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6104 3.1415 Selina 348697 20[HD] Ty.,王心凌

324693 38 畢書盡 347144 2-0+1[HD] 蘇運瑩

262902 80 旅行團 330484 2012[HD] 五月天

328997 112 熊仔 309078 25{Live} 季欣霈

328998 406 趙沛宇 347145 321[HD] 開新傲

267873 537 余憲忠 321714 3345{Live} Snh48,費玉清

328999 666 XL組合 330463 3650[HD] Twins

258076 808 鄭秀文 279797 3-7-20-1{Live} 王洪迪

230689 1313 陳琳 298247 38.5℃ 田震

328133 1314 原子霏,大西瓜 341425 38[HD] 畢書盡

278683 1920 邰正宵 349194 5：30 Am[HD] Higher Brothers,Harikiri

285069 1983 王寶 346379 520[HD] 薛凱琪

310888 1998 猴子飛行員 345792 6[HD] 吳亦凡

310395 2013 張繼聰 345796 6{Live}[HD] 吳亦凡,中國有嘻哈

307565 4400 曾一鳴 349195 71Y2[HD] 小旭音樂,黃薏帆

320886 9453 玖一一 333866 8+8=8{Live}[HD] 劉博寬

329000 9527 大支 331701 920[HD] 宋念宇,A-Lin

303364 13131 陳琳 302282 A.E.I.O.U{Live} 草蜢

302845 40588 深藍樂團 346789 A.I.[HD] 王力宏

287069 201314 藍調 265043 A.I.N.Y.(Piano Version){Live} 鄧紫棋

300166 1234567 佚名 266211 A.I.N.Y{Live} 林欣彤

301326 1234567 林依輪 266967 A.I.N.Y{Live} 鄧紫棋

313116 1234567 張北北 342541 A.I[HD] 回音哥

230826 1234567 陳綺貞 332085 Abc[HD] 自由發揮

232193 12345678 馮瑋君 234346 Aeiou 龔柯允

297381 ! Mon Mon 329003 Afflatus 鬼否樂隊

302281 ？ 草蜢 230811 After17{Live} 陳綺貞

305948 ××× 鍾漢良 310039 Ag 高傑

313881 ××× 蘇晴 334931 All[HD] 3秒樂團

298631 0571-3583471 余永明 344844 Always[HD] 夏濱

333683 1 + 1[HD] 王晨光,小村 344569 Amazing[HD] 林志穎

299702 1:30am 佚名 342071 Andy{Live}[HD] 阿杜,隱藏的歌手

254587 1+1=0 溫嵐 288607 Angel 艾菲

335639 10:10AM[HD] 金承熙 326673 Angel 姚笛

331576 101[HD] 東南 292982 Angel 許崇

287837 109{Live} Snh48 230995 Angel 陶喆

339366 1121[HD] 陳偉霆 325551 Angel 黃宇啠

266837 1219{Live} 許飛 306081 Angel 歡子

312447 1234567{Live} 吉杰 331143 Angel[HD] 侯祖辛

333519 1314[HD] 任承浩 336477 Angel[HD] 謊言留聲機

279136 1413(國) 黃鴻升 325919 Angel{Live} 樊凡

295692 1874{Live} 陳慧嫻 295457 Angel{Live} 謊言留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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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183 Angela大baby[HD] Lf兄弟 314929 Boring 李斯丹妮

230969 Angeline{Live} 陶喆 341092 Boss[HD] 吉克雋逸

305671 Angella 藍雨 297803 Boy 王一冰

344845 Arcadia[HD] Lilith樂隊 349196 Boys[HD] Charli Xcx,Jeanie

287110 Aspiration 陳沛軒 262654 Bravo 花世紀樂團

347148 Ay[HD] Yamy 266021 Broken 星雲兄弟

330790 Ayo[HD] 溫嵐 340782 Brother[HD] 王祖藍,劉維

309317 Aziza 阿峻飛貓 262391 Buddy 東于哲

342997 B.O.Y.S[HD] X玖少年團 328147 Bug XY兄弟

329004 B.O.Y.S{Live} X玖少年團 345428 Burn[HD] The Writers寫手

233791 Baba 黎明 348029 Burn[HD] 蔡恩雨

330602 Baboo[HD] 大嘴巴 349197 Burn[HD] 蔡恩雨

321715 Baby Piny 346383 Burn{Live}[HD] 袁婭維,PG One,中國有嘻哈

285792 Baby 機動現場samuel 346792 Butterfly[HD] 先宇yu

334461 Baby[HD] 平安 347150 Butterfly[HD] 先宇yu

342998 Baby呀[HD] 孫嘉梵 344089 Candy[HD] 孟佳

341853 Bad{Live}[HD] 低調組合,中國新歌聲 280798 Cappuccino 劉瑞琦

331540 Baha[HD] 0086男團 256400 Cappuccino 蕭亞軒

347149 Balalay[HD] 慵懶彩虹樂隊 230996 Catherine 陶喆

335771 Bazaar[HD] 張靚穎 298591 Cecilia 何平

344086 Bazaar{Live}[HD] 張靚穎 333498 Changes[HD] RTA少年組

345427 Bdb[HD] 吳思佳 338036 Checkmate[HD] 鄭容和,林俊傑

332371 Beast[HD] 蔡依林 285740 Cheer 先知瑪莉

291442 Beast{Live} 蔡依林 331678 Cheese[HD] 太妃堂

286479 Beautiful 王思佳 348031 Chloe[HD] 天府事變

313311 Beautiful 陳妍希 281559 Christine 陳珊妮

254755 Beauty 王心凌 349567 Combo[HD] Tpa,勝利,Al Rocco,艾菲

348698 Beggar[HD] 黃子韜 303173 Cos 郭凌霞

335702 Belief{Live}[HD] S.H.E 306107 Crazy Jaki

339606 Bff[HD] 王心凌 283637 Crazy 左崴崴

324206 Bikini 金承熙 337666 Crazy[HD] JKAI

341435 Bikini[HD] 金承熙 332338 Crazy[HD] 江映蓉

318841 Bilili 許千千 280661 Cypher MC耀宗,J.R,Afro,TOY

325920 Bingo! Snh48 339138 D.I.S.C.O[HD] 溫嵐

342249 Bingo[HD] Snh48 320891 Dance 周晏伊

324386 BiuBiuBiu 大張偉 292941 Dance 葛亮

303254 Blue 陳俊生 349568 Dancing!Dancing![HD] 睡帽樂團

231060 Blue{Live} 陶晶瑩 338889 Dangerous[HD] Spexial

347523 Bong[HD] Spexial 266239 Dariling 梁心頤

342543 Boogie[HD] 吳建豪 335341 Darling[HD] Dl組合

341616 BOOM[HD] S.H.E 332337 Darling[HD] 梁心頤

330003 Boom{Live}[HD] S.H.E 297361 Dash{Live} Lotte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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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14 Dear 群星 339368 Fire[HD] 1931組合

323504 Dejavu 胡琳 331315 Fire[HD] 楊謹

332045 Departure[HD] 盧凱彤 348034 Fire{Live}[HD] 姜鵬

343604 Dhv[HD] 張馨月 344571 Firer[HD] 陳浩東

341625 Diana[HD] 黃玠 342253 Flow[HD] 方大同,王力宏

326669 Different 黃子揚 345804 Flow{Live}[HD] 謝慧嫻,中國新歌聲

300712 Digital 夾子樂團 326677 Follow 謝承佑

309334 Disco 阿茹娜 346387 Forever[HD] 張智成

334356 Dna[HD] By2 230997 Free 陶喆

344093 Dope[HD] 李聰 270851 Free 蕭亞軒

266942 Doremi(國) 鄭秀文 303137 Freedom 許瑋倫,Gary

348703 Double[HD] A.T.M. 345805 Freedom[HD] 張赫宣

327363 Downtown 痛仰樂隊 322213 Fun{Live} 打擾一下樂團

320893 Dr.Jolin{Live} 蔡依林 309570 Funrun 胡彥斌

253213 Dream 徐若瑄 285268 Future 褚喬

334813 Dream[HD] 蘇醒 313320 Gentleman 陳奕,沈建宏

333830 Dreamer[HD] Echo 334198 Gentleman[HD] Ak

317081 Duang 高飛 335263 Gentlemen[HD] 林樂偉

314933 Duang 蒙面哥 303793 Go 黃立行

333428 Dv[HD] 江映蓉,李斯丹妮 317084 Go 楊桐

338890 Ego[HD] 江映蓉 303060 Goodbye 莫文蔚

349561 E-Love[HD] 孫燕姿 298491 Good-Bye 羽泉

311049 Eminem 新街口組合 230360 Goodbye{Live} 陳曉東

346794 Enchanted[HD] 周慧欣 233272 Grace 黃志瑋

302688 Envy 張敬軒 332086 Gym[HD] 自由發揮

314934 Eoeo Uniq 331173 Halo[HD] 吉克雋逸

318843 Error VIXX 297916 Happy 王婧

298625 Everybodyl{Live} 何耀珊 316344 Happy 白舉綱

262447 Everyday 方欣欣 256827 Happy 許慧欣

334209 Everyday[HD] 嚴爵 280685 Heart Tf Boys

339140 Everyone[HD] 蘇打綠 332847 Heart[HD] Tf Boys

257868 Everything 辛曉琪 297330 Heaven The Go-Go's,Me Me

295711 Everything 蒙太奇樂隊 231405 Hello 霍經倫

338186 Everything[HD] 小男孩樂團 343421 Hello[HD] 麋先生

342251 Everything[HD] 王力宏 343607 Hello[HD] 麋先生

329008 Extrication 郭修彧,葛仲珊 347155 Hello{Live}[HD] 才旺羅布,明日之子

323505 Facelife 胖虎樂團 330942 Hello歡[HD] 趙奕歡

305274 Family 蕭賀碩 266480 Help 王菲菲

297269 Faraway 2個女生 303265 Help 陳奕,沈建宏

253841 Fear{Live} 楊乃文 405880 Help 黃立行

331714 Fight[HD] 小宇 334613 Help![HD] 陳慧恬

339141 Fire[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17086 Her 火星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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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756 Her[HD] 嘴哥樂團,魏如萱 339370 Kiang[HD] 自由發揮

297251 Hero 183Club 306114 Ki-Ga 李祐誠

278009 Hero M4M 315644 Kimmy 朱宇

332396 Hero[HD] 韓庚 295723 Kiss Trash樂團樂團

332366 Hero[HD] 蘇醒 298044 Kiss 王菲菲

262387 High 東城衛 337680 Kiss[HD] Trash樂團

345430 Highe[HD] 吳思佳 298579 Kiss{Live} 至上勵合

338788 High曲[HD] 掠琼 254590 L.A.N.D.Y 溫嵐

303272 Hippie 陳奕迅 330908 L.O.V.E[HD] 蕭亞軒

267825 History Exo-M 348041 Ladybees[HD] 蜜蜂少女隊

330421 History[HD] Exo-M 312245 Lala 龔芝怡,伍家輝

297333 Hit Hit-5 337959 Lamando[HD] 林俊傑

335162 Home[HD] 阿蘭(Alan) 279414 L'amour(國) 阮丹青

279706 Honesty(國) 張韶涵 297797 Lasia 牛奶咖啡

284373 Honey 七朵組合 311721 Laura{Live} 魯振順

254759 Honey 王心凌 265056 Liar Lollipop F

253458 Honey 曾寶儀 347537 Liar[HD] 秦宇子

293520 Honey!{Live} 容祖兒 332605 Liar[HD] 棒棒堂

320064 Honey{Live} 周筆暢,方大同,唱遊天下 330854 Life[HD] 胡彥斌

306903 Hope Hope組合 327369 Linda 佟大為

323509 Hope 小右 342266 Lion[HD] 獅子合唱團

338192 Hope[HD] Hope組合 329015 Lion{Live} 獅子合唱團,我是歌手

297404 Hulahu R,B 345811 Lion{Live}[HD] 獅子合唱團,陳佳彬,劉文君,虞雨舟

263097 Hush 魔幻力量 343007 Lisa[HD] 丁于

343610 I.O.I.O[HD] S.H.E 307795 Lolliparty Lollipop F

280975 Icu 張根碩 293609 LONELY 戈銳

230361 If{Live} 陳曉東 347158 Lonely[HD] 衛蘭

331555 Internet[HD] Jpm,陳芳語 301986 Lost 唐丹

341631 Intro[HD] 韋禮安 325928 Lotto EXO

321721 Jackpot MR.BIo 313142 Love 張凌楓

346393 Jail{Live}[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256407 Love 蕭亞軒

290492 Joe 喬洋 231076 L-O-V-E 陶晶瑩

280649 Julia Fresh M 335692 Love!{Live}[HD] 田馥甄

269595 Julia 朱雅 332775 Love[HD] 大小姐

342261 Julia[HD] 王力宏 287518 Love{Live} 黃淑惠

330186 Julia{Live}[HD] 王力宏 311068 Lovelution 楊丞琳

346394 July{Live}[HD] Brant.B小白,中國有嘻哈 298613 Lover 何潤東

348039 Jump[HD] 瞳 342549 Lover[HD] 馮博

326681 K.K.K 彭弘澤 279807 Lucky Exo-M

347157 Kaleidoscope[HD] Noovy 345814 Luna[HD] 秦宇子

335107 Kelly[HD] 蕭敬騰 346397 Lydia[HD] F.I.R.飛兒樂團

315643 Kelly{Live} 蕭敬騰,許鶴繽,最美和聲 325929 M 妤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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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092 M.O.M 黃子韜 278321 Never 戴佩妮

315650 Macaron 李翊君 346401 Neverland[HD] F.I.R.飛兒樂團

283605 Madovado 宋唯農 324752 No.1 王思佳

347540 Makasih[HD] Leshia樂夏 278414 No.1 李虎

267826 Mama Exo-M 233920 No.1 黑棒組合

330422 Mama[HD] Exo-M 304641 No.15 趙之璧

288622 Mama{Live} 茜拉 325588 No.One 包偉銘

317093 Mama{Live} 張楠,周曉曉 364761 Nobody 楊千嬅

318573 Mama{Live} 張楠,周曉曉,中國好聲音 297464 Nobody(國) Wonder Girls

345815 Mamak檔{Live}[HD] 陳赫,跨界歌王 279810 Nobody{Live} 戴荃

348708 Mamama[HD] Kogirls 330177 Nobody{Live}[HD] 楊千嬅

317094 Mango 寧桓宇 311119 Nonono 楊謹

366564 Mascara(煙熏妝){Live} 鄧紫棋 255098 Now 王若琳

328157 Maxy Acemax-Red 337957 O.I.O.I.[HD] 林采緹

341634 Mdada[HD] 張信哲 347544 O_Love[HD] 呂薔amuyi

230999 Melody 陶喆 301393 Ocean 林嘉欣

283422 Melody 萱萱,中國好聲音 336491 Ocean[HD] 彭坦,春曉

333279 Melody{Live}[HD] 萱萱 343011 Oi[HD] 徐林,李子璇

313783 Memory 薛之謙 330127 Ok{Live}[HD] 張惠妹

341496 Microangel[HD] 張智勇,謝紫林 283827 Ok100 雷龍

317096 Mistake Betty Jong 347545 Okay[HD] 王嘉爾

347159 Mma[HD] 打擾一下樂團 324664 OKOK 林琳,傅穎

320075 Mobi 劉有昌 335090 Oleole2014[HD] 群星

322221 Momomo 宇宙少女 231001 Olia 陶喆

341430 Monster[HD] Exo-M 262099 One 阿超

333354 Monster[HD] Ladyz 305447 One 蟑螂合唱團

349201 Monster[HD] 劉憲華 347161 One[HD] Noovy

348046 Mood[HD] 王嘉爾,孟佳 270853 Ons 蕭全

288623 Moonlight(月光) Exo-M 233913 Ooxx 黑girl

335701 More[HD] Popu Lady 343012 Over[HD] 袁野

342550 Morning[HD] 李琦 263175 P.S 麼多多

274587 Movie Jing晶 266607 Pain{Live} 耀樂團

320076 Mr.Dove 許哲珮 348710 Papillon[HD] 方木

325373 Mr.Man{LIVE} 滿江,中國好歌曲 346404 Papillon{Live}[HD] 王嘉爾,GAI,中國有嘻哈

322945 Mr.Man{Live} 韓紅,羽泉,滿江,中國好歌曲 346405 Papillon{Live}[HD] 王嘉爾,馬伯騫,明日之子

309666 Mr.Perfect 飛輪海 289948 Paradise 李雅微

306120 Mr.Rainbow 徐良,連詩雅 318400 Paradise 柯大堡(Kodabow)

332202 Musicians[HD] 蕭賀碩 336493 Paradise[HD] 安圖聲樂隊

332752 N[HD] Hit-5 342552 Paradise{Live}[HD] 曹雅鑫,于選龍,夢想的聲音

330791 Naluwan[HD] 溫嵐 233117 Passion 黃大煒

254751 Nanana 王心凌,吳克羣 305769 Patience 羅翔

307554 Naomi{Live} 黎子明,中國好歌曲 327378 Piano{Live} 童珺,夢想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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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13 Pizza[HD] 葛仲珊 287090 See 閆肅

341210 PK[HD] 梁靜茹,曹格 230823 Self 陳綺貞

290770 Pking 楊謹,唐廣義 317099 Senorita 沙寶亮

265728 Play 大嘴巴 338562 Senorita[HD] 別日克,中國好聲音

231002 Play 陶喆 265064 Shake 瑪利亞

328161 Play{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20078 Shana{Live} 楊樂,中國之星

329020 Play{Live} 蔡依林 346807 Sheep[HD] 張藝興

349577 Please[HD] 徐浩 335704 Shero{Live}[HD] S.H.E

341636 Plp[HD] 擊沉女孩 284213 Shine 林宇中

325720 Pray Lunar 297634 Shopping 小龍女

341026 PRAY[HD] JKAI 338563 Shout[HD] 李玉璽

336495 Pretty[HD] Breeze 309464 Showdown 宣鵬showdown團隊

344577 Promise[HD] 黃子韜 253845 Silence 楊乃文

336217 Q[HD] 黃雅莉 335503 Silence[HD] 李玉璽

253844 Queen 楊乃文 340789 Sketch[HD] 孝敏

348052 Queendom[HD] 萬妮達 314943 Slide 葛仲珊

323519 Racheal 金志文 338198 Slide[HD] 葛仲姍

341381 Racheal[HD] 金志文 338154 Slide[HD] 葛仲珊

309683 Rachel 剛輝 343016 Soda[HD] 劉阡羽

325044 Radio 黃文星 297436 Solo Saya

336942 Radio[HD] 孫燕姿 293360 Solo Tasty

347549 Really[HD] 陳信喆 253846 Somebody 楊乃文

297363 Reason Machi 231382 Somebody 霍建華

285615 Reason 小老鷹樂團 320906 Someone{Live} 于湉

232891 Reason 麻吉 338565 Something[HD] 嚴爵

348712 Refresh[HD] 馬思唯 301836 Sometimes 范曉萱

335703 Remember{Live}[HD] S.H.E 274931 Sometimes 梁一貞

314322 Resurrection 劉品言 332301 Somewhere[HD] 布朗

317098 Rims 歐豪 234050 Sophia 齊秦

348053 Riyoko[HD] 熊仔 318849 Sorry Juniel

347551 Romanless[HD] 婁峻碩 297941 Sorry 王雪娥

332069 Romeo[HD] 方大同 271926 Sorry 高登

344108 Run[HD] 林佳音 313496 Sorry 溫力銘

295257 Runaway 林健 333121 Sorry[HD] 陳柔希

315653 Runaway 金韓一 347553 Spotlight[HD] 頑童mj116

319462 Running 頑童mj116,J.Sheon 344579 Spotlight{Live}[HD] Redor銳豆樂隊

330586 S.N.G[HD] 周湯豪 262148 Star. Connie(呂莘)

332410 Sadness[HD] M4M 333744 Star[HD] 鄧福如

306043 Sally 顧建華 330601 Stay[HD] 四分之三

270924 Sb 蒙面哥 231062 Stay{Live} 陶晶瑩

320903 Sdannylee 李斯丹妮 334042 Stereo[HD] 劉思涵

319463 Season 韓庚 230065 Sugar 陳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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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56 Summer{Live} 陳昇 263308 Vivo Soler

345437 Sun[HD] 田校同 279031 Wave 高玉玫

340790 Sunny[HD] 李泉 344110 Wechat[HD] JKAI,Vopli Vidopliassova,Kien

318352 Sunny{Live} 李泉,蒙面歌王 314699 Wetouch 側田

231893 Sunrises 順子 338568 Whatever[HD] No Limit

326690 Sunshine 蔣雪兒 313893 Why 蘑菇團

288189 Superboy 金志文 342273 Why[HD] 王力宏

325933 Superman 至上勵合 348719 Wiga[HD] 阿沁,楊啟斯,Hoodland陳俊杰

313235 Superman 張躍 322951 Woa 陳柔希

327383 Superwoman{Live} 高心遠,天籟之戰 342559 Work{Live}[HD] Hanch兄弟

285250 Superwoman{Live} 蕭敬騰,肖灑 303266 Wow 陳奕,沈建宏

336299 Survivor[HD] JA符瀧飛 295463 Wow 賴儀雯

336498 Survivor[HD] JA符瀧飛 281582 X,Man 韓庚

339373 Survivor[HD] 符龍飛 334718 X[HD] 怕胖團

332724 Sweet[HD] 謝容兒 346409 Xjy[HD] 何坤,東方重山

287854 Swing Super Junior M 306126 X-Love 侯磊

334916 Swing[HD] Super Junior M 317108 Yesterday 黃子韜

338903 T.A.O[HD] 黃子韜 336949 Ymca{Live}[HD] 楊坤,余楓,陳永馨,李文琦,徐劍秋,中國好聲音

348716 Teacher[HD] 王繹龍,糖糖樂團 329026 Yolo 蔣瑤佳

326692 Television&Internet 猴子飛行員 325594 YOU 周予天

340791 Tgt(你會懂我的)[HD] Faith 346812 You[HD] IVI

288630 Thunder(雷電) Exo-M 314945 Yummy 女團4X

255099 Tikiville 王若琳 299626 Zidane 佚名

346809 Timeflower[HD] 葉娜,畢凱強 303245 Π 陳昇

233936 Timing{Live} 黑色餅乾 332759 Π[HD] 嚴爵

325495 TNT 金玄念 284264 一 謝安琪

341382 TNT[HD] 金玄念,大眼炮 330034 一{Live}[HD] 劉德華

322950 Together 王錚亮 348183 又[HD] Mc天佑

339871 Together[HD] 王錚亮 297860 天 王志瑞

336946 Tonight[HD] 國丞 332985 幻[HD] 關寅飛

332963 Trap[HD] Henry 282089 心 佳小宇

320082 Trap{Live} 韓沐伯 338347 心[HD] 胡恩瑞

348055 Trap{Live}[HD] Henry,夢想的聲音 345592 心[HD] 楊藺

322090 Try 周杰倫,派偉俊 312615 手 李立崴

340492 Try[HD] 周杰倫,派俊偉 296523 手 阿木

335519 Tuxedo[HD] 林樂偉 345658 月[HD] 歐陽莎莎

321724 Unlimit 李宓 323924 木 魏如昀

293282 Up2U 龍寬 341414 木[HD] 魏如昀

295742 Usa 嚴爵 348444 止[HD] 尚芸菲

263214 Uuu 潘瑋柏 265559 水 劉一禎

325672 UUU 羅小白 266752 火 藍燕

280774 Venus 劉思涵 293977 火{Live} 16強學員,中國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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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79 火{Live} 張惠妹 310334 托 張雷

335987 火{Live}[HD] 秦曉林,中國好聲音 332629 灰[HD] 伍家輝

344440 王[HD] 王程程 335608 色[HD] 蕭敬騰

297914 他 王婧 233187 伴{Live} 黃小琥

298209 他 可米小子 336532 作[HD] 鄭鈞

322268 他 周藝博 312286 你 小凌

278648 他 較勁組合 286764 你 春天

348102 他[HD] 方木 288704 你 范瑋琪

344902 他[HD] 莊心妍 325557 你 黃玠

308325 冬 好妹妹樂隊 233573 你 黃舒駿

268892 叫{Live} 容祖兒 284255 你 楊承熹

293059 白 鄭志立 263820 你 蕭敬騰

349077 立[HD] JA符瀧飛 348112 你[HD] Gala樂隊

282532 光 李聖傑 329100 你{Live} 趙洋,夢想的聲音

315820 光 馬千卉 338593 你{Live}[HD] 黃霄雲,中國好聲音

303663 光 童一首歌 347649 別[HD] 苟乃鵬

333924 光[HD] 李聖傑 348164 別[HD] 薛之謙

341664 光[HD] 劉惜君 348792 別[HD] 薛之謙

333329 光[HD] 魏晨 317306 否 張卓

292045 光{Live} 侯磊 290153 吵 蘇打綠

341665 光{Live}[HD]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332790 吻[HD] 戴佩妮

332863 光{Live}[HD] 動力火車 256438 吻{Live} 蕭亞軒

323076 在 孫燕姿 326073 吼 阿悄

284864 她 朱婧 335347 吼[HD] Mp魔幻力量

284252 她 朱晨辰 331409 妙[HD] 蘇妙玲

315176 她 周海媚 317415 妞 阿譯

293925 她 馬克白 295530 妞 阿譯,譚英

283560 她 梁靜茹 296203 妤 二古月

344247 她[HD] 邢天溯 256933 忘 許茹芸

336064 她[HD] 夜郎金鑫 304958 忘 厲娜

336146 她[HD] 馬克白樂團 296433 我 伍凌楓

349314 她[HD] 陳娟兒 288024 我 多亮

329250 她{Live} 趙洋,夢想的聲音 287260 我 吳光明

333681 她{Live}[HD] 王思遠 290561 我 卓子騫

342668 她{Live}[HD] 呂俊哲,天籟之戰 294713 我 馬海生

334018 她{Live}[HD] 馬上又 296434 我 彭佳慧

337148 奻[HD] 何超,何超與海膽仔 231559 我 韓寒

336618 奻[HD] 何超與海膽仔 343198 我[HD] 張國榮

298526 宅{Live} 羽泉 331903 我[HD] 蔡依林

325364 守 河圖 286472 我{Live} 毛寧

315192 年 廖鈴惜 287230 我{Live} 古巨基,李泉

345049 年[HD] 謝震廷 286771 我{Live} 柯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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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446 我{Live} 蔡依林 288111 往 李楊飛

344333 我{Live}[HD] 古巨基 265111 念 沙慧

346089 我{Live}[HD] 朱婷婷,中國新歌聲 337322 念[HD] 二龍

332157 我{Live}[HD] 尚雯婕 348924 念[HD] 王洪兵

336673 我{Live}[HD] 馬海生 337761 念[HD] 石頭

336020 我{Live}[HD] 陳永馨,中國好聲音 332419 念[HD] 嚴藝丹

349819 我{Live}[HD] 華晨宇,歌手 340609 念{Live}[HD] 石頭

344334 我{Live}[HD] 群星 337323 怕[HD] 楊丞琳

338997 我{Live}[HD] 劉銘 316060 放 金潤吉

340628 我{Live}[HD] 蘇運瑩,我是歌手 278455 放 柏敏傑

291962 扮 Mystery謎團 263250 放 輕鬆玩樂隊

336376 扯[HD] 周杰倫 342801 放[HD] 許魏洲

330666 找[HD] 張婧 344717 放[HD] 劉奮,吳奕漩

323941 沉 劉邦翊 340903 放{Live}[HD] 金潤吉

341079 沙[HD] 南二巷樂隊 296586 易 王永春

349472 牢[HD] 李玖哲 346185 河[HD] 蕭敬騰

348493 狂[HD] 藍迪 294665 泫 陳彩林

298231 走 未來腳踏車 290525 爸 冉青霞

254626 走 溫嵐 336174 狗[HD] 張惠妹

268658 走! 周筆暢 232102 玫 馬寶平

344810 走[HD] 李騰一 231157 直{Live} 陸毅

344811 走[HD] 柏磊 285560 空 龍智祥

343367 走[HD] 康姆士樂團 337345 空[HD] 汪小敏

324151 那 巴桑拉姆 345706 空[HD] 林志炫

232145 乖 馬蕊 346249 空[HD] 蕭憶情

360059 來 黃耀明,老狼 305297 花 蕭蕭

339399 來[HD] 張赫宣 338500 花[HD] Hello Nico

343063 來[HD] 劉惜君 310890 花{Live} 琪琪格

319583 刺 樂天 347496 采[HD] 周晏伊

285664 和 王海濱 330585 金[HD] 周柏豪

312299 夜 小寶 321667 門 好妹妹樂隊

317343 夜 邱嘉敏 290058 門 滿文軍

304429 夜 零峰 280710 雨 付夢妮

293019 夜 趙棗兒 319181 雨 陳藝熙

322119 夜 鳳娘 293263 雨 黃琦雯

256448 夜 蕭亞軒 304480 雨 熊照華

322387 夜[Live} 劉歡,中國好歌曲 305408 雨 翼勢力

320305 奔 劉棟升 345407 雨[HD] 許雲上

328432 妳 周深 345406 雨[HD] 劉宜

288527 妻 遙遠 232601 雨{Live} 高楓

339700 姐[HD] 田馥甄 268936 亮 小瀋陽

326147 孤 齊霖 344173 俠[HD] 不可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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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12 信[HD] 周子琰 313019 飛 徐健淇

321075 哎 莊心妍 302357 飛 馬天宇

266083 怨 李佳璐,施文彬 306566 飛 馬汝瓏

325484 星 鄺鑒萍 325705 飛 鍾盛忠,鍾曉玉

342809 星{Live}[HD] 張金利 325917 飛 韓磊

321925 春 武湄 328117 飛 譚維維

267094 春 陳乃榮 345784 飛[HD] 王柯心

313597 春 趙楓 344560 飛[HD] 吳陌川

263396 春(綠茸茸的夢幻) 宿雨涵 349184 飛[HD] 柯有倫

344381 春[HD] 呂莘(Connie) 331348 飛[HD] 洪辰

346144 春{Live}[HD] 扎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343407 飛[HD] 夢飛組合

336724 春{Live}[HD] 肖炯 293284 倦 龍飄飄

336725 春{Live}[HD] 華晨宇 285108 哥 王鑫

345668 歪[HD] 魏如萱 316149 哥 郎郎(馬志鋒)

325500 毒 阮妍霏 327544 哭 王良

329532 洞 Doublex2 267067 哭 阿樂

343918 洞(D.O.N)[HD] Doublex2 321832 娘 王宜雨

329533 派 丁于 294908 娘 劉和剛

342849 派[HD] 丁于 312403 家 句號

340935 界[HD] 高旭 291279 家 朱潔儀

325873 看 Rella 316155 家 沈芳如,沈建豪

346693 看[HD] Bihao 283063 家 阮以偉

326495 約 朱克 312828 家 金子喬

319423 紅 吳瓊 313281 家 許巍

313102 紅 常思思 287129 家 陳綺貞

325583 紅 馮建宇 288922 家 寒香

342489 美[HD] 王力宏 232927 家 黃亞

309519 美{Live} 洪啟 296221 家 劉紫玲

331485 美{Live}[HD] 阿蜜絲女孩 287986 家 關書寶

349999 苔{Live} 梁俊,梁越群,經典咏流傳 333034 家[HD] 李亮超

321562 若 陳詩妮 332468 家[HD] 趙詠華

233474 要 黃立行 347729 家[HD] 鄧超予

341015 音[HD] 黎春燕 338134 家[HD] 謝名

279485 風 田維英 317429 家{Live} 陳威男

232858 風 佚名 270020 恩 梅林組合

292239 飛 太陽部落 326222 悔 航宇

255389 飛 王菲 325656 悟 王春江

280848 飛 吳建飛 291488 悟 酒二郎

293450 飛 吳煒 233287 悟 黃思婷

288097 飛 李治廷 313658 悟 劉德華

301311 飛 林志炫 270054 悟 樓宏章

301709 飛 姜閩羲 341266 悟[HD] 王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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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595 悟[HD] 孫浩然 289523 馬{Live} 許雲上

265598 悟{Live} 劉德華 302425 鬥 高楓

290003 根 梁玉蓮,鄧海 286066 鬼 晨威

290282 根 鄧海,羊進達,鄭銘,梁玉蓮 231039 鬼 陶喆

319869 海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298836 偈 佚名

287830 海 M.I.C男團 323598 偶 魏如昀

280664 海 Mic男團 341412 偶[HD] 魏如昀

298549 海 羽泉 298563 問 羽泉

305444 海 蟑螂合唱團 282994 問 邰正宵

339518 海[HD] Fuying,Sam 230496 問 陳淑樺

312981 狼 孫更俊 270993 問 蔡幸娟

234073 狼 齊秦 335436 問[HD] 小喬

280785 狼 劉明輝 282846 問{Live} 范瑋琪,胡維納

294584 狼 藍印組合 330772 問{Live}[HD] 梁靜茹

334350 狼[HD] 韋禮安 328487 張 張一一

349939 狼[HD] 飛龍 234168 強 龍寬九段

346675 狼[HD] 謝霆鋒 345190 望[HD] 張碧晨,趙麗穎

325084 狼{LIVE} VIXX,蓋世英雄 303492 梅 雪村

285193 狼{Live} 胡海泉,徐林 271106 淚 謝知言

337482 狼{Live}[HD] 齊秦,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301962 淚{Live} 倫永亮

336035 狼{Live}[HD] 齊秦,劉雙雙,張卓含威,魏然,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337338 淚{Live}[HD] 朱興東

281334 疼 相隨 308944 淩 阮以偉

328804 笑 李琦 333405 牽[HD] 張輝

298038 茶 王菲菲 310314 祭 張萌萌

280581 迷 沙寶亮 315551 累 汪琨

289713 追 吳克羣 301849 累 迪克牛仔

283156 追 香香 271819 累 韋禮安

263350 追 孫燕姿 336452 累[HD] 鄭江

303428 追 陶喆 345315 聊[HD] 龐龍

305579 追 謝雷 345718 聊{Live}[HD] 龐龍

322850 追{Live} 徐苑,中國好歌曲 279238 船 李天華

329714 追{Live} 徐苑,夢想的聲音 304761 船 趙薇

319999 逃 王進 318578 船{Live} 張磊,中國好聲音

265714 逃 回音哥 286316 荷 陳一凡

289459 逃 朱克 343351 覓[HD] 劉松

314382 逃 馬紫威 254814 這 王心凌

322041 逃 權振東 231337 逝 雷光夏

270773 逃 艷陽天 323489 雪 杜雯媞

232790 酒 鳳飛飛 300998 雪 杜鵑,王藝翔

312726 針 卓文萱 313446 雪 黃燦

331832 針[HD] 潘裕文 231788 雪 韓紅

288231 陘 倪彬,王勁峰 339860 雪[HD] 李若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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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61 雪{Live} 鄧雯心 302305 等 袁泉

328983 魚 怕胖團 233385 等 黃湘怡

294194 魚 姚貝娜 324725 等 滿江

294204 魚 孫嫣然 334682 等[HD] 唐寧

230857 魚 陳綺貞 345294 等[HD] 祖 步

281629 魚 黃征 344472 等[HD] 嚴藝丹

280633 魚 黃徵 263527 結 伍佰,Chinablue

331684 魚[HD] 女孩與機器人 284589 結 夏天

295029 魚{Live} 姚貝娜 302636 結{Live} 張崇基,張崇德

316845 魚{Live} 姚貝娜,孫嫣然,最美和聲 328819 給 張津涤

329790 魚{Live} 蔣瑤佳,夢想的聲音 346263 給[HD] 沈文揚

336882 魚{Live}[HD] 孫嫣然 270224 絮 涓子

338787 魚{Live}[HD] 黃霄雲,中國好聲音 293900 菊 陳恩躍

231686 傑 韓汝 307829 華 大剛

319608 喊 佚名 308695 華 李心潔

342330 單[HD] 楊丞琳 268081 跑 付豪

326082 喵 劉天助 230402 跑 陳曉東

288936 尋 齊蕭 349526 跑[HD] E.M.P原創音樂團隊

231922 尋 額爾古納樂隊 336840 跑[HD] 朱俐靜

344275 尋[HD] 華晨宇 342957 跑[HD] 蘇澤

332158 悶[HD] 尚雯婕 265144 雲 Walker

255380 悶{Live} 王菲 331480 雲[HD] 門麗

312743 悶{Live} 周筆暢 348007 雲[HD] 舒心怡

317514 悶{Live} 梁詠琪,蒙面歌王 265342 飯 袁野

341730 悶{Live}[HD] 王子文,跨界歌王 264278 黑 鍾漢良,林志穎

346068 悶{Live}[HD] 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339600 黑[HD] 孫子涵

344372 敢(Roleplay)[HD] 鹿晗 341383 黑[HD] 鐘漢良,林志穎

340910 晴[HD] 白若溪 329137 傲 張獻仁

335268 晴[HD] 汪蘇瀧 282297 傷 妖兒格格

233202 殼 黃小琥 333420 傷[HD] 李代沫

349034 渡[HD] 薛之謙 331391 傷[HD] 胡靈

334446 渴[HD] 孫燕姿 334014 傷{Live}[HD] 項亞蕻

334536 渴[HD] 潘裕文 305703 傻 魏如昀

344752 湖[HD] 張羿凡 327199 嗨 小北

320669 畫 侃侃 345529 嗯[HD] 李榮浩

323993 畫 鄧紫棋 314485 想 佟大為

287084 畫{Live} 趙雷 325435 想 花世紀

322717 畫{Live} 樹子,中國好歌曲 307545 想 鴻飛

299974 痛 佚名 342732 想[HD] 李玉璽

291892 痛 高登 313084 想{Live} 高洪章

333986 痣[HD] 蔡孟臻 263677 愛 王錚亮

324033 等 王威 294243 愛 巫啟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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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93 愛 周昊天 317024 當{Live} 蕭敬騰,龔澤藝,最美和聲

283355 愛 孟楠 344451 當{Live}[HD] 金志文,沈凌,千斤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325512 愛 陳志朋 345263 當{Live}[HD] 動力火車,伊西永藏,付小墨,布克,馬鑫,我想和你唱

319402 愛 陳泳潑 345272 盟[HD] 阿魯阿卓

328517 愛 麥克瘋 347067 罪[HD] 劉惜君

282977 愛 超泉rz組合 345310 義[HD] 劉心,李煒,譚佑銘,武藝

326235 愛 維妮亞 263314 蛹 Soler

304765 愛 趙薇 325706 裝 鐘純妍

279353 愛 墨綠森林 342052 賊[HD] 戴佩妮

258217 愛 鄭秀文 312282 路 小壯,祝琳媛

347313 愛[HD] 和匯慧 297769 路 毛寧

330690 愛[HD] 德龍prasada 312466 路 旭日陽剛

346565 愛[HD] 謝霆鋒,蔡卓妍 300648 路 冷漠

322499 愛{Live} 任韻淇 315601 路 金潤吉

285159 愛{Live} 羽泉,蘇有朋 319989 路 姚貝娜

328519 愛{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66671 路 范瑋琪

321237 愛{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32406 路[HD] Box

327211 愛{Live} 楊坤,天籟之戰 340234 路[HD] 同恩

324836 愛{LIVE} 羅邏聖 349136 路[HD] 阿力普

317037 愛{Live} 譚維維,楊宇,最美和聲 340233 路[HD] 凌志輝

338365 愛{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41399 路[HD] 陳藝搏

341958 愛{Live}[HD] A-Lin,我是歌手 266932 過 郎軍

339461 愛{Live}[HD] 于淼 348631 過[HD] Kristine魏源

335983 愛{Live}[HD] 白穆,張卓含威,中國好聲音 233346 道 黃霑

331670 愛{Live}[HD] 周禮虎,中國好聲音 347489 道[HD] 道一上師

342382 愛{Live}[HD] 品冠,李嘉格,蒙面唱將 347135 零[HD] 歐陽靖

332610 愧[HD] 朱俐靜 230790 頌 陳紅

298045 慌 王菲菲 344923 僧[HD] 趙鑫

269039 搖 龐龍 340567 塵[HD] 金志文

332577 搜[HD] 陳翔 348836 塵[HD] 蘇頌

331803 暖[HD] 林憶蓮,倫永亮 286828 境 苗苗

336379 楓[HD] 周杰倫 265099 夢 Selina

326379 楓{Live} 楊博,中國新歌聲 319284 夢 王子豪

288157 源 擁江帆 319285 夢 壯哥們組合

257914 煙 辛曉琪 320273 夢 賀小花,劉建民

305550 煙 謝雨欣 314553 夢 黃政

294100 煙 關喆 231307 夢 零點樂隊

335281 煙[HD] 王菲 231931 夢 顧媚

333557 煩{Live}[HD] 周筆暢 330493 夢[HD] 任家萱

287293 當{Live} 李煒,江映蓉 339202 夢[HD] 阿吉太組合

287735 當{Live} 動力火車 333761 夢[HD] 阿悄

326452 當{Live} 楊美娜,中國新歌聲 344985 夢[HD] 楊玏

Page 13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9944 夢[HD] 趙國相 312287 魂 小凌

344228 夢[HD] 劉思涵 317324 嘿 Pia樂團

345980 夢[HD] 劉思涵 324750 嘿 王巧,王文昱

331483 夢[HD] 閻韋伶 344967 嘿[HD] 黃淑惠

324901 夢{LIVE} 許雲上 310532 噓 蛋堡,徐佳瑩

366668 夢{Live} 黃耀明 338635 墜[HD] 齊浠兒

313526 夢{Live} 葉麗儀 323148 影 肖鎰舟

233778 夢{Live} 黎明 292469 影 彩貝與海

335727 夢{Live}[HD] Selina 326331 撕 蔡素珊

332645 寞[HD] 關寅飛 347359 撩[HD] 石頭

280974 對 張杰 316162 樣 Tf Boys

293639 慢 曾一鳴 315454 樣(Young) 王俊凱

289144 撤 李佳薇 337678 樣[HD] Tf Boys

341113 槍[HD] 嘴哥樂團 269144 殤 張杰

262904 歌 李一可 271713 殤 陳漢

320607 滿 汪峰 321408 殤 陳藝搏

342856 滿{Live}[HD] 汪峰,蔣敦豪,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288335 殤 塔宏偉

314566 漂 木棉 332403 殤[HD] Aj張杰

263644 漂 王梓旭 296682 殤{Live} 趙鵬

322676 漂 阿雲嘎 305177 熟 鄭融

288297 漂 梁帥 344431 熱{Live}[HD] 張靚穎

323956 漂 雲菲菲 301666 緣 姚乙

231774 漂 韓紅 232415 緣 高勝美

296736 漂{Live} 那吾克熱 玉素浦江 279543 緣 偉豪

349037 演[HD] 張希 324054 緣 張陽陽,徐嘉葦

320610 演{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286238 緣 張繼心

284246 瘋 張赫宣 319429 緣 舒昕

315405 瘋 湯小康 305509 緣 謝采妘

267033 瘋 鐘亞華 341806 緣[HD] 黃曉明

298041 福 王菲菲 342227 緣{Live}[HD] 黃迎迎

328809 管 藍又時 318482 蓮 郭津彤

321526 網 王小愚 316334 蝶 霍尊

301778 網 胡兵 305456 蝶 謝安琪

280609 聞 余少群 328033 蝶{Live} 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315428 蝕 熊七梅 317995 蝶{Live} 張瑋,蒙面歌王

329691 裸 潘辰 298049 誰 王菲菲

330759 誘[HD] 林宥嘉 324862 誰 艾曉琪

324550 說 慢慢說樂團 306821 誰 沈志仲

326564 說 錢希辰 325027 誰 馬上又

341503 說[HD] 慢慢說樂團 263975 誰 虞笙

346328 辣[HD] 王浚宇 313925 誰 艷樂隊

334502 酷[HD] 李宇春 339847 誰[HD] 徐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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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759 誰[HD] 萬芳,蓓麗 336886 默{Live}[HD] 李禕

331637 誰[HD] 盧凱彤 344084 默{Live}[HD] 張杰,歌手

284453 誰{Live} 六弦,白若溪 340485 默{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345740 誰{Live}[HD] 廖俊濤,明日之子 293365 龍 丁于

233243 賣 黃征 231684 龍 韓東

281554 醉 陳楚生 303457 懂 陸鋒

297117 醉 鄭勁松 327766 戲 曾春年

325908 醉 謝震東 327767 戲 黃宥傑

289511 鞋 李佳薇 293774 澀 紂王

234016 鞋 齊嘉 293996 牆 Shiny

297685 鬧 化學猴子 266131 牆 李楊飛

314616 憶 王劭臻 336068 牆[HD] 姚亦晴

290888 憶 程鳴 298359 禪 安志杰

323243 戰 S.I.N.G女團 338177 臉[HD] 賴雅妍

345634 戰[HD] Sing女團 313795 謊 謝沛恩

256801 樹 許哲珮 334861 謊[HD] 費翔

283937 樹 龐龍 299975 謎 佚名

349901 樹[HD] 樹 294203 謎 孫凡雅

315629 燃 白舉綱 253176 謎 徐懷鈺

354645 燃 林一峰 359146 謎 陳慧琳

323328 燈 唐藝昕 332209 謎[HD] 郭家銘

312449 燒{Live} 吉杰 322054 醜 權振東

283624 窺 蘇打綠 331208 斷[HD] 太妃堂

317899 糖{Live} Snh48 234150 歸{Live} 龍井

343352 親[HD] 雷恒 313764 歸{Live} 龍井說唱,史爽

308833 諾 李煒,楊洋 278175 獵 周筆暢

340743 諾[HD] 金莎 341428 繞[HD] Erika

280599 醒 楊斯壬 231776 藍 韓紅

266126 錢 李暘,宮下匠規 313339 藏 陳翔

285407 錢 阿權 265082 藏 彭懷逸

320016 錯 孫露 340734 藏[HD] 夏濱

318120 靜 張書姚 299669 蟬 佚名

327318 頹 李雪萊 268327 謹 劉一禎

290408 頹 饑餓藝術家 326586 轉 常青

297222 默 李祎 278025 鎖 Rosy玫瑰紅

326666 默 那英 329751 鎖 龍影雲

320885 默 馬常寶 335616 鎖[HD] 記號士

344564 默[HD] 張晏鴻 324164 鎗 嘴哥樂團

326667 默{Live} Vc組合,蓋世英雄 285212 闖 蘇威

318148 默{Live} 周杰倫,中國好聲音 338775 闖[HD] 姚可傑

318380 默{Live} 尚雯婕,蒙面歌王 294173 離 地鐵兄弟

328129 默{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13854 離 羅鐘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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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826 鵝 黃美詩 307384 讓{Live} 蕭煌奇,我是歌手iii

336196 壞[HD] 艾怡良 338886 讓{Live}[HD] 蕭煌奇,我是歌手

347880 獸[HD] 吳樾 332182 饞[HD] 楊宗緯

289304 癡 王安迪 328134 0H Baby 望海高歌

342488 繭[HD] 吳俊余 330724 100分[HD] 李炳辰

329679 藥 張曉鈺 342995 1064℃[HD] 陳明憙

256812 蠅 許哲珮 342539 13[HD] 金玟岐

315607 霧 姚貝娜 330686 1998年[HD] 德龍prasada

315611 願 彭浩 333611 20歲[HD] 崔天琪

327344 願 魏新雨 289666 21樓 劉剛

265217 願{Live} 王菲 331552 365天[HD] Jpm

233721 癢 黃齡 279796 366天 趙傳

268608 癢{Live} 吳莫愁 263027 4Chords 梁心頤

342880 癢{Live}[HD]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30402 4Ever[HD] 4Ever

342881 癢{Live}[HD] 華晨宇,楊坤,天籟之戰 253126 5678 Going 徐懷鈺

281643 覺 齊豫 288605 70後 龐龍

328061 躁 劉維 344567 7Senses[HD] Snh48

298047 飄 王菲菲 325344 A Life 柯有倫

304446 飄 零點樂隊 303380 After 17{Live} 陳綺貞

265619 飄 劉著 346381 After Journey{Live}[HD] 艾福杰尼,中國有嘻哈

321691 飄 劉夢 334578 After Leaving[HD] 范瑤,舒涵

342533 飄[HD] 張雨飛 286516 After Tonight{Live} 鄧紫棋

331830 飄{Live}[HD] 沙寶亮 269813 Air&U 楊培安

328981 騷 張一一 328137 All Day Hanch兄弟

344561 騷[HD] 王程程 330971 All Happy[HD] 鄧福如

321531 纏 連天 336896 All In[HD] A-Lin

286830 蘭 苗苗 328139 All Night 方大同,王詩安

346297 蘭[HD] 白詩翔 328140 All Night 方大同,王詩安

319959 蠢 田心蕾 332380 Always Friends[HD] 那英

310317 囈 張萌萌 302696 Always Ok 張萱妍

330998 癮[HD] 陳楚生 301332 Always Online 林俊傑

337648 癮{Live}[HD] 卓文萱 328141 Astro 12 Astro 12

327355 聽 金小曦 331440 At Last[HD] 袁婭維

296953 聽 張杰 267076 Baby Baby 阿蘭(Alan)

342492 聽[HD] 方大同 302099 Baby Baby 徐若瑄

335831 聽[HD] 陳奕夫 313333 Baby Baby 陳啟泰

327356 霾 李雪萊 335559 Baby Boy[HD] 王心凌

343400 霾[HD] 詹小櫟 328142 Baby Girl 沈建宏

233294 戀 黃思婷 262194 Baby Girl 蔡日軒

306885 變 黃征 285500 Baby Hero{Live} 韓小薰

348605 讓[HD] 許含光 341623 Baby Lady[HD] 台灣爽樂團

339338 讓[HD] 蕭煌奇 279559 Baby Maybe 吳克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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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01 Baby Sister[HD] 快女群星 335266 Beautiful Love[HD] 畢夏

262249 Baby Song 陳奕迅 282756 Beautiful Love{Live} 白舉綱

275098 Baby Stay 蔡沄江 320058 Beautiful Love{Live} 蔡健雅,隱藏的歌手

328143 Baby,До Свидания(達尼亞) 朴樹 339605 Beautiful Love{Live}[HD] 蔡健雅,隱藏歌手

342248 Back Home[HD] 蘇醒 331676 Beautiful Luv[HD] 大嘴巴

280691 Bad Boy 丁克森,中國好聲音 322939 Beijing City 蘇醒,魯賽賽

282240 Bad Boy 吳鑫桐 320059 Best Friend Uniq

318448 Bad Boy 袁咏琳 339137 Best Friend[HD] Uniq

279798 Bad Boy 楊麗 334017 Better Life[HD] 飛兒樂團

294868 Bad Boy{Live} 伊爾盼 313316 Better Man{Live} 陳明

325158 Bad Boy{LIVE} 吳莫愁,蓋世英雄 336915 Better Man{Live}[HD] 李安梅,楊永聰

287290 BAD BOY{Live} 李煒,江映蓉 330919 Better Me[HD] 薛凱琪

314927 Bad Boy{Live} 張惠妹 262931 Big City 李振全

340487 Bad Boy{Live}[HD] 容祖兒,我是歌手 328144 Black Fire Blackfire

346790 Bad Boy{Live}[HD] 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288608 Black Magic Julie(Chinese)

320056 Bad Girl 吳亦凡 294048 Bling Baby SISP

340781 Bad Girl[HD] 李一哲 336227 Bling Bling[HD] Twinko

336056 Bad Girl[HD] 劉雅婷 336916 Bling Bling[HD] Winko

314928 Baking Holiday 傑利(Jelly) 338553 Bling Bling[HD] 嚴藝丹

338184 Baking Holiday[HD] 傑利 266563 Bling Love 紫薇

231311 Bar Street 零點樂隊 314739 Boom Boom 葛仲珊

294292 Be Here 張靚穎 335770 Booty Call{Live}[HD] 張惠妹

338552 Be Ok[HD] 郭靜 328146 Booty Music 余微雪

336913 Be Yourself[HD] 卓文萱 345799 Boys Girls[HD] Ezen

333546 Beat It{Live}[HD] 吳克羣 331570 Break Down[HD] Super Junior M

331838 Beautiful Chaos[HD] 熊寶貝樂團 284349 Break Down{Live} Super Junior M

323502 Beautiful Day 嘴哥樂團 303422 Brilliant Alive 陶喆

330599 Beautiful Day[HD] 四分之三 295701 Bruce Lee{Live} 梁博

304960 Beautiful Girl 嘯楠 232479 Buddy Buddy 高山峰

330855 Beautiful Girl[HD] 胡靈 322941 Bulu Bulu S.I.N.G女團

317076 Beautiful Girls A Mac,居來提 340783 Bulu Bulu[HD] Sing女團

339604 Beautiful Life[HD] 馮博 336918 Butcher Game[HD] Masta Ace,Weezy,051,Jdan

334244 Beautiful Light[HD] 多亮 330765 Butterfly Kisses[HD] 梁詠琪

334300 Beautiful Light[HD] 江映蓉 303427 Bye Bye 陶喆

333996 Beautiful Light[HD] 金志文 346384 Bye Bye[HD] Mc Lier

334246 Beautiful Light[HD] 姚貝娜 291897 California Hotel 劉依純

334299 Beautiful Light[HD] 畢夏 336443 Call Me[HD] 葛仲珊,范曉萱

334005 Beautiful Light[HD] 陳楚生 348030 Can't Stop[HD] Boy Story

334297 Beautiful Light[HD] 歐豪 333260 Carry Along[HD] 澤田

283052 Beautiful Light{Live} 金志文 339367 Chained Up[HD] VIXX

286409 Beautiful Love Ok繃 329005 Chewing Gum NCT Dream

336478 Beautiful Love[HD] 侯磊 269860 China Style 楊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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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608 Chinese Girl 吳紫涵 343605 Don't Panic[HD] 孫盛希

326674 Chinese Interlude Tricky 304435 Don't Runaway 零點樂隊

297732 Christmas Time 木子俊 344092 Don't Say[HD] 陳梓童

318488 Cinderella Girl{Live} 黃子韜 303447 Don't Stop{Live} 陸毅

308444 City Story 羽泉 348701 Don't Stop{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44846 Collateral Love[HD] 黃子韜 348702 Don't Touch[HD] Snh48

345800 Colorful Days[HD] Snh48 327362 Don't Touch{Live} Snh48

279799 Come Baby 木子爍 311928 Double Face{Live} 謝容兒

319458 Come On 彭小龍 330886 Dr. Jolin[HD] 蔡依林

347526 Coming Home[HD] 潘瑋柏 291851 Dr. Jolin{Live} 蔡依林

341498 Cool Boy[HD] 張淦淘 310282 Dream Love 張智成

323503 Crazy Love 曾春年 345802 Easy Love[HD] SF9

344091 Crazy Run[HD] 魏雲清 304725 E-Mail Love 趙薇

232887 Daddy 95 麻吉弟弟 268620 Ever After 吳順涵

284928 Dance Baby 李果 278668 Fantasy Paradise 鄧福如

292457 Dear Angel 張赫宣 349569 Far Away[HD] JA符瀧飛,Kien

283350 Dear Friend 姚貝娜 332456 Feel Good[HD] 畢書盡

313312 Dear Friend 陳妍希 270126 Feel Me 汪東城,Popu Lady

231880 Dear Friend 順子 330778 Feel Me[HD] 汪東城

347151 Dear Friend[HD] 袁婭維,鄧鼓 346795 Feeling Good[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22087 Dear Friend{Live} 平安,中國之星 340784 Feeling Good{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18242 Dear Friend{Live} 長宇,中國好聲音 311041 Fighting Girl 愛戴

328149 Dear Friend{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349198 Find U[HD] 吳俊達,Zeze

320892 Dear Friend{Live} 齊秦,中國之星 256796 Finding Neverland 許哲珮

333804 Dear Friend{Live}[HD] 黃小琥 231345 First Love 雷樂隊

346793 Dear Friend{Live}[HD] 達布希勒圖,中國新歌聲 297350 First Love{Live} K One

230970 Dear God{Live} 陶喆 306907 Fly Away Mic男團

302106 Dear Jessica 徐婕兒 325715 Fly Away 小右,Newyounggo,小根號

328150 Dear John 比莉 294514 Fly Away 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組合

294498 Dear John 王雪娥 303643 Fly Away 痞克四

303514 December Rain 傅珮嘉 346386 Fly Away[HD] F.I.R.飛兒樂團

332427 Different Man[HD] 吳建豪 336923 Fly Away[HD] 檀健次

341626 Disco Night[HD] 台灣爽樂團 255944 Fly Away{Live} 萬芳

341475 Disco Night[HD] 臺灣爽樂團 340489 Fly Out{Live}[HD] 兄弟本色

297374 Don't Cry Mini,顧兒 336481 Fly Tonight[HD] 袁咏琳

295707 Don't Cry 天氣女孩 336128 Fly Tonight[HD] 袁詠琳

330616 Don't Cry[HD] 安心亞 316956 Follow Me 郭曉曉

335388 Don't Cry[HD] 吳思賢 342254 Follow Me[HD] 王力宏

295708 Don't Disturb{Live} Snh48 280878 Follow Me[揚聲] 大小姐

295709 Don't Go Christine 330184 Follow Me{Live}[HD] 王力宏

335799 Don't Go[HD] 白安 322212 For Love 張戀歌

337839 Don't Go[HD] 克麗絲叮 275174 For Love 陳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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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618 For You 湯鈞禧,謝曜仲,曾韋橋,楊季霖 263718 Goodbye Goodbye 魏晨

306112 Forever Love 邢毅 339142 Goodbye&Goodnight[HD] 柯智棠

342255 Forever Love[HD] 王力宏 333671 Good愛[HD] 歐漢聲

288267 Forever Love{Live} 茜拉 230652 Great Day 陳琳

317083 Forever Love{Live} 楊坤,人聲兄弟 284572 Green Dream 周旖喆

329009 Forever Love{Live} 閻奕格,夢想的聲音 326678 Hands Up 陳梓童

330185 Forever Love{Live}[HD] 王力宏 233794 Happy 2000(國) 黎明

344095 Forever Love{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342258 Happy Abc[HD] 左左右右

302392 Forever Rain 高明駿 323508 Happy Birthday 王藝潔

303584 Forever Road 曾軼可 303925 Happy Birthday 黃鶴翔

325315 Forever Young 李日詹 303683 Happy Day 童星

266064 Fovere 21 曾軼可 304777 Happy Ending 輕鬆玩樂團

305405 Free Style 翼勢力 304536 Happy Girl 與非門

284234 Free Time 于湉 341431 Happy Girl[HD] Happy Girl

342256 Fucking Life[HD] 洛天依 254757 Happy Loving 王心凌

341426 Funky Boy[HD] 畢書盡 298505 Has It 羽泉

283361 Funky Music 常穎 298511 Has It{Live} 羽泉

292498 Funny Partner 戴燕妮,張柏鳴 304910 Hello 2008 劉媛媛

345806 Generation2[HD] 王嘉爾 333926 Hello Baby[HD] 李宇春

262173 Get Away 曹震豪 342546 Hello Boy[HD] 楊亭

338189 Get Back[HD] 朱寰 349570 Hello Goodbye[HD] 肖懿航

297285 Get High B.A.D 292788 Hello Hello 王紫蓓

297365 Get Out MP魔幻力量 325922 Hello Hello 黃子韜,Wiz Khalifa

232711 Get Out 魔幻力量 336925 Hello新年{live}[HD] 劉晶

341627 Get Out[HD] 趙泳鑫 232880 Hey Baby{Live} 麻吉

331388 Get Up[HD] 胡靈 282726 Hey Boy 王詩安

315639 Get You{Live} Notice 318309 Hey Girl 百度貼吧神龍妹子團

328151 Getting Up{Live} 彭柏邑 324536 Hey Girl 弦心樂

344096 Girl Crush[HD] Snh48 313448 Hey Girl 黑girl

303603 Girl Power 游艾迪 284654 Hey Guy 宋孟君,楊溢升,馮俊傑

336482 Glowing Sun[HD] 彭青 333590 Hey Guy[HD] 宋孟君

233509 Go Away 黃義達 343422 Hey Hah[HD] 可米小子

344850 Go![HD] Cosmos 324199 HEY YA! As One

335196 God Like[HD] 香香,麥莎樂隊 347156 Hey, Gordan[HD] 曾予謙

348704 Going Go[HD] 方木 295716 Hey青春 陳男優,焦夢依

315640 Going Going N-Sonic 343001 Hi 親[HD] 十二星宿-風之少年

323507 Good Bye 范一賢 287869 High 歌{Live} 丫蛋

233793 Good Day 黎明 233718 High歌 黃齡

336145 Good Night[HD] 顏慧萍 287164 HIGH歌{Live} 丫蛋

303578 Good Night{Live} 曾軼可 283199 High歌{Live} 黃齡,張瑋

285918 Good 愛 歐漢聲 331241 High歌{Live}[HD] 張瑋

328152 Goodbey Darling 王梵瑞 341424 High歌{LIVE}[HD] 黃齡,張微,李博,霍上,我想和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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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58 Hihi Byebye 王心凌 342259 I Do[HD] 陳奕迅

283907 Hold Me 艾雨 344851 I Do[HD] 陳奕迅

233115 Hold Me{Live} 黃大煒 345431 I Do[HD] 陳奕迅

269772 Hold住{Live} 李霞 262362 I Know 丁祥威

336114 Homies兄弟[HD] 游恩杰 339869 I Know[HD] 安瑞甜

339369 Honey Baby[HD] 麒麟baby 332603 I Know[HD] 畢書盡

327366 Honey Honey 張倫碩 334199 I Remember[HD] 飛兒樂團

282924 Honey Honey 許諾 266652 I Swear 胡白

297424 Honey Money Saya 285239 I Swear{Live} 蕭敬騰,B51造音樂團

308340 Honey Money{Live} 安又琪 309166 I Understand 林育群

345808 How Do{Live}[HD] 吳亦凡戰隊,中國有嘻哈 336140 I Wanna[HD] 陳一玲

303113 Hsuh Lover 許紹洋 344852 I Wish{Live}[HD] 曹軒賓,金曲撈

301337 I Am 林俊傑 344853 I Wish{Live}[HD] 熊天平,曹軒賓,金曲撈

303608 I Am 游艾迪 341436 I Yo[HD] 金承熙

279173 I Believe 中國最強音 320898 Ice Age 歐豪

298013 I Believe 王傑 348707 Idol Rapper[HD] 婁峻碩

322943 I Believe 宋茜 325334 If You 楊承熹

257870 I Believe 辛曉琪 285217 I'm Back 范世琦,居來提

317087 I Believe 泳兒 330595 I'm Back[HD] 唐禹哲

301532 I Believe 阿沁 291223 I'm Boring 張媛媛

313197 I Believe 張萌萌 344100 I'm Burning[HD] 陳彥允

230998 I Believe 陶喆 328156 I'm Ok 羅中旭

331197 I Believe[HD] 多亮 347532 I'm Ok[HD] 和平路北樂隊

341628 I Believe[HD] 張信哲 348037 I'm Ok[HD] 符龍飛

287228 I BELIEVE{Live} 古巨基,李泉 338175 I'm Ok[HD] 賴雅妍

286584 I Believe{Live} 朱樺 230971 I'm Ok{Live} 陶喆

290323 I Believe{Live} 金貴晟 231887 I'm Sorry 順子

320065 I Believe{Live} 阿蘭(Alan),周覓 341629 I'm Sorry[HD] 喬海洋

287046 I Believe{Live} 紀敏佳 342260 I'm Sorry[HD] 喬海洋

325925 I Believe{Live} 張信哲,挑戰者連盟 344573 It's Alright[HD] Yep Girls

230763 I Believe{Live} 陳秀雯 310770 It's Ok! 陶轔竹

232995 I Believe{Live} 黃品源 330876 It's Ok[HD] 葉熙祺

256402 I Believe{Live} 蕭亞軒 343005 It's You[HD] 田亞霍

347530 I Believe{Live}[HD] 吳克群,蒙面唱將 348038 It's You[HD] 胡利基

340786 I Believe{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329013 Jai Ho!{Live} 張小七,VaVa,夢想的聲音

338555 I Believe{Live}[HD] 黃霄雲,王飛雪,中國好聲音 338556 Jailhouse Rock{Live}[HD] 楊寶心,張博林,中國好聲音

320066 I Can 群星 295721 Jesus Fashion Jesus Fashion Family

293351 I DO Nora Says 307562 Johnny Depp 何超與海膽仔,周筆暢

302724 I Do 張靚穎 337835 Johnny Depp[HD] 何超儀,周筆暢

303539 I Do 彭坦,春曉 262723 Juicy Girl(國) Jw

313632 I Do 劉春華 349573 Jump Up[HD] Boy Story

347531 I Do[HD] 莫文蔚 335666 Just Believe[HD] 頑童mj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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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802 Just Right[HD] 周慧欣 290309 Little Sunshine 郭采潔

318606 Just Run 許飛 262126 Lolli Party 棒棒堂

284096 Keep Breathing 蔡健雅 270533 Lonely Christmas 石淼

307567 Ki Ga 李佑誠 303783 Lonely Christmas 黃小琥

348040 Kiki's Secret[HD] Snh48,7Senses 331556 Lonely Night[HD] Mic男團

329014 Kiss Goodbye 汪定中 327370 Lose Control 張藝興

342262 Kiss Goodbye[HD] 王力宏 344856 Losing U[HD] 曹軒賓

315645 Kiss Goodbye{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315647 Losing You 林昕陽

341632 Kiss Goodbye{Live}[HD] IKON,蓋世英雄 348044 Losing You[HD] T.Song梁老師

330187 Kiss Goodbye{Live}[HD] 王力宏 344574 Losing You[HD] 曹軒賓

344855 Kiss Goodbye{Live}[HD] 王錚亮 320073 Lotion Song 吉克雋逸

290920 Kiss Me 茅小勇 322089 Lotion Song{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30434 Kiss Me[HD] Lotte Girls 322217 Love Again 小七

