飞 真妮 gzyf
503978 花风筝 真妮 hfz
512715 紫色的玫瑰 真妮 zsdmg
560197 红蔷薇 正午阳光 hqw
576462 下定决心忘记你 正云 xdjxwjn

甄妮/凌波
甄妮/佚名



978733 YOU RAISE ME UP 郑淳元 yrmu
978736 爱你的宿命 郑淳元 andxm
978735 暗香 郑淳元 ax
978734 听海 郑淳元 th
507876 平安回家 pahj
575905 分开不一定分手 郑凡 fbydfs
571386 太过爱你 郑凡 tgan
976022 秋风的泪 郑国锋 qfdl
574461 逝去的爱 郑海龙 sqda
502241 天堂 郑华娟 t
973009 MISSING YOU 郑家星 my
976570 没有你的季节 郑家星 myndjj
976685 什么情歌 郑家星 smqg
976609 天亮之前我爱你 郑家星 tlzqwan
509082 心心相印 xxxy
500518 安慰 郑钧 aw
506175 悲剧悲剧 郑钧 bjbj
506341 苍天在上 郑钧 ctzs
503538 赤裸裸 郑钧 cll
506565 第三只眼 郑钧 dszy
504022 灰姑娘 郑钧 hgn
507049 回到拉萨 郑钧 hdls
507145 简单粗暴 郑钧 jdcb
501591 流星 郑钧 lx
504298 路漫漫 郑钧 lmm
516611 妈妈你还是把我带回家 郑钧 mmnhsbwdh
500207 门 郑钧 m
507712 难得糊涂 郑钧 ndht
501750 溺爱 郑钧 na
567096 奴隶努力 郑钧 nlnl
501764 怒放 郑钧 nf
513563 三分之一理想 郑钧 sfzylx
504711 生命树 郑钧 sms
972456 私奔 郑钧 sb
511679 塑料玫瑰花 郑钧 slmgh
516400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郑钧 txmybsdyx
502626 幸福 郑钧 xf
981289 熊猫 郑俊弘 xm
575904 爱我就跟我走 郑丽君 awjgwz
514652 妈妈教我一支歌 郑莉 mmjwyzg
508033 秋水伊人 郑莉 qsyr
568413 崩溃 郑伦境 bk
563360 熟 郑融 s
507026 黄帝子孙 郑少秋 hdzs
514629 离家无家处处家 郑少秋 ljwjccj
507473 龙的传人 郑少秋 ldcr
504674 伤心路 郑少秋 sxl
508427 天大地大 郑少秋 tddd

郑冬生/刘洋

郑锦昌/谢玲玲



512583 摘下满天星 郑少秋 zxmtx
571495 精彩年代 郑希怡 jcnd
571493 五个世纪 郑希怡 wgsj
571494 早操歌 郑希怡 zcg
503243 啊故乡 郑新 agx
516247 但愿人生长聚少离分 郑新 dyrscjslf
500306 COME ON 郑新玮 co
505815 I'M NOT AFRAID 郑新玮 ina
500706 承认 郑新玮 cr
512289 幸福路一段 郑新玮 xflyd
981426 女神 郑欣宜 ns
978307 有故事的人 郑欣宜 ygsdr
500006 808 郑秀文 blb
566466 MI 郑秀文 m
500458 TRY AGAIN 郑秀文 ta
574056 阿门 郑秀文 am
506024 爱情故事 郑秀文 aqgs
503368 半空中 郑秀文 bkz
500571 背叛 郑秀文 bp
503413 变了心 郑秀文 blx
514298 不能承受的感动 郑秀文 bncsdgd
503469 不伤心 郑秀文 bsx
563633 不准哭 郑秀文 bzk
514077 曾是你的宝贝 郑秀文 csndbb
562442 长恨歌 郑秀文 chg
574484 长恨歌 郑秀文 zhg
510265 沉默的纵容 郑秀文 cmdzr
500704 承诺 郑秀文 cn
700704 承诺 郑秀文 cn
510275 痴痴为你等 郑秀文 ccwnd
500732 出界 郑秀文 cj
700732 出界 郑秀文 cj
506537 登峰造极 郑秀文 dfzj
563636 郑秀文 dp
506605 独一无二 郑秀文 dywe
506753 敢说敢做 郑秀文 gsgz
506777 搞不懂爱 郑秀文 gbda
501155 何必 郑秀文 hb
503927 黑盒子 郑秀文 hhz
510672 很爱很爱你 郑秀文 hahan
563635 坏习惯 郑秀文 hxg
510940 可能不可能 郑秀文 knbkn
501470 口红 郑秀文 kh
510953 快乐不快乐 郑秀文 klbkl
511018 恋上你的床 郑秀文 lsndc
504337 没感觉 郑秀文 mgj
507555 眉飞色舞 郑秀文 mfsw
511122 美丽的误会 郑秀文 mldwh

电PARTY



507582 魅力燃烧 郑秀文 mlrs
514730 明天我要嫁给你 郑秀文 mtwyjgn
522470 男仕今天你很好 郑秀文 nsjtnhh
511229 难忘的地方 郑秀文 nwddf
511297 你要我勇敢 郑秀文 nywyg
507828 念念不忘 郑秀文 nnbw
504511 女生说 郑秀文 nss
574480 恰似你的温柔 郑秀文 qsndwr
501965 缺席 郑秀文 qx
511520 如果我是你 郑秀文 rgwsn
513554 如果一个女人 郑秀文 rgygnr
514935 三个人一个约会 郑秀文 sgrygyh
504687 上弦月 郑秀文 sxy
508180 舍不得你 郑秀文 sbdn
502049 舍得 郑秀文 sd
504795 说清楚 郑秀文 sqc
566393 她们说 郑秀文 tms
508479 天衣无缝 郑秀文 tywf
502309 完整 郑秀文 wz
502356 未来 郑秀文 wl
508628 温暖的泪 郑秀文 wndl
560814 我想我可以 郑秀文 wxwky
508775 我要勇敢 郑秀文 wyyg
511993 我应该得到 郑秀文 wygdd
512008 我在的地方 郑秀文 wzddf
512030 我只要现在 郑秀文 wzyxz
502449 喜欢 郑秀文 xh
512121 下一个阶段 郑秀文 xygjd
505250 想太多 郑秀文 xtd
880008 信者得爱 郑秀文 xzda
900008 信者得爱 郑秀文 xzda
509159 炫耀美丽 郑秀文 xyml
502678 讯号 郑秀文 xh
563702 一点也不留 郑秀文 ydybl
515389 一直到春天过去 郑秀文 yzdctgq
502748 依靠 郑秀文 yk
702748 依靠 郑秀文 yk
512455 永远都不够 郑秀文 yydbg
502974 值得 郑秀文 zd
574475 值得 郑秀文 zd
702974 值得 郑秀文 zd
509698 至理名言 郑秀文 zlmy
571497 郑秀文 zmcg
880007 罪与罚 郑秀文 zyf
563634 做好准备 郑秀文 zhzb
510328 大海啊故乡 郑绪岚 dhagx
710328 大海啊故乡 郑绪岚 dhagx
504430 牧羊曲 郑绪岚 myq

捉迷藏(国)



504863 太阳岛 郑绪岚 tyd
704863 太阳岛 郑绪岚 tyd
501227 化蝶 hd
515867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nqdpylxh
506098 爱像太阳 郑雪儿 axty
561659 别装傻 郑雪儿 bzs
503246 哎呀呀 郑伊健 ayy
503265 爱发狂 郑伊健 af
501002 风云 郑伊健 fy
561871 酷到底 郑伊健 kdd
514627 老天请给我一秒 郑伊健 ltqgwym
507383 老友万岁 郑伊健 lyws
504535 偏爱你 郑伊健 pan
513513 全世界的眼泪 郑伊健 qsjdyl
508477 天涯海角 郑伊健 tyhj
509065 心如刀割 郑伊健 xrdg
512299 选择你的爱 郑伊健 xznda
512679 至少还有我 郑伊健 zshyw
502992 重逢 郑伊健 cf
702992 重逢 郑伊健 zf
508077 热血燃烧 rxrs
572251 贝多芬的悲伤 郑毅 bdfdbs
504020 黄水谣 郑咏 hsy
704020 黄水谣 郑咏 hsy
976684 不可能是我 郑宇伶 bknsw
974989 亲爱的 郑宇伶 qad
572723 不死心 郑元畅 bsx
572889 郑元畅 csp
572724 畅一首歌 郑元畅 cysg
567693 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 郑源 aqlmysdsc
767693 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 郑源 aqlmysdsc
901538 爱情码头 郑源 aqmt
571890 爱上别人的人 郑源 asbrdr
972930 包容 郑源 br
560803 变了散了算了 郑源 blslsl
560802 别问我是谁 郑源 bwwss
561966 不想 郑源 bx
971702 不小心犯的错 郑源 bxxfdc
571889 不要就这样离开 郑源 byjzylk
567095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郑源 byzwjmdsh
570232 擦肩而过 郑源 cjeg
566863 曾经爱过你 郑源 zjagn
766863 曾经爱过你 郑源 cjagn
971705 当爱失去了默契 郑源 dasqlmq
570231 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郑源 dwgddshhk
570235 等 郑源 d
560808 放手 郑源 fs
971706 感受你的伤 郑源 gsnds

郑绪岚/牟玄甫
郑绪岚/牟玄甫

郑伊健/陈小春

彩色PARTY



570234 歌中故事 郑源 gzgs
570236 过期的情书 郑源 gqdqs
971703 刻骨铭心 郑源 kgmx
971707 梦中情人 郑源 mzqr
566796 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郑源 ndaygrycm
574919 难道是我上辈子欠了你 郑源 ndswsbzql
560807 披者羊皮的狼 郑源 pzypdl
576156 齐声恭贺你 郑源 qsghn
560811 水果情歌 郑源 sgqg
971708 说谎的流星 郑源 shdlx
971704 太爱你 郑源 tan
566861 为爱停留 郑源 watl
56080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郑源 wsmxadrbn
76080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郑源 wsmxadrbn
560804 味道 郑源 wd
566862 我不恨你 郑源 wbhn
560806 我不后悔 郑源 wbhh
570233 无情的温柔 郑源 wqdwr
566860 一个人哭 郑源 ygrk
560698 一万个理由 郑源 ywglym
760698 一万个理由 郑源 ywgly
971709 雨后的彩虹 郑源 yhdch
769237 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郑源 zmhhxshw
569237 怎么会忍心伤害我 郑源 zmhrxshw
560812 真的用心良苦 郑源 zdyxlk
571496 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 郑智化 afhtdngnr
500137 爱 郑智化 a
500725 宠物 郑智化 cw
503608 大国民 郑智化 dgm
506630 堕落天使 郑智化 dlts
503992 画中梦 郑智化 hzm
504036 悔过书 郑智化 hgs
510994 老么的故事 郑智化 lmdgs
511069 落泪的戏子 郑智化 lldxz
507504 麻花辫子 郑智化 mhbz
570708 面子问题 郑智化 mzwt
507743 你的生日 郑智化 ndsr
707743 你的生日 郑智化 ndsr
507827 年轻时代 郑智化 nqsd
508129 三十三块 郑智化 sssk
708129 三十三块 郑智化 sssk
502132 水手 郑智化 ss
508645 蜗牛的家 郑智化 wndj
513829 我原来的样子 郑智化 wyldyz
509123 星星点灯 郑智化 xxdd
502688 颜色 郑智化 ys
505477 夜未眠 郑智化 ywm
509426 游戏人间 郑智化 yxrj



