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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角膜屈光手术的发展"尤其是飞秒激光的应用"以及临床上角膜供体植片的欠缺"屈光手

术中产生的角膜基质透镜逐渐得到眼科医生的关注( 新鲜的角膜基质透镜大部分很难立即投入使用"因此对

于透镜如何更好的保存与处理是眼科医生需要解决的问题( 角膜基质透镜可用于多种眼科疾病的治疗( 本

文从角膜基质透镜的保存及处理"矫治远视及老视"治疗圆锥角膜)角膜溃疡)角膜营养不良)皮样瘤及复发性

翼状胬肉)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后所致的角膜变薄"以及覆盖青光眼引流阀防止其暴露等方面就角膜

基质透镜在眼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深入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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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基质透镜即角膜组织透镜"是通过使用板层刀或飞秒

激光制作的带有一定度数的角膜组织
+#b:, ( 早期由于角膜刀切

削的透镜欠规则"制备的角膜基质透镜精确度欠佳"使得角膜

基质透镜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随着屈光性角膜基质透镜取

出术的诞生及临床的广泛应用"制备的角膜基质透镜有了质和

量的飞跃( [Q-24M等 +=,
认为使用 7)1Q9Fj飞秒激光系统创建

的角膜基质透镜具有可预测)表面质量佳等优点"同时指出激

光能量的不同"制作的透镜表面质量也不同"随着脉冲能量的

增大"表面规律指数减小( 随着研究的深入"角膜基质透镜有

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本文就角膜基质透镜在眼科疾病治疗

中的应用及展望进行综述(

?7角膜基质透镜的保存及处理

新鲜的角膜基质透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角膜组织的完整

结构"但若想行新鲜的自体或异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不管
是对患者本人还是手术时间都有一定限制"因此在临床上有所
制约( 另外"新鲜的角膜组织富含各种抗原递呈细胞"异体移
植易发生免疫排斥反应( 因此对角膜基质透镜进行适当处理
以利于保存或降低免疫排斥反应变得尤为重要(

相关研究表明"传统的冷冻保存技术会破坏角膜内皮和基
质细胞的活性

+%, "使其广泛使用受到限制( 随后 9/.('2OI
\/4)25(等 +",

尝试对冷冻保存技术进行改良"并使用此改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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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保存通过飞秒激光取出的角膜基质透镜"# 个月后评估透镜

情况"发现基质胶原纤维结构仍排列良好"表明改良的冷冻保

存技术保存角膜基质透镜是可行的(

除了冷冻保存技术"还可使用相关保存液保存角膜基质透

镜"不同保存液有其各自优缺点( h)Q 等 +C,
比较了磷酸盐缓冲

液)G9&9)HNM)1/*̀ T 及无水甘油 % 种保存液对角膜基质透镜

的保存效果"结果发现无论何种保存液"在 % �或室温条件下"

透镜均能保持其透明性)结构完整性和低免疫原性( 虽然

HNM)1/*是临床上常用的角膜保存方法"但因其成本高限制广泛

使用"而甘油成本相对较低"常温保存时能保持角膜组织清晰

度及超微结构的完整"在 % �时比培养基或 HNM)1/*̀ T 更具优

势
+>, ( 另有研究指出甘油保存的角膜组织在b;$ �具有良好

的无菌性)光学透明度)机械强度和超微结构特征"是保存角膜

的最佳方法
+;, ( 经甘油冷冻保存后的角膜组织可产生脱细胞

&包括上皮细胞)基质细胞)骨髓来源细胞'改变"降低高危角膜

移植排斥反应"提高植片成活率 +<b#$, ( 因此当暂时无法将角膜

基质透镜放于实验室长期保存时"甘油保存可作为一种较理想

的短期保存方法(

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冷冻保存后的角膜基质透镜"均较柔

软"因此易折叠弯曲"手术中不易展开( 将透镜用核黄素浸泡

后再用紫外光照射"与正常透镜对比硬度增加"硬度增加的透

镜有利于防止其弯曲"手术时较易展开"中心定位也更容

易
+##, ( 无论是将透镜进行保存以方便手术时选用还是将透镜

进行特殊处理以方便手术的顺利开展"为了获得术后良好的效

果"透镜的处理方法仍需继续完善(

@7角膜基质透镜在远视矫治中的应用

远视是指 " '以外平行光线进入眼内后成像于视网膜后"