332032 Kiss Me[HD] Popu Lady 336928 Love Killah[HD] Spexial

332450 Kiss Me[HD] 朱俐靜 344575 Love Line[HD] Cosmos立體偶像男團

333904 Kiss Me[HD] 明道 304962 Love Lotus 廢五金

327368 Lady First Ume Band 345812 Love Love[HD] 金潤吉

332033 Lady First[HD] Popu Lady 330850 Love Me[HD] 翁滋蔓

288388 Lady Lady 魏晨 338558 Love More[HD] 畢書盡

331612 Lady Luck[HD] 何潔 301548 Love Music 阿茹娜

263421 Lain Rain 蘇醒,戴嬈 279554 Love Overtime 吳建豪

267803 Lan Lan 阿蘭(Alan) 264085 Love Party 孫嘉秀

258087 Last Christmas{Live} 鄭秀文,陳奐仁 313211 Love Party 張嘉秀

335856 Last Night[HD] 林昕陽 294500 Love Song 王魯飛

294066 Lemom Tree 二年一班組合 267804 Love Song 阿蘭(Alan)

294484 Lemon Tree 王若琳 325717 Love Song 曉田

335046 Lemon Tree[HD] 楊謹,沙灘寶貝 336485 Love Song[HD] 何超與海膽仔

290151 Lemon Tree{Live} 蘇慧倫 320074 Love Song{Live} 方大同,唱遊天下

338895 Lemon Tree{Live}[HD] 劉偉男,中國好聲音 349200 Love Song{Live}[HD] 方大同,杜大發,異口同聲

348042 Let Go[HD] 李玖哲,倪耐斯 336930 Love Song{Live}[HD] 王魯飛

325926 Let's Fight 井柏然,楊爍,白敬亭 297408 Love Story Rain

297256 Let's Fly 1983組合 335007 Love Story[HD] 張棋惠

318848 Let's Go{Live} 吳梓涵 233097 Love Time 黃國俊

305327 Let's Go{Live} 閻韋伶 347539 Love Today[HD] 嚴爵,香奈兒

293281 Let's Love 龍寬,李嫣 331864 Love Tonight[HD] 綸彥霖

335237 Let's Love[HD] 大張偉 327372 Love Wins 江映蓉

346395 Let's Party[HD] Mc Lier,Dj Noise Man 290214 Love You 蔡淳佳

302033 Let's Vino 孫燕姿 342548 Love!{Live}[HD] 王思遠,夢想的聲音

279806 Let's Vogue 吉克雋逸 345813 Love!{Live}[HD] 王竟力,明日之子

266710 Letting Go 蔡健雅 266179 Loveu U 林俊傑

347538 Like This[HD] Sing女團 322219 Loving Mama 王博軾

301246 Little Boy 房祖名 297283 Loving You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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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13 Loving You 劉鳳瑤 327373 Morning Call C.Infanta

345432 Low Love[HD] 李聰 331559 Move On[HD] Mixion

288620 Lucky 13 拾參樂團 333328 Mr Top[HD] 魏晨,Dj小強

330861 Lucky Boys[HD] 至上勵合 319461 Mr. Dove 許哲珮

297405 Lucky Charm R,B 267240 Mr. Perfect 飛輪海

297413 Lucky Day S.H.E 291905 Mr. Right 潘瑋柏

336176 Lucky Lucky[HD] 戚薇,李承鉉 308580 Mr. Same 吳南穎

341429 Lucky One[HD] Exo-M 307210 Mr. Smile 林采緹,婁峻碩

284158 Lucky Star 陳曉東 304821 Mr. Why 劉子千

315649 Luv Again Uniq 348047 Mr. Wonderful[HD] 萬妮達

325533 Luvin' U 韋禮安 290036 Mr.Bad 沙寶亮

341407 Luvin' U[HD] 韋禮安 271886 Mr.Color 馬寧

302298 Ma Ma 袁泉 335679 Mr.Joker[HD] 黃宥傑

231078 Mac & Jack 陶晶瑩 349202 Mr.Man{Live}[HD] 汪峰,歌手

285794 Machine Gun 機動現場samuel 287089 Mr.Night 閆肅

297244 Magic Room 183Club 291444 Mr.Q{Live} 蔡依林

325930 Magical Show{Live} 李宇春,挑戰者連盟 336932 Mr.Smile[HD] 林采緹,婁峻碩

341858 Mama Mama[HD] 張韶涵 280712 Mr.Wrong 付辛博

317095 Marry Me Ze:A J 285782 Music Angel 戎梵

313124 Marry Me 張杰 336487 Music Believer{Live}[HD] 玩伴樂隊

295727 Marry Me 蟹子 342551 Music Fighter[HD] 獅子合唱團

338897 Marry Me[HD] Ze:A J 231000 My Anata 陶喆

331890 Marry Me[HD] 蕭敬騰 329017 My Anata{Live} 高心遠,天籟之戰

331105 Mc來了[HD] Mc Hot Dog 309440 My Attitude 姚睿與noname

332827 Me & U[HD] 鄧福如 343009 My Boo[HD] 周湯豪

278669 Me&U 鄧福如 307850 My Boy 女孩與機器人

330621 Merry Christmas[HD] 宜璇 278672 My Cirlin 邢繼光

301233 Merry Christmas{Live} 尚雯婕 231546 My Cirlin 韓光

330559 Mine Mine[HD] 周杰倫 293376 My City 喬尼,顧傑

342072 Mini Sister[HD] Mini Sister組合 336127 My Darling[HD] 萱萱

330869 Miss Pretty[HD] 蘇醒 335340 My Dears[HD] The Dears

338196 Miss Right[HD] 宥勝 322946 My Dream Uniq

336309 Miss Trouble[HD] 蔡依林 274584 My Everything Doublex2

322220 Missing Piece 郭賽偉 266472 My Everything 王胤祺

347541 Missing Xmas[HD] 畢書盡 343010 My Everything[HD] 魏大勛

331458 Missing You[HD] 鄭家星 271949 My Eyes 魏晨

279808 Mission Incomplete 郭修或 348048 My Frien[HD] 水果女孩組合

286411 Mister Mister Sisters 338559 My Friend[HD] 中盟,李廣洲

341584 Mom Said[HD] 許佳慧 233309 My Girl 黃曉明

333024 Mommies Rock[HD] 彭佳慧 349574 My Girl[HD] Bet.A

306040 Money Money 鐵竹堂 339145 My Girl[HD] 林大晉

348045 Monkey King[HD] 符龍飛 348049 My Girl[HD] 敖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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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44 My Girl[HD] 陳楚生 307569 Ok Ok{Live} 魏佳藝,中國好歌曲

336182 My Last[HD] 林品璇 334094 Ok蹦[HD] 張韶涵

231640 My Logo 韓庚 233139 Old Time 黃大煒

279809 My Love 君子,陶思元 266972 One Button{Live} 鄧紫棋

330823 My Love[HD] 田馥甄 331237 One Chance[HD] 張杰

347160 My Love[HD] 黃偉霖 269135 One Chance{Live} 張杰

344105 My Mother[HD] 禇桐羽 292536 One Day 曹格,汪小敏

280662 My Place Mic男團 338900 One Day[HD] 張敬軒

311687 My Secret 鄧紫棋 327376 One More 陳梓童

348709 My Sugar[HD] 朱元冰,黃一琳 335576 One Take[HD] 符致逸

338898 My Sunshine[HD] 張杰 332194 One Woman[HD] 群星,張靚穎

309152 My Sweet 林少緯 266564 Only Girl 紫薇

320900 My Way 朱莉靜 231891 Only One 順子

267257 My Way 馬雨賢 316473 Only You 王莘迪

331038 My Weixin[HD] 高傑 324329 Only You(國) 吳京

346804 My Word[HD] Core One 349576 Only You[HD] 蘇醒

293342 Mystery Love Eve 322223 Only You{Live} 劉夫陽,中國好歌曲

344106 Na Na[HD] 汪起正 231892 Open Up 順子

323515 Natural High 丁噹,呂思緯 332399 Opera 2{Live}[HD] 黃泓彬

341035 Natural High[HD] 丁噹,MP魔幻力量鼓鼓 347546 Party Crasher{Live}[HD] 安那

281450 New Day 褚喬 305702 Party Days 魏如昀

347543 New World[HD] Swin-S 334939 Party Night[HD] Doublex2

270309 Next World 牛奶咖啡 346406 Party Party[HD] Mc Lier

266084 Night Rainbow 李佳璐 295532 Party Queen 阿譯

231079 No Answer 陶晶瑩 287127 Peace ＆ Revolution{Live} 陳綺貞

346805 No Difference{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42553 Perfect Girl[HD] 何嘉茵

230369 No Way 陳曉東 230370 Perfect Love 陳曉東

325718 No. One 包偉銘 328160 Phucking Love 洪辰

337729 No.1[HD] 王思佳 310961 Pink Girls 黃山怡

343426 Number 2[HD] 可米小子 333526 Pinky Love[HD] 冰果甜心

303509 Number One 傅天穎 297783 Pizza歌 水蜜桃姐姐

300543 Office Lady 佚名 265233 Play Boy X-Queen凰后

313249 Oh Baby 梁文音 288625 Play Boy 金子晴

330945 Oh Boy[HD] 鄧紫棋 320901 Play Go 大買賣樂團

286517 Oh Boy{Live} 鄧紫棋 336444 Play我呸[HD] 蔡依林

345816 Oh Boy{Live}[HD] 古潔瑩,中國新歌聲 336445 Play我呸[舞蹈版][HD] 蔡依林

278237 Oh Girl 宇宙人 334944 Poker Star[HD] Mc Hot Dog

341501 Oh My![HD] 徐懷鈺 266608 Pop Up{Live} 耀樂團

305248 Oh Yeah 盧廣仲 267863 Pretty Boy Mi2

232890 Oh!My 麻吉弟弟 334828 Prove It[HD] 蔡依林

279811 Ok 100 雷龍 290189 Prove It{Live} 蔡依林

327375 Ok Ok 鄧少鋒,大龍 274582 Purple Rain 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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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40 Purple Rain[HD] A-Lin 265027 Sexy Body(國) Boy'z

327379 Push Me 群星 285074 Sexy Fox 王泓漓

332660 Qq秘密[HD] 唐古,阿緒 331029 Sexy Girl[HD] 飛輪海

297444 Qq愛 Swing 268518 Sexy Music(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吉克雋逸,劉昊霖

348051 Queen Bee{Live}[HD] 張天,歌手 339372 Shaky Party[HD] 符龍飛

347162 Rap Star[HD] VaVa 331549 She Knows[HD] Fresh M

346407 Rap Star{Live}[HD] 周筆暢,VaVa,中國有嘻哈 301310 She's Gone 林志炫

345435 Real Life[HD] Ty 312442 She's Gone{Live} 石頭

347548 Real Life[HD] 孔令奇,滿舒克 233926 Shining Kiss 黑澀會美眉

349578 Red Alert[HD] D七少年團 294448 Shining Shining 熊貓團

348711 Red N'hot[HD] 畢書盡 343015 Show Me[HD] O21女團

288626 Ringing Love 貫詩欽 290094 Shut Up 雅娜

349204 Rock Cat[HD] 天堂樂隊 305029 Shut Up 潘瑋柏,信

318427 Rock Hero{Live} 海藻樂隊 291913 Shut Up 蕭淑慎,Super Group超級天團

282719 Rock Tonight 王若希 338564 Shut Up[HD] 彭佳慧

271233 Rock You 鄧寧 316445 Silent Night 馬蹄幫樂團

338561 Roco Time[HD] H2K 317101 Silent Night 馬蹄幫樂團

287823 Romantic Things Frank秋楓 279815 Single Ladies Mic男團

279595 Rookie T(國) 新秀團隊 334201 Single Ladies[HD] M.I.C男團

346408 Round 4{Live}[HD] 黃旭,中國有嘻哈 326687 So Crazy 林為音

281082 Run Away 本兮 330129 So Good{Live}[HD] 張惠妹

231003 Run Away 陶喆 297465 So Hot Wonder Girls

313836 Run Away 魏晨 330443 So Long[HD] Roomie

348713 Run Away[HD] 方泂鑌 302284 So Sad 草蜢,關淑怡

330755 Runaway Mama[HD] 林宥嘉 285775 So Sorry 安琪

332433 Running Away[HD] 周筆暢 320080 So Sorry 微胖女神

347552 Say Cheese[HD] 陳予新,黃宥傑 316778 So What 歐豪

320902 Say Forever 丁噹 303999 Some Day 楊坤

300589 Say Goodbye 佚名 311231 Sorry Baby 鄔禎琳

281128 Say Goodbye 李宇春 306986 Sorry Girl 周上允

328163 Say Goodbye 周筆暢 348714 South Side[HD] 頑童mj116

305155 Say Goodbye 鄭智化 333676 Standing Here[HD] 愛戴

262432 Say Hello 飛兒樂團 320081 Stay Here 薛之謙

281311 Say Hi 王雅潔 341577 Stay Here[HD] 薛之謙

284084 Say No No Limit無限甜心 295314 Stop Hurting 焚梵

286073 Say No 曹軒賓 335342 Stop Peeping[HD] Faith

331011 Say No[HD] 韓庚 343017 Stray Love[HD] 蔡詩芸

345819 Say Something{Live}[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327382 Sugar Rush 吳映潔

283462 Say Yeah 藍心湄,謝和弦 262625 Summer Day 猴子飛行員

333730 Say Yeah[HD] 藍心湄,謝和弦 342271 Sunny Day[HD] 李玟

321722 Say Yes The Dears 349579 Sunny Ii{Live}[HD] 李泉,歌手

331767 Say Yes[HD] 李代沫 298835 Sunrise Sunset(日升日落)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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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850 Super Boy 王曼棋 313805 The One 韓庚

287267 SUPER BOY 快樂男聲 297288 The Onel{Live} B.A.D

285430 Super Brothers 陳冠希,Mc Hot Dog 332834 The Promise[HD] 陶喆

291471 Super Daddy 趙泳鑫 304219 This Summer 群星

335309 Super Daddy[HD] 趙泳鑫 253135 Ti Amo 徐懷鈺

338902 Super Duper[HD] 頑童mj116 339611 Time To[HD] 蔣雪兒

331884 Super Girl[HD] 蕭亞軒 335617 Tippy Toes[HD] 許哲珮

323520 Super Girl{Live} 金池 325257 To Me 張然聹

304122 Super Girls 群星 263112 Tonight Tonight Mr.

332412 Super Lover[HD] Roomie 301093 Tonight Tonight 阮經天,趙又廷

334673 Super Mo[HD] 吳莫愁 267871 Top Model N2O

330005 Super Mode{Live}[HD] S.H.E 280799 True Love 劉瑞琦

283786 Super Mr. 周上允 232046 True Love 饒燕婷

348054 Super Nba[HD] 歐陽靖 258096 Try Again 鄭秀文

232861 Super Star 麥田守望者 342272 Turn Up[HD] 周湯豪

343618 Super Star[HD] S.H.E 317105 U Hoo Rk金承熙

312770 Super Star{Live} 尚雯婕 293155 U&Me 陳姿彤

287369 Super Star{Live} 金小魚 330948 U&Me[HD] 鄔禎琳,丁祥威

335705 Super Star{Live}[HD] S.H.E 345822 Upset Underworld[HD] Easy

336497 Super Star{Live}[HD] 群星 332006 V Space[HD] 魏晨

289902 Super Study 曾惠和超級學習力學員 330986 Valentine's Day[HD] 阿杜

332036 Super Style[HD] Spexial 263101 Wake Up Makiyo

265794 Super Woman 宜璇 325722 Wake Up 艾菲

281425 Super Woman 蕭敬騰,肖灑 265070 Wake Up 倪安東

231005 Susan說 陶喆 341433 Wake Up[HD] Miss Mass

334540 Susan說{Live}[HD] 王奕丁,陶喆,蕭敬騰,黃綺珊,孫楠 334202 Wake Up[HD] Mr

325721 Swag Queen Eric- Z,Mc Lier 334372 Wake Up[HD] Mr.

348715 Tag Me[HD] 陳芳語 332905 Wake Up[HD] 舒克

297469 Taipei Power Young Souljaz,E-Turn 332263 Wake Up[英][HD] 倪安東

303930 Take Care 黑豹樂隊 345440 Walk Away[HD] 張智成

291830 Take Me Team H 303429 Walk On 陶喆

291236 Take Me 張根碩 339375 Wanna Do[HD] 魏語諾

327384 Tears Tonight 柴超 345824 Watch Out{Live}[HD] Will.D,VaVa,中國有嬉哈

309625 Tell Her 范曉萱 336499 Way Oh[HD] 江美琪

345438 Tell Her{Live}[HD] 金志文,金曲撈 330744 We Together[HD] 林俊傑

297466 Tell Me Wonder Girls 311918 What's Mine 謝沛恩

297789 Tell Me 牙套樂團 256411 What's Next 蕭亞軒

330657 That Girl[HD] 張韶涵 327388 White Max 白舉綱

349580 That's Alright[HD] 袁詠琳 327389 Why Not 江映蓉

341861 The Feelin'[HD] 林峯 262164 Why Why 曹格

338567 The Moment[HD] Tpi 315656 Wifi Wifi 深海

295495 The Moment{Live} 鄭興琦 303076 Winter Sweet 蛋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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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36 Wish U 徐浩 317112 一定 尊華

283467 With You 逆思樂團 328175 一念 歐陽青

233446 Without You{Live} 黃立行 311723 一念 黎明

315657 Wonderful Life 池約翰 265208 一直 王箏

254761 Woosa Woosa 王心凌 256978 一直 許茹芸

348720 Work Hard[HD] 孔令奇 343029 一直[HD] 吳映潔

321725 Wrecking Ball{Live} 劉宸啟 331943 一直[HD] 郁可唯

342074 W企劃[HD] 陳偉霆 292464 一起 張靚穎

333322 X-Man[HD] 韓庚 336507 一起[HD] 李泉

342274 Ya Birthday[HD] 王力宏 299148 一剪梅(倫巴) 佚名

330189 Ya Birthday{Live}[HD] 王力宏 318218 一程 王箏

256412 Yellow Christmas{Live} 蕭亞軒 292649 一路 楊玏,白敬亭,杜維瀚

278104 Yes,I Do 劉若英 348073 一遇[HD] 張謀

291957 You&Burst Hijack 279827 一對 陸昱霖

346411 Young Bridge[HD] Bridge,中國有嘻哈 268528 一樣 后羿

324729 Young Man{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322956 一瞥 李嘉珊

335957 Young Man{Live}[HD] 楊坤,楊坤組四強,中國好聲音 341516 一瞥[HD] 李嘉珊

309079 Your Smile 季欣霈 291461 七夕 許嵩

331365 Your Song[HD] 王梓軒 328190 七夕 鄭銘辰

346412 You're Gone[HD] 畢書盡 297611 七月 小鳴

230634 ㄐ一ㄢ視 陳珊妮 305238 七月 盧中強

298934 ㄠ妹 佚名 297420 七仔 S.H.E

328167 一人 臧一人 324478 七年 弘諾方舟

304780 一切 酷繪樂團,水木年華 319494 七年 胡杰夕,藍溪兒

328174 一天 胡利基 336968 七年{Live}[HD] 胡艾蓮

348062 一天[HD] 樂小虎,麥振航 264212 七彩 甄靖文

262353 一半 丁噹 344896 九月[HD] 盧庚戌

327395 一半 小賤 325971 九月{Live} 楊山,中國新歌聲

303894 一半 黃閱 325972 九月{Live} 楊山,中國新歌聲

344868 一半[HD] 于朦朧 344147 九年[HD] 潘裕文

349583 一半[HD] 張遠 340515 九年[HD] 羅英男

336954 一半[HD] 萬芳 314964 九兒 大張凡

339378 一半[HD] 薛之謙 295840 九兒 胡莎莎

345442 一半[HD] 薛之謙 317166 九兒{Live} 歐弟,蒙面歌王

306135 一年 林聖杰 340514 九兒{Live}[HD] 石頭

336958 一年[HD] 林聖杰 343443 九兒{Live}[HD] 譚晶,我是歌手

343622 一年[HD] 楊學峰 295841 九妹 王莉,于海洋

293750 一朵 白敬亭 303911 九妹 黃鶴翔

348068 一行[HD] 小旭音樂,羅瑋洛 303913 九妹{Live} 黃鶴翔

348060 一刻[HD] 胡莎莎 345870 九妹{Live}[HD] 金甲組合,中國新歌聲

331406 一刻[HD] 蘇妙玲 299930 九歌 佚名

329031 一定 0086男團 231693 九歌 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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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96 了結 董貞 310473 十七 淘小淘

329086 了緣 蘭天 297601 十五億分貝<加我>{Live} 小魚

255949 了斷 萬芳 318213 十年 王嘯坤

340518 了斷[HD] 楊培安 317288 十年 趙麗穎

306153 二月 于清龍 332186 十年[HD] 沙寶亮

318434 二哥 航宇 349670 十年[HD] 校長(張馳)

335365 二哥[HD] 二哥 342628 十年[HD] 梁朝偉,李宇春

268529 人生 后羿 343093 十年[HD] 陳奕迅

313598 人生 遠方 327521 十年{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271846 人生 韓鋒 313634 十年{Live} 劉若英

268666 人海 和尚兄弟 341898 十年{Live}[HD] 李琦,蓋世英雄

278272 人海 張信哲 338918 十年{Live}[HD] 劉銘

337721 人海[HD] 王旭鵬 345927 十年{Live}[HD] 韓丹彤,跨界歌王

344152 人海[HD] 海鳴威 338805 十年{Live}[HD] 韓紅,陳奕迅,我是歌手

305106 人偶 衛薇兒 342317 十歲[HD] 陸靜圓

325977 人啊 孟慧圓 334072 卜卦{Live}[HD] 崔子格

255196 人間 王菲 307577 三十 蒼狼兄弟

233276 人間 黃思婷 312409 三天 司徒蘭芳,黑龍

320140 人間 嚴藝丹 324875 三天 莫小娘

287380 人間{Live} 阿魯阿卓,程琳 267339 三天 黑龍,雲菲菲

334242 人間{Live}[HD] 周蕙 301953 三月 香香

288081 人質 李代沫 274950 三月 湯加麗

278769 人質 韋禮安 335457 三月[HD] 張惠妹

278438 人質 楊宗緯 345845 三月{Live}[HD] 胡斯默,中國新歌聲

342582 人質{Live}[HD] 李琦,蒙面唱將 263483 三年 田一龍

340521 人質{Live}[HD] 信,我是歌手 284054 三年 莫旭秋

331281 人質{Live}[HD] 權振東 303857 三年 黃清元

349619 人類[HD] 黃鴻升 288653 三年 楊鈺瑩

231330 入山 雷光夏 231570 三年 韓寶儀

308697 入夜{Live} 李戈 307981 三年{Live} 方伊琪

270070 入畫 樊少華 330243 三年{Live}[HD] 蔡琴

346861 入畫[HD] 楊淑廉 317135 三更 金潤吉

326036 入夢 Snh48 340800 三更{Live}[HD] 金潤吉

328282 入戲 宋子安 290932 三恨 葛笑

278388 入戲 李宇春 283897 三秋 李浩民

302779 入戲 曹格 292918 三峰 蘇陽樂隊

279264 入戲(國) 林泰燊 343034 上下[HD] EXID

309259 八年 金志文 336974 上元[HD] 董貞

233449 八卦 黃立行 348077 上位[HD] 邱勝翊

339655 刀在[HD] 陳大天 288658 上邪 小曲兒

348172 力特[HD] 鄭穎杰 330818 上岸[HD] 王識賢

342082 力量[HD] 羅志祥 345453 上海locking[HD] 十二星宿風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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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46 上臺 麋先生 346876 千面[HD] 陳志朋

336975 上臺[HD] 糜先生 331306 千尋[HD] 李行亮

328197 上癮 G.Z光澤 258148 口紅 鄭秀文

334367 上癮[HD] Exo-M 302272 口紅{Live} 翁虹

295789 下沙 金池 254602 口袋 溫嵐

287315 下沙{Live} 沙寶亮,游鴻明 324924 口號 趙斌

335883 下沙{Live}[HD] 于勃,中國好聲音 284839 土豪 晨熙

268286 下注 冷漠 307954 夕陽 天籟天

289676 下注 劉思涵 332388 大人[HD] 阿超

289779 下雨 孫思怡 330714 大火[HD] 李佳薇

341868 下雨{Live}[HD] 李志 316975 大白 彭三

336469 下流{Live}[HD] 黃耀明 303797 大地 黃名偉

297852 下雪 王宇婕 332196 大地[HD] 羽泉

288661 下落 齊蕭 340574 大地{Live}[HD] 趙傳,我是歌手

315692 丫頭 金久哲 270442 大汗 王識賢

308689 久了 李大衛 341921 大作[HD] 草蜢

271072 乞愛 解彬 347266 大姐[HD] 有高

233798 也好 黎明 297719 大雨 方子穎

288689 也許 基地小虎 345000 大雨{Live}[HD] 李克勤,陳冰,金曲撈

313160 也許 張祥洪 345001 大雨{Live}[HD] 陳冰,金曲撈

320137 也許 寒香 342657 大雨{Live}[HD] 楊宗緯,天籟之戰

303686 也許 童星 274798 大勇 張勇

304715 也許 趙默 325393 大禹 王玉璽

329084 也許 劉浩宇 328388 大哥 王凱,王大陸,丁晟,桑平,吳永倫

336255 也許[HD] 尹航 271609 大哥 阿清

339161 也許[HD] 王子 313080 大哥 高林生

331804 也許[HD] 林憶蓮 313112 大哥 張冬玲

345473 也罷[HD] 魯向卉 327585 大哥 群星

337752 凡夫[HD] 生命樹 231807 大哥 韓紅

317252 凡心 吳汶芳 343739 大哥{Live}[HD] 李文華

233603 凡間 黃閱 311507 大氣 劉惜君

266123 凡僧 李旭剛 284966 大海 林惠敏,范瑋琪

345924 勺子[HD] 梁潔冰 334638 大海[HD] 丁克森

265613 千山 劉愷威 287204 大海{Live} 王二妮,斯琴格日樂

321786 千古 許嵩 268665 大海{Live} 周鵬

338618 千古[HD] 阿蘭(Alan) 286707 大海{Live} 林惠敏,范瑋琪

301692 千年 姜玉陽 344235 大海{Live}[HD] 楊樹林,黃格選,男光音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348805 千年[HD] 金志文,吉克雋逸 262590 大雪 侯旭

333414 千年[HD] 曾靜玟,范瑋琪 325143 大魚 雙笙

348806 千金[HD] 黃宥傑 343740 大魚[HD] 盧庚戌

306160 千秋 孫楠 344648 大魚{Live}[HD] 姚晨,跨界歌王

301523 千面 阿朵 270666 大雁 肖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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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825 大愛 丁曉紅 313176 小三 張祥洪,冷漠

298608 大愛 何晏婷 313288 小三 郭玲

312658 大愛 李暘,宮下匠規 290501 小三 雲菲菲

312777 大愛 拉毛王旭 288939 小三(Dj版) 冷漠

313666 大愛 劉歡 300640 小三(續集) 冷漠

333583 大愛[HD] 安又琪 333613 小三[HD] 干露露

328390 大夢 陳粒 314758 小小 劉容嘉

269684 大廚 李志洲 340850 小小[HD] 曹格

330671 大膽[HD] 張靚穎 344664 小小[HD] 劉玥盈溪

344237 大膽{Live}[HD] 張靚穎 307358 小小{Live} 苟乃鵬,中國好歌曲

332908 大霧[HD] 詹宇琦 307359 小小{Live} 苟乃鵬,任賢齊,中國好歌曲

344998 大寶[HD] 張涵予,黎明 312493 小丑 至上勵合

301525 女人 阿利 318893 小丑 姜斌斌

230659 女人 陳琳 326167 小丑 劉天助

233216 女人 黃小琥 318274 小丑 劉德華

233605 女人 黃閱 347733 小丑[HD] 段林希

305020 女人 潘登 334780 小丑[HD] 潘瑋柏

254606 女力 溫嵐 298580 小丑{Live} 至上勵合

336615 女子[HD] 東野 304895 小丑{Live} 劉家昌

313936 女王 王子碩 274984 小手 燦爛阿龍

290931 女王 蕭淑慎,Spice Girls 334490 小方[HD] 方大同

336465 女王[HD] 陳珊妮 275039 小四 笑天

233916 女生 黑girl 295474 小四 超人

269919 女伴 林泰燊 334622 小瓜[HD] 顏培珊

323709 女孩 李榮浩 334351 小瓜[HD] 顔培珊

311707 女孩 鄭瑩瑩 269453 小白 星弟

341190 女孩[HD] 李榮浩 313569 小兵 趙小兵

338313 女孩[HD] 韋禮安 321176 小呆 艾尼瓦爾江

331012 女皇[HD] 韓庚 234344 小妹 龐龍,馬楠

312795 女神 杭嬌 312485 小花 百慕三石

282661 女神 海乃木呷 288948 小花 孫露

313551 女神 榮楊 317455 小芳{Live} 李春波,蒙面歌王

332072 女神[HD] 朱俐靜 230758 小芳{Live} 陳百祥

253856 女爵 楊乃文 338807 小芳{Live}[HD] 李榮浩,我是歌手

346019 子曰(超激版!)[HD] 卜學亮 333451 小芳{Live}[HD] 胡彥斌

313937 子時 孫子涵 334431 小孩[HD] 周柏豪

253229 子彈 徐若瑄 339446 小孩[HD] 薛之謙

288173 寸縷 河圖 345573 小孩[HD] 薛之謙,金曲撈

306176 小人 秋褲大叔,冷漠 335193 小孩[HD] 韓舟

293638 小人 曾一鳴 320342 小屋 大衛

332102 小人[HD] 冷漠,趙小兵 296248 小紅 海上觀濤

302647 小三 張祥洪 328469 小胖 馬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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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959 小島 楊千嬅 344671 山丘{Live}[HD] 韓紅,歌手

233247 小氣 黃征 294688 山姑 雷佳

299914 小草 佚名 325057 山花 齊晨

302178 小草 殷秀梅 230323 山寨 陳星

285429 小草{Live} 陳俊豪,陳羽凡 231932 山歌 顧媚

314997 小草{Live} 舒浩煬,胡鈺佳 271627 已經 陸特丹

349327 小草{Live}[HD] 霍尊,歌手 305874 已經 蘇打綠

328470 小院 趙善存 348979 才怪[HD] 陳娟兒

298944 小馬 佚名 337004 不分[HD] 陳大天

326177 小鬼 丁思忖 303152 不必 這位太太

334364 小偷[HD] 阿牛 349603 不再[HD] 張信哲

291009 小強 陸齊 262144 不同 Clown

299516 小船 佚名 325954 不在 韓安旭

308237 小莉 左小祖咒 264145 不多 張棟樑

333492 小莉[HD] 龍曉飛 339885 不如[HD] 蔡旻佑

297613 小野 小鳴 271854 不朽 音頻怪物

341711 小雪{Live}[HD] 楊山,中國新歌聲 278105 不朽 劉若英

298462 小鳥 朴文哲 337792 不朽[HD] 華晨宇

305345 小鳥 鮑家街43號 349222 不朽[HD] 劉力揚

343151 小鳥[HD] 大來 295816 不朽{Live} 華晨宇

319356 小惠 廖亞輝 318649 不忘 陸毅,張儷

314998 小黃 李榮浩 322250 不忘 馮家妹

346033 小溪[HD] 陳栩晴和她的朋友 341110 不忘[HD] 和匯慧,周詩雅

298626 小詩 余天 331264 不良[HD] 徐良

271518 小路 鐘麗燕 253799 不見{Live} 楊丞琳

304558 小路(慢四) 舞曲 297258 不夜 1983組合

291534 小說 韋小天,林洪輝 325502 不怕 阿悄

233436 小憐 黃磊 301826 不怕 范文芳

303695 小豬 紫龍 303326 不怕 陳紅

263029 小樹 梁心頤 347581 不怕[HD] 尚芸菲

310264 小蕊 張凱 330661 不怕[HD] 弦子

233033 小薇 黃品源 292516 不放 是元介

233497 小薇 黃美詩 320117 不服 羽泉

345577 小薇{Live}[HD] 黃品源,萬芳 262451 不服 符瓊音

373134 小璿 鐘欣桐 341649 不枉[HD] 汪小敏

332048 小霧[HD] 盧凱彤 268093 不舍 任和

285012 小麗 沈志仲 293449 不是 吳煒

323140 山人{Live} 山人樂隊,中國好歌曲 313675 不是 慕容曉曉

332878 山丘[HD] 李宗盛 344133 不是[HD] 吳陌川

294478 山丘{Live} 王珊珊 313624 不要 劉蕊绮

296261 山丘{Live} 胡彥斌 304065 不哭 楊嘉淞

336997 山丘{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13700 不哭 蔡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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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58 不哭 鄭偉斌 293079 不還{Live} 郭靜

330233 不哭[HD] 王心凌 330679 不難[HD] 徐佳瑩

343437 不哭[HD] 周蕙 297931 不變 王羚柔

344588 不哭[HD] 姜永 329065 不變 魏晨

303899 不屑 黃鴻升 332753 不變[HD] Olivia Ong

313639 不悔 劉庭羽,陸昱霖 339388 不變[HD] 張赫宣

307181 不留 李榮浩 312766 中毒 孟格格

335275 不留[HD] 王菲 287396 中毒 彥妮

256425 不配 蕭亞軒 316940 中毒 曹惠婷

345466 不配[HD] 雨宗林 287520 中毒 寒武紀

280719 不問 何晟銘 313814 中國 韓琳

283932 不夠 孫紫晴 348093 中國[HD] 阿爾法

275040 不夠 笑源 349613 中國[HD] 阿爾法,群星

331039 不夠[HD] 高傑 338934 中國[HD] 梁海洋

345457 不夠[HD] 常艾非 349232 中國[HD] 華語群星

308584 不敗 吳建豪,俊昊 232584 中國{Live} 高楓

330552 不敗[HD] 吳建豪,2Pm(俊昊) 328219 中途 大象體操

267297 不猜 黃小琥 327438 中途 梁曉雪

255947 不換 萬芳 330153 中斷點{Live}[HD] 張敬軒

294546 不敢 胡彥斌 347602 之外[HD] 陳奕迅

294321 不敢 接靚 290765 之後 李韋

252937 不痛 張韶涵 285955 之間 信

262449 不痛 樊凡 293380 五月 伍越

340503 不痛{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38936 五虎[HD] 慢慢說樂團

230490 不想 陳淑樺 333902 五虎{Live}[HD] 慢慢說組合

231041 不愛 陶喆 292589 什麼 李宇春

278890 不愛 曾一鳴 232477 什麼 高山峰

336518 不搭[HD] 李榮浩 256834 什麼 許慧欣

347583 不搭[HD] 夏天alex 233799 什麼(國) 黎明

341483 不該[HD] 周杰倫,張惠妹 270283 仇恨 焰烽

350806 不滿{Live} 伍佰,Chinablue 335033 今天[HD] 曲婉婷

338585 不睡[HD] 張惠妹 330038 今天{Live}[HD] 劉德華

301194 不管 周蕙 318397 今年 姚可傑

325964 不說 李榮浩 338937 今年[HD] 姚可傑

316910 不說 蘇宇舟 264200 今夜 朱業晉

330909 不遠[HD] 蕭亞軒 290750 今夜 李成

275221 不醉 黃渤 312965 今夜 風來

338587 不賴[HD] 賴偉鋒 230215 今夜 陳明

253307 不懂 于台煙 344155 今夜[HD] 左成

316545 不懂 孫心婭 344901 今夜[HD] 左成

315020 不懂 張信哲 344621 元日[HD] 胡婷婷

335312 不還[HD] 郭靜 310135 元芳 張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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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668 元氣 元氣 G-Boys 297927 午後 王羚柔

303087 內疚 許美嫻 343460 午後{Live}[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313322 內疚 陳奕迅 291107 友愛 何守建

317239 內疚 溫兆倫 284365 友誼 丁維偉

321022 內容 麋先生 331364 反光[HD] 王櫟鑫

340166 內容[HD] 糜先生 328323 反派 Trash樂團

292660 內傷 林健輝 308962 反派 卓文萱

330587 內傷[HD] 周湯豪 333952 反省[HD] 汪雨軒

331802 內傷[HD] 林建輝 339417 反省[HD] 金池

309901 內臉 祝蘭蘭 320222 反面 蘇兒真

284724 公主 張子瑄 325316 反話 李日詹

263877 公主 謝容兒 345992 天下{Live}[HD] 張杰,謝娜,跨界歌王

305398 公路 縱貫線 324698 天才 毛方圓

294464 公僕 王宏偉 231009 天天 陶喆

270912 公僕{Live} 蔣大為 309004 天天{Live} 周筆暢

338254 公館[HD] 1976 290499 天水 雲丹久美

323609 六樓 夏婉安 274750 天仙 宋靖宇

348158 凶宅[HD] 熊仔 326118 天石 張寒

290414 分心 馬妮啦 262855 天后 劉力揚

319574 分手 孫露 329242 天地 安九,葉里

265820 分手 崔健 314768 天地 徐子崴

295568 分手 陳玉建 330449 天灰[HD] S.H.E

323035 分手 博才 335714 天灰{Live}[HD] S.H.E

285046 分手 湘唯一 279463 天妒 譚晶

255952 分手 萬芳 317379 天局 小曲兒

323036 分手 曉月 281305 天使 王菲

305443 分手 蟑螂合唱團 298556 天使 羽泉

333528 分手[HD] 冷漠 299976 天使 佚名

330131 分生{Live}[HD] 張惠妹 301405 天使 林慧玲

262054 分別 A One 326762 天使 金小曦

295980 分別 歐陽雄波 306221 天使 羅邏聖

232977 分享 黃可兒 333100 天使[HD] 鄧福如

233621 分享 黃雅莉 255247 天使{Live} 王菲

263424 分裂 蘇醒 292097 天使{Live} 劉悅

330567 分裂[HD] 周杰倫 305045 天使{Live} 瘦人樂隊

253854 分開 楊乃文 317376 天使{Live} 羅邏聖

304324 分開 葉璦菱 312302 天命 天郎

306219 分類 和匯慧 306222 天命 嚴藝丹

329179 化石 莫日根 278380 天命 權振東,劉振宇

285967 化碟{Live} 春天 274968 天河{Live} 澤旺多吉

313181 化蝶{Live} 張琪朗 312343 天空 王羽臣

267309 匹夫 黃曉明 292535 天空 曹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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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49 天空 熊貓團 231976 天涯 顧莉雅

280935 天空 賓俊傑 234355 天涯 龔玥

231770 天空 韓紅 345549 天涯[HD] 萌萌噠天團

333572 天空[HD] 孫楠,順子 347709 天晴[HD] 艾麗雅

349563 天空[HD] 孫燕姿 278457 天黑 柯以敏

331238 天空[HD] 張杰 294593 天黑 許鶴繽

339694 天空[HD] 蔡依林 342096 天黑{Live}[HD] 阿杜,隱藏的歌手

255251 天空{Live} 王菲 335135 天黑{Live}[HD] 許鶴繽

292780 天空{Live} 王睿卓 346000 天黑{Live}[HD] 劉凱,中國新歌聲

280046 天空{Live} 孟楠 289762 天路 天亮

288012 天空{Live} 動力火車 314770 天路 郭瓦·加毛吉

269137 天空{Live} 張杰 231784 天路 韓紅

320299 天空{Live} 賓俊杰 234356 天路 龔玥

336608 天空{Live}[HD] 沈怡君 265898 天路{Live} 張濤

331652 天空{Live}[HD] 周曉鷗 313734 天路{Live} 澤旺多吉

332295 天空{Live}[HD] 賓俊傑 338811 天路{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34963 天空{Live}[HD] 劉文傑 328402 天幕 顧莉雅

341694 天空{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280858 天臺 周杰倫,柯有倫,徐帆

313010 天亮 徐一鳴 279776 天臺{Live} 周杰倫,柯有倫,群星

253465 天亮 曾寶儀 318929 天際 曲爾甲

293801 天亮 蘇盈之 293813 天敵 蕭敬騰

275216 天音 黃聖依,陸毅 314706 天橋 楊千嬅

313213 天真 張瑤 296155 天機 張學友,白鷺

267997 天馬 烏蘭托婭 332010 天機[HD] 魔幻力量,信

297422 天啊 S.K.Y 335382 天燈[HD] 前進樂團

312327 天問 毛阿敏 341213 天燈[HD] 梁靜茹

325613 天問 尚桐 339208 天燈[HD] 楊宗緯

304532 天問 臧天朔,沈艷 301879 天邊 降央卓瑪

345003 天問[HD] 毛澤少 302218 天邊 烏蘭托婭

313968 天堂 木棉 302227 天邊 烏蘭圖雅

233218 天堂 黃崇旭 290667 天邊 廖昌永

305145 天堂 鄭怡 341923 天邊[HD] 張韶涵

232240 天堂 騰格爾 320301 天邊{Live} 白致瑤

287047 天堂{Live} 紀敏佳 334185 天邊{Live}[HD] 韓磊

328401 天堂{Live} 蘭雪,夢想的聲音 304020 天驕 楊洋,金彪

333711 天堂{Live}[HD] 胡彥斌,額日和木巴圖 319640 太多 孫露

331605 天堂{Live}[HD] 雲傑 230835 太多 陳綺貞

349304 天堂{Live}[HD] 騰格爾,歌手 308431 太早 江若琳

331543 天梯[HD] C Allstar 309870 太囧 海生

265032 天涯 Delay組合 325177 太湖 大頭妹妹

313531 天涯 達哇瓊沛 279259 太陽 中國最強音

231816 天涯 韓紅 326123 太陽 白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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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37 太陽 陳綺貞 318933 心火 徐意如

262626 太陽. 猴子飛行員 357715 心火 郭晉安

332185 太陽[HD] 民雄 307999 心生 牛奶咖啡

337042 太陽[HD] 顏培珊 341953 心生[HD] 樊博

280050 太陽{Live} 白舉綱 230377 心地 陳曉東

324830 太陽{LIVE} 羅邏聖 290075 心曲 王唯僑

326768 太傻 金志文,蒙面唱將 293480 心曲 好妹妹樂隊

234347 太傻 龔柯允 340344 心有千千結[HD] 成于申

286770 太傻{Live} 柯以敏 336209 心灰[HD] 鍾舒漫

342345 太傻{Live}[HD] 金志文,蒙面唱將 308164 心佛 王鵬

349308 太愛[HD] 王圓坤 346056 心牢[HD] 水果歌

331030 太熱 Super Hot[HD] 飛輪海 328501 心谷 文竹,袁琢

326122 太遲 于博雅 312522 心事 冷漠

299606 太難 佚名 323153 心事 肖鎰舟

336611 太難[HD] 金池 331584 心事[HD] 麗丹

331727 太難[HD] 張丹鋒 325798 心依 葉璐

336315 孔雀[HD] 許祺曼 349782 心弦[HD] 李浪

280659 少年 Hope組合 299977 心泣 佚名

312504 少年 西單女孩 232349 心雨 高勝美

323747 少年 張雷 336374 心雨[HD] 周杰倫

347737 少年[HD] 天堂樂隊 297771 心雨{Live} 毛寧,楊鈺瑩

332808 巴掌[HD] 糜先生 340342 心型圈[HD] 蔡依林

335031 巴黎[HD] 方大同 310720 心洞 陳勢安

282488 幻化 晟瑤,陽陽 344301 心香[HD] 龔玥

327635 幻城 周品 307268 心浪 王中平

329309 幻城 魏紫祺 314707 心茶 李昊嘉

325457 幻胖 許嵩 232916 心動 黃中原,傅薇

328483 幻景 歐霖 332527 心動[HD] 曾一鳴

321854 幻想 李日詹 285100 心動{Live} 王琪瑋,范瑋琪

335024 幻滅[HD] 徐良 296312 心動{Live} 吳思思

347744 幻像[HD] 錢韻多 280147 心動{Live} 徐佳瑩,劉若英

348911 幻夢[HD] 任韻淇 322134 心動{Live} 張敬軒

305100 幻舞 蔣雪兒 296313 心動{Live} 陳潔儀

333248 幻蝶[HD] 李昱和 338940 心動{Live}[HD] 長宇,中國好聲音

279602 幻覺 徐彥秋 341149 心動{LIVE}[HD] 張敬軒

329311 幻覺 高蘭薩朵 338813 心動{Live}[HD] 陳潔儀,我是歌手

313662 幻覺 劉瀚升 341952 心動{Live}[HD] 陳潔儀,我是歌手

313974 幻覺{Live} 謝天笑 262438 心情 付豪

288969 幻聽 胡夏 278746 心情 陳曉,趙麗穎

330930 幻聽[HD] 許嵩 334860 心淚[HD] 謝志源

329328 心心 蘇運瑩 347305 心率[HD] 鹿晗

284237 心火 姚貝娜 295372 心痕 羅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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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841 心術 張宇 308415 心墳 江宇

254321 心軟 楊韻禾 296320 心線 金鑫

305201 心傘 曉月 304476 心線 滿江

303654 心扉 程海星 309110 心緣 拉熱吉

319703 心晴 胡楊林 327655 心醉 李琦

299969 心港 佚名 296325 心醉 孫露

230563 心痛 陳潔儀 312601 心燈 完瑪三智

331940 心痛[HD] 鄒宗翰 233284 心燈 黃思婷

312979 心結 孫一嬌,解放 296318 心燭 胡艾蓮

348305 心結[HD] 檸檬茶 297293 心牆 Bea Fong

341537 心雲[HD] 林志穎 288417 心牆 孫浩

338349 心傷[HD] 林聖杰 280148 心牆{Live} 林采欣

327651 心碎 馬忠偉 312812 心牆{Live} 林俊傑

230959 心碎 陳黎明 230960 心聲 陳黎明

340856 心碎[HD] 朱宇 344299 心聲[HD] 焦可然

341954 心碎[HD] 馬忠偉 274671 心藍 盧巧音

335849 心碎[HD] 龍梅子 318320 心鎖 冷漠,楊小曼

322471 心經 佟佳霖霖 300591 心願 佚名

346943 心經[HD] 杜佳 292923 心願 范逸臣,凌晗

282723 心經{Live} 王菲 292512 心願 時翔雲

296319 心經{Live} 游子組合 324717 心願 涓子

334882 心罪[HD] 阿爍 292507 心願 新聲一班

233285 心路 黃思婷 296317 心懸 劉杰洛

306240 心路 曉楓 326210 心魔 單色凌

331410 心路[HD] 蘇妙玲 315747 心魔 雷琛瑜

322472 心跳 汪蘇瀧 336651 心魔[HD] 雷琛瑜

293130 心跳 阿香 337051 心魔[HD] 雷琛瑜

319706 心跳 張翠萍 266562 心戀 紫琴

291316 心跳 楊謹 318936 心戀 認真

323157 心跳 劉溪 304577 心戀(倫巴) 舞曲

289646 心跳 儲毅 279601 心戀(國) 徐小鳳

342375 心跳[HD] 王力宏 344683 心戀[HD] 任素汐

330662 心跳[HD] 弦子 301196 心戀{Live} 周蕙

322473 心跳{Live} 于文文,中國好歌曲 313418 心戀{Live} 費玉清

309867 心塵 殷紫嫣 313818 心戀{Live} 韓曦

313978 心夢 孫曉雨 331728 手心[HD] 張丹鋒

344682 心夢[HD] 字金美 324575 手印 曹雅雯

323768 心歌 李佳倫 330793 手印[HD] 溫嵐

257022 心蝕 許茹芸 342099 手花[HD] 馬天宇

290403 心語 韓紅 300138 手套 佚名

346058 心語[HD] 紅薔薇 333239 手記[HD] 蘇俊熙,徐藝瑩

271838 心儀 韓開一 333377 手語[HD] 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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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647 手機[HD] 齊航 313983 月夜 烏蘭圖雅,扎西頓珠

254788 手錶 王心凌 313367 月夜 陸鋒

284346 支柱{Live} Snh48 290977 月夜 鄒薇

342800 支離[HD] 痛仰樂隊 313981 月夜{Live} 烏蘭圖雅,扎西頓珠

348397 文章[HD] 張晉碩 313984 月亮 田振達

274769 方向 少女部落格 313985 月亮 老狼

269432 方向 方小菲 312707 月亮 沙瑪學鋒

266834 方向 許巍 231810 月亮 韓紅

317673 方向 黃綺珊 349432 月亮[HD] 于海霞

332392 方向[HD] 陳妍希 349008 月亮[HD] 榭霖

345161 方向[HD] 董義 343888 月亮粑粑{Live}[HD] 趙雷,歌手

343864 方向[HD] 寧桓宇 320559 月荷 李吟

278883 方法 蔡靖以 299629 月琴 佚名

297598 日子 小柯 278615 月臺 覃元隆

312284 日子{Live} 小柯 311359 月臺 趙本水

315072 日出{Live} 張惠妹 318627 月臺{Live} 譚維維,蒙面歌王

305861 日光 蘇打綠 297774 月舞 水木年華

271782 日記 隋超 328673 月影 李美

269399 日記 摩登咖啡 305556 木偶 謝雨欣

315073 日落{Live} 光良 340052 木偶[HD] 陳岩

280262 日頭 藍月心 343893 木魚與金魚{Live}[HD] 可奇

328672 月出 原子霏 316353 木棉 霍尊

254792 月光 王心凌 310645 欠愛 陳佳喆

301050 月光 秀蘭瑪雅 311901 比例 薛恒泰

294767 月光 邢天溯 262660 比劍 花世紀樂團

292450 月光 張皓然 297378 毛毛 Momo姐姐

323286 月光 許魏洲 301946 毛毛 香香

231903 月光 順子 300136 毛衣 佚名

303887 月光 黃靖倫 280318 水分 趙旭

263941 月光 楊培安 344745 水心[HD] 楊黎

291533 月光 霓裳 345674 水手{Live}[HD] 張澤禹,胡鈺佳

265232 月光 魏晨 313201 水月 張雲卉

333072 月光[HD] 胡彥斌 254794 水仙 王心凌

266605 月光{Live} 羽泉 296686 水仙 林俊傑

292604 月光{Live} 李玉剛 230901 水仙 陳蘭麗

313630 月光{Live} 劉芯宇 305933 水仙 鍾偉

337063 月光{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37899 水仙[HD] 楊卿儷

336737 月光{Live}[HD] 邢天溯 312227 水仙{Live} 顧莉雅

349886 月老(咱們結婚吧){Live}[HD] 李建科 302701 水杯 張雷

345659 月兒[HD] 江福永 303329 水袖 陳剛,楊陽

313982 月夜 布仁巴雅爾 253125 水晶 徐懷鈺,任賢齊

300482 月夜 佚名 340211 水晶[HD]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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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52 水裡 辛莉恩 335554 牙疼[HD] 愛晴

298146 水韻 王麗達 336782 牙關[HD] 家家

263529 火山 伍佰,Chinablue 295120 王子 張棟樑

230233 火花 陳明真 280872 王妃 墨綠森林

295310 火花 溫心 268718 王妃{Live} 大山

267911 火花{Live} Try 326444 王妃{Live} 王祖藍,跨界歌王

233087 火花{Live} 黃品源,辛曉琪 321973 王妃{Live} 王凱

343927 火花{Live}[HD] 辛曉琪,品冠 274774 王妃{Live} 尚雯婕

311070 火星{Live} 楊丞琳 329579 王妃{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42101 火苗{Live}[HD] 肖洋 286927 王妃{Live} 黃齡

333051 火苗{Live}[HD] 格格 285248 王妃{Live} 蕭敬騰,肖懿航

298502 火柴{Live} 羽泉 323984 王妃{Live} 蕭敬騰,高鴻濤,宋恩治,陳慧娟我想和你唱

310165 火鳥 張杰 287650 王妃{Live} 蕭煌奇,楊培安

328739 火種 Idol School 287066 王妃{Live} 薩頂頂

263480 火種 湯非 340933 王妃{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279201 火種(國) 藍月心 341321 王妃{LIVE}[HD] 蕭敬騰,高鴻濤,宋恩治,陳慧娟,我想和你唱

343928 火辣辣的情歌{Live}[HD] 烏蘭圖雅 303916 王者 黃鶴翔

267842 火熱 J-One 334210 王者[HD] 亂彈阿翔

325632 父子 權振東 329580 王董 大支

322697 父子{Live} 佟鐵鑫,楊洋 298048 世界 王菲菲

307520 父恩 馬麗 313859 世界{Live} 譚晶

323330 父親 大約冬季 281630 世間 黃思婷

312542 父親 君子 301837 主人 范曉萱,100%樂團

312767 父親 孟楊 282587 主角 林俊傑

301915 父親 韋嘉 322261 主角 照明

294260 父親 張力尹 317165 主宰 大台風樂團,張皓

285421 父親 陳一凡 254594 主動 溫嵐

287126 父親 陳瑞 340803 主場[HD] 王建房

313759 父親 閻維文 301415 主題 林憶蓮

321969 父親 謝作健 332430 乏味[HD] 周傳雄

329567 父親 鴻飛 313098 他們 崔恕

288517 父親 譚晶 264119 他們 張惠妹

326439 父親 蘇子哲 317181 他們 穎兒

234351 父親 龔玥 325990 他們{Live} 李志

346668 父親[HD] 周巍 320979 付出 賴偉鋒

334139 父親[HD] 筷子兄弟 348104 付出[HD] 姜鵬

315756 父親{Live} 楊坤,張丁文,最美和聲 298212 仙女 司文

287784 父親{Live} 群星 294865 仙境 京晉jucie

337744 父親{Live}[HD] 古巨基,我是歌手 326792 仙禪 王曼旎

337070 父親{Live}[HD] 阿來 313989 仙蹤 趙一頤

290564 片刻 印玉蓮 283843 代替 高楓

339800 牙仙[HD] 香香 274796 代替 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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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93 代號 邵偉軒 325751 冬末 游小龍

313992 以後 李欣怡 291406 冬至 筠子

255950 以後 萬芳 308383 冬季 旭日陽剛

323563 以為 張成力 234056 冬雨 齊秦

231122 以為 陶莉萍 348155 冬眠[HD] 鄭宜農

271166 以為 趙丹 266162 冬雪 李響

292174 以為{Live} 周三 305920 冬雪 鐘尚榮

313994 兄弟 吉武 262858 冬港 劉子千

308334 兄弟 宇桐非,易欣 279788 冬戀 莊學忠

282481 兄弟 旭日陽剛 230892 冬戀 陳芬蘭

262601 兄弟 含瑞 303291 冬戀 陳思安

274958 兄弟 沙寶亮 231581 冬戀 韓寶儀

271473 兄弟 金志文,楊坤 282652 冬戀{Live} 洪祿雲,楓舞

312842 兄弟 阿淡 315099 出口 王錚亮

295012 兄弟 唐杰 269359 出口 戊道子

313004 兄弟 容中爾甲 232016 出口 飛輪海

292422 兄弟 張岱 253011 出口 徐佳瑩

317233 兄弟 斯琴巴圖,張馳昊 306056 出口 顧峰

313395 兄弟 湘東雨 322318 出手[Live} 張啟輝

285045 兄弟 湘唯一 348789 出色[HD] 胡凱,張磊

233602 兄弟 黃閱 335602 出色[HD] 范憶堂

290180 兄弟 董偉 339654 出行[HD] 媽咪丫丫

318954 兄弟 認真,小仁真 323034 出走 光良

287713 兄弟 蔡佳麟 278661 出走 鄧子霆

317234 兄弟 鄧小龍 343689 出走{Live}[HD] 崔健

313763 兄弟 龍井 348160 出征[HD] 何龍雨,黃飛

232683 兄弟 魏斌 284732 出界 張智成

313889 兄弟 蘇醒 258143 出界 鄭秀文

348137 兄弟[HD] 五月天 232720 出界 鮑藝芳

349260 兄弟[HD] 五月天 313240 出軌 情罪

348138 兄弟[HD] 阿洋 281563 出軌 陳珊妮

343677 兄弟[HD] 孫健康 263962 出軌 瑤瑤

349646 兄弟[HD] 崇亮 284082 出發 Lotte Girls

339642 兄弟[HD] 陳昇 320199 出發 阿爾法,徐菁遙,星途寶貝等

312837 兄弟{Live} 阿里郎 264112 出發 張心傑

282572 兄弟{Live} 楊坤,金志文 323033 出發 郭家銘,李玉剛,陳曉東,于曉光

313790 兄弟{Live} 謝有才 233645 出發 黃韻玲

343678 兄弟{Live}[HD] 可奇,梁碩 321032 出發 群星

344926 兄弟{Live}[HD] 黑豹樂隊 337917 出發{Live}[HD] 邢天溯

307485 兄妹 陳潔儀 232334 出嫁 高勝美

343067 兄妹[HD] 陳奕迅 255217 出路{Live} 王菲

323615 冬天 孫二寶 323618 出賣 李榮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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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111 功夫 CMCB樂團 356029 卡門{Live} 羅文

330688 功夫[HD] 德龍prasada 343461 卡門{Live}[HD] 杜麗莎

317279 功課 古巨基 343095 卡帶[HD] 盧凱彤

326053 加油 錢紅 302226 古麗 烏蘭圖雅

331337 加油[HD] 歌浴森 263508 句點 糖糖樂團

298082 加倍 王蓉 337092 另類[HD] 黃文星

262778 加速 金冉 332455 叩叩[HD] 李玟

253312 包容 于台煙 348187 只好[HD] 印子月

300371 包容 佚名 304880 只是 劉禹圻

266130 包容 李果 263249 只想 輕鬆玩樂隊

230419 包容 陳曉東 288800 叫醒 徐海星

233279 包容 黃思婷 290651 叫囂 左健

266936 包容 鄭源 324890 召喚 蔡雨晴

312523 包圍 冷漠 253144 叮咚{Live} 徐懷鈺

313999 包圍 張杰 348194 可否[HD] 妞妞(王崇)

305868 包圍 蘇打綠 330470 可笑[HD] 丁滿

331757 包圍[HD] 暉倪 282553 可能 李萌

264034 匆匆 周傳雄 331307 可能[HD] 李霄雲

294930 匆忙 包啟寧 315115 可惜 郭靜

288777 北方 鄭黃榮 313364 可惜 陸平

292768 北方{Live} 王曉天 313890 可惜 蘇醒

328312 北田 王建房 349680 可惜[HD] 葉炫清

315770 北京 孫楠 345520 可惜{Live}[HD] 周蕙,金曲撈

300320 北風 佚名 253810 可愛 楊丞琳

230273 北漂 陳星 266709 可愛 蔡健雅

314000 北漂 鮑國 344956 可疑[HD] 厲娜

341422 半年[HD] 黃荻鈞 294206 可樂 孫楠

302132 半夏 徐顥菲 345522 可樂[HD] 葉諾帆,陳宥希

255957 半袖 萬芳 294606 可樂{Live} 趙浴辰

263761 半路 徐千雅 295458 可樂{Live} 謝安琪

293426 半路 劉若英 319600 台瘋 黃菲菲

305428 半路 薛凱琪 328337 史書 少峰

263107 半夢 Mic男團 306268 史記 郭經緯

288785 半醒 劉思涵 280001 史詩 蛋堡

300532 卡門 佚名 347671 史詩[HD] 胡利基

284057 卡門 莫旭秋 278325 右臉 戴佩妮

359938 卡門 黃寶欣 336062 司機[HD] 唐古

287229 卡門{Live} 古巨基,李泉 278688 囚鳥 郁可唯

253053 卡門{Live} 徐小鳳 278501 囚鳥 溫嵐

232974 卡門{Live} 黃可兒 340562 囚鳥[HD] 洪杰

313492 卡門{Live} 楊燕 342638 囚鳥[HD] 陳明憙

305560 卡門{Live} 謝玲玲 324741 囚鳥{LIVE} 王凱,跨界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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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135 囚鳥{Live} 田馥甄 316761 失憶 孟曉輝

288823 囚鳥{Live} 鄧紫棋 313219 失憶 張韶涵

335498 囚鳥{Live}[HD] 李振 303182 失憶(諒解)備忘錄 郭富城

318966 囚愛 後來者 309826 失衡{Live} 徐峰柏

303478 囚歌 雪村 342664 失聯[HD] 白舉綱

342639 四月[HD] Rajor 349720 失聲[HD] 吳克群

332215 四句[HD] 高洪章 300949 失蹤 李維

339935 四年[HD] 袁小斌 307969 奴隸 尹子維

298419 四季 朱珠 295170 奶奶 旭日陽剛(劉剛)

263884 四季 辛龍 317394 奶奶 金潤吉

321800 四季 孟曉輝 296177 奶奶 賴鴻根

270202 四季 洪辰 282087 奶茶 佳小宇

319611 四季 梁博 271204 奶茶{Live} 趙雅萱

257002 四季 許茹芸 279364 左右 歐豪

230632 四季 陳珊妮 305392 左右 戴愛玲

274788 四季 龐龍 314012 左耳 趙薇

313869 四季 龐龍,吳碧霞 328478 左肩 安蘇羽

307430 四季{Live} 那吾克熱 玉素甫江,中國好歌曲 253817 左邊 楊丞琳

337941 四季{Live}[HD] 龐龍 305876 左邊 蘇打綠

339421 四海[HD] 高進,小瀋陽,迪克牛仔,葉世榮 345046 左邊{Live}[HD] 王珞丹,跨界歌王

309655 外 賴 韋禮安 303286 巧合 陳思安

278792 外人 黃俊焰 295060 巧遇 小老頭

305471 外套 謝朋舉 298837 巨航 佚名

325575 外婆 任和 325138 巨鹿 華晨宇

308482 外婆 西單女孩 265954 布穀 徐佳瑩

336369 外婆[HD] 周杰倫 317464 平凡 童安格

343469 外婆{Live}[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323146 平凡 楊冠成

301363 外遇 林淑娟 343158 平凡[HD] 金麗婷

318968 失孤 歐宇軒 233248 平行 黃征

285642 失約 尹寒 346933 平行[HD] 楊千嬅,丁子高

256846 失眠 許慧欣 310231 平等 張祥洪

325506 失眠 陳堃古月 309323 幼靈 阿悄

304712 失眠 趙默 335072 打呼[HD] 潘瑋柏,楊丞琳

315783 失眠 曉亮 307913 打烊{Live} 公主組合

343475 失眠[HD] 金志文 324528 打破 張超

232518 失眠{Live} 高慧君 331048 打破[HD] 黃小琥

333520 失控[HD] 伍華 297271 打掃 2個女生

334104 失控[HD] 杜侑澎 310031 打歌{Live} 高洪章

339211 失控[HD] 溫嵐 296529 打鐵 玖壹壹

302776 失陪{Live} 曹方 340053 未了[HD] 蘇打綠

314011 失憶 小強 344397 未央[HD] 冥月

282808 失憶 肖洋 350834 未來 何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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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70 未來 黃立行 344409 永遠{Live}[HD] 張靚穎

258266 未來 鄭秀文 343912 永遠的牽掛[HD] 明月微風

313837 未來 魏晨 344411 永駐[HD] 吳陌川

343894 未來[HD] 王奕瑾 265273 氾濫 余文樂

345191 未來[HD] 陳梓童 279116 犯罪 花哥

333948 未滿[HD] 梁一貞 306057 犯錯 顧峰,斯琴高麗

325482 末日 鄧紫棋 346217 玄奘[HD] 唐僧王永

255311 末日{Live} 王菲 262845 玉碎 冷漠

346160 末至[HD] 郁可唯 306276 玉碎 秋褲大叔

274715 末路 夜叉樂隊 296798 玉碎 譚晶

327835 本色 唐濤 297872 玉蜻蜓-認子 王杭娟

284116 本來 山野 234336 生日 龐龍

330625 正好[HD] 容祖兒 338466 生生[HD] 林俊傑

268294 母校 冷漠 315798 生命 群星

280790 母愛 劉晶 231765 生命{Live} 韓紅

296683 母親 布仁巴雅爾 326447 生活 貢尕達哇

286643 母親 李慧珍 342464 生活[HD] 龍梅子

315125 母親 汪峰 342465 生活[HD] 龍梅子,徐子崴

317746 母親 和匯慧,李子峰,徐麒豐,張寧江 312159 生銹 蘇夏

266611 母親 耿為華 230955 用心{Live} 陳黎明

269076 母親 張冬玲 336066 甩尾[HD] 大豪(黃昱豪)

314781 母親 郭瓦·加毛吉 334949 甩開[HD] 丁噹

230539 母親 陳淑芳 290910 田園 聶鋼鋼

317747 母親 斯琴巴圖 299151 甲午海戰-祭海 佚名

281642 母親 齊寶石 281573 白夜 陳萌

306966 母親 劉沛洋 298582 白狐 艾秩曼

311541 母親 劉德華 230718 白狐 陳瑞

234363 母親 龔玥 230754 白狐 陳瑞,剛輝

332353 母親[HD] 瓊雪卓瑪 287631 白狐 楊蔓,雨天

322646 母親{Live} 伊爾盼,中國好歌曲 313919 白狐 龔玥菲

316915 母親{Live} 袁雙洋 332951 白狐[HD] 謝容兒

316530 母親{Live} 劉維維 330222 白紙{Live}[HD] 王力宏

262160 民生 成龍,劉媛媛,豆豆 312015 白馬 藍琪兒

308575 永不 吳忠明 326820 白蛇 大慶小芳

265656 永恆 吳滌清 347049 白塔[HD] 師啟軒

303724 永恆 陽一,劉雁 314782 白愛 梁寶強

302710 永晝 張韶涵 338736 白楊[HD] 謝鳴萱

298290 永遠 任賢齊 311339 白領 趙小兵

323936 永遠 冷漠 302974 白鴿 莊學忠

257909 永遠 辛曉琪 303280 白鴿 陳建彬

334660 永遠[HD] 北七樂團 317851 白鴿 陳藝搏

335773 永遠[HD] 張靚穎 234376 白鴿 龔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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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35 白癡 王菲 343073 光芒[HD] 林良要

321477 白癡{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28279 光芒{Live} 王瑾,代森平

303156 白鶴 郭文賢 335963 光芒{Live}[HD] 梁棟江,中國好聲音

307514 白鷺 香香 342314 光明{Live}[HD] 群星,中國新歌聲

333479 皮膚[HD] 陳勢安 322304 光凍{Live} 崔健,譚維維,楊樂,中國之星

287111 目光 陳沛軒 347640 光害[HD] 謝和絃

305706 目光 魏如昀 344927 光陰[HD] 郭美美

335264 目送[HD] 林凡 336395 光暈[HD] 廖柏雅

314026 目擊 馬智宇 340538 光榮[HD] 李超

334551 矛盾[HD] 田馥甄 295954 光影 楊宗緯

233423 石頭 黃磊 262514 光影 顧莉雅

342111 石頭[HD] 王嘉華 328280 光輝 八斤

337753 石頭[HD] 生命樹 327496 全場 陳軒羽

349963 禾必[HD] 陳零九 331648 全裸[HD] 吳亦帆

286807 立春 苗苗 285396 共度 阿悄

291410 立秋 筠子 230330 共舞 陳星,周虹雨

303151 立場 這位太太 322312 再 在{Live} 李亮辰,中國好歌曲

325966 丟失 單色凌 347231 再，一起[HD] 鄭開來

283917 交流 高楓 325609 再見 小男孩樂團

288694 交換 張韶涵 292345 再見 小虎隊

303785 交換{Live} 黃小琥 324739 再見 王俊凱

294909 交錯 劉天助 323026 再見 王晰,我是歌手

255073 仰望 王芷蕾 294590 再見 西單女孩

263924 仰望 楊丞琳 284467 再見 冷靜,M.C.A

305552 仰望 謝雨欣 268203 再見 信

341523 仰望[HD] 楊丞琳 320196 再見 茜拉

330501 任性[HD] 任賢齊 318982 再見 張鵬華邵

339632 伊人[HD] 伊麗媛 315825 再見 陳傑瑞

267280 伊人{Live} 魏晨 313411 再見 舒淇

330916 伏筆[HD] 薛之謙 313787 再見 謝安琪

343655 休妻[HD] 唐大聰,陳小燕 334203 再見[HD] Mr

298614 休息 何潤東 337673 再見[HD] Mr.