509607 找路的人 郑智化 zldr
505814 I WON'T CRY 郑中基 iwc
509881 NEVERY FALL IN LOVE AGAIN 郑中基 nfila
500131 VALENTINE 郑中基 v
509944 爱恨惹是非 郑中基 ahrsf
709944 爱恨惹是非 郑中基 ahrsf
509946 爱就是爱了 郑中基 ajsal
561869 爱哭的人 郑中基 akdr
516521 爱是如何伤了你我的心 郑中基 asrhslnwd
503320 爱越界 郑中基 ayj
503367 半个我 郑中基 bgw
510125 被爱是幸福 郑中基 basxf
503416 别爱我 郑中基 baw
500591 别哭 郑中基 bk
510144 别让我心痛 郑中基 brwxt
510204 不许人占有 郑中基 bxrzy
500707 城堡 郑中基 cb
510285 除非你要我 郑中基 cfnyw
574050 答应不爱你 郑中基 dyban
603342 答应不爱你 郑中基 dyban
880828 答应不爱你 郑中基 dyban
500856 敌人 郑中基 dr
513064 第一眼的爱情 郑中基 dyydaq
506649 二月三日 郑中基 eysr
569792 怪胎 郑中基 gt
507071 悔不当初 郑中基 hbdc
504095 戒情人 郑中基 jqr
504123 就是你 郑中基 jsn
513259 绝口不提爱你 郑中基 jkbtan
501438 看穿 郑中基 kc
507614 梦醒时分 郑中基 mxsf
511201 那里出了错 郑中基 nlclc
507751 你的选择 郑中基 ndxz
516338 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郑中基 ndyjbpndx
514794 你让我又哭又笑 郑中基 nrwykyx
516671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郑中基 rgmynzsbd
502013 撒野 郑中基 sy
508316 顺其自然 郑中基 sqzr
502180 太难 郑中基 tn
508396 谈何容易 郑中基 thry
502277 童年 郑中基 tn
511826 唯一的理由 郑中基 wydly
574460 我爱平底锅 郑中基 wapdg
511929 我们一起过 郑中基 wmyqg
512020 我真的可以 郑中基 wzdky
505224 相思汤 郑中基 xst
508946 相思无用 郑中基 xswy
502502 想你 郑中基 xn



512173 想念你的爱 郑中基 xnnda
508992 像一首歌 郑中基 xysg
513909 卸不下的行李 郑中基 xbxdxl
505394 许愿树 郑中基 xys
502765 音符 郑中基 yf
570317 英雄寞 郑中基 yxm
502898 责怪 郑中基 zg
515492 这个位置留给你 郑中基 zgwzlgn
502928 珍重 郑中基 zc
505672 真朋友 郑中基 zpy
502944 真挚 郑中基 zz
515575 最爱的人不是你 郑中基 zadrbsn
515580 最近我让自己忙 郑中基 zjwrzjm
503077 醉了 郑中基 zl
508463 天天天天 tt
571481 许仙 知函 xx
571288 终于 知函 zy
516120 一个人唱歌的时候 芝麻 ygrcgdsh
508369 随心所欲 指南针乐队 sxsy
572995 远方情人 智明嘉措 yfqr
573023 KISS 至上励合 k
574864 繁星 至上励合 fx
976388 还好有你在 至上励合 hhynz
570389 降临 至上励合 jl
571091 棉花糖 至上励合 mht
973105 那群傻瓜 至上励合 nqsg
574865 齐天大盛 至上励合 qtds
571981 下一站永远 至上励合 xyzyy
603121 下一站永远 至上励合 xyzyy
574863 小丑 至上励合 xc
603122 涙の种、笑顔の花 中川翔子 lzxyh
978054 不懂自己 中国好声音 bdzj
978052 你不知道的事 中国好声音 nbzdds
978053 盛夏光年 中国好声音 sxgn
974314 中国好声音 xqxa
972865 我愿意 wyy
975602 那些年 nxn
975600 wszdan
975601 我愿意 wyy
975578 怎样 zy
974714 残酷月光 ckyg
975583 残酷月光 ckyg
975357 悬崖 xy
975582 悬崖 xy
972950 热情的沙漠 rqdsm
975553 离不开你 lbkn
975554 雪候鸟 xhn
972966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wdxlzynmy

郑中基/中坚份子

相亲相爱2013
中国好声音/褚乔
中国好声音/阚立文

我是真的爱你- 中国好声音/阚立文
中国好声音/阚立文
中国好声音/綦光高毅
中国好声音/萱萱
中国好声音/萱萱
中国好声音/萱萱
中国好声音/萱萱
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
中国好声音/朱克
中国好声音/朱克
中国好声音/邹宏宇



575079 流失的传说 中国红 lsdcs
500038 EVERYDAY 中国力量 e
505926 爱的力量 中国力量 adll
504042 火辣辣 中国力量 hll
507371 浪漫传奇 中国力量 lmcq
507694 男女有别 中国力量 nnyb
511469 让生命延续 中国力量 rsmyx
511512 如果没有爱 中国力量 rgmya
504776 水姑娘 中国力量 sgn
508373 岁月如歌 中国力量 syrg
511899 我看到未来 中国力量 wkdwl
509055 心铃之约 中国力量 xlzy
513978 一个人两颗心 中国力量 ygrlkx
500023 BOOM 中国娃娃 b
880906 happy day 中国娃娃 hd
503203 中国娃娃 pnw
505870 中国娃娃 ahle
574302 爱降落 中国娃娃 ajl
503336 暗恋我 中国娃娃 alw
512973 不要你的礼物 中国娃娃 byndlw
503617 大姐大 中国娃娃 djd
510357 单眼皮女生 中国娃娃 dypns
506563 弟弟不在 中国娃娃 ddbz
510468 多加一点点 中国娃娃 djydd
514425 发财发福中国年 中国娃娃 fcfzgn
510497 中国娃娃 fcxng
514460 哥哥妹妹采茶歌 中国娃娃 ggmmccg
510632 害羞的男孩 中国娃娃 hxdnh
514527 中国娃娃 hysjddd
510763 活出个自我 中国娃娃 hcgzw
507097 激情跳舞 中国娃娃 jqtw
510803 加多一点点 中国娃娃 jdydd
51573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中国娃娃 jjybnndj
880945 亮晶晶 中国娃娃 ljj
514645 路边野花不要采 中国娃娃 lbyhbyc
511457 求爱响尾蛇 中国娃娃 qaxws
504692 少来了 中国娃娃 sll
504749 受不了 中国娃娃 sbl
504831 酸辣汤 中国娃娃 slt
515068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娃娃 wswswws
515090 蚊子爱情进行曲 中国娃娃 wzaqjxq
505010 我爱你 中国娃娃 wan
511852 我爱太空人 中国娃娃 watkr
511860 我不想想你 中国娃娃 wbxxn
511885 我该怎么办 中国娃娃 wgzmb
513773 我没有那么笨 中国娃娃 wmynmb
505080 我是蛋 中国娃娃 wsd
515179 我想得到你的心 中国娃娃 wxddndx

PARTY女王
啊HAPPY LITTLE EYE

发财新年歌(无原唱)

环游世界DING DING DONG



511974 我演的是我 中国娃娃 wydsw
508776 我要自由 中国娃娃 wyzy
513952 雅丽的男朋友 中国娃娃 yldnpy
509418 优点尽露 中国娃娃 ydjl
515513 蜘蛛人陷入情网 中国娃娃 zzrxrqw
509723 忠孝东路 中国娃娃 zxdl
506057 爱人好累 中坚份子 arhl
510578 跟影子赛跑 中坚份子 gyzsp
507132 加速离开 中坚份子 jslk
514839 其实我懂你的心 中坚份子 qswdndx
506168 保卫黄河 中央乐团合唱队 bwhh
570333 与梦飞翔 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 ymfx
97592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钟安妮 wdxlzynmy
514866 情人节请你跳舞 钟飞 qrjqntw
505801 HELLO HOW ARE YOU 钟汉良 hhay
505835 O.R.E.A. 钟汉良 orea
705835 O.R.E.A. 钟汉良 o
505882 爱不释手 钟汉良 abss
510078 暗恋像炸弹 钟汉良 alxzd
516534 别在下雨天偷偷的哭泣 钟汉良 bzxyttdk
562318 不太温柔 钟汉良 btwr
503676 地下铁 钟汉良 dxt
515702 给我机会让我爱你 钟汉良 gwjhrwan
979894 何以爱情 钟汉良 hyaq
503939 很像我 钟汉良 hxw
570716 灰姑娘 钟汉良 hgn
976411 救我 钟汉良 jw
507467 流向巴黎 钟汉良 lxbl
501723 那天 钟汉良 nt
507723 你爱他吗 钟汉良 natm
507830 念忘之间 钟汉良 nwzj
501827 奇迹 钟汉良 qj
501864 亲热 钟汉良 qr
701864 亲热 钟汉良 qr
513618 是爱还是伤害 钟汉良 sahssh
511699 贪玩的情人 钟汉良 twdqr
504898 天使心 钟汉良 tsx
504920 同学会 钟汉良 txh
516409 为了你我哭了多少夜 钟汉良 wlnwkldsy
976410 我们 钟汉良 wm
505104 我要你 钟汉良 wyn
976409 心的最里面 钟汉良 xdzlm
509570 在你身边 钟汉良 znsb
570714 你不懂我的心 钟嘉欣 nbdwdx
574933 让我继续爱你 钟嘉欣 rwjxan
571499 我不快乐 钟嘉欣 wbkl
603124 我不快乐 钟嘉欣 wbkl
574931 钟嘉欣 yytg有一天(国)