外界物体在视网膜上不能清晰成像"患者表现为视远视近均模

糊( 使用凸透镜原理可矫正"如配戴框架眼镜或行手术治疗"

临床上常用的激光手术方式均需切削周边角膜组织"使中央角

膜变凸"从而达到矫正远视的目的( 因此"此类术式必然受到

角膜厚度的制约"不适用于高度远视及角膜较薄患者( 基于

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及角膜透镜植入术应运而生"尤其是角

膜透镜植入术将在角膜厚度上做.减法/转变为做.加法/( 角

膜透镜主要包括人工角膜透镜及角膜基质透镜( 人工角膜透

镜由于材料的生物相容性较差"易出现透镜周围沉淀物及排斥

反应
+#:, "而角膜基质透镜取材于角膜组织"生物相容性较好(

随着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 取 出 术 & 1'(**)-+)1)/- *2-M)+Q*2

2UM4(+M)/-"T96h&'的发展"切削的基质透镜更加精确且较易获

得"相较于人工透镜成本较低(

]4(O.(-+#=,
等将球镜度数为b#$?"$ G异体角膜基质透镜

植入 等 效 球 镜 度 数 & 1N.24)+(*2mQ)X(*2-M42P4(+M)/-" T&' 为
t##?:" G的无晶状体患者眼中"随访 # 年发现角膜保持透明"

远视眼 T&降低了t"?:" G"但存在欠矫"推测可能与术后角膜

后表面的变化及角膜上皮重塑有关( 张晶等 +#%,
对 :< 例 "= 眼

中高度远视患者行同种异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术后随访 #

年发现 :> 例 "$ 眼角膜透镜透明)在位"仅 : 例 = 眼出现排斥反

应"因此认为全飞秒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矫正中高度远视安

全)有效)可预测性好( (̀-21. 等 +#",
使用冷冻保存的基质透镜

植入 ; 眼远视眼及 # 眼无晶状体眼中"平均随访 #""?% O 后发

现远视度数均有下降且无一眼出现排斥反应"术后所有眼中

央角膜前表面曲率增加"但角膜后表面曲率变平"平均约为

$?== G"在更厚的透镜中变平的曲率更大( TQ- 等 + #C,
对 " 眼

远视眼行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观察 # 年后发现 T&有不

同程度过矫"但屈光度数保持稳定"因此认为自体角膜基质透

镜植入术矫治远视是安全)有效)稳定的"但可预测性有待进

一步提高(

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矫治远视的术后效果报道不一"其原

因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大多数研究者在选用透镜时多凭经验

积累"如果能建立较固定的运算公式"对于手术可预测性的提

高具有较大帮助( h)等 +#>,
采用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矫治

远视"并首次尝试在透镜的选择与预矫屈光度之间建立运算公

式"平 均 随 访 #> 个 月 后 发 现" 无 一 眼 出 现 裸 眼 远 视 力

&Q-+/442+M2O O)1M(-+2X)1Q(*(+Q)MK"ZG7F'下降及免疫排斥反

应"但可预测性欠佳"并指出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完善此运

算公式(

E7角膜基质透镜在老视矫治中的应用

老视即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由于晶状体弹性下降"睫状肌

功能减弱"导致人眼调节能力降低"造成视近困难( 老视的矫

正主要有佩戴老花眼镜或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主要基于单眼

视原理"即利用两眼间的模糊抑制"使术后主视眼用于看远"非

主视眼用于看近( 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同其他屈光手术一样"