328274 兇猛 紅花會 338257 再見[HD] 陳傑瑞

303800 先知 黃安 344187 再見[HD] 歐陽輝

317236 先驅 馮曉榮 339651 再見[HD] 鄧紫棋

328276 光束 關喆 329161 再見{Live} 袁野夕,夢想的聲音

265092 光芒 任賢齊 336556 再愛[HD] 侃侃

326034 光芒 朱克 287764 冰山 亂彈阿翔

279947 光芒 朱傑 339411 冰川[HD] 曹方

233277 光芒 黃思婷 312524 冰冰 冷漠

313604 光芒 鳳凰傳奇 319570 冰吻 孫露

345902 光芒[HD] 李煒 340542 冰吻[HD] 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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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599 冰河 溫嵐 338966 回來{Live}[HD] 貝貝,中國好聲音

330042 冰雨{Live}[HD] 劉德華 314035 回味 王孟西

334819 冰封[HD] 蕭敬騰 267324 回味 黃韻玲

302627 冰期 張健 278467 回味 樊凡

326826 匠心 奇然 339936 回味[HD] Connie(呂莘)

325442 印記 范逸臣 339937 回味[HD] 魯志垚

345517 危城[HD] 信 344216 回看[HD] 寧桓宇

319593 危險 梁博 303821 回首{Live} 黃品源

343709 吃貨[HD] 杜海濤,海鳴威 294761 回家 平安

290032 吃醋 沈丹丹 269435 回家 旭日陽剛

315155 吃醋 慕容曉曉 278369 回家 朱樺

285009 合照 汪蘇瀧 320253 回家 吳安少

312416 吉祥 央金薩朵 324616 回家 李廣育

269461 吉祥 春雷 267055 回家 阿樂

288803 吉祥{Live} 佳媛 302436 回家 動力火車

278834 同化 Olivia Ong 321087 回家 梅朵

338001 同行[HD] 陳翔 271555 回家 閆學晶

301097 同志 亞東 321088 回家 陳俐俐

319602 同步 范曉萱 287995 回家 劉明輝

310992 同城{Live} 黃雅莉 328358 回家 鄧海

349681 同進[HD] Robyn,Kendy 278083 回家 關喆

290892 同樣 紫海 332316 回家[HD] 李佳薇

268933 同學 小歆 337136 回家[HD] 李創

338280 同學[HD] 馬亞維 344640 回家[HD] 科爾沁夫

346884 同學[HD] 陳康騰 345966 回家[HD] 索朗措,岳正劍

338281 同學{Live}[HD] 鄧華升 346490 回家[HD] 冀勇

340551 同類[HD] 嘴哥樂團 286585 回家{Live} 朱樺

303799 名字 黃安 307038 回家{Live} 宋潮

286268 名媛 愛戴 301864 回家{Live} 郁可唯

303314 向陽 陳思涵 231873 回家{Live} 順子

338629 回甘[HD] 謝霆鋒,羽泉,陳偉霆,馬蘇 317027 回家{Live}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327561 回合 Snh48 336592 回家{Live}[HD] 平安

342641 回合[HD] 鞠婧禕,李藝彤,黃婷婷 285392 回望{Live} 阿蘭(Alan)

262879 回見 劉璿 313464 回望{Live} 楊光

316580 回來 米樂 290742 回眸 望海高歌

280955 回來 巫啟賢 303325 回報 陳紅

307010 回來 喬海洋 312647 回鄉 李雪

267342 回來 齊秦 313826 回鄉 藍星

332014 回來[HD] 黃綺珊 298618 回想 何靜

313073 回來{Live} 馬達,田雨莫 345967 回魂[HD] 費玉清

269973 回來{Live} 梁博 266133 回憶 李歐

282915 回來{Live} 許千千 312890 回憶 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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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31 回憶 韋嘉 325118 她說{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30728 回憶 陳瑞 329252 她說{Live} 鄭夏韻,夢想的聲音

285047 回憶 湘唯一 328415 她說{Live} 鄭夏韻,夢想的聲音

304472 回憶 滿文軍 287664 她說{Live} 謝安琪

349698 回憶[HD] 八秒哥 338825 她說{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22374 回憶[Live} 南征北戰 335931 她說{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310713 回應 陳翔 342349 她說{Live}[HD] 楊丞琳,周深,蒙面唱將

310714 回應{Live} 陳翔 336041 好了[HD] Eva

343723 回聲[HD] 周深 264223 好人 自由發揮

345531 因你[HD] 陳偉霆 269868 好人 杭士琁

302016 因為 孫萌 338314 好人[HD] 胡夏

347251 因為[HD] 盧挺 335350 好好[HD] Popu Lady

256024 在乎 葉倩文,倫永亮 342673 好好[HD] 五月天

305268 在乎 蕭亞軒 339697 好好[HD] 暉倪

342645 在意[HD] 韋禮安 330700 好的[HD] 星弟

344973 在意[HD] 盧思池 349728 好耍[HD] 盧匕李陽,萬喜,馬維維,王二莽

265173 地心 汪峰 347278 好痛[HD] 鄧鴻

283334 地心 單冲鋒 313075 好想 馬諾

342115 地心{Live}[HD] 劉文天,中國新歌聲 328419 好想 關德輝

320263 地球 王碎林 333064 好樂Day[HD] 王蓉

347687 地圖[HD] Zdev-Ogkm 333664 好樣[HD] 杜德偉

298423 地震 朱茵 257007 好聽 許茹芸

233252 地鐵 黃征 341344 好聽[HD] 許茹芸

343729 夙念[HD] 郁可唯 343758 如一[HD] 楊乃文

310475 夙緣 淺 321830 如火 孔悅

345977 多了[HD] 龐龍 256928 如此 許美靜

312764 多少 孟剛 330638 如何[HD] 張懸

233062 多好 黃品源 348866 如我[HD] 劉惜君

301293 多情{Live} 林凡 280067 如初 李宇春

320269 多傻 劉惜君 298587 如果 西單女孩

269559 多想 望海高歌 327603 如果 何坤

347260 多想[HD] 蘇三 284465 如果 冷靜

298098 多愛 王蓉 317405 如果 邰肇玫

306300 多餘 吳瑤 286453 如果 馬常寶

321807 多難 小瀋陽,多亮 288893 如果 貫詩欽,宋孟君

253225 她他 徐若瑄 290782 如果 楊鴻

292919 她他{Live} 蘋果園組合 322416 如果 賈晧然

335998 她他{Live}[HD] 蘋果園組合,中國好聲音 317404 如果 劉文正

342669 她們[HD] 鄭旭 271304 如果 鄰家王子

330746 她說[HD] 林俊傑 278589 如果 蘇富權

336212 她說[HD] 陳奕夫 344253 如果(What If I Said)[HD] 鹿晗

326840 她說{Live} 楊丞琳,周深,蒙面唱將 339212 如果[HD] 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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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86 如果{Live} 邰肇玫 265263 守夜 謝添

266555 如果{Live} 紅樂隊 297854 守侯 王宇鵬

334572 如果{Live}[HD] 胡彥斌 309025 守約 周蕙

315850 如花 何晟銘 312574 守候 吳斌,才媛媛

301430 如花 河圖 313086 守候 高斌

323715 如是 劉珂矣 288411 守候 凱歌

287194 如風 天籟天 234297 守候 龐龍

346529 如烟[HD] 張澳 313880 守候 蘇富權

342119 如焉[HD] 崔恕 343481 守候[HD] 趙英俊

345016 如畫[HD] 梁理凱,黃薏儒 232956 守候{Live} 黃偉麟

321139 如意 紅孩兒 298034 守時 王菲

267244 如意 香香 278015 守望 Olivia Ong

317414 如煙 艾怡良 302026 守望 孫楠

326136 如夢 蔣雪兒 263153 守望 瑪雅

293762 如夢 簡紅 293691 守衛 林峯

347717 如歌[HD] 梁文音 266306 守護 江宏恩

326847 如燕 李雨 316658 守護 張煜楓

336622 如願[HD] 馬浚偉 284171 守護 樊凡

298444 如願{Live} 朱樺 336331 守護[HD] 馬海生

262541 妃子 高藝菲 345564 守護[HD] 華語群星

331045 妄想[HD] 黃小琥 348885 安可[HD] Spexial

279754 存在 中國最強音 347284 安好[HD] 方丈,金佬,李鴻儒

309168 存在 林育群 300147 安妮 佚名

232657 存在 高進 345566 安妮{Live}[HD] 王傑

253466 存在 曾寶儀 300424 安娜(國) 佚名

283139 存在 雷婷 332373 安排[HD] 袁詠琳

334117 存在[HD] 汪峰 278989 安慰 鄧養天

318390 存在{Live} 金京浩,蒙面歌王 335797 安慰[HD] 白安

283335 存在{Live} 單冲鋒 339218 安慰[HD] 黃素一

280781 存在{Live} 劉明輝 321160 安靜 朱俐靜,陳勢安

317423 存在{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41700 安靜[HD] 王俊凱

341933 存在{Live}[HD] IKON,蓋世英雄 332054 安靜[HD] 周杰倫

339217 存在{Live}[HD] 貝貝,中國好聲音 326850 安靜{Live} 許志安,蒙面唱將

333575 存在{Live}[HD] 孫楠 256452 安靜{Live} 蕭亞軒

333745 存在{Live}[HD] 鄧紫棋 280085 安靜{Live} 羅熙傑

342685 存在{Live}[HD] 薩頂頂,蒙面唱將 335984 安靜{Live}[HD] 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302071 存愛 徐立 345565 安儷[HD] 聖結石

313476 存愛 楊宗緯 302620 寺廟 張峰奇

332853 宅女[HD] 嚴咚 344290 年生[HD] 石文

281584 宅男 顧曉偉 349333 年年[HD] 張津滌

340847 宅男[HD] 李琦 312508 年華 西單女孩

303142 宇宙 許慧欣 279012 年華 封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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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51 年華 橙草 336741 有愛[HD] 安圖聲樂隊

338978 年華[HD] 張棟樑 334195 有愛[HD] 黃家强

330884 年華[HD] 董璇,璇風 284245 有詭 張赫宣

338339 年輕[HD] 一晨 306321 有過 高原

280118 年輪 光良 303210 有種 陳小春

268866 年輪 宋熙銘 299022 有緣 佚名

323751 年輪 張靜 347002 朱砂[HD] 巴特

338341 年輪[HD] 汪蘇瀧 267847 朱雅 Julia

338340 年輪[HD] 張碧晨 336754 死心[HD] 鐘潔,薰兒

332101 年輪[HD] 黃雅莉 268432 死角 劉璐

326194 年輪{Live} 張碧晨,挑戰者聯盟 289736 死愛 周賽剛

345050 年輪{Live}[HD] 張碧晨,唐倩,我想和你唱 311218 死罪 路綺歐

291192 忙音 宋體樂團 290971 死黨 連天

335240 忙音[HD] 宋體樂團 296698 江山 冷漠

336063 忙音[HD] 夏天alex 232660 江山 高進

325708 成全 閻奕格 326400 江月 葉俊華

330881 成全[HD] 葉熙祺 301950 江南 香香

339246 成全[HD] 劉若英 321414 江南{Live} 林俊傑

329401 成全{Live} 林宥嘉 325534 江南{LIVE} 韋禮安,蓋世英雄

342120 成全{Live}[HD] 幫我消消黑眼圈,蒙面唱將 335662 江郎[HD] 韋禮安

323825 成佛 董貞 322656 江湖 王家霖

286777 成長 胡彥斌 306325 江湖 梁理凱

318279 成長 劉燁,安娜,音樂之帆合唱團 326401 江湖 許嵩

349818 成長[HD] 侯報馨 340061 江湖[HD] 張勝淼,鄧勇,熊小龍,尹南

345112 成長[HD] 陳佳一 262886 江戀 劉瑋

328563 成都{Live} 趙雷 348474 灰色[HD] 徐佳瑩

346088 成都{Live}[HD] 張繼科,跨界歌王 341290 灰色[HD] 甄詠珊

343502 成都{Live}[HD] 趙雷,我是歌手 333957 灰鳥{Live}[HD] 灰子

288265 扛著 耿寧,弘雨,宇桐非 326459 百合 陳允弦

313527 收穫 葛本軍 348538 竹馬[HD] 杜歌

307517 收穫{Live} 馬條,中國好歌曲 286233 米店 張瑋瑋

324834 收穫{LIVE} 羅邏聖 340954 米店{Live}[HD] 老狼,我是歌手

337788 早安[HD] 劉瑞琦 328000 羊城 萌萌噠天團

232770 早春 鳳飛飛 349090 羊影[HD] 蘇頌

232358 早秋 高勝美 347445 羽化[HD] 林隆璿

333066 早熟[HD] 王詩安 254806 羽毛 王心凌

299534 有了 佚名 291275 羽翼 曾雨軒

233624 有你 黃雅莉 328834 老了 XY兄弟

342821 有你[HD] Mc阿哲 234327 老了 龐龍

343247 有你[HD] Mc阿哲 348562 老了[HD] 鄭平

346628 有些[HD] 秦官 231351 老大 雷樂隊

288594 有愛 黃家強 346274 老大[HD]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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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648 老公 郭一橙 281645 老媽 龍智祥

325652 老友 焦集 297471 老鼠 Zip發射樂團

314084 老伴 李榮浩 281040 老樹 斯琴高麗,顧峰

274924 老伴 格根其木格 283056 老頭 鈺涵

347072 老伴[HD] 愛新覺羅 阿南 310441 老闆 曹雷

306331 老伴{Live} 陳淼 346722 老鐵[HD] 瀟公子

343992 老朋友乾杯酒[HD] 肖亮 304736 而我 趙薇

294132 老爸 十三狼 303148 而我(眼已垂落) 這位太太

288566 老爸 陳紅松 304730 耳洞 趙薇

340721 老爸[HD] 王偉 317936 耳語 夏洛

346275 老爸[HD] 常石磊 349099 肉多[HD] 劉維

345313 老爸[HD] 黃永興 278176 肋骨 周筆暢

317934 老爸{Live} 沙寶亮,蒙面歌王 340226 臣服[HD] 張魏然

320732 老爸{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39832 自己[HD] 51

328839 老爸{Live} 楊坤,天籟之戰 334968 自己[HD] 呂巧一

340443 老爸你好嗎[HD] 金霖 342496 自己[HD] 李玟

324975 老屋 鍾志剛 331263 自己[HD] 徐海星

341600 老屋[HD] 鍾志剛 318348 自己{Live} 李安安,關詩敏,中國好聲音

326517 老炮 范英楠 280505 自己{Live} 姚貝娜,林育群

328835 老哥 陳卿 307618 自己{Live} 許鈞,中國好歌曲

266445 老家 王宏偉 344491 自己{Live}[HD] 張杰,歌手

300381 老家 佚名 280952 自由 尹熙水

281368 老家 冷漠 298237 自由 甘薇

302554 老家 張岩 321547 自由 周怡然

293109 老家 閻學晶 257083 自由 許茹芸

269653 老家{Live} 李利依 230060 自由 陳慧琳

301306 老師 林妙可,林浩 233741 自由 黃思婷

290013 老師 段麗陽 339833 自由[HD] 沈丹丹

344790 老師[HD] 王雪懿 283390 自由{Live} 李琦

285601 老爹 七字輩 318469 自由{Live} 梁詠琪,蒙面歌王

296941 老婆 張杰 321548 自由{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324515 老婆 張艷君 317043 自由{Live} 譚維維,趙哲,最美和聲

322778 老婆 萬一 231971 自由{Live} 顧莉雅

341441 老婆[HD] S.H.E 340113 自由{Live}[HD] 沈丹丹

315887 老婆{Live} 張杰,許鶴繽,最美和聲 341813 自由{Live}[HD] 韋禮安,蓋世英雄

335722 老婆{Live}[HD] S.H.E 333407 自由{Live}[HD] 張韶涵

349505 老張[HD] 季秋洋 312502 自白 西部牛仔

349095 老街[HD] 鄧伊芮 233740 自在 黃思婷

290329 老鄉 阿ben 345722 自在[HD] 李翊君

290950 老鄉 袁忠山 315890 自私 萱萱

302954 老鄉 莊學忠 346279 自私selfish[HD] 喬海洋

341811 老鄉[HD] 莫建成 292387 自卑 廖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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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97 自卑[HD] 廖文強,壞神經樂團 300924 但願 李逸

337883 自拍[HD] 李榮浩 348756 但願[HD] 霸王鋒

338750 自拍[HD] 葛仲珊,安心亞 257877 位子 辛曉琪

335461 自虐[HD] 張惠妹 326877 位置 莊心妍

316460 自訂 毛澤少,簡紅 300939 位置{Live} 李聖傑

316439 自控 馬劍芬,南一 283802 低回 楊宗緯

329657 自然 歐霖 314717 低沉 After10

343998 自畫像[HD] 蔡淳佳 302427 低調 高楓

262083 自愛 阿悄 232015 佔有 飛輪海

271241 自轉 鄧文昕 232039 佔有 飛鷹三姝

233902 自願 黎瑞恩 316946 佔領 梁佳玉

305799 自覺 關心妍 278169 何必 周筆暢

296971 色戒 李克 258130 何必 鄭秀文

233258 色偏 黃征 345477 何必[HD] 王柯心

392229 色惑[HD] 楊千嬅 232327 何苦 高勝美

338751 色惑{Live}[HD] 楊千嬅 332234 何苦[HD] 溫昇豪

305253 色舞 糖糖樂團 345479 何苦{Live}[HD] 譚詠麟,金曲撈

255356 色誡 王菲 285638 余溫 孔金照

268809 血脈 孫維良 320148 佛心 周怡然

290908 血脈 翁立友 338592 佛心[HD] 梁佳玉

293557 血誓 張可 346444 佛曰[HD] 鄧卓軒

324095 行李 張津涤 287249 佛光 鄧大莉

345336 行李[HD] 莊心妍 343657 佛音{Live}[HD] 周占超

298328 行者 因果兄弟 318483 佛徒 郭斯炫

309272 西施 金婷婷 295557 佛徒 陳振雲

349114 西施[HD] 向蕙玲 279469 佛徒 陶馨州

302134 西施{Live} 晏菲 279907 佛說 何晟銘

305344 西風 駱超勇 293696 佛說 桑吉平措

339839 西風[HD] 阿魯阿卓 315217 佛說 梁帥

310896 西湖{Live} 痛仰樂隊 325997 佛說 德格葉

305390 西藏 戴尚輝 295873 佛說{Live} 游子組合

230897 西關 陳藝鵬 295872 佛緣{Live} 游子組合

342518 邛海[HD] 函亭 326879 作者 高進

335641 阡陌[HD] 阿蘭(Alan) 331326 作對[HD] 林逸欣

344146 串珠[HD] 丁于 330970 作對[HD] 鄒承恩

329099 伯爵 陳翔 293220 作廢 飛翔

302458 伴兒 屠洪剛 329105 你好 圈圈

331914 伴虎[HD] 許嵩 325628 你好 戚薇

297750 伴侶 毛阿敏 333436 你好[HD] 王大文

285373 伴侶 金岩 348115 你好[HD] 耀樂團

317185 伴侶{Live} 孫儷心 306016 你好{Live} 騰格爾

319038 伴隨 王丹 343659 你好{Live}[HD] 耀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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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781 你我 曹格,魏雪漫 328296 別愛 歆小瑤,樂旋

295895 你我 陳曉,陳妍希 266413 別慌 爽子

231081 你來 陶晶瑩 231130 別賴 陶莉萍

329103 你呢 林佳音 298452 別離 朱樺

271038 你呢 袁婭維 233100 刪除 黃國俊

336538 你很low[HD] VaVa 343695 劫愛[HD] 李維

311082 你看 楊宗緯 308707 即客 李代沫

305853 你喔 蘇打綠 308765 吞沒 李俊旭

312254 你說 十七 301945 吟香 香香

301803 你說 胡雯 311499 含香 劉庭羽

317209 你說 張海娟 230427 吵架 陳松齡

230769 你說 陳科妤 252944 吶喊 張韶涵

328255 你說 黃奕軒 329206 吸引 談莉娜

287361 你說 羅子淇 328342 吸引{Live} 李果

275161 你說 鐘潔 308238 吹牛 左小祖咒

343668 你說[HD] 易烊千璽 317307 吹牛 薛啟超

230547 你酷{Live} 陳潔儀 322356 吻月[Live} 火風,霍尊

234110 冷月 齊秦 262335 吻安 丁娜,布川

338006 冷火[HD] 信 344206 吻你[HD] 哈琳,錫林寶力日

314120 冷光 舜文齊 283406 吻別 王宇,吳木藍

295977 冷夜 葉梓 232339 吻別 高勝美

300326 冷雨 佚名 231108 吻別 陶晶瑩

287026 冷風 權施文 330114 吻別{Live}[HD] 張學友

290922 冷凍 茅小勇 331522 吻別{Live}[HD] 黃子龍

293657 冷暖 李宇春 332019 吻別{Live}[HD] 黃貫中

348156 冷暖[HD] 方木 233375 吻雨 黃湘怡

346866 冷暖[HD] 王俊凱 269070 吻痕 張冬玲,笑天

301071 冷酷 辛欣 349682 吻默[HD] 羅維帥

295295 冷戰 沈波 344959 吾愛[HD] 張羿凡

283197 冷戰 黃飛鵬 318995 呂梁 任靜

233515 冷戰 黃義達 321070 告白 石筱群

341526 冷戰[HD] 楊丞琳 329207 告白 馬旭東

345505 冷戰[HD] 楊丞琳 262323 告白 陳翔

302004 冷豔 孫悅 231147 告白 陸毅

322322 別,愛 夏婉安,陽逸晨 313698 告白 蔡黃汝

297612 別人 小鳴 338625 告白[HD] Lunar

262965 別走 李立崴 348201 告白[HD] 初音ミク

232595 別怕 高楓 230469 告別 陳永龍

310727 別思 陳瑞 304813 告別 齊秦

290493 別問 于全莉 341908 呐喊[HD] 張韶涵

348794 別問[HD] 林可昕 307407 呐喊{Live} 裸兒,中國好歌曲

353922 別梅 方佩華,孫徐春 305711 困在 魏如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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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71 困夜 郭力維 262920 序幕 李宇春

344641 困城[HD] 張梓瑤 310797 弟兄 富博洋

301914 困砂 韋嘉 344677 弟兄[HD] 魏晨

291800 困惑 Denyme 345587 形狀[HD] 柯泯薰

313775 坐宮 儲蘭蘭,張建峰 330571 忍者[HD] 周杰倫

313090 坑爹 高維那 257890 忐忑 辛曉琪

271377 坑爹 鄭重 266979 忐忑{Live} 鄧紫棋

290343 壯鄉 陸正信 298555 忘了 羽泉

328431 妖姬 NINETYNINE 99樂團 290644 忘了 尚芸菲

291001 妖姬 阿伊米拉 309148 忘了 林二汶

266416 妞子 爽子 232523 忘了 高慧君

329265 妥協 汪東城 304775 忘了 輕鬆玩樂團

325682 完了 蕭名棻 331862 忘了[HD] 符瓊音

298096 完美 王蓉 330733 忘了[HD] 楊丞琳

300318 完美 佚名 336321 忘了[HD] 鄧養天

323124 完美 草蜢 257891 忘川 辛曉琪

313122 完美 張秀卿 346553 忘年[HD] 張智成

257014 完美 許茹芸 336436 忘我[HD] 王力宏

230641 完美 陳珊妮 326900 忘記 西瓜JUN

294122 完美 劉賽,金山 317503 忘記 張丹鋒

341319 完美[HD] 草蜢 339458 忘記[HD] 白雲飛

346532 完美[HD] 張智成 309064 忘情 孟楊

312340 完美{Live} 王子霆 263908 忘掉 宇海文

258189 完整 鄭秀文 306083 忘掉 驊梓

348271 宏聲[HD] 張藝德 288993 忘塵 黃齡

334710 局兒[HD] 張萌萌 230381 快門 陳曉東

234063 巡行 齊秦 269514 快活 曲婉婷

262057 希望 A One 256455 快歌{Live} 蕭亞軒

326898 希望 王慶爽 338353 快樂[HD] 辛龍

293610 希望 戎琦 303647 快樂{Live} 皓天

299978 希望 佚名 311072 快轉 楊丞琳

268865 希望 宋熙銘 279433 我在 思麒

300795 希望 李宗盛 278270 我在 廖水蘭

309043 希望 孟子焱,Olivier Trinquand 328589 我我 常石磊

304306 希望 葉振棠 316659 我的 張煜楓

262895 希望 劉虹翎 346110 我的…{Live}[HD] 荷茲hez,明日之子

305427 希望 薛凱琪 343840 我是草原姑娘[HD] 格格

330504 希望[HD] 何潔 303982 我要 楊帆

274843 希望{Live} 施艷玲 231314 我要 零點樂隊

230039 希望{Live} 陳慧琳 335801 我要[HD] 羽泉

231752 希望{Live} 韓紅,滿文軍 326291 我們 白舉綱

319061 床沿 多亮 298558 我們 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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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66 我們 青稞蕎麥 343853 戒愛[HD] 劉厚鵬

312898 我們 段林希 268970 戒煙 山野

278281 我們 張檬 328612 戒煙 李金龍

303143 我們 許慧欣 326319 戒賭 岡林

313280 我們 許巍 348976 戒斷[HD] 張惠妹

303441 我們 陸平 327771 扭扭 門麗

327730 我們 曾瑋中,林孟宗,郭忠祐 348384 找我[HD] 耀樂團

319760 我們 曾靜玟,吳汶芳 301844 找尋 迪克牛仔

278708 我們 鍾漢良 334775 技安[HD] 溫力銘

343204 我們[HD] 李函蔚 293482 抉擇 好妹妹樂隊

340882 我們[HD] 李德筠 343856 抉擇[HD] 王法英

336676 我們[HD] 沙瑪拉且 299166 把手 佚名

349824 我們[HD] 陳奕迅 283353 把握 姚貝娜

341601 我們[HD] 陳偉霆 230344 抓夢{Live} 陳曉東

336677 我們[HD] 黑豹樂隊 297239 折磨 183Club

345615 我們[HD] 楊清檸,王樂樂 345146 折磨[HD] 唐伯虎

348346 我們[HD] 楊清檸,王樂樂 319799 折騰 莊心妍

343827 我們[HD] 鄭俊英 309159 改嫁{Live} 林宇中

341313 我們[HD] 蘇瑋 293531 改變 山野

343849 我真的無法放棄[HD] 樊凡 327781 改變 何坤

343841 我最愛的人[HD] 承偉 312936 改變 胡夏

324499 我想 張傑 319809 改變 家家

269087 我想 張博 315997 改變 許鶴繽

307004 我想 善瑩 233420 改變 黃磊

341497 我想[HD] 張傑 304537 改變 與非門

345128 我想[HD] 章古,黃柏霖,梁韻希 289145 改變 鄧小龍

334192 我會[HD] 黃凱芹 330646 改變[HD] 張杰

343843 我會一直想你[HD] 郭美美 330673 改變[HD] 張靚穎

289955 我說 李韋 330801 更愛[HD] 潘辰

348381 我說[HD] Ageboy 284927 李白{Live} 李榮浩

345632 我說bayby[HD] 阿達,Lulu 317029 李白{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233507 我懂{Live} 黃義達 334038 步步[HD] 五月天

314181 我願 王亞東 281133 每天 李庚桐,王一童

292947 我願 董文華,閻維文 330701 每天[HD] 星弟

232835 我願 鳳飛飛 336457 每每[HD] 陳大天

263528 戒指 伍佰 311789 求天 蕭寒

279239 戒指 李天華 300945 求你 李聖傑

322572 戒指 姚貝娜 269158 求神 張海

254270 戒指 楊鈺瑩 313264 求神 紮西華旦

262932 戒掉 李振全 345208 求神{Live}[HD] 扎西華旦

312915 戒愛 紀曉斌 311358 求索{Live} 趙本水

265821 戒愛 崔健 230291 求緣 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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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787 求醉{Live}[HD] 韓光 289227 沙灘 岳定輝

338166 求籤[HD] 蔡曉 231028 沙灘 陶喆

301398 決定 林睿一 284852 沙灘{Live} 曾靜玟,范瑋琪

315152 決定 張信哲 335440 沙灘{Live}[HD] 岳定輝

345209 決定{Live}[HD] 何潔,金曲撈 333084 沙灘{Live}[HD] 蘇夢玫

345210 決定{Live}[HD] 林子祥,何潔,金曲撈 321458 牢籠 陳柯宇

266122 決鬥 李文婷 234046 狂流 齊秦

256805 汽球 許哲珮 332129 狂流[HD] 羽泉

338443 沃夢[HD] 李楊飛 346213 狂流{Live}[HD] 陳建斌,齊秦,跨界歌王

289223 沉沙 李行亮 271832 狂草 韓庚

316709 沉香 楊子軍 329575 狂蒲 杜赫旋,洛奇,十一

302846 沉浮 清莞 323978 狂潮{Live} 張信哲,Akon,我是歌手

328714 沉眠 白宇,楊蓉 305866 狂熱 蘇打綠

347017 沉迷[HD] 溫莎森林樂隊 329576 狂飆 孫世興

308515 沉淪 冷漠 300284 狂戀 佚名

316886 沉愛 凌希 312306 男人 天孿兄弟

292570 沉醉 朱梓溶 292506 男人 文杰,王覺

289224 沉澱 胡夏 266135 男人 李歐

313262 沉默 符瓊音 293625 男人 星源

305591 沉默 謝霆鋒,蔡卓妍 292269 男人 孫國慶

343533 沉默[HD] 舒浩 296814 男人 梁海洋

321957 沒收 王錚亮 329587 男人 葛林

310417 沒收 戚薇 234319 男人 龐龍

230735 沒有 陳瑞 338732 男人[HD] 賀金

316006 沒完 陳粒 347885 男人[HD] 亂彈阿翔

339289 沒事[HD] 溫嵐 337781 男人[HD] 劉思偉

321416 沒空{Live} 小男孩樂團 345253 男人ktv{Live}[HD] 胡彥斌,莫安琪,我想和你唱

336761 沒差[HD] 吳莫愁 344449 男孩{Live}[HD] 梁博,歌手

343914 沒離開過{Live}[HD] 林志炫 338015 男神[HD] 柳岩

302010 沙子 孫悅 311143 秀娘 瑞雪

339292 沙子[HD] 丁丁 279285 私奔 劉明輝

349916 沙洋[HD] 鄭紫陽 305616 私奔 韓寒,王思思

294029 沙啞 邵大倫 326952 私奔{Live} 蘇立生,中國新歌聲

309252 沙淚 金子喬 331329 私奔{Live}[HD] 梁博

335562 沙逝[HD] 王瑞淇 336022 私奔{Live}[HD] 陳直,中國好聲音

334341 沙話[HD] 阿悄 322751 私愛 顏小健

317770 沙夢 斯琴巴圖 339015 良人[HD] 曹冉

271610 沙漏 阿清 332913 良人[HD] 鄧福如

313011 沙漏 徐申東,陸昱霖 282813 良心 肖燕

266233 沙漏 栗錦 265712 芊芊 回音哥

275218 沙漠 黃明志 313337 芒花 陳惠英

349917 沙漠[HD] 三十萬年老虎鉗 298410 芒花{Live} 朱虹

Page 52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2734 角色 張曉晨 253868 那天 楊乃文

318005 角色 梁屾,胡芳芳 328077 那年 宋旭

341822 角度[HD] 蔡妍 308942 那年 阮以偉

299585 角笛 佚名 265970 那些 徐譽滕

292697 角落 汪思妍 345761 那些[HD] 魯士郎

326953 角頭 周湯豪 256002 那夜 萬芳

326954 言風 黃麒璿 284361 那秋 丁煒

280560 貝貝{Live} 林采欣 297716 那個 文筱芮

328900 貝殼 李晶 290144 那個{Live} 花世紀樂團

253250 貝殼 徐若瑄 337741 那時[HD] 包啟寧

345361 赤誠{Live}[HD] 正能量組合 336251 那時[HD] 夏毅

328901 赤壁 胡斌 263616 那麼 王堯

330232 走了[HD] 王嘯坤 322062 阮阮 王媛淵

345362 走了[HD] 白舉綱 340238 阮阮[HD] 王媛淵

274807 走失 張婧 263418 並非 沙靖杰

316019 走你 臧洪娜 297379 乖乖 Momo姐姐

325558 走吧 黃玠 230697 乖乖 陳瑀涵

332909 走吧[HD] 詹宇琦 343045 乖乖[HD] 譚晶,吳亦凡

303883 走音 黃靖倫 334829 乖貓{Live}[HD] 蔡依林

338519 走馬[HD] 陳粒 275068 享受 舒鳴

302698 走開 張萱妍 230319 佳佳 陳星

230678 走開 陳琳 271064 佳佳 覃春江

324794 走過 田維英 319133 使命 肖雨蒙

257929 走過 辛曉琪 283876 來了 景崗山

316364 走過 許鶴繽 314201 來生 金南玲

283329 走過 劉彩星 295923 來年 劉泉銓

344029 走過{Live}[HD] 品冠 295924 來年{Live} 順子

284496 走遠 劉孟哲 271869 來吧 香巴拉組合

318035 足印 梁雨恩 303614 來吧 游鴻明

348612 足矣[HD] 關喆 231806 來吧 韓紅

292493 足跡 慕容伊一 317211 來吧{Live} 梅了了

336440 足跡[HD] 群星 230406 來呀 陳曉東

278439 身後 楊洋 310958 來返 黃士祐

348615 身後[HD] 張惠妹 316002 來過 莫海婧

312196 身旁{Live} 蘇醒 233638 例外 黃靖紘

319993 車站 孫露 321764 侍衛{Live} 劉宸啟

318306 車站{Live} 朱強,張磊,中國好聲音 335686 侗情{Live}[HD] 黃齡

314193 車站{Live} 李健,我是歌手 336126 侗聽{Live}[HD] 蘇醒

308385 車票 旭日陽剛 233349 依附 黃浩倫,辜靖潔

326584 車票 花樹 279930 依然 李智

326960 車票 龍影雲 306446 依然 羅邏聖

298583 那天 艾敬 302250 依靠 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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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133 依靠 鄭秀文 317270 到達{Live} 高進,趙鵬

337304 依靠[HD] 周慧敏 328301 刹那 析然

324857 依賴 艾怡良 303702 刹那 華雪

320177 依賴 張靚穎 302487 刺心 常艾菲

231082 依賴 陶晶瑩 346472 刺心[HD] 張智成

256047 依賴 葉倩文 312975 刺青 凌晗

313855 依賴 藝洋 306073 刺青 顧曉宇

332965 依賴[HD] Pchy 293093 刺客{Live} 金潤吉

345904 兒時{Live}[HD] 楊小帥,中國新歌聲 336563 刺情[HD] 王潔

265815 兩地 岡林 334470 刺情[HD] 張韶涵

233560 兩岸 黃舒駿 346473 刺鳥[HD] F.I.R.飛兒樂團

269111 兩者 張懸 319137 刺痛 宋沛江

230220 兩個 陳明真 348167 刺痛[HD] 鬼卞

341107 兩陷[HD] 周筆暢 335741 刺傷[HD] 劉偉德

333002 兩雙[HD] 吉克雋逸,謝安琪 301085 刺緣 那英,孫楠

334858 兩雙[HD] 謝安琪,吉克雋逸 232120 刺蝟 馬梓涵

349651 其中[HD] 藍又時 305913 刺蝟 鐘汶

344931 其實[HD] 齊霖 322328 刺蝟 闞立文

334850 其實[HD] 薛之謙 338265 刺蝟[HD] 林昕陽

342615 其實{Live}[HD] Hanch兄弟 254600 刺蝟{Live} 溫嵐

299147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慢三) 佚名 330822 刺蝟{Live}[HD] 瑪雅

346867 初心[HD] 崔子格 299979 刻痕 佚名

349266 初心[HD] 張寧 338620 卑鄙[HD] 袁婭維

324576 初見 曾旭東 306031 卑戀 麵條

347648 初見[HD] 崔雨鑫 312417 卓瑪 央金蘭澤

338262 初夏[HD] 劉瑞琦 270688 卓瑪 胡斌

318637 初衷 趙鑫 314813 卓瑪 郭瓦·加毛吉

316396 初雪 EXO 233585 卓瑪 黃英

283621 初雪 網路歌手 292953 卓瑪 蒲巴甲,馨子

311083 初愛 楊宗緯 301204 卓瑪{Live} 周艷泓

345915 初愛{Live}[HD] 張棟河,明日之子 268449 卸下 劉香慈

312390 初戀 王寶 232147 卸妝 馬蕊

278766 初戀 韋小天 333780 叔叔[HD] 雍鑒君

320202 初戀 凌菲菲 323644 叔叔{Live} 任娟

232593 初戀 高楓 233687 呢喃 黃鶯鶯

313641 初戀 劉惜君 305878 呢喃 蘇打綠

317257 初戀 默言 309153 周旋 林少緯

325038 初戀 魏如昀 343100 周遊[HD] 陳粒

323620 初戀 蘇唯 279101 味道 侯磊

349267 初戀[HD] 衣諾 342323 味道[HD] 方大同,Zion.T,Crush

292208 到底 夏天alex 332205 味道[HD] 辛曉琪

274663 到底 劉雨澤 326969 味道{Live} 周蕙,許志安,蒙面唱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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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85 味道{Live} 許志安 290802 坦白 梅林組合

288809 味道{Live} 韓磊 271674 坦白 陳慶聰

349280 味道{Live}[HD] 文雅,彭潔,方鏡貽,周玲玲,異口同聲 313740 坦白 蕭亞軒

335491 味道{Live}[HD] 李光 305941 坦白 鐘盛忠

343712 味道{Live}[HD] 辛曉琪 309708 坦途 夏膺

337313 味道{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44976 坦訴{Live}[HD] 黃綺珊

341909 味道{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14211 坦誠 姚貝娜

284343 呵呵 Shelly 佳,蘇霏 334420 夜曲[HD] 周杰倫

342324 呵護[HD] 梁靜茹 325431 夜色 臧天朔,秦勇

230635 呻吟 陳珊妮 266987 夜色 鄧麗君

270513 呼吸 白燕升 323082 夜色 龍奔

301735 呼吸 柯有倫 231921 夜色 額爾古納樂隊

287598 呼吸 張力尹,金鍾大 335278 夜妝[HD] 王菲

256924 呼吸 許美靜 301091 夜奔 里翌楷

331696 呼呼[HD] 安心亞 324817 夜店 童波

288810 呼喚 苗偉 343470 夜狐[HD] 沈丹丹

262537 呼喚 高玉玫 319625 夜空 孫露

232402 呼喚 高勝美 233281 夜空 黃思婷

315313 呼喚 國巍 304799 夜空 鳳飛飛

284651 呼喚 寧靜,舜文齊 231589 夜空 韓寶儀

304798 呼喚 鳳飛飛 317347 夜空{Live} 謝雷

234058 呼喚 齊秦 270625 夜空{Live} 羅樺

315314 呼喚 譚英 268917 夜雨 小5

332387 呼喚[HD] 阿蘭(Alan) 263741 夜雨 小嶠

343713 呼喚[HD] 哈桑,孫瀟 319145 夜雨 佚名

335469 呼喚[HD] 張祖誠 270403 夜寂 王爍巽

274947 呼喚{Live} 毛阿敏 298233 夜場 玉蘭花

269541 呼喚{Live} 曹芙嘉 323681 夜場 藍旭

304959 呼嘯 嘯楠 313912 夜場 蘭鴿

330541 命定[HD] 吳建豪 345541 夜街[HD] 田校同

263300 命運 Sara 255243 夜會 王菲

230159 命運 陳旭 305357 夜裡 龍寬九段

333608 命運[HD] 家家 303351 夜遊 陳淑樺

280647 咆哮 EXO 263103 夜電 Makiyo

333190 咆哮[HD] EXO 296117 夜幕 小語樂團

327538 咆哮{Live} 劉昱妤,夢想的聲音 328376 夜舞 晨熙

298015 和平 王傑 324847 夜裳 肖雪

281147 和平 李涵 323083 夜蝶 Snh48

301629 和平 俞靜 284345 夜蝶{Live} Snh48

349688 咒語[HD] 李浪 326098 夜戰{Live} 藝濤,周祥,吳天世

323067 咕咕 鵬泊 287864 夜貓 八三夭

341454 咖啡[HD] 佳灝 290795 夜鶯 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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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87 夜襲 佚名 306086 妻子 龔玥

297371 夜豔 Mina 323718 妻子{Live} 楊卿儷

302788 奇妙 梁心頤 318615 妻子{Live} 謝名

338641 奇書[HD] 鐘漢良 310846 姆姆 曾靜玟

288202 奇葩 阿悄 263202 姊妹 品冠,黃嘉千

343749 奇葩[HD] 田躍君 315320 姊妹{Live} 張惠妹

323098 奇跡 李佳樂 347721 姍姍[HD] 金玟岐

301461 奇跡 芭比 312878 姐妹 品冠,黃嘉千

301490 奇跡 金美兒 343760 姐妹[HD] 車謇

290615 奇跡 姜孝萌 325430 姐妹{LIVE} 胡杏兒,跨界歌王

282663 奇跡 淘小淘 285222 姐妹{Live} 范瑋琪,馮佳琪

288513 奇跡 許茹芸 287793 姐妹{Live} 蔡妍,阿蘭(Alan)

267838 奇跡 鄧紫棋 336624 姐妹{Live}[HD] 賴儀雯

288876 奇跡 譚維維 312492 姐姐 自由發揮

349311 奇跡[HD] 徐佳 322425 姐姐 吳慶國

325456 奇談 許嵩 263905 姐姐 姚明君

292334 奈何 小曲兒 313733 姐姐 樹葉男孩(李建華)

297480 奈奈 丁香,曉曉 348874 姐姐[HD] 李雨

332864 奉陪[HD] 動力火車 345561 姐姐[HD] 樹葉男孩

232978 奉獻 黃可兒 334586 姐姐[HD] 謝金燕

304610 奉獻(慢四) 舞曲 317416 姐姐{Live} 徐林,中國好聲音

339023 奉獻[HD] 袁東方 280076 姐姐{Live} 賈盛強

314214 奔三 王亞東 336625 姐姐{Live}[HD] 李春波

263168 奔四 馬條 288909 姑娘 胡彥斌

295590 奔忙 顏偉 340843 姑娘[HD] 趙邦喬

278677 奔放 邢繼光 230448 姑娘{Live} 陳楚生

298097 奔跑 王蓉 317419 委屈 梁佳玉

233261 奔跑 黃征 311571 孟薑 慕容曉曉

303805 奔跑 黃征,羽泉 360069 季節 黃貫中

280056 奔跑 儲毅 346021 孤夜{Live}[HD] 鍾易軒,明日之子

334318 奔跑[HD] 羽泉 337319 孤城[HD] 董貞

341519 奔跑[HD] 李敏鎬,羽泉 332770 孤城[HD] 劉佳

335685 奔跑[HD] 黃萌 325270 孤城{LIVE} 徐苑,中國好歌曲

323707 奔跑{Live} 羽泉,套路男孩,聶詩,齊浚羽,王溫鑫我想和你唱 295390 孤城{Live} 耿琦

283203 奔跑{Live} 黑豹樂隊 285541 孤毒 黃勇深

341307 奔跑{LIVE}[HD] 羽泉,套路男孩,聶詩,齊浚羽,王溫鑫,我想和你唱 347283 孤島[HD] 李攀文

349721 奔跑{Live}[HD] 胡海泉,陳羽凡,王迪,李金澎,異口同聲 284888 孤途 李常超

298446 妮妮 朱樺 230519 孤單 陳淑樺

347720 妹子[HD] 金志文 410271 孤單 萬芳

348873 妹子[HD] 梁凡 324361 孤雁 周鼎棋

328434 妹妹 孟楠 288918 孤僧 印能法師

341699 妹妹[HD] 崔恕 266958 孤魂 鄒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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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43 孤獨 Flumpool 340602 征服{Live}[HD] 趙傳,我是歌手

346531 孤獨[HD] 黃舒行 313876 征途 蘇泉

348883 孤靈[HD] 黃汐源 326204 征程 黃勇

300387 孤鷹 佚名 297650 忠貞 山鷹組合

310458 官謠 梁凡 347753 忠貞[HD] 盛一倫

328451 定格 弦小傑,袁曉婕 264039 忠誠 周燕君

230520 定情 陳淑樺 301636 忠誠 南方男生

319681 屈服 孫露 278945 忠誠 陳萬

329305 幸孕 熊思嘉 284433 忠魂 佟鐵鑫

326195 幸福 徐如歌,徐洪剛 311129 念佛 楓橋

296282 幸福 徐新軍,徐黃真琦 315330 念你 姚貝娜

256850 幸福 許慧欣 326214 念你 曹伊笛

230185 幸福 陳明 262859 念你 劉子千

291063 幸福 黃琦雯 340859 念君[HD] 瑄瑄

234138 幸福 齊豫 314219 念念 劉若英

306100 幸福 艷樂隊 344686 念念[HD] By2

312328 幸福{Live} 毛阿敏 327663 念想 黃得峯

331821 幸福{Live}[HD] 毛阿敏 331375 念想[HD] 羅中旭

342712 幸虧[HD] 武藝 231350 念頭 雷樂隊

288971 底細{Live} 楊宗緯 324604 念舊 李佳薇

339225 底線[HD] 溫嵐 341515 念舊[HD] 李佳薇

332260 彼此[HD] 何韻詩 335190 念舊[HD] 雷應婕

341077 彼此[HD] 動力火車 348308 念舊[HD] 關喆

290849 彼岸 王唯僑 268728 忽略 天籟天

327642 彼岸 董貞 271086 忽略 許諾

339226 彼岸[HD] 王冠予 305301 忽略 蕭蕭

343162 彼岸[HD] 黃閱 343795 忽然[HD] 洪凱律

268058 往事 雲鴿李霞 349340 怕了[HD] 金池

287954 往事 葉俊華 340348 怕什麼[HD] 蔡依林

234245 往事 龍飄飄 336238 怕冷[HD] 何賢忠

338344 往前[HD] 宇宙人 263427 怕愛 蘇醒

278084 征服 關喆 346064 性別{Live}[HD] 張一騰,中國新歌聲

331338 征服[HD] 歌浴森 338794 怪物[HD] 古巨基

287301 征服{Live} 汪正正 253156 怪獸{Live} 徐懷鈺

287309 征服{Live} 沙寶亮,袁惟仁 285832 或許 吳是閎

282991 征服{Live} 那英組學員 330777 房間[HD] 江美琪

291584 征服{Live} 陳潔麗 348978 房間[HD] 飛nx

315329 征服{Live} 楊坤,王紫凝 333533 房間[HD] 劉瑞琦

270093 征服{Live} 歌浴森 320498 所有 肖德俊

335011 征服{Live}[HD] 張赫宣,黑豹樂隊 314222 所有 孫恭慶

338345 征服{Live}[HD] 楊坤,王紫凝,最美和聲 321336 所有{Live} 肖德俊

331789 征服{Live}[HD] 楊宗緯 231277 承受{Live} 零點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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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520 承認 曲婉婷 296543 拉薩{Live} 春雷

257902 承認 辛曉琪 324958 拍檔 郭靜

305167 承認 鄭新瑋 341621 拍檔[HD] 郭靜

316491 承擔 古巨基 233392 拐杖 黃烈傳

316058 承擔 吳瀟玥 331651 拒絕[HD] 周傳雄

257046 承擔 許茹芸 358789 拔河 陳奕迅,梁漢文

319795 承諾 心悅 340037 拔河[HD] 男人幫

257903 承諾 辛曉琪 230548 拔河{Live} 陳潔儀

263340 承諾 孫楠 230568 拖鞋 陳潔儀

322575 承諾 海哲明 234315 放了 龐龍

313055 承諾 袁姍姍 316061 放下 天庥

283857 承諾 唯嘉 312402 放下 古巨基

275194 承諾 陳翔 316573 放下 朱英

292312 承諾 富龍 317656 放下 何龍雨

286598 承諾 亂彈阿翔 316536 放下 剛輝

313475 承諾 楊宗華,周君 324959 放下 郭靜

304232 承諾 群星 319810 放下 鄭濤

258245 承諾 鄭秀文 333709 放下[HD] 胡夏

340035 承諾[HD] 徐紅光 333532 放下[HD] 劉亦菲

332136 承諾[HD] 袁姍姍 340656 放下{Live}[HD] 姜鵬

332021 承諾[HD] 黃韻玲 332068 放下{Live}[HD] 張靚穎

346120 承諾[HD] 楊語浠,陳卿 345156 放心[HD] 李翊君,江宏恩

267169 承諾{Live} 陳翔 297892 放手 王美蓮

304255 承諾{Live} 群星 318333 放手 宋旭

305643 承諾{Live} 韓磊,林萍 254378 放手 汪佩蓉

346600 披風[HD] 陳奕迅 265753 放手 姚雨鑫

293406 抱抱 劉丹萌 282430 放手 彥妮

233176 抱怨 黃小楨 312993 放手 孫康

267104 抱喜(國) 陳慧琳 302459 放手 屠洪剛

310744 抱喜{Live}(國) 陳慧琳 287614 放手 張信哲

312345 抱歉 王羽臣 307437 放手 郭建芳

312927 抱歉 胡杰夕 280245 放手 寒武紀

296540 抹布 何乾梁 294520 放手 瞿穎

294672 抽身 陳瑞,冷漠 305687 放手 雙hic組合

296541 抽屜 唐寧 346127 放手[HD] 沈文揚

278750 抽煙 陳珊妮 341766 放手[HD] 喬海洋

282445 抽離 徐良,劉丹萌 342421 放手[HD] 喬海洋

262874 拂曉 劉惜君 313307 放手{Live} 陳立珂

345148 拆穿{Live}[HD] 杜麗莎,金曲撈 305685 放手{Live} 雙hic組合

345149 拆穿{Live}[HD] 林志炫,杜麗莎,金曲撈 326998 放生 果陽法師

266751 拉拉 藍燕 295044 放空 孫莞

349848 拉菲[HD] 陳奐仁 317660 放空 莊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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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024 放空[HD] 范曉萱,A 343870 明白[HD] 辛曉琪

331941 放空[HD] 鄒宗翰 322157 明白{Live} 楊樂,中國之星

296566 放飛 熊大 294239 明明 山野

339025 放閃[HD] 溫嵐 312474 明明 朴一澤

271258 放假 鄧雯心,張曼莉 327800 明明 徐彬彬

269454 放棄 星弟 346611 明明[HD] Bihao

312963 放棄 韋海濤 336412 明明[HD] 李昊瀚

263360 放棄 孫翊軒 324529 明知 張超

294385 放棄 楊洋 344721 明亮[HD] 馮家妹

231279 放棄{Live} 零點樂隊 267295 明星 黃安

255979 放逐 萬芳 344722 明珠[HD] 黃齡

231538 放逐 韓亮 346141 明睺{Live}[HD] 蔡依林,田馥甄

317659 放晴 張瀟逸 233672 明瞭 黃鶯鶯

327000 放晴 劉洺瑒 333688 明瞭[HD] 王晨光

288531 放晴 鄭斯仁 319843 朋友 成泉

339270 放晴[HD] 江語晨 319844 朋友 李清波

333599 放晴[HD] 宋孟君 278431 朋友 杜奕衡,龍軍

317662 放開 顧峰 296644 朋友 周安

289834 放愛 張冬玲 294276 朋友 張平

327783 放肆 王若桐 233154 朋友 黃子俊

323256 放肆 郭騰飛 270939 朋友 蒙面哥

317661 放過 崔天琪 285729 朋友 龍井說唱

301285 放縱 東來東往 313819 朋友 彝人製造

325691 放縱{LIVE} 謝偉倫 349438 朋友[HD] 藍琪兒

347366 於是[HD] 鄧紫棋 325074 朋友{LIVE} iKON,蓋世英雄

233658 旺旺 黃馨 234151 朋友{Live} 龍井

303790 旺財 黃文格 326373 杭州 李志

293620 昇華 方培亨 349015 杭州[HD] 成駿

284339 明天 Pchy 302760 杯具 晨熙

298130 明天 王霞 346162 東西[HD] 張晉

282252 明天 周燕君 344398 東流[HD] 祈inory

314227 明天 逆思樂團 232386 杵歌 高勝美

284263 明天 許鶴繽 303545 板凳 彭羚

271676 明天 陳志朋 309302 林桑 阿良偉

253863 明天 楊乃文 329516 欣賞 張津滌

296584 明天 劉辰希 332319 欣賞[HD] 李欣汝

342808 明天[HD] 成鎵羽 330776 武裝[HD] 江映蓉

340907 明天[HD] 盧飛 330692 武裝[HD] 快女12強

256484 明天{Live} 蕭亞軒 333335 武魂[HD] 龔琳娜

308969 明月 卓依婷 344416 沫沫[HD] 吳陌川

345164 明月[HD] 關曉彤 348460 河山[HD] 張學虎

304694 明白 趙詠華 318789 河水 佚名

Page 59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6617 河流 吳莫愁,Easy Mind 323977 牧笛 陳滿雲

320595 河流 汪峰 299429 牧童 佚名

342847 河流{Live}[HD]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286716 牧雲{Live} 歐陽銘芮

345213 河畔[HD] Faye 269107 牧歌 張寒

343915 河濱公園[HD] S.H.E 326441 牧歌 郭宴

314237 沸點 關喆 232702 牧歌 魏金棟

320596 油彩 曹權權 296790 牧歌{Live} 孟根花

230526 泛舟 陳淑樺 315344 牧歌{Live} 阿迪雅

292252 泛音 姜斌斌 266402 牧歌{Live} 烏蘭圖雅

267008 泡沫 鄭漢雄 313326 牧歌{Live} 陳思思

289229 泡沫 簡紅 315345 牧歌{Live} 鄭潔,王鐵剛

286526 泡沫{Live} 鄧紫棋 262611 狀元 杭航

335934 泡沫{Live}[HD] 徐劍秋,開開,中國好聲音 304741 狀態 趙薇

346186 泡沫{Live}[HD] 婁藝瀟,跨界歌王 320654 狐仙 李炎

333746 泡沫{Live}[HD] 鄧紫棋 346214 狐仙[HD] 田林鷺

345676 泡沫{Live}[HD] 鄧紫棋,戴斯琪,肖茗,余賽亞,我想和你唱 348494 狐狸[HD] 薛之謙

302876 泡泡 莊瑩 332712 狐狸{Live}[HD] 紀海星

279775 波爺 周杰倫,曾志偉,雪糕,小麥,袁詠琳 330950 狗狗[HD] 鄔禎琳

279774 波爺(國) 周杰倫,曾志偉,麥烝瑋,雪糕,袁詠琳 283055 玩心 鐘潔,Rill

309092 泥香 岳菲 349053 玩伴[HD] Mao毛鵬懿

335438 炊煙[HD] 小蕾蕾 347883 玩伴[HD] 毛鵬懿

317799 炒飯 胡恩瑞 345248 玩伴[HD] 胡大亮

317800 炙愛 俞灝明 354893 玩伴{Live} 林憶蓮

300152 爬山 佚名 332336 玩具[HD] 梁一貞

312374 爭氣 王電 265215 玩具{Live} 王箏

292149 爭氣 吉克雋逸 231877 玩具{Live} 順子

312363 爸爸 王梓旭 339809 玩美[HD] 蔡依林

232644 爸爸 高見 291449 玩美{Live} 蔡依林

317817 爸爸 高斌 349054 玩家[HD] 林朵

319895 爸爸 盘俊華 233864 玩笑 黎明

317057 爸爸 蔣瑤嘉 290845 玩偶 王力宏

313761 爸爸 駱容溶 267354 玩偶 龍韓宇

315341 爸爸 韓雨芹 305732 玩偶 璽恩

340691 爸爸[HD] 張赫宣 269424 玩樂{Live} 方大同

336781 爸爸[HD] 寒月 316402 玫瑰 Under Lover

334866 爸爸[HD] 軻然 332105 玫瑰[HD] 凌志輝

331892 爸爸[HD] 蕭敬騰 345249 玫瑰{Live}[HD] 梁譯木,跨界歌王

298071 爸爸{Live} 王箏 289732 盲點 周筆暢

327908 爸媽 王為念 313741 盲點 蕭思妤

319165 爸媽 田尊銘 340096 盲點[HD] 鄧紫棋

323331 爸媽 梁劍東 231429 盲戀 青山

349047 版納[HD] 韓俊林 252970 直線 張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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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3 直覺 陳妍希 344465 空姐[HD] 李幸倪

233094 直覺 黃嘉千 265290 空房 楊坤

294647 直覺 閻奕格 306484 空城 馬汝瓏

318541 直覺{Live} 孫伯綸,中國好聲音 286081 空城 梅艷芳

292364 直覺{Live} 崔忠華,張江 313295 空城 郭媛媛

312544 知了 吳介賢 264211 空城 煜琰

327953 知了 橋哥 335282 空城[HD] 王菲

339029 知了[HD] 陳禹辛 331472 空城[HD] 金志文

314241 知己 任娟 293680 空城{Live} 楊坤,余楓,中國好聲音

283751 知己 吳新宏 316077 空城{Live} 楊坤,曹寅,最美和聲

301469 知己 邰正宵,周慧敏 337346 空城{Live}[HD] 楊坤,余楓,中國好聲音

322742 知己 孫毅,李元華 339819 空屋[HD] 羅嘉豪

327954 知己 馮光 274971 空洞 清源

322743 知己 黃勝華 324803 空氣{LIVE} 祖峰

322176 知己 興子 284871 空缺 權振東

346695 知己[HD] 宋沛江 310523 空淚 莊美

341575 知己[HD] 蔡卓妍 349491 空殼[HD] 張瀚元

262192 知已 蔡卓妍 336017 空港{Live}[HD] 陳昕,中國好聲音

343965 知心愛人{Live}[HD] 付笛生,任靜 257919 空窗 辛曉琪

231126 知足 陶莉萍 345289 空窗{Live}[HD] A-Lin,金曲撈

323358 知足 蘇運瑩,我是歌手 345290 空窗{Live}[HD] 辛曉琪,A-Lin,金曲撈

269999 知足{Live} 梁靜茹,丁噹 292141 空等 南宮苡彤

337343 知足{Live}[HD] 李安梅 232484 空虛 高山峰

340947 知足{Live}[HD] 蘇運瑩,我是歌手 281111 空號 李亮超

346696 知秋[HD] 趙雲紅 291352 空語 王唯僑

300629 知音 佚名 278167 空隙 周童童

312910 知音 洪祿雲,陳水林 327011 空樓 小久

301395 知道 林漢揚 345288 空樓[HD] 劉長凱

283500 社戲 安九 298993 空歎 佚名

328801 空心 G.Z光澤 289349 糾結 帶淚的魚

284166 空心 周傳雄 269078 糾結 張冬玲

300232 空白 佚名 284089 糾結 曹軒賓

272037 空白 齊秦 313649 糾結 劉晶

231801 空白 韓紅 324711 糾錯 流蘇

340101 空白[HD] 秀蘭瑪雅 289350 糾纏 裘海正

230053 空白{Live} 陳慧琳 322184 羋瑤 心瑤,張丹鋒

321987 空守 邱永傳 283654 肩膀 多亮

262564 空位 何維健 264061 肩膀 張信哲

302586 空位 張信哲 233935 肯定 黑珍珠

343315 空位[HD] 江映蓉 266220 臥龍 林泰燊

287875 空床 子琦 265886 臥龍 張揮

308517 空姐 冷漠 262103 芝麻 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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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81 芥末 陳曉東 325579 花殤 何守建

279035 芬香 戈浪 269446 花殤 易影峰

321559 花心{Live} 央吉瑪,中國之星 266411 花殤 燃弦樂隊

289644 花心{Live} 信 346733 花緣[HD] 寒武紀

319168 花心{Live} 許茹芸,蒙面歌王 344005 花蝶也有淚[HD] 山風組合

316083 花心{Live} 楊坤,黃莉,最美和聲 322790 花醉 梁川宇

340972 花心{Live}[HD] 信,我是歌手 346284 花燈[HD] 張軒銘,胡力

324078 花火 字金美 306486 花蕊 羅邏聖

307663 花火 尚雯婕 280759 花蕾 凌鑰薇

341119 花火[HD] 字金美 331916 花癡[HD] 許志安

317963 花火{Live} 貝貝,中國好聲音 300389 花邊 佚名

331330 花火{Live}[HD] 梁博 283931 花邊 唯嘉

344795 花火{Live}[HD] 梁詠琪 283209 虎口{Live} 黑豹樂隊

263615 花旦 王堯 268353 虎妞 劉嘉亮

301172 花旦 周華健 301558 表白 阿溫

282578 花旦 楊昭 319960 表白 劉德斌

234148 花朵 齊露 340735 表白[HD] 陳偉霆

263684 花沙 王雅潔 344018 表白[HD] 喬洋

283956 花兒 吉杰 330912 表白[HD] 蕭亞軒

302378 花兒 馬條 298470 表白{Live} 江映蓉

336826 花兒[HD] 花漾年華 270207 表白{Live} 洪辰

321555 花兒{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18182 表白{Live} 童予碩,王帝,中國好聲音

322188 花夜{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339032 表白{Live}[HD] 馬吟吟,童予碩,王帝,中國好聲音

347934 花雨[HD] 金鈺兒 301187 表達 周裕先

324077 花城 格子兮 290808 迎接 武藝

344495 花海[HD] 張偉明 346339 邯鄲[HD] 崔璨

298126 花神{Live} 王霞 289490 長大 江寒

305858 花茶 蘇打綠 313302 長大 陳乃榮

334442 花豹[HD] 天天 339354 長大[HD] 余冰,林錦川

290799 花淚 棟樑 342972 長大[HD] 路飛老濕,林玉涵

230158 花瓶 陳旭 295552 長安 陳小宇

234081 花祭 齊秦 344535 長夜[HD] 吳陌川

305554 花街 謝雨欣 285951 長河 阿超

302565 花園 張玥 280786 長城 劉明輝

301620 花嫁 侯俊輝,張美玲 305786 長城{Live} 譚晶

329664 花痴 劉玉婷 318094 長城{Live} 譚維維,楊宇,最美和聲

333137 花漾[HD] 馬劍芬 344536 長春[HD] 毅光年組合

326533 花箋 劉珂矣 311019 長眠 黑龍

290576 花魁 周品 233057 長假 黃品源

280518 花魁 周旖喆 304887 長椅 劉若英

345725 花魂[HD] 胡齡月,蘭雨 310679 長路 陳思函

323411 花影 羅相宜 234328 長髮 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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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49 門聯[HD] 宋江濤 279322 雨巷 馬常寶

327020 阿布(父親) 天亮 282388 雨巷 張可兒

271026 阿呢 蝴蝶大人 303197 雨巷 郭燕

280729 阿妹 佟宇 297161 雨巷 黃初用

308677 阿姐 完瑪三智 287888 雨後 馬銘

313909 阿爸 蘭卡措 252982 雨後 張韶涵

343390 阿爸[HD] 呷讓東周 340477 雨虹[HD] 曹方

301002 阿花 杠寶 320855 雨淚 張倬聞

313923 阿哥 艷陽天 343394 雨淚[HD] 阿毛

347501 阿傻[HD] 樂繽靈,韋小天 292728 雨荷 煙花三月

325402 阿媽 甘立成 329766 雨都 輕晨電樂隊

278050 阿媽 亞東 324173 雨傷 左林右里

347997 阿媽[HD] 董萬基 280943 雨愁 小龍宋

297688 阿瑪 天籟同音 253838 雨愛 楊丞琳

313343 阿福 陳楚生 341531 雨愛[HD] 楊丞琳

313275 陀螺 許飛 311744 雨夢 曉雨

338853 陀螺{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22901 雨墜 吳曼喬

297160 雨中 彩貝與海 279350 雨緣 敏敏,吳超

262743 雨天 君子 301296 雨蝶 林心如

301593 雨天 雨天 282672 雨憶 湘佛蓮

312976 雨天 哨兵 265819 雨戀{Live} 崇子

279022 雨天 高登 302356 青衣 馬天宇

319182 雨天 戚薇 316093 青衣 鄭培欽

341010 雨天[HD] 艾林兒 342984 青衣[HD] W.K.