973590 爱在转瞬间 钟洁希 azzsj
973589 世界最后最美的地方 钟洁希 sjzhzmddf
568620 重新快乐 钟可欣 zxkl
901869 别说做朋友 钟乐 bszpy
574487 格玛 钟丽燕 gm
574929 故乡河 钟丽燕 gxh
576167 明月千里 钟丽燕 myql
574928 中国好时代 钟丽燕 zghsd
573338 中华好明月 钟丽燕 zhhmy
576168 祖国我的最爱 钟丽燕 zgwdza
573717 你为了他我为了你 钟明峻 nwltwwln
572510 是你 钟佩佩 sn
570891 爱让我发烧 钟芹 arwfs
572841 不该相遇的人 钟芹 bgxydr
603125 梦回杭州湾 钟芹 mhhzw
573232 你给的温柔已不再有 钟芹 ngdwrybzy
603126 你给的温柔已不再有 钟芹 ngdwrybzy
572665 温暖 钟芹 wn
603127 一辈子 钟芹 ybz
572511 一辈子忘一个人 钟芹 ybzwygr
572664 一路吉祥 钟芹 yljx
509854 钟尚荣 cinhw
502496 想家 钟尚荣 xj
562067 坦白 钟盛忠 tb
562068 突变 钟盛忠 tb
978285 心灰 钟舒漫 xh
901613 皮在痒 钟舒祺 pzy
603128 爱的路上千万里 钟伟 adlsqwl
603129 风狂雨又大 钟伟 fyyd
603130 坚持 钟伟 jc
603131 街灯下 钟伟 jdx
603132 浪子回头 钟伟 lzht
603134 偶然 钟伟 or
603135 热线你和我 钟伟 rxnhw
603136 三年离别又相逢 钟伟 snlbyxf
603137 水仙 钟伟 sx
603138 我不知我爱你 钟伟 wbzwan
603139 小雨的爱 钟伟 xyda
603140 玉兰溪之恋 钟伟 ylxzl
603141 云中月圆 钟伟 yzyy
503145 I FEEL GOOD 钟汶 ifg
500785 刺猬 钟汶 cw
501116 过冬 钟汶 gd
501791 赔偿 钟汶 pc
507961 青红皂白 钟汶 qhzb
502354 唯一 钟汶 wy
513767 我还能做什么 钟汶 whnzsm
514007 因为爱所以恨 钟汶 ywasyh

CALL IN你和我



512672 指尖的星光 钟汶 zjdxg
575325 福临门 钟心 flm
575324 幸福美满 钟心 xfmm
880361 阿爸的菜园 钟兴睿 abdcy
880265 飞吧青春 钟兴睿 fbqc
880309 记得我们有约 钟兴睿 jdwmyy
880310 妈妈的手 钟兴睿 mmds
503148 I LOVE YOU 钟镇涛 ily
506403 痴心爱你 钟镇涛 cxan
562510 孤独了 钟镇涛 gdl
514542 记不记得我是谁 钟镇涛 ybydwss
507350 来不及说 钟镇涛 lbjs
568928 没有你没有喜欢 钟镇涛 mynmyxh
973249 你是个男人 钟镇涛 nsgnr
516364 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 钟镇涛 qswmynmjq
521351 让一切随风 钟镇涛 ryqsf
508716 我给的爱 钟镇涛 wgda
509408 勇敢去爱 钟镇涛 ygqa
564033 在乎 钟镇涛 zh
514067 在屋檐上跳舞 钟镇涛 zwystw
972405 早安晚安 钟镇涛 zawa
514122 祝你健康快乐 钟镇涛 znjkkl
506807 恭喜恭喜 gxgx
511430 情人的眼睛 qrdyj
516423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wdsjzynzd
973248 爸爸的话 bbdh
564613 6.57AM 仲维军 a
564778 陌生朋友 仲维军 mspy
564777 说 仲维军 s
564776 心中的心 仲维军 xzdx
564614 仲维军 qz
507381 周爱华 lskh
514236 爱在飘雪的午夜 周葆元 azpxdwy
561419 周笔畅 fl
563408 周笔畅 ib
976060 RUNNING AWAY 周笔畅 ra
572867 SEASON 周笔畅 s
565530 SILENCE 周笔畅 s
570624 爱好难 周笔畅 ahn
561429 周笔畅 ashy
561427 周笔畅 awbz
561428 周笔畅 awhst
561430 笔记 周笔畅 bj
565358 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周笔畅 bawxagpy
564440 不痛 周笔畅 bt
574158 周笔畅 djyqxyyg
565757 戴眼镜的女孩 周笔畅 dyjdnh
880502 单面镜 周笔畅 dmj

钟镇涛/林志颖
钟镇涛/章蓉舫
钟镇涛/章蓉舫
钟镇涛/钟懿

紫环-前章
老鼠开会(欣赏版)

FOREVER LOVE(欣赏版)
I BELIEVE(欣赏版)

爱是怀疑(欣赏版)
爱我别走(欣赏版)
爱我还是他(欣赏版)

大家一起喜羊羊(国)



572869 倒叙的时光 周笔畅 dxdsg
568222 毒蘑菇之慢摇 周笔畅 dmgzmy
971288 对嘴 周笔畅 dz
981221 对嘴 周笔畅 dz
562126 多么的想你 周笔畅 dmdxn
564326 呃 周笔畅 e
977897 光之翼 周笔畅 gzy
565531 号码 周笔畅 hm
971289 黑苹果 周笔畅 hpg
561455 周笔畅 hsym
561431 周笔畅 jt
561424 周笔畅 jsan
880381 恋爱料理 周笔畅 lall
561420 周笔畅 lzhd
561426 周笔畅 lxy
568288 周笔畅 yh
563409 周笔畅 m
567797 梦想在望 周笔畅 mxzw
767797 梦想在望 周笔畅 mxzw
572868 你们的爱 周笔畅 nmda
561425 周笔畅 ptpy
569119 傻瓜的天才之慢摇 周笔畅 sgdtczmy
565276 谁动了我的琴弦 周笔畅 sdlwdqx
567798 生命之光 周笔畅 smzg
767798 生命之光 周笔畅 smzg
880420 时光机与流浪者 周笔畅 sgjyllz
978048 时间都去哪儿了 周笔畅 sjdqnel
564023 天鹅 周笔畅 te
569725 天使之城 周笔畅 tszc
563473 周笔畅 t
976073 晚安的话 周笔畅 wadh
561421 周笔畅 wy
565532 喂喂 周笔畅 ww
565625 未来就是现在 周笔畅 wljsxz
563474 周笔畅 whwlyy
563325 周笔畅 xss
563326 周笔畅 xdwx
974291 星空之下 周笔畅 xkzx
569301 一周年 周笔畅 yzn
769301 一周年 周笔畅 yzn
561422 周笔畅 ywyw
576025 鱼罐头 周笔畅 ygt
970713 预感 周笔畅 yg
572870 这句话 周笔畅 zjh
564587 只剩我一个 周笔畅 zswyg
973075 周笔畅 z
516526 把爱停在你不能杀伤的距离 周冰倩 batznbnss
506196 被梦感召 周冰倩 bmgz

黑色幽默(欣赏版)
解脱(欣赏版)
就是爱你(欣赏版)

两只蝴蝶(欣赏版)
流星雨(欣赏版)
浏阳河2008
闷(欣赏版)

普通朋友(欣赏版)

天天(欣赏版)

唯一(欣赏版)

我和未来有约(欣赏版)
喜唰唰(欣赏版)
弦动我心(欣赏版)

因为有我(欣赏版)

走!



506232 别说再见 周冰倩 bszj
516234 别用冰冷的爱靠近我 周冰倩 bybldakjw
510185 不能不想你 周冰倩 bnbxn
506338 沧桑情歌 周冰倩 csqg
500161 飞 周冰倩 f
510731 还是最想你 周冰倩 hszxn
507191 今夜无眠 周冰倩 jywm
501471 哭了 周冰倩 kl
507564 美丽传说 周冰倩 mlcs
504395 梦中情 周冰倩 mzq
507838 浓情岁月 周冰倩 nqsy
513473 暖我一生的你 周冰倩 nwysdn
508098 忍耐孤独 周冰倩 rngd
515906 如果爱找错了地方 周冰倩 rgazcldf
511593 生命的珍藏 周冰倩 smdzc
508363 随波逐流 周冰倩 sbzl
505050 我好累 周冰倩 whl
512123 下一个夜晚 周冰倩 xygyw
508936 相思成豆 周冰倩 xscd
505316 小时候 周冰倩 xsh
502578 心事 周冰倩 xs
509081 心心相印 周冰倩 xxxy
512615 真的好想你 周冰倩 zdhxn
712615 真的好想你 周冰倩 zdhxn
512622 真情不会老 周冰倩 zqbhl
502970 直觉 周冰倩 zj
503066 最爱 周冰倩 za
603346 报告总司令 周柏豪 bgzsl
574157 幸福卡片 周楚霏 xfp
508798 无从说起 周翠玲 wcsq
570001 寂寞包厢 周定纬 jmbx
567702 我不会唱歌 周定纬 wbhcg
570516 远在身边 周定纬 yzsb
503950 红火火 周芳 hhh
603348 家好月圆 周芳 jhyy
504401 迷恋你 周海媚 mln
508101 日出爱情 周海媚 rcaq
514164 1234567 周华健 yesswlq
500382 LOVE HOTEL 周华健 lh
564265 TIME 周华健 t
514241 爱曾是你我唯一 周华健 acsnwwy
503262 爱的光 周华健 adg
563718 爱玫瑰 周华健 amg
563495 爱情路 周华健 aql
503310 爱相随 周华健 axs
562583 摆渡人的歌 周华健 bdrdg
510218 不愿一个人 周华健 byygr
570622 潮 周华健 c



506528 刀剑如梦 周华健 djrm
510402 等我一秒钟 周华健 dwymz
500889 动心 周华健 dx
506680 飞越迷雾 周华健 fymw
506713 风雨无阻 周华健 fywz
506725 凤阳花鼓 周华健 fyhg
506825 孤枕难眠 周华健 gznm
510608 寡妇村传奇 周华健 gfccq
503874 孩子王 周华健 hzw
507021 还要爱你 周华健 hyan
503912 好想哭 周华健 hxk
501219 花心 周华健 hx
507112 寂寞的眼 周华健 jmdy
514547 家和我一起成长 周华健 jhwyqcc
501336 健忘 周华健 jw
564052 江湖笑 周华健 jhx
507218 旧伤新痕 周华健 jsxh
514685 没有永久的爱情 周华健 myyjdaq
514729 明天我要嫁给你 周华健 mtwyjgn
507790 你说得对 周华健 nsdd
515850 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周华健 nxhdhyjg
562582 你现在还好吗 周华健 nxzhhm
513453 你在我心里面 周华健 nzwxlm
504497 女儿歌 周华健 neg
501785 怕黑 周华健 ph
501795 朋友 周华健 py
563977 拼了 周华健 pl
977675 泼墨 周华健 pm
511372 其实不想走 周华健 qsbxz
513495 亲亲我的宝贝 周华健 qqwdbb
507960 青红皂白 周华健 qhzb
501950 求婚 周华健 qh
563771 全世界的爱 周华健 qsjda
514894 让我欢喜让我忧 周华健 rwhxrwy
511521 如果我现在 周华健 rgwxz
513560 若不是因为你 周华健 rbsywn
562581 伤心的歌 周华健 sxdg
504685 上上签 周华健 ssq
504705 深呼吸 周华健 shx
514983 是不是只要有爱 周华健 sbszyya
502119 疏远 周华健 sy
508351 送你回家 周华健 snhj
504956 忘忧草 周华健 wyc
511837 温柔的瞬息 周华健 wrdsx
508690 我的情歌 周华健 wdqg
511892 我还是一样 周华健 whsyy
563269 我们不哭 周华健 wmbk
505077 我祈求 周华健 wqq