大多数需要切削角膜"其他不需要切削角膜的手术方式有人工

晶状体植入术)人工角膜透镜植入术及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

人工晶状体价格昂贵且调节幅度有限"人工角膜透镜材料又存

在移位及与角膜组织生物相容性问题
+#;, "相较而言角膜基质

透镜更有优势(

h)Q 等 +#<,
通过动物实验来探索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对老

视的治疗效果"入选动物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猕猴"并将其分

为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组&C 只眼')异种&猪'角膜基质透

镜植入术组&C 只眼')脱细胞异种&猪'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组

&C 只眼'和对照组&: 只眼'"角膜基质透镜及受体眼基质袋均

由飞秒激光制作"结果显示术后 # 周角膜轻度水肿"随后逐渐

减轻"除 # 眼行异种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后 =?" 个月出现角膜

排斥反应并持续至 C 个月外"其余眼 C 个月后角膜均保持透

明*术后所有眼角膜厚度增加"角膜前表面曲率增加"后表面曲

率变化不明显"认为透镜植入术矫正远视是可行的"术后角膜

屈光力的最终改变取决于植入透镜的厚度)植入深度以及术后

角膜愈合反应(

Y(+/R 等 +:$,
为 % 例老视患者行同种异体屈光性角膜透镜植

入术"先使用飞秒激光创建一直径为 >?< ''的角膜基质袋"然

后用分离器将基质袋沿角膜中央仅分离出一直径为 =?" c

%?$ ''的范围"之后用环钻将通过 T96h&制备的平均厚度为

&C#?"$B=?=:'!'角膜基质透镜的直径制作为 # ''"最后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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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异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直径为 =?"c%?$ ''基质袋中(

术后所有眼 T&均降低"裸眼近视力均有提高"ZG7F无一眼下

降"随访 C 个月后屈光度未出现回退"角膜未发生炎症及排斥

反应"术后患者均表示满意( 缩小基质袋及植入透镜的直径进

一步减少了对受体角膜的损伤"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手术方

式"但其作为一种创新型手术方法"仍需要加大样本量"延长随

访时间(

A7角膜基质透镜在角膜病治疗中的应用

临床上由于角膜病变使角膜偏薄时需行角膜移植术"但角

膜供体供不应求使不少患者延误诊治"角膜基质透镜作为一种

特殊的角膜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替代角膜植片"用于治疗角

膜相关疾病"如圆锥角膜)角膜溃疡)角膜营养不良)角膜缘皮

样瘤及复发性翼状胬肉等(

A3?!角膜基质透镜在圆锥角膜治疗中的应用

圆锥角膜患者中央角膜变薄)前凸"曲率增加"因此可通过

增加周边角膜厚度降低中央角膜曲率"同时可通过联合交联手

术使角膜组织变硬"进一步延缓疾病的发展( 另有研究表明"

使用飞秒激光创建角膜基质袋"在基质袋中注入核黄素后再用

紫外线照射角膜是安全)有效的 +:#, "此方法虽保留角膜上皮"

但仅适用于早期圆锥角膜患者( (̀-21. 等 +::,
对 C 例不能耐受

角膜接触镜的圆锥角膜患者行飞秒激光辅助的角膜基质透镜

植入&P2'M/12+/-O )-M4(1M4/'(**2-M)+Q*(4)'N*(-M(M)/-"_6h6'联合

交联术"随访&#<$B#=' O"结果显示术后所有眼角膜厚度均增

加"T&下降"裸眼视力有不同程度提高"# 眼由于是晚期圆锥角

膜&平均角膜曲率s"; G'"角膜曲率未降低"其余 " 眼均有降

低"最佳矫正视力& R21M+/442+M2O X)1Q(*(+Q)MK"A87F'除 : 眼无

改变外"其余均有提高"无一眼发生不良反应( 因此认为 _6h6

联合交联术对于治疗轻中度圆锥角膜有效"对晚期圆锥角膜效

果不佳"相较于角膜基质环植入术治疗圆锥角膜"_6h6的并发

症更少( (̀-21. 等 +::,
的经验性研究认为当创建的角膜帽厚度

为 #C$ !'时会使角膜后表面发生改变"植入的透镜越厚改变

越大"为了减少对角膜后表面的影响"选用角膜帽厚度为

#$$ !'( 另外有研究表明角膜帽厚度为 #$$ !'是行交联术的

理想厚度
+:#, ( 由于此项研究仅得出初步结果"因此对于术后

长期的屈光效果及角膜反应还需进一步随访(

对于圆锥角膜患者"植入透镜后应尽量减少中央角膜曲率

增加的可能性"因此需将近视性角膜基质透镜制成 .甜甜圈/

样"以去除角膜中央组织"而远视性角膜基质透镜由于中央角

膜厚度较周边薄"不需对其形状进行特殊处理( 9(1M4/N(1mQ(

等
+:=,
对 #: 只体外活体眼角膜行飞秒激光手术"取出t;?$$ G

透镜后植入另外 #: 只体外活体眼角膜中"术后观察发现所有

眼角膜厚度均增加"中央角膜曲率降低"中周部角膜曲率增加"