346355 雨天[HD] 孫燕姿 330511 青空[HD] 何韻詩

298062 雨天{Live} 王鈺 345410 青花{Live}[HD] 周傳雄,張芸京,金曲撈

266252 雨天{Live} 楊宗緯 345411 青花{Live}[HD] 張芸京,金曲撈

310951 雨火 馮聖雅 262055 青春 A One

328967 雨好 陳鴻宇 268966 青春 山大車樂隊

290992 雨衣 鐘子炫 324326 青春 向世榮

233012 雨衣{Live} 黃品源 288123 青春 沈慶

266276 雨衣{Live} 樊凡 322908 青春 洪立

230660 雨夜 陳琳 283370 青春 張恒遠

294588 雨夜 蔡昕彤 288340 青春 靳海濤

267894 雨季 Shelly 佳 279077 青春 韓紅

268312 雨季 凡間精靈 306493 青春 羅邏聖

304891 雨季 劉若英 346779 青春[HD] 子芙

286967 雨季 撒繼平 326639 青春{Live} 李志

339035 雨季[HD] 曾沛慈 291827 青春{Live} 常石磊

332377 雨林[HD] 趙詠華 313344 青春{Live} 陳楚生

278555 雨城 羅勤穎 231069 青春{Live} 陶晶瑩

268129 雨巷 伊人佳人組合 328973 青海 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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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78 青茫 白敬亭,李宏毅,丁冠森,趙文龍 264304 信條 後弦

267189 青蛇 陸瑤 287685 信愛 陳佳

289756 青蛇 墨明棋妙 256988 信號 許茹芸

347139 青蛇[HD] 七朵組合 333460 信號[HD] 蔡孟臻

230116 青鳥 陳慧琳 323030 冒險 US樂團

330512 青蔥[HD] 何韻詩 334507 冒險[HD] 林依霖

282660 青燈 流蘇 293633 冠軍 曹格

348673 非酋[HD] 薛明媛 347654 剋星[HD] 馬旭東

347195 亮了[HD] 曾之喬 283609 前方 楊皓天

342580 亮日[HD] 紅日藍月 348797 前任[HD] 韋琪

231480 亮劍{Live} 軍旅歌曲 312470 前度 朱雅

319522 亮點 群星 289993 前度 林董

266554 俘虜{Live} 紅樂隊 230927 前緣 陳道明

339040 保佑[HD] 李曉杰 313769 前輩 儲蘭蘭

344172 保佑{Live}[HD] 哈琳 303511 前戲 傅佩嘉

301546 保管 阿桑 313477 前戲 楊宗緯

327030 保管 鄭娟 323632 勇氣 金池

303034 保鏢 莊學忠 262404 勇氣 迪克牛仔

294038 保護 Fuying,Sam 233278 勇氣 黃思婷

326025 保護 張博文,劉洺瑒 268429 勇氣 劉璐

315378 保護 謝勇,萬人同唱 284040 勇氣 糖兄妹

332807 保護[HD] 王赴穎,沈展寧 340819 勇氣[HD] 洪杰

338135 保護[HD] 謝勇 336569 勇氣[HD] 梁漢文

233917 保鑣{Live} 黑妹 285457 勇氣{Live} 陳羽凡,賈劍龍

325745 俠蹤 張獻仁 313310 勇氣{Live} 陳西貝

314257 信仰 湯潮 230589 勇氣{Live} 陳潔麗

304002 信仰 楊坤 359798 勇氣{Live} 黃凱芹

290981 信仰 鄭耿一 344198 勇氣{Live}[HD] 光良,歌手

305640 信仰 韓磊 345922 勇氣{Live}[HD] 韓丹彤,跨界歌王

344917 信仰[HD] Sun Beatzz,大龍 233374 勇敢 黃湘怡

303998 信仰{Live} 楊坤 303924 勇敢 黃鶴翔

313744 信仰{Live} 蕭敬騰 296012 勇敢 權振東

340528 信仰{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340545 勇敢[HD] 侯玉斌

309760 信件 孫鳴燦 330879 勇敢[HD] 葉熙祺

257879 信任 辛曉琪 307167 勇敢{Live} 李佳薇,我是歌手iii

331974 信任[HD] 陳奕迅 327518 勇敢{Live} 周曉曉,天籟之戰

287086 信任{Live} 鄭俊弘 315381 勇敢{Live} 張惠妹

279932 信念 王媛 337364 勇敢{Live}[HD] 李佳薇,我是歌手

266332 信念 沈世愛 336566 勇敢{Live}[HD] 沈怡君

233119 信念 黃大煒 342624 勇敢{Live}[HD] 錢華興,夢想的聲音

320180 信念 董曉峰,趙冬變 270672 勉強 胡夏

331021 信念[HD] 額爾古納樂隊 311226 南方{Live} 達達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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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187 南風 Ray翊凡 332389 孩子[HD] 阿超

305418 厚愛 薛家燕,石佑珊 349319 孩子{Live}[HD] 華晨宇,歌手

333592 叛逆[HD] 宋孟君 285885 客夢{Live} 周華健

327539 咪咪 黃明志 283919 宣言 高楓

283366 咿呦 張恒遠 232703 宣言 魏金棟

257883 哀愁 辛曉琪 344268 宣言[HD] BEJ48

304735 品味 趙薇 308307 封印 冰川

349281 哈尼{Live}[HD] 三丫兄弟 345569 封印[HD] 鹿晗

327541 哈達 王馨 302518 封雪 張丹鋒

285029 哈達 澤旺多吉 281413 屋頂 范瑋琪,李建輝

333330 哈嘍[HD] 魏晨 254585 屋頂 溫嵐,吳宗憲

304795 哈羅 鳳飛飛 333770 屋頂[HD] 陶喆,關詩敏

335762 哈囉[HD] 安心亞 287234 屋頂{Live} 古巨基,容祖兒

298099 哎呀 王蓉 286094 屋頂{Live} 陶喆,關詩敏

263545 哎呀 吳建豪 280111 屎王 蛋堡

303680 哎呀 童星 308443 巷口 羊羽

337885 哎呀[HD] 李榮浩 308320 巷雨 回音哥

291604 哎呀{Live} 南瑪子呷 316993 帝都 萌萌噠天團

335904 哎呀{Live}[HD] 南瑪子呷,中國好聲音 315123 帥哥 太子鋒

310627 哎呦{Live} 陳戈 341722 很久[HD] 姚笛

313068 城市 馬條 267293 很好 黃奕

316827 城門 陳浩民,韓元元 263284 很冷 戎梵

300586 城堡 佚名 327644 很乖 阿悄

262585 城堡 侯強 331301 很苦[HD] 李泉

332852 城堡[HD] 嚴咚 254773 很愛 王心凌

333963 城堡{Live}[HD] 王飛 346937 很趕[HD] 舒米恩

326126 奕驕{Live} 杜歌 266560 律動 紅河小魚

303937 姥姥 黑獁,單行道樂隊 347746 後台[HD] 羅時豐

347723 姥姥[HD] 李劍青 283438 後來 金潤吉

336626 威啊[HD] 天氣女孩 295276 後來 栗錦

252948 娃娃 張韶涵 332600 後來[HD] 泳兒

303682 娃娃 童星 344295 後來[HD] 徐浩

284473 娃娃 劉其賢 310213 後來{Live} 張偉文

310296 娃娃{Live} 張琪朗 310326 後來{Live} 張敬軒

317426 孩子 西樓 333109 後來{Live}[HD] 金潤吉

301340 孩子 林秋燕 342150 後來{Live}[HD] 黃绮珊,貓黛麗·赫本,蒙面唱將

312919 孩子 紅花樂團 315161 後悔 何書宇

263032 孩子 梁文音 302542 後悔 張宇

230839 孩子 陳綺貞 345061 後海[HD] 路飛老濕

313512 孩子 群星 262530 後退 高林生,石雲嵐

344264 孩子[HD] 任子墨 328493 後退 黃可門

341934 孩子[HD] 金玟岐 257892 怎麼 辛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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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5 怎樣 陶莉萍 295228 思戀 李潮

345075 怎樣[HD] 趙賀 295111 思戀 張曼

313642 怎樣{Live} 劉惜君 332453 思戀[HD] 朱韜

327666 怎樣{Live} 戴佩妮,隱藏的歌手 343169 思戀[HD] 容舒

332711 怎樣{Live}[HD] 綦光,高毅 266789 急流 蘇陽

291262 怒放 景志剛 232022 恒星 飛輪海

342726 怒放[HD] 龍梅子,葛薈婕 283368 恒星 張恒遠

330757 思凡[HD] 林宥嘉 303109 恒星 許茹芸,蘇永康

299934 思夫 佚名 331034 恒星[HD] 飛輪海

314269 思君 桑婷婷 326219 恒星{Live} 周杰倫戰隊,中國新歌聲

297537 思念 于台煙 338674 恒星{Live}[HD] 張鑫鑫,中國好聲音

312708 思念 沙瑪學鋒 291788 恒溫 孫盛希

293453 思念 周冰倩 339043 恰好[HD] 霍尊

316765 思念 拉毛王旭 301742 拜年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

327038 思念 林長春 284191 拜拜 李榮浩

293131 思念 阿香 256482 拜託 蕭亞軒

314270 思念 桑紫菲 343860 拜託！別黑我！[HD] Sunshine

323779 思念 浩紋 347357 拜託[HD] 孫晨

265989 思念 敏敏哥哥 284814 拯救 成龍,孫楠

296336 思念 陳依玟 343221 拯救[HD] 獅子合唱團

313353 思念 陳漢 322579 拯救{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26215 思念 雲朵 269617 拯救{Live} 權振東

280789 思念 劉晶 286352 拯救{Live} 龔琳娜

284799 思念 慕容曉曉 333576 拯救{Live}[HD] 孫楠

340862 思念[HD] 王旭鵬 333811 拯救{Live}[HD] 龔琳娜

341727 思念[HD] 雲朵 286570 拯救{慢版} 成龍

340861 思念[HD] 黃綺珊 230921 拷紅 陳輝玲

297711 思念{Live} 心跳男孩 311556 拷紅{Live} 劉韻

316107 思念{Live} 莊前,鄧子非,楊鈺瑩,音樂大師課 293089 拼搏 金山

345077 思念{Live}[HD] 黃綺珊 313586 拼搏 趙本水

321224 思鄉 山子華 282284 拼圖 大合唱

285000 思鄉 江濤 232684 拼圖 魏斌

328513 思鄉 西部怪杰 342151 拼圖[HD] 艾怡良

288152 思鄉 呼斯楞 342152 拼圖[HD] 陳明憙

327041 思鄉 望海高歌 344713 拾光[HD] 付睿煊,汪宜慧子

284444 思鄉 儲立群 311202 拾年 董璇,璇風

349341 思鄉{Live}[HD] 山子華 305459 拾年 謝安琪

318557 思源 張其萍 262509 拾年 關心妍

343494 思慕[HD] 郁可唯 317646 拾念 不才

349788 思慕[HD] 韓菁英 331800 拾荒[HD] 林宥嘉

321223 思歸 龔淑均 290155 拾穗 蘇打綠

343798 思歸[HD] 孫偉雄 343223 指紋[HD] 于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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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875 指紋[HD] 胡歌 313605 星光 鳳凰傳奇

267279 指望 郁可唯 342810 星光[HD] 彭三

280240 指環 陳翔 326344 星辰 王奕瑾

303024 挑夫 莊學忠 344380 星辰[HD] 張杰

309253 挑戰{Live} 金子喬 304402 星空 詹采妮

308073 挖坑 王建房 292114 星空 劉羽琦

316112 故作 莊心妍 292118 星空 劉雨欣,劉羽琦,杜沁怡,徐立

348393 故里[HD] 李祥,郝開心,康智賢,王予曈,蔡一銘,高溪苒 330483 星空[HD] 五月天

307295 故事 王禹 291981 星星 丁煒,戚藍尹

265364 故事 周詩穎 292743 星星 牛奶咖啡

301659 故事 姚乙 316113 星星 李翊君

322585 故事 郭賽偉 283396 星星 林育群

321350 故事 賀一航 280271 星星 徐海星

254272 故事 楊鈺瑩 313277 星星 許慧欣

285272 故事 褚喬 281636 星星 黃湘怡

233898 故事 黎瑞恩 311201 星星 董偉

341039 故事[HD] 喬一 339767 星星[HD] 沈波

333724 故事[HD] 蘇打綠 322601 星星{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304106 故事{Live} 群星 335894 星星{Live}[HD] 劉明湘,中國好聲音

328631 故事{Live} 蘇打綠 312289 星座 小峰峰

314273 故鄉 木棉 327047 星座 張天龍

296569 故鄉 王旭 342424 星座[HD] 王力宏

327044 故鄉 吳曉蕾 334123 星座[HD] 沈凌雲

301877 故鄉 降央卓瑪 340205 星座[HD] 凌雲

296568 故鄉 格桑英妮 274829 星海 徐海星

286130 故鄉 塔斯肯 298477 星晴 江美琪

313856 故鄉 譚圳 336723 星晴{Live}[HD] 姚偉濤

304552 故鄉(慢四) 舞曲 321362 星塵 蔡幸芳

336714 故鄉[HD] 李玉剛 232836 星語 鳳飛飛

340204 故鄉[HD] 錢紅 348996 星輝[HD] X-TIME

329462 故鄉{Live} 王莉 304215 星願 群星

280249 故鄉{Live} 畢夏 290542 星願{Live} 劉牧,馬鈺淇

293544 故鄉{Live} 麼紅 292862 春分 筠子

295361 故鄉{Live} 簡紅 320540 春天 王卓

349856 故鄉{Live}[HD] 吉克雋逸,經典咏流傳 332104 春天[HD] 凌志輝

335913 故鄉{Live}[HD] 帕爾哈提,王卓,中國好聲音 304330 春水 葉璦菱,陳昇

263609 故意 王嘯坤 286551 春水 劉牧

233092 故意 黃嘉千 233673 春光 黃鶯鶯

344367 故夢[HD] 西瓜JUN 304889 春光 劉若英

314275 星月 馬智宇 231560 春光 韓寒

232782 星月 鳳飛飛 332139 春別[HD] 譚凌風

321923 星光 王錚亮 264159 春泥 張芸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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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87 春泥{Live} 汪峰,中國好聲音 336726 是否{Live}[HD] 吳思思

327048 春泥{Live} 楊美娜,中國新歌聲 338858 是否{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342425 春泥{Live}[HD] 王太利,蒙面唱將 341987 是否{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287181 春雨 雲菲菲 342427 是否{Live}[HD] 趙傳,蒙面唱將

272026 春雨 黑鴨子演唱組 289159 是我 夏米雅

304026 春雨 楊家成 306519 是我 樊凡

294491 春俏 王瑩 233849 是我 黎明

325839 春思 周艾杰 331743 是我[HD] 張韶涵

324360 春思 周艾傑 338176 是我[HD] 賴雅妍

323893 春秋 葛薈婕 322607 是我{Live} 何佳樂,中國好歌曲

298077 春風 王箏 329477 是我{Live} 魏晨

286819 春風 苗苗 316459 是夜 毛方圓

291408 春風 筠子 253474 是嗎 曾寶儀

322603 春宴{Live} 郎朗,霍尊,果敢 327806 是愛 王振祖

304173 春望{Live} 群星 298033 是愛 王菀之

305497 春淚 謝采妘 333777 是愛[HD] 陶晶瑩,方大同

262992 春愛 林天偉,康妲 291257 是誰 時翔雲

322604 春節{Live} 孫驍,中國好歌曲 318457 枯花 廣杰

302966 春雷 莊學忠 300832 枯萎 李泉

304491 春雷 甄秀珍 344737 枯萎[HD] 張梓瑤

233225 春夢{Live} 黃征 311007 枷鎖 黃藝明

338073 春暮[HD] 蘇瑋 347839 枷鎖[HD] 高穎

328645 春歸 不才 283206 枷鎖{Live} 黑豹樂隊

326345 春歸 貢尕達哇 263576 某人 汪蘇瀧

323890 春戀 小築 291219 某人 張冬玲

323891 春戀 楓舞 230461 某某 陳楚生

282061 昨天 亮亮 288520 某某 賴偉鋒

263581 昨天 烏丫 340054 某某[HD] 楊凱琳

313461 昨天 愛樂團 288472 某某{Live} 楊坤

328646 昨日 宥勝 325851 柒月 S.I.N.G女團

283642 昨夜 易帆 344400 柒月[HD] Sing女團

230708 昨夜 陳瑞 338435 柔軟[HD] 張信哲

327053 是你 Tf Boys 288031 柳笛{Live} 曲丹

295578 是你 陳零九,Lin Lin 280300 柳韻 于全莉

305915 是你 鐘佩佩 269911 柿子 林憶蓮

294758 是否 吳思思 344401 柿子{Live}[HD] 林憶蓮,歌手

287405 是否 胡海建 265460 歪腰{Live} 五月天

333994 是否[HD] 鄧紫棋 306521 毒藥 Jaki

307098 是否{Live} 張靚穎,我是歌手iii 301810 毒藥 胡歌

324995 是否{LIVE} 陳松伶,跨界歌王 232911 毒藥 黃中原,傅薇

256088 是否{Live} 葉倩文 337667 毒藥[HD] JKAI

327054 是否{Live} 趙傳,蒙面唱將 333221 毒藥[HD] 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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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06 毒藥{Live} 黃中原 270025 流星 夢成,郭一凡

301940 泉水 香香 323942 流星 謝紅慧

307488 洄游 陳翔 335949 流星{Live}[HD] 李文琦,中國好聲音

336763 洋貨[HD] 蘇醒 301768 流浪 美眉組合

326405 洋歌 雯茜 296718 流浪 范逸臣

286756 洋蔥{Live} 姚兵 296717 流浪 凌晗

288268 洋蔥{Live} 茜拉 321420 流浪 廖辰

334386 洋蔥{Live}[HD] 五月天 231811 流浪 韓紅

331230 洋蔥{Live}[HD] 平安,中國好聲音 306026 流浪 騰格爾

300778 洗牌 李玖哲 349919 流浪[HD] 盧焱

335972 洗禮{Live}[HD] 灰子 339048 流浪{Live}[HD] 黃勇,中國好聲音

289593 洞房 叢偉 266393 流淚 潘辰

294509 活著 田振達 313800 流逝 謝麗娟

303061 活著 莫文蔚,任賢齊 300111 流雲 佚名

268028 活著 樂天樂團 282287 流感 大嘴巴

336051 活著[HD] 信樂團 312269 流感 大輝

336764 活著[HD] 郝雲 278908 流暢 常石磊

332462 活著[HD] 蔡卓妍 321419 流暢{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17773 活該 星弟 332655 流戀[HD] 吳奇隆,嚴藝丹

312970 活該 倪明 268583 流戀{Live} 吳奇隆,嚴藝丹

270885 活該 董永鵬 327060 炫愛 香香

330626 活該[HD] 容祖兒 265826 炫境 常思思

295161 流水 意玲 344755 炫境{Live}[HD] 李秋睿,歌聲的翅膀

342850 流光[HD] 左成 340687 炫酷[HD] 齊航

255316 流年 王菲 283296 炫耀 宜璇

230918 流年 陳輝 230570 炫耀 陳潔儀

286120 流年 湘唯一 333229 炫耀[HD] 宜璇

287442 流年{Live} 賓俊傑 343931 為江山[HD] 孫楠

349921 流行{Live}[HD] 李宇春 295157 為何 意玲

255078 流沙 大小百合 287815 為你 4U樂隊

278529 流沙 王愛華 298192 為你 代小波

313455 流沙 塔宏偉 325228 為你 平安

230987 流沙{Live} 陶喆 312438 為你 石佑誠

342447 流沙{Live}[HD] 羅中旭,孫楠,蒙面唱將 325330 為你 李鶴

301818 流言 胡靈 230176 為你 陳明

366151 流言{Live} 周慧敏,張敬軒 328740 為你 陳祈赫

312745 流言{Live} 周慧敏,蘇永康 234000 為你 黑龍

344417 流花[HD] 袁婭維 341194 為你[HD] 李鶴

340066 流花{Live}[HD] 袁婭維,中國之星 298935 為啥 佚名

255317 流星 王菲 314286 為愛 柯有倫,崔允素

329534 流星 何柏誠 286031 為愛{Live} 徐晶晶

299980 流星 佚名 290758 為誰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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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489 為龍 河圖 318616 相信{Live} 謝名

262757 為難 紀佳松 305458 相信{Live} 謝安琪

349041 為難[HD] 張良 283597 相思 馬常寶

320655 狩獵 莫莫 232323 相思 高勝美

345693 玲瓏[HD] 張靚穎 313212 相思 張嘉倪,袁姍姍,舒暢

257915 玻璃 辛曉琪 303259 相思 陳俊華

230571 珍重 陳潔儀 233689 相思 黃鶯鶯

265337 珍重{Live} 袁東方 304284 相思 葉凡

297446 珍珠 T.R.Y 290595 相思 團風依依

290510 珍惜 何先宇,劉奕 294121 相思 劉紫玲

266109 珍惜 李宇春 296840 相思{Live} 劉元元

278421 珍惜 李虎 343962 相牽[HD] 王菀之

313093 珍惜 動力火車 307878 相處 小哥

306527 珍惜 羅邏聖 231775 相愛 韓紅

347039 珍貴[HD] 高雲陽 315216 相會 仇文靜,何利偉

328767 珍愛 王鵬 289310 相遇 印玉蓮

230298 珍愛 陳星 280919 相遇 孫雨祥

344441 珍愛{Live}[HD] 哈琳 317858 相遇 鄭添龍

231695 珍藏{Live} 韓磊 320680 相對{Live} 秋野,中國之星

328768 珍瓏 小魚兒 314295 相聚 程琳

323338 界限 高旭 300302 相戀 佚名

284726 界線 張子瑄 274614 相戀{Live} 烏蘭托婭,索朗扎西

339050 皇冠[HD] 黃子韜 327946 盼望 褚海辰

329600 皈依 周怡然 320681 盼歸 李德永

323349 相守 東方依依,楊浩 286397 看見 Lisa Hsieh

327940 相守 顧莉雅 280441 看見 譚晶

308295 相忘 白銀時代 344457 看見[HD] 夏邦

285568 相見 阿吉仔 296849 看雨 阿悄

303592 相見 曾慶瑜 335808 看看[HD] 莫文蔚

315406 相見 劉牧 262250 看穿 陳奕迅

346239 相見[HD] 周芷諾 317860 看穿{Live} 楊宗緯,蒙面歌王

313227 相信 張鎧麟 292814 看穿{Live} 璽兒

314289 相信 彩月團 316790 看海 邱琳雅

304325 相信 葉璦菱 285509 看破 音樂走廊

233865 相信 黎明 327947 看破 程欣

313863 相信 譚晶 340705 看淡[HD] 田馥甄

305877 相信 蘇打綠 304776 看清 輕鬆玩樂團

342885 相信[HD] 呂彬 313903 看清 鐘潔,Rill

338737 相信[HD] 蔡妍 322736 看透 政先生

312258 相信{Live} 大剛 267275 看透 高陽

304387 相信{Live} 解曉東 257068 看透 許茹芸

282965 相信{Live} 趙敬一 313549 看透 廖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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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862 看透 蔡妍,許仁昌 285937 秋季 花樹

345277 看透[HD] 吳陌川 327962 秋雨 後來者

344458 看透[HD] 家家 302410 秋雨 高原

334336 看透[HD] 軻然 319916 秋思 王梓旭

282979 看透dj 超泉rz組合 317879 秋思 吉林雷子

255339 矜持 王菲 278423 秋風 李虎

298551 矜持 羽泉 302769 秋涼{Live} 曹方

305296 矜持 蕭蕭 234321 秋雪{Live} 龐龍

335398 矜持[HD] 姚貝娜 311412 秋畫 鳳凰傳奇

340708 矜持[HD] 蕭敬騰 295177 秋萍 曉月

317868 矜持{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232413 秋詞 高勝美

336797 矜持{Live}[HD] 吳思思 232824 秋詞 鳳飛飛

331790 矜持{Live}[HD] 楊宗緯 305363 秋詞 龍飄飄

332515 矜持{Live}[HD] 賓俊傑 305507 秋詞 謝采妘

346243 矜持{Live}[HD] 譚聯耀,明日之子 325039 秋鄉 魏如昀

316812 砂礫 陳永龍 341612 秋鄉[HD] 魏如昀

341797 砒霜[HD] 崔恕 265448 秋愁 久久

312949 祈求 郎軍 348535 秋楓[HD] 王也

316527 祈求 劉晏清 295389 秋夢 翁汕汕

282692 祈盼 王冰峰 270771 秋夢 艷陽天

349071 祈愛[HD] 吳春紅 302512 秋歌 張也

347897 祈福[HD] 孟庭葦 257075 秋歌 許茹芸

312706 祈禱 沙莎 304506 秋歌{Live} 甄妮

301468 祈禱 邰正宵 329622 秋語 秦威

233733 祈禱 黃思婷 324810 秋蝶 秦禦峰

344462 祈禱[HD] 哈琳 321506 秋蝶 舒清菊

230254 祈禱{Live} 陳明真,陸毅 262701 秋賦 黃思婷

326472 祈願 王覺 325667 秋霜 程紫薇

304164 祈願 群星 268399 秋蟬 劉文正

326473 祈願 蔣嬰 286470 秋蟬{Live} 毛寧,麥子傑

344775 祈願[HD] 張藝興 327961 秋蟬{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299874 秋千 佚名 289974 秋蟬{Live} 楊芳儀

305590 秋千 謝霆鋒 304218 秋蟬{Live} 群星

301833 秋千{Live} 范瑋琪 301491 秋離 金海心

349074 秋天[HD] 王嘉華 328798 秋戀 吳炎濤

305896 秋天{Live} 蘇醒 327964 穿心 華晨宇

316692 秋收 李政飛 271756 穿行 降央卓瑪

347424 秋別[HD] Mr.Miss 231787 穿行 韓紅

303696 秋夜 紫薇 271331 穿越 郎郎(馬志鋒)

278113 秋夜 劉雅麗 304377 穿越 董銘軒

301964 秋夜{Live} 倫永亮 234322 突圍 龐龍

330276 秋夜{Live}[HD] 蔡琴 310244 突然 張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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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99 突然 嚴藝丹 286340 紅裙 韓雪

349076 突襲[HD] 侯博文 270755 紅塵 胥拉齊

305938 突變 鐘盛忠 327071 紅塵 傅曉

323380 紀念 六甲樂團 280474 紅塵 黃思婷

279488 紀念 田維英 280476 紅歌 王紫

329635 紀念 向開薇 302683 紅歌 張傾城

345713 紀念[HD] 雷雨心 323385 紅線 金久哲

320706 紀念{Live} 蔡健雅,隱藏的歌手 281468 紅線 譚晶

339822 紀念{Live}[HD] 蔡健雅,隱藏歌手 334887 紅線[HD] 陳明,張萌萌

233676 約束 黃鶯鶯 312567 紅顏 吳淑敏

319424 約定 EXO 307235 紅顏 段紅

298318 約定 光良 318343 紅顏{Live} 李玉剛,蒙面歌王

279503 約定 汪東城,蔡旻佑,曾沛慈 327076 紅顏{Live} 林偉龍,天籟之戰

232913 約定 黃中原,傅薇 345301 紅顏{Live}[HD] 胡彥斌,莫安琪,羅楊雲子,薛明媛,我想和你唱

341061 約定[HD] 光良 266147 美人 李玉剛

336170 約定[HD] 她她 328829 美人 柯羽

332601 約定[HD] 汪東城 232603 美人 高楓

335540 約定[HD] 漢洋,譚嘉荃 313651 美人 劉程伊

324967 約定{LIVE} 金婷婷 343982 美女與野獸[HD] 田馥甄,井柏然

339549 約定{Live}[HD] 周蕙,隱藏的歌手 348558 美好[HD] 吳汶芳

323381 約會 余零,鄭圓圓 267878 美妙 RTA少年組

282752 約會 甜美真,冰冰火 321532 美妻 寶雲

306952 紅包 冷漠,路勇,秋褲大叔 335283 美錯[HD] 王菲

285084 紅色 王濤 263779 美瞳 徐良

330124 紅色{Live}[HD] 張學友 285649 美麗 王大文

306540 紅衣 魏新雨 312739 美麗 周彥宏

312500 紅妝 西子 230150 美麗 陳數

288253 紅妝 格格 337409 美麗[HD] 周慧敏,王菀之

271882 紅妝 馬健南 339322 美麗[HD] 曹芙嘉

255348 紅豆 王菲 343987 美麗豐都是我家{Live}[HD] 李文華

313351 紅豆 陳瑞 325578 美寶 何守建

304859 紅豆 劉亮 230238 背心 陳明真

317907 紅豆{Live} 朗嘎拉姆,凌菱,中國好聲音 333425 背心[HD] 林宇中

335954 紅豆{Live}[HD] 李維,中國好聲音 312422 背包 巧千金

336034 紅豆{Live}[HD] 黃綺珊,苟乃鵬 332736 背包[HD] 閆安

343975 紅豆拌咖啡[HD] 山風組合 313304 背叛 陳以桐

319927 紅柳 胡東清 323406 背叛 紫炫

297629 紅唇 小龍 266251 背叛 楊宗緯

301910 紅粉 韋嘉 278666 背叛 鄧子霆

231981 紅酒 顧莉雅 258326 背叛 鄭秀文

299464 紅淚 佚名 332558 背叛[HD] 陳一玲

337178 紅葉[HD] 徐鶯洛 333650 背叛{Live}[HD] 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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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828 背後 劉小天 337418 英雄[HD] 川子

334767 背面[HD] 汪妤凌 322793 英雄{Live} 張越

343997 背對著想念[HD] S.I.N.G女團 307841 范兒 大張偉

299845 背影 佚名 308866 范兒 汪妤凌

307214 背影 梁海洋 332339 范兒[HD] 汪妤凌

233134 背影 黃大煒 328863 茄子 與非門,朱婧汐

233440 背影 黃磊 279154 茉莉 黃雅莉

329655 背影 趙雷 347456 茉莉[HD] Bobo

305107 背影 衛薇兒 293533 虐心 山野

342494 胖子[HD] 文穎秋 313012 虐心 徐良,孫羽幽

327081 胡楊 蘇偉 342934 虐心[HD] 亦帆

334227 胡說[HD] 劉美麟 298159 計較 王馨平

312553 胡鬧 吳克羣 339569 計算[HD] 孫露

330551 胡鬧[HD] 吳克羣 295525 負罪{Live} 阿彬哥

339558 致愛[HD] 鹿晗 266842 軍人 詠峰

262960 致敬 李昱和 305729 軍師 璽恩

317965 若水 西樓 298965 郊遊 佚名

323418 若水 張博凡 230893 郊道 陳芬蘭

284495 若琳 劉孟哲 312941 郊道{Live} 胡錦

289391 若愛 楊葉卿 268482 郊道{Live} 單紫寧

263685 苦海 王雅潔 233919 郊道{Live} 黑妹

312439 苦海 石梅,冷漠 254184 郊道{Live} 楊燕

323420 苦海 韓春雨 304513 郊道{Live} 甄妮

301011 苦笑 汪蘇瀧 311620 郊道{Live} 潘迪華

303600 苦茶 棒棒堂,黑澀會美眉 231463 郊道{Live} 靜婷

274718 苦酒 大哲 313899 郊道{Live} 鍾珍妮

317967 苦愛 張智勇 309961 郎中 郝蕾

303352 苦愛 陳爽 291978 重生 丁于

307507 苦澀 靈魂心聲 297123 重生 李克

262338 英雄 丁于 322884 重生 馬可

255359 英雄 王菲 347985 重生[HD] 光澤,G.Z樂團

298060 英雄 王詩沂 347986 重生[HD] 容祖兒

316598 英雄 何晟銘 340134 重生[HD] 徐浩,朱元冰

312696 英雄 汪峰 349160 重生[HD] 婉姝

323421 英雄 周杰倫 337424 重生[HD] 儲毅

292178 英雄 周顯 262696 重來 黃小琥

289393 英雄 秦禦峰 232600 重來{Live} 高楓

313115 英雄 張冬玲 280602 重來{Live} 鄧鼓

285893 英雄 詠峰 340762 重來{Live}[HD] 王晰,我是歌手

292109 英雄 劉琪 339852 重來{Live}[HD] 黃小琥,隱藏的歌手

270961 英雄 藍雨 334108 重來{Live}[HD] 楊宗緯

270817 英雄 蘇醒 324700 重迭 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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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30 重逢 毛阿敏,孫楠 331823 風度[HD] 汪蘇瀧

283998 重逢 呂珊 278925 風格 陳慧恬

232801 重逢 鳳飛飛 340147 風起[HD] 朱俐靜

334145 重逢[HD] 羽泉 338547 風馬[HD] 鄭鈞

329747 重逢{Live} 梁凡,夢想的聲音 313388 風景 曾軼可

266863 重逢{Live} 謝雷 287077 風景 賈芯羚

270906 重陽 董貞 324185 風景 嘴哥樂團

331799 重傷[HD] 林凡 302474 風雲 屠洪剛

329745 重圓{Live} 白雪 279331 風鈴 梅東生,簡語卉

328936 重新{Live} 54樂隊 307006 風鈴 善瑩

322885 重複 羅相宜 345783 風鈴{Live}[HD] 周蕙,王櫟鑫,金曲撈

344825 陌川[HD] 吳陌川 339594 風鈴{Live}[HD] 周蕙,隱藏的歌手

349166 陌生[HD] 鍾潔,枕然 309696 風塵 唐儷

302126 陌城 徐譽滕 268708 風箏 大合唱

332867 陌陌[HD] 司文,丟丟 297900 風箏 王恩琦

263858 降溫 許嵩 325384 風箏 王樂妍

267147 降落 陳明 314328 風箏 陳沐雷

338778 降落[HD] 李東學,熊乃瑾 289515 風箏 馮珊珊

298572 降臨 至上勵合 313674 風箏 慕容伊一

313005 降臨 容中爾甲 288504 風箏 藍天

345770 降臨[HD] 張瑋 346781 風箏[HD] 陳群

325437 限界 花世紀 338786 風箏[HD] 陳興瑜

329760 限量 陳慧恬 337075 風箏{Live}[HD] 趙浴辰

322205 面子 任飛揚 305032 風說 潘曉峰

306559 面子 秋褲大叔 306041 風暴 鐵竹堂

275126 面子 趙小兵 300741 風暴{Live} 李心潔,任賢齊

348012 面子[HD] 神弦樂 233316 風聲 黃曉明

292015 面具 付首勇 326648 飛了 慶慶

253251 面具 徐若瑄 332830 飛了[HD] 阮丹青

231317 面具 零點樂隊 322924 飛了{Live} 譚維維,李秋澤,中國之星

336873 面具[HD] 江美琪 301043 飛天 沙寶亮

334618 面具[HD] 韋禮安 334219 飛天[HD] 鳳凰傳奇

341014 面具[HD] 曹格 293340 飛羽 By2

344557 音浪[HD] 黃立行 302479 飛羽 崔岩,李東燕

339054 音浪{Live}[HD] 劉銘 297191 飛羽 董貞

299082 音符 佚名 303102 飛行 許飛

328113 風月 黃齡 303548 飛行 彭羚

344069 風生水起[HD] 杜歌,令狐,耀陽 254823 飛吧 王心凌

297658 風沙 中堅份子 297893 飛吧 王美蓮

281313 風沙 王雅潔 230117 飛吧 陳慧琳

349183 風季[HD] 雲千千 279282 飛花 劉愷威

232214 風雨 駱超勇 297845 飛雪 王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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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02 飛雪 張萌萌 337430 俺爸[HD] 阿權

233251 飛魚 黃征 299638 倆兄弟-洗菜 佚名

305871 飛魚 蘇打綠 330486 倉頡[HD] 五月天

322208 飛魚{Live} 蘋果園組合,中國好歌曲 313635 倒帶{Live} 劉若英

293818 飛鳥 虎子 334830 倒帶{Live}[HD] 蔡依林

289521 飛鳥 滿江 278608 倒影 蔡瑛

306092 飛鳥 艷樂隊 256433 倒數 蕭亞軒

266559 飛鳥{Live} 紅樂隊 345488 倒數[HD] 李翊君

336999 飛鳥{Live}[HD] 薩吉 317215 倔強 袁姍姍

329780 飛揚 群星 278047 倔強 雲朵

231761 飛揚{Live} 韓紅 253805 倔強 楊丞琳

267955 飛翔 世藝楊 314333 倔強 鄧業恩

328977 飛翔 李婭莎 333548 倔強[HD] 吳克羣

316703 飛翔 李霞兒,鄧雯心 337431 倔強[HD] 宋孟君

312818 飛翔 河靜靜 341525 倔強[HD] 楊丞琳

302462 飛翔 屠洪剛 332564 倔強[HD] 零食組合

315708 飛翔 菁菁,孫建華 284554 倔強{Live} 吳克羣

294611 飛翔 趙穎 316640 倔強{Live} 張杰,徐嘉葦

304878 飛翔 劉畊宏 285168 倔強{Live} 耀樂團,肖懿航

320048 飛翔 潘昱瑾 342606 倔強{Live}[HD] 楊美娜,中國新歌聲

271263 飛翔{Live} 鄧雯心 328260 候鳥 胡連凱

271259 飛翔{Live} 鄧雯心,李霞 323594 候鳥 莫海婧

316509 飛翔{Live} 鄧雯心,李霞兒 231920 候鳥 額爾古納樂隊

289520 飛蛾 丁丁 330448 候鳥[HD] S.H.E

315709 飛蛾 金潤吉 321769 借用 大哲

335803 飛蛾[HD] 羽泉 343453 借位[HD] 陳一玲

263710 飛賊 衛薇兒 327485 借我 謝春花

298042 飛歌 王菲菲 316541 借過 印子月

334392 飛舞[HD] 信樂團,王冰洋 341659 借過[HD] 徐浩

345785 飛舞[HD] 萌萌噠天團 309222 借過{Live} 炎亞綸

332800 飛機[HD] 林俊傑 295582 值得 雨宗林

304831 飛鷹 劉文正 258135 值得 鄭秀文

289522 香水 五月天 334362 值得[HD] 邰正宵

334385 香水{Live}[HD] 五月天 339055 值得{Live}[HD] 劉銘

231114 香妃 陶琪 266785 冤家{Live} 蘇陽

315435 香味{Live} 黃綺珊 340816 冥明[HD] 蘇運瑩

254309 香客 楊鈺瑩 292569 凋零 朱梓溶

232754 香香 鳳凰傳奇 328292 凋殤 雨宗林

318189 香逝 孔朝 299470 凍冰 佚名

335276 乘客[HD] 王菲 319573 凍結 王進

298133 乘風 王藍茵 284625 凍結 孫子涵

310137 修愛 張可兒 282052 剛好 于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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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799 剛好[HD] Cosmos立體偶像男團 270431 哨所{Live} 王莉

307229 剛強 正歌 314842 哪怕 莫文蔚

317273 剛強 查剛 338286 哪怕[HD] 王彥迪

326062 原地 李人杰 278810 哭了 黃齡

278779 原地 高安 331300 哭了[HD] 李泉

265063 原形 慕容曉曉 300760 哭了{Live} 李宇春

274833 原形{Live} 慕容曉曉 286772 哭了{Live} 柯以敏

294612 原來 辛博華 286929 哭了{Live} 黃齡

301633 原來 信樂團 345954 哭了{Live}[HD] 李俊聰,明日之子

327527 原來 陳美希 333881 哭了{Live}[HD] 周筆暢

313564 原來 誓言 330176 哭了{Live}[HD] 梁文音

315438 原來 趙順來 336586 哭了{Live}[HD] 陳昊宇

316520 原來 劉心 344960 哭了{Live}[HD] 鄧萃雯,跨界歌王

313692 原來 潘廣益 288815 哭砂 周華健

331836 原來[HD] 炎亞綸 232340 哭砂 高勝美

256437 原始 蕭亞軒 305994 哭砂 馨梓

325226 原配 左藝 322110 哭砂{Live} 田維英

328321 原野 原子霏 284963 哭砂{Live} 林志炫

231767 原野 韓紅 291737 哭砂{Live} 劉明湘

328320 原罪 林鴻鳴 335893 哭砂{Live}[HD] 劉明湘,中國好聲音

328319 原罪 喜公公 309482 哭笑 星弟

268799 原諒 孫楠 270795 哭嫁 蘇夏

230407 原諒 陳曉東 305319 哭靈 錢惠麗

303401 原諒 陳曉琪 263043 哽咽 盧凱彤

233717 原諒 黃齡 301224 唇印{Live} 孟繁菁

327528 原諒 劉瑞琦 336311 唇語[HD] 蔡依林

322342 原諒[Live} 孫楠,中國之星 278220 唐人 孫子涵

296039 原點 西單女孩 268156 唐歌 何晟銘

329191 原點 楊秀焜 311944 埋葬 韓少

266736 原點 蔣佳兵 328370 埋藏 黃晨富

324631 原點{LIVE} 李菓 319240 夏天 徐彪

269452 哥們 星君 307699 夏天{Live} 大飛,中國好歌曲

317314 哥們 劉小光 307876 夏末 小果

286007 哥哥 降央卓瑪 311550 夏末 劉瀚升

302485 哥哥 常石磊 298230 夏夜 未來腳踏車

348818 哥哥[HD] 高艷梅 292961 夏花 蔡雨倩

312338 哥哥{Live} 王力宏 296112 夏娃 饑餓藝術家

288148 哥哥{Live} 周澎 232018 夏雪 飛輪海

336583 哥哥{Live}[HD] 阿雲嘎 322380 夏雪 藍樂

308368 哦 想 安與騎兵 301949 夏蟲 香香

315442 哦吼 王洋 293932 夏戀 高瑞琦,俞水晴

344636 哦吼{Live}[HD] 李志 299328 夏豔 佚名

Page 7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32831 夏豔 鳳飛飛 334134 家園[HD] 愛樂團

348255 套路[HD] 石梅,張軒銘 282962 家園{Live} 趙敬一

323722 姬殮 白龍傳說 349323 家裡[HD] 朱主愛

313377 娘子 彭亮 262670 容顏 郝冠英

333686 娘子[HD] 王晨光 288926 容顏{Live} 陳楚生

314345 娘子{Live} 胡彥斌,我始歌手 331562 射手[HD] Mp魔幻力量

338863 娘子{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00755 差生 李宇春

268472 娘心{Live} 單紫寧 308031 差距 王冰洋

333612 娘仨[HD] 干露露,干毛毛,幹媽媽 349769 師父[HD] 樹

290310 娘親 醉美 267200 師魂 雷佳

347724 娛樂[HD] 金玟岐 281354 弱水 羅心潔

320323 娜娜 阿振 303404 弱點 陳曉蓁

304419 娜娜 零峰 335035 弱點[HD] 李千娜

325250 娟兒 張天賦 348914 弱點[HD] 賀敬軒

268948 宮心 少司命 342165 恐龍[HD] 黃宥傑

232153 害我 馬鬱 292748 恩情 王亞平

314346 害怕 任和 231557 恩惠 韓冰

282368 害怕 帶淚的魚 265900 恩愛 張濤

294391 害怕 楊皓天 342729 恩賜[HD] 滿馨蔚

279351 害怕 摩斯特da.Mon.Ster 256071 恭喜{Live} 葉倩文

349322 害怕[HD] 孫燕姿 289970 悄悄 楊子鋒

287666 家人 譚晶 326223 悟空 范英楠

344270 家人[HD] 吳珊珊,孫爾辰 316870 悟空 貳嬸

326153 家風 巨敏 342379 悟空[HD] 方大同

318301 家風 曲丹 346065 悟空[HD] 戴荃

288430 家風 龐龍 327098 悟空{Live] 薩頂頂,蒙面唱將

323126 家訓 韓磊 314353 悟空{Live} 戴荃,中國好歌曲

312748 家鄉 周燕君 344306 悟空{Live}[HD] 王寧,厲害了我的歌

319665 家鄉 孫中亮 346066 悟空{Live}[HD] 呂澤洲,明日之子

306580 家鄉 孫嬌嬌 341728 悟空{Live}[HD] 單良,中國新歌聲

314350 家鄉 馮欣 340864 悟空{Live}[HD] 關喆,我是歌手

233496 家鄉 黃美詩 289138 振作 孫懿斌

316156 家鄉 黃華麗 290377 振作 陳沛軒

231771 家鄉 韓紅 323248 挽手 歐霖

345027 家鄉[HD] 趙雷 234233 挽回 龍飄飄

295333 家鄉{Live} 王牌 278975 挽留 大雨

306581 家鄉{Live} 追風駿馬組合 312720 挽留 豆子民

262079 家園 阿依吉斯 295489 挽留 那仁朝格

302254 家園 祖海 284981 挽留 格格

316157 家園 趙景春 313119 挽留 張可兒

319663 家園 蔡欣伶 294506 挽留 琦峰

232241 家園 騰格爾 296546 挽留{Live} 大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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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11 挽留{Live}[HD] 宋嘉其 270609 時差 維恩

298357 挽救 安宇 258260 時差 鄭秀文

312722 挽救 阮以偉 327810 時差 鄭國鋒

303475 捉賊{Live} 雪村 345652 時差（On Call）[HD] 鹿晗

293038 效道 鄧麗君 345651 時差[HD] 東來東往

309679 效道{Live} 凌波 330932 時差[HD] 許威恩

269314 旁白 徐子淳 263132 時間 末裔樂隊

321922 旅行 同恩 314354 時間 陳豪

283342 旅行 唐葒菲 334234 時間[HD] 吉杰

233764 旅行 黎姿 333941 時間[HD] 林欣彤

319247 旅行{Live} 張磊,中國好聲音 343879 時髦[HD] 回聲樂團

340906 旅行{Live}[HD] 王鳴飛 334919 時髦{Live}[HD] 回聲樂團

332347 旅客[HD] 牛奶咖啡 347825 時線[HD] 格子兮

286504 旅途 平安 343237 晃悠[HD] 阿譯

285871 旅途 汪峰 335772 書簽[HD] 張靚穎

312824 旅途 花世紀樂團 234343 校花 龐龍,王哲

313044 旅途 狼鳴 309881 格桑 海軍

330529 旅途[HD] 劉力揚 305982 格瑪 鐘麗燕

323266 旅途{Live} 老狼,我是歌手 346633 格調[HD] 王紫格

313643 旅途{Live} 劉惜君 281380 桂林 胡月亮

346137 旅途{Live}[HD] 李雅,中國新歌聲 308339 桃花 守望

298315 旅程 光良 285872 桃園 汪蘇瀧

298552 旅程 羽泉 324207 殊途 S.H.E

299981 旅程 佚名 331227 氣泡[HD] 尚雯婕

323888 旅程 吳奇隆 298076 氣球 王箏

313020 旅程 徐健淇 321950 氣球 夏拉

333090 旅程[HD] 蔡依林 256802 氣球{Live} 許哲珮

298512 旅程{Live} 羽泉 286902 氧氣 郝蕾

337449 旅程{Live}[HD] 譚嘉荃 326392 氧氣{Live} 李宇春,范冰冰,挑戰者聯盟

256089 時代 葉倩文 338714 氧氣{Live}[HD] 長宇,中國好聲音

327099 時光 東東 349453 泰山{Live}[HD] 衝擊力樂隊

319110 時光 阿悄 339293 浣沙[HD] 門麗

295042 時光 孫曉雨 310701 浩然 陳浩民,劉曉雪

284262 時光 許鶴繽 295119 浩瀚 張杰

271450 時光 郭靜 299982 浪子 佚名

327808 時光 陸昱霖 263727 浪子 信

271625 時光 陸媛 316643 浪花 張信哲

262700 時光 黃征 306586 浪花 顧凱

315284 時光 鄧雯心 331801 浪費[HD] 林宥嘉

296598 時光{Live} 鄭耿一 331888 浪費[HD] 蕭亞軒

317693 時差 以格 323310 浪費{Live} 徐佳瑩,我是歌手

262322 時差 陳羽凡 349922 浪費{Live}[HD] 林宥嘉,何凌磊,異口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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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851 浪費{Live}[HD] 林宥嘉,郁可唯,蒙面唱將 254615 海灘 溫嵐

307007 浪潮 善瑩 325859 海鷗 青山

293385 浮生 余哲 336093 海鷗[HD] 方糖泡泡

310722 浮光 陳楚生 339519 海鷗[HD] 曹方

315456 浮城 白舉綱 304517 海鷗{Live} 甄妮

266990 浮城 鄭家星 304896 海鷗{Live} 劉家昌,容祖兒

316409 浮萍 丁春秀 330273 海鷗{Live}[HD] 蔡琴

342000 浮雲[HD] 張韶涵 306589 海戀 馬常寶

332184 浮誇[HD] 林志炫 313637 海戀 劉若穎

280340 浮誇{Live} 梁君諾 319870 海戀{Live} 廖昌永

314359 浮躁 蘇瑋 304319 消失 葉樹茵

255323 浮躁{Live} 王菲 297319 消失{Live} 飛兒樂團

292329 海心 小喬 280346 消息 田華

325549 海底 鹿晗 328726 消融 N.P.E.自由引力

292008 海沫 雲の泣 267330 涉穀 黃鴻升

322668 海風 郝雲 330702 烈火[HD] 星弟

313120 海風 張宇軒 320633 烏鴉 橙草

266127 海島 李曉 325212 烏龜 小賤

287810 海浪 黃品源 345232 烏龜[HD] 林健輝,王博文

345678 海浪{Live}[HD] 黃品源 268545 爹娘 呂金鈴

305498 海棠 謝采妘 233720 特別 黃齡

297357 海盜 Ldot Girts 286630 特別{Live} 李泉

313458 海盜 愛朵女孩 313303 狼狽 陳乃榮

334839 海盜[HD] 蔡依林 343289 狼狽[HD] 彭博

313650 海夢 劉晶 335627 狼狽[HD] 鄧養天

294597 海夢 譚晶 268831 琉璃 孟庭葦

322665 海綿 陳嘉唯 345257 留心{Live}[HD] 張芸京,大張偉,金曲撈

286503 海誓 葉璦菱 345258 留心{Live}[HD] 張芸京,金曲撈

313389 海嘯 曾黎 339813 留白[HD] 金光燦

325535 海嘯{LIVE} 韋禮安,蓋世英雄 295551 留言 陳小宇

341783 海嘯{Live}[HD] 韋禮安,蓋世英雄 332657 留香[HD] 吳奇隆

299200 海燕 佚名 347412 留聲[HD] Bobo

323945 海燕 陳文浩 342469 留聲[HD] 湯薇恩

317777 海燕{Live} 黎蕙蘭 284031 留戀 潘秀瓊

311811 海默 錢紅 234236 留戀 龍飄飄

298316 海邊 光良 322719 疹子 日京江羽人

282976 海邊 超泉rz組合 345266 疼愛[HD] W.K.

300920 海韻 李逸 336791 疼愛[HD] 張衛健

302418 海韻 高勝美 327106 病人 黃明志

231603 海韻 韓寶儀 349947 病人{Live}[HD] 劉思涵

230475 海韻{Live} 陳浩德 330873 病毒{Live}[HD] 莎莎

308134 海瀾 王鳴飛 232367 真心 高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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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12 真心 葉倩文 343966 祝你健康[HD] 孫健康

348524 真好[HD] 耿浩 263919 祝福 易秒英

252973 真的 張韶涵 302840 祝福 梅艷芳,張學友

298009 真空 王傑 256952 祝福 許美靜

283955 真相 吉杰 267177 祝福 陳茗加

316378 真相 張杰 233734 祝福 黃思婷

302973 真情 莊學忠 234370 祝福 龔秋霞

303294 真情 陳思安 333776 祝福[HD] 陶喆

232875 真情 麥穗 336216 祝福[HD] 黃凱芹

303722 真理 陽一,劉雁 257867 祝福{Live} 辛曉琪,郭子

312045 真想 瓊雪卓瑪 232957 祝福{Live} 黃偉麟

297240 真愛 183Club 231288 祝福{Live} 零點樂隊

300701 真愛 呂薇 234131 祝福{Live} 齊豫

313629 真愛 劉牧 231744 祝福{Live} 韓磊,朱樺

335182 真愛[HD] 陳青青 330123 祝福{Live}[HD] 張學友

344772 真話[HD] 曉安 289633 祝願 佟佳霖霖

297335 真實 Io 283585 祝願 彭麗媛

283389 真實 李琦 279055 祝願 顧凱

313878 真實 蘇振華 293769 神曲 紫海

330944 真實[HD] 辛曉琪 330832 神曲[HD] 紅笛

338738 真實[HD] 高利虹 336799 神曲[HD] 張洪量

321985 真實{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290182 神奇 蔣凌

315489 真實{Live} 張惠妹 346246 神奇[HD] 孫燕姿

329608 真實{Live} 許鶴繽,夢想的聲音 345282 神奇{Live}[HD] 馬嘉孫,燕姿,嚴莉嚴玲,張小晴我想和你唱

349485 破冰[HD] 何潔 321502 神往 王璐

317869 破浪 大合唱 301565 神往 鄧廣福

285083 破滅 王濤 335582 神往[HD] 策力木格

291909 破碎 瑞克Rick 287167 神馬 大鵬

305546 破綻 謝雨欣 263813 神馬 肖玄

322744 破綻 魏晨 294112 神馬 劉大成

257071 破曉 許茹芸 336096 神通[HD] 曾一鳴

233257 破曉 黃征 329616 神都 萌萌噠天團

290110 破曉 福山雅治 306596 神湖 阿佳組合

341512 破曉[HD] 朱克 320692 神話 紅軍

349070 破曉[HD] 鍾天奕,凌燕兒 257074 神話 許茹芸

331041 破曉[HD] 魏晨 231786 神話 韓紅

313615 破曉{Live} 劉可 296865 神遊 小老鷹樂團

312146 破繭 蘇永康 304121 神駿 群星

349958 破繭[HD] 畢夏 293083 神鷹 酒二郎

324231 破繭{LIVE} 喬欣 299458 秘方 佚名

303962 祖國 愛新覺羅.啟笛 349489 秘果[HD] 梁靜茹

291141 祖國 劉秉義 230441 秘密 陳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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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67 秘密 陳珊妮 303888 缺席 黃靖倫

278107 秘密 劉若英 258323 缺席 鄭秀文

233901 秘密 黎瑞恩 253832 缺氧 楊丞琳

256498 秘密 蕭亞軒 346269 缺點[HD] 呂家聲

330927 秘密[HD] 許茹芸 254808 翅膀 王心凌

344463 秘密[HD] 陳哲遠,劉劍羽 298560 翅膀 羽泉

336800 秘密[HD] 蛤小蟆 320726 翅膀 侃侃

349488 秘密[HD] 劉惜君 262985 翅膀 林依晨

336171 秘術[HD] 寧桓宇 327110 翅膀 金小曦

345705 秘語[HD] 歐陽娜娜,陳飛宇 312937 翅膀 胡夏

268307 租愛 凌志輝 233145 翅膀 黃奕

337487 租愛{Live}[HD] 凌志輝 313784 翅膀 薛恒泰

338741 秦風[HD] 譚晶 285197 翅膀{Live} 胡海泉,田斯斯

269922 秦觴 林泰燊 289374 翅膀{Live} 張戀歌

343971 站在草原望{Live}[HD] 烏蘭圖雅 342910 翅膀{Live}[HD] 許馨文,夢想的聲音

234323 笑容 龐龍 334399 胭脂[HD] 劉濤

311237 笑容{Live} 雷佳 317946 胸弟 雷啟飛,周祥,吳天世,天勇

265192 笑話 王嘯坤 312173 胸襟 蘇富權

316444 笑話 馬蹄幫樂團 233610 脆弱 黃閱

332763 笑臉[HD] 喬任梁 310596 脈搏 郭富城

319257 笑顏 阿悄 232877 脈搏 麥穗

339060 粉happy[HD] 左左右右 287149 脈搏{Live} 郭富城

230686 粉紅 陳琳 322795 茫然 侯玉斌

294912 粉墨 劉天助 311538 茶香 劉寧

344475 粉墨[HD] 霍尊 341815 茶香[HD] 鄭志立,鄭湫泓

334499 紋身[HD] 李佳薇 331397 茶涼[HD] 胡靈

233737 納福 黃思婷 265349 茶湯 郁可唯

295279 純白{Live} 梁雨 270756 茶鄉 胥拉齊

337285 純白{Live}[HD] 黃征 291522 茶園 陳幸子,吉祥

264323 純粹 張佩珊 338501 茶歎[HD] 謝有才

333062 紙條[HD] 王熹蠻 324081 茶謠 王馨瑤

234220 紙船 龍飄飄 333113 茹茹[HD] 阿慶

347911 素雨[HD] 孫雪寧 344007 草原人家{Live}[HD] 游美靈

282225 素貞 後弦 344798 草語[HD] 李南希

298609 素顏 何曼婷,許嵩 327112 荒唐 李雪萊

234079 缺口 齊秦 327113 荒唐 李雪萊

330754 缺口[HD] 林凡 254623 荒唐 溫嵐

335242 缺口[HD] 庾澄慶 257924 荒唐{Live} 辛曉琪

342169 缺口{Live}[HD] 庾澄慶,中國新歌聲 306601 荒涼 Vivi

285411 缺乏 阿肆 304443 荒塚 零點樂隊

291097 缺席 丁胤 304413 荒誕{Live} 達達樂隊

322772 缺席 童可可 338505 荒蕪[HD] Hello 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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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118 訊息[HD] 李林平 291451 迷幻{Live} 蔡依林

305141 訊號{Live} 鄭秀文 256137 迷失 葉倩文

257086 討好 許茹芸 297079 迷失 曉月

334473 討好[HD] 張韶涵 334729 迷局[HD] 朱潔儀

349119 討拍[HD] 黃立綺 332303 迷信[HD] 康正昊

321595 討喜 賈乃亮 297490 迷宮 七朵花

297447 討厭 Tae 255105 迷宮 王若琳

262653 討厭 胡靈 322848 迷宮 許藝娜

336836 討厭{Live}[HD] 黃珊珊 331117 迷宮[HD] 丁少華

294259 記得 張力尹,泳兒 339061 迷宮{Live}[HD] 童予碩,中國好聲音

303449 記得 陸毅 288109 迷航 李軍

313670 記得 德格葉 287987 迷航 劉少雄

305282 記得 蕭敬騰 231128 迷惘 陶莉萍

280547 記得{Live} 李琦 325592 迷惘 葉俊岑

312806 記得{Live} 林志炫 257930 迷途 辛曉琪

288270 記得{Live} 茜拉 286005 迷途 迪克牛仔

323440 記得{Live} 張信哲,我是歌手 328066 迷途 張若昀

315141 記得{Live} 張惠妹 305163 迷途 鄭鈞

312931 記憶 胡東清(音樂大壯) 313776 迷途 應豪

324110 記憶 胡德夫 334711 迷鹿[HD] 張萌萌

327114 記憶 孫楠 256961 迷亂 許美靜

268805 記憶 孫瀅迎 298486 迷路 米露

266533 記憶 程勃森 312571 迷路 吳斌

346313 記憶[HD] 鄧子辰 280582 迷路 姜潮

283602 起來 四分衛 271829 迷路 韓嵐

230401 起來 陳曉東 335729 迷路[HD] Selina

271287 起初 邰正宵 297080 迷路{Live} 梁博

293806 起風 蘇盈之 307410 迷夢 許亞童

334654 起風[HD] 劉佳銘 301467 迷網 邰正宵

291929 起飛 大合唱 323457 迷霧 A-Lin

297065 起飛 四個朋友 269770 迷霧 李震

293784 起飛 全國高中生大會唱 269939 迷霧 林雨

268167 起飛 何雨樵,林佳楨,陳諭瑋,吳佳宜 341025 迷霧[HD] A-Lin

289444 起飛 李尚尚 337691 迷霧[HD] 卜一格

269696 起飛 李曉 312671 迷戀 李樂天

302008 起飛 孫悅 326588 迷戀 維妮亞

302527 起誓 張少林 336123 追月[HD] 胡彥斌

298546 起點 羽泉 328067 追光 李藝彤,莫寒,楊韞玉

233678 起點 黃鶯鶯 334272 追光[HD] 曹軒賓

271896 起點 駱容溶,溶爸 300506 追求 佚名

295173 迴響 春藤家族 301133 追求 卓依婷

330896 迷幻[HD] 蔡依林 231683 追求 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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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04 追求[HD] 火星熊 315507 送別{Live} 顧莉雅

298019 追星 王晶 345753 送別{Live}[HD] 華語群星,歌聲的翅膀

293205 追風 音頻怪物 345370 送別{Live}[HD] 歐寧安娜,歌聲的翅膀

230321 追浪 陳星 334188 送別{Live}[HD] 韓磊

287820 追逐 Dj Black仔哥 325903 送君 葉璐

348622 追逐[HD] 王琥 304490 送君 甄秀珍

345368 追途[HD] 李時瑉 305525 送君 謝采妘

292568 追魚 朱強 297083 送春{Live} 昭昭

303279 追尋 陳建彬 291283 逃亡 李佳樂

325902 追雲{Live} 葉璐 342171 逃亡{Live}[HD] 王闖,中國新歌聲

321627 追愛 張瑋 338769 逃亡{Live}[HD] 張楠,中國好聲音

264179 追愛 張靚穎 263861 逃犯 許廷鏗

330828 追愛[HD] 石梅 345371 逃生{Live}[HD] 張信哲

320811 追夢 吳嬌 269062 逃兵 廖浩明

289951 追夢 李雪兒 344521 逃兵[HD] 楊乃文

303013 追夢 莊學忠 294653 逃脫 阿悄

313669 追夢 厲智敏 265991 逃愛 文龍

234226 追夢 龍飄飄 337499 逃離[HD] 孫莞

283149 追夢 韓晶 270332 逆光 王俊凱

231617 追夢 韓寶儀 332962 逆光[HD]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20812 追夢 鄺佳敏 336016 逆光{Live}[HD] 陳冰,中國好聲音

290902 追夢 羅漢 309589 逆向 胡夏

348621 追夢[HD] 菲菲 290276 逆流感Fdn9 逆流感fdn9

323459 追趕 郭冰倩 280585 逆風 丁思忖,孫菀

287532 追趕 程楚喻,蘭新 328068 逆風 六哲

333363 追憶[HD] 何李 313017 逆風 徐海星

270654 追隨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成長營一 期全體學院 267259 逆風 馬雨賢

301761 追隨 紀如璟 346757 逆戰[HD] 張杰

268991 退色 崔羽明 316633 逆戰{Live} 張杰,高振銘

336387 退後[HD] 周杰倫 325619 逆戰{LIVE} 張傑,劉振宇,黃宗輝,周一豪,我想和你唱

286329 退路 陳瑞 320001 逆襲 陳佳,楊臣剛,西單女孩,慕容曉曉

266558 退讓{Live} 紅樂隊 336388 逆鱗[HD] 周杰倫

312476 送別 江一燕 286076 配角 曹軒賓

300630 送別 佚名 326609 配角 鞠斌

292175 送別 周傳雄 332756 配角[HD] Sara

325194 送別 孫楠,愛寶 343385 配角[HD] 海南

314850 送別 郭瓦·加毛吉 336147 配角[HD] 高登

293686 送別 楊沛宜 347120 酒鬼[HD] 楊一凡

304363 送別 董文華 344817 酒量[HD] 祥龍

281098 送別 樸樹 327116 酒僧 李雨

303249 送別{Live} 陳明 269942 酒歌 果子

313327 送別{Live} 陳思思 313335 酒歌 陳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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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781 酒歌{Live} 譚晶 292333 假面 小曲兒