569524 我是明星 周华健 wsmx
505082 我是谁 周华健 wss
516435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周华健 wszdfcwda
511934 我试着假装 周华健 wszjz
512005 我愿意等待 周华健 wyydd
512006 我愿意去等 周华健 wyyqd
562464 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周华健 wzzqsjdwd
505124 我知道 周华健 wzd
515245 现在才说我爱你 周华健 xzcswan
505320 小天堂 周华健 xt
509034 心的方向 周华健 xdfx
564266 幸福到想哭 周华健 xfdxk
513961 要全世界的爱 周华健 yqsjda
515378 一起吃苦的幸福 周华健 yqckdxf
512422 意外的旅客 周华健 ywdlk
563891 因为我在乎 周华健 ywwzh
502774 应该 周华健 yg
512463 有故事的人 周华健 ygsdr
51678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周华健 ymyysghrn
509446 有一点怕 周华健 yydp
563270 雨人 周华健 yr
509551 再爱我吧 周华健 zawb
505623 在云端 周华健 zyd
505632 怎么了 周华健 zml
509653 真心相恋 周华健 zxxl
502990 终于 周华健 zy
503058 自责 周华健 zz
509833 最真的梦 周华健 zzdm
563890 做了错了 周华健 zlcl
507881 萍水相逢 psxf
504922 痛苦过 tkg
511738 天下有情人 txyqr
566541 分岔路口 周惠 fclk
506001 爱你多年 周慧敏 andn
706001 爱你多年 周慧敏 andn
500555 保护 周慧敏 bh
700555 保护 周慧敏 bh
506428 处处留情 周慧敏 cclq
706428 处处留情 周慧敏 cclq
514345 从情人变成朋友 周慧敏 cqrbcpy
714345 从情人变成朋友 周慧敏 cqrbcpy
501039 感激 周慧敏 gj
701039 感激 周慧敏 gj
510868 尽在不言中 周慧敏 jzbyz
710868 尽在不言中 周慧敏 jzbyz
570816 近情情怯 周慧敏 jqqq
978249 咖啡在等一个人 周慧敏 kfzdygr
510930 看着我的眼 周慧敏 kzwdy

周华健/陈淑桦
周华健/莫文蔚
周华健/齐豫



710930 看着我的眼 周慧敏 kzwdy
514631 离开忧郁的习惯 周慧敏 lkyldxg
714631 离开忧郁的习惯 周慧敏 lkyydxg
514676 没有人傻得像我 周慧敏 myrsdxw
714676 没有人傻得像我 周慧敏 myrsdxw
515819 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周慧敏 ndwsrzdm
715819 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周慧敏 ndwsrzdm
502085 时间 周慧敏 sj
702085 时间 周慧敏 sj
509070 心事重重 周慧敏 xscc
709070 心事重重 周慧敏 xszz
516126 一颗心只能爱一回 周慧敏 ykxznayh
512774 最美的泪水 周慧敏 zmdls
712774 最美的泪水 周慧敏 zmdls
501593 流言 ly
702961 知己 zj
562040 知已 zy
500282 ANGEL FACE 周蕙 af
566818 DARLING 周蕙 d
500044 FOREVER 周蕙 f
503139 HOLD ME TIGHT 周蕙 hmt
509940 爱过不伤心 周蕙 agbsx
562045 爱情无关是非 周蕙 aqwgsf
510087 八月的月亮 周蕙 bydyl
510135 别对我太好 周蕙 bdwth
710135 别对我太好 周蕙 bdwth
500626 不哭 周蕙 bk
512970 不想让你知道 周蕙 bxrnzd
503510 叉烧包 周蕙 csb
564695 赤裸 周蕙 cl
503596 打喷嚏 周蕙 dpt
510404 等着你回来 周蕙 dznhl
977638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周蕙 djdtblky
978250 飞翔的丝带 周蕙 fxdsd
500985 分手 周蕙 fs
500998 风铃 周蕙 fl
566065 该忘了你对不对 周蕙 gwlndbd
510565 给我一个吻 周蕙 gwygw
513167 好想好好爱你 周蕙 hxhhan
501231 话题 周蕙 ht
501249 换季 周蕙 hj
507079 魂萦旧梦 周蕙 hyjm
507110 寂寞城市 周蕙 jmcs
501366 解释 周蕙 js
510849 今宵多珍重 周蕙 jxdzz
562046 空白 周蕙 kb
501577 了了 周蕙 ll
501594 流域 周蕙 ly

周慧敏/林隆璇
周慧敏/邰正宵
周慧敏/邰正宵



504350 没有你 周蕙 myn
504397 梦中人 周蕙 mzr
507630 迷惘的爱 周蕙 mwda
516330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周蕙 nrbgrnrll
507813 你真美丽 周蕙 nzml
511434 情人的眼泪 周蕙 qrdyl
501944 秋夜 周蕙 qy
511513 如果没有你 周蕙 rgmyn
508275 事到如今 周蕙 sdrj
562044 收藏 周蕙 sc
571894 守护者 周蕙 shz
502138 瞬间 周蕙 sj
513642 说不出的快活 周蕙 sbcdkh
511673 思念的翅膀 周蕙 sndcb
502179 太茫 周蕙 tm
508413 讨厌自己 周蕙 tyzj
502211 体温 周蕙 tw
502216 替身 周蕙 ts
502253 甜心 周蕙 tx
508526 偷偷摸摸 周蕙 tmm
502332 忘记 周蕙 wj
502364 温度 周蕙 wd
505017 我爱你 周蕙 wan
571706 我很快乐 周蕙 whkl
502396 我看 周蕙 wk
977231 我看见的世界 周蕙 wkjdsj
505090 我喜欢 周蕙 wxh
511982 我要你的爱 周蕙 wynda
508941 相思河畔 周蕙 xshp
513880 想你一遍一遍 周蕙 xnybyb
567509 向日葵 周蕙 xrk
502572 心恋 周蕙 xl
509078 心跳感觉 周蕙 xtgj
566879 学会 周蕙 xh
509332 依然想你 周蕙 yrxn
502839 预言 周蕙 yy
502865 约定 周蕙 yd
512647 只能做朋友 周蕙 znzpy
572012 周蕙 周蕙 zh
603146 周蕙 周蕙 zh
566501 最爱 周蕙 za
970336 MINE MINE 周杰伦 mm
970477 Mine Mine 周杰伦 mm
981248 爱情废柴 周杰伦 aqfc
506050 爱情悬崖 周杰伦 aqxy
706050 爱情悬崖 周杰伦 aqxy
566580 爱我别走 周杰伦 awbz
510071 爱在西元前 周杰伦 azxyq



500513 安静 周杰伦 aj
500519 暗号 周杰伦 ah
510102 爸我回来了 周杰伦 bwhll
564863 白色风车 周杰伦 bsfc
506153 半岛铁盒 周杰伦 bdth
503374 半兽人 周杰伦 bsr
564862 本草纲目 周杰伦 bcgm
566621 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 bnsdmm
567703 彩虹 周杰伦 ch
970337 超跑女神 周杰伦 cpns
970484 超跑女神 周杰伦 cpns
575503 超人不会飞 周杰伦 crbhf
568131 扯 周杰伦 c
981245 床边故事 周杰伦 cbgs
973196 大笨钟 周杰伦 dbz
564537 大头贴 周杰伦 dt
570002 稻香 周杰伦 dx
503701 东风破 周杰伦 dfp
500895 斗牛 周杰伦 dn
506610 断了的弦 周杰伦 dldx
503726 对不起 周杰伦 dbq
703726 对不起 周杰伦 dbq
561685 发如雪 周杰伦 frx
510500 反方向的钟 周杰伦 fxdz
500982 分裂 周杰伦 fl
562401 枫 周杰伦 f
981244 告白气球 周杰伦 gbqq
501063 搁浅 周杰伦 gq
57000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周杰伦 gwysgdsj
973195 公公偏头痛 周杰伦 ggpt
970338 公主病 周杰伦 gzb
970480 公主病 周杰伦 gzb
501113 轨迹 周杰伦 gj
576024 好久不见 周杰伦 hjbj
562402 黑色毛衣 周杰伦 hsmy
506937 黑色幽默 周杰伦 hsym
973092 红尘客栈 周杰伦 hckz
565005 红模仿 周杰伦 hmf
570623 花海 周杰伦 hh
565400 黄金甲 周杰伦 hjj
507048 回到过去 周杰伦 hdgq
562669 霍元甲 周杰伦 hyj
575502 伽蓝雨 周杰伦 gly
504072 简单爱 周杰伦 jda
501340 将军 周杰伦 jj
501377 借口 周杰伦 jk
970339 惊叹号 周杰伦 jth
970481 惊叹号 周杰伦 jth



565006 菊花台 周杰伦 jht
507252 开不了口 周杰伦 kblk
507276 可爱女人 周杰伦 kanr
575722 跨时代 周杰伦 ksd
507342 困兽之斗 周杰伦 kszd
570079 兰亭序 周杰伦 ltx
770079 兰亭序 周杰伦 ltx
562667 蓝色风暴 周杰伦 lsfb
562153 浪漫手机 周杰伦 lmsj
501536 周杰伦 lk
971353 疗伤烧肉粽 周杰伦 lssrz
504286 龙卷风 周杰伦 ljf
501602 龙拳 周杰伦 lq
571201 龙战骑士 周杰伦 lzqs
507492 乱舞春秋 周杰伦 lwcq
970486 麦焌玮 周杰伦 mqw
970335 麦玮 周杰伦 mw
562201 麦芽糖 周杰伦 myt
974416 梦想启动 周杰伦 mxqd
565399 迷迭香 周杰伦 mdx
970340 迷魂曲 周杰伦 mhq
970485 迷魂曲 周杰伦 mhq
513375 米兰的小铁匠 周杰伦 mldxtj
572218 秘密花园 周杰伦 mmhy
603147 秘密花园 周杰伦 mmhy
575719 免费教学录影带 周杰伦 mfxlyd
973223 明明就 周杰伦 mmj
570286 魔术先生 周杰伦 msxs
513410 你比从前快乐 周杰伦 nbcqkl
970341 你好吗 周杰伦 nhm
970479 你好吗 周杰伦 nhm
507794 你听得到 周杰伦 ntdd
516651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周杰伦 nzmlhdsbq
716651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周杰伦 nzmlhdsbq
562668 逆鳞 周杰伦 nl
501757 娘子 周杰伦 nz
567704 牛仔很忙 周杰伦 nzhm
501777 懦夫 周杰伦 nf
701777 懦夫 周杰伦 nf
970342 皮影戏 周杰伦 pyx
970483 皮影戏 周杰伦 pyx
560093 飘移 周杰伦 py
568705 蒲公英的约定 周杰伦 pgydyd
504558 七里香 周杰伦 qlx
569054 千山万水 周杰伦 qsws
769054 千山万水 周杰伦 qsws
981239 前世情人 周杰伦 qsqr
568450 呛 周杰伦 q