因此认为对于圆锥角膜患者植入远视性角膜基质透镜可以增

加角膜厚度"减慢角膜扩张进程( h)等 +:%,
同样选用远视性透

镜植入治疗 # 例晚期圆锥角膜患者"因为术前患者最薄处角膜

厚度为 =:% !'"因此未联合交联术"术后随访 #$ 个月"角膜厚

度增加"屈光度及角膜曲率均有降低(

A3@!角膜基质透镜在角膜溃疡治疗中的应用

临床上对于晚期角膜溃疡"往往需行角膜移植术"但由于

角膜供体的匮乏"此术式受到一定限制( 角膜基质透镜作为角

膜组织的一部分"如果能将其利用起来"作为角膜溃疡的补片"

将极大改善角膜供体匮乏的问题( Y)(-5等 +:",
使用角膜基质透

镜植入患眼表面治疗 #C 眼角膜溃疡及 C 眼角膜穿孔"术中刮

除溃疡灶后根据残留角膜厚度植入 # 片或多片角膜基质透镜"

术后所有患眼眼球恢复完整"其中 #: 眼 A87F较术前提高"占

"%?"@&#:A::'"< 眼保持不变"占 %$?<@&<A::'"= 例患者由于

术后残余角膜厚度小于 :"$ !'"术后 = 个月再次行角膜基质

透镜植入术"随访 C 个月后"角膜植片保持良好( 对于大泡性

角膜炎导致的角膜溃疡且无法耐受角膜接触镜时"为缓解患者

疼痛"可行角膜透镜植入术"术后患者疼痛明显缓解且无植片

溶解
+:C, ( 当角膜溃疡侵及角膜较深时"单片角膜基质透镜已

不能满足要求"在得不到供体角膜材料的情况下"为保住眼球

只有增加角膜基质透镜厚度"才能达到修补此类溃疡的要求(

相关研究报道将多片角膜基质透镜用纤维蛋白胶黏合成多层

角膜材料后用于修补角膜溃疡或微小角膜穿孔"术后均取得较

好的疗效
+:>b:;, (

由于羊膜可提供促进角膜上皮愈合的生长因子"使用角膜

基质透镜植入联合羊膜移植治疗角膜穿孔"效果显著"且比单

独使用基质透镜治疗成功率更高
+:<, ( 刘娴等 +=$,

使用角膜基质

透镜联合羊膜移植术治疗 #% 例真菌性角膜溃疡患者"术后 #

个月"# 例角膜基质透镜植片溶解"再次手术后角膜溃疡愈合"

其余 #= 例角膜溃疡均愈合"且未复发(

A3E!角膜基质透镜在角膜营养不良治疗中的应用

以往角膜营养不良多采用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切削术

&N./M/M.24(N2QM)+W24(M2+M/'K"]J['治疗"但 ]J[术后效果不太

理想且易复发
+=#, "此外 ]J[不适用于角膜偏薄的患者( k.(/

等
+=:,
对 C 例角膜营养不良患者行 ]J[联合角膜表面基质透镜

植入术"刮除角膜上皮后用 9&h;$ 准分子激光器行 ]J["最后

将从 T96h&中获得的角膜基质透镜植入受体眼角膜表面"保证

中心定位后置入角膜绷带镜"上皮愈合&一般为 # 周'后取出角

膜绷带镜( 术后随访 C 个月c# 年后无一眼出现并发症"所有

眼 ZG7F至少提高 : 行"未见角膜病变复发( 由此可见对于角

膜偏薄患者"行 ]J[联合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短期来看是一

种较好的选择(

A3A!角膜基质透镜在角膜缘皮样瘤及复发性翼状胬肉手术中

的应用

对于角膜缘皮样瘤及复发性翼状胬肉"若仅行简单新生物

切除"术后可能导致角膜新生血管形成)持续性上皮缺损)假性

翼状胬肉的形成以及睑球粘连
+==, "且术后残留角膜较薄"易发

生角膜扩张(

Y(+/R 等 +=%,
切除 = 例患者的角膜缘皮样瘤后"为保证美观"