336859 酒瘋{Live}[HD] 王道 283645 假面 音頻怪物

340759 酒魂[HD] 張寒 304829 假面 劉小天

323477 酒館 陳夢莉 349644 假設[HD] 高永熙

329740 酒館 葉瑋庭 301646 假裝 品冠

262483 閃亮 光良 302806 假裝 梁詠琪

346769 閃亮[HD] 吳宗杰 316970 假裝 黃迎迎

335125 閃婚[HD] 蔡恒 338599 假裝[HD] Rain

262179 閃開 曹麗婷 263681 假像 王雅潔

310488 閃愛 甜美真 269389 假像 抖動窗口

333432 閃電[HD] 法蘭黛樂團 288728 假像 帶淚的魚

343580 閃爍[HD] 伍聲 323009 偏心 EXO

344823 閃爍[HD] 程詩迦 344920 偏見{Live}[HD] 梁詠琪,呂佳思,我想和你唱

263377 閃耀 宋欣明 341660 偏食[HD] 楊丞琳

325140 閃耀 南征北戰 336241 偏執[HD] 允弦

334289 閃耀[HD] 楊宗緯 288165 偏愛 林育群

282573 閃耀{Live} 楊宗緯 305793 偏愛 譚詠麟,早見優

285003 陣雨 湯潮 345489 偏愛[HD] 曾沛慈

320877 馬雲 東陽 321010 偏愛{Live} 張陽陽

310967 骨感 黃征 344177 停格{Live}[HD] 側田,歌手

312939 高手 胡歌 341662 停格{Live}[HD] 鄭迦文,中國新歌聲

349187 高尚[HD] 薛之謙 321013 停留 饒威

312465 高飛 旭日陽剛 281229 停電 歌浴森

313128 高飛 張杰 336548 健忘[HD] 許茹芸

310167 高飛{Live} 張杰 313807 側臉 韓庚

337907 高原[HD] 楊卿儷 334103 側臉[HD] 杜侑澎

315067 鬥仙 河圖 230764 偶然 陳秋霞

253252 鬥志 徐若瑄 305927 偶然 鍾偉

233939 鬥志 黑色餅乾 336119 偶然[HD] 納蘭

336233 鬥志[HD] 于文文 359839 偶然{Live} 黃凱芹

348687 鬥陣[HD] 喬幼,莊振凱 336471 偶然{Live}[HD] 黃耀明

297206 鬼混 黃鴻升 231558 偶像 韓寒

330485 乾杯[HD] 五月天 347633 偶像[HD] 金玟岐

309876 乾爹 海生 341887 偶爾[HD] 張韶涵

324518 乾脆 張藝 333472 偶爾[HD] 鄧紫棋

286468 假 Rocker 日京江羽人 266223 偷心(She Stole My Heart) 林耿賢

312653 假如 李策 337508 偷心ol[HD] 林采緹

274937 假如 夢然 348135 偷偷[HD] Kogirls

335935 假如{Live}[HD] 徐劍秋,中國好聲音 333800 偷偷[HD] 高蕾雅

338243 假如{Live}[HD] 楊坤,劉士璽,最美和聲 285415 偷渡 陳一凡

348131 假的[HD] 尚芸菲 301559 偷戀 阿溫

330668 假的[HD] 張超 258139 偽裝 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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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78 偽裝[HD] 陳奕雯 340558 問佛[HD] 姜鵬

339646 兜圈[HD] 林宥嘉 266725 問你 蔡幸娟

269433 剪愛 方炯鑌 322364 問別 張含韻

233199 剪愛 黃小琥 286299 問花 譚晶

332148 剪愛[HD] 黃綺珊 296081 問秋 李海華

315513 剪愛{Live} 張惠妹 267112 問起 陳勢安

315514 剪愛{Live} 蕭敬騰,達瓦卓瑪 233745 問情 黃思婷

338267 剪愛{Live}[HD] 蕭敬騰,達瓦卓瑪,最美和聲 293027 問情{Live} 趙雅芝

335695 剪影[HD] JY 伽怡 285698 問愛 冬雪

324656 副歌 林大晉 265668 問號 周子琪

255219 動心 王菲 305712 問號 魏如萱

300118 動心 佚名 348207 問嘆[HD] 盛玉澤

304082 動心 溫嵐,Mchael 321080 問劍 航宇

293815 動動 薇薇 270908 問劍 董貞

297898 動聽{Live} 王恩琦 318256 啞巴 伊雪

318386 參半 武藝 330785 啞巴[HD] 洪卓立

304035 唯一 楊晶晶 346487 啞巴[HD] 許先

270029 唯一 夢成 348820 啞巴[HD] 劉維

305910 唯一 鐘汶 347247 啞巴[HD] 潘瑋柏

342328 唯一[HD] 王力宏 349689 啞巴{Live}[HD] 薛之謙,無限歌謠季

321079 唯一{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14390 啟航 周旋

288816 唯一{Live} 茜拉 323665 啟航 張宇軒

329211 唯一{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02803 啟航 梁詠琪

285246 唯一{Live} 蕭敬騰,肖懿航 289950 圈套 李雪兒

330198 唯一{Live}[HD] 王力宏 328367 圈套 陳俊彤

341911 唯一{Live}[HD] 韋禮安,蓋世英雄 347253 圈套[HD] 莎妮婭

306612 唯你 化學猴子 335331 圈套[HD] 陳曉東,王妤嫻

325423 唯美 韋美群星 346494 圈套[HD] 劉增瞳

327120 唯愛 馬健南 307044 圈愛 家蔚,馮聖雅

330619 唯舞[HD] 安心亞 297515 國土 于文華

293242 唯彈 高天海 345969 國土[HD] 成龍

265191 唱片 王嘯坤 262155 國家 常石磊

309031 唱春 周艷泓 304245 國家 群星

284097 唱衰 蔡健雅 347255 國家[HD] Yhboys

307454 唱響 鄺鑒萍 346896 國家[HD] Yhboys組合

345957 啊嚶{Live}[HD] 王寅時,明日之子 314391 國家{Live} 劉媛媛,包鶴聞

312817 問月 武藝 343724 國家{Live}[HD] 群星

288306 問月 郭洪領 274885 國畫 杜春梅

299786 問字 佚名 306621 國韻 郭婭麗

290115 問佛 秦御峰 234049 埡口 齊秦

329212 問佛 夢璟saya 319022 執念 陳天

270788 問佛 蘇亞 345537 執念[HD] 萌萌噠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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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34 執城 麥茫,蘇成錦 321149 婚誓 葉良辰,風雷

257885 執著 辛曉琪 305384 婚誓 戴玉強,孫麗英

257004 執著 許茹芸 320325 婚誓{Live} 白致瑤,澤旺多吉

286637 執著{Live} 李翊君 233588 婚誓{Live} 黃英,吉杰

278788 執著{Live} 麥子傑 304061 婚誓{Live} 楊鈺瑩

338634 執著{Live}[HD] 黃勇,中國好聲音 293729 婚禮 王晶

345538 執願[HD] 李景俐 312732 婚禮 周怡然,周長峰

300662 堅持 吳奇隆 268944 宿命 少司命,Critty

292996 堅持 謝藝 321836 宿命 鴻飛

305930 堅持 鍾偉 305914 宿命 鐘汶,湯鈞禧

298630 堅強 余文樂 323736 宿敵 吳奇隆,許志安

230439 堅強 陳柏宇 263847 宿敵 許嵩

233481 堅強 黃維德 331557 宿醉Part.2[HD] Mic男團

317338 堅強 劉隋山 266071 寂夜 本兮

320265 堅強 蔣蓉 312512 寂寞 西單女孩

264401 堅強 蘇泉 299857 寂寞 佚名

265334 堅強{Live} 袁東方 278637 寂寞 費玉清

232092 堅強{Live} 馬天宇 233080 寂寞 黃品源

313199 堅強{Live} 張萌萌 255965 寂寞 萬芳

331394 堅牆[HD] 胡靈 263185 寂寞 寧(康然)

333223 堆傷[HD] 孫子涵 293412 寂寞 劉思思

327573 堵起 謝帝 281464 寂寞 謝容兒

284336 夠了 M.C.A 270766 寂寞 艷陽天

265351 夠了 卓文萱 301966 寂寞{Live} 倫永亮

314735 夠了 張國榮 231458 寂寞{Live} 靜婷

282393 夠了 張寒,余潤澤 336077 寂寞dna[HD] 崔子格

313286 夠了 郭一凡 298755 寄方 佚名

339201 夠了[HD] 羅志祥 348274 寄生[HD] 程響,周晏伊

271975 夠好{Live} 黃美珍 230912 寄信 陳譯賢

287524 夠愛 曾沛慈 312978 寄託 夏莎莎

303565 夠愛 曾沛慈,東城衛 256929 寄託 許美靜

297822 奢望 王子鳴 332434 密友[HD] 周筆暢

290751 奢望 李成 262747 密語 江伊涵

316380 奢望 勵敏 345570 將界[HD] 龔琳娜

300257 婉君 佚名 334422 將軍[HD] 周杰倫

254259 婉君 楊鈺瑩 319672 將就 都智文

274799 婉容 張勇 335279 將愛[HD] 王菲

270532 婚戒 石梅,冷漠 290101 將愛{Live} 田馥甄

312681 婚誓 李潮,韋蕊 330135 將愛{Live}[HD] 張惠妹

286821 婚誓 苗苗 291908 將領 瑞克Rick

319658 婚誓 風雷 320337 專一 鳴可

302279 婚誓 耿蓮鳳,張振富 253467 專注 曾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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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630 專家 金志文 337521 彩霞[HD] 拉毛王旭

287200 崇拜{Live} 方炯鑌 329313 彩繪 張碧晨

329301 崇拜{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16985 徘徊 曾靜玟

348901 崎途[HD] 謝春花 278468 徘徊 樊凡

311159 崛起 群星 298014 從前 王傑

343778 崛起[HD] 陳冰 255968 從前 萬芳

312428 崩潰 田豐 343163 從前[HD] 王凱

263072 崩潰 藍雨 301488 從容 金美兒

337514 崩潰[HD] 杜歌 333938 悠哉[HD] 楊衆國

314401 帶走 派對紳士 332942 患者[HD] 李代沫

283846 帶走 高楓 233036 情人 黃品源

336642 帶走[HD] 李喬西 254149 情人 楊林

284132 帶走{Live} 莫艷琳 231772 情人 韓紅

268742 常常 姚雨鑫 335271 情人[HD] 潘嘉麗

334276 強求[HD] 李佳薇 289963 情人{Live} 杜德偉

330536 彩色[HD] 古小偉 345079 情人{Live}[HD] 高雲翔,跨界歌王

328491 彩虹 Ash灰 349794 情分[HD] 李彬彬

284233 彩虹 于湉,郁可唯 327129 情史 謝林彤,張智林

290848 彩虹 王唯僑 342730 情史[HD] 張志林,謝林彤

312451 彩虹 宅男樂團 312530 情奴 冷漠

298544 彩虹 羽泉 304425 情奴 零峰

316226 彩虹 吳亦凡,張藝興 290689 情坎 張津涤

301900 彩虹 韋唯 306631 情兒 黃勇,若惜

286220 彩虹 張曼 284812 情招 成雲剛,王星星

313444 彩虹 黃綺珊 266073 情花 本兮

304316 彩虹 葉蓓 321873 情花 張軍

280783 彩虹 劉明輝 234255 情花 龍飄飄

313804 彩虹 韓光,黃琦雯 315530 情雨 馬麗

336373 彩虹[HD] 周杰倫 232352 情雨 高勝美

337518 彩虹[HD] 鄭勁松 325608 情怨{LIVE} 小瀋陽,跨界歌王

323759 彩虹{Live} 羽泉,聶詩,齊浚羽我想和你唱 279321 情恨 馬常寶

300975 彩虹{Live} 李瓊 312410 情毒 囚鳥

327639 彩虹{Live} 趙慶望,天籟之戰 267325 情毒 黃韻瑞

341308 彩虹{LIVE}[HD] 羽泉,聶詩,齊浚羽,我想和你唱 313736 情毒 燈塔

336647 彩虹{Live}[HD] 阿來 319716 情郎 舒晨露

340600 彩虹{Live}[HD] 信,我是歌手 347759 情面[HD] 王冕

345058 彩虹{Live}[HD] 動力火車,伊西永藏,我想和你唱 234254 情旅 龍飄飄

330136 彩虹{Live}[HD] 張惠妹 231632 情旅 韓寶儀

349775 彩虹{Live}[HD] 陳羽凡,孫雲鵬,馮衍榮,李秉成,異口同聲 297582 情書 小玉榮子

337519 彩虹abc[HD] 曹格,Grace,Joe 292327 情書 小喬

312634 彩蝶 李雨壽 338675 情書[HD] 陳嘉樺

341721 彩蝶[HD] 申燁 232316 情病 高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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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83 情迷 佚名 230629 情歌 陳珊妮

287742 情婦 朱貝貝 341215 情歌[HD] 梁靜茹

355760 情欲 王傑 342380 情歌[HD] 簡弘亦

287678 情淚 陳玉建 316231 情歌{Live} 劉潤潔,中國好歌曲

230521 情深 陳淑樺 265476 情網 任靜

321231 情逝 艾歌 324629 情網 李玲玉

267289 情雪 黃仲昆 232350 情網 高勝美

262710 情雪 黃鶯鶯 234042 情網{Live} 齊秦

303794 情雪{Live} 黃仲昆 255278 情誡 王菲

327671 情鳥 馬雨梵 322487 情敵 劉斯遠

304870 情畫 劉畊宏 231395 情敵 霍正奇

335432 情畫[HD] 小喬 334440 情敵[HD] 大支,戴佩妮

285519 情結 風蕭蕭 334705 情敵[HD] 張津涤

317062 情結 顏偉 347310 情敵[HD] 蔡旻佑,倪安東,李佳薇,管罄

303891 情絲 黃鳳鳳 334268 情敵[HD] 戴佩妮

230224 情債 陳明真 308542 情歎 冷漠,司徒蘭芳

265236 情傷 信樂團 254265 情歎 楊鈺瑩

302327 情傷 郝雲湖 267018 情殤 金波

327668 情傷 淺憶 268209 情殤 信樂團

263862 情傷 許強 347311 情殤[HD] 司唯

303383 情傷 陳德志 300346 情緣 佚名

266876 情傷 賀一航 232511 情緣 高志鵬

320390 情愫 劉棟升,奕丹 230881 情緣 陳興瑜

231331 情節 雷光夏 233288 情緣 黃思婷

312921 情罪 紅塵獨舞 346071 情誼[HD] 馮杜

232475 情罪 高寒 280828 情戲 可歆,Xun

279071 情義 郭斯炫,王爍巽 293649 情戲 朱雅

316647 情詩 張津涤 265409 情謎 鄭嘉嘉

344309 情詩[HD] 盧庚戌 317523 情謠 郝雲

313013 情話 徐良,孫羽幽 317524 情鎖 江智民

278308 情話 徐良,孫雨幽 296347 情鎖 唐美華

292445 情僧 張津涤 230283 情鎖 陳星

316966 情僧 黃安 316230 情闕 王曉敏

312333 情歌 火鳥三人組 317521 情癡 張津涤

312415 情歌 央金拉姆 319715 情繩 司徒蘭芳

312753 情歌 呼斯楞 232385 情關 高勝美

266219 情歌 林泰燊 230500 情關 陳淑樺

271327 情歌 郎郎(馬志鋒) 265586 情關 劉娜萍

313007 情歌 容中爾甲,旺姆 301406 情鐘 林慧萍

312951 情歌 馬藝航 266704 情纏 董貞

287016 情歌 張曼 269132 情魔 張智霖

303153 情歌 這位太太 233992 情籠 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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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81 情變 王菲 327785 敗將 陳勢安

292673 惋惜 楓舞,茹雪 328633 敗筆 何際君,龐慧婷

291888 捧紅{Live} 高天豹 348394 敘述[HD] 張信哲

293744 捨得 王鵬 281047 教父 新街口組合

285911 捨得 林宇中 231798 斜當 韓紅

327778 捨得 陳岩 287825 斬仙 Gala樂隊

258252 捨得 鄭秀文 325834 旋木 Doublex2

332556 掉了[HD] 閔百慧 335566 旋木[HD] 王菲

309514 掉了{Live} 洪辰 339271 旋木[HD] 郭采潔

327779 掉了{Live} 彭松杰,夢想的聲音 326341 旋木{Live} 吉克皓,中國新歌聲

330140 掉了{Live}[HD] 張惠妹 296583 旋渦 費翔

302074 掏心 徐仲薇 301574 旋影 阿蘭(Alan)

287121 掏空 陳奕迅 327136 晚安 小北

302671 掙扎 張棟樑 328651 晚安 安來寧

271073 掙扎 許培軍 262975 晚安 李藝豐

233112 掙扎 黃國倫 286258 晚安 楊爍

283216 掙脫 龍嘯 349874 晚安[HD] 余泓葳

298036 掙脫{Live} 王菲 344390 晚秋{Live}[HD] 王紫菲

312836 掛失 阿杜 278211 晚風 好妹妹樂隊

256940 掛失 許美靜 326352 晚風 余冰

302325 掛念 郝爽 306634 晚風 馬汝瓏

286324 掛念 陳潔麗 234259 晚風 龍飄飄

343513 掛彩[HD] 楊坤,華晨宇 336100 晚風[HD] 李世豐

308588 掛牽{Live} 吳春燕 257052 晚風{Live} 許茹芸

314861 採花 郭瓦·加毛吉 256090 晚風{Live} 葉倩文

289143 接納 海龜先生 297746 晚情 毛阿敏

287821 推手 Dj Black仔哥 341989 晚裝[HD] 美廷

255297 推翻 王菲 299661 晚歌 佚名

306632 掩飾 解偉苓 232678 晚餐 高隆

316679 掩體 李沛欣 300489 晚霞 佚名

331879 敏感[HD] 艾怡良 265328 晚霞{Live} 葉楓

278709 救我 鍾漢良 330267 晚霞{Live}[HD] 蔡琴

344370 救我[HD] 馬吟吟 302759 晨夕 晨熙

312969 救命 倪安東 342816 晨光[HD] 林俊

299160 救姻緣(探戈) 佚名 303147 晨星 許巍

310101 救愛 常健鴻 298086 晨霧 王蓉

320524 救贖 羽泉 313603 晨霧 鳳飛飛

268351 救贖 劉嘉亮 322160 晨曦{Live} 賈巴阿三,中國好歌曲

344371 救贖[HD] 羽泉 341769 晨曦{Live}[HD]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293207 救贖{Live} 項亞蕻 286658 晨露 沙寶亮,譚晶

322587 救贖{Live} 劉歡,孫楠,袁婭維,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31023 晨露[HD] 額爾古納樂隊

309585 敖包 胡紅艷 348416 曹操[HD] 江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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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584 曹操{Live} 張瑋,蒙面歌王  306641 淘汰{Live} 周杰倫,陳奕迅

329484 曹操{Live} 鈞澤,夢想的聲音 327140 淘汰{Live} 許志安,蒙面唱將

317702 曼莉 烏蘭圖雅 345680 淘汰{Live}[HD] 朱文婷,中國新歌聲

268319 曼麗 刀郎 330305 淘汰{Live}[HD] 陳奕迅

266400 曼麗{Live} 烏蘭圖雅 330241 淘汰{Live}[HD] 群星

306635 望月 王琳玲 305131 淘浪 鄭中基

267164 望月 陳笑瑋 312425 淘寶 戊道子

313918 望月 龔玥 262584 淘寶 侯強,姚綠綠

318621 望月{Live} 謝名 303563 淚了 曾沛慈

333919 望月{Live}[HD] 李偉 331782 淚水[HD] 李美麗

299150 望星空(探戈) 佚名 280334 淚光 田華

333364 望海[HD] 何鵬 278296 淚光 張韶涵

335487 望情{Live}[HD] 曹軒賓 306642 淚別 紀綺昭

333271 望鄉{Live}[HD] 胡彥斌 263307 淚奔 Sigma

330293 望愛{Live}[HD] 譚詠麟,顧愛寧 313094 淚雨 唯丞

308573 梁祝 吳奇隆,李沁怡 312324 淚海 方炯鑌

279092 梁祝 洪祿雲,陳水林 300108 淚海 佚名

231468 梁祝 靜婷 312786 淚海 易帆

346635 梁祝[HD] 張智成 257061 淚海 許茹芸

312867 梅朵 青稞蕎麥 314416 淚海 潘柯夫

282485 梅朵 春雷 330435 淚痕[HD] Lotte Girls

303854 梅花 黃清元 262979 淚眼 李鑫雨

268478 梅花{Live} 單紫寧 327141 淚眼 龍姬

343902 梅雪情[HD] 王瑩 284256 淚魚 漁圈,漠凌兮

328689 梅戀 苑紫盈 263285 淚愛 戎梵

326378 梨落 袁咏琳 298443 淚滴 朱樺

336380 梯田[HD] 周杰倫 336765 淚滴[HD] 家家

349899 梵音[HD] 沁心小築 324652 淚凝 楊艷

325853 梵高 魏鑫 322671 淡化 莊心妍

280131 棄愛 黃勇深,漠凌兮 336766 淡出[HD] 常艾非

234141 欲水 齊豫 328730 淡定 任軍太

339071 欲水{Live}[HD] 譚軒轅,中國好聲音 281632 淡定 黃思婷

343529 欲水{Live}[HD] 譚晶 268797 淨土 孫楠

288282 欲望 崔斌 274732 淨土{Live} 孫楠

342450 涼秋[HD] 張溪 323617 淩晨 望海高歌

349033 涼涼[HD] 孫沐,李林平 263728 淪陷 信

343535 涼涼[HD] 楊宗緯,張碧晨 313276 淪陷 許靖,小七

347021 涼涼[HD] 鄧文怡,鄧力瑋 340924 淪陷[HD] 李嘉格

345220 涼涼{Live}[HD] 于毅,婁藝瀟,跨界歌王 343277 淪陷[HD] 姜武

345222 涼涼{Live}[HD] 張碧晨,杜海濤 345223 淪陷[HD] 鍵人樂隊

345221 涼涼{Live}[HD] 張碧晨,唐倩,陳奕夫,傲日其愣,我想和你唱 286745 深圳 阿寶

325065 淘汰 龍雨 321429 深圳 羅邏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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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372 深河 佚名 300324 牽掛 佚名

300413 深秋 佚名 284200 牽掛 金池

347401 深宮[HD] Bobo 290306 牽掛 郭萌

282791 深海 緣分心兒 232929 牽掛 黃仲昆

344751 深海[HD] 張美儀 296793 牽掛 楊卿儷,劉伯勛

330863 深海[HD] 船長 275059 牽掛 翦程

342001 深海{Live}[HD] 汪晨蕊,中國新歌聲 337897 牽掛[HD] 楊卿儷,劉伯勳

234391 深深 林吟蔚 347876 牽掛[HD] 趙海軍

325256 深深 張津涤 287095 牽掛{Live} 陳漢

257062 深淵 許茹芸 346674 牽連[HD] 吳柏正,余林翰

311962 深處{Live} 韓紅 342868 牽機[HD] 冥月,小愛的媽

231562 混世 韓寒 317825 猛獁{Live} Snh48

317780 淺秋 顏志聰 262107 猜心 阿魯阿卓,田野

309520 淺傷 洪煜祺 292417 猜心 張宇

309524 淺傷 洪煜褀,葉雅霖 230437 猜心 陳柏圻

253611 淺灘 曾淑勤 255987 猜心 萬芳

298460 清心 朴文哲 233194 猜心{Live} 黃小琥

278180 清白 唐健 298243 猜度 田震

344419 清白[HD] 陳潔儀 299396 猜拳 佚名

306645 清明 高原 314420 猜拳 祝琳媛

323951 清明 雲菲菲 337543 猜拳[HD] 洪川,小壯

319873 清流 徐夢晗 345247 猜測[HD] 鄭迦文

317782 清香 李愛 232161 猜愛 馬鳴秋

283168 清楚 馬長勝 339530 球神[HD] 何潔

307394 清醒 蘇勒亞其其格 343292 球球[HD] 王錚亮,球球

344760 烹愛[HD] 孫子涵 312972 理由 凌加峻

256807 爽約 許哲珮 289786 理由 孫思怡

300309 牽引 佚名 232661 理由 高進

283409 牽手 王拓 263866 理由 許恒

232626 牽手 高歌 315543 理由 劉一平

314417 牽手 焦靖峰 300913 理想 李逸

279196 牽手 賴達興 293852 理想 趙雷

332015 牽手[HD] 黃綺珊 265546 理想{Live} 刀郎

284358 牽手{Live} 丁澤強,徐林 343947 理想{Live}[HD] 趙雷,歌手

315401 牽手{Live} 張惠妹 307499 瓷婚 雨露

328761 牽手{Live} 陳辰,夢想的聲音 316538 異類 華晨宇

333061 牽手{Live}[HD] 王拓 342181 異類{Live}[HD] 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344434 牽手{Live}[HD] 王紫菲 316251 疏遠 王婧

325184 牽情 姜育恆 278680 疏影 邢繼光

232788 牽情 鳳飛飛 263467 痕心 唐豐,黃荻鈞

294931 牽掛 包啟寧 312292 痕跡 小徐兒,小嚴子

319421 牽掛 老曹 289302 痕跡 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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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82 盔甲 閻奕格 333355 窒息[HD] Mic男團

346691 盛夏[HD] 黃姍姍 346255 窒息[HD] 馬天龍

263503 盛開 痛仰樂隊 317021 窒愛 蕭亞軒

313611 盛開 劉子毅 335257 笙歌[HD] 曾一鳴

332882 盛開[HD] 李玟 268623 符號 周上允

334793 盛開[HD] 玖月奇跡 301514 笨蛋 金韓一

333727 盛開[HD] 茗嫄 331704 笨蛋[HD] 宥勝

318484 眷戀 郭鑫 302311 笨魚 袁詠琳

283518 眷戀 陳魁 278789 笨鳥 麥莎樂隊

303616 眷戀 游鴻明 321992 笨鳥 權振東

231907 眷戀 順子 262860 粘你 劉子千

289317 眷戀 黃華麗 270044 累了 夢成

339544 眷戀[HD] 李書偉,西域胡楊 336430 累了[HD] 柳妍熙

332619 眺望[HD] 孫紫晴 347438 累了[HD] 著迷

338153 眼光[HD] 蕭煌奇 289356 累了{Live} 許雲上

331357 眼色[HD] 王克 332806 細味[HD] 洪卓立,鐘欣桐

331752 眼色[HD] 成彧 297280 細節 阿蘭(Alan)

288022 眼色{Live} 多亮,李泉 335369 細數[HD] 余憲忠

316253 眼色{Live} 張杰,徐嘉葦,最美和聲 338484 紳士[HD] 薛之謙

280448 眼色{Live} 梁君諾 315349 終於 王麗坤

349482 眼色{Live}[HD] 李泉,歌手 278189 終於 回音哥

338871 眼色{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13046 終於 秦嵐

336032 眼色{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271635 終於 陳乃榮

343311 眼前[HD] 譚晶 342030 終於[HD] 張韶涵

267296 眼紅 黃安 300197 終點 佚名

283321 眼淚 余俊逸 346262 終點[HD] 小馬哥

295666 眼淚 樊凡 311024 絆君 傲藝

338475 眼淚[HD] 何雁詩 232154 羞愧 馬鬱

291607 眼淚{Live} 樓沁 307435 習愛 郝彤

335968 眼淚{Live}[HD] 樓沁,中國好聲音 317927 習慣 王倩一

302690 眼睛 張敬軒 266119 習慣 李慧珍

256951 眼睛 許美靜 312701 習慣 汪蘇瀧

313760 眼睛 霍思燕 268186 習慣 佩希

336796 眼睛{Live}[HD] 黃齡 288458 習慣 張榜強

349483 眾生[HD] Gary Chan,王靖喬 231127 習慣 陶莉萍

316665 眾望 張磊 253833 習慣 楊丞琳

319295 祥雲 巴圖 313530 習慣 路綺歐

278878 祥雲 畢玉凝 315695 習慣 鄭棋元

275199 祥雲 雪蓮三姐妹 271945 習慣 魏新雨

310005 祭父 高山 347446 習慣[HD] 朱允兒

317884 窒息 胡悅 319381 習慣{Live} 吳梓涵

289337 窒息 張繼心 275213 習慣{Live} 魏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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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39 聆聽 黃思婷 300044 透明 佚名

336425 聊聊[HD] 李行亮 293597 透明 徐健淇,何歡

334806 聊傷[HD] 舒甯,周子健 233874 透明 黎明

310321 脫光 張傾城 348624 透明[HD] 帶淚的魚

233448 脫離{Live} 黃立行 307115 透明{Live} 徐健淇

345320 船帆[HD] 程璧 324138 透氣 劉瑞琦

279337 船歌 苗苗 322852 逐夢 大勇

296970 船歌 趙鵬 344522 逐夢[HD] 費鯉齊,孫暘

294567 船歌 薩吉,文小菲 310979 途中 黃美珍

268480 船歌{Live} 單紫寧 266246 逗號 棉花糖

234132 船歌{Live} 齊豫 256000 這天 萬芳

345321 船歌{Live}[HD] 劉鼎峯,劉紫優,歌聲的翅膀 305857 這天{Live} 蘇打綠

286684 荷花 周璇 310983 這次 黃飛鵬

339075 荷美[HD] 段宛彤 307353 這裡 胡量

289397 荷香 吳燦濤 295284 這樣 梅林組合

284596 荷露 夜鶯 345754 通關[HD] 許嵩

320757 莎莉{Live} 趙傳,隱藏的歌手 307126 逝去 徐政鑫

320758 莽娃{Live} 李書偉 274953 逝去 湯加麗

345334 蚯蚓{Live}[HD] 楊紫 233753 逝去 黃思婷

308991 蛇舞 周杰倫,梁心頤 271864 逝光 風蕭蕭

311932 蛋疼 謝華 341590 逝愛[HD] 貝貝

288205 蛋黃 阿超 306927 逞強 代理仁

290150 被動{Live} 蘇慧倫,伍佰 302446 逞強 基地小虎

254230 被愛 楊采妮 293159 逞強 陳小鐘

338141 被窩[HD] 胡琳 318055 逞強 插班生

332141 覓佛[HD] 譚凌風 322860 逞強 賀一航

304901 許仙 劉海明 330913 逞強[HD] 蕭亞軒

322031 許仙 龔玥菲 306904 速度 Kalen

309199 許諾 林峯,黃聖依 324440 造作 家蔚

280549 許願 李曉陽 290676 逢春 張可

265170 許願 武藝 256879 連接 許慧欣

308312 貪愛{Live} 吉杰 345763 都有[HD] 謝帝

333911 貪圖[HD] 李代沫 340462 都要微笑好嗎{Live}[HD] 楊穎

274716 責任 夜叉樂隊 307258 酗愛 游鴻明

291191 軟肋{Live} 孟楠 318083 野子{Live} 沙寶亮,蒙面歌王

342510 軟肋{Live}[HD] 趙根碩 322887 野子{Live} 張越

262334 軟弱 Dreamgirls 318082 野子{Live} 晨悠組合,中國好聲音

292802 軟弱 王菲 297124 野子{Live} 蘇運瑩

232444 軟弱 高原 307399 野子{Live} 蘇運瑩,田馥甄,中國好歌曲

341829 逍遙[HD] 霍建華 340765 野子{Live}[HD] 徐子崴

275202 逍遙{Live} 霍建華 340766 野子{Live}[HD] 蘇運瑩,我是歌手

307970 透明 尹子維 232915 野花 黃中原,傅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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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12 野花[HD] 王兆祥 312283 雪花 小杭雪兒

286541 野花{Live} 伍思凱 280622 雪花 向榮

342970 野花{Live}[HD] 張磊,蒙面唱將 298335 雪花 因果兄弟

285840 野風 李之勤 300888 雪花 李琛

325910 野貓 青山 302140 雪花 格里杰夫

298966 野餐 佚名 264156 雪花 張真菲

298895 野鴿 佚名 324175 雪花 褚思含

265247 野鴿{Live} 玄樂隊 270076 雪花 樊桐舟

328939 野獸 于湉 348667 雪花[HD] 漁淵

330469 野獸{Live}[HD] 丁噹 233013 雪花{Live} 黃品源

346768 野蠻[HD] 楊乃文 300609 雪珂 佚名

337994 釣蝦[HD] 陳大天 282494 雪梅 暴風

264062 陪伴 張信哲 269940 雪雁 林霞

313379 陪伴 彭麗麗,王鍵 291485 雪殤 鄭源

294614 陪伴 鄧玥 343397 雪蓮[HD] 呷讓東周

345772 陪伴[HD] 冷漠 322904 雪蓮{Live} 冀行,中國好歌曲

313272 陪你 許文科 318112 雪戀 陳思思

343583 陪你[HD] 范瑋琪 322903 雪戀{Live} 陳思思

342976 陪你[HD] 堂娜 344067 頂兩口[HD] C-Block

268227 陪玩 傲藝 345788 魚仔[HD] 盧廣仲

302988 陪酒 莊學忠 287141 魚兒{Live} 魯向卉

282533 陰天 李宗盛 297209 魚鰓 楊丞琳

335920 陰天{Live}[HD] 張卓含威,中國好聲音 339598 鳥人[HD] 陳大天

313168 陰謀 張祥洪 322081 鳥人{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34706 陰謀[HD] 張瑋 333846 鳥人{Live}[HD] 烏拉多恩

305162 陷阱 鄭鈞 263640 麻雀 王旭

330924 陷阱[HD] 袁詠琳 298266 麻痹{Live} 石康軍

311766 雀斑 盧凱彤 255391 麻醉{Live} 王菲

349169 雀躍[HD] 任然,小來哥 288550 傀儡 陳勇

282809 雪人 肖洋 315559 傍晚 劉若英

316261 雪人 范曉萱,王力宏 288733 備胎 宋飛

334707 雪人[HD] 張瑋 287566 備胎 樊少華

345408 雪人[HD] 張薔 343066 備胎[HD] 汪起正

328968 雪女 魏如萱 348771 備胎[HD] 韋琪

299925 雪天 佚名 345895 備愛[HD] 阿涵

312008 雪白 藍沁 344937 凱歌[HD] 趙文卓

292433 雪地 張惠妹 268236 割愛 六哲

308313 雪色{Live} 吉杰 255955 割愛 萬芳

288104 雪沙 李敏 293575 創業 張滿強

303451 雪沙 陸蔚 349669 勝戰[HD] 傅又宣

269185 雪兒 張芝明 278000 啾咪 Ak

335750 雪夜[HD] 吳奇隆 339420 啾咪[HD] Ak(陳奕,沈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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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04 啾咪[HD] Ak組合 342186 報答{Live}[HD] 李昱和

264018 喂喂 余文樂 232522 報應 高慧君

343715 喃喃[HD] 陳冠宇 344224 壹物[HD] 左成

310850 善良 曾擎 288838 壺鎮 基地小虎

310994 善良 黃雅莉 291988 媚聲 東籬

271045 善變 袁攀,Jelly丹 327615 富有 東于哲

280018 善變 馬旭東,藤兮 280092 富盈 侯強

327553 喊歌 蘇陽樂隊 302280 富饒 草原兄妹

265125 喊歌{Live} 蘇陽 262841 寒冬 冷漠

269186 喘息 張芸京 306669 寒冬 吳奇隆,嚴藝丹

313282 喜悅 許巍 342358 寒松[HD] 燚帝

347679 喜悅[HD] 周奕宏 232403 寒星 高勝美

303572 喜歌 曾敏 304803 寒星 鳳飛飛

270498 喜歡 甜美真 231631 寒星 韓寶儀

233376 喜歡 黃湘怡 298759 寒流 佚名

279292 喜歡 劉惜君 349325 寒風[HD] 趙泳鑫

258163 喜歡 鄭秀文 319670 寒暄 姜斌斌

349285 喜歡[HD] 弦子 301282 寓言 東來東往

332728 喜歡[HD] 趙奕歡 303957 寓言 黑龍

231588 喝采 韓寶儀 341937 寓言[HD] 張韶涵

230655 喝彩{Live} 陳琳 252949 寓言{Live} 張韶涵

316036 單人 朱元冰 313715 寓言{Live} 鄭靖文

338627 單心[HD] 嚴藝丹 263630 尊嚴 王志心

312741 單身 周琦 290128 尊嚴 羅曉音,齊覬,簡丹,鄒陽

279114 單身 花哥 336633 尊嚴[HD] 蔣大紅

315312 單程 王思遠 296236 尋你 景馨

256925 單數 許美靜 282469 尋你 戴妮

326080 單調 李琦 290847 尋找 王唯僑

290591 單戀 回音哥 326164 尋找 李志

349692 喵喵[HD] 嚴熙兒 320338 尋找 姚雨鑫

302127 圍巾 徐譽滕 303370 尋找 陳楚生

313561 圍巾 蒲成龍 233462 尋找 黃立行

335710 圍巾{Live}[HD] S.H.E 271372 尋找 鄭能

285163 圍城 羽泉 337158 尋找[HD] 任妙音

303892 圍城 黃磊 283204 尋找{Live} 黑豹樂隊

345970 圍城{Live}[HD] 苗偉 336634 尋羌[HD] 紀敏佳

288427 圍繞 孫燕姿 302502 尋根 張也

282063 報復 代理仁 326165 尋根 馮霞

336079 報復[HD] 干露露 300927 尋覓 李逸

312563 報答{Live} 吳春燕 301384 尋覓 林淑蓉

265897 報答{Live} 張濤 327622 尋覓 萌萌噠天團

230155 報答{Live} 陳旭 233356 尋覓 黃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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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580 尋覓 謝雷 305400 握手{Live} 縱貫線

315855 尋愛 冉青霞 298030 揣摩 王菀之

314869 尋愛 鴻飛 319313 揪心 冷漠

342188 尋愛[HD] 孫伯綸 329455 揪心 吳鐘昊

342699 尋愛[HD] 崔子格 299149 敢問路在何方(探戈) 佚名

313460 尋夢 愛朵女孩 335605 敢傷[HD] 蕭亞軒

313900 尋夢 鐘婉珊 296570 敢愛 常石磊

286032 尋夢{Live} 徐晶晶 334280 敢愛[HD] 李翊君

341939 尋寶[HD] 張韶涵 300140 散了 佚名

324559 就打 新街口組合 317666 散場 馬常寶

323136 就愛 肖鎰舟 288469 散場 楊葉卿

233622 崽崽 黃雅莉 254379 散熱 汪佩蓉

333263 嵐鳶[HD] 潘成,孫莞 317667 敦煌 矯妮妮

308995 帽子 周彥宏 346608 斑馬[HD] 李岩

305752 幾分 羅志祥 348398 斑馬[HD] 李岩

274589 幾點 Mc Hot Dog,李燦森,廚房仔 336730 景色{Live}[HD] 鄧粵

314438 復活 張軍 302623 景象 張萌萌

334035 復活[HD] 喬任梁 296604 晴天 劉瑞琦

334852 復原[HD] 薛凱琪 339505 晴天[HD] 何維健

342719 循環[HD] 音頻怪物 339080 晴天{Live}[HD] 關詩敏,中國好聲音

275211 悲曲 高進 271783 晴空 隋超

230886 悲秋 陳艾玲 305221 晴朗 樸樹

311796 悲愛{Live} 蕭敬騰 312546 晴朗{Live} 吳介賢

296340 悲歌 賴鴻根 328653 晶彩 鄧海

321872 悲歌{Live} 央吉瑪,中國之星 299402 晶晶 佚名

287586 惡人 孫子涵,Xun 400021 智鬥 丁魁智,王玉蘭,吳玉樟

348315 惡意[HD] 秦洋 305184 智鬥{Live} 鞏漢林,李維康

334020 掌心[HD] 品冠 299884 智鬥-沙家浜選段 佚名

287394 掌心{Live} 品冠 294775 曾經 Box鋒

349408 掌心{Live}[HD] 光良,任佳鑫,王程,異口同聲 313134 曾經 張柏芝

283325 掌紋 倪鵬 230721 曾經 陳瑞

270521 掌紋 瞿顯灃 262293 曾經 陳曉東

256483 插曲 蕭亞軒 285057 曾經 焱彬

253988 揚眉 楊千嬅 294854 曾經 雲菲菲

264246 揚眉 趙芊羽 322613 曾經 劉斯遠

317648 換向 樊凡 280276 曾經 蔣鑫怡

262066 換成 安又琪 313864 曾經 譚晶

326330 換位 賀敬軒 340911 曾經[HD] 王旭鵬

301195 換季 周蕙 345176 曾經{Live}[HD] 黃雅莉,金曲撈

269984 換約 梁詠琪 343880 曾經的寶貝[HD] 隋萬里

328625 換掉 何芝芸 286449 替身 馬旭東

293902 握手 陳文婭 304003 替身 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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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94 替身{Live} 楊坤 312362 期待 王祖成

325841 替換 曉田 306680 期待 宋祖英

290459 最右 龍梅子 323923 期待 胡鐵

322616 最好 劉明輝 301912 期待 韋嘉

323901 最初 袁攀,夕落 336745 期待[HD] 漢洋,譚嘉荃

302585 最初 張信哲 307051 期待{Live} 崔蘭花

347369 最初[HD] 舒米恩 330154 期待{Live}[HD] 張敬軒

282474 最後 文劍 322630 期盼 劉玉昌

294963 最後 吳蕊 282687 棋子 王麗達,湯子星

293797 最後 脫穎 319857 棋子 孫露

268339 最後 劉佳銘 255312 棋子{Live} 王菲

305464 最後 謝彤 348438 棒棒[HD] 蜜蜂少女隊

313894 最後 蘑菇團 346166 森迷[HD] 石俊貴,劉心

331745 最後[HD] 張麒垚 342194 棲枝[HD] 雙笙

341773 最後[HD] 鄭志立 287223 棲霞 風靜兒

343884 最紅元宵{Live}[HD] 群星 347385 殘月[HD] 黃偉霖

315570 最美 劉和剛 294579 殘兵 蔣蔣

285164 最美{Live} 羽泉 290512 殘留 何傑

329492 最美{Live} 權赫,朴美羅,夢想的聲音 308832 殘缺 李煒

349878 最美{Live}[HD] 胡海泉,陳羽凡,尚思辰,趙星,李金澎,異口同聲 286699 殘缺{Live} 林志炫

346155 最美{Live}[HD] 陳赫,跨界歌王 321407 殘雪 李曉玉

343885 最美的太陽{Live}[HD] 張杰,歌手 317744 殘雪 蔣蔣

267010 最愛 酒井美子 301672 殘畫 姚思思

303119 最愛 許景淳 285639 殘愛 孔金照

271335 最愛 鄭嘉嘉 280316 殘酷 寂悸

332179 最愛[HD] 楊宗緯 314449 殘酷 張圳

334222 最愛[HD] 劉心 283011 殘酷 郭斯炫

280284 最愛{Live} 李祥祥 300831 殘願 李泉

234133 最愛{Live} 齊豫 305743 減肥 羅永娟

343882 最愛中國字[HD] 藍迪 317783 渡人 戴荃

308923 最酷 谷雲龍 328732 渡口 朱大群

301063 最酷{Live} 谷雲龍 290556 渡口 劉罡

346996 最靈[HD] 袁莉媛 343536 渡口[HD] 阿索

275076 朝佛 若蔓 349462 渡客[HD] 劉星

274736 朝佛 孫艷 232363 渡情 高勝美

291418 朝佛 蘇亞 328733 港口 王鍵

336744 朝見[HD] 梁立昂 298331 港口 因果兄弟

278418 朝拜 李虎 300658 港仔{Live} 吳彤

323922 朝拜 趙斌 324733 港灣 燕飛

265824 朝聖 巴斯基 287727 港灣{Live} 劉歡

285849 朝聖 李波 285604 渴了 八三夭

299397 朝霞 佚名 264124 渴了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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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17 渴了[HD] 李唯楓 349469 無常[HD] 于湉

315571 渴了{Live} 張惠妹 334550 無常[HD] 田馥甄

232075 渴求 馬兆駿 332656 無常[HD] 吳奇隆

257911 渴望 辛曉琪 263743 無情 小愛

317784 渴望 陳笠笠 292897 無情 胡夏

297721 游泳 方文琳 314455 無淚 韓棟,袁姍姍

231097 游泳 陶晶瑩 335658 無痕[HD] 陳曉東

284168 渺小 張雨生 321968 無終 劉愷威

333445 渺小[HD] 田馥甄 233625 無聊 黃雅莉

345225 湖心[HD] 張曉旭 343934 無處可尋[HD] 齊碩

271996 湖說 黃文聖,單方瑋 323972 無畫 小娟,山谷裡的居民

307352 湘情 胡琳 291777 無辜{Live} 錢華興

303418 湮滅 陶喆 336010 無辜{Live}[HD] 錢華興,中國好聲音

234333 滋味 龐龍 342460 無罪[HD] 于朦朧

296763 焚情 張信哲 302441 無解 動靜樂團

267979 無·果 嚴藝丹 307726 無解 陳嘉樺

320639 無心 李紫涵 323327 無語 董文華

342862 無用[HD] 田馥甄 271574 無語 闞杰,賈子菡

329561 無用{Live} 張小七,夢想的聲音 333418 無語[HD] 本兮

349930 無由[HD] 郁可唯 296775 無誤 解偉苓

285527 無言 馬旭東 311995 無憂 簡燕飛

331740 無言[HD] 張赫宣,卓義峰 340080 無敵[HD] 鄧超

329563 無邪 XL組合 344428 無敵{Live}[HD] 關淑怡

311084 無邪 楊宗緯 348483 無窮[HD] 吳汶芳

268104 無奈 任承浩 231030 無緣 陶喆

315749 無奈 張婧,何晟銘 293873 無緣 酷愛樂團

319886 無奈 鄧麗君 256806 無賴 許哲珮

267287 無奈{Live} 鹿角樂團 278327 無賴 戴佩妮

331583 無果[HD] 嚴藝丹 343538 無賴{Live}[HD] 林憶蓮,我是歌手

338453 無物[HD] 陳一玲 346205 無雙[HD] 劉菲

343285 無俠[HD] 吉克雋逸 271889 無題 馬旭東

339795 無界[HD] 劉棟升 230336 無題{Live} 陳曉元

230205 無畏 陳明 289270 焦點 陳楚生

348482 無畏[HD] 關喆 311787 然後 蕭亞軒

346663 無限[HD] F.I.R.飛兒樂團 339526 犀利girl{Live}[HD] Spexial

328747 無恙 白舉綱 290452 琥珀 黑龍

349470 無悔[HD] 大偉 335845 琥珀{Live}[HD] 黑龍

305846 無眠 蘇打綠 298756 琴心 佚名

348478 無問[HD] 毛不易 280423 琴師 音頻怪物

342861 無問[HD] 譚維維 313533 琴動 鄔禎琳

255330 無常 王菲 262690 琴動 韓舟

281565 無常 陳珊妮 330578 琴傷[HD] 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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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63 畫心[HD] 張靚穎 302896 發財 莊學忠

342876 畫心{Live}[HD] 金志文,劉美麟,蒙面唱將 304769 發現 趙薇

344450 畫心{Live}[HD] 張靚穎 343302 發歌[HD] 李熙郁,陳艾森

345260 畫心{Live}[HD] 張靚穎,盧昶宇,王藝陶,李秉成,我想和你唱 282829 發酵 花世紀樂團

330655 畫心Ⅱ[HD] 張靚穎 302634 發燒 張國榮

265934 畫心Ⅱ{Live} 張靚穎 329597 發燒{Live} 袁野夕,夢想的聲音

346230 畫妃{Live}[HD] 王祥森 254618 發燙 溫嵐

293701 畫師 梅糧新 332037 發飆[HD] Spexial

345259 畫師[HD] 熊梓淇 315544 盜夢 王錚亮

332062 畫情[HD] 姚貝娜 290181 短信 董偉

345261 畫筆[HD] 許雲上 282845 短髮{Live} 范瑋琪,胡維納

323340 畫愛 陳心蕊 344773 短髮{Live}[HD] 梁詠琪

295480 畫魂 遲日暮 345281 短髮{Live}[HD] 梁詠琪,呂佳思,徐子超,王思嘉,我想和你唱

309340 畫影 阿茹娜 262102 窗口 阿超

298632 畫樂 余永明 294711 窗外 馬林

347890 畫緣[HD] 唐古 345291 窗外{Live}[HD] 雲飛,李玲玉

309777 畫壁 孫儷,鄧超 342894 窗臺{Live}[HD]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311690 畫壁 鄧超,孫儷 297979 童年 王雪晶

315347 畫顏 程鳴 298332 童年 因果兄弟

306689 畫顏 夢然 324030 童年 張一鳴

340696 畫顏[HD] 魏新雨 313520 童年{Live} 葉倩文

328781 痛了 鄭銘辰 326483 童真 任家萱

343955 痛入心扉[HD] 鄭秀文 257920 童話 辛曉琪

310346 痛你{Live} 張嘉秀 303664 童話 童一首歌

290412 痛別 馬劍芬 349492 童話{Live}[HD] 光良,任佳鑫,王子豪,王程,異口同聲

270448 痛快 王野 324533 童謠 張靚穎

316800 痛快 金玟岐 304344 筆記 葉歡

302025 痛快 孫楠 314693 筆劃 麋先生

335720 痛快{Live}[HD] S.H.E 338147 筆劃[HD] 糜先生

312358 痛愛 王迪 313242 等人 曹方

314458 痛愛 胡松 306691 等你 A-Lin

307116 痛愛 徐健淇 283832 等你 大慶小芳

346688 痛愛[HD] 秦奮 319923 等你 張偉燕

332894 痛愛[HD] 樓宏章 315575 等你 張瑋伽

307236 痛過 段紅 316285 等你 嘉旗

332330 痛癢[HD] 林凡 317890 等你 韓敏

322722 發小 多亮 339820 等你[HD] 51

329596 發小 譚圳 337585 等你[HD] 胡艾蓮

347415 發色[HD] 莎妮婭 343318 等你[HD] 高夫

297302 發呆 By2 284401 等念 書畫

256949 發呆 許美靜 295030 等待 孔爽

266794 發芽{Live} 蘇陽 327184 等待 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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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15 等待 付浩天 280472 紫卿 阿肆

300383 等待 佚名 309953 結了 郝云

312604 等待 希亞 289357 結巴 嚴爵,郭雪芙

312697 等待 汪峰 300465 結局 佚名

296886 等待 周祥 268297 結局 冷漠

302849 等待 甜蜜旅行樂隊 285384 結局 鐘潔,Rill

230740 等待 陳瑞 403081 結束 佚名

230848 等待 陳綺貞 295126 結果 張瑋伽

328806 等待 黃齡 233738 結果 黃思婷

304804 等待 鳳飛飛 348549 結果[HD] 韓曉

349079 等待[HD] 李佑晨 322764 結婚 一諾千金

344780 等待[HD] 初晨 304863 結婚 劉思偉

333178 等待[HD] 袁潔瓊 334742 絕地[HD] 李祥祥

336806 等待[HD] 常艾非 266643 絕曲 胡杰夕

344781 等待[HD] 喬赫倫 344480 絕配[HD] 王心凌

345710 等待[HD] 萌萌噠天團 293710 絕唱 沙寶亮

333791 等待[HD] 韓磊 344479 絕殺{Live}[HD] ATF

325051 等待{LIVE} 黃綺珊,金仁馨,申紅梅,WEAW,我想和你唱 275195 絕對 陶轔竹

313466 等待{Live} 楊光 313756 絕對 錢紅

325537 等待{LIVE} 韓磊,潘倩倩,張月,趙金江,我想和你唱 311482 絕歌{Live} 劉春雲

327185 等待{Live} 韓磊,隱藏的歌手 326501 絕壁 溫朋達

324037 等待{Live} 譚維維 266452 絕戀 王愛華

342483 等待{Live}[HD] 付鷹,隱藏的歌手 309860 絕戀 桐雨

349971 等待{Live}[HD] 汪峰,歌手 282022 給力 PMC給力團

345297 等待{Live}[HD] 金志文 279365 給力 潘瑋柏

335472 等待{Live}[HD] 張起通 336353 給力[HD] 光良

332017 等待{Live}[HD] 黃綺珊 309292 給力{Live} 阿正

294635 等風 金貴晟 330966 給他[HD] 郭采潔

296885 等候 萬一 286654 給你 李輝

255344 等等 王菲 317911 給你 易嘉愛

311767 等等 盧凱彤 329642 給你 廖明

293805 等等 蘇盈之 341170 給你[HD] 易嘉愛

332754 等等[HD] Olivia Ong 331712 給你[HD] 容祖兒

327186 等愛 志鵬 231908 給我{Live} 順子

307001 等愛 唐文娟 343978 給我一個理由[HD] 王偉杰

263602 答案 Kent 343979 給我多一點[HD] S.H.E

233163 答案 黃安 282253 給愛 周艷泓,林依輪

255995 答案 萬芳,蔡琴 316134 絨花 王雯

234125 答案{Live} 齊豫 278403 絨花 李暉

334107 答案{Live}[HD] 楊坤,郭采潔 281346 絨花 紀敏佳

301247 答應 房祖名 314878 絨花 郭瓦·加毛吉

234077 紫雨 齊秦 304915 絨花 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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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95 絨花 魏晨 327190 註定 小阿鵬

315412 絨花{Live} 向小康 312368 註定 王舒

324968 絨花{LIVE} 金婷婷 312655 註定 李紫涵

296917 絨花{Live} 阿雲嘎,蔡國慶 312862 註定 雨兒

301866 絨花{Live} 郁可唯 313002 註定 孫艷

326504 絨花{Live} 夢葦 282576 註定 楊昭,孫佳

335905 絨花{Live}[HD] 吐洪江,中國好聲音 344806 註定[HD] 周筆暢,白舉綱

349983 絨花{Live}[HD] 騰格爾,歌手 346314 註定[HD] 常思思

310687 絲念 陳思諾 342048 註定[HD] 舒曉龍

234078 絲路 齊秦 279566 詞窮 伍華,俞文靖

306700 絲路{Live} 那英 330476 詠春[HD] 七朵組合

292588 絲蘿 李宇春 323656 詠秋 冷酷

230338 羡慕 陳曉娟 311879 詠梅{Live} 儲蘭蘭

344788 羡慕[HD] 小曾 302783 貂禪 曼菲

310591 菊香 郭健鋒 338765 貴人{Live}[HD] 彭佳慧

324686 菩提 歐陽青 302135 貴妃{Live} 晏菲

328867 菩提{Live} 歐陽青 278786 買你 魏如萱

230956 華少{Live} 陳黎明 300661 貼心 吳奇隆

320759 華生 徐良 230400 貼心 陳曉東

333126 菲菲[HD] 陳楚生 268341 貼心 劉沖,關芯

294287 萌星 張瓏璟 325550 貼你 麥麥

316254 著迷 陳潔儀 339130 貼身[HD] Spexial

329674 著迷 楊秀焜 299222 賀年 佚名

345331 著迷[HD] 陳偉霆 281155 趁早 李琦

345732 著迷[HD] 陳偉霆 319985 趁早 孫露

346292 著迷[HD] 陳偉霆 310566 趁早{Live] 許諾,包文熙

278665 著魔 鄧子霆 287328 趁早{Live} 周筆暢

336271 著魔[HD] 朱佳美子 330146 趁早{Live}[HD] 張惠妹

346299 虛度[HD] 收音機人 313846 超人 羅百吉

316258 虛弱 花世紀樂團 330069 超人{Live}[HD] 劉德華

304990 虛假 潑猴 231292 超越{Live} 零點樂隊

321580 虛榮 小城星電台 253906 超齡 楊千嬅

323432 虛構 陳冰 304822 越女 劉子菲

292119 街角 劉雨欣 302395 越界 高明駿

345337 街角[HD] 翰林 274803 越界 張勇

308722 街角{Live} 李宇春 287711 越界 辦桌二人組

282588 街道 林俊傑 314471 越獄 丁紫

337719 裂心[HD] 王力宏 281054 越獄 晨熙

344505 裂心{Live}[HD] 林志炫,歌手 264237 越獄 趙小兵

308289 裂吻 申小超 313657 越獄 劉嘉亮

330641 裂痕[HD] 張惠妹 299935 跌雪 佚名

285600 訴說{Live} 丁毅 288522 跑調 賴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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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10 距離 佚名 304516 雲河{Live} 甄妮

297068 距離 高旗(超載樂隊) 330077 雲河{Live}[HD] 呂方

230850 距離 陳綺貞 322070 雲南{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231141 距離 陸峰 349179 雲哥[HD] 龔宏

303461 距離 陸鋒 345778 雲頂[HD] 顏佳欣

305893 距離 蘇麥 233427 雲煙 黃磊

347960 距離[HD] 文靜 324388 雲裡 大星

336385 距離[HD] 周杰倫 293763 雲圖 簡迷離

338521 距離[HD] 崔恕 332238 雲圖[HD] 韓庚

337595 距離[HD] 張佑錢 331597 雲圖[HD] 韓庚,周筆暢,安又琪,胡彥斌,黃征

322861 週末 姚天成 274767 雲端 少女部落格

299860 進城 佚名 340478 雲端天堂[HD] 才娜旺姆

319382 鄉音 王瑩 308110 雲錦{Live} 王喆

281298 鄉愁 王文娜 344835 須彌[HD] 馬希爾

306703 鄉愁 祁隆 333820 飲酒[HD] 馮翰銘

283510 鄉愁 陳建年 269358 黃山 慕容曉曉

230724 鄉愁 陳瑞 320883 黃豆 陳澤希,夏之光

314980 鄉愁 廖昌永 326664 黃豆{Live} 楊美娜,中國新歌聲

231983 鄉愁 顧莉雅 349559 黃昏{Live}[HD] 周傳雄,崔凱琦,欒軍,於超,異口同聲

336069 鄉愁[HD] 孫曉雨 329796 黃河{Live} 羅中旭,詩歌之王

293909 鄉愁{Live} 降央卓瑪,趙鵬 331053 黑心[HD] 黃鴻升

306704 鄉愁{Live} 雷佳 313382 黑白 斯琴高麗

318072 鄉戀{Live} 霍尊 343413 黑白[HD] 張瑋

254162 鈕扣 楊林 285611 黑光 大喬小喬

298799 開方 佚名 339365 黑羊[HD] 鄧福如

301916 開始 韋嘉 266815 黑色 袁攀

292695 開始 湯燦 287455 黑夜 海威

231394 開始 霍建華 318145 黑洞 曾靜玟

234285 開始{Live} 龐龍 335748 黑馬[HD] 卓文萱

266089 開場 李佳璐 335832 黑鳥[HD] 陳惠婷

298089 開戰 王蓉 232666 黑暗 高遠

301543 開關 阿桑 316304 黑鍵 林俊傑

335284 陽寶[HD] 王菲 253136 亂了 徐懷鈺

233550 隊長 黃聖依 358420 亂了 關淑怡

348660 雄心[HD] 盧小旭 302119 亂了{Live} 徐懷鈺

333643 雄鷹[HD] 敖敦高娃 319036 亂世 朱天毅

344543 雅麗[HD] 吳陌川 327440 亂流 王大文

294056 雲帆 東曉 233886 亂飛 黎沸揮

298461 雲舟 朴文哲 280883 催眠 央吉瑪

301140 雲河 卓依婷 335618 催眠[HD] 許哲珮

333685 雲河[HD] 王晨光 255209 催眠{Live} 王菲

300771 雲河{Live} 李克勤 285426 催眠{Live} 陳俊豪,胡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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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45 傲寒 馬頔 230588 傷痕{Live} 陳潔麗

349258 傲嬌[HD] 張惠妹,艾怡良,徐佳瑩 341889 傷痕{Live}[HD] 曾敏杰,中國新歌聲

232758 傳奇 鳳凰傳奇 304301 傷逝 葉倩文

266301 傳奇{Live} 毛寧 319560 傷雪 成泉

255210 傳奇{Live} 王菲 322297 傷寒 蔣卓嘉

295936 傳奇{Live} 吳思思,蔡國慶 338601 傷痛[HD] 小海

300867 傳奇{Live} 李健 270265 傷愛 潘玲

327195 傳奇{Live} 肖洋 311574 傷歌 慕容曉曉

328264 傳奇{Live} 原子霏 303132 傷聲 許嵩,Vae

317223 傳奇{Live} 費玉清,張杰,最美和聲 318571 傷戀 張超

341888 傳奇{Live}[HD] MG女團,蓋世英雄 267230 傻了 顧峰

331738 傳奇{Live}[HD] 張玉霞,李敏,中國好聲音 282081 傻子 何流

292771 傳承 王永春 266197 傻子 林宥嘉

293118 傳承 阿才 265994 傻子 斯琴高麗

283933 傳聞 孫紫晴 293310 傻子{Live} 莫海婧,鄧小巧

313014 傳說 徐洪剛 279941 傻子{Live} 楊添茸

323599 傳說 開心快樂組合 337597 傻子{Live}[HD] 莫海婧,鄧小巧,中國好聲音

295938 傳說 趙勇 312554 傻瓜 吳克羣

313907 傳說 騰格爾 278718 傻瓜 阿杜

302964 傳燈 莊學忠 328266 傻瓜 原子霏

233156 傳燈 黃安 230322 傻瓜 陳星

348772 傳燈[HD] 王如華 289903 傻瓜 曾沛慈

315146 傷人 掠瓊 254598 傻瓜 溫嵐

323013 傷口 李大衛 231680 傻瓜 韓東

230704 傷口 陳瑞 331768 傻瓜[HD] 李代沫

233808 傷口 黎明 332335 傻瓜[HD] 栗錦

297908 傷心 王健 346457 傻瓜[HD] 覃浩

230556 傷心 陳潔儀 341238 傻瓜[HD] 溫嵐

310174 傷別 張芸瑞 295944 傻瓜{Live} 吳思思,唐子晴

334873 傷者[HD] 邱鋒澤 307737 傻瓜{Live} 馬條,中國好歌曲

332968 傷城[HD] Sara 316305 傻瓜{Live} 張杰,吳靜艷,最美和聲

288740 傷疤 靳海濤 342201 傻瓜{Live}[HD]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292815 傷害 璽晨 294330 傻妹 易帆

305625 傷淚 韓超 331655 傻笑[HD] 周杰倫,袁詠琳

268604 傷痕 吳維欣 301645 傻等 品冠

301416 傷痕 林憶蓮 307014 傻等 夏天alex

266635 傷痕 胡彥斌 321771 傻愛 鄭源

281065 傷痕 曾一鳴 300128 傻話 佚名

278080 傷痕 關喆 336450 傻樣[HD] 趙奕歡

327492 傷痕{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265651 傾訴 吳滌清

285225 傷痕{Live} 范瑋琪,胡維納 302449 傾訴 屠洪剛

321770 傷痕{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29140 傾聽 姚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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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93 傾聽[HD] 陳威全 275051 媽媽 羅力威

338628 嗑兒[HD] 金久哲 295375 媽媽 羅邏聖

294011 嗚吒{Live} Snh48 334642 媽媽[HD] 中國辣妹

345528 嗨夏[HD] 華晨宇 346018 媽媽[HD] 陳兆飛

278662 嗨森 鄧子霆 335333 媽媽[HD] 韓紫靈

327557 嗯 哼 鼓鼓 332644 媽媽[HD] 關寅飛

312555 嗯嘛 吳忠明 337156 媽媽{Live}[HD] 伊爾盼

334182 嗯嘛[HD] 陶晶瑩 341932 媽媽{Live}[HD] 李志

338630 圓心[HD] 喬任梁 334451 嫁妝[HD] 安與騎兵

311061 圓缺 楊千嬅 288328 嫂子 程楚喻

336448 圓圈[HD] 許少峰 230838 嫉妒 陳綺貞

337439 圓圈[HD] 許少鋒 231090 嫉妒 陶晶瑩

313070 圓夢 馬智宇 332624 嫉妒[HD] 周筆暢

265542 圓滿 刀郎 313314 微光 陳妍希

306978 圓滿 卓依婷 359163 微光 陳慧琳

348224 塔尖[HD] 苑紫盈 343492 微光[HD] 唐漢霄

342337 塔娜[HD] 塔娜 345065 微光[HD] 蔚雨芯

324773 塞上 王蓓 345066 微光[HD] 鄭迦文

309036 塞北 呼斯楞 338058 微光[HD] 蘇打綠

331707 填空[HD] 家家 329321 微光{Live} 楊子,莫文蔚,天籟之戰

329269 媽咪 圈圈 340604 微光{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262728 媽媽 九拍小子樂隊 292197 微信 善琳

323723 媽媽 王佳佳 282950 微信 譚煒星

324252 媽媽 佚名 297534 微笑 于文華

306714 媽媽 李克 298602 微笑 何炅,桑蘭

312672 媽媽 李歐 281260 微笑 海龜先生

282088 媽媽 佳小宇 313096 微笑 宿雨涵

312757 媽媽 孟子焱 230003 微笑 陳思思

285134 媽媽 祁隆 253967 微笑 楊千嬅

290338 媽媽 阿洋 314484 微笑{Live} 宋祖英

314479 媽媽 降央卓瑪 271067 微情 覃曄

285508 媽媽 音樂走廊 320373 微微 崔學飛

295008 媽媽 唐唐 289015 想她 張紹飛

288913 媽媽 孫中亮 314487 想她 習冠

294706 媽媽 馬嘯 297430 想你 Saya

328437 媽媽 高貴鵬 267901 想你 T.R.Y

269002 媽媽 常健鴻 280174 想你 光輝

290685 媽媽 張明遠 312488 想你 米綫

319659 媽媽 張為 278562 想你 老五

320326 媽媽 張磊 286602 想你 何禹妃

324225 媽媽 樂音清揚 312814 想你 林爽

313821 媽媽 彝人製造 283053 想你 金貴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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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27 想你 馬麗 344311 意外[HD] 倫桑