离开(欣赏版)



570285 乔克叔叔 周杰伦 qkss
972380 琴伤 周杰伦 qs
567981 青花瓷 周杰伦 qhc
501928 晴天 周杰伦 qt
501984 忍者 周杰伦 rz
508126 三年二班 周杰伦 sneb
513587 上海一九四三 周杰伦 shyjss
571318 时光机 周杰伦 sgj
508271 世界末日 周杰伦 sjmr
970478 世界未末日 周杰伦 sjwmr
980722 手写的从前 周杰伦 sxdcq
977207 手语 周杰伦 sy
502124 双刀 周杰伦 sd
504759 双截棍 周杰伦 sjg
970344 水手怕水 周杰伦 ssps
970482 水手怕水 周杰伦 ssps
570004 说好的幸福呢 周杰伦 shdxfn
575721 说了再见 周杰伦 slzj
981246 说走就走 周杰伦 szjz
562080 四面楚歌 周杰伦 smcg
980768 算什么男人 周杰伦 ssmnr
507168 她的睫毛 周杰伦 tdjm
502205 梯田 周杰伦 t
702205 梯田 周杰伦 t
568704 甜甜的 周杰伦 td
980891 听见下雨的声音 周杰伦 tjxydsy
564927 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 tmmdh
511752 同一种调调 周杰伦 tyzdd
711752 同一种调调 周杰伦 tyzt
981241 土耳其冰淇淋 周杰伦 teqbql
565007 退后 周杰伦 th
560504 瓦解 周杰伦 wj
502304 外婆 周杰伦 wp
508544 完美主义 周杰伦 wmzy
508583 威廉古堡 周杰伦 wlgb
502389 蜗牛 周杰伦 wn
567873 我不配 周杰伦 wbp
508682 我的地盘 周杰伦 wddp
971462 我落泪情绪零碎 周杰伦 wllqxls
973839 乌克丽丽 周杰伦 wkll
568703 无双 周杰伦 ws
502464 献世 周杰伦 xs
979897 鞋子特大号 周杰伦 xztdh
565398 心雨 周杰伦 xy
502614 星晴 周杰伦 xq
576391 烟花易冷 周杰伦 yhyl
567874 阳光宅男 周杰伦 ygzn
512334 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 yypdc



564694 夜的第七章 周杰伦 yddqz
764694 夜的第七章 周杰伦 yddqz
561686 夜曲 周杰伦 yq
981240 一点点 周杰伦 ydd
561329 一路向北 周杰伦 ylxb
509330 伊斯坦堡 周杰伦 ystb
509343 以父之名 周杰伦 yfzm
709343 以父之名 周杰伦 yfzm
514009 印地安老斑鸠 周杰伦 ydalbj
575723 雨下一整晚 周杰伦 yxyzw
505584 园游会 周杰伦 yyh
509684 止战之殇 周杰伦 zzzs
568451 周大侠 周杰伦 zdx
575720 自导自演 周杰伦 zdzy
568132 最长的电影 周杰伦 zcddy
512758 最后的战役 周杰伦 zhdzy
901984 爱的飞行日记 adfhrj
570815 边防星 周京 bfx
507486 绿色的梦 周婧 lsdm
509880 MA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周俊伟 mcily
505833 NEW KID IN TOWN 周俊伟 nkit
509976 爱千真万确 周俊伟 aqzwq
516522 爱为何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周俊伟 awhbdgwmy
510145 别人都在传 周俊伟 brdzc
510224 不作单身汉 周俊伟 bzdsh
510313 从前我不会 周俊伟 cqwbh
710313 从前我不会 周俊伟 cqwbh
503635 大头贴 周俊伟 dt
503645 大雨伞 周俊伟 dys
500938 发呆 周俊伟 fd
506720 疯言疯语 周俊伟 fyfy
515706 孤独是容易传染的 周俊伟 gdsrycrd
513148 过了期的回忆 周俊伟 glqdhy
501401 镜子 周俊伟 jz
504258 了不起 周俊伟 lbq
511355 疲倦到极点 周俊伟 pjdjd
507932 抢救爱情 周俊伟 qjaq
502183 太阳 周俊伟 ty
505011 我爱你 周俊伟 wan
505022 我不服 周俊伟 wbf
512772 最冷的季节 周俊伟 zldjj
573108 花心菠萝蜜 周磊 hxblm
562037 爱作战 周丽琪 azz
503894 好孩子 周亮 hhz
507446 亮亮日记 周亮 llrj
514792 你那里下雪了吗 周亮 nnlxxlm
714792 你那里下雪了吗 周亮 nnlxxlm
515870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周亮 nhdxsnbc

周杰伦/杨瑞代



502340 望月 周亮 wy
560503 永恒的默契 周亮 yhdmq
514157 最远最近的你 周亮 zyzjdn
510101 爸爸的村庄 bbdcz
504419 茉莉花 周灵燕 mlh
513643 说不尽的乡情 周灵燕 sbjdxq
506651 法场祭夫 周美娇 fcjf
515597 爱了恨了笑了疼了 周敏萱 alhlzltl
514745 那个春天来看你 周敏萱 ngctlkn
572607 周明辉 ydy
573106 浪漫爱情 周明辉 lmaq
573105 你怎么又会知道 周明辉 nzmyhzd
573107 痛 周明辉 t
572608 我好累 周明辉 whl
572958 想你牵挂你 周明辉 xnqgn
503703 咚巴拉 周鹏 dbl
571934 封神榜 周鹏 fsb
511707 天安门广场 周鹏 tamgc
505283 小狐仙 周鹏 xhx
571933 一场美梦 周鹏 ycmm
514078 摘颗星星给我 周鹏 zkxxgw
505748 自己美 周鹏 zjm
514462 歌儿唱给俺家乡 周琦 gecgajx
572604 巴山背二哥 周强 bsbeg
603350 巴山背二哥 周强 bsbeg
572606 草原之夜 周强 cyzy
572605 当兵图个啥 周强 dbtgs
572758 黄河原本并不黄 周强 hhybbbh
603351 黄河原本并不黄 周强 hhybbbh
572756 每当我回到故乡 周强 mdwhdgx
603352 每当我回到故乡 周强 mdwhdgx
572757 美丽的阿依河 周强 mldayh
603353 美丽的阿依河 周强 mldayh
572957 让生命之舟远航 周强 rsmzzyh
572955 拾彩贝 周强 scb
572956 石工号子 周强 sghz
573104 在那遥远的地方 周强 znyyddf
981518 大鱼 周深 dy
501051 感谢 周爽 gx
971576 S.N.G 周汤豪 s
981498 TURN UP 周汤豪 tu
880382 wake up 周汤豪 wu
880422 爱疯 周汤豪 af
880421 附心汉 周汤豪 fxh
974794 麻吉麻吉 周汤豪 mjmj
880263 骂醒我 周汤豪 mxw
971577 内伤 周汤豪 ns
981497 帅到分手 周汤豪 sdfs

周亮/小曾

2月14的夜



971354 亿万分之一的机率 周汤豪 ywfzydjl
971578 这是你的歌 周汤豪 zsndg
507510 马路情歌 mlqg
574332 三国杀 周铁男 sgs
769815 地球人都知道我爱你 周桐同 dqrdzdwan
572067 花落谁家 周桐同 hlsj
603149 花落谁家 周桐同 hlsj
572759 寂静海 周桐同 jjh
572066 玫瑰花开 周桐同 mghk
603150 玫瑰花开 周桐同 mghk
572065 梦中的卓玛 周桐同 mzdzm
603151 梦中的卓玛 周桐同 mzdzm
976731 错过你的人 周韦杰 cgndr
974973 披搏彩 周韦杰 pbc
974974 若不是太爱你 周韦杰 rbstan
975018 我想你 周韦杰 wxn
974900 找出路 周享嘉 zcl
976261 叮叮的声音 周小君 dddsy
504841 梭罗河 周小曼 slh
975977 EVERYTHING I DO 周晓鸥 eid
974466 无地自容 周晓鸥 wdzr
978002 无地自容 周晓鸥 wdzr
974467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周晓鹏 wqdywqdn
981499 你好不好 周兴哲 nhbh
978274 以后别做朋友 周兴哲 yhbzpy
981500 以后别做朋友 周兴哲 yhbzpy
412806 鹿鼎记 周星驰 ldj
204905 周星驰 ygbha
506072 爱神的箭 周璇 asdj
506251 不变的心 周璇 bbdx
503495 采槟榔 周璇 cbl
500683 嫦娥 周璇 ce
510284 初一到十五 周璇 cydsw
503554 处处吻 周璇 ccw
506718 疯狂世界 周璇 fsj
503819 高岗上 周璇 ggs
506785 歌女之歌 周璇 gnzg
510654 何日君再来 周璇 hrjzl
506995 花外流莺 周璇 hwly
510709 花样的年华 周璇 hydnh
510743 黄叶舞秋风 周璇 hywqf
501342 交换 周璇 jh
504091 街头月 周璇 jty
501446 拷红 周璇 kh
507662 莫负青春 周璇 mfqc
504813 四季歌 周璇 sjg
502165 周璇 sj
504830 周璇 szq

周涛/冯巩

月光宝盒a

送君(欣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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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409 桃李春风 周璇 tlcf
508836 五月的风 周璇 wydf
509121 星心相印 周璇 xxxy
505472 夜上海 周璇 ysh
512449 永远的微笑 周璇 yydwx
505574 渔家女 周璇 yjn
509536 月圆花好 周璇 yyhh
505675 真善美 周璇 zsm
573774 爱恨恢恢 周迅 ahhh
567058 伴侣 周迅 bl
500719 翅膀 周迅 cb
570817 窗外 周迅 cw
500774 春天 周迅 ct
503572 从明天 周迅 cmt
506508 带我走吧 周迅 dwzb
501077 篝火 周迅 gh
507085 活的色彩 周迅 hdsc
504046 吉普赛 周迅 jps
510844 今天星期几 周迅 jtxqj
501381 今晚 周迅 jw
501439 看海 周迅 kh
507302 苦了两人 周迅 kllr
500202 绿 周迅 l
501805 飘摇 周迅 py
513598 身未动心已远 周迅 swdxyy
562670 外面 周迅 wm
502412 无奈 周迅 wn
509135 幸福花园 周迅 xfhy
574160 走马看黄花 周迅 zmkhh
567705 嬉爱 周雅芳 a
603152 梨花满天开 周彦宏 lhmtk
506068 爱上爱情 周艳泓 asaq
503323 爱之旅 周艳泓 azl
703323 爱之旅 周艳泓 azl
974087 白骨精写给孙悟空的信 周艳泓 bgjxgswkd
512928 北京的金山上 周艳泓 bjdjss
974313 唱春 周艳泓 cc
506444 春暖花开 周艳泓 cnhk
515655 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周艳泓 daqjgdsh
501070 给爱 周艳泓 ga
570625 梨花满天开 周艳泓 lhmtk
515766 黎明不要把我唤醒 周艳泓 lmbybwhx
501624 妈妈 周艳泓 mm
513438 你是我的阳光 周艳泓 nswdyg
507938 亲爱的你 周艳泓 qadn
569424 让全世界都看到 周艳泓 rqsjdkd
576026 谁是下一个哥 周艳泓 ssxygg
516087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周艳泓 xrzhydmg