使用与虹膜颜色相近的染料在暴露的角膜缘染色"用海绵棒吸

除多余染料"将 T96h&获得的基质透镜裁剪为合适大小后铺于

患眼暴露区域表面"最后使用纤维蛋白胶粘合透镜及结膜"术

后随访 #:c:" 个月"患者对外观和屈光效果均较满意( Y(+/R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8.)- Y&UN HN.M.(*'/*"_2R4Q(4K:$:#"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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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认为对于术中结膜缩短的患者辅以羊膜移植效果更好"

但此类手术方式对于侵及角膜后弹力层的角膜缘皮样瘤不适

用( ](-M等 +=",
切除 # 例患者的角膜缘皮样瘤后"将角膜基质

透镜覆盖于缺损区"#$b$ 缝线间断缝合"至末次随访 &术后 #

年' 最 佳 矫 正 远 视 力 & R21M+/442+M2O O)1M(-+2X)1Q(*(+Q)MK"
A8G7F'达到 #?$"未发生角膜新生血管及排斥反应"并认为该

方法可作为治疗角膜缘皮样瘤的替代手术方法(

同角膜缘皮样瘤一样"侵及角膜较深的翼状胬肉刮除后也

需要角膜材料修补( ](-M等 +=C,
使用 T96h&制作的透镜治疗复

发性翼状胬肉"由于胬肉侵及角膜基质层"刮除胬肉组织后角
膜变薄"为增加角膜厚度"将从近视眼中取出的 T&为b;?"$ G

的角膜基质透镜植入变薄的角膜表面"用缝线缝合后其上再覆
盖羊膜"术后第 : 周羊膜溶解"至末次随访"胬肉未复发"透镜
完好"角膜透明(

M7角膜基质透镜在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后并发症治疗

中的应用

!!随着临床上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 &*(124)- 1)MQ
W24(M/')*2Q1)1"hFT6['矫治近视的广泛应用"各种原因导致的

术后角膜变薄随之出现"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引起角膜扩张性

疾病( h(L(4)O)1等 +=>,
对 # 例近视患者 # 眼行 hFT6[时"由于数

据输入错误"导致球镜严重过矫"残留高度散光"残留角膜厚度

为 :;: !'"为防止角膜扩张"提高患者视力"对该例患眼行角
膜基质透镜植入术"透镜选用带有散光的近视透镜"术后角膜

厚度增加"术后 # 年未出现角膜扩张及排斥(

k.(/等 +=;,
报道 # 例近视患者 hFT6[术后第 # 天"角膜瓣

不明原因丢失"角膜基质混浊且屈光呈轻度远视状态"观察 C

个月后"基质混浊未见好转"为矫正患者屈光不正及清除角膜
混浊部分"先使用 ]J[切除混浊角膜"然后将 T96h&术中获得
的自体透镜植入患眼角膜表面"最后覆盖角膜绷带镜"#$ O 后

取出角膜绷带镜"术后 : 年随访发现"ZG7F及 A8G7F均有改
善"角膜厚度增加"部分透镜与受体眼角膜整合(

N7角膜基质透镜在眼科手术中用于覆盖植入物

角膜基质透镜不仅可用于增加角膜厚度"还可用于覆盖植

入物"防止其暴露( T/-5等 +:C,
使用角膜基质透镜治疗 : 例 :

眼 F.'2O 阀暴露患者"# 例患者术后 ; 个月未发生 F.'2O 阀再

次暴露"# 例患者术后 ; O 透镜溶解"术后 #$ O F.'2O 阀暴露"