279669 想你 游美靈 345602 意外{Live}[HD] 薛之謙,大張偉,金曲撈

313589 想你 趙本水,梁東靖 345603 意識[HD] 許詩煌

288525 想你 趙晶 337977 愚愛[HD] 邱比

344690 想你[HD] 宋季英 334762 愚愛[HD] 歡子

334455 想你[HD] 尚芸菲 301218 愛.海 孟庭葦

327207 想念 林長春 283131 愛dida 隆莎

280179 想念 林宥嘉 285908 愛love 林正豪,莫熙兒

292967 想念 袁惟仁,黃淑惠 297940 愛人 王雪娥

256936 想念 許美靜 298189 愛人 代小波

256799 想念 許哲珮 268043 愛人 南台灣小姑娘

326231 想念 湯綺 302476 愛人 屠洪剛,王菲菲

313607 想念 齊秦 322503 愛人 崔子格

344691 想念[HD] 曉安 232852 愛人 麥子傑

339237 想念[HD] 薛楓 287634 愛人 楊蔓,雨天

312259 想念{Live} 大剛 294696 愛人 韓旭,阿明

317534 想念{Live} 南台灣小姑娘 331386 愛人[HD] 胡海泉

230449 想念{Live} 陳楚生 285125 愛人{Live} 田斯斯,蕭敬騰

231091 想要 陶晶瑩 317546 愛人{Live} 朗嘎拉姆,中國好聲音

343806 想要ta[HD] 蘇詩丁 297591 愛上 小宇

300104 想哭 佚名 330474 愛上[HD] 丁祥威

230458 想哭 陳楚生 299933 愛心 佚名

343175 想哭[HD] 陳奕迅 230692 愛心 陳琳

312514 想家 西單女孩 303712 愛心 費玉清

288043 想家 何人 267809 愛火 Av芭比

329347 想家 何龍雨 321891 愛火 王思佳

322493 想家 唐古 331901 愛火[HD] 藍琪兒

313540 想家 嘉布·洛絨 321882 愛囚 莊心妍

312448 想家 鍾尚榮 340194 愛囚[HD] 莊心妍

263064 想家 羅文裕 268407 愛未 劉森迪

308494 想家{Live} 西單女孩 292151 愛妃 後弦

264195 想起 朱丹 302432 愛色 高慧君

231841 想起{Live} 韓雪 269012 愛你 干露露

284287 想逃 羅志祥 254777 愛你 王心凌

309081 想開 尚芸菲 268105 愛你 任承浩

298312 想愛 光良 312894 愛你 柯有倫

283901 想愛 李浩民 303660 愛你 童一首歌

281446 想愛 袁婭維 233565 愛你 黃舒駿

253470 想愛 曾寶儀 346952 愛你[HD] 奶油糖candy Cream組合

338362 想說[HD] 蔣卓嘉 334312 愛你[HD] 禾川

268548 意外 呂雯 342734 愛你[HD] 陳彼得,湯薇恩

346076 意外[HD] 林依婷 331002 愛你[HD] 陳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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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693 愛你{Live} 陳曉琪 328551 愛過 唐藝昕

233464 愛吧 黃立行 266370 愛過 海鳴威

291494 愛呀{Live} 金玟岐 262295 愛過 陳楚生,安以軒

265158 愛我 吳滌清 349810 愛過[HD] 洪煜祺

280389 愛我 李代沫 341746 愛過[HD] 羅藝恒

278413 愛我 李翊君 311979 愛過{Live} 韓磊

294401 愛我 林志炫,柯以敏 322140 愛過{Live} 羅藝恒,中國好歌曲

327698 愛我 胡利基 281396 愛瘋 蘇仨

275100 愛我 袁姍姍 320430 愛殤 張怡諾

329371 愛我 梁君諾,畢夏 294427 愛殤 楚飛

305364 愛我 應佩珊 322516 愛殤 董貞

286639 愛我{Live} 李翊君 342391 愛錯[HD] 王力宏

346081 愛我{Live}[HD] 肖凱曄,中國新歌聲 330209 愛錯{Live}[HD] 王力宏

232023 愛到 飛輪海 337664 愛壞[HD] Hunterz

335719 愛呢{Live}[HD] S.H.E 233491 愛鏈 神木與瞳-黃美珍

330999 愛放[HD] 陳熙 327706 愛獻 李冠群

292215 愛河 大慶小芳 336668 愛癮{Live}[HD] 大張偉

265115 愛河 神馬樂團 337481 愛癮{Live}[HD] 張沛

278620 愛河 許雲上 303921 愛戀 黃鶴翔

289052 愛河{Live} 許雲上 278783 愛戀 魏伽妮

332933 愛的didadi[HD] 高登,黃甄妮 230669 感受 陳琳

283841 愛雨 艾雨 323208 感恩 丁毅

300578 愛雨 佚名 266079 感恩 朱怡銘

257031 愛是{Live} 許茹芸 316481 感恩 車曉菲

321249 愛卿 孫霄磊 263394 感恩 宿雨涵

262263 愛哭 陳幸子 290796 感恩 棟樑

342738 愛唷[HD] 楊丞琳 265557 感恩 劉一禎

262636 愛夏 胡夏 313613 感恩 劉文濤

346079 愛夏{Live}[HD] 胡夏,謝雅兒,我想和你唱 304851 感恩 劉和剛

332383 愛神[HD] 鍾漢良,胡楊林 313904 感恩 鐘麗燕

231074 愛缺 陶晶瑩 340010 感恩[HD] 笑天歌

312648 愛情 李媛麗 347329 感恩[HD] 笑天歌

269415 愛情 斯琴高麗 316869 感恩{Live} 胡馨月

283544 愛情 鄧小龍 307806 感悟 刁寒

335837 愛情[HD] 馬健南 326280 感悟 錢紅

280379 愛情{Live} 王韻壹 326277 感動 大勇

266510 愛情{Live} 田馥甄 257897 感動 辛曉琪

303063 愛情{Live} 莫華倫 268791 感動 孫悅

304382 愛情{Live} 解曉東 315587 感應{Live} 張惠妹

311113 愛透 楊睿君 322529 感謝 田維英

231092 愛喲 陶晶瑩 299929 感謝 佚名

323206 愛過 冷漠 292173 感謝 吳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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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63 感謝 周爽 349415 新寵[HD] 閻奕格

301554 感謝 阿雅 325399 暈眩 瑪啡因樂團

316841 感謝 雨宗林 329482 暖人 張磊

312932 感謝 胡東清(音樂大壯) 317697 暖女 高飛

302450 感謝 屠洪剛 264013 暖心 郁可唯

281556 感謝 陳浩民 293891 暖心 陳嘉琦

317577 感謝 彭麗媛 339506 暖心[HD] 沈波

233040 感謝 黃品源 345170 暖光[HD] Acemax-Red

327719 感謝 薩爾罕 307108 暖光{Live} 彭佳慧,許鈞,中國好歌曲

341748 感謝[HD] 田維英 321376 暖男 劉浩航

331742 感謝[HD] 張靚穎 336257 暖男[HD] 崔子格

347330 感謝[HD] 褚桐羽 311852 暖城 龍梅子

312565 感謝{Live} 吳春燕 345653 暖春[HD] 周艷泓

266556 感謝{Live} 紅樂隊 342429 暖春[HD] 張溪

301903 感謝{Live} 韋唯 312277 暖流 子祺

269723 感覺 李炳辰 318200 暖流 王奕瑾

283856 感覺 唯嘉 232783 暖流 鳳飛飛

292466 感覺{Live} 張靚穎 314531 暖風 刀刀刀

303503 慈母 雪狼組合 319832 暖風 馬可謙

233290 慈悲 黃思婷 335581 暖情[HD] 策力木格

346574 慈溪[HD] 袁冬東 349003 暖陽[HD] 田丹

267223 慈願 韓紅 321375 暖暖{Live} 梁靜茹

336707 搏愛[HD] 羽泉 279202 暖夢 藍月心

298957 搖船 佚名 345174 暗火[HD] 張赫宣

279314 搞定 羅志祥 293592 暗火{Live} 彭運鋁

304987 搞錯 潑猴 287527 暗光{Live} 溫蕊爾

270066 搬家{Live} 樊凡 295205 暗香 朱梓溶

347809 搭檔[HD] 陳娟兒 268381 暗香{Live} 劉悅,劉振宇

279135 新月 中國最強音 307450 暗香{Live} 鄭淳元,我是歌手iii

305081 新月 蔡琴 336731 暗香{Live}[HD] 朱梓溶

262519 新月 顧莉雅 338875 暗香{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32565 新月[HD] 黃泓彬 341990 暗香{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44374 新生[HD] Gala˜·Ê 334013 暗香{Live}[HD] 韓磊

306766 新岸 徐寧 344392 暗湧[HD] 閃星樂隊

296579 新的{Live} 梁博 331787 暗湧[HD] 楊丞琳

328637 新郎 少峰 300327 暗號 佚名

313381 新娘 斯琴格日樂 331663 暗號[HD] 周杰倫

345643 新娘{Live}[HD] 馬智宇 317698 暗戀 胡彥斌

335765 新宿[HD] 安心亞 326355 暗戀 徐江

325832 新樂 潘嘉麗 302115 暗戀 徐熙媛

305663 新鮮 藍心湄 302306 暗戀 袁泉

344719 新鮮{Live}[HD] 梁詠琪 313173 暗戀 張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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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4 暗戀 陶喆 323973 煉愛 李佳薇

303440 暗戀 陸一駿 305606 煉愛 韓紅

233314 暗戀 黃曉明 253333 煎熬 于台煙

262774 暗戀 賈劍非 293525 煎熬 小柒

346618 暗戀[HD] 王平 254752 煎熬 王心凌,孫協志

345173 暗戀[HD] 白雲 262909 煎熬 李佳薇

231072 暗戀{Live} 陶晶瑩 283431 煎熬 趙晗

304498 楊花{Live} 甄妮 307168 煎熬{Live} 李佳薇,我是歌手iii

349016 楚喬[HD] 孫沐,李林平 337874 煎熬{Live}[HD] 李佳薇,我是歌手

295550 楚暮 陳小宇 332731 煎熬{Live}[HD] 趙晗

322640 極光 畢書盡 327902 煙火 周子琰

284099 極光 蔡健雅 319253 煙火 姜玉恆

266748 極光 薛佳凝 344762 煙火[HD] 周子琰

344404 極光[HD] 鄭興琦 348486 煙火[HD] 陶鈺玉

349017 極美[HD] 孫燕姿 285450 煙火{Live} 陳綺貞

263754 極限 徐佳瑩 328752 煙灰 張鵬華邵

318263 極限 農三妹 311552 煙灰 劉瀚升

263428 極樂 石詠莉 339796 煙妝[HD] 安侒

329519 歲月 劉津宏 319891 煙花 王進

336265 歲月[HD] 張政,朱永棠 314536 煙花 田振達

315856 歲月{Live} 田維英 282904 煙花 西子

297340 溜溜 Ipis 313215 煙花 張瑤

327881 溥儀 左立 298364 煙圈 安珂伊兒

335148 溫水[HD] 郁可唯 303271 煙啼{Live} 陳奕迅

305241 溫度 盧春如 290797 煤人 棟樑

280352 溫柔 姚政,梁君諾 313136 照片 張洋

316950 溫柔 梁靜茹 331579 照樣[HD] 嚴爵

284043 溫柔 糖兄妹 293346 照騙 Fun4 樂團

289612 溫柔{Live} 五月天 325191 爺們 孔東東

286542 溫柔{Live} 伍思凱 316660 獅子 張煜楓

232650 溫柔{Live} 高進 343954 當年夢[HD] 邱付權

342855 溫柔{Live}[HD] 李克勤,楊丞琳,蒙面唱將 292200 當你 回音哥

342002 溫柔{Live}[HD] 韋禮安,蓋世英雄 317836 當你 侯延彬

283905 溫泉 李浩民 329591 當你{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39083 溫暖[HD] 田校同 309180 當你{Live} 林俊傑

340070 溫暖[HD] 張馨文 349476 當你{Live}[HD] 王心凌,顏歡,韓若彤,孫如宣,異口同聲

338727 溫暖[HD] 梁佳玉 346231 當你{Live}[HD] 安悅溪,跨界歌王

330983 溫暖[HD] 鐘芹 317840 當我 陳義正

279513 溫暖{Live} 王麗達 289296 當初 胡夏

339084 溫暖{Live}[HD] 廖昌永,郭振宇,雷慶瑤 281129 當時 李宇春

297880 溶化 王冠 302587 當時 張信哲

281089 溺愛 本兮 301667 當時{Live} 姚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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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09 當歸 周蕙 285961 落花 姜蘋

321475 當歸 路飛老濕 232968 落花 黃勇

343956 瘀青[HD] 張智成 254297 落花 楊鈺瑩

300803 碎片 李炆 256128 落花 葉倩文

263776 碎片 徐玉婷 336830 落俗[HD] 李榮浩

231390 碎片 霍建華 291983 落葉 七朵組合

331812 碎片[HD] 梁心頤 280526 落葉 劉愷威,白冰

311346 碎玉 趙小兵 312203 落葉{Live} 鐘麗燕

274763 碎愛 小崔健 323428 落幕 蔣雪兒

346245 碎愛[HD] 小石頭 294582 落幕 蔣蔣

308872 碎夢 汪峰 345330 落幕[HD] 賀宣

297337 碰碰 Ipis 284123 落墨 李玉剛

308606 禁止 吳斌 300990 葉子 李艷

271224 禁區 迪克牛仔 230676 葉子 陳琳

339317 禁區[HD] 黃齡 336120 葉子[HD] 肖洋

307271 筷子 王中平 318226 葉子{Live} 古振邦,李文豪,中國好聲音

328825 綁匪 陳柏霖 287307 葉子{Live} 沈依莎

323393 經年 貫詩欽 333087 葉子{Live}[HD] 萱萱,中國好聲音

335238 經典[HD] 大支,懂伯,Dj Premier 340118 葉問[HD] 王蓉,老貓,楊望

279642 經過 野樂男孩 340732 葉問[HD] 王蓉,信樂團

331231 經過[HD] 張婧 319956 葡萄 韓紅

331006 經過[HD] 陳楚生,何潔 284094 葬心 白冰

331635 經過[HD] 劉若英 232391 葬心 高勝美

304606 罪人(倫巴) 舞曲 309632 葬心{Live} 郁可唯

307460 罪愛 閆強 278505 葬花 湘雨寒

306775 罪過 雲裳 305521 葬花 謝采妘

281635 義氣 黃海波 295037 葬愛 孔雀哥哥

281377 義烏 胡月亮 280528 葬愛 劉金龍

278795 聖人 黃小琥 305633 葬愛 韓超

286428 聖女 千百順 322018 葬殤 陳岩

333118 聖王[HD] 陳曉 320765 蛻化{Live} 吉克雋逸

285785 聖地 曲爾甲 313174 蛻變 張祥洪

346723 聖歌[HD] 曹宇擎 305128 蛻變 鄭凡

296948 聖誕song 徐嘉葦 270903 蜀繡 董貞

342919 肆張[HD] 楊嘉松 307180 蜀繡{Live} 李宇春

338495 腳步[HD] 孫浩雨 234097 蜉蝣 佚名

344801 萬里[HD] Hyukoh 314899 蜉蝣 齊秦

340731 萬萬[HD] 萬萬天團,趙英俊 344501 蜉蝣[HD] 黃軒

344011 落大雨[HD] S.H.E 289417 補救 孫藍

322804 落花 李小璐 338757 補償[HD] 王馨平

301297 落花 林心如 344019 裝傻[HD] 容祖兒

278762 落花 雨宗林 316497 裝睡 白舉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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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33 裝蒜 蔣蔣 348616 躲愛[HD] 尹斯春

348593 裝醉[HD] 張惠妹 301612 較量 青蛙樂隊

318460 解決 崔健 297961 農夫 王雪晶

308581 解剖 吳南穎 290617 農民 姜濤

309669 解救 候旭 230308 農民 陳星

312401 解脫 包琦 312377 遇見 王鳴飛

313006 解脫 容中爾甲 283440 遇見 金潤吉

333554 解脫[HD] 吳莫愁 313106 遇見 庾澄慶

312431 解藥 田躍君 288459 遇見 張瑤

312799 解藥 林子曦 314545 遇見 雲菲菲

280916 解藥 孫紫晴 343375 遇見[HD] 小阿鵬

265910 解藥 張瑤 346332 遇見[HD] 孫燕姿

293142 解藥 陸毅 349152 遇見[HD] 秦浩

305692 解藥 顏小健 301256 遇見{Live] 明道

313834 解藥 顏小健,鄭國鋒 351734 遇見{Live} 古巨基

307754 解藥{Live} 程詩迦,中國好歌曲 318468 遇見{Live} 梁詠琪,蒙面歌王

301705 詩意{Live} 姜育恆 291589 遇見{Live} 陳潔麗

302061 詩意{Live} 容祖兒 254071 遇見{Live} 楊千嬅

338510 詭愛[HD] 許佳慧 340993 遇見{Live}[HD] 王鳴飛

343566 話題[HD] 周蕙 333312 遇見{Live}[HD] 金潤吉

326563 誅仙 蕭敬騰 330155 遇見{Live}[HD] 張敬軒

348598 誠實[HD] 彭進成 344041 遇見新的我[HD] 郭靜

342953 資格[HD] 鄧卓軒 299598 遇到 佚名

295514 賊船 金鈺兒 335524 遊牧[HD] 林俊逸

319350 跟上 余楓 344523 遊客[HD] 靳松

344032 跟我約會吧{Live}[HD] 格格 311594 遊悲{Live} 歐陽青

334531 跟隨[HD] 洪敬堯 305856 遊樂 蘇打綠

232228 跨越{Live} 騰格爾 341831 遊樂[HD] 柯泯薰

322846 跪愛 王家霖 312869 遊戲 青稞蕎麥

321619 跪愛 佳林 271162 過分{Live} 賈真

328908 路人 張陽陽 331618 過火[HD] 你我及他組合

262456 路上 范聖霖 340132 過火{Live}[HD] 張信哲

313472 路上 楊佳 345374 過火{Live}[HD] 張信哲

312868 路口 青稞蕎麥 345375 過火{Live}[HD] 張信哲,伊黎哈穆,陳沁,閃爍我想和你唱

284872 路口 權振東 305911 過冬 鐘汶

341391 路遙[HD] 陸瑤 349153 過年[HD] 苗強

341154 路遠[HD] 張磊 342515 過來[HD] 王力宏

349137 路遠[HD] 蘇頌 307934 過往 天悅

279288 跳車 劉若英 324143 過往 吉吉

341167 跳痛[HD] 戴愛玲 340131 過往[HD] 嚴爵

313847 跳電 羅百吉,寶貝 314549 過客 木棉

328910 躲閃 龍影雲 298190 過客 代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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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923 過客 李逸 322376 團圓 蔡琴

318059 過客 阿寧 313858 團圓 譚圳,鄭瑋

262672 過客 郝冠英 294220 塵埃 小武

270060 過客 樓宏章 326095 塵埃 王菲

314901 過客 曉曉 290573 塵埃 吳超

336851 過客[HD] 李聖傑 287440 塵埃 家家

344042 過客[HD] 莊心妍 313057 塵埃 袁詠琳

282323 過度 孫藝建 323078 塵埃 許魏洲

292690 過站 武藝 305388 塵埃 戴佩妮

253837 過敏 楊丞琳 332480 塵埃[HD] 魏晨

297677 過期 元衛覺醒 298564 塵埃{Live} 羽泉

266192 過期 林凡 319619 塵緣 孫露

291911 過期 蘇盈之 303308 塵緣 陳思誠

324883 道路 董文華 327575 塵緣 彭澤瑜

347973 道歉[HD] 托尼 291466 塵緣 費玉清

326601 道緣{Live} 李建科 317340 塵緣 楓舞

297100 違建{Live} 亦帆 337160 塵緣{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288296 釉色 梁帥 337623 境外{Live}[HD] 莫文蔚

268465 釉色 單小源 349703 境遷[HD] 王心凌,伍嘉成

349538 鈴犀[HD] 朱浩仁 326104 夢土 趙紫龍

288497 鈴鈴 蕭敬騰,范瑋琪 306020 夢土 騰格爾

282640 鉚釘 汪妤凌 303350 夢田 陳淑樺

285873 零度 汪蘇瀧 330453 夢田[HD] S.H.E

307120 零度 徐健淇 315537 夢田{Live} 莊前,宮瑜聰

311813 雷雨 錢剛 317360 夢田{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30433 電司[HD] Lollipop F 330011 夢田{Live}[HD] S.H.E

328102 電影 詹森淮 332401 夢田{Live}[HD] 齊秦,齊豫

338800 預告[HD] 蔣卓嘉 317352 夢你 斯琴巴圖

328112 預言 打擾一下樂團 318463 夢你{Live} 敖都

233454 預言 黃立行 230259 夢你{Live} 陳星

343594 預言[HD] 周蕙 231084 夢見 陶晶瑩

265361 預感 周筆暢 269771 夢弦{Live} 李霞,黃晨霞

268089 預謀 代理仁 280308 夢波 蔣平

333467 預謀[HD] 許佳慧 309380 夢秋 雨露

326645 頑固 五月天 301827 夢風 范志超

233746 頓悟 黃思婷 344232 夢著[HD] 姚亦晴

345791 鼓樓[HD] 趙雷 312399 夢鄉 冉燃

330780 像你[HD] 汪東城 271946 夢鄉 魏新雨

327269 厭倦 東來東往 338306 夢鄉[HD] 馬亞維

328368 圖騰 XY兄弟 274820 夢圓 張若男,額爾敦

302477 團圓 屠梅華 297690 夢想 太子

322115 團圓 張薇 319628 夢想 石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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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089 夢想 李佳烽 232594 嫦娥 高楓

262635 夢想 胡夏,陳翔,付辛博 306798 嫦娥 雲菲菲

278692 夢想 郎郎(馬志鋒) 230342 實在{Live} 陳曉東

302113 夢想 徐靖博 289931 寧夏{Live} 李正帆,郁可唯

313148 夢想 張海,蔣易 304271 對手 群星

319627 夢想 盘俊華 313891 對手 蘇醒

328380 夢想 陽逸晨 331558 對白[HD] Mic男團

290603 夢想 圓圓 263277 對折 任賢齊

323684 夢想 群星 298353 對味 安又琪

270940 夢想 蒙面哥 311882 對花{Live} 儲蘭蘭

316244 夢想 穆維平,趙盈鵬 308713 對鳥 李玉和

339687 夢想[HD] 季彥霖,基地小虎 342220 對鳥{Live}[HD] 李昱和

345542 夢想[HD] 唐曉菁,朱喆煒 292361 對視 崔健

336598 夢想[HD] 譚嘉惠 312540 對話 冷漠,雲菲菲

298354 夢想{Live} 安又琪 306799 對話{Live} 費翔

327275 夢話 A-Lin 330590 對嘴[HD] 周筆暢

278444 夢路 林喜明 325165 對嘴{LIVE} 周筆暢,張喆,田俊行,張慧子,我想和你唱

321114 夢遊 于朦朧 265061 對錯 孟楊

288853 夢遊 阿悄 309622 幕光 范瑋琪

290095 夢遊 雅娜 327632 幕青 幕青

231313 夢遊 零點樂隊 269100 徹底 張宇軒

345987 夢遊{Live}[HD] 王祥森 303537 態度 彭佳慧

230347 夢過{Live} 陳曉東 292062 態度 關喆

313330 夢殤 陳思諾 347773 態度[HD] 郭欣桐

284954 夢殤 楊果 292753 慢慢 王婉晨

299211 夢蝶 佚名 285092 慢慢 王爵

339204 夢蝶{Live}[HD] 皓天 294072 慢慢 代梓琪

319288 夢戰 田尊銘 313204 慢慢 張煜楓

299506 夢橋 佚名 335170 慢慢[HD] 陳奕夫

283550 夢醒 季紅 316639 慢慢{Live} 張杰,趙俊

294707 夢醒 馬宥熙 329393 慢慢{Live} 薛之謙,譚晶

233355 夢醒 黃淇 331355 慢慢{Live}[HD] 王乃恩

328387 夢露 魏如萱 333882 慢慢{Live}[HD] 周筆暢

290407 夢露 饑餓藝術家 342221 慢慢{Live}[HD] 許志安,譚晶,蒙面唱將

340572 夢魔[HD] 崔大龍 334530 慢樂[HD] 洪敬堯

348235 夢魘[HD] 嚴金銘 291006 慢熱 阿星

313217 夥伴 張赫宣 342754 慣愛[HD] 李小薇

279465 夥伴 譚維維(群星) 254612 慵懶 溫嵐

299508 奪標 佚名 231387 摘星 霍建華

299984 嫦娥 佚名 298732 摘梅 佚名

312614 嫦娥 李玉剛 348984 摻香[HD] 河圖

274828 嫦娥 徐子崴 340040 撤退[HD] 蘇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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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89 旗袍 蘇晴 338450 演員[HD] 薛之謙

312582 旗幟 呂金蔓 344421 演員[HD] 蘇陽

263078 旗幟 雷佳 327280 演員{Live} 不給糖就搗蛋的暴走蘿莉,蒙面唱將

288538 旗幟 鄭璐 329546 演員{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47841 榜樣[HD] 龍梅子 329547 演員{Live} 薛之謙

265639 榮光 葉世榮,Ever樂隊 342454 演員{Live}[HD] 李嘉格,蒙面唱將

297506 榮耀 于大偉 344753 演員{Live}[HD] 韓丹彤,跨界歌王

336750 榮耀[HD] 王曉天 230638 演歌 陳珊妮

343528 榮耀[HD] 任嘉倫 327281 演戲 于清龍

328692 榮譽 原子霏 317790 漩渦 王箏

290511 歌手 何傑 301479 漩渦 邵斯文

327847 歌手 忽日勒夫 256947 漩渦 許美靜

342830 歌手{Live}[HD] 王賀俊 340686 漩渦[HD] 盛一倫

333995 歌者[HD] 邰正宵 339296 漩渦[HD] 嚴爵

231785 歌唱 韓紅 302039 漩渦{Live} 孫燕姿

347845 歌謠[HD] 李榮浩 317791 漫步{Live} 李嘉琪,中國好聲音

268190 滴答 侃侃 332272 漫步{Live}[HD] 劉鵬遠

302777 滴答 曹方 327283 漫延 劉佳

307213 滴答 梁心頤 287472 漫遊 高瑜

313490 滴答 楊冪 317792 漸忘 郎軍

343926 滴答滴答[HD] 周巽初 305772 漸漸 羅憶詩

334264 滾動[HD] 張靚穎 305242 熄燈 盧春如

335161 滿分[HD] 鐘瑾樺 294434 熊貓 江語晨

320609 滿月 陳思思 333447 瑪紀[HD] 紀佳松,Matzka樂團

254616 滿月{Live} 溫嵐 263037 瑰寶 浪花兄弟,袁泳琳

320608 滿奇 林瑪黛 313058 瑰寶 袁詠琳,浪花兄弟

324485 滿城 張博凡 283930 疑問 唯嘉

333872 滿滿[HD] 劉若英 297882 瘋了 王建復

311314 漁人 熊寶貝樂團 316125 瘋了 周子琰

300388 漂泊 佚名 335315 瘋了[HD] 金承熙

268012 漂泊 烏蘭托婭 292575 瘋了{Live} 權振東

232786 漂泊 鳳飛飛 342879 瘋了{Live}[HD] 金玄念,我是直播歌手

348472 漂亮[HD] 劉維 349948 瘋人[HD] 董事長樂團

312515 漂流 西單女孩 262573 瘋子 何韻詩

294279 漂流 張恒遠 294160 瘋子 唐唐

230293 漂流 陳星 256809 瘋子 許哲珮

274645 漂流 劉德華 290798 瘋子 棟樑

334425 漂移[HD] 周杰倫 334856 瘋子[HD] 裴一飛

253865 漂著 楊乃文 287144 瘋子{Live} 何韻詩

296737 演技 耿雲飛 337398 瘋子{Live}[HD] 鄭興琦

255985 演技 萬芳 282544 瘋掉 李梓菡

347864 演技[HD] 杜佳 271536 瘋魔 鐵熱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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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514 瘋癲[HD] 楊宇彤 305393 綻放 戴嬈

262848 盡頭 劉丞 336129 綻放[HD] 裕豐兄弟

331395 盡頭[HD] 胡靈 266388 綻放{Live} 潘小芬

344454 盡頭[HD] 趙方婧 256869 綻花 許慧欣

230633 監視 陳珊妮 327994 緋聞 布一賢

335039 睡蓮[HD] 李美 313595 緋聞 趙真

255991 睡醒 萬芳 293362 緋櫻 Vk

339817 磁器{Live}[HD] 子曰秋野,中國之星 230197 聚首 陳明

233735 福田 黃思婷 293256 聚散 黃嘉千

303718 福音 陽一 292882 聚散 緣軒

349962 福歌[HD] 晏菲 301183 聞笛 周傳雄

298554 種子 羽泉 314570 聞戰 墨明棋妙

283745 種子 酒二郎 230825 腐朽 陳綺貞

233736 種子 黃思婷 231611 舞女(國) 韓寶儀

348536 種子[HD] 江寒 265756 舞女{Live} 姜蓓莉

288507 種子{Live} 許雲上 303928 舞女{Live} 黑妹

320697 種愛 朱紫劍 234199 舞女{Live} 龍飄飄

309387 窩哦 青鳥飛魚 262540 舞夜 高玉玫

262457 算了 范霖瑋 340116 舞娘[HD] 蔡依林

233103 算了 黃國俊 326529 舞娘{Live} 周蕙,幫我消消黑眼圈,蒙面唱將

345299 算了[HD] 崔阿扎 328857 舞娘{Live} 楊坤,天籟之戰

343974 算什麼男人{Live}[HD] 林俊傑,周杰倫 287336 舞娘{Live} 鄒宜璇

329632 管我 李佑晨 344494 舞娘{Live}[HD] 張陽陽

321996 管藝 老狼 280508 舞起 木子爍

255345 精彩 王菲 298718 舞獅 佚名

305064 精彩{Live} 蔡健雅 302938 舞獅 莊學忠

294610 綠光 趙露 339330 蒸發[HD] 黃素一

349565 綠光[HD] 孫燕姿 321575 蒼生 徐子洺

339551 綠光{Live}[HD] 姜紫萱,李柯熠,王一希 317983 蒼生 韓磊

263755 綠洲 徐佳瑩 349519 蒼穹[HD] Faye 飛

230462 綠動 陳楚生 321577 蒼蒼 張信哲

299612 綠袖 佚名 341148 蒼蒼[HD] 張信哲

313103 綠葉 常思思 306008 蒼鷹 騰格爾

284493 綠葉 劉孟哲 330761 蓋亞[HD] 林憶蓮

268321 綠葉{Live} 刑鋼 287675 蓋亞{Live} 鄭如儀

328826 網紅 唐古 230916 蜘蛛 陳超

270389 網站 王傑 274650 蜘豬 劉森迪

230614 網緣 陳玉建 349113 蜜友[HD] 楊宇彤

319030 網緣 陳茜 351803 蜜蜂 古巨基

339823 網緣[HD] 林小龍 308639 蜜蜂 呂雯

312731 綻放 卓雅 301706 蜜蜂 姜昕

312816 綻放 武笑羽 299667 蜻蜓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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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94 蜿蜒[HD] 品冠 344025 說錯{Live}[HD] 黃大煒,李泉

341819 裸夏[HD] 胡夏 303390 說謊 陳慧琳

266139 裸婚 李猛 349124 說謊[HD] 胡鳳舞

269089 裸愛 張可兒 266215 說謊{Live} 林欣彤

344020 裸體早餐[HD] 鄭秀文 325898 賒求 姚靈

304521 認了 甄真 289630 賒愛 何傑

282626 認了 樊凡 334955 賒愛[HD] 何杰

332622 認了[HD] 姚笛 322406 賓士 天人一合

342946 認定[HD] 金志文 303400 趕路 陳曉娟

297813 認真 王力宏 344034 輕狂[HD] 陳翔

300139 認真 佚名 230573 輕佻 陳潔儀

302275 認路 翁新茜 345366 輕傷[HD] 鄭興琦

297621 認輸 小賤 325900 輕煙 青山

267250 認錯 馬嘉軒 289452 輕輕 本兮

302454 認錯 屠洪剛 339131 輕輕[HD] 嚴爵,Peace

262893 認錯 劉美君 233938 輕鬆 黑色餅乾

320781 認錯{Live} 孫伯綸 316330 辣媽 梁海洋

349122 誒?[HD] 蘇頌 278902 辣糖 曾軼可

255365 誓言 王菲 321635 遙望 王璐

285909 誓言 林長春 305557 遙望 謝雨欣

302959 誓言 莊學忠 328922 遙遠 張夢瑤

233743 誓言 黃思婷 311665 遜掉 蔡黃汝

304373 誓言 董貞 312473 遠方 朱濼冰

297033 誓言 劉棟升 284644 遠方 孝天

231613 誓言 韓寶儀 318365 遠方 沙寶亮

316329 誓言 聶赫陽 313092 遠方 高藝菲

304515 誓言{Live} 甄妮 316088 遠方 張信哲

336837 誓言{Live}[HD] 鄭湫泓 284853 遠方 曾靜玟

320782 誘惑 K.Jboys 313924 遠方 艷陽天

282847 誘惑 茱迪 344043 遠方[HD] S.H.E

319438 誘惑 蔡秋鳳 349532 遠方[HD] 林亭翰

286305 誤區 趙姝 335149 遠方[HD] 郁可唯

262466 誤會 飛輪海 347490 遠方[HD] 影子樂隊

347949 誤會[HD] 金禾 335725 遠方{Live}[HD] S.H.E

347950 誤會[HD] 黃孝恩 313291 遠行 郭峰

271990 誤點 黃小琥 313422 遠行 費玉清

310280 說心 張斯斯 345380 遠行[HD] 夏濱

263881 說穿 謝楠 318061 遠走 王覺

337686 說破{Live}[HD] 丁噹 318668 遠辰 陳粒

278242 說愛 官羽 309311 遠牧 阿英

270248 說愛 潘柯夫 323468 遠航 華語群星

346748 說愛[HD] 徐菲 345379 遠航[HD] 全建軍,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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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04 遠航[HD] 宋孟君 286803 鳳凰 苗苗

307532 遠望{Live} 馮曉榮 284743 鳳凰 張瑋

267320 遠歌 黃英,吳彤 266798 鳳凰{Live} 蘇陽

320819 遠歌{Live} 黃英 344078 鳳凰飛{Live}[HD] 烏蘭圖雅

344818 酷趣[HD] 楊藝超 346372 麼麼[HD] 謝茸兒

285650 酸雨 王大文 345426 齊天[HD] 華晨宇

233679 酸甜 黃鶯鶯 286567 僵持 回音哥,夏后

341444 酸甜[HD] S.H.E 234109 價值 齊秦

341619 酸甜[HD] S.H.E,飛倫海 347644 凜冽[HD] 孫莞

340463 酸甜[HD] 蔡依林 346870 劇本[HD] 小四

339078 銀河[HD] 汪蘇瀧 327295 劇透 李雪萊

299720 銀盃 佚名 284869 劇透 權振東

288425 銀泰 孫燕姿 344631 劇透[HD] 陳佳樂

298156 銅銹 王瀾霏 295057 劍心 小曲兒

314579 銘記 葛亮,陳賽金 338268 劍心[HD] 張杰

306808 閨密 丁曉紅 295176 劍客 曉月

306908 閨蜜 Mic男團 348171 劍痕[HD] 鄭冰冰

270531 閨蜜 石梅 335037 劍傷[HD] 李易峰

270524 閨蜜 石梅,司徒蘭芳 345921 劍魂[HD] 李煒

338534 閨蜜[HD] 那廣子,馮春瑜 267207 嘲笑 青稞蕎麥

343389 閨蜜[HD] 胡丹丹 334376 嘶吼(Swing)[HD] Super Junior M

314580 需要 王星策 309741 嘸甘 孫淑媚,霍正奇

289699 需要 廚房仔,陳冠希 344969 噴嚏[HD] 朱興東

283357 領悟 孟楠 333983 墜落[HD] 蔡健雅

294760 領悟 哈斯 308135 墨玉 王鳴飛

232857 領悟 麥子傑 349704 墨梅{Live}[HD] 王泓翔,經典咏流傳

312623 領悟{Live} 李宗盛 349705 墨梅{Live}[HD] 譚維維,經典咏流傳

265691 領悟{Live} 周華健 300671 墨淚 吳品醇

319451 領悟{Live} 許茹芸,(鐵扇奧特曼),蒙面歌王 267956 墨傷 東學

318451 領悟{Live} 許茹芸,蒙面歌王 265702 墨緣 唐黛影

324293 領悟{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55239 墮落{Live} 王菲

316263 領悟{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09186 寫詩 林奕匡

331933 領悟{Live}[HD] 辛曉琪 342695 寬容[HD] 許佳慧

332638 領悟{Live}[HD] 孟楠 321172 寬容{Live} 張信哲,隱藏歌手

336874 領悟{Live}[HD] 哈斯 343766 寬容{Live}[HD] 崔健

335921 領悟{Live}[HD] 張卓含威,中國好聲音 349751 寬容{Live}[HD] 張信哲,黃喜春,陳沁,異口同聲

331154 領悟{Live}[HD] 關喆 339971 寬容{Live}[HD] 張信哲,隱藏的歌手

297455 颱風 Toro 255264 寬恕 王菲

232005 颱風 台風組合 302259 寬恕 神木與瞳

303230 颱風 陳好 313451 寬恕 黑龍

279751 鳳凰 中國最強音 257020 廝守{Live} 許茹芸

267805 鳳凰 阿蘭(Alan) 265379 廝殺 張嘉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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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839 廢物 張學東 233728 暮情 黃思婷

348297 廢物[HD] 陳零九 339775 樂園[HD] 蔡依林

339981 彈唱[HD] 林俊傑 318707 樅樹 佚名

255269 影子 王菲 332773 樓道[HD] 劉美麟

300810 影子 李玟 285273 樓閣 褚喬

329314 影子 指人兒樂隊 300014 樓影 佚名

301854 影子 迪克牛仔 278174 標本 周筆暢

263451 影子 誓言 320575 標準 51

306812 影子 劉炫頡 335261 模特[HD] 李榮浩

313785 影子 薛恒泰 296667 模特{Live} 李榮浩

330554 影子[HD] 吳瓊 327844 模特{Live} 楊坤,天籟之戰

265213 影子{Live} 王箏 346168 模特{Live}[HD] 于梓貝,中國新歌聲

345059 影子{Live}[HD] 郁可唯,金曲撈 337636 模特{Live}[HD] 李榮浩,我是歌手

349776 影子{Live}[HD] 郁可唯,歌手 327843 模樣 回音哥

337632 影帝[HD] 金韓一 341995 樣子[HD] 張韶涵

329315 影響 吳鐘昊 278855 歎香 阿妮

253821 慶祝 楊丞琳 323071 歎息 大福福

344330 慶祝[HD] 陳粒 317323 歎息 張雷

339244 憐愛[HD] 張開亮 317322 歎息 嵐戈

300420 憧憬 佚名 338292 歎息[HD] 李宗奎

283886 憧憬 羅中旭 325137 歐巴 包偉銘

286635 摯愛 李浪 325501 殤情 阿力

334111 摯愛[HD] 林志穎 294855 殤雪 雲菲菲

284564 摯親 員偉明 271141 殤愛 譚欣懿

331013 撐傘[HD] 韓庚 333375 潑墨[HD] 周華健

280243 撐腰{Live} 李祥祥 332973 潔癖[HD] 嚴爵,五月天

283092 撒嬌 陳怡婷,陳宇風 278049 潔癖{Live} 五月天,嚴爵

303590 撒嬌 曾愷玹 304897 潛伏 劉振宇

313468 撒嬌 楊帆 321964 潛愛 翟天臨,江鎧同

279550 撒嬌 聞美茜 304760 潮水 趙薇

314584 撓撓 大兵,韓雷 281640 潮汐 黑豹樂隊

290995 撕心 鐘潔,Rill 322678 潮汐 齊浠兒

310018 撕夜{Live} 高明駿 306004 熱土 騰格爾

255298 撲火 王菲 283863 熱血 孫國慶

300127 撲火 佚名 306818 熱血 陳翔

335523 撲火[HD] 林俊逸 326435 熱河{Live} 李志

278605 撲蝶 藍紫 254617 熱浪 溫嵐

314586 敷衍 上官曉懿,夏婉安 278240 熱追 宇海文

281245 敷衍 汪妤凌 292824 熱情 田馥甄

270858 敷衍{Live} 蕭敬騰 281605 熱雪 魏晨

265062 暮光 孟楠 338456 熱量[HD] 動力火車

301834 暮光 范瑋琪 254796 熱愛 王心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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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890 熱愛 黃維德 231431 蔓莉 佚名

324954 熱愛 鄭鈞 301662 蔓莉 姚乙

278239 熱擺 宇海文,娜日 233367 蔓莉 黃清元

254157 熱戀 楊林 268794 蝗蟲 孫曉哲

230701 盤鳳（雷雨選段） 陳瑜,陳蘇萍 326550 蝙蝠 慶慶

303160 稻田{Live] 郭易 342228 蝙蝠[HD] 玲瓏

280660 稻香 Hope組合 329682 蝴蝶 N P E自由引力

330563 稻香[HD] 周杰倫 297703 蝴蝶 尹漪

330088 稻香{Live}[HD] 周杰倫 254810 蝴蝶 王心凌

339099 稻香{Live}[HD] 周杰倫,劉偉男,徐林,中國好聲音 255363 蝴蝶 王菲

295171 窮忙 時金鈺 280532 蝴蝶 呂薇

334278 窮遊[HD] 李尚尚 312714 蝴蝶 肖亮

255996 箱子 萬芳 231033 蝴蝶 陶喆

296922 線索 楊語浠 334868 蝴蝶[HD] 逆思樂團

343981 緣分[HD] 王偉杰 282621 蝶淚 樓宏章

312637 緣份 李建科 230781 蝶舞 陳紅

291003 緣份 阿華 317996 蝶影 陳藝搏

307121 緣份 徐健淇 279197 蝶戀 賴俊俊

267142 緣份 陳思思 305705 蝶戀 魏如昀

230723 緣份 陳瑞 262371 蝶變 單色凌,涵佑瑩

313672 緣份 德龍 329683 蝸牛 周杰倫

326507 緣份{Live} 夢葦 342045 蝸牛[HD] 群星

284498 緣份{Live} 劉宜 319434 蝸牛{Live} 李安,中國好聲音

340715 緣來[HD] 尹默 326551 蝸牛{Live} 群星,中國新歌聲

336815 緣來{Live}[HD] 蘇醒 336383 蝸牛{Live}[HD] 周杰倫

337589 緣來{Live}[HD] 蘇醒,中國好聲音 299936 衝動 佚名

281332 緣起 白燕升 256516 衝動 蕭亞軒

270569 緣起 米靚 231982 衝動 顧莉雅

294622 緣殤 鄭斯仁 346303 衝動[HD] 馬槜鏗

296924 緣點{Live} 張天龍 329686 衝動{Live} 范媛媛,天籟之戰

278158 緩衝 周旭風 331136 衝動{Live}[HD] 伍佳麗

330066 練習{Live}[HD] 劉德華 345338 衝動{Live}[HD] 何潔.金曲撈

305604 翩翩 韓雨芹 330145 衝動{Live}[HD] 張惠妹

296961 膜拜{Live} 游子組合 289414 衝撞{Live} 許雲上

310603 蓮心 郭燕 322813 複眼{Live} 楊樂,中國之星

234171 蓮花 龍寬九段 316102 複誦 Easy Shen

336833 蓮花[HD] 李玉剛 316394 複誦 Easy Shen,魏如萱

338506 蓮花[HD] 嚴當當 268494 褐瞳 原味

326546 蓮殤 于文文 301515 誕生 金韓一,丁少華,李巍

343342 蓮願[HD] 劉曉 335663 誰control[HD] 韓庚

289404 蔑愛 櫻櫻 257927 誰啊 辛曉琪

256956 蔓延 許美靜 343359 誰說[HD] 鍵人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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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04 誰懂 佚名 314609 醉美 羅寧娜

345742 調侃[HD] 許佳慧 326611 醉拳{Live} 姚希,中國新歌聲

338513 調調[HD] 大嘴巴 311526 醉翁 劉程伊

324119 請你 王旭鵬 278178 醉鄉 呼斯楞

300286 請求 佚名 322882 醉鄉 馬常寶

280554 請說 林宥嘉 324391 醉愛 天喜果組合

232121 賠償 馬梓涵 324157 醉愛 張譯文

305912 賠償 鐘汶 346340 醉夢[HD] 劉棟升

266796 賢良{Live} 蘇陽 341837 鋒味[HD] 謝霆鋒

304590 賣花(快三) 舞曲 347499 閱兵[HD] 党中華

299155 賣紅菱-相認 佚名 342985 靚仔[HD] 安心亞,羅志祥

279980 賣萌 馬旭東 297643 靠山 山風點伙

322841 賭局{Live} 李亮辰,中國好歌曲 286015 靠岸 夏天

301066 賭注 貝司 320041 靠近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48608 賭注[HD] 阿蘭(Alan) 279362 靠近 歐豪

328056 賭徒 高夫 339592 靠近[HD] Fuying,Sam

282999 賭徒 鄭宇伶 336872 靠近[HD] 吳莫愁

302532 踏青 張文婷,陳悠悠,汪瀛 330810 靠近[HD] 羅震環

278609 踏春 虞舜琳 287643 靠近{Live} 滿文軍

253177 踏浪 徐懷鈺 286481 靠譜 王梓旭

313659 踏浪 劉德華 314612 靠譜 王歌倫

334128 踏浪[HD] 沈凌雲 315626 鞋跟 後弦

333863 踏浪[HD] 凌雲 344073 餘生[HD] 韓曉

233583 踏浪{Live} 黃英 290543 餘香{Live} 劉牧

339577 踏浪{Live}[HD] 中國小童星 326651 餘罪 劉旭陽

337641 踏浪{Live}[HD] 鄭湫泓 322926 餘驚 馮家妹

275201 踢踏 雪蓮三姐妹 285841 駝鈴 李雙江

290655 輪回 左崴崴 316849 駝鈴{Live} 宮瑜聰

326585 輪回 姜雷 339596 駝鈴{Live}[HD] 黃筱贊

328063 輪回 萌萌噠天團 307009 鬧鐘 善瑩

347482 輪回[HD] 李艾 341849 魅惑[HD] 吳俊余

307561 輪回{Live} 杭蓋樂隊,中國好歌曲 283521 魅影 陳魁

307199 輪回{Live} 杭蓋樂隊,劉歡,中國好歌曲 338549 魯蛇[HD] 大嘴巴

335345 輪回{Live}[HD] Haya樂團 297219 黎杏 旭佳非

332368 輪廓[HD] 蘇醒 304717 齒輪 趙薇

328924 遷徙 央金卓嘎 344924 儘管[HD] 戶中之

309789 遷徙 容中爾甲 322317 凝視 于朦朧

348641 鄭州[HD] 馮小威 343086 凝視[HD] 閻奕格

314607 醉了{Live} 謝天笑 308739 凝夢 李宜萱

342522 醉心[HD] 李廷山 348157 凝聚[HD] 董雯雯

346342 醉色[HD] 鄭順鵬 319386 勳章 鹿晗

278045 醉雨 于洋 339413 勳章[HD] 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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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85 噩夢 麻吉弟弟 300942 擁抱 李聖傑

347681 噩夢[HD] 帶淚的魚 322583 擁抱 周曉鷗

321102 壁咚 O2O Goddess 323253 擁抱 東方依依,陳漢

319620 壁咚 孫子涵 269548 擁抱 曹震豪

339423 壁咚(未完成)[HD] 孫子涵 294669 擁抱 陳漢

339102 壁咚[HD] 蔡黃汝 335367 擁抱 2014版[HD] 五月天

265211 壁爐 王箏 349410 擁抱[HD] 張瀚元

301465 奮鬥 花兒樂隊 340654 擁抱[HD] 齊航

337315 奮鬥[HD] 張詩宇 332912 擁抱[HD] 譚維維

312489 奮鬥{Live} 羽泉 284578 擁抱{Live} 唐一嘉,范瑋琪

316988 奮戰 童冬軍,大力 305704 擁戴 魏如昀

255964 學你 萬芳 230569 擔心 陳潔儀

230194 學飛 陳明 293200 擔當 韓磊

298235 學愛 甘薇 349850 擔當[HD] 王龍

298032 學會 王菀之 348985 擔當[HD] 偉東

313016 學會 徐峰柏 287906 曇花 方大同

256849 學會 許慧欣 256944 曇花 許美靜

303727 學會 陽蕾 313813 曇花 韓雪

303977 學會 楊丞琳 349430 曉月[HD] 走曉月

304714 學會 趙默 331051 樹風[HD] 黃美珍

336424 學會[HD] 李行亮 346170 樹讀{Live}[HD] 王俊凱,林可欣,我想和你唱

333306 學會[HD] 野人 271704 橘夏 陳柔希

293585 憶秋 張虎 308058 橘頌 王亞平

330713 憶愛[HD] 李佑萱 348442 橘頌[HD] 秦燕群

332719 憶夢[HD] 蒲巴甲 348443 橘頌[HD] 鄭皓文,劉茂蘅,胡宸旭,果立鴻

294068 懈逅 雲菲菲 286465 機場 幻眼樂隊

339044 戰士[HD] 嚴爵 299985 機場 佚名

319788 戰士{Live} 嚴爵 253330 機會 于台煙

270337 戰友 王軍賀 266308 機會 江志豐

283046 戰友 金岩 336403 濃妝[HD] 朱俐靜

297735 戰火 木子俊 319876 濃情 陳瑞

332459 戰豆[HD] 琳琳 310750 濃情{Live} 陳潔麗

289128 戰放 本兮 286452 熾愛 馬常寶,李華

335699 戰神[HD] Mp魔幻力量 311760 燃弦 燃弦樂隊

345635 戰國[HD] Ice Man 293503 燃香 孫艷

343218 戰場[HD] 蘇澤 327904 燃燒 金志文

307165 戰歌 李亞飛 314620 燃燒 彩月團

267242 擁有 余毅 304447 燃燒 零點樂隊

266200 擁有 林宥嘉 331751 燃燒[HD] 成彧

319806 擁有 梁博 335034 燃燒{Live}[HD] 李光,孫楠

291639 擁抱 五月天 333636 燃燒{Live}[HD] 張韶涵

312348 擁抱 王岩 321454 燃點 鄭愷,王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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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52 燃點[HD] 胡夏 307396 融 .解{Live} 蘇紫旭{Live}

284180 燈火 郝雲 326552 螞蟻 范英楠

326437 燈火 潘長江 263860 螞蟻(國) 許廷鏗

288366 燈火{Live} 蔡健雅 286951 螞蟻{Live} 群星

284147 燈塔 丁丁 346301 螢火[HD] Tf Boys

315877 燈塔{Live} 譚維維,宋宇寧,最美和聲 343417 螢火[HD] 黃閱

345237 燈塔{Live}[HD] 黃綺珊 328874 螢光 馮亦然

338830 燈塔{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284833 褪色 星弟

327905 燎原 白舉綱 337803 褪殼[HD] 孫羽希

293414 燒火 劉思思 232164 褪愛 馮偉軍

300157 燕子 佚名 294201 褪變 孔雀哥哥

320645 燕子 胡斌 297488 親人 丁噹

280361 燕子 范瀟勻 262861 親人 劉子千

319892 燕子 馬可謙 339567 親密[HD] 潘裕文

233404 燕子{Live} 黃燦 313247 親情 曹蕙蘭

332365 燕窩[HD] 蘇打綠 322029 親愛 肖琳

298497 燙心{Live} 羽泉 336122 親愛[HD] 肖琳

316122 獨白 陳數 344022 親愛的媽媽{Live}[HD] 李文華

316495 獨行 左立 347465 親親[HD] 崔二丫,黎榆

234113 獨行 齊秦 279515 諷刺 王麗坤

295409 獨行 蘇醒 313087 諷刺 高斌

280713 獨佔 付辛博 298596 諾言 何羽童

342231 獨步[HD] 盧煥剛 301704 諾言 姜育恆

280714 獨秀 付辛博 286251 諾言 楊麗

309840 獨哭 時金鈺 339848 諾言[HD] 鹿晗

344438 獨特[HD] 李宏毅 312329 諾言{Live} 毛阿敏

292203 獨酌 墨明棋妙 313359 諾言{Live} 陳潔麗

292495 獨酌 慕寒,晃兒 292489 賴床 徐鑫

302735 獨唱 張曉瀟 298735 賴婚 佚名

287734 獨寂 劉諾婕,宋馬超 311604 蹁躚 潘成,格子兮

323982 獨照{Live} 容祖兒,狄迪,藍子龍,張一騰,我想和你唱 280571 輸愛 豆子民

341132 獨照{LIVE}[HD] 容祖兒,狄迪,藍子龍,張一騰,我想和你唱 315046 辦證 朱宇

304706 獨聽{Live} 趙默 233364 遲早 黃淑惠

231067 瘸鳥{Live} 陶晶瑩 262814 遲到 孔令怡

310673 積木 陳奕迅 335416 遲到{Live}[HD] 孫楠,叢浩楠

322757 篝火 羽田 308264 遲鈍{Live} 戊道子

232460 糖果 高娜 265127 遲遲 Timereversal時光逆轉樂隊

298067 糖紙 王箏 286197 選擇 孫儷心

268454 翱翔 化學猴子 269497 選擇 晟瑤

322023 蕩婦{Live} 亦帆,葉瑋庭 314630 選擇 馬智宇

256957 蕩漾 許美靜 232376 選擇 高勝美

347459 蕭山[HD] 許磊 279049 選擇 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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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16 選擇[HD] 自由引力 287530 錯愛 湘晉

322869 選擇{Live} 王麗達,湯子星 285051 錯愛 湘晉,湘雨夢

256025 選擇{Live} 葉倩文,吳奇隆 314633 錯愛 劉濤

345382 選擇{Live}[HD] 葉倩文,丁弼洲,我想和你唱 268447 錯愛 劉轉亮

340460 選擇堅強[HD] 陳國強 305468 錯愛 謝言

257932 遺忘 辛曉琪 336335 錯愛[HD] 黃檬

313175 遺忘 張祥洪 314634 錯過 小夕

233410 遺忘 黃玉榮,明道,祝釩剛 263646 錯過 王梓盈

279545 遺忘 魏新雨 270458 錯過 王錚亮

331314 遺忘[HD] 楊洋 285085 錯過 王濤

314632 遺愛 喬海洋 320018 錯過 冷漠,司徒蘭芳

290745 遺憾 朱明 293661 錯過 李晟

312733 遺憾 周明璟 328941 錯過 黃識文

320009 遺憾 孫露 304471 錯過 滿文軍

256962 遺憾 許美靜 332444 錯過[HD] 戚薇

322046 遺憾 歐恒 338533 錯過[HD] 曹雪

283891 遺憾 羅中旭 344821 錯過{Live}[HD] 梁詠琪

331771 遺憾{Live}[HD] 李代沫 267015 錯誤 酒吧傷心人

312433 醒了 白婧 306048 錯誤 顧建華

263935 醒了 楊千嬅 300809 錯覺 李玟

231779 醒了 韓紅 288428 錯覺 孫燕姿

312620 醒來 李志洲 347125 錯覺[HD] 彭清

230745 醒來 陳瑞 231404 錯覺{Live} 霍經倫

297121 醒來 鄧海 262673 錯戀 郝冠英

312434 醒悟 白雪 314636 隧道 唐美華

233593 醒悟 黃鈴 314637 隧道 熊七梅

310260 醒愛 張祥洪 308748 隧道{Live} 李東騁

329744 醒覺 施易男 270438 隨你 王菀之,張敬軒

293169 鋼琴 陳曉東 322064 隨風 崔子格

312419 錢歌 左小祖咒 331949 隨意[HD] 郭靜

326613 錦瑟 陳佳 321672 隨緣 石筱群

306848 錦繡{Live} 李宇春 300119 隨緣 佚名

344053 錫林郭勒大草原{Live}[HD] 格格 324732 隨變 熊汝霖

320017 錯失 張姄 303694 雕像 紫龍

297131 錯位 劉子毅 311431 霓裳 劉子菲

311115 錯怪{Live} 楊冪,劉愷威 288322 靜心 游美靈

324796 錯案 田維英 253870 靜止 楊乃文

348644 錯雪[HD] 宋秉洋 336871 靜止[HD] 容一敏

316630 錯愛 張伊彤 342986 靜止{Live}[HD] 大張偉,楊乃文,蒙面唱將

265921 錯愛 張羽 269198 靜態 張瑩靜

313265 錯愛 莊心妍 310474 靜歎 淘小淘

230541 錯愛 陳淑萍 282160 靦腆 劉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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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866 頹廢 Free Party 298023 懂得 王晶

305848 頻率 蘇打綠 270661 懂得 翊馨

349185 駱駝[HD] 薛之謙 230565 懂得 陳潔儀

285007 鴕鳥 汪思妍 344331 懂得[HD] 孫雪寧

327319 鴕鳥 楊寶心 329397 懂愛 汪佳佳

326662 鴕鳥{Live} 李志 327322 應該 李雪萊

327320 鴛夢 劉馨月 253860 應該 楊乃文

268077 默片 仇澤 336375 懦夫{Live}[HD] 周杰倫

282177 默念 劉炫頡 294910 戲子 劉天助

301317 默契 林志炫 266206 戲夢 林志穎

230481 默契 陳浩民 283999 戲鳳 尹光,李麗儀

268413 默契 劉淑芬 299907 戲鳳 佚名

287219 默認 王錚亮 303003 戲鳳 莊學忠

334360 默認[HD] 王铮亮 312469 戲鳳{Live} 朱咪咪,張偉文

336205 默認[HD] 金池 268622 戲鳳{Live} 吳香倫

301936 默默 飛輪海 313721 戲鳳{Live} 魯振順,林靜儀

230482 默默 陳浩民 318431 擦肩 濤子

345425 默默[HD] 小沈龍 265854 擱淺 張杰

334977 默默[HD] 品冠 336377 擱淺[HD] 周杰倫

305782 龍文{Live} 譚晶 326332 擱淺{Live} 羽田,中國新歌聲

305791 龍文{Live} 譚晶,陳奕迅 327323 擱淺{Live} 楊丞琳,蒙面唱將

339601 龍文{Live}[HD] 包晗言 342418 擱淺{Live}[HD] 楊丞琳,蒙面唱將

330582 龍拳[HD] 周杰倫 289165 曖昧 李祥祥

233137 龍族 黃大煒 289164 曖昧 李瑞豐

310542 龍歌 許哆先森 332869 曖昧[HD] 孫豆爾

302400 龍醒 高杰 341770 曖昧[HD] 楊丞琳

312356 償還 王若琳 349004 曖昧[HD] 薛之謙

231580 償還 韓寶儀 325210 曙光 小愛與花兒樂隊

340810 優點[HD] 李榮浩 313765 曙光 龍舞組合

325109 壓抑 劉力豪 333933 曙光[HD] 李翊君

302358 嬰兒 馬天宇 308111 曙色{Live} 王喆

290924 尷尬 茅小勇 285023 檢討 波拉

338044 幫忙[HD] 徐良,林凡 331054 澀穀[HD] 黃鴻升

336273 彌漫[HD] 李沐非 280939 濕憶 小峰峰

325519 懂了 陳藝搏 299021 濟公 佚名

296428 懂了 黃美珍 347024 濰坊[HD] 天籟天

285704 懂了 聖燕 348488 燦星[HD] 穆斌

230334 懂心 陳星,葉可萌 295303 燦爛 海藻樂隊

349371 懂事[HD] 孫燕姿 327907 燦爛 常石磊

348340 懂事[HD] 陳娟兒 317815 燦爛 許巍

280186 懂事{Live} 侯磊 339303 燦爛[HD] 王冠予

289070 懂得 A-Lin 256105 燭光 葉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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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666 燭光[HD] 謝霆鋒 324097 褻瀆 東來東往

349052 獲得[HD] 黃若熙 287883 謊言 山子華

337794 環遊[HD] 華晨宇 300178 謊言 佚名

307786 環遊{Live} 華晨宇 312628 謊言 李果

331942 療傷[HD] 鄒宗翰 319970 謊言 項毅

308576 瞬息 吳易軒 338761 謊言[HD] 丁悅

254800 瞬間 王心凌 263796 謎底 曉君

265222 瞬間 王錚亮 314643 謎雨 簡紅

289879 瞬間 徐峰柏 280734 謝幕 侃侃

313022 瞬間 徐健淇 316382 謝幕 莊心妍

313071 瞬間 馬智宇 300364 謝謝 佚名

339105 瞬間[HD] 鄧紫棋 321603 謝謝 汪峰

349486 禪韻[HD] 桑吉平措 269923 謝謝 林爽

346698 穗花[HD] 陳昇 289437 謝謝 齊蕭

278552 糜語 糜先生 342236 謝謝{Live}[HD] 汪峰,中國新歌聲

268086 糟糕 代理仁 340454 謝謝你的愛,一起走過的日子{Live}[HD] 李克勤,我是歌手

320720 縮影 莫莫 233432 謠言 黃磊

310025 縱容 高林生 344028 賽里木湖的月光{Live}[HD] 譚晶,歌手

327996 總是 董又霖 287485 賽馬 崔子格

328827 繁花 原子霏 319375 避雨 任然

292083 繁花 鳳凰傳奇 286079 邀月 望海高歌

343552 繁花[HD] 董貞 286571 邂逅 成駿

298574 繁星 至上勵合 322047 邂逅 辛曉琪

344787 繁華[HD] 過又嘉 271719 邂逅 陳珧

348552 繁塵[HD] 沙寶亮 293907 邂逅 陳瑞

282023 聯盟 PMC給力團 303757 邂逅 雲菲菲

343993 聰明的選擇{Live}[HD] 趙傳,珍妮佛 335483 邂逅[HD] 徐良,楊洋

336822 聲音[HD] 李代沫,費玉清 308454 還在 至上勵合

280034 聲音{Live} 李代沫,費玉清 340996 還好[HD] 王錚亮

292935 聲浪(Hoo Hoo Dance) 蕭全 332971 還好[HD] 東南

349506 聲優[HD] 林采欣 308040 還行 王羽臣

339831 臂彎[HD] 徐浩 308042 還行 王羽臣,菲菲

279434 臉譜 斯琴高麗 331567 還我[HD] S.H.E

345318 臉譜[HD] 侯明昊 335724 還我{Live}[HD] S.H.E

233946 臉譜{Live} 黑豹樂隊 340461 還沒往下想[HD] 蔡旻佑

332591 薄霧[HD] 蔡卓妍 312307 還是 天籟之音

284148 薔薇 丁丁 280842 還是 向榮

289406 薔薇 艾怡良 335265 還原[HD] 林凡

256514 薔薇{Live} 蕭亞軒 298997 還家 佚名

230578 虧欠 陳潔儀 309206 還淚 林鵬

334041 虧欠[HD] 伍佰 272004 醜娘 黃瑛

346741 虧欠[HD] 李道鵬 341183 鍊愛[HD] 李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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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96 隱形 佚名 269764 叢飛 李輝

230404 隱瞞 陳曉東 308796 嚮往 李健

315580 隱隱 阮明杰 278676 嚮往 邢繼光

305679 隱藏 鄺美雲 301449 嚮往 泳兒

343590 霜降[HD] 洛天依 263762 嚮往 徐千雅

328975 韓冠 方瑾蕭,秦勝男 303310 嚮往 陳思思

312278 鴻雁 子祺 336589 嚮往[HD] 李健

306856 鴻雁 王琳玲 343721 嚮往[HD] 孫楠

312754 鴻雁 呼斯楞 295637 嚮往{Live} 邢天溯

294211 鴻雁 孟根花 337606 擺古[HD] 凌志輝

321704 鴻雁 紅孩兒 320517 擺脫 西狂

286832 鴻雁 苗苗 267306 斷了 黃智博

302156 鴻雁 格格 339764 斷片[HD] 羅志祥

306857 鴻雁 馬常寶 326339 斷念 灰老闆

321705 鴻雁 陳俐俐 232910 斷念 黃中原

231919 鴻雁 額爾古納樂隊 316235 斷層 遙遠

306029 鴻雁 騰格爾 255981 斷線 萬芳

331831 鴻雁[HD] 沙寶亮 234070 朦朧 齊秦

346783 鴻雁[HD] 周巍 333264 檸檬[HD] 王瑞淇

348690 鴻雁[HD] 烏蘭托婭 305514 歸人 謝采妘

297212 鴻雁{Live} 孟根花 321947 歸來 張思佳

324970 鴻雁{LIVE} 金婷婷 329520 歸來 黃征

316264 鴻雁{Live} 阿迪雅,韓磊,吳駿飛,音樂大師課 305403 歸來 縱貫線

275082 鴻雁{Live} 范海榮 348447 歸來[HD] 七朵組合

287497 鴻雁{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39286 歸來[HD] 任韻淇

268053 鴻雁{Live} 雲杰 343265 歸來[HD] 陳錦嶸

324276 鴻雁{LIVE} 劉沖 338957 歸來[HD] 劉耿

313673 鴻雁{Live} 德龍 349022 歸來[HD] 薩爾組合

286719 鴻雁{Live} 歐陽銘芮 322645 歸來{Live} 滿江,中國好歌曲

331604 鴻雁{Live}[HD] 雲傑,布仁巴雅爾 346177 歸家{Live}[HD] 王祥森

230605 鴿子 佚名 288028 歸航 安東陽

328126 鴿子 黃英 312535 歸宿 冷漠

304592 鴿子(探戈) 舞曲 269344 歸宿 志瑪

341019 鴿子{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30054 歸宿{Live}[HD] 劉德華