515321 烟花三月下江南 周艳泓 yhsyxjn
573109 要嫁就嫁灰太狼 周艳泓 yjjjhtl
952764 要嫁就嫁灰太狼 周艳泓 yjjjhtl
509335 依呀来欧 周艳泓 yylo
509420 油菜花开 周艳泓 ychk
709420 油菜花开 周艳泓 ychk
512491 又见茉莉花 周艳泓 yjmlh
515516 只等你的哥哥到 周艳泓 zdndggd
503035 桌子 周艳泓 zz
503033 卓玛 周艳泓 zm
502480 相信 xx
972425 啊你呀谁哟 周逸涵 anysy
972427 慢动作 周逸涵 mdz
972429 柠檬草戒指 周逸涵 nmcjz
972426 周逸涵 swtl
880901 糖 周逸涵 t
972428 我是棉花糖 周逸涵 wsmht
880902 幸福台阶 周逸涵 xftj
515594 周治平 mnywnlq
503195 ON THE RADIO 周治平 otr
500165 焚 周治平 f
506990 花开花谢 周治平 hkhx
514689 玫瑰花瓣的信笺 周治平 mghbdxj
516327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周治平 nycfhxyds
507962 青梅竹马 周治平 qmzm
508355 苏三起解 周治平 ssqj
508372 岁月的歌 周治平 sydg
508550 晚安吾爱 周治平 wawa
516710 周治平 wbxylzyjb
500274 筝 周治平 z
972827 you should try 周传雄 yst
974972 打扰爱情 周传雄 draq
972991 很快就要离开 周传雄 hkjylk
973004 拒绝 周传雄 jj
972976 离开昨天 周传雄 lkzt
979339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周传雄 ymyysghrn
567174 回头一次心痛一次 周子寒 htycxtyc
567175 天使在夜里哭 周子寒 tszylk
562039 听说你离开他 周子寒 tsnlkt
504993 吻和泪 周子寒 whl
562038 勿忘我 周子寒 www
509077 心疼自己 周子寒 xtzj
502920 折磨 周子寒 zmm
571626 爱了累了 周子零 alll
571780 我在深圳等你 周子零 wzszdn
567894 朱安禹 mdwqfx
562050 朱安禹 pg
568073 SHAKE YOUR BOBY 朱安禹 syb

周艳泓/游鸿明

思味特love

MR.LEE你要往那里去

我把心遗落在1989

MOMO带我去飞翔
PIZZA歌



567895 东摸摸西摸摸 朱安禹 dmmxmm
568074 乖乖 朱安禹 gg
568075 毛毛 朱安禹 mm
513482 平安夜狂想曲 朱安禹 paykxq
561031 神奇钥匙 朱安禹 sqyc
562051 世界真奇妙 朱安禹 sjzqm
561030 水蜜桃声明 朱安禹 smtsm
562053 桃太郎 朱安禹 tl
562052 小小水蜜桃 朱安禹 xxsmt
505715 珠簾寨 朱宝光 zlz
973082 给我一首歌 朱丹 gwysg
974357 你现在过得怎样 朱丹 nxzgdzy
503796 父子兵 朱豆豆 fzb
880876 放开你的手 朱峰 fnds
510863 金梭和银梭 朱逢博 jshys
515014 四化花开幸福来 朱逢博 shhkxfl
574715 坎站 朱海君 kz
971375 为君愁 朱海君 wjc
971376 愈做愈绝 朱海君 yzyj
971378 追幸福 朱海君 zxf
971377 最后的情人 朱海君 zhdqr
515600 爱你还是不该爱你 朱含芳 anhsbgan
506621 敦煌之恋 朱含芳 dhzl
504175 快一点 朱含芳 kyd
507998 情人眼里 朱含芳 qryl
505056 我和你 朱含芳 whn
880033 好人卡 朱浩仁 hrk
575536 舞功 朱浩仁 wg
563226 芒花 朱虹 mh
511159 梦中的风铃 朱虹 mzdfl
513897 小城有一支歌 朱虹 xcyyzg
500595 别离 朱桦 bl
510537 凤凰与蝴蝶 朱桦 fhyhd
510704 花间的露珠 朱桦 hjdlz
976130 回家 朱桦 hj
513218 假如还有来世 朱桦 jrhyls
501517 泪滴 朱桦 ld
513314 恋着你的影子 朱桦 lzndyz
713314 恋着你的影子 朱桦 lzndyz
507592 梦的翅膀 朱桦 mdcb
707592 梦的翅膀 朱桦 mdcb
508017 情缘不了 朱桦 qybl
516662 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 朱桦 qnbyzdwsa
716662 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 朱桦 qnbyzdwsa
502008 如愿 朱桦 ry
502265 听吧 朱桦 tb
702265 听吧 朱桦 tb
513807 我想不起来啦 朱桦 wxbqll



508786 我怎么了 朱桦 wzml
513985 一日情梦十年 朱桦 yrqmsn
713985 一日情梦十年 朱桦 yrqmsn
514115 只要曾经拥有 朱桦 zycjyy
506784 歌剧魅影 gjmy
571671 分手后就别再想起我 朱凯旗 fshjbzxqw
572999 你对我说这次真的要走 朱凯旗 ndwszczdy
974417 存在的力量 朱俐静 czdll
976553 愧 朱俐静 k
976078 相爱的模样 朱俐静 xadmy
974428 一千万次的泪水 朱俐静 yqwcdls
976224 KISS ME 朱俪静 km
573811 回忆从前 朱立峰 hycq
503342 白发吟 朱明瑛 bfy
575790 娜就是我 朱娜 njsw
570473 爱的力量 朱文 adll
570471 彩虹 朱文 ch
570474 脆弱的心 朱文 crdx
570472 梦中的天堂 朱文 mzdt
574712 我不做被爱伤害的人 朱文 wbzbashdr
570470 乡音铿锵 朱文 xykq
574713 用爱把你灌醉 朱文 yabngz
576442 放手去爱一回 朱咸甜 fsqayh
568582 妈妈的宝贝 朱小山 mmdbb
516419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朱晓红 wbznsbdsh
510708 花仙子之歌 朱晓琳 hxzzg
504384 梦江南 朱晓琳 mjn
510377 当你是朋友 dnspy
573160 爱到不再爱 朱妍 adbza
573165 风中飘落相思雨 朱妍 fzplxsy
573162 花开花落 朱妍 hkhl
573155 你的眼神骗不了我 朱妍 ndyspblw
573156 千里共婵娟 朱妍 qlgcj
573163 谁也不欠谁 朱妍 sybqs
573164 踏雪寻梅 朱妍 txxm
573159 我随彩蝶翩翩飞 朱妍 wscdppf
573157 小花猫 朱妍 xhm
573158 小鸟依人 朱妍 xnyr
575186 一生的思念 朱妍 ysdsn
573161 真的很难忘记你 朱妍 zdhnwjn
562055 爱上瘾 朱茵 as
500860 地震 朱茵 dz
574368 举手不回 朱茵 jsbh
505198 洗衣机 朱茵 xyj
603354 我的青春谁作主 朱雨辰 wdqcszz
901802 江湖英雄 朱跃明 jhyx
503235 阿姐鼓 朱哲琴 ajg
566950 一首歌 朱哲琴 ysg

朱桦/费翔

朱孝天/吴建豪



573000 四季 朱珠 sj
575187 那一世 朱子岩 nys
971734 桃花奇缘 朱梓骁 thqy
575188 想念的歌 朱梓骁 xndg
571721 我爱你很多 朱紫娆 wanhd
973842 观自在 猪哥亮 gzz
973841 你永远是我的最爱 猪哥亮 nyyswdza
513177 猪头皮 hxdywo
560214 我相信 猪头皮 wxx
560213 想念你的心情 猪头皮 xnndxq
880886 执子之手 珠宁 zzzs
501057 告解 祝钒刚 gj
507166 她不是你 祝钒刚 tbsn
974541 内脸 祝兰兰 nl
974542 我很想他 祝兰兰 whxt
974540 以播出为准 祝兰兰 ybcwz
975982 以播出为准 祝兰兰 ybcwz
514209 爱你是这样的苦 庄立帆 anszydk
563573 庄立帆 txdymp
571635 放声大哭 庄妮 fsdk
572976 我相信 庄妮 wxx
976329 梦知道 庄伟斌 mzd
978092 爱囚 庄心妍 aq
978088 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 庄心妍 byzwdsksy
977719 错爱 庄心妍 ca
979340 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 庄心妍 lgrdhyygr
979341 热恋过后 庄心妍 rlgh
977278 他说的谎 庄心妍 tsdh
977720 为情所伤 庄心妍 wqss
978091 幸福离我好远 庄心妍 xflwhy
975948 一万个舍不得 庄心妍 ywgsbd
978087 一万个舍不得 庄心妍 ywgsbd
978435 一万个舍不得 庄心妍 ywgsbd
978468 一直想着他 庄心妍 yzxzt
978089 以后的以后 庄心妍 yhdyh
978093 真的不容易 庄心妍 zdbry
981496 走着走着就散了 庄心妍 zzzzjsl
603355 爱过不留痕迹 庄学忠 agblhj
603356 不要分离 庄学忠 byfl
510210 不要抛弃我 庄学忠 bypqw
512989 财神爷你真好 庄学忠 csynzh
503511 叉烧包 庄学忠 csb
510268 成功属于你 庄学忠 cgsyn
503648 大醉侠 庄学忠 dzx
506624 多看一眼 庄学忠 dkyy
603357 奉献 庄学忠 fx
513119 告诉她我爱她 庄学忠 gstwat
506806 恭喜发财 庄学忠 gxfc

和谐的夜晚OAA

天下第一媒婆(无原唱)