更换 F.'2O 阀后用透镜覆盖"术后 C 个月未发生 F.'2O 阀

暴露(

相关研究已表明角膜基质透镜在临床上有着不错的应用

效果"但多数研究样本量较小且随访时间较短( 未来研究应纳

入更多的样本及随访更长的时间来全面评估角膜基质透镜在

眼科的应用效果"同时在角膜基质透镜的中心定位)手术的可

预测性等方面仍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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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9(4M�-2LIT/4/(6"92-O)+QM2IO2*IA(44)/Y"F12-1)/IVQ245(FA"2M(*3

JS/O)PP242-M)-M4(I+/4-2(*)-*(K1Q45)+(*M2+.-)mQ2)- 4(RR)M2K21+Y,3
F4+. T/+&1N HPM(*'/*" :$$"" ;$ & #$ ' i";# b";>3GH6# #$3%=:#A
1$=C"ICC<#:$$"$$#$$$$$"3

+:, A(44(mQ24Y639/O)P)+(M)/- /P42P4(+M)/- RK '2(-1/P)-M4(+/4-2(*
)-+*Q1)/-1+Y,36-MHN.M.(*'/*8*)-"#<CC"C&#' i"=b>;3

+=, [Q-24M[T" A*Q' 9" GQ-+W24 6̀" 2M(*3TQ4P(+2mQ(*)MK/P.Q'(-
+/4-2(**2-M)+Q*21(PM24P2'M/12+/-O *(1241Q4524KP/4'K/N)(+/'N(4)-5
O)PP242-M*(124N(4('2M241+Y, 3̀ 4(2P2q1F4+. 8*)- &UN HN.M.(*'/*"
:$##":%<&<' i#%#>b#%:%3GH6##$3#$$>A1$$%#>I$#$I#">;I%3

+%, A4Q-2MM26" h2_4(-~/)19" J42'R*(K98" 2M(*38/4-2(*M4(-1N*(-M
M/*24(-+2/P+4K/N42124X(M)/- +Y,38/4-2(" :$$#" :$ & C ' i"<$ b"<C3
GH6##$3#$<>A$$$$=::CI:$$#$;$$$I$$$$>3

+", 9/.('2OI\/4)25(["J/. []"]/. a"2M(*38/4-2(*2-M)+Q*2X)(R)*)MK
(-O 1M4Q+MQ4(*)-M254)MK(PM2442P4(+M)X2*2-M)+Q*22UM4(+M)/- & a2h&U'
(-O +4K/N42124X(M)/-+Y,39/*7)1":$##"#> i=%=>b=%%<3

+C, h)Q l8"^)**)('1̀ ]" 2̀/452Ah"2M(*38/4-2(**2-M)+Q*21M/4(52R2P/42
42)'N*(-M(M)/-+Y,39/*7)1":$#>":= i>"=b>C%3

+>, ZM.2)'H" 61*(' a" hKR245J" 2M(*3T24Q'IP422(-O U2-/R)/M)+IP422
N42124X(M)/- /P+Q*MQ42O .Q'(- *)'R(*2N)M.2*)(*+2**1+YAHh,3]h/T
H-2":$#""#$ & =' i2$##;"#> + :$:$b$=b$%,3.MMN1#AASSS3-+R)3
-*'3-).35/XAN'+A(4M)+*21A]98%=%;%#CA3GH6# #$3#=>#A,/Q4-(*3
N/-23$##;"#>3

+;, J4)N(M.)V"92.O)9Z" Q̀NM(G"2M(*3h/-5IM24'N42124X(M)/- /PO/-/4
+/4-2(1)- 5*K+24/*P/4W24(M/N*(1MK#2UN*/4)-5-2SN4/M/+/*1+Y,3A4Y
HN.M.(*'/*":$#C"#$$ & :' i:;% b:<$3GH6# #$3##=CAR,/N.M.(*'/*I
:$#"I=$C<%%3

+<, h)Y"lQ h"G2-5k"2M(*3G22N (-M24)/4*('2**(4W24(M/N*(1MKQ1)-5
(+2**Q*(4+/4-2(*M)11Q2P/4N42X2-M)/- /P(**/54(PM42,2+M)/- )- .)5.I4)1W
+/4-2(1+Y,3F' YHN.M.(*'/*" :$##" #": & "' i>C: b>>$3GH6# #$3
#$#CA,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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