311986 麋語 麋先生 321948 歸巢 鴻飛

349192 黏黏[HD] 周興哲,許瑋甯 300475 歸途 佚名

338799 黛玉[HD] 蔣卓嘉 312683 歸途 李蕭寒

297309 黛眉 黎劻宜 266755 歸途 藍琪兒

275178 點心 陳慧琳 308266 歸途{Live} 末裔樂隊

336887 點水[HD] 楊丞琳 312135 歸鳥 竇老三

334281 點亮[HD] 李翊君 345671 歸期[HD] 何龍雨

291902 點頭 李韋 323296 歸期{Live} 王兀,中國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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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67 歸鄉 佚名 301284 藍天 東來東往

313030 歸鄉 格格 233530 藍天 黃義達

232796 歸鄉 鳳飛飛 297002 藍天 解偉苓

323933 歸路{Live} 曲比阿且 297003 藍天 鐘亞華

328703 歸零 Mao毛鵬懿 343344 藍天[HD] DK金大為

319860 歸零 常石磊 315630 藍天{Live} 張惠妹

298122 歸寧 王濱梅 233196 藍天{Live} 黃小琥

308700 獵物 李戈 328872 藍天{Live} 蘭雪,夢想的聲音

319897 獵物 胡艾蓮 347083 藍青[HD] 許飛

345692 獵愛[HD] 馬雨梵 284193 藍綠 李榮浩

302522 獵歌 張少林 330952 藍顏[HD] 鄔禎琳

337604 癒合[HD] 鄭勁松 269398 藏女 擁忠丹增

266310 禮物 江映蓉 286603 藏心 何晟銘

282307 禮物 孫中亮 328032 藏雨 長宇shuhei

287071 禮物 許巍,汪峰,周曉鷗等群星 342933 藏雨[HD] 長宇

233473 禮物 黃立行 348589 藏愛[HD] 王馨

329618 禮物 萬茜 278764 藏鷹 雨禾

323363 禮物{Live} 老狼,中國搖滾天團,我是歌手 232588 豐收 高楓

337177 禮物{Live}[HD] 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294368 豐碑 李永林

329619 禮貌 艾麗雅 288337 豐碑 董貞,小柯

253173 簡訊 徐懷鈺 320803 豐碑 雷佳

300141 簡單 佚名 271967 蹦蹦 Momo Danz

233527 簡單 黃義達 307337 蹦蹦 羅百吉,寶貝

304482 簡單 熊寶貝樂團 343371 蹦蹦[HD] 吳建豪,方大同

316998 簡單 謝承佑 331043 蹦蹦[HD] 魔電女孩

340714 簡單[HD] 秦博 274717 轉山 夜叉樂隊

265097 簡愛 阮以偉 332924 轉角[HD] 韋琪

316563 簡愛 孫燕姿,Shigga Shay 313060 轉身 酒吧傷心人

305816 簡愛 龐曉宇 232530 轉身 高慧君

301867 繡花 郁可唯 283662 轉身 陳子胤

284126 繡花 梁靜茹 324134 轉身 樊凡

338744 翻篇[HD] 賴偉鋒 306863 轉身 曉楓

325885 舊友 星弟,小賤 301336 轉動 林俊傑

256512 舊事 蕭亞軒 300334 轉彎 佚名

278842 舊城 Shelly 佳,蘇霏 278713 轉彎 阮丹青

326528 舊夏 御風 310557 醫生 許嵩

321552 舊夢{Live} 齊秦,中國之星 318669 鎖心 陳雪君

349997 舊夢{Live}[HD] 郁可唯,歌手 318090 鎖年 可人

313067 藉口 馬常寶 318092 鎖念 陳寶欽

341442 藉口[HD] S.H.E 318091 鎖影 旭佳非

348585 藉口[HD] 歆小瑤 307306 闖宮 王麗雲,邱金約

300808 藍天 李玟 328092 闖狼 古享林

Page 12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8096 闖蕩 韋思琪 344544 離愁[HD] 張語婕

336864 闖蕩[HD] 蔣大紅 256527 離境 蕭亞軒

282259 闖關 品冠 294750 離歌 黃綺珊

336365 雙刀[HD] 周杰倫 313545 離歌 夢成

341839 雙刀{Live}[HD] 李瑞軒,中國新歌聲 329765 離歌{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265218 雙子 王菲菲 287281 離歌{Live} 李玲玉

312702 雙手 汪蘇瀧 342978 離歌{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311784 雙手 蕭全 339074 離歌{Live}[HD] 馬吟吟,中國好聲音

279991 雙生 小龍宋 337867 離歌{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233318 雙飛 黃曉明,丁噹 278244 離殤 小5

270749 雙飛(國) 胡鴻鈞 293734 離殤 王瑞淇

304311 雙魚 葉蓓 328965 離殤 初晨

285558 雙親 龍智祥 314663 離殤 張宇軒

303827 雞園 黃美詩 338538 離殤[HD] 小小浩

294759 離人 吳晶晶 343393 離殤[HD] 余火靈

290001 離人 柯以敏 335681 離譜[HD] 黃宥傑

344828 離人{Live}[HD] 林志炫,我是歌手 286475 鞭炮 王大文

335757 離人{Live}[HD] 夏瑤 289550 額吉{Live} 降央卓瑪

342977 離人{Live}[HD] 靳東 256968 顏色 許美靜

287937 離去 王菲兒 288560 顏色 陳楚生

288349 離去 熊大 283713 顏色 陳睿

322202 離別 宋孟君,格子兮 305154 顏色 鄭智化

256967 離別 許美靜 334346 顏色[HD] 陳楚生

318102 離花 黃智毅 311012 騎士 黃齡

286086 離城 莫老 309355 鯊魚 鄧廣福

288352 離夏 熊胡傑 266357 壞人 洪顏

304470 離家 滿文軍 312378 寵兒 王鳴飛

234350 離島 龔柯允 342241 寵兒[HD] 林宥嘉

308738 離場 李佳薇 340849 寵兒{Live}[HD] 王鳴飛

265698 離開 Mc Hot Dog,張震嶽 314912 寵愛 Tfboy

312870 離開 青稞蕎麥 316050 寵愛 王曉敏

306102 離開 郁冬 294962 寵愛 吳莫愁

306865 離開 家樂 338328 寵愛[HD] Tf Boys

313299 離開 郭靜 346028 寵愛{Live}[HD] 王俊凱,周倩,林可欣,郭蓉,我想和你唱

305307 離開 蕭薔 339445 寵愛{Live}[HD] 時政糍

330436 離開[HD] Mc Hot Dog,張震嶽 306868 寵溺 馬汝瓏

345774 離開[HD] 央措柯秀 266805 寵壞 袁攀,李涵,陳小宇

345775 離開[HD] 石頭 334568 懲罰[HD] 羽泉

346351 離開[HD] 石頭 329398 懲罰{Live} 閻奕格,夢想的聲音

324557 離雁 成泉 312569 懶豬 吳婷

339858 離傷[HD] 劉泫雨 295507 懷念 金久哲

327338 離愁 成銘 286898 懷念 袁威,貓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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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95 懷念[HD] 蔡依林 275097 關懷 董鳴華

255287 懷念{Live} 王菲 318105 難忘 林霞

304257 懷念{Live} 群星 230516 難忘 陳淑樺

269964 懷抱 桑蘭,譚雙劍 320853 難舍 姜楠

263945 懷珠 楊宗緯 347503 難為[HD] 阿熏

309790 懷想{Live} 容中爾甲 318104 難得 安來寧

255288 懷疑 王菲 346774 難得[HD] 權振東

270557 懷疑 章晨洋 335060 難愛[HD] 歐宇涵

231154 懷疑 陸毅 338539 難搞[HD] 張惠妹

291996 懷疑{Live} 烏拉多恩 303417 難道 陶莉萍

331833 懷舊[HD] 潘裕文 289502 難道{Live} 陳楚生

303220 攀緣 陳代全 335982 難道{Live}[HD] 申鈺林,中國好聲音

297661 爆肝 五月天 280731 難說 佟宇

298415 爆發{Live} 朱娜 268922 難題 小5

230340 癡心 陳曉娟 286552 霧凇 劉牧

267322 癡夢 黃英 278547 霧靄 石梅

309651 癡蠶 韋明華 312551 願望 吳文煜

299959 羅拉 佚名 346363 願望[HD] 司徒駿文

230572 羅拉 陳潔儀 313037 願意 海浪

299385 羅漢錢-回憶 佚名 297183 顛倒 楊丞琳

341495 羅賓[HD] 張敬軒 341207 鯨魚[HD] 林煌

348590 藥引[HD] 許佳慧 284187 麗江 李健

343346 藥方[HD] 陳超超 328127 麗莎 阿勇

332245 證明[HD] Flumpool 234330 麗麗 龐龍

331252 證明[HD] 張雷 283600 勸夫 唐麗君

319971 證據 張偉 268240 勸愛 六哲,蔡曉

253867 證據 楊乃文 290574 孽子 周品

283330 證據 劉籽辰 290270 孽愛 路童

299279 贈別 佚名 290145 孽戀 花小賤,夏婉安

299883 贈塔 佚名 290729 寶貝 方瑄

297059 贊了 裴澀琪 312432 寶貝 白江濤

327341 蹭梯 李雪萊 278137 寶貝 吳佩佩

289472 邊界 汪峰 263566 寶貝 宛金秋

323472 邊緣 楊晨暉 312902 寶貝 洪立

344816 邊緣[HD] 谷小雨 313153 寶貝 張真菲

279165 邊關 江濤 303059 寶貝 莫文蔚

315813 邋遢 仲崇龍 234300 寶貝 龐龍

301161 鏡子{Live} 周俊偉 306046 寶貝 顧建華

347989 鏡像[HD] 戚薇,VaVa 344273 寶貝[HD] 吳陌川

348646 鏡像[HD] 戚薇vava 344272 寶貝[HD] 吳詩曼

304302 關心 葉倩文 282961 寶貝{Live} 趙敬一

336865 關心[HD] 柯以敏 283855 寶貴 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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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697 寶貴[HD] 蘇運瑩 231851 飄雪 韓雪

301524 寶藏 阿朵 340778 飄雪[HD] 邰正宵

347287 寶寶[HD] 王亦心 274633 飄落 佚名

292354 懸崖 尚雯婕 324186 飄落 沈波

234067 懸崖 齊秦 360383 飄落 黎田康子

293068 懸崖 鄭陽 286082 飄零 梅艷芳

327348 懸崖{Live} 塔斯肯,貓黛麗赫本,蒙面唱將 231160 飄影 陸毅

336670 懸崖{Live}[HD] 吳晶晶 254822 飄飄 王心凌

341966 懸崖{Live}[HD] 李琦,蓋世英雄 279451 騰飛 孫楠

332717 懸崖{Live}[HD] 萱萱,崔蘭花 289542 黨魂 毛一涵

299420 獻花 佚名 278384 囂張 李俊旭

232895 籃球 麻吉弟弟 324976 囂張 鍾舒祺

304079 籍口 溫兆倫 347682 囂張[HD] 陳信喆

324942 繼續 趙鑫 341214 屬於[HD] 梁靜茹

269718 蘆花 李潮 298701 攜手 佚名

329680 蘆花 奔月 299830 櫻花 佚名

295596 蘆花 馬常寶,劉雲 327352 櫻花 秦御峰

231321 蘆花 雷佳 304544 櫻花(慢四) 舞曲

323430 蘆花{Live} 王妮娜 326382 櫻約 徐嘉謨

327349 蘇少 蘇振華 303789 灌醉 黃文格

304625 蘇醒{Live} 蒼茫 339789 灌醉[HD] 高夫

345332 蘋果[HD] 謝和絃,頑童mj116瘦子 314671 續情 郭曉慈

341821 覺悟[HD] 袁姍姍 302328 續緣 郝雲湖

316143 覺醒 Timez 348553 續緣[HD] 李敏軒

270146 覺醒 汪峰 318411 纏鬥 倪安東

330799 觸動[HD] 潘瑋柏 279953 蘭夜 董貞

297272 觸電 4 In Love 285165 蠟人 羽泉

230911 觸電 陳譯賢 347085 蠢蠢[HD] GNZ48

330456 觸電[HD] S.H.E 326617 鐵拳 筷子兄弟

330025 觸電{Live}[HD] S.H.E 256965 鐵窗 許美靜

230110 釋放 陳慧琳 300398 露水 佚名

346766 釋放[HD] 圈圈 233336 露水 黃格選

312426 釋放{Live} 末裔樂隊 313825 露水 藍芷兒

327351 釋愛 蘇振華 328969 霸道 麋先生

338531 釋愛[HD] 郝莉莎,楊勵澤 343399 霸道[HD] 糜先生

280601 釋懷 楊斯壬 335316 驀蘭[HD] 阿蘭(Alan)

332375 釋懷[HD] 袁詠琳 279428 魔力 書畫

298008 飄雨 王傑 330027 魔力{Live}[HD] S.H.E

321692 飄流 黃韻玲 278248 魔女 小賤

334158 飄香[HD] 譚晶 306878 魔女 陳姍姍

323495 飄雪 初晨 340152 魔女[HD] 吳亦帆

320047 飄雪 蒙恩 290261 魔方 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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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124 魔方 齊雅 337222 聽海{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233611 魔戒 黃閱 342037 聽海{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39597 魔法[HD] 沈丹丹 342916 聽海{Live}[HD] 羅中旭,師鵬,蒙面唱將

297241 魔法{Live} 183Club 349508 聽雪[HD] 張碧晨

230711 魔星 陳瑞 278416 聽琴 李虎

256533 魔術{Live} 蕭亞軒 340969 聽愛[HD] 黃荻鈞

323667 囉嗦 單小源 335578 聽溪[HD] 策力木格

231599 攤牌 韓寶儀 233763 聽話 黎姿

230917 歡場 陳輝 315246 聽說 李聖傑

299172 歡聚 佚名 328844 聽說 陳夢莉,董思怡

312717 歡聚 肖琬露 286559 聽說 華子

302198 歡聚 烏仁娜,吳清明 314678 聽說 魏如昀

289582 歡樂{Live} 丁曉紅 344487 聽說[HD] 王程程

262429 歡顏 李悅君 349096 聽說[HD] 亦勳

304416 歡顏 鄒芮 310097 聽濤 常思思

286698 歡顏{Live} 林志炫 347075 聽聽[HD] 楊藺

234124 歡顏{Live} 齊豫 317999 襲城 姜潮

331229 歡顏{Live}[HD] 平安 328895 讀心 松林

335906 歡顏{Live}[HD] 周深,中國好聲音 271809 讀你{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283207 灑脫{Live} 黑豹樂隊 330283 讀你{Live}[HD] 蔡琴

311433 聽天 劉子毅 313833 讀愛 顏小健

322007 聽心 張津涤 343409 饕餮[HD] 南征北戰

298451 聽吧 朱樺 331401 驕傲[HD] 胡靈

286629 聽吧{Live} 李泉 344075 驕傲的花[HD] 張燕峰,黃鶴

315925 聽我 徐千雅 262516 戀人 顧莉雅

265050 聽見 Js 347775 戀人[HD] 千撒烏呷

312291 聽雨 小徐兒 337970 戀人[HD] 羅中旭

295103 聽雨 張旭 296429 戀人{Live} 羅中旭

333630 聽雨[HD] 張雷 283461 戀上 蕭羽心

349098 聽雨[HD] 雲菲菲 303610 戀上(另)一個人 游鴻明

281579 聽海 陶虹旭 300386 戀你 佚名

329654 聽海 魏雪漫 255972 戀你 萬芳

342243 聽海[HD] 谷微 298020 戀味 王晶

342493 聽海[HD] 谷微 230731 戀花 陳瑞

285176 聽海{Live} 肖灑,喬維怡 338033 戀香[HD] 郁可唯

269891 聽海{Live} 林利 333783 戀尋{Live}[HD] 韋唯

315247 聽海{Live} 張惠妹 280159 戀愛 光良

317940 聽海{Live} 陳小春,鄭伊健,謝天華,林曉峰,錢嘉樂 262634 戀愛 胡杰夕

256123 聽海{Live} 葉倩文 332521 戀愛abc[HD] 斯琴高麗

287787 聽海{Live} 潘越雲,阿蘭(Alan) 312600 戀歌 宋熙銘

307452 聽海{Live} 鄭淳元,我是歌手iii 325710 戀歌 香香

270798 聽海{Live} 蘇姍 266844 戀歌 說果九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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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72 戀歌[HD] 劉嘯 344049 釂[HD] 苗小青

333020 戀蝶[HD] 張津涤,方鸝鸝 300315 靈感 佚名

342757 戀戰kagonma[HD] Lunar 304893 靈魂 劉虹嬅

349373 戀灣[HD] 李丹鳳 346784 鷹翔[HD] 周巍

341103 竊愛[HD] 周杰倫 284489 鹽城 劉孟哲

303393 蘿拉 陳潔儀 301759 觀眾 紀文惠

342936 蠱夢[HD] 小榮童鞋qaq,饅頭妞 342942 觀眾[HD] 楊丞琳

290107 變了 祁哲西 270105 觀畫 段婷婷

319973 變了 梁博 263758 鑰匙 徐健淇

304768 變了 趙薇 265585 讚美 劉大毅,田華

262565 變化 何維健 328898 讚歌 胡斌

230549 變天{Live} 陳潔儀 313031 讚歌 格格

255366 變幻{Live} 王菲 266407 讚歌{Live} 烏蘭圖雅

308035 變心 王冰洋 234026 讚歌{Live} 齊峰

265113 變心 石梅 253197 鑽石 徐熙媛

340984 變生[HD] Doublex2 303032 鑽石 莊學忠

340983 變妝[HD] 范小倩 266218 鑽石{Live} 林沖

305774 變節 羅鐘寅 330639 豔火[HD] 張懸

316702 變裝{Live} 李霞兒 309087 豔遇 尚裘峰

304705 變數 趙默 292662 豔遇 林凡

230677 變臉 陳琳 292932 豔遇 蕭亞軒

347098 變臉[HD] 平安 333039 豔遇[HD] 李泉,李昕芸

230639 驗傷 陳珊妮 292348 驪歌 小虎隊

329787 驚醒 倪梓悠 299986 驪歌 佚名

348682 驚蟄[HD] 陳致逸 329001 02 Dizzy Dizzo 蔡詩芸,頑童mj116

232767 驛站 鳳飛飛 293150 101次心動 陳勢安

348684 體面[HD] 于文文 345793 123[HD] 郭欣桐

233906 體貼 黎瑞恩 341330 12月22[HD] 蔡琴

305562 體貼 謝若琳 263942 180公里 楊天寧

307130 體會 徐新軍 297463 2 Different Tears-中文版 Wonder Girls

230062 體會 陳慧琳 281080 20分鐘 本兮

233954 體會 黑豹樂隊 253212 21世紀 徐若瑄

305062 體會{Live} 蔡健雅 326671 30年 西山樂隊

343598 體溫[HD] 周蕙 338182 30啊[HD] 陳嘉樺

271084 體諒 許志安 310305 37度 張萌萌

301417 體驗 林憶蓮 278846 52 赫茲(國) The Verse

300454 鱒魚 佚名 297458 60分 Twins

303839 鱒魚 黃國俊,江得勝 330002 612星球{Live}[HD] S.H.E

232903 鱒魚 麼紅 345797 700{Live}[HD] 潘瑋柏戰隊,中國有嘻哈

303091 讓位 許美靜 267131 80的我 陳宏慶

230240 讓步 陳明真 265341 80的歌 袁野

283989 讓愛 邵洪 326672 90後 祖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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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166 A B C 王懿,王嘯坤 263987 Brand New Day 袁詠琳

347520 A Pop Song{Live}[HD] 李宇春 320890 Brand New Life 羽泉

347147 A.I. 愛[HD] 王力宏 334947 Break It Down[HD] Spexial

322936 A4腰 大慶小芳 342999 Break Me Down[HD] 目思者樂隊

310763 Aa制 陳藝禎 267837 Bubble泡沫 鄧紫棋

336475 Action Go![HD] 畢書盡 266070 Buried Our Love 本兮

331168 Against All Odds[HD] 劉歡,權振東,吉克雋逸,徐海星,袁婭維 336919 By My Side[HD] 畢書盡

265057 Agogo時代 Mvg 284969 Call Call Call 林采緹

256826 All About Us 許慧欣 314740 Call Me Baby EXO

301500 All About You 金莎 231061 Call My Name{Live} 陶晶瑩

283924 All For You 任浩銘 317077 Cat And Mouse By2

298522 Alone In Lonly{Live} 羽泉 321717 Change Your World 張靚穎

256397 And I Know 蕭亞軒,順子 338888 Change Your World[HD] 張靚穎

324198 Angel And Devil A'N'D 345429 China Trap House[HD] Tpa,Al Rocco,艾菲

284965 Are You Ready 林惠敏,楊丹 304642 Close To You 趙之璧

283371 Are You Ready 張惠妹,李琦,塔斯肯,劉雅婷,王拓 298325 Come On Everybody 因果兄弟

325712 Are You Ready 曉田 338082 Come To Mami[HD] 袁詠琳,Mp魔幻力量

286708 Are You Ready{Live} 林惠敏,楊丹 338185 Come To Mami[HD] 袁詠琳,廷廷,嘎嘎

336912 Are You Ready{Live}[HD] 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268330 Come To Me{Live} 劉亭婷,李霞,黃晨霞

338551 Are You Ready{Live}[HD] 楊寶心,中國好聲音 263363 Count On Me 孫耀威

270573 Asia亞洲 索南扎西 252932 C大調 張韶涵

315636 A摟v 信 322211 C語言 The Dears

335443 Bar Bar Bar[HD] 左左右右 254756 Da Da Da 王心凌

330697 Bb88[HD] 方大同 303681 Da Da Da 童星

320888 Be My Lover Ume Band 305293 Daddy's Little Girl 蕭蕭

344087 Be Ur Man[HD] 柯有倫 312780 Dance With Me 明聖凱

344088 Beatbox的那個[HD] Echo 李昶俊 335502 Dance With Me[HD] 李玉璽

302648 Because It's You 張勛傑 305538 Dancing All Night 謝金燕

267981 Because Of You 嚴蕊 287409 DANCING GOOD GOOD 鐘昀呈

230928 Bed Time Story 陳達偉 295704 Dedicate My All 鍾舒漫,馮允謙,謝文雅,彭紀諺,Eternity

346791 Bee With U[HD] 輝子,張語格 233792 Dna出錯 黎明

325713 Beijing To Berlin Tricky,艾菲 300298 Do Re Mi 佚名

305851 Believe In Music{Live] 蘇打綠 295705 Do Re Mi 李琦

331240 Black Or White[HD] 張瑋 314932 Do Re Mi{Live} 胡鈺佳

328145 Blah Blah Blah 譚維維 327361 Do You Know 林奕匡

274607 Boom Bi Boom S翼樂團 313623 Do You Know 劉蕊绮

275010 Boom Boom Boom 王繹龍 305059 Don't Be Quiet 蔡孟臻

316796 Boom Boom Boom 金燦 304650 Don't Give Up 趙芬妮

313407 Boom Boom Boom 紫薇 316755 Don't Go Back 孟楊

256398 Born To Choose 蕭亞軒 312496 Don't Say Goodbye 艾琦恩

342544 Boy In Luv[HD] 防彈少年團 301734 Don't Say Goodbye 柯有倫

341624 Boyz On Fire[HD] Spexial 256972 Don't Say Goodbye 許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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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07 Dont Say Goodbye[HD] 艾綺恩 340245 Gotta Give Me[HD] Io樂團

253130 Don't Say Goodbye{Live} 徐懷鈺 340785 Gotta Go![HD] RubberBand

348032 Door And Key[HD] Bigdog王可,輝子,趙濤,葛磊stone 344097 Gps密封令[HD] 蜜蜂少女隊

311230 Dreamin Of You 鄔禎琳 233274 Grace Dj版 黃志瑋

344848 Dreams Fly Higher[HD] 開心快樂組合 231874 Gypsy女人{Live} 順子

310453 Eleven To Seven 曹震豪,楊淇 297662 Happy Birth Day 五月天

333927 Enjoy My Life[HD] 李煒 301552 Happy Boy&Happy Girl{Live} 阿雅

330032 Everyone Is No.1{Live}[HD] 劉德華 319459 Happy Ma Ma 自由發揮

404809 E時代 陳妃 330600 Happy New Year[HD] 四分之三

317082 Facing The Sun{Live} 黃鈴凱,中國好歌曲 305277 Hello My Friend 蕭賀碩,古皓

262655 Falling In Love 花世紀樂團 317085 Hello My Friends Tpi

336480 Falling In Love[HD] Twinko 344572 Hello 大叔[HD] 李曉杰

342252 Falling In Love[HD] 蘇醒 325923 Here We Are{Live} 華晨宇,挑戰者連盟

345803 Fat Boy Flow{Live}[HD] 大魚,艾福傑尼,中國有嘻哈 324475 Here We Go 廖夢心

233353 Feel So Good 黃淇 295715 Hero And Angel 美寶

310193 Feel The Beat 張根碩,Big Brother 297385 He's From Africa Mon Mon

344094 Feel The Heat[HD] 小男孩樂團 338891 Hey People Say[HD] 自由發揮

278577 Feel Your Heart 胡靈,石磊 330654 Hey 寶貝[HD] 張遠喆

335539 Find The Way[HD] 畢書盡 297614 Hi 小姐 小賤

348033 Fire In Sky[HD] 敖犬 336339 Hi！有我在[HD] 龍寬

338187 Fly With Me[HD] 溫嵐 284355 High High High{Live} 丁于,田斯斯

263100 For My Husband (謝謝你愛我) Makiyo 314938 High High High{Live} 張惠妹

255092 For No Reason 王若琳 310200 Hip Hop Party 張真菲

341471 Fun Fun Fun[HD] 包偉銘 310531 Hit The Rhyme 蛋堡

330439 Get It Hot[HD] Mic男團 336118 Hold Me Tight[HD] 皇后皮箱

293345 Get It Hot{Live} Friday 282951 Hold不住 譚維維

297275 Give Me Five 5分之1 338191 Hold不住了[HD] 瀟峰

323506 Give Me Five 趙奕歡 280990 Hold住愛 張郎

342257 Give Me Five[HD] 章小軍 297370 Hollywood 銘心 Michael孫

302342 Give Me Love 閃亮三姐妹 327365 Home Sweet Home 鍾舒祺

337876 Give U All[HD] 李泫憙 293715 Homies兄弟 游恩杰

269866 Go Go Fighting 杭士琁 330906 Honey Honey Honey[HD] 蕭亞軒

346389 Go Go Go[HD] 程芷渝 294411 How You Feel 柒拾趴

320895 Go My Way 孫齊德,江曉錨 329010 Hurt Me Boy Bingo

279803 Go To Hell 潘成 330150 Hurt So Bad{Live}[HD] 張敬軒

340490 Good As You[HD] 張鎧麟 348036 I Am Awak[HD] 馬伯騫

327364 Goodbey My Love 李玉璽 298080 I Am Sorry 王蓉

318844 Goodbye & Goodnight 柯智棠 323510 I Believe 2 汪蘇瀧

232614 Goodbye My Darling 高榕 341232 I Believe 2[HD] 汪蘇瀧

291052 Goodbye My Love 馬長勝 331861 I Can Believe[HD] 符瓊音

315641 Goodbye My Love{Live} 蕭敬騰,徐詣帆 233088 I Can Fly 黃嘉千

275012 Goodbye青春 王繹龍 338193 I Can Say[HD] 王浩(Mic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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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33 I Can't Cry 徐懷鈺 347533 I'm The Best[HD] 敖犬

302621 I Don't Believe 張峰奇 262332 I'm Your Dreamgirl Dreamgirls

342547 I Don't Cry[HD] 無法溝通 288482 In My Eyes 楊謹

343003 I Don't Know[HD] 王詩安 262568 In The End 何韻詩

321720 I Got You Ice Man 303699 In The End 絲襪小姐

295719 I Love You Ok繃 341857 In The Zone[HD] 許馨文,Alex Hong

263293 I Love You S.P.Y 341630 In Your Eyes[HD] 楊丞琳,羅志祥

325215 I Love You 尹飛兒 231889 Inspiration 靈感 順子

290314 I Love You 金少祥 263543 Is This All 吳建豪

288615 I Love You 阿木 284134 Is This Love 逃跑計畫樂隊

330458 I Love You[HD] S.P.Y女團 254369 It's Just Love 汪佩蓉

333653 I Miss U[HD] 本兮 305423 It's My Day 薛凱琪

348706 I Miss U[HD] 楊琦穎 279598 It's My Life[中國最強音](國) 熊汝霖

301603 I Miss You 青春美少女組合 327367 It's My Time 黃若熙

274949 I Miss You 湯加麗 263016 It's My Time(國) 林育群

301923 I Miss You{Live} 風之翼 283200 It's My Time{Live} 黑豹樂隊

346788 I Need Love[HD] 張智成 334518 It's My Way[HD] 柳妍熙

232888 I Need U 麻吉弟弟 330719 It's The Time[HD] 李在元

346801 I Need U[HD] 張藝興 303277 It't A Party 陳宥臻

275013 I Need You 王繹龍 233152 I七桃 黃子佼

262074 I Need You 艾怡良 295722 Just Eat It 鯨魚島樂隊

332437 I Need You[HD] 小宇宙 304423 Just One Love 零峰

280811 I Wanna Rock 劉雅婷,中國好聲音 298371 Just One Moment 年少

306035 I Wanna Rock 櫻桃幫 335700 Just Say It[HD] Popu Lady

336476 I Wanna Say[HD] 畢書盡 302605 Just Tell Me 張盈

315642 I Want You 至上勵合 294296 Keep Hold On 強裕涵

262400 I Want You 蛋堡 256828 Keep It Up 許慧欣

337825 I Want You[HD] 至上勵合 347535 Keep The Feeling[HD] Bigdog王可

335900 I Want You{Live}[HD] 勞曉音,蕭敬騰 317089 Kiss Kiss Kiss 翁航融,拾音社

290237 Ich Liebe Dich 譚維維 285648 Kiss Me Baby 無限甜心

233179 If I Could 黃小楨 279030 Kiss My Life 高玉玫

333501 If You Believe{Live}[HD] Suby 343006 K歌之王[HD] 陳奕迅

320069 I'll Be Back 張瑋 326682 La La La Snh48

346391 I'll Be There[HD] 汪蘇瀧 302868 La La La 脫拉庫,盧巧音

330907 I'll Be There[HD] 蕭亞軒 336162 La La La[HD] 包偉銘

302560 I'm A Dreamer 張杰 342263 La La La{Live}[HD] Snh48

281449 I'm Just Fine 褚喬 256829 Lay Your Love 許慧欣

320070 I'm Not Afraid 劉忻,姜潮 233455 Leave Me Alone 黃立行

336926 I'm Not Yours(Extended)[HD] 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345809 Leave Me Alone{Live}[HD] 王樂汀,中國新歌聲

336308 I'm Not Yours[HD] 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301985 Let It Fly 唐丹

344854 I'm So Ok[HD] 蜜蜂少女隊 274992 Let It Go 猴子飛行員

301083 I'm So Sorry 那英 342264 Let It Go[HD] 周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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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557 Let It Go[HD] 葛仲珊 295726 Love You Baby 吳梓涵

256404 Let It Go{Live} 蕭亞軒 310306 Made In China{Live} 張萌萌

342265 Let It Go{Live}[HD] 李佩玲,中國新歌聲 332431 Make A Wish[HD] 周渝民

232889 Let Me Free 麻吉弟弟 340788 Make It Big[HD] 張靚穎

325716 Let Us Try 葉俊岑 311103 Man Man Man 楊棋涵

256830 Let You Go 許慧欣 330603 Maybe的機率[HD] 大嘴巴

337791 Let You Go[HD] 華晨宇 306118 Me & U 弦子

322216 Let You Go{Live} 牛奶咖啡,中國好歌曲 336486 Meggie Show Time[HD] 賀美琦

295724 Let You Go{Live} 華晨宇 323514 Money Money Home 賴偉鋒

308719 Let's Get Loud{Live} 李宇春 341350 Money Money Home[HD] 賴偉鋒

300714 Life's A Struggle 宋岳庭 233308 Moopa暮趴 黃曉明

346396 Life's A Struggle{Live}[HD] VaVa,中國有嘻哈 256408 More More More 蕭亞軒

279635 Light Me Up(粵) 楊千嬅 302296 Morning 2 You 袁泉

348043 Light The City[HD] Vicky楊顏菲 344576 Mr. A Team[HD] A Team

349199 Like A Bird[HD] 逃跑計畫 343614 My Dear You[HD] 辛曉琪

343424 Like A Fool[HD] 冪雅 343425 My Dear You{Live}[HD] 辛曉琪

305566 Ling Ling Ling 謝娜 233395 My Guiding Light 黃烈傳

322944 Listen To Me 李佑晨 322947 My Happy Song 李一哲

256973 Little By Little 許茹芸 333802 My Heart Disk[HD] 黃義達

340787 Longing For You[HD] 周筆暢 344857 My Lost Lover[HD] 陳雅森

297318 Love *3 飛兒樂團 297287 My Lovely Girl{Live} B.A.D

322218 Love Can Fly{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41635 My Only Love[HD] 柯有倫,林明禎

346803 Love Can Touch[HD] 查可欣 342073 My Own Life[HD] 周筆暢

303347 Love Comes Again 陳淑樺 336488 My Summer Rain{Live}[HD] 唐寶

327371 Love In Heart 苗杰 232531 Na Na Na 高慧君

344103 Love Is Over{Live}[HD] 李健,歌手 295575 Need To Know{Live} 陳翔

317090 Love Is Pain 妤楨 301048 Never Love Again 秀蘭瑪雅

305730 Love Is Power 璽恩 322222 Never Say Goodbye 楊玨婷

293543 Love Is True 平安 302434 Never Say Good-Bye 動力火車

343611 Love Is You[HD] 趙奕歡 335548 Never Say Never[HD] 溫嵐

288618 Love Love Love Exo-M 269861 No No No 楊謹

312481 Love Love Love 江若琳 343615 Nothing Ever Changes[HD] S.H.E

334827 Love Love Love[HD] 蔡依林 300941 Now And Forever 李聖傑

288619 Love Love Love{Live} 彭也 295531 Now Follow Me 阿譯

334477 Love Love Love{Live}[HD] 彭也,陶喆,黃綺珊 265811 O Ley O 尚雯婕

263522 Love Me Boy Up Girls 312832 Oh My Baby 金奕萱,任忠睿

315648 Love Me Right EXO 284497 Oh My Baby 劉孟哲,金奕萱

297433 Love Oh Oh Saya 342267 Oh My God[HD] 黃明志,玖壹壹

231882 Love Shunza Megamix 順子 349575 Oh My Love[HD] 王奕心

330743 Love U U[HD] 林俊傑 336938 Oh My Love[HD] 宋孟君,遲漠寒

338896 Love With You[HD] Tf Boys 265367 Oh Oh Oh 周逸涵,陳旭

323512 Love You Baby 吳芊興 345817 Oh Oh Oh[HD] Uv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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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81 On And On 旺福 343617 Ring Ring Ring[HD] S.H.E

338899 On And On[HD] 旺福 281415 Rock For Love 范逸臣

359355 On Every Line 陳柏宇,李吉漢,溫力銘 300544 Rock The Party 佚名

254760 On My Way 王心凌 294165 Rock Your Body 唐藝

278586 On My Way 花世紀樂團 232286 Rock Your Body 高以愛

325719 On My Way 萬翔 289556 Rock Your Nigh Popu Lady

336492 On My Way[HD] 花世紀樂團 311522 Rose Of Heaven 劉程伊

329019 On The Edge Far East Movement,曲婉婷 314942 Rumble Tumble Dance 趙炫棋

346403 On The Top[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295736 Run Baby Run 董事長樂團

333545 One Day More{Live}[HD] 吳克羣,張韶涵 338158 Run Baby Run[HD] 董事長樂團

285896 One Day Song 怕胖團 345436 Run Run Run[HD] Lunar

335611 One More Chance[HD] 蕭閎仁 339610 Run Run Run[HD] 徐浩,朱元冰

344107 One More Time[HD] 大賀兄弟 262242 Running 跑，逃 陳冠希

343616 One More Time[HD] 郭美美 253596 Sa Li Da{Live} 曾淑勤

328159 One Two Three 郭芷源 262901 Sai'celen堅持 拉衛士

303448 Open Your Eyes{Live} 陸毅 232216 San Bai No{Live} 騰格爾

330128 Open Your Eyes{Live}[HD] 張惠妹 295738 Say Good Bye 阿譯

323516 Open Your Heart 劉銘 322224 Say I Do 弦子,李茂

344858 Our Pop Song[HD] 鄭宜農,盧凱彤 345818 Say Love Me[HD] 邢舟

284938 Our Show Time 李魏西 347163 Say Love You[HD] 羅藝歆

341031 Pa Pa Pa[HD] Rella 338901 See You Again{Live}[HD] 長宇,中國好聲音

267870 Party All Night N2O 341860 See You Again{Live}[HD] 劉雪婧,中國新歌聲

327377 Peace And Love 猴子飛行員 263083 See You Later 黎明

271076 Play With Style 許嵩 320904 Seek And Hide 女孩與機器人

336494 Play 我呸[HD] 蔡依林 233510 Set Me Free 黃義達

348050 Please Come Home[HD] 林瑪黛 335181 Set On Fire[HD] 陳惠婷

305138 Pom Pom Girl 鄭希怡 266254 Sha La La 楊振龍,Benylan,茶米

311074 Power Of Hope 楊帆,張敬豪(耀樂團) 305409 Sha La La 翼勢力

322948 Power To Go 陳坤 328164 Shady With Me{Live} VaVa,夢想的聲音

315652 Pr Pr Pr 鄒靜 233925 Shake It Baby 黑澀會美眉

317097 Price Tag {Live} 李嘉琪,中國好聲音 297380 Shake Your Body Momo姐姐

303779 Proud Of You{Live} 馮曦妤 290302 Shake Your Body 郭富城,蔡依林,羅志祥,吳莫愁

316478 Qq愛 王麟 334876 Shake Your Body[HD] 郭富城,羅志祥,蔡依林,吳莫愁

329021 Queen Of Queens 葛仲珊 335300 Shake Your Body[HD] 蔡依林,郭富城,羅志祥,黃曉明,吳莫愁

263198 Ready For Love Olivia Ong 310853 Shall We Hope 棉花糖

230939 Ready For Love 陳韋汝 230424 Shall We Love 陳曉琪

332246 Ready For Love[HD] Olivia Ong 343014 Shall We Talk[HD] 陳奕迅

311057 Ready Or Not 楊千嬅 344578 Shall We Talk{Live}[HD] 梁譯木,跨界歌王

330178 Ready Or Not&妖女{Live}[HD] 楊千嬅 342554 Shall We Talk{Live}[HD] 黃雅莉,蒙面唱將

262114 Ready To Go(國) Boy'z 342555 She Is Gone{Live}[HD] 楊子杰,夢想的聲音

347550 Red N' Hot[HD] 畢書盡 274588 She Wanna Go Jpm

327380 Ring My Bell 貫詩欽 331553 She Wanna Go[HD] J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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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655 Shine On Me Hit-5 233511 Voice Of 512 黃義達

342556 Shoes Are Crying[HD] 小歆 343619 V家萌妹[HD] 洛天依

345820 Show Me![HD] 閃光爆裂民樂團 345823 Wait A Minute{Live}[HD] PG One,Yamy,中國有嘻哈

294815 Show The Life Tpi 231119 Waiting For Tonight 陶莉萍

322949 Show Your Beautiful 范晶 262388 Wake Me Up 東城衛

233185 Show Your Love{Live} 黃小琥 295743 Walk This Way Mc Hot Dog,蛋堡,葛仲珊

333333 Simple Love Song[HD] 黃淑玲 332311 Walking By Myself{Live}[HD] 易超

310364 Simply The Best{Live} 張靚穎 253214 Walking In Turkey 徐若瑄

336044 Sing For Love[HD] Hope組合 258097 Water Of Love(國) 鄭秀文

320079 Sing For You EXO 293692 We Are One 林憶蓮,張惠妹,那英,蔡健雅

278322 Sing It Out 戴佩妮 335144 We Are One[HD] 那英,張惠妹,林憶蓮,蔡健雅

287838 Snh駕臨{Live} Snh48 304254 We Are Ready 群星

230807 So Far Away 陳綺萱,張智成 325153 We Are Wonderful 吳萬力

330738 Someday You'll See[HD] 楊瑞代 327387 We Can Fly 朱娜

331461 Someone Like You[HD] 鄭虹,胡彥斌 341245 We Love You [HD] 王巧

317102 Stand Up {Live} Snh48 341459 We Will Rule[HD] 兄弟本色

326689 Stay With Me 柴超 304157 Welcome To Beijing 群星

313483 Stay With Me 楊溢升 304156 Welcome To China 群星

344109 Stay With Me[HD] 陳以桐 285705 We'll Be There 平安

269128 Stop The Time 張敬軒 331015 We'll Never Know[HD] 韋禮安

334786 Such A Fool[HD] 王彙筑 305883 What About Love 蘇永康,動力火車

265679 Super Nice Girl 周湯豪 330423 What Is Love[HD] Exo-M

282029 Swag到爆 Young Peach 311410 When You Cry 鳳凰傳奇

343018 Sweet Little Baby{Live}[HD] 畢書盡 322225 Where Went Yesterday 魏晨

325166 Talk About Love{LIVE} 周筆暢,田俊行,我想和你唱 344861 Who's That Girl[HD] 孟佳

263461 Talk To Me Twins 315655 Why Nobody Fight 華晨宇

348717 Tell Me Baby[HD] 王思佳 339612 Why So Serious[HD] Cozy Diary輕日記

334396 Tell Me Why[HD] 劉偉德 310283 Wish You Well{Live} 張智成

345439 The Greatest Messi[HD] 蘇醒 317106 With You {Live} 鄭建鵬

342557 Thinking About U[HD] 袁野 332241 Woman In Love[HD] A-Lin

325452 Thinking About You 袁野 323521 Wonderful Life (Mi Oh My) 喬任梁

327385 To Be Free 華晨宇 303125 Ya Da Di 許雅涵

338199 Together We Fight[HD] 果味vc 231344 Yeah Yeah Yeah(另一天) 雷宇

346810 Together We Play[HD] 艾福傑尼,黃旭 340493 Yes I Do[HD] 王思佳

340248 Too Bad[HD] 林俊傑 343021 Yes I Do[HD] 陳喬恩

312065 Touch My Heart 羅志祥 331993 Yes I Do[HD] 陶妍霖

266383 Touch Your Mind 溫嵐 332626 Yes I Do[HD] 劉若英

335688 U N Me[HD] The Dears 325468 Yes Or No 赫和美羅

311623 U U U 潘瑋柏 302431 You & I 高慧君

341637 U U U[HD] 羅小白 300811 You & Me 李玟

331600 Under The Stars[HD] 喬毓明 263364 You And I. 孫耀威

340249 Uwau[HD] Matzka樂團,A-Lin 336950 You And Me[HD] 瞿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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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762 You Are Beautiful[HD] 喬任梁 252988 一枝梅{Live} 張鳳鳳

344862 You Are Beautiful[HD] 劉沁 346420 一直走[HD] A-Lin

330715 You Don't Know[HD] 李唯楓 336961 一直追[HD] 鄧麗欣

278775 You Look Good 馬靚辳 338575 一直給[HD] 嚴爵

330555 You Should Try[HD] 周傳雄 306142 一段情 秋褲大叔

233512 You Were There 黃義達 271175 一段情 趙小兵

341589 Young Rock Star{LIVE}[HD] 貝貝 319480 一段緣 王愛華

285795 You're My Sunshine 機動現場samuel 319479 一段緣 望海高歌

301480 Y時代 邵雅茜 303267 一秒鐘 陳奕,沈建宏

345826 Zero To Hero{Live}[HD] Brant.B,辛巴,中國有嘻哈 298412 一首歌 朱哲琴

322226 Π之歌 汪蘇瀧 341569 一首歌[HD] 肖家永

338200 一三五[HD] 鄧華升 312914 一個人 紀曉斌

334115 一下子[HD] 歐漢聲 322228 一個人 韋禮安

256974 一公里 許茹芸 328169 一個人 唐唐

287855 一分後 Super Junior M 265225 一個人 紋面樂團

233795 一比一(國) 黎明 319466 一個人 張藝興

316846 一世安 姚建蓉 270659 一個人 翊馨

303339 一世情 陳國寧 325938 一個人 許邦義

316937 一加一 常定晨,孫莞 326702 一個人 傅曉

255188 一半天 王菲 295748 一個人 費翔

292249 一生花 姚貝娜 313429 一個人 馮聖雅

349591 一生情[HD] 張嵐 324544 一個人 微笑

336504 一回神[HD] 多亮 291597 一個人 潘瑋柏

295548 一年級 陳學冬,宋佳,First Girl 314946 一個人 韓紅

292231 一朵雲{Live} 太陽部落 340793 一個人[HD] 王旭鵬

335903 一朵雲{Live}[HD] 南瑪子呷,中國好聲音 336500 一個人[HD] 星弟

317116 一朵蓮 陶燕青 349206 一個人[HD] 張一然

278994 一次次(國) 迪 336464 一個人[HD] 陳珊妮

294879 一江水 侃侃 333752 一個人[HD] 黃鈴凱

231793 一江水 韓紅 347556 一個人[HD] 廖恒

324963 一江水{LIVE} 金婷婷 349582 一個人[HD] 潘裕文

335953 一江水{Live}[HD] 李維,中國好聲音 339613 一個人[HD] 蔡依林

344120 一百愛[HD] 包歌 318853 一個人{Live} 張姝,中國好聲音

297246 一把傘 183Club 286053 一個人{Live} 黃鈴凱

392318 一步步[HD] 梁漢文 286108 一個人{Live} 黃鈴凱

338201 一些愛[HD] 劉嘉亮 288633 一個人{Live} 黃鈴凱,吳青峰

341473 一坪半[HD] 盧廣仲 283201 一個人{Live} 黑豹樂隊

340250 一定能做到[HD] 林渃晗 253847 一個人{Live} 楊乃文

344115 一抹香[HD] 韓菁英 342275 一個人{Live}[HD] 陳冰,蒙面唱將

348065 一抹傷[HD] 孫露 341409 一個人{LIVE}[HD] 韓紅,鄧曉坤,我想和你唱

336960 一杯起[HD] 葛仲珊 320912 一個她 陳星全

326700 一枝梅 雲菲菲 284477 一個吻 劉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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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660 一個菜 周艷泓 325945 一路上 樊子健

263035 一家一 梁靜茹,張智成 339881 一路上[HD] 譚圳,王芳

279050 一家人(國) 顧凱 306147 一滴水 曉楓

330856 一家人[HD] 胡靈 334597 一輩子[HD] 鐘欣桐

347168 一家人[HD] 群星 298990 一整夜 佚名

329038 一狼雪 一狼雪 328180 一激靈 劉維

292338 一畝田 小瀋陽,湯潮 265245 一瞬間 玄樂隊

343628 一起走[HD] 李濤 284034 一瞬間 糖兄妹

333805 一起來[HD] 黃綺珊 340795 一瞬間[HD] 王鳴飛

285544 一起來{Live} 黃綺珊 340796 一瞬間{Live}[HD] 王鳴飛

341641 一起來{Live}[HD] 阿瑞,中國新歌聲 295779 一點通 蔡俊濤

343625 一起來{Live}[HD] 黃綺珊,新能量音樂計畫 288649 一點點 李瑞豐

344874 一起來{Live}[HD] 黃綺珊,鄭潔 325723 一點點 林宥嘉

309676 一起玩 凌加峻 282677 一點點 焦淵

297373 一起飛 Mini,顧兒 349596 一點點[HD] 周杰倫

312808 一起飛 林志穎,張娜拉 324787 一轉眼 田維英

313300 一起飛 都市蒼狼 314701 一釐米 Aga

304269 一起飛 群星 320933 一雙人 林愷倫

347172 一起飛[HD] 李攀文 348732 一雙筷[HD] 陳淑萍,吳俊宏

304281 一起唱 葉一茜 318864 一簾雨 雨湘

315674 一起愛 馬浚宸 310941 一邊歇 陽漾

292608 一起闖 李理,高進 304856 丁香花 劉芳

345449 一起闖[HD] 胡宗祥,蘇立生 305652 丁香花 韓寶儀

295775 一陣風 孫莞 284363 丁維偉 丁維偉

295776 一隻貓 李琦 269352 七8九 慕容曉曉,孫藝程,王藝霖

232396 一剪梅 高勝美 313453 七夕情 圓壇

318872 一剪梅 黃渤,左小祖咒 344122 七分滿[HD] 莊鵑瑛

293183 一剪梅{Live} 降央卓瑪 234091 七匹狼 齊秦

316719 一剪梅{Live} 楊坤,旦增尼瑪 327411 七月七 李德勝

344112 一剪梅{Live}[HD] 金志文,汪正正,厲害了我的歌 302564 七月天 張玥

333712 一剪梅{Live}[HD] 胡彥斌,黃小琥 339618 七月天[HD] 艾綺恩

338912 一剪梅{Live}[HD] 朗嘎拉姆,中國好聲音 284922 七月雪 李翊君

287933 一條河 王紫菲 304326 七月雪 葉璦菱

231450 一條橋 青山,婉曲 309461 七世緣 姜鵬

317118 一條橋{Live} 莫旭秋,黎蕙蘭 333227 七字絕[HD] 孟文豪

336054 一袖雲[HD] 劉珂矣 326709 七色光 傅曉

340794 一場雨[HD] 李琦 308783 七色花 李珂熠

253040 一幅畫 徐小鳳 303591 七色橋 曾慶瑜

343026 一棵樹[HD] 王冠喬 295780 七星岩 蔡曉

347562 一棵樹[HD] 王霄陽 331647 七星岩[HD] 呂方

313612 一開始 劉心 345450 七星岩{Live}[HD] 蔡曉

304194 一極棒 群星 345451 七星岩{Live}[HD] 蔡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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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13 七裡香[HD] 周杰倫 333195 入陣曲{Live}[HD] 五月天

234122 七點鐘{Live} 齊豫 270782 八連殺 蘇仨

268960 九色鹿 屈慧 312171 八瓣花 蘇富權

338060 九色鹿[HD] 蘇瑋 286761 刀馬旦 春天

345472 九張機[HD] 葉炫清 294536 刀馬旦 美少女戰士組合

284791 九華山 慕容曉曉 321034 刀馬旦{Live} 李玟,隱藏歌手

294306 九號球 五月天怪獸 340543 刀馬旦{Live}[HD] 信,我是歌手

340516 九道彎[HD] 小瀋陽 338915 刀馬旦{Live}[HD] 陳梓童,中國好聲音

289739 九寨美 唐冰冰 263952 刀劍笑 楊青倩

293565 九頭鳥 張揮 308310 刀點心{Live} 吉杰

314966 了不起{Live} 張惠妹 304748 十一月 趙薇

266566 了不起{Live} 紫薇 313723 十一年 凝墨

266355 了世緣 洪顏 348803 十九歲[HD] 趙雷

328222 二十七 李碩 338271 十二月[HD] 1976

230976 二十二{Live} 陶喆 263886 十二年 雪杉

312029 二十三 魏晨 335823 十二年[HD] 邱永傳

265924 二十年 張萌萌 302131 十二朵 徐顥菲

336528 二三十[HD] 李榮浩 285796 十八子 歡子

292461 二皮臉 張鎧麟 341130 十八年[HD] 安東陽

327442 二後生 朝朝 326715 十八歲 劉昊霖

317167 二後生{Live} 馮曉榮 316868 十三月 胡莎莎

303594 二泉吟 曾靜 231496 十不該 佚名

308100 二泉吟{Live} 王莉,湯非 340285 十五的月亮[HD] 何維健

307914 二師兄 六仔 285417 十六年 陳一凡

286067 二時代 晨熙 296021 十六年 陳曉,劉忻

336333 二貨mr.2[HD] 高永泰 322334 十字訣 阿悄

309318 二號線 阿峻飛貓 291046 十字繡 飛翔

319523 人上人 李奉果 230953 十年路{Live} 陳黎明

294667 人生路 陳思 343699 十杯酒[HD] 群星

325189 人生路 媚兒菲菲 310554 又小雪 許嵩

340806 人生路[HD] 歐陽曹亮 323529 丈母娘 清官兒

344899 人生路{Live}[HD] 祁隆 348074 三人行[HD] 愷樂,鼓鼓,羅志祥

320970 人生歌 阿寶 349216 三人遊{Live}[HD] 方大同,徐暢,杜大發,異口同聲

254595 人來瘋 溫嵐 328191 三人舞 孫盛希

310226 人易老 張祥洪 270120 三十年 湯浩平,賀佩莉

334865 人鬼戀[HD] 軻然 322240 三十年{Live} 山人樂隊,中國好歌曲

345873 人情味[HD] 張軒銘 284744 三十歲 張瑋琪

338226 人造美[HD] 孫浩雨 338211 三十歲[HD] 孫浩雨

326714 人間沙 陳學冬 263591 三千發 Kent

288747 入洞房 李永昌 310366 三分拍 張學友

310795 入香茗 富博洋 314974 三月三 崔子格

279949 入陣曲 五月天 307560 三月天 善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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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33 三世緣 萌萌噠天團 305517 上花轎 謝采妘

304368 三世緣 董貞 295784 上海夢 樓沁

308896 三句話{Live} 沙莎 317139 上海灘{Live} 謝雷

328195 三生石 高藝菲 316901 上馬酒 格日勒圖

348076 三生夢[HD] 李諾 256418 上鉤了{Live} 蕭亞軒

349599 三字經{Live}[HD] 王力宏,經典咏流傳 297959 上學歌 王雪晶

325724 三朵花 青山 325953 下一秒 張碧晨

279392 三朵花{Live} 青山 297817 下一個 王子玉

322243 三百弄{Live} 舒克,中國好歌曲 278538 下一站 王鍵

308636 三岔口 呂晶晶 288660 下一站 路童

325950 三沙戀 王雅潔,平安 325133 下一站{LIVE} 動力火車

344877 三角花[HD] 左成 341645 下一站{Live}[HD] 動力火車

335642 三角梅[HD] 阿香 301824 下午茶 范文芳

349218 三角題[HD] 二珂 338213 下雨了[HD] 薛之謙

347179 三角題[HD] 周二珂 297331 下雨天 The Go-Go's,Me Me

282982 三姨太 路童,珍美兒 301425 下雨天 武藝

230066 三秒鐘 陳慧琳 270201 下雨天 洪辰

281105 三個字 李亮超 302496 下雨天 庾澄慶

263040 三個字 理想 269136 下雨天 張杰

264432 三個字 魏如萱 295793 下雪了 高佳

302574 三峽行 張俊 333573 下雪了{Live}[HD] 孫楠

263574 三國殺 汪蘇瀧 333429 下課後[HD] 汪定中

344123 三國戀[HD] CV王胖子 294097 丫山情 藍雨

295781 三棵樹 張超 336980 丫山情[HD] 李秀娟

295129 三棵樹{Live} 張超 329080 久公主 鄧皓天

347178 三等星[HD] Noovy 342084 久等了[HD] 愷樂

305884 三裡屯{Live} 蘇有朋 230473 久違了 陳泰翔

312099 三德歌 譚晶 339890 也可以[HD] 閻奕格

292650 三點半 楊玲 340261 也許[HD] The Dears

320937 三釐米{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309746 也許在 孫楠

323530 三寶歌{Live} 徐浩峻,心真 279886 也許在{Live} 姚貝娜

341163 三寶歌{LIVE}[HD] 徐浩峻,心真 327439 也許愛 林為音

318543 上上簽 孫國慶 326723 凡人書 小北

303560 上上簽 斯琴高麗 232333 凡人歌 高勝美

344878 上下線[HD] 周柏豪 289624 凡人歌{Live} 伍佰,Chinablue,五月天,張震嶽,Free9

328196 上大路 劉玉東 345506 凡人歌{Live}[HD] 五月天,蕭敬騰

322244 上山下{Live} 山人樂隊,中國好歌曲 293464 千本櫻 墨明棋妙

322963 上山下{Live} 吉克雋逸,山人樂隊,中國之星 349673 千石情[HD] 朱家樂,楊璐建

262363 上弦月 丁祥威 279713 千年笑(國) 張小翅

258109 上弦月 鄭秀文 282482 千年淚 昊龍

331389 上弦月[HD] 胡靈 310277 千年愛 張斯斯

230587 上弦月{Live} 陳潔麗 325311 千年遊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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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975 千年緣 心然 307880 大女孩 小峰峰

321042 千百度 梅朵 348845 大小姐[HD] 齊晨

263846 千百度 許嵩 278761 大川江 雍鑒君

293656 千秋月 李娜 313161 大不了 張祥洪

345515 千秋結[HD] 海鈴 263224 大不了 裴紫綺

323638 千美匯 一只舟 289555 大不了(At Worst) Olivia Ong

285576 千軍破 飛兒樂團 281317 大中國 玖月奇跡

344944 千島湖[HD] 媛媛 232585 大中國 高楓

269422 千紙鶴 方大同 341920 大中國{Live}[HD] 青春美少女組合

326724 千紙鶴{Live} 邰正宵,隱藏的歌手 271912 大中華 高山林

339188 千紙鶴{Live}[HD] 邰正宵,李大衛 297972 大公雞 王雪晶

345514 千燈願[HD] Ace組合 320284 大公雞 厲心童,厲智敏

302539 叉燒包 張仲文 323689 大太陽 李榮浩

325429 叉燒包{LIVE} 胡杏兒,跨界歌王 302867 大太陽 脫拉庫

296043 口弦弦 王二妮,馬希爾 341521 大太陽[HD] 李榮浩

341674 口紅糖[HD] 安又琪 331052 大太陽[HD] 黃英

263055 口頭纏 羅志祥 328391 大心臟 陳文浩

290364 土星環 陳奕迅 328393 大王歌 劉濤

266658 土家妹 舒婷 343737 大伙騎[HD] 葛仲珊

323672 土家妹{Live} 任娟 278573 大宅門 胡曉晴

290814 土豪哥 沛縣大怪 322397 大安吉 王不火

305237 土樓情 盧小娟 346511 大江南[HD] 周巍

307813 土雞蛋 土土 308071 大老碗 王建房

263634 士兵情 王愛華 340311 大西口[HD] 航宇

343116 夕夏花[HD] 寂悸 230279 大西北 陳星

325598 夕陽下 夜叉樂隊 316426 大告白 大嘴巴

287708 夕陽下 辦桌二人組 232239 大男人 騰格爾

300634 夕陽紅 佚名 348846 大男人[HD] 頑game,口一口

264164 夕照情 張語倢 333115 大肚腩[HD] 阿牛

313216 夕照情 張語婕 346903 大坦克[HD] 徐嘉蔚

288854 大人中 盧廣仲 262830 大明星 Lotte Girls

292747 大人物 王樂 279777 大明星(國) 周杰倫,柯有倫,宋健彰

293637 大人物 曾一鳴 294015 大明星{Live} 汪東城,盧艾佳,呂興陽

336136 大人物[HD] 錢芳 282356 大東北 小沈龍

233461 大人們 黃立行 283684 大河東 華峰

321117 大人樣 黃韻玲 341335 大河南[HD] 薛松,魏帆

325504 大丈夫 陸樹銘 335486 大玩偶[HD] 暉倪

279296 大丈夫(國) 劉子毅 347270 大祀官[HD] 楚歌

334833 大丈夫[HD] 蔡依林 348241 大雨中[HD] 林可昕

308500 大乞丐 冷漠 342653 大俠命[HD] 袁野

339431 大女人[HD] 金池 326731 大姨夫 李雪萊

300763 大女人{Live} 李宇春 278151 大姨媽 呆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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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24 大娃娃 蒙萌 320289 大眼睛{Live} 焉栩嘉,趙磊

290948 大拜年{Live} 袁忠山,王二妮 265593 大眼睛{Live} 劉德華

338309 大皇帝[HD] 陳彥允 333188 大笨鐘[HD] Box

325528 大紅河 雷佳 331659 大笨鐘[HD] 周杰倫

266005 大紅鼓 方小菲 299365 大連站 佚名

332661 大美妞[HD] 大哲 302346 大野狼 閃亮三姐妹

336985 大美妞[HD] 大哲,帥霖 299271 大鹿歌 佚名

313439 大英雄 黃明志 253224 大麻煩 徐若瑄

331873 大英雄[HD] 肖飛 329236 大麻煩 談莉娜

341692 大英雄[HD] 湯非 307475 大悲咒 阿華

341423 大英雄[HD] 黃貫中 341691 大晴天[HD] 薛松

345544 大英雄{Live}[HD] 黃貫中 321123 大象說 林瑪黛

316542 大風吹 呂繼宏 271396 大雁湖 郭婭麗,呼斯楞

285235 大風吹 莫日根 231845 大雁歸 韓雪

256842 大風吹 許慧欣 404978 大傻瓜 陳淑萍

340312 大風吹[HD] 范瑋琪 343738 大傻瓜[HD] 化學猴子

289746 大風歌 四分衛 233178 大溪地 黃小楨

312988 大風歌 孫健 332173 大碗酒[HD] 李軍

332641 大風歌[HD] 烏蘭圖雅 287439 大話家 夏后

341572 大風暴[HD] 蔡卓妍 322398 大運河 王麗達

337701 大香蕉[HD] 小夕 317366 大夢想{Live} Tf Boys

300992 大哥大{Live} 杜存剛 266868 大槐樹 譚晶

338042 大時代[HD] 徐子崴 342343 大碭山[HD] 唐薇

296140 大時代{Live} 何乾梁 345990 大舞台{Live}[HD] 王祥森

308659 大海情 宋娜 317371 大舞臺 曾敏

317372 大草原 游牧人組合 333491 大確幸[HD] 黃鴻升

311614 大草原 潘東亮 300470 大醉俠 佚名

346905 大草原[HD] 王景 278642 大導演 趙薇

332028 大草原[HD] 龍鳳傳奇 308869 大橋上 汪峰

336603 大逃殺[HD] 八三夭 338926 大橋上{Live}[HD] 貝貝,中國好聲音

287343 大酒鬼 拉卡.飛琅 296147 大頭貼 周杰倫

345991 大陝北[HD] 鎬天 298040 大篷車 王菲菲

308366 大圈圈 安瑞兮 334217 大聲唱[HD] 鳳凰傳奇

319634 大庾情 蘭雨 287190 大聲唱{Live} 鳳凰傳奇

263070 大情歌 藍琪兒 302461 大瀑布 屠洪剛

329232 大掃除 圈圈 304420 大寵愛 零峰

292234 大涼山{Live} 太陽部落 232868 大邊防 麥穗

252990 大清早{Live} 張鳳鳳 295128 大隴原 張瑩

300359 大眼睛 佚名 313935 大寶劍 王麟,新街口組合

326733 大眼睛 夢然 293400 大蘋果 冉青霞

336988 大眼睛[HD] 張文綺 293860 大蘋果 鄧小龍

298471 大眼睛{Live} 江映蓉 344999 大護法[HD] 戴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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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597 女一號 朱雅 305505 女兒圈 謝采妘

286679 女人ktv 周艷泓 330256 女兒圈{Live}[HD] 蔡琴

306935 女人心 任軍太 347712 女兒國[HD] 張靚穎,李榮浩

230716 女人心 陳瑞 290760 女兒情 李玉剛

337769 女人心.[HD] 任軍太 292606 女兒情 李玲玉

298281 女人味 任雪晴 286762 女兒情 春天

321133 女人味 奕丹 282654 女兒情 洪祿雲,楓舞

231124 女人味 陶莉萍 326128 女兒情 納蘭珠兒

319644 女人花 孫露 313502 女兒情 溫慧君

323102 女人花 徐佳瑩 262550 女兒情 龔玥

294417 女人花 栗錦 335357 女兒情[HD] 萬曉利

319645 女人花 楊曼莉 349312 女兒情[HD] 劉憲華

335120 女人花[HD] 蔡恒 328412 女兒情{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17389 女人花{Live} 李春波(蓮花),蒙面歌王 349313 女兒情{Live}[HD] 周旋

271792 女人花{Live} 雷安娜 317390 女兒會 徐千惠

287755 女人花{Live} 齊秦,齊豫 309052 女兒賊 孟庭葦

326127 女人花{Live} 劉濤,跨界歌王 341293 女兒語[HD] 田田

334008 女人花{Live}[HD] 韋唯 230814 女明星{Live} 陳綺貞

336614 女人花{Live}[HD] 栗錦 306174 女待嫁 玉面天使(吳霞)