501079 孤船 庄学忠 gc
603358 故乡的云 庄学忠 gxdy
603359 还说什么 庄学忠 hssm
510665 河山万里情 庄学忠 hswlq
510717 欢迎新年到 庄学忠 hyxnd
603360 酒后的心声 庄学忠 jhdxs
603361 看到别人牵你的手 庄学忠 kdbrqnds
507275 可爱的马 庄学忠 kadm
513279 可怜的落魄人 庄学忠 kldlpr
507286 空留回忆 庄学忠 klhy
603362 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庄学忠 lldtlldh
510988 浪子的眼泪 庄学忠 lzdyl
603363 浪子回头 庄学忠 lzht
511155 梦醒不了情 庄学忠 mxblq
504423 莫言醉 庄学忠 myz
603364 你为什么 庄学忠 nwsm
603365 你要相信我 庄学忠 nyxxw
603366 盼你回航 庄学忠 pnhh
507967 青山绿水 庄学忠 qsls
603367 情难忘 庄学忠 qnw
603368 请你记着我的爱 庄学忠 qnjzwda
511543 山地多情花 庄学忠 sddqh
603369 舍不得 庄学忠 sbd
514997 谁能禁止我的爱 庄学忠 snjzwda
603370 谁人会了解 庄学忠 srhlj
511582 深深的恋情 庄学忠 ssdlq
603371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庄学忠 wsjswdaw
603372 为我珍重 庄学忠 wwzz
603373 未完成的恋曲 庄学忠 wwcdlq
505024 我不管 庄学忠 wbg
603374 我希望我希望 庄学忠 wxwwxw
603375 夕阳西沉 庄学忠 xyxc
603376 惜别的海岸 庄学忠 xbdha
505206 喜相逢 庄学忠 xxf
505234 想当年 庄学忠 xdn
603377 小河弯弯 庄学忠 xhww
603378 心爱的是你 庄学忠 xadsn
512378 一曲寄知音 庄学忠 yqjzy
603379 一生只有你 庄学忠 yszyn
603380 意难忘 庄学忠 ynw
603381 月亮不下山 庄学忠 ylbxs
571859 我们是天使 庄莹 wmsts
571636 星光灿烂 庄莹 xgcl
571860 萤火虫 庄莹 yhc
576049 为爱守候 庄之影 wash
514349 打是疼你骂是爱 dstnmsa
508386 踏车小唱 tcxc
509223 一棒成名 追风少年 ybcm

壮学忠/佚名
壮学忠/佚名



575712 白色帆布鞋 卓定涛 bsfbx
512411 伊玛亚吉松 卓玛 ymyjs
971285 反叛 卓文宣 fp
567170 C.P.Z 卓文萱 c
569245 卓文萱 lllaqmm
565472 SUPER NO.1 卓文萱 sn
570281 爱的城堡 卓文萱 adcb
970829 爱了没 卓文萱 alm
567868 被你爱过我很快乐 卓文萱 bnagwhkl
970827 不要不要 卓文萱 byby
570746 超级喜欢 卓文萱 cjxh
565473 冬天的桔子 卓文萱 dtdjz
570515 独家快乐 卓文萱 djkl
568377 读心术 卓文萱 dxs
565194 对你的爱 卓文萱 dnda
573767 疯了疯了 卓文萱 flfl
970828 够了 卓文萱 gl
568789 忍心 卓文萱 rx
567774 手心 卓文萱 sx
567867 甜甜圈 卓文萱 tq
974912 哇哇叫 卓文萱 wwj
512013 我怎么知道 卓文萱 wzmzd
563736 我做不到 卓文萱 wzbd
571317 下个幸福 卓文萱 xgxf
560477 香草恋人 卓文萱 xclr
502497 想家 卓文萱 xj
567866 小脾气 卓文萱 xpq
565087 幸福调味 卓文萱 xfdw
567605 幸福氧气 卓文萱 xfyq
571316 一个人勇敢 卓文萱 ygryg
570280 一句话 卓文萱 yjh
573373 一秒也好 卓文萱 ymyh
569246 永不消失的彩虹 卓文萱 ybxsdch
560476 有星星的夜 卓文萱 yxxdy
573374 在你身边 卓文萱 znsb
515480 怎么知道你爱我 卓文萱 zmzdnaw
573098 真相大白 卓文萱 zxdb
509898 阿里山姑娘 卓依婷 alsgn
505904 爱的奉献 卓依婷 adfx
705904 爱的奉献 卓依婷 adfx
514187 爱的路上我和你 卓依婷 adlswhn
514193 爱江山更爱美人 卓依婷 ajsgamr
509972 爱你一万年 卓依婷 anywn
506041 爱情神话 卓依婷 aqsh
500495 爱人 卓依婷 ar
51621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卓依婷 asygbhjdr
71621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卓依婷 asygbhjdr
570801 卓依婷 abxhhhxc

LA LA LA爱情密码

敖包相会+黄昏小唱



514249 把爱埋藏在心窝 卓依婷 bamczxw
506146 百花齐放 卓依婷 bhqf
706146 百花齐放 卓依婷 bhqf
500541 拜年 卓依婷 bn
512934 碧兰村的姑娘 卓依婷 blcdgn
506239 冰糖葫芦 卓依婷 bthl
506243 捕风捉影 卓依婷 bfzy
506325 擦干眼泪 卓依婷 cgyl
509586 曾经心疼 卓依婷 cjxt
506363 茶山情歌 卓依婷 csqg
500680 偿还 卓依婷 ch
503523 长相依 卓依婷 cxy
506386 潮湿的心 卓依婷 csdx
510267 成功靠自己 卓依婷 cgkzj
506407 迟来的爱 卓依婷 clda
506424 出水芙蓉 卓依婷 csfr
500747 杵歌 卓依婷 cg
506433 串串珠儿 卓依婷 ccze
503565 春之晨 卓依婷 czc
513017 从来都不知道 卓依婷 cldbzd
510320 打渔的儿郎 卓依婷 dydel
571024 大地回春满庭芳 卓依婷 ddhcmtf
506493 大家恭喜 卓依婷 djgx
571023 大团圆 卓依婷 dty
510351 待嫁女儿心 卓依婷 djnex
710351 待嫁女儿心 卓依婷 djnex
510401 等你一万年 卓依婷 dnywn
510408 第二道彩虹 卓依婷 dedch
510414 第一次失恋 卓依婷 dycsl
506574 电话情思 卓依婷 dhqs
514394 蝶儿蝶儿满天飞 卓依婷 dedemtf
503708 都依你 卓依婷 dyn
503716 独角戏 卓依婷 djx
503712 读书郎 卓依婷 dsl
570803 卓依婷 djhyzxt
503719 杜十娘 卓依婷 dsn
514415 多少柔情多少泪 卓依婷 dsrqdsl
575711 芳草无情 卓依婷 fcwq
510505 放开一点点 卓依婷 fydd
500969 飞天 卓依婷 ft
500992 芬芳 卓依婷 f
513101 风含情水含笑 卓依婷 fhqshx
510530 风中的承诺 卓依婷 fzdcn
515695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卓依婷 fzydyzdy
570797 凤凰于飞 卓依婷 fhyf
501013 奉献 卓依婷 fx
701013 奉献 卓依婷 fx
503813 橄榄树 卓依婷 gls

杜鹃花+扬州小调



506804 恭喜发财 卓依婷 gxfc
506824 孤儿乐园 卓依婷 gely
513141 故事里的故事 卓依婷 gsldgs
513153 过新年最高兴 卓依婷 gxnzgx
501141 海韵 卓依婷 hy
571025 好春天 卓依婷 hct
503891 好姑娘 卓依婷 hgn
513165 好人一生平安 卓依婷 hryspa
713165 好人一生平安 卓依婷 hryspa
503924 贺新年 卓依婷 hxn
567794 红雨 卓依婷 hy
514518 花儿娇媚蝶儿采 卓依婷 hejmdec
501220 花心 卓依婷 hx
507003 花月良宵 卓依婷 hylx
504005 坏一点 卓依婷 hyd
510715 欢喜过新年 卓依婷 hxgxn
504030 回娘家 卓依婷 hnj
704030 回娘家 卓依婷 hnj
510756 回首情难了 卓依婷 hsqnl
501293 伙伴 卓依婷 hb
513211 记得你记得我 卓依婷 jdnjdw
501361 姐妹 卓依婷 jm
515739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卓依婷 jbjsjdmg
510882 九月九的酒 卓依婷 jyjdj
576378 绝口不提爱你 卓依婷 jkbtan
507271 康定情歌 卓依婷 kdqg
515749 卓依婷 kdqgjqrq
715749 卓依婷 kdqgqrq
501452 渴望 卓依婷 kw
701452 渴望 卓依婷 kw
507300 苦乐年华 卓依婷 klnh
707300 苦乐年华 卓依婷 klnh
504188 来生缘 卓依婷 lsy
504192 兰花草 卓依婷 lhc
507375 浪人情歌 卓依婷 lrqg
507412 离水之鱼 卓依婷 lszy
507433 良辰美景 卓依婷 lcmj
504270 流浪歌 卓依婷 llg
507471 柳暗花明 卓依婷 lahm
504292 鲁冰花 卓依婷 lbh
704292 鲁冰花 卓依婷 lbh
570806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卓依婷 lbdyhbyc
507500 妈妈的吻 卓依婷 mmdw
707500 妈妈的吻 卓依婷 mmdw
507509 马兰山歌 卓依婷 mlsg
504318 卖汤圆 卓依婷 mty
504322 卖糖歌 卓依婷 mtg
704322 卖糖歌 卓依婷 mtg

康定情歌+情人桥
康定情歌+情人桥



507523 满江对唱 卓依婷 mjdc
507556 梅花三弄 卓依婷 mhsn
515785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卓依婷 myqrdqrj
514692 玫瑰玫瑰我爱你 卓依婷 mgmgwan
504370 美人鱼 卓依婷 mry
511142 妹妹你真美 卓依婷 mmnzm
514712 濛濛细雨忆当年 卓依婷 aaxyydn
511149 梦里的依恋 卓依婷 mldyl
570799 卓依婷 mdsgssg
513385 莫辜负好时光 卓依婷 mgfhsg
511202 那鲁湾情歌 卓依婷 nlwqg
507716 难念的经 卓依婷 nndj
514765 难忘的初恋情人 卓依婷 nwdclqr
516340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卓依婷 njjyjghmm
515824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卓依婷 nknkyldl
514791 你那里下雪了吗 卓依婷 nnlxxlm
507806 你怎么说 卓依婷 nzms
513464 年轻人的心声 卓依婷 nqrdxs
513468 农家的小女孩 卓依婷 njdxnh
515869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卓依婷 nhdxsnbc
51587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卓依婷 nrhkwnnr
504531 配成双 卓依婷 pcs
507864 朋友的心 卓依婷 pydx
501830 祈祷 卓依婷 qd
513487 恰似你的温柔 卓依婷 qsndwr
507915 千言万语 卓依婷 qywy
501850 牵手 卓依婷 qs
504571 悄悄话 卓依婷 qqh
504575 俏姑娘 卓依婷 qgn
513501 轻轻的告诉你 卓依婷 qqdgsn
511414 青青河边草 卓依婷 qqhbc
511419 情比海更深 卓依婷 qbhgs
511436 情深路迢迢 卓依婷 qslt
508005 情深似海 卓依婷 qssh
501913 情网 卓依婷 qw
511488 人海的沧桑 卓依婷 rhdcs
511490 人间第一情 卓依婷 rjdyq
508115 如梦初醒 卓依婷 rmcx
502017 三年 卓依婷 sn
513569 三月里的小雨 卓依婷 syldxy
511540 山不转水转 卓依婷 sbzsz
711540 山不转水转 卓依婷 sbzsz
508154 山地情歌 卓依婷 sdqg
514942 山前山后百花开 卓依婷 sqshbhk
714942 山前山后百花开 卓依婷 sqshbhk
704667 珊瑚颂 卓依婷 shs
570796 上花轿 卓依婷 shj
504714 声声叹 卓依婷 sst

弥渡山歌+上山岗



508205 生日快乐 卓依婷 srkl
567979 十五的月亮 卓依婷 swdyl
504819 送大哥 卓依婷 sdg
571026 送你一个大年糕 卓依婷 snygdng
504824 送情郎 卓依婷 sql
502175 踏浪 卓依婷 tl
513657 踏着夕阳归去 卓依婷 tzxygq
504858 太平年 卓依婷 tpn
508406 涛声依旧 卓依婷 tsyj
708406 涛声依旧 卓依婷 tsyj
504878 桃花岛 卓依婷 thd
511728 天使快醒来 卓依婷 tskxl
513668 天使在夜里哭 卓依婷 tszylk
502251 天真 卓依婷 tz
502278 童年 卓依婷 tn
513694 外婆的澎湖湾 卓依婷 wpdphw
504927 外婆家 卓依婷 wpj
502325 婉君 卓依婷 wj
702325 婉君 卓依婷 wj
570804 王昭君 卓依婷 wzj
513699 往事只能回味 卓依婷 wsznhw
504966 望一望 卓依婷 wyw
704966 望一望 卓依婷 wyw
511800 望月想爱人 卓依婷 wyxar
502355 伪装 卓依婷 wz
502348 为你 卓依婷 wn
515983 为什么春天要迟到 卓依婷 wsmctycd
502360 味道 卓依婷 wd
513726 蜗牛与黄鹂鸟 卓依婷 wnyhln
511848 我爱那鲁湾 卓依婷 wanlw
511998 我有一段情 卓依婷 wyydq
512059 无言的结局 卓依婷 wydjj
508881 雾里看花 卓依婷 wlkh
515237 嘻嘻哈哈过新年 卓依婷 xxhhgxn
505215 夏之旅 卓依婷 xzl
512131 乡间的小路 卓依婷 xjdxl
508967 香格里拉 卓依婷 xgll
708967 香格里拉 卓依婷 xgll
512182 向大家拜年 卓依婷 xdjbn
502527 消息 卓依婷 xx
505267 小拜年 卓依婷 xbn
502528 小草 卓依婷 xc
513908 校园中的喜悦 卓依婷 xyzdxy
512223 谢谢你的爱 卓依婷 xxnda
509059 心情不错 卓依婷 xqbc
505339 心上人 卓依婷 xsr
509066 心声泪痕 卓依婷 xslh
505342 心太软 卓依婷 xtr



513922 心相印手牵手 卓依婷 xxysxq
512248 心有千千结 卓依婷 xyqqj
712248 心有千千结 卓依婷 xyqqj
505361 新恋情 卓依婷 xlq
505364 新年好 卓依婷 xnh
509108 新年如意 卓依婷 xnry
505369 新年颂 卓依婷 xns
512267 新年行大运 卓依婷 xnxdy
505374 信天游 卓依婷 xty
705374 信天游 卓依婷 xty
512274 星星知我心 卓依婷 xxzwx
712274 星星知我心 卓依婷 xxzwx
512275 星夜的离别 卓依婷 xydlb
570805 绣荷包 卓依婷 xhb
502664 雪人 卓依婷 xr
502680 鸭子 卓依婷 yz
502694 眼泪 卓依婷 yl
502732 夜空 卓依婷 yk
502738 夜舞 卓依婷 yw
505486 一对一 卓依婷 ydy
505499 一剪梅 卓依婷 yjm
705499 一剪梅 卓依婷 yjm
509255 一颗情泪 卓依婷 ykql
515376 一年更比一年好 卓依婷 yngbynh
512395 一想到你呀 卓依婷 yxdny
502751 依靠 卓依婷 yk
505523 忆童年 卓依婷 ytn
512459 永远是朋友 卓依婷 yyspy
502807 用情 卓依婷 yq
509413 用心良苦 卓依婷 yxlk
512490 又见茉莉花 卓依婷 yjmlh
509482 雨中即景 卓依婷 yzjj
516157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卓依婷 ylnsmdby
570798 卓依婷 yxqgblcdg
570800 愿嫁汉家郎 卓依婷 yjhjl
515432 月儿弯弯照九州 卓依婷 yewwzjz
505598 月亮船 卓依婷 ylc
515446 月亮代表我的心 卓依婷 yldbwdx
514041 月亮走我也走 卓依婷 ylzwyz
714041 月亮走我也走 卓依婷 ylzwyz
509524 月满西楼 卓依婷 ymxl
502877 云河 卓依婷 yh
514049 再会吧心上人 卓依婷 zhbxsr
509573 在水一方 卓依婷 zsyf
709573 在水一方 卓依婷 zsyf
512589 站在高岗上 卓依婷 zzggs
514087 找一个字代替 卓依婷 zygzdt
502938 真实 卓依婷 zs

原乡情歌+碧兰村的姑娘



516185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卓依婷 zzndmzrm
515507 正月初一过新年 卓依婷 zycygxn
509692 只有分离 卓依婷 zyfl
502981 中国 卓依婷 zg
505703 中国人 卓依婷 zgr
509713 中华民谣 卓依婷 zhmy
509732 重返故里 卓依婷 cfgl
709732 重返故里 卓依婷 zfgl
570802 卓依婷 zdssjdgdf
509741 珠穆朗玛 卓依婷 zmlm
514119 烛光里的妈妈 卓依婷 zgldmm
714119 烛光里的妈妈 卓依婷 zgldmm
509755 祝你好运 卓依婷 znhy
515549 祝你今年赚大钱 卓依婷 znjnzdq
503025 追求 卓依婷 zq
503030 追缘 卓依婷 zy
505740 捉泥鳅 卓依婷 znq
507707 南屏晚钟 npwz
514446 夫妻双双把家还 fqssbjh
501226 化蝶 hd
511103 美酒加咖啡 mjjkf
507780 你情我愿 nqwy
501811 萍聚 pj
508236 十八相送 sbxs
508670 我不想说 wbxs
502485 相约 xy
702485 相约 xy
509000 小城故事 xcgs
505407 雪中红 xzh
505467 夜来香 ylx
509259 一帘幽梦 ylyq
509528 月下对口 yxdk
709528 月下对口 yxdk
570819 我说李白 子东 wslb
572222 相对 子曰 xd
603153 相对 子曰 xd
572239 爱的眼睛 紫龙 adyj
570677 爱人不哭 紫龙 arbk
572238 爱上天使她是你 紫龙 aststsn
572236 不再重要 紫龙 bzzy
572240 雕像 紫龙 dx
572237 云娜 紫龙 yn
572159 东方地平线 訾娟 dfdpx
603154 东方地平线 訾娟 dfdpx
603155 恋歌大包山 訾娟 lgdbs
603156 梦和星星 訾娟 mhxx
573324 宝贝想你啦 自明 bbxnl
974525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自然卷 zzxkdndnn

朱大嫂送鸡蛋+刮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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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432 ABC 自由发挥 a
974424 GYM 自由发挥 g
971318 宝莱情缘 自由发挥 blqy
976092 穿越时空爱上你 自由发挥 cyskasn
976292 哥在飞 自由发挥 gzf
901954 好人 自由发挥 hr
901658 姐姐 自由发挥 jj
976293 救救火 自由发挥 jjh
566591 阿哥 宗庸卓玛 ag
566590 达嘎拉 宗庸卓玛 dgl
566585 德钦情歌 宗庸卓玛 dqqg
566586 故乡的哈达 宗庸卓玛 gxdhd
566584 归来 宗庸卓玛 gl
566588 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宗庸卓玛 ltyzjddf
566587 梅里雪山的女儿 宗庸卓玛 mlxsdne
566583 山谷的回声 宗庸卓玛 sgdhs
566592 香格里拉 宗庸卓玛 xgll
566589 要跳锅庄这方来 宗庸卓玛 ytgzzfl
566582 卓玛 宗庸卓玛 zm
575859 抱着你 纵贯线 bzn
576505 给自己的歌 纵贯线 gzjdg
572715 公路 纵贯线 gl
576503 归来 纵贯线 gl
572714 亡命之徒 纵贯线 wmzt
576504 握手 纵贯线 ws
880531 有光 纵贯线 yg
572879 纵贯线兄弟姐妹 纵贯线 zgxxdjm
572588 痞子英雄 邹承恩 pzyx
971424 作对 邹承恩 zd
512683 中国大手笔 邹娜 zgdsb
561133 欢颜 邹芮 hy
976064 爱得不是时候 邹文正 adbssh
973538 不忍心让你走 邹宗翰 brxrnz
975044 放空 邹宗翰 f
973587 疗伤 邹宗翰 ls
973853 心痛 邹宗翰 xt
510068 爱在天地间 祖海 aztdj
506527 党旗飘飘 祖海 dqpp
510445 都是一个爱 祖海 dsyga
510588 共同的家园 祖海 gtdjy
560687 好一个花鼓灯 祖海 hyghgd
503918 好运来 祖海 hyl
560686 和谐中国 祖海 hxzg
560689 欢乐海 祖海 hlh
514575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祖海 jtsndsr
507187 今宵久久 祖海 jxjj
571082 美丽新天地 祖海 mlxtd
507682 那就是我 祖海 njsw



504525 盼团圆 祖海 pty
560688 抛绣球 祖海 pxq
508083 人民公仆 祖海 rmgp
508480 天竺少女 祖海 tzsn
504978 为了谁 祖海 wls
508707 我的祝福 祖海 wdzf
516427 我发现你越来越美丽 祖海 wfxnylyml
511898 我家在中国 祖海 wjzzg
509139 幸福山歌 祖海 xfsg
560685 依靠 祖海 yk
568669 永远的思念 祖海 yydsn
572235 再唱为了谁 祖海 zcwls
570849 祝福你北京奥运 祖海 zfnbjay
501036 感动 gd
516763 心中的歌儿献给解放军 xzdgexgjf
506767 橄榄青春 glqc
504980 为了谁 wls
704980 为了谁 wls
516632 你不该想着别人又想着我 左安安 nbgxzbryx
516343 你是我不知不觉的伤 左安安 nswbzbjds
716343 你是我不知不觉的伤 左安安 nswbzbjds
512003 我愿跟随你 左安安 wygsn
566455 10 左光平 s
566413 我们都想 左光平 wmdx
500223 盼 左戎 p
574654 船娘 左炜 cn
574653 开心就好 左炜 kxjh
880089 you raise me up 左溢 yrmu

祖海/蔡国庆
祖海/耿为华
祖海/火风
祖海/佟铁鑫
祖海/佟铁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