322408 女人美 天籟天 311565 女飛俠 慕容曉曉

312845 女人香 阿琦 312030 女捕快{Live} 魏晨

271033 女人香 袁哲 343752 女書吟[HD] 李思思

269098 女人香 張學友 320306 女神湖 山子華

338312 女人香[HD] 趙彤 288882 女將軍 馮曉菲

303117 女人哪 許景淳 285683 女漢子 王麟

271027 女人家 衡越 283789 女漢子 周艷泓

317387 女人淚 孫露 295275 女漢子 柳翰雅

327597 女人夢 孫藝琪 347277 女漢子[HD] 潘曉峰

343130 女人夢{Live}[HD] 孫藝琪 346517 女模頭[HD] 陳驍

290826 女人歌 游美靈 314757 女駙馬 慕容曉曉

255961 女人鞋 萬芳 335774 女騎士[HD] 徐良

283615 女人魅 王慧美 345024 子夜歌[HD] 金南玲

308425 女人幫 江映蓉 299762 小二黑結婚-繡挎包 佚名

336286 女王范[HD] 毛澤少 339220 小人物[HD] 皓天

314992 女主角 黃亮華 310439 小三淚 曹越

271032 女主角{Live} 袁哲 293413 小女人 劉思思

258180 女生說 鄭秀文 253230 小女子 徐若瑄

327599 女兒心 阿魯阿卓 347734 小女生[HD] 張憶亞

266684 女兒行 葉凡 330651 小女孩[HD] 張芸京

343131 女兒行[HD] 付春霞 328463 小女神 歐陽朵

317391 女兒香 王莉 349754 小小的[HD] 思衛(Sway),鄭中基

301053 女兒香 肖燕 344279 小小的[HD] 思衛,鄭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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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49 小小的[HD] 劉玥盈溪 298941 小母雞 佚名

324269 小小芳 冷漠 312881 小永遠 姚珊珊

336635 小小孩[HD] 梁靜茹 330503 小永遠[HD] 何潔

307003 小小草 善瑩 326739 小生命 維妮亞

306179 小小草 意玲 334542 小白花[HD] 王彙筑

325702 小小鳥 金豆豆 298982 小白船 佚名

278768 小小愛 韋小天 303938 小白船 黑鴨子演唱組

270946 小山羊 蒲紫微 297526 小白菜 于文華

342085 小丑魚[HD] 羅志祥 303551 小白菜 彭麗媛

346926 小公主[HD] 孟佳逸 314996 小白菜{Live} 李龍,碧瑤

318699 小天使 佚名 234357 小白楊 龔玥

314995 小天堂 李恭 345576 小白楊{Live}[HD] 喬饅凝,歌聲的翅膀

263229 小太陽 喬洋 312833 小白臉 金輝

332397 小太陽{Live}[HD] 鮑丹 313797 小白臉 謝容兒,侯皓中

314759 小心肝 雷罡 346034 小皮球[HD] Bigdog王可

345575 小心肝[HD] 八三夭 339972 小光芒[HD] 童可可

310209 小心事 張紋銘 316397 小吉鴨 Happy(蘇小波)

289853 小心眼 張瑞 346927 小同同[HD] 趙喜同

298297 小心慣 伊雪 305873 小宇宙 蘇打綠

349756 小心願[HD] 馮子晴 299656 小羊兒 佚名

329294 小日子 李鋒,王麟 301814 小羊羔 胡耀威

299658 小木舟 佚名 318700 小老鼠 佚名

298964 小木馬 佚名 340332 小而美[HD] 馬麗

349758 小木馬[HD] 李沁蕾 307518 小而美{Live} 馬麗

302581 小木馬{Live] 張信哲 334056 小呂哥[HD] 天空樂隊

298967 小毛驢 佚名 299430 小杜鵑 佚名

318685 小水兵 佚名 325411 小牡丹 立東樂隊

338331 小水果[HD] 筷子兄弟 265241 小男人 希亞

288944 小父親 吳燦濤 280106 小男人 杜天宇

325006 小王子 陳欽宇 269103 小乖乖 張寒

326174 小王子 聶詩 269153 小乖乖 張譯勻

293354 小世界 Shiny 姚亦晴 328461 小乖乖 穎寶兒,向夢園

280098 小世界 未來腳踏車 344278 小乖乖[HD] 羅詩琦

265465 小世界 任升 297947 小兔乖乖 王雪晶

335730 小世界[HD] Shiny 287962 小卓瑪{Live} 央金

335758 小世界[HD] 姚亦晴 326740 小卓瑪{Live} 肖洋

297980 小叮噹 王雪晶 284915 小夜曲 李潮

345572 小叮噹[HD] 崔澤飛 338661 小幸運[HD] 田馥甄

329292 小可愛 林小易 340851 小幸運[HD] 伍定彥,糖妹

293704 小可樂 正月十五 343770 小幸運[HD] 張鐘儀,崔秀麗,林禾

284422 小巨人 伍佳麗 339975 小幸運[HD] 糖妹

284086 小未來 Popu Lady 341941 小幸運[HD] 簡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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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171 小幸運{Live} 白靜晨,中國新歌聲 300521 小看戲 佚名

328465 小幸運{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299895 小紅花 佚名

345034 小幸運{Live}[HD] 梁譯木,江珊,跨界歌王 331019 小紅花[HD] 韓雷

343771 小幸運{Live}[HD] 薛之謙,歐陽娜娜,我們的挑戰 299915 小紅帽 佚名

268918 小幸福 小5 290242 小紅帽 賈璨璨

317450 小幸福 周子琰 334458 小美人[HD] 崔子格

295150 小幸福 徐菲琳 320345 小美田 戴笑盈,美田

326170 小幸福 湘浩雨 288946 小背叛 阿悄

297967 小放牛 王雪晶 328468 小背簍 夏月

299882 小放牛 佚名 288947 小背簍 馮曉菲

342702 小朋友[HD] 糜先生 284437 小背籮 侃侃

299011 小松樹 佚名 299657 小胖豬 佚名

308390 小波妞 曲泉丞 300468 小茉莉 佚名

312194 小泥鰍{Live} 蘇雅琦 269795 小茉莉 楊丞琳

321180 小爭吵 冰城愛歌 322128 小風鈴 趙文卓,小玫瑰,黃健翔,黃熙雯,劉儀偉,劉樂思,王艷,王泓欽

271430 小狐狸 郭采潔 303597 小飛行 棉花糖

326176 小糾結 咏希 328462 小倆口 毛鵬懿

311818 小花妹 閻琰 308345 小倆口 安又琪,吳樾

297952 小花帽 王雪晶 262111 小倔強 Babe First

299048 小花帽 佚名 294534 小冤家 羅邏聖

298394 小花貓 朱妍 299070 小哪吒 佚名

298763 小花貓 佚名 262791 小師妹 金莎

230139 小表妹 陳振雲 287665 小恩愛 謝恩民

346930 小金魚[HD] 謝金彤 335248 小時代[HD] 張皓然

315705 小阿狸 殷大成 292962 小時光 薇格

298942 小陀螺 佚名 349757 小時光[HD] 小天使

294964 小雨荷 吳長英 300280 小時候 佚名

299784 小雨滴 佚名 300855 小時候 李香蘭

298774 小雨點 佚名 309115 小時候 明聖凱

307584 小青年 焦洋 280740 小時候 信

299188 小青蛙 佚名 233236 小時候 黃征

285354 小姨媽 鄭志立 306101 小時候 艷蕾,浩宇

282625 小娃娃 樊凡 336995 小時候[HD] 姚世杰,張吉

340331 小巷[HD] 陳策 345037 小時候[HD] 徐熙娣

254768 小星星 王心凌 325455 小時候{LIVE} 許雲上

297963 小星星 王雪晶 270947 小時候{Live} 蒲紫微

328467 小星星 黃雅莉 332132 小時候{Live}[HD] 蘇打綠

290154 小星星 蘇打綠 230787 小桃紅 陳紅

301018 小星星{Live} 汪蘇瀧 233254 小氣鬼 黃征

262556 小星球 何帥 286446 小浪漫 馬旭東

304827 小春天 劉小天 298773 小海螺{Live} 佚名

318895 小相思 花粥 298943 小烏鴉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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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191 小秘密 張芸京 269599 小脾氣 朱雅

318206 小紙船 王雪懿 300431 小雲雀 佚名

284887 小翅膀 李宇春 321845 小愛情 嘉輝

322441 小酒窩{Live} 洪杰,許靖韻,陳凱彤 330770 小愛情[HD] 梁靜茹

330028 小酒窩{Live}[HD] Twins 307881 小感動 小峰峰

345038 小酒窩{Live}[HD] 楊紫,吳昊宸 319677 小新疆 楊超,馬可謙

270477 小副歌 王麟,楚博仁 280104 小暗戀 林洋

313941 小動作 胡利基,黃立綺 348277 小溫柔[HD] 陳奕夫

326168 小啤酒 雷龍 270155 小溫暖 沈世愛

332429 小婚禮[HD] 吳建豪 332783 小溫馨[HD] 小賤,可歆

345035 小情人[HD] 胡軍,劉波兒 337842 小葉子[HD] 吳木藍

328466 小情人{Live} 王維哲,王明遠 346035 小葡萄[HD] 正月十五

345036 小情書[HD] 何潔 301613 小跳蛙 青蛙樂隊

280102 小情話 張牧閱,李雛兒 284227 小頑童 謝安琪

296244 小情歌 Tf Boys 338114 小塵埃[HD] 黃美珍

281303 小情歌 王琪瑋 270568 小夢想 米靚

312461 小情歌 安濤 322439 小夢想 梁劍東

319676 小情歌 孫露 347291 小夢想[HD] 群星

313026 小情歌 格格 292162 小夥伴 吳婧

291054 小情歌 高明駿 326175 小精靈 TF Boys

317452 小情歌 曹海波,梁小丹 318897 小精靈 歐宇軒

305872 小情歌 蘇打綠 323135 小蜘蛛 華歌

331201 小情歌[HD] 多亮 300566 小蜜蜂 佚名

330866 小情歌[HD] 蘇打綠 313942 小蜜蜂 劉子毅

331853 小情歌{Live}[HD] 王琪瑋 298976 小蜻蜓 佚名

331204 小情歌{Live}[HD] 多亮,周筆暢 306182 小誓言 梁理凱

344666 小情歌{Live}[HD] 林憶蓮,歌手 327628 小誓言 陳軒羽

300507 小教父 佚名 306183 小辣椒 曹冉

348896 小瓶子[HD] 林俊傑 290602 小閨蜜 圓圓

319678 小甜心 小豪 299194 小樂隊 佚名

310665 小甜心 陳奐仁 293403 小樓寒 凌之軒

316403 小甜甜 Yuki 267143 小確幸 陳思涵

317453 小甜蜜 楊錦 322440 小豬歌 Snh48

301074 小魚兒 辛龍 321847 小豬歌 郭子睿

298775 小傘花 佚名 345578 小醋瓶[HD] 田亞霍

346925 小傘花[HD] 秦宇子 347736 小擁抱[HD] 吳丹妮

327623 小喇叭 崔子格 297957 小燕子 王雪晶

318237 小棉襖 石俊榮 299808 小燕子 佚名

343483 小棉襖[HD] 王俊凱 335672 小螞蟻[HD] 馬山虎,馬若溪

346929 小棉襖[HD] 朱習愛 312945 小親親 范瑋琪

323745 小棋童 不純君 299010 小貓咪 佚名

343150 小港灣[HD] 胡蘇 329296 小錢包 大喇叭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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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431 小頭髮{Live} 姚貝娜 269336 山丹花{Live} 德德瑪,瑪格塔樂

298741 小鴨子 佚名 282744 山水間{Live} 玖月奇跡

302005 小龍女 孫悅 270125 山水緣 湯潮

255266 小聰明 王菲 318898 山水戀 陳泳潑

296249 小聰明 張夢弘 346039 山百合[HD] 任妙音

305139 小聰明 鄭希怡 346041 山那邊[HD] 鎬天

342087 小聰明[HD] 胥拉齊 283023 山妹子 野馬

333102 小聲音[HD] 郭靜 313788 山妹子 謝安源

297942 小螺號 王雪晶 346540 山妹妹[HD] 王平

299529 小螺號 佚名 339713 山妹妹[HD] 影子兄弟

344282 小螺號{Live}[HD] 程琳 322443 山林道 謝安琪

326178 小鮮肉 常健鴻 341716 山花花[HD] 楊梓

307501 小鮮肉 雲飛兒,冷漠 268406 山花美 劉森迪

301860 小檸檬 郁可唯 338062 山泉情[HD] 蘇瑋

296247 小瀋陽 小曾 343777 山海經[HD] 冪雅

314761 小禮物{Live} 羽泉,中國好歌曲 252929 山茶花 佚名

270707 小壞蛋 胡杰夕 307422 山茶花 趙鵬

335178 小壞蛋[HD] 陳彥允 275210 山茶花{Live} 高晶

306185 小壞壞 嘻遊記 335910 山茶花{Live}[HD] 崔蘭花,黃綺珊

336994 小壞壞[HD] 嘻遊記,吳映潔 335683 山茶花{Live}[HD] 黃綺珊,崔蘭花

344283 小邋遢{Live}[HD] 寧桓宇 293540 山楂花 常安

343774 小願望{Live}[HD] 高英杰 300536 山楂樹 佚名

312421 小寶貝 巧千金 291991 山楂樹 烏蘭圖雅

300697 小寶貝 呂品 302486 山楂樹 常石磊

329293 小寶貝 邵杰 326180 山楂樹 郭宴

292720 小寶貝 湘藝晴 331469 山溝溝{Live}[HD] 金志文

346031 小寶貝[HD] 夏天播放 299322 山裡娃 佚名

318449 小寶貝{Live} 袁咏琳 309412 山寨美 咪依魯江

292791 小蘋果 王羽澤 323748 山歌歌 音樂走廊,歌一生

294628 小蘋果 郭美美 340336 山櫻花[HD] 黃品源

334799 小蘋果[HD] 筷子兄弟 309918 川藏路 索朗扎西

321846 小蘋果{Live} 筷子兄弟,陳赫 280721 工作狂 何龍雨

296253 小蘋果{Live} 群星 292199 工體北 回音哥

341710 小蘋果{Live}[HD] 姚希,中國新歌聲 311885 巾幗唱 儲蘭蘭,馬英

290246 小麵包 賈璨璨 304289 才知道 葉可萌

299009 小癩麻 佚名 231453 不一定 青蛙樂隊

317454 小癩麻{Live} 莫旭秋 315004 不一樣 李光潔,高露

323746 小魔女 彭馨儀 317142 不一樣 阿譯

334695 小戀人[HD] 小老鷹樂團 231006 不一樣 陶喆

307212 小蘿莉 桐雨 284522 不一樣 劉雨潼

317456 小蠻腰 林玉 279854 不了情 王韻壹

339711 小蠻腰[HD] 吳莫愁 284055 不了情 莫旭秋

Page 148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33175 不了情 黃寶欣 340505 不見了[HD] 王雄

288595 不了情 黃耀明 256423 不見面 蕭亞軒

305001 不了情 潘秀瓊 298203 不見得 古巨基

231936 不了情 顧媚 284332 不夜城 Hit-5

253042 不了情{Live} 徐小鳳 302669 不夜城 張智成

313155 不了情{Live} 張偉文,李小燕 310635 不夜城{Live} 陳立珂

305018 不了情{Live} 潘迪華 338581 不孤島[HD] 宇宙人

336470 不了情{Live}[HD] 黃耀明 310230 不怕老 張祥洪

330244 不了情{Live}[HD] 蔡琴 320112 不怕累 李森

279072 不了緣(國) 郭向東 311011 不怕痛 黃齡

281060 不太乖 曹格 318902 不怕錯 王麟,張瀚元

313882 不可能 蘇晴 345461 不承諾[HD] 鄒一刀

338214 不可說[HD] 霍建華,趙麗穎 307963 不放手 孔朝

336328 不必說[HD] 陳柔希 324337 不放手 吳思賢

292207 不打擾 夏天alex 341481 不放手[HD] 吳思賢

313945 不打擾 楊曉峰 268703 不放棄{Live} 多元神話

325726 不正常 NINETYNINE 99樂團 293564 不知道 張揮

311791 不正常{Live} 蕭敬騰 322255 不知道 彭音來

340801 不正經[HD] 侯曉松 346827 不知道[HD] 林可昕

335328 不再見[HD] 陳奕夫 318623 不糾結 謝承佑

335330 不再見[HD] 陳學冬 265091 不信邪 任賢齊

345851 不再見[HD] 喬海洋 317146 不勉強 樊凡

338928 不再見{Live}[HD] 劉銘 328204 不客氣 鄧鼓

274917 不再逃 楓舞 312177 不客氣 蘇晴

318497 不同款 黃澤華 306994 不客氣{Live} 周華健,中國好歌曲

325474 不回頭 趙紅軍 346433 不後悔[HD] 吳宗杰

336219 不回頭[HD] 克麗絲叮,迪克牛仔 347580 不怎樣[HD] 陳娟兒

336160 不在乎[HD] 任賢齊 349606 不是我[HD] 羅雲熙

300404 不在意 佚名 334674 不是愛[HD] 吳莫愁

263777 不好聽 徐良,小暖 278659 不流淚 鄧養天

309322 不字書 阿悄 347587 不畏誰[HD] 許書豪

289780 不安份 孫思怡 303047 不相信 莫文蔚

330996 不成熟[HD] 陳柏宇 284183 不要了 黃軒

295818 不死鳥 陳虎 307961 不要再 孔令奇

332620 不死鳥[HD] 孫協志 293050 不要走 郎郎(馬志鋒)

332856 不老歌[HD] 光合作用 315716 不要走 倩倩

339385 不佔有[HD] 林明禎 318907 不要怕 張正揚

330708 不快樂[HD] 曾靜玟 332532 不要怕[HD] 楊光

339886 不快樂[HD] 鄒宗翰 337670 不要停[HD] Lf兄弟

325957 不投降 劉天助 308897 不要等 沙莎

316349 不良人 河圖 231063 不要臉{Live} 陶晶瑩

344139 不良人[HD] 小魂 233545 不倒翁 黃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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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87 不值得 姜青濤 284035 不想追 糖兄妹

286113 不值得 喜波 303399 不想睡 陳曉東

333413 不值得[HD] 曾一鳴 303607 不想睡 游艾迪

302703 不准哭 張嘉杰 289677 不想醒 劉思涵

258113 不准哭 鄭秀文 262961 不愛了 李玖哲

256833 不哭了 許慧欣 253215 不愛了 徐若瑄

332959 不哭了[HD] By2 318531 不愛了{Live} 戴愛玲

334541 不哭了[HD] 王明麗 391362 不愛我[HD] 陳僖儀

341647 不害怕[HD] 張韶涵 332579 不愛我[HD] 陳禧儀

334528 不容易[HD] 洪天祥 332927 不會愛[HD] 飛輪海

304024 不眠夜 楊剛 302354 不會變 馬天宇

308203 不缺愛 司徒蘭芳 349228 不解釋[HD] Swin

307453 不能忘 鄭爽,井柏然 345863 不該愛{Live}[HD] 王祥森

297429 不能改 Saya 315017 不遇見 梁心頤,林采欣,劉思涵,潘辰

341651 不送帖[HD] 霍尊 278804 不預料 黃鴻升

335327 不動搖[HD] 陳勢安,黃啟銘 334497 不說愛[HD] 權振東

306195 不夠好 高原 327431 不領悟 趙霏兒

318908 不夠帥 陳林建 255948 不確定 萬芳

331798 不夠狠[HD] 林健輝 348091 不靠譜[HD] 王繹龍

317148 不奢求 海生 333301 不賴我[HD] 軻然

338216 不將就[HD] 李榮浩 320950 不懂你 明岳

334641 不將就[HD] 東南 345856 不懂愛[HD] 張偉明

335359 不將就[HD] 東南,敖悍升,汪洋 346824 不懂愛[HD] 劉思涵

302983 不得了 莊學忠 347585 不歸人[HD] 少司命,新樂塵符

230068 不得了 陳慧琳 301845 不歸路{Live} 迪克牛仔

234204 不得了 龍飄飄 329062 不簡單 Boxing 樂團

231132 不得不 陶莉萍 343440 不簡單[HD] Boxing 樂團

310412 不捨得 戚劍強 349607 不簡單[HD] Boxing樂團

325960 不眷戀 林姿惠 323540 不懷疑 曹權權

313111 不習慣 張丹鋒 330815 不囉嗦[HD] 王琦

262196 不習慣 蔡日軒 345468 中二病[HD] PG One

319510 不許哭 林憶蓮 265285 中山橋 楊勇

286974 不透光 蔡淳佳 320128 中不中 干露露

265795 不復返 宣鵬 315026 中秋月 高佳

304080 不敢哭 溫兆倫 311437 中原人 劉文濤

331331 不敢哭[HD] 梁心頤 279876 中原風 榮聯合

341211 不敢當[HD] 梁靜茹 283658 中國style 大慶小芳

347188 不然呢[HD] 孫晨 287208 中國人 王月華

307591 不等你{Live} 苟乃鵬,中國好歌曲 330036 中國人{Live}[HD] 劉德華

288235 不等於 家家 292525 中國山 景崗山

335573 不傷人[HD] 田蕊妮 288593 中國山 鍾漢良

258112 不傷心 鄭秀文 317164 中國牛 劉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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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073 中國印 皓天 343042 中國夢[HD] 柳培德

342291 中國印{Live}[HD] 皓天 335003 中國夢[HD] 張可

290599 中國字 圓圓 330687 中國夢[HD] 德龍prasada

345865 中國字[HD] 阿正 307304 中國夢{Live} 王麗達

304381 中國娃 解曉東 286881 中國夢{Live} 索南扎西

342576 中國娃[HD] 褚桐羽 344594 中國夢{Live}[HD] 明陽,瑪麗亞,好弟,王國群

310617 中國派 閆鳳梅 338223 中國夢{Live}[HD] 張可

293108 中國紅 閆旭 298240 中國舞 田心

315022 中國紅 葉俊華 269588 中國魂 朱躍明

319517 中國紅 賈爭艷 318210 中國龍 王麟

270482 中國美 玖月奇跡 278726 中國龍 陳佳喆

283508 中國美 阿溫 318914 中華門 溫霖

301481 中國風 邵雅茜 299945 中華美 佚名

282021 中國島 PMC給力團 266433 中華情 王宏偉

270736 中國茶 胡紅艷 279053 中華情(國) 顧凱

346438 中國茶[HD] 小旭auv 304167 中華情{Live} 群星

345869 中國茶[HD] 阿正 294942 中華頌 單待

287741 中國馬 朱貝貝 288686 中華頌{Live} 馮曉菲

267019 中國船 金磊鑫 292306 中華劍 寶泉

303707 中國喜 覃麗 305373 中華戀 戴玉強

327437 中國畫 萌萌噠天團 344597 中意他{Live}[HD] 梁詠琪

311845 中國畫 龍飛 302684 中斷點 張敬軒

232866 中國結 麥穗 295834 丹霞戀 金鑫

319516 中國獅 彭小龍 306205 之所以 孫艷

341617 中國話[HD] S.H.E 292099 之所以 劉朝林

301442 中國話{Live} 泳兒 318303 五十歲 有德鄉

335707 中國話{Live}[HD] S.H.E 344898 五千年[HD] 爾薩

302508 中國鼓 張也 311442 五千年{Live} 劉向圓

289568 中國夢 丁之文 330447 五月天[HD] S.H.E

324350 中國夢 周偉,王平,盧江,黃海坡 335708 五月天{Live}[HD] S.H.E

320129 中國夢 唐淵 337025 五妹娘[HD] 徐熙娣

284691 中國夢 崔力元 315730 五洲醉 張寒,張媛媛,虞舒然

292393 中國夢 張也 306964 井水花{Live} 劉歡,中國好歌曲

293574 中國夢 張滿強 349235 井岡頌[HD] 郭艷燕

313325 中國夢 陳思思 298135 井底蛙 王藝潼

319514 中國夢 彭小龍 318918 井東偉 三年

282863 中國夢 藍紫 231484 井崗山 軍旅歌曲

295830 中國夢 鐘亞華 253046 什麼話{Live} 徐小鳳

337687 中國夢[HD] 丁曉紅 304917 什麼話{Live} 劉雅麗,陳潔靈

340508 中國夢[HD] 米靚 349236 什麼歌[HD] 五月天

344593 中國夢[HD] 吳碧霞 299238 什錦菜 佚名

333166 中國夢[HD] 杜春梅 348752 今元人[HD] 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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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505 今天起 郭靜 334700 分手淚[HD] 干露露

306939 今世緣 余龍 310396 分手學 張繼聰

313957 今世緣 余龍,樊桐舟 297675 分手禮 元衛覺醒

293611 今世緣 紮西多吉 310704 分岔口 陳偉聯

290500 今世緣 雲菲菲 330295 分享愛{Live}[HD] 郭富城

262933 今仔日 李振全 308736 分割線 李佳薇

263782 今生緣 旭日陽剛,川子 318924 分開後 李琦

283138 今生緣 雷婷 262907 分隔線 李佳薇

284676 今生緣 寶少 284039 分靈體 糖兄妹

330039 今生緣{Live}[HD] 劉德華 326055 勾勾手 帶淚的魚

343654 今年勇[HD] 許嵩 303606 勾勾手 游艾迪

340262 今夜你會不會來{Live}[HD] 黎明,隱藏的歌手 328306 勿忘你 林宥嘉

299940 今宵情 佚名 334190 勿忘你[HD] 高安

347605 今遇蘭[HD] 高進 334901 勿忘你[HD] 高安,郭玲

321752 今歸仁 孫豆爾 335200 勿忘你{Live}[HD] 高安

343674 元宵到{Live}[HD] 胡宇威,蔣勁夫,吳卓羲 317282 勿忘我 毛甯,楊鈺瑩

299950 元宵夜 佚名 300210 勿忘我 佚名

254246 元宵夜 楊鈺瑩 271576 勿忘我 陰雨含

343676 元宵美{Live}[HD] 群星 231465 勿忘我 靜婷

295206 內心戲 朱雨辰 305463 勿忘我 謝宏

275014 公子哥 王繹龍 338104 勿忘我[HD] 陶喆

285416 公子哥 陳一凡 332797 友人說[HD] 林俊傑

343456 公子病[HD] 于湉 317300 反義詞 華晨宇

344185 公子病{Live}[HD] 于湉 340313 天下父母心[HD] 朱妍

330561 公主病[HD] 周杰倫 345996 天已黑{Live}[HD] 朱澤鋒,明日之子

308989 公主夢 周杰倫 345997 天已黑{Live}[HD] 鄧倫,楊宗緯,跨界歌王

348145 公主夢[HD] 水果女孩組合 303623 天不荒 湯燦

315040 公主嶺 陳小宇 312661 天之大 李嘉石

264038 公僕頌 周燕君 323694 天之大 張一鳴

349650 公蝦米[HD] 鄭伊涵 337898 天之大[HD] 楊卿儷

323024 六尺巷 陳心蕊 315738 天之大{Live} 周安信

339649 六尺巷[HD] 張正揚 323695 天之大{Live} 韓紅,我想和你唱

340539 六尺巷{Live}[HD] 趙薇 330180 天之大{Live}[HD] 毛阿敏

267843 六月雪 Jamaster A Ft. Benylan,茶米 253464 天之美{Live} 曾寶儀

282257 六字咒 咪依魯江 298043 天之涯 王菲菲

232330 六個夢 高勝美 336605 天之禁[HD] 董貞

304203 六個夢 群星 299447 天天情 佚名

344625 六盤山[HD] 馬希爾 230280 天天等 陳星

307519 分不開 馬麗 283198 天王嫂 黃飛鵬

324325 分手吧 後來者 305545 天仙子 謝雨欣

324710 分手吧 流蘇 311567 天仙夢 慕容曉曉

332094 分手夜[HD] 謊言留聲機,徐佳瑩 302800 天仙緣 梁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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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14 天地情[HD] 柳佳佳,陳威男 349307 天黑黑[HD] 孫燕姿

322401 天地鑒[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287235 天黑黑{Live} 古巨基,黃韻玲

326115 天安門 李天 320302 天黑黑{Live} 李幸倪,中國之星

308594 天安門{Live} 吳娜 279792 天黑黑{Live} 鄧鼓,余俊逸

328403 天池南 李玉剛 258072 天黑黑{Live} 鄭秀文,孫燕姿

287411 天灰灰 鐘昀呈 315743 天黑黑{Live} 譚維維,劉妍,最美和聲

309244 天那邊 花滿樓 342662 天黑黑{Live}[HD] 王源

307101 天使心 彩貝與海 341695 天黑黑{Live}[HD] 朱主愛,蓋世英雄

306930 天使街 任栩麟 337041 天黑黑{Live}[HD] 夏恒,中國好聲音

311370 天河怨 趙芳 330117 天黑黑{Live}[HD] 張學友

309621 天空下 范瑋琪 315054 天禁訣 光良

230933 天空雨 陳雪君 301534 天與地 阿里郎

326765 天空城 王子 283477 天蒼蒼 荒山亮

309291 天花板{Live} 阿正 283192 天際線 黃聖依

326121 天長美 斯蘭 336609 天賜緣[HD] 哈琳

287948 天亮了 冉青霞 302405 天藍藍 高保利

231769 天亮了 韓紅 232733 天藍藍 鳳凰傳奇

287316 天亮了{Live} 沙寶亮 334218 天藍藍{Live}[HD] 鳳凰傳奇

329239 天亮了{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19639 天籟唱 玄鳥傳說

296151 天亮了{Live} 韓紅 262499 天靈靈 貢米

335712 天亮了{Live}[HD] S.H.E 348247 天靈靈[HD] 馬麗

343745 天亮了{Live}[HD] 迪瑪希,歌手 270016 太在乎 梅南林

337035 天亮了{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43473 太好強[HD] 孫藝琪

274720 天亮飛 天亮飛 280049 太妃糖 野人

299226 天皇皇 佚名 334917 太安靜[HD] 吳勇濱

344243 天衍錄[HD] 柳岩 311790 太自由 蕭閎仁

300534 天倫歌 佚名 266799 太行美 蘭旗兒

300929 天倫歌 李逸 263552 太冷靜 吳忠明

230902 天倫歌 陳蘭麗 263317 太完美 Super Junior M

233235 天狼星 黃征 297579 太完美 小文

284124 天堂口 李翊君 323703 太依賴 祁隆,任妙音

310507 天堂雨 章小軍 292839 太依賴 祁隆,李舒彤

266672 天堂鳥 范瑋琪 325774 太依賴{Live} 任妙音,祁隆

308746 天堂路 李東升 284210 太坦白 李榮浩

305229 天堂寨 燕妮 301132 太委屈 卓依婷

320296 天將明 林宥嘉 231086 太委屈 陶晶瑩

274679 天然呆 後弦 346001 太委屈{Live}[HD] 陶晶瑩,曾慧蘭,我想和你唱

330606 天然氣[HD] 天天,趙哥 271928 太孤單 高登

283753 天註定 莊心妍 271913 太狠了 高山林

325078 天黑黑 Roy Kim 231010 太美麗 陶喆

281048 天黑黑 方炯鑌 298524 太重要{Live} 羽泉

334573 天黑黑[HD] 胡彥斌 325183 太寂寞 姜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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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919 太寂寞 靳歡琪,趙齊 321848 少年狂{Live} 趙傳

333884 太貪心[HD] 周覓 334161 少年狂{Live}[HD] 趙傳

289734 太貪心{Live} 周覓 319680 少年時 尚丹

299921 太湖美 佚名 232691 少年游 魏晨

298921 太湖船 佚名 336194 少年游[HD] 羅力威

316657 太陽花 張煜楓 298288 少年游{Live} 任賢齊

312423 太陽雨 布仁巴雅爾 232849 少年夢 麥子傑

300345 太陽雨 佚名 338663 少年夢[HD] 李晨

312578 太陽雨 吳鑫桐 318930 少年說 Tf Boys

232344 太陽雨 高勝美 301719 少林寺{Live} 後弦

328407 太陽雨 張夢瑤 326770 少將軍 魏天澤

304619 太陽雨(快四) 舞曲 317460 屯堡人 阿賴

288533 太陽頌 鄭璐 284878 巴中style 李佳霖

343129 太傻了[HD] 藍又時 233451 巴別塔 黃立行

296165 太想念 彭箏 340598 幻世緣[HD] 祝芝浩,楊鏡儒

330044 太想愛{Live}[HD] 劉德華 323147 幻期頤 陳粒

263629 太愛了 王志心 346545 幻想者[HD] 小旭pro

303187 太愛你 郭富城 310517 幻想家 莊心妍

332649 太愛你[HD] 劉忻 265876 幻想愛 張寧

266937 太愛你{Live} 鄭源 341946 幻想愛[HD] 張韶涵

305273 太溫柔 蕭賀碩 341949 引力波[HD] 隋柯名

341696 太煩惱[HD] 楊丞琳 341720 引力波[HD] 隋柯名(破破)

299594 太誠實 佚名 347749 心 好疼[HD] 樊凡

284242 太認真 張赫宣 271685 心.距離 陳文清

339956 太認真[HD] 鄒宗翰 312596 心上人 宋熙銘

327593 太縱容 阿木 312846 心上人 阿茹娜

230836 太聰明 陳綺貞 271623 心上人 阿魯阿卓

304728 太難得 趙薇 318931 心上人 景甜

311303 太鐘意 熊七梅 303852 心上人 黃清元

253855 太驕傲 楊乃文 234210 心上人 龍飄飄

302480 夫妻相 崔恕,崔岩 340606 心中的beyond[HD] 銘鑫

271569 夫妻情{Live} 閻維文 338348 心之火[HD] 飛兒樂團,彭佳慧

346020 孔子曰[HD] 阿正 343791 心之城[HD] 彭子帥

339216 孔子說[HD] 皓天 302154 心之尋 格格

349318 孔明歎[HD] E.M.P原創音樂團隊 302150 心之尋{Live} 格格

325245 孔明燈 張冬玲 345069 心之焰[HD] 鄧紫棋

321153 孔雀草 張冬晨 289617 心太軟{Live} 任賢齊,小蟲

313973 孔雀殤 熊七梅 325098 心太軟{LIVE} 任賢齊,炫聲樂團,呂口口,劉路輝,我想和你唱

329297 少女心 童可可 294869 心太軟{Live} 伊爾盼

341943 少年行[HD] 韓磊 292800 心太野 王菲

349761 少年志[HD] 王嘯坤 288567 心太硬 韓嵐

328474 少年狂 文卓 333435 心心鎖[HD] 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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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815 心世界{Live} 蘇醒 344300 心與心{Live}[HD] 寧桓宇

344297 心主角[HD] 趙仕瑾 232833 心酸酸 鳳飛飛

289561 心在飛 QS組合 300181 心頭恨 佚名

313110 心在飛 張子冉 305529 心頭恨 謝采妘

268242 心在飛 蘭卡措 303041 心變了 莫文蔚

346055 心在飛[HD] 格桑英妮 349404 手中沙[HD] 沈夏(大王)

233824 心在跳 黎明 299532 手把手 佚名

329327 心在跳{Live} 黎明,魏晨 304227 手把手 群星

331473 心在跳{Live}[HD] 金池 293110 手把手 閻維文

285922 心成玦 武張春媛 304174 手把手{Live} 群星

303692 心形杯 紫君 299377 手和腳 佚名

332216 心肝貝[HD] 高洪章 322574 手牽手 吳奇隆,劉詩詩

343793 心空空[HD] 謝春花 313318 手牽手 陳奐仁

334735 心花開[HD] 李千娜 333074 手牽手[HD] 胡靈

288990 心要飛 滿文軍 292940 手牽手{Live} 蕭敬騰,陶喆

329330 心要野 後海大鯊魚 327769 手掌心 李貞瑤

265466 心飛了 任升 332850 手掌心[HD] 丁噹

338941 心時代[HD] 陳彥允,畢書盡,陳勢安,李玉璽 304126 手握手 群星

278781 心情好 魏伽妮 257045 手寫愛 許茹芸

323769 心涼了 何鵬 342100 手機仔(二)[HD] 盧廣仲

324939 心涼了 趙鑫 296526 手機控 伍凌楓

289877 心連心 徐千雅 317674 方向感 1976

231015 心亂飛 陶喆 230389 方向感 陳曉東

345070 心亂飛{Live}[HD] 汪蘇瀧,金曲撈 327793 方的言 趙英俊

345071 心亂飛{Live}[HD] 陶喆,汪蘇瀧,金曲撈 278085 日不落 關喆

288987 心亂亂 崔子格 339765 日不落[HD] 蔡依林

333496 心亂跳[HD] Doublex2 317677 日不落{Live} 楊坤,人聲兄弟,最美和聲

340855 心塞塞[HD] 趙霏兒 287791 日不落{Live} 蔡妍,阿蘭(Alan)

349339 心微痛[HD] 曾咏欣 291447 日不落{Live} 蔡依林

286675 心愛的 卓文萱,黃鴻升 335961 日不落{Live}[HD] 梁棟江,余楓,中國好聲音

331123 心慌慌[HD] 七朵組合 331983 日不落{Live}[HD] 陳明

303886 心碎雨 黃靖倫 308236 日月山 尼瑪拉毛

299074 心碰心 佚名 326783 月下吟 天籟天

323771 心裡面 李榮浩 312505 月之戀 西單女孩

341191 心裡面[HD] 李榮浩 285859 月之戀 李書偉

320379 心裡話 莫莫,小麒 338065 月牙泉[HD] 蘇瑋

343168 心裡話[HD] 吳俊余 320557 月牙泉{Live} 白若溪

348306 心裡學[HD] 徐佳瑩 321381 月牙泉{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296324 心跳動 Boxing 283065 月牙灣 阿勇

294774 心跳動{Live} Boxing 326364 月半傾 高飛

254775 心電心 王心凌 335890 月半彎{Live}[HD] 劉雙雙,中國好聲音

317497 心與心 寧桓宇 262753 月光下 江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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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980 月光下 降央卓瑪 313619 月彎彎 劉佳

330982 月光下[HD] 鐘心 317713 月彎彎{Live} 王珂邇

340389 月光下的小情歌[HD] 才娜旺姆,嘉央 323925 木木噠 姜濤,唐子雅,魏洪桃,李瑞,郝志浩

323914 月光光 龍智祥 293823 木吉他 袁惟仁

342435 月光光[HD] 鐘彩媚 286763 木偶戲 春天

325844 月光曲 葉璐 289193 木魚緣 陶瑩

274734 月光杯 孫維唯 292875 木棉花 紅薔薇

278442 月光河 林俊逸 297982 木棉道 王雪晶

346377 月光花[HD] 花兒 302302 木槿花 袁泉

269493 月光海 晟瑤 313317 木頭人 陳冠霖

309974 月光淚 馬秋華 268078 木蘭花 付樂

341778 月光訣[HD] 熊梓淇 296649 木蘭情{Live} 李安梅

285848 月光舞 李佳儒 337973 木蘭淚[HD] 羅甄

333524 月光謠[HD] 關建輝 349893 木蘭詩{Live}[HD] 尚雯婕,經典咏流傳

296632 月如心 鐘亞華 317727 木蘭辭 緋村柯北

327829 月如鈎 夢葦 262934 欠你的 李振全

296633 月如鉤 劉曉 333672 歹逗陣[HD] 江蕙,陳嘉樺

307293 月老說 王洋 298988 毋忘草 佚名

302224 月兒情 烏蘭圖雅 310466 比較愛 梁靜茹

328671 月兒圓 後來者 233885 毛毛雨{Live} 黎明輝

306931 月夜思 任栩麟 325277 毛毛草 易道般若

299459 月夜情 佚名 264197 毛毛蟲 朱丹

298968 月姑娘 佚名 331973 毛毛蟲[HD] 陳奐仁

348426 月空城[HD] 李炎妍 298769 毛眼眼 佚名

312630 月亮河 李炆桐 255315 水上花 王菲

304582 月亮河(慢三) 舞曲 298046 水上花 王菲菲

309717 月亮國 孫更俊 321410 水上花 格格

254280 月亮船 楊鈺瑩 320585 水上花{Live} 黃英

304909 月亮船 劉惜君 284925 水中月 李翊君

285970 月亮船{Live} 春天 345206 水中央{Live}[HD] 郁可唯,金曲撈

318943 月亮橋 葛軍 345205 水中央{Live}[HD] 戴佩妮,郁可唯,金曲撈

233730 月亮灣 黃思婷 299987 水中花 佚名

321382 月相思 征服 313767 水中花 儲蘭蘭

233226 月秋影{Live} 黃征 282943 水中花(國) 譚詠麟

302984 月桃花 莊學忠 326393 水中夢 王波

349885 月湖美[HD] 王瑩 279046 水之歌(國) 顧凱

264163 月圓了 張衛健 310172 水月亮 張芸卉

341359 月圓歌{LIVE}[HD] 趙羽 343269 水月亮[HD] 張雲卉

315076 月滿弦 劉珂矣 254443 水仙花{Live} 汪明荃

349434 月滿弦[HD] 小美sunny 286115 水西謠 奧杰阿格

317715 月纏紗{Live} 玄鳥傳說 333563 水西謠[HD] 奧杰阿格

293001 月彎彎 貳嬸,流浪的蛙蛙 269261 水弄堂 彥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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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92 水杉林 吸引力組合 334639 火辣辣[HD] 丁童

322651 水汪汪 呂繼宏 290449 火燒雲 黎毅

304450 水姑娘{Live} 雷佳 295536 火鍋爽 阿雅

301688 水長流 姚蘇蓉 336771 火鍋爽[HD] 柳翰雅

266531 水長流 秦詠 329550 火鍋舞 何靜

302970 水長流 莊學忠 270801 父子橋 蘇宇舟

303861 水長流 黃清元 329566 父母緣 杜青

279394 水長流{Live} 青山 293054 父母親 郎郎(馬志鋒)

313491 水長流{Live} 楊燕 321970 父親結 王乃恩

349024 水城春[HD] 凌飛 313988 片尾曲 曹格

349025 水城春[HD] 馬關輝 231031 王八蛋 陶喆

342837 水星記[HD] 郭頂 343944 王子的dna[HD] 黃宥傑

317753 水風輕 楚小喬 282426 王子病 張韶涵

316961 水瓶座 陶辰宇 320658 王子夢 莫莫

293723 水寒煙 王偉 297818 王子豪 王子豪

338715 水晶蝦[HD] 李蕭寒 335986 王妃&Dangerous{Live}[HD] 秦曉林,戎琦,中國好聲音

289214 水晶鞋 月亮姐姐 330841 王見王[HD] 羅志祥,楊丞琳

298092 水煮魚 王蓉 286051 王阿姨 袁樹雄

265685 水鄉謠 周瑜 308868 王昭君 汪洪萍

321953 水雲鄉 媛媛 317828 王昭君{Live} 楊燕

283144 水雲遙 青鳥彩虹 343945 王牌對王牌[HD] 王祖藍,王源,宋茜

232361 水漣漪 高勝美 301607 王對王 青鳥飛魚

265817 水蒸氣 岳薇 333368 世人歌[HD] 關寅飛

330633 水蒸氣[HD] 岳薇 307138 世俗人 成雲剛,卡密兒

338440 水噴噴[HD] 張文綺 336523 世界仔[HD] 阮兆祥

282748 水墨緣{Live} 玖月奇跡 322262 主題曲 陳小春

342839 水龍吟[HD] Hita 313409 主題曲 給力女生

293652 水靈靈 李君 336526 主題歌{Live}[HD] 牛奶白

346195 火一把[HD] 莊閑 336525 主題歌{Live}[HD] 張薔

285184 火了愛 胡揚琳 341851 他不懂[HD] 張杰

314774 火不了 孔令奇 328233 他不願 張陽陽

274872 火車站 李春波 310666 他她他 陳奐仁

269105 火玫瑰 張寒 322269 他和她 陳志朋

230294 火玫瑰 陳星 333008 他和她[HD] 回音哥

329549 火星人 蕭人鳳 341398 他和她[HD] 陳志朋

312033 火星人 魏雪漫 301013 他的愛 汪蘇瀧

315080 火起來 劉爽 278309 他的貓 徐良,楊曦

231029 火鳥功 陶喆 320978 他們說 張靚穎

275044 火焰情歌 紅月,完瑪三智 271851 他們說 韓雪

317795 火與蝶 陳瑞,小多 312506 他鄉路 西單女孩

313305 火辣辣 陳玉建 313380 他鄉路 揚塵

323320 火辣辣 潘七魁 265988 他鄉路 楊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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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24 他與城[HD] 洪煜祺,Shelly佳 329167 出塞曲{Live} 格格

307930 仙人掌 天悅 330249 出塞曲{Live}[HD] 蔡琴

269306 仙女湖 徐千雅 310909 出賣我 程響

348105 仙才嘆[HD] 朱峰,蔡忻如 307040 功夫夢 宋藝飛

230329 仙湖遊 陳星,周虹雨 307816 加加油 大小姐

304369 仙劍賦 董貞 300164 加油歌 佚名

340522 代代歌[HD] 焦集 265648 加油歌 吳文煜

330910 代言人[HD] 蕭亞軒 313829 加油歌 藍寶石少女

349626 以後見[HD] 許巍 274938 加倍愛 夢然

303227 以為愛 陳好 266514 加班歌 白領組合

291258 兄弟酒 星閣 287072 包子鋪 談芳兵

312823 兄弟情 肥貓大隊長 233918 包青天{Live} 黑妹

288743 兄弟情 阿任 296016 包容你 楊峰

322303 兄弟情 洪立,嘉懿 315101 包楞調{Live} 王麗達

233076 兄弟情 黃品源 283912 包楞調{Live} 褚海辰

323017 兄弟情 鴻飛 344942 包楞調{Live}[HD] 崔譯文,歌聲的翅膀

313875 兄弟情 蘇泉 254601 北斗星 溫嵐

340536 兄弟情[HD] 王旭鵬 288778 北江美 王馨,佚名

343069 兄弟情[HD] 朱明 266766 北江美 蘇富權

343682 兄弟情[HD] 馬雲龍,李健 288775 北京city 蘇醒,魯賽賽

332748 兄弟情[HD] 黑龍,張海林 317283 北京城 徐子洺

338603 兄弟情[HD] 萬心 282470 北京美 拉毛王旭

338951 兄弟連[HD] 中華 315771 北京站 王金翔

315097 兄弟歌 盧星燦 328310 北京夢 張彬

343683 兄弟歌[HD] 孫一然,盧星燦 317286 北湖情 孫儷心

329148 兄弟緣 張藝飛 343092 北極光[HD] 何晟銘

338605 兄弟緣[HD] 饒天亮,孫華 231656 北極海 韓承東

283135 兄妹情 雪域格桑,別那 230132 北極雪 陳慧琳,馮德倫

348140 充氧期[HD] 孫燕姿 230037 北極雪{Live} 陳慧琳

348141 充電寶[HD] 李澤垚 332598 北漂魚[HD] 王旭

321778 冬之韻 王瑩,宋健 266702 半月琴 董貞

344935 冬日熊[HD] 李琦 339918 半世傷[HD] 征服

303138 冬季雪 許頌 329183 半半歌 趙一頤

330878 冬眠期[HD] 葉熙祺 233429 半生緣 黃磊

304800 出外人 鳳飛飛 233813 半生緣 黎明

349265 出生地[HD] 毛阿敏 306260 半生憶 斷腸,索墨菲

309786 出征傷 容中爾甲 312288 半空中 小峰峰

268322 出則弟 劉一禎 258147 半空中 鄭秀文

288759 出師表 陳藝鵬 256993 半首歌 許茹芸

313027 出塞曲 格格 281243 半個人 汪東城

275162 出塞曲 閆金玲 279113 半個男 花哥

266142 出塞曲{Live} 李玉剛 337091 半婚迷[HD] 孫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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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45 半張床 冰冰火 290923 可別說 茅小勇

312703 半張床 沁心小築 348810 可惜了[HD] 齊秦

275042 半張床 糖糖樂團 315779 可惜愛{Live} 楊乃文

230156 半條腿 陳旭 326806 可愛多 陳建

315772 半壺紗 劉珂矣 323647 台中愛 187INC,Right Eye

349271 半壺紗[HD] 小美sunny 348577 台灣好[HD] 陳昇

280876 半憂傷 多亮 280002 司徒楓 丁思忖

253220 半調子 徐若瑄 253303 四人遊 方大同,薛凱琪

304605 半點心(倫巴) 舞曲 282665 四月天 湘東雨

297286 半點心{Live} B.A.D,Anny 283934 四月天 龐龍

332053 半獸人[HD] 周杰倫 344213 四月天[HD] 原子邦妮

343416 卡樂歌{Live}[HD] 獅子合唱團 335277 四月雪[HD] 王菲

325276 去三亞 新街口組合,劉晨晶 233280 四季風 黃思婷

293069 去大理 郝雲 290363 四季圈 陳奕迅

335840 去大理[HD] 黃渤 301463 四季歌 花兒樂隊

345519 去未來[HD] 胡可,安吉 281404 四季歌 苗苗

270429 去西藏 王藝歌 315118 四季歌 寧可

321050 去你的 林大晉 336590 四季歌[HD] 李玉剛

283541 去飛吧 瘋子 298123 四季歌{Live} 王璐瑤

308000 去尋找 牛奶咖啡 304058 四季歌{Live} 楊鈺瑩

281386 去愛吧 胡歌 329224 外婆家 蘇醒

349677 去遠方[HD] 王心凌 332896 外婆橋[HD] 江一燕

307521 古玉堂 馬麗 303487 外鄉人 雪村

328325 古城緣 李果 322381 外賣歌 BoBo

233407 古萊萊 黃燦 256450 失去你 蕭亞軒

345935 古董車[HD] 羅力威 341925 失去痛[HD] 冷沐柏

256995 另一半 許茹芸 345553 失眠書[HD] 譚維維

230274 另一半 陳星 325775 失眠控 Vp1

293779 另一半 羅晉 269086 失落症 張博

345936 只不過[HD] 小潘潘 317383 失語者 簡紅

296052 只有你 費玉清 339696 失語者[HD] 蔡健雅

332219 只有你[HD] 黃綺珊 328408 失語者{Live} 李鵬飛,天籟之戰

344954 只有你{Live}[HD] 黃綺珊 300518 失樂園 佚名

295414 只怪我 莫智欽 315782 失樂園 孫英男

337722 只為你[HD] 王旭鵬 230499 失樂園 陳淑樺

347667 只剩愛[HD] 方泂鑌 339957 失憶症[HD] 王箏

268737 只想你 姚劍 280052 失戀 Style 丁丁

233914 叫姊姊 黑girl 332639 失戀Style[HD] 丁丁

334213 叫醒愛[HD] 何潤東 268978 失戀了 崔偉亮

265653 叮叮噹{Live} 吳滌清 341139 失戀咒[HD] 少女標本

329200 可以唷 鼓鼓 311603 失戀季 潘成,王瑞淇

320230 可以歌 易丹丹 334834 奴隸船{Live}[HD] 蔡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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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702 左心跳 張霖 315654 打破他 葛仲珊,E-So

326183 左右手 左左右右 338405 打破他[HD] 葛仲姍,E-So

313883 左右手 蘇晴 318312 打麻將 齊國,齊秦,齊歆

334692 巧克力[HD] 家家 342414 打開愛[HD] 王力宏

348287 巧柯力[HD] 柯有倫,汪小敏 349406 打雷了[HD] Fran

299452 巧相逢 佚名 325439 打電玩 蘇修儀

289566 布朗尼 Utin,Ange 267975 打噴嚏(過敏慢版) 嚴爵

265740 布達拉 央金蘭澤 332255 打噴嚏[HD] 嚴爵

313430 布達拉 馮曉菲 304340 打噴嚏{Live} 葉麗儀,雷安娜

300258 布穀鳥 佚名 313728 打噴嚏{Live} 曉華

333045 布穀鳥[HD] 李鑫雨 300570 打豬草 佚名

300452 平安夜 佚名 255295 打錯了{Live} 王菲

312810 平安夜 林依婷 304072 打龍袍 楊燕毅

301777 平安夜 胡兵 331632 打醬油[HD] 劉沖

296278 平安符 何龍雨,辜櫻櫻 231553 打櫻桃 韓再芬

270833 平安鳥 范瑋琪 303961 未了情 愛新覺羅.啟笛

231702 平安夢{Live} 韓磊 341500 未了歌[HD] 張磊

326811 平安歌 南城二哥 233551 未央歌 黃舒駿

305727 平安璽 璽恩 308267 未成年{Live} 本兮

310923 平行愛 舒鳴 349440 未完成[HD] 孫燕姿

297349 平行線 Js,陳忠義 334599 未完歌[HD] 阿超

271282 平行線 邰正宵 342825 未命名[HD] 李玉璽

280117 平行線 容一敏 305116 未填詞 鄧福如

304778 平行線 輕鬆玩樂團 310207 未滿愛 張真菲,蘇宇舟

337108 平衡感[HD] A-Lin 300377 末班車 佚名

300665 平衡點 吳宗憲,Landy 313748 末班車 蕭煌奇

294762 必須的 朱岩 329505 末班車{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30526 必須的[HD] 冷漠 340678 末班車{Live}[HD] 信,我是歌手

313713 打工行 鄭源 336746 末班車{Live}[HD] 鄭興琦

234196 打工行 龍軍 279538 末場戲 韋琪

234385 打工族 張岩 321942 本命年 趙星宇

282324 打工歌 孫藝玲 343906 正在輸入[HD] 任子墨

233468 打分數 黃立行 296674 正是愛{Live} 陳慧嫻

328616 打勾勾 李千娜 309217 正能量 河靜靜

343219 打勾勾[HD] 田亞霍 311279 正能量 榮歌

296528 打水槍 林舞耀 322166 正能量 鄭順鵬

284320 打灰機 孫佳梵 311776 正能量 蕭全

230098 打呵欠 陳慧琳 334359 正能量[HD] 沙寶亮

314014 打虎歌 劉沛洋 340681 正能量[HD] 鄭順鵬

278164 打架舞 周杰倫 347846 正義堂[HD] 巴特

279778 打架舞 周杰倫,柯有倫,宋健彰,黃俊郎 325190 母子情 媚兒菲菲

290097 打飛機 王麟 289213 母親謠 劉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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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08 民族風{Live}[HD] 楊樹林,于明加,厲害了我的歌 342882 白石溪[HD] 蕭憶情,哦漏

310397 永和號 張繼聰 292659 白羊夢 林俊傑

343910 永恆的約[HD] 孫藝琪 304505 白羽毛 甄妮

305586 犯了錯 謝霆鋒 348516 白夜行[HD] Kiki富妍

338461 犯桃花[HD] 大慶小芳 339538 白夜行[HD] 武藝

332633 玉生煙[HD] 七朵組合 342471 白狐狸[HD] 王力宏

324981 玉妃引 阿依果 351792 白玫瑰 古巨基

255080 玉卿嫂 王芷蕾 324006 白娘子 范一賢

233438 玉卿嫂 黃磊 337117 白素貞[HD] 董貞

347881 玉樓春[HD] 洗凡 316818 白馬尖 陳咏峰

295251 玉蘭花 楊小曼 282580 白眼狼 楊梓

309899 甘蔗甜 祖海 330915 白蛇傳{Live}[HD] 蕭敬騰

328770 生之門 金志文 328785 白雪歌 蘇醒

322713 生之欲 陳惠婷 345269 白鹿原[HD] 韓磊

315795 生日好 紅薔薇 332537 白富美[HD] 樓宏章

296805 生日歌 劉紫玲 331024 白雲詩[HD] 額爾古納樂隊

320663 生日歌 曉風久久 291025 白蝴蝶 陳瑞

263419 生死戀 張政雄,薛珮潔 318709 白髮吟 佚名

281130 生命線 李宇春 327937 白髮傷 冷漠,舒清

340415 生活[HD] 大平 294678 白樺林 陳虹

309945 生活禪 袁樹雄 293029 白樺林 趙鵬

309263 生意歌{Live} 金波 346235 白樺林{Live}[HD] 魏大勛,跨界歌王

319903 生煎包 頑童mj116 298111 白樺淚 王曉青

346682 生還者[HD] 許佳慧 343545 白頭吟[HD] 丁噹

338156 甩一甩[HD] 葛仲珊,比莉 289979 白龍馬 林一佳

326449 甩鳥舞 龍奔 345268 白鯨星[HD] 蘇莞雯

263703 甩餅歌 Walker 312813 白蘭花 林俊傑

312009 田中亭 藍芷兒 343305 白蘭花[HD] 孫嘉梵

336787 田園香[HD] 黃雅莉 252996 白蘭香 張鳳鳳

342108 由不得[HD] 胥拉齊 305476 白蘭香 謝采妘

319910 白子畫 侯夢亮 300451 白蘭鴿 佚名

316821 白日夢 陳彥允 292909 白蘭鴿 蘇小明

313794 白日夢 謝沛恩 304585 白蘭鴿(迪斯可) 舞曲

330542 白日夢[HD] 吳昕 299706 白蘭鴿(倫巴) 佚名

283356 白月光 孟楠 315801 白蘭鴿{Live} 周安信,胡鈺佳

301276 白月光 易慧 301542 皮外傷 阿桑

287244 白月光{Live} 白若溪 410400 皮在癢 鍾舒祺

345267 白月光{Live}[HD] 張信哲,陳沁,我想和你唱 334640 皮在癢[HD] 三個人

299833 白毛女 佚名 321481 皮族人 皮特

278394 白毛女 李暉,楊洪基 330580 皮影戲[HD] 周杰倫

308438 白仙鶴 百慕三石 233526 目擊者 黃義達

342018 白白的[HD] 張韶涵 349478 目屬目[HD] B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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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392 石山魂 李明陽 265389 全日愛 張超

289324 石榴花 百慕三石 326037 全世界 群星

280728 石頭人 佟宇 310837 全民愛 曾國琿

278346 丟不掉 星弟 232730 全是愛 鳳凰傳奇

312507 丟手絹 西單女孩 334610 全是愛[HD] 陳威全

299917 丟手絹 佚名 322308 全家福 宋孟君

343648 丟垃圾[HD] 林禾 323610 再一次 張鵬華邵

305862 交響夢 蘇打綠 331715 再一次[HD] 小宇

269808 仰阿莎 楊佳茜 340540 再一次[HD] 侯玉斌

267814 任由愛 By2 343687 再一次[HD] 劉浩楠

253802 任意門 楊丞琳 336555 再一步[HD] 傅又宣

341524 任意門[HD] 楊丞琳 297248 再一遍 183Club

295867 伊人香 鐘亞華 304573 再回首(快三) 舞曲

314783 伊人笑 衛東 318986 再回首{Live} 李安,中國好聲音

349239 伊人淚{Live}[HD] 山子華 271806 再回首{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328235 伊人嘆 蔣嬰 301703 再回首{Live} 姜育恆

232047 伊甸園 饒燕婷 316722 再回首{Live} 楊坤,黃莉,最美和聲

335272 伊甸園[HD] 潘瑋柏 295964 再回首{Live} 趙浴辰,蔡國慶

230467 休止符 陳永熙 331866 再回首{Live}[HD] 羽泉

349240 休止符[HD] 孫燕姿 295968 再沒有 吳小彤

311903 光之城 謊言留聲機 309947 再見吧 貢尕達哇

255213 光之翼 王菲 314030 再見吧 張智勇

294765 光之翼 胡蕾 340277 再見某人[HD] 方磊

283378 光之翼 張目 323028 再見面 海鳴威

294619 光之翼 鄭興琦,王藝潔 286123 再後來 紫浪

316356 光之翼{Live} 于湉 295132 再相見{Live} 張鈺琪,柴愷能

328275 光之翼{Live} 呂俊哲,天籟之戰 345502 再相聚[HD] 梁海洋,唐柳強,劉心悅

288141 光之翼{Live} 周筆暢 327502 再遇見 程梓捷

320188 光之翼{Live} 彭楚粵 333080 再遇見[HD] 蘇打綠

345901 光之翼{Live}[HD] 姚晨,跨界歌王 231878 再說吧{Live} 順子

337122 光之翼{Live}[HD] 鄭興琦 288757 冰火令 楊雲閣

315821 光和熱 伍佰 326042 冰百合 陳岩

338252 光和熱[HD] 伍佰,Chinablue 297840 冰淩花 王冰洋

322102 光明行 王麗達 294863 冰與火 京晉jucie

317237 光明行 呂繼宏 304594 划船歌(吉特巴) 舞曲

340537 光棍歌[HD] 游美靈 283194 吃大便 黃志明

268530 光棍體 后羿 345939 吃吃吃[HD] 華語群星

286743 光腳丫 阿牛 317305 吃茶去 黃訓國

334169 光腳丫[HD] 阿牛 329201 吃茶去 蔣明

298422 光緒皇帝-深宮怨 朱祝芬 329202 合掌好 趙洳萱

318635 光頭強 趙真 328338 合歡花 張生艷

268748 全力愛{Live} 姜孝萌 230830 吉他手 陳綺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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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61 吉春美 阿影 312318 回娘家{Live} 方伊琪

285712 吉祥年 玉面天使(吳霞) 285971 回娘家{Live} 春天

300635 吉祥話 佟左左 292613 回家吧 李緒杰

338624 同心圓[HD] 劉尊,解曉慧 318999 回家吧 張正揚

287882 同心鎖 小魏 285879 回家鄉 邢青海

340171 同鄉情[HD] 龍少也 327562 回家鄉 張師羽

323650 同學寄 祁隆 263450 回家鄉 誓言

339192 同學寄{Live}[HD] 祁隆 334144 回家鄉[HD] 羽泉

306949 同學情 六水 288283 回峽江 康珈鳴

322353 同學情 曹雷,段玉宏 344215 回海上[HD] 孟慧圓

286312 同學情 閆旭 303016 回想曲 莊學忠

321794 同學會 徐清波 317326 回想曲{Live} 莫旭秋

313210 同學會 張馳 283592 回憶鎖 潘春春

279349 同學會{Live} 滅火器樂隊 307978 因為你 方大同

298341 名偵探 宇宙人 300869 因為你 李國毅

288806 向日葵 洪煜祺 302098 因為你 徐若瑄

313198 向日葵 張萌萌 253463 因為你 曾寶儀

315162 向日葵 葉俊華 328364 因為你 熊汝霖,Dirty Honey

326831 向日葵 顏楚杉 256443 因為你 蕭亞軒

309007 向北飛 周傳雄 336426 因為你[HD] 杜德偉,林凡

325075 向未來 IT Girls 341684 因為你[HD] 黃玠,女孩與機器人

271969 向前方 鮑國 298562 因為愛 羽泉

312370 向前沖 王雅潔 231534 因為愛 韋禮安

288805 向前沖 吳燦濤 287594 因為愛 孫楠

253146 向前沖 徐懷鈺 313362 因為愛 陶喆

326072 向前沖 薛菠 303531 因為愛 喬傑立巨星

312659 向前走 李楊飛 256444 因為愛 蕭亞軒

323652 向前看{Live} 金池 333888 因為愛[HD] 孫楠

270142 向陽花 汪峰 331834 因為愛[HD] 潘辰,張靚穎

292185 向陽花 周裕曼 267213 因為夢{Live} 韓庚

312459 向陽花{Live} 安與騎兵 330615 因瞰朵[HD] 安又琪

345523 向陽花{Live}[HD] 方穎昕,歌聲的翅膀 322377 在一起 王金超

263971 向遠方 虞笙 270656 在一起 羽泉

284128 向遠方 瘦人 324429 在一起 孟楊

280020 回不去 何晟銘 285020 在一起 波拉

302805 回不來 梁詠琪 323674 在一起 姜文杰

320254 回收愛 賴奕賓 270679 在一起 胡彥斌

271556 回杯記 閆學晶 313135 在一起 張洋

328362 回故鄉 齊國 315166 在一起 曾春年

344214 回故鄉{Live}[HD] 楊樹林,金池,厲害了我的歌 291327 在一起 歐豪

297529 回娘家 于文華 296098 在一起 鄧海

297656 回娘家 中國娃娃 275159 在一起 鍾欣桐,胡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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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77 在一起 鴻飛 290551 在路上 劉祖棟

340565 在一起[HD] 王婷婷 278663 在路上 鄧子霆

335763 在一起[HD] 安心亞 315839 在路上 鐘純妍

338631 在一起[HD] 安琪兒·愛琪億 342333 在路上[HD] 吉克永都

343111 在一起[HD] 朱主愛 338970 在路上[HD] 南二巷樂隊

332160 在一起[HD] 庾澄慶 338298 在路上[HD] 孫浩雨

344220 在一起[HD] 彭雅琦 337852 在路上[HD] 張伊彤,韓涵,大仙

331958 在一起[HD] 鐘欣桐,胡彥斌 348220 在路上[HD] 楊楠

309531 在一起{Live} 禹擇 343726 在路上[HD] 邊永城

345971 在一起{Live}[HD] 馬智宇 266336 在路上{Live} 泳兒

337826 在一塊[HD] 許佳慧 321805 在路上{Live} 柴強

291330 在天涯 湯子星 320260 在路上{Live} 郭保成

338633 在木星[HD] 樸樹 300592 在路旁 佚名

289591 在北京 丁紫 310817 在夢中 彭麗麗

284316 在北京 楊洋 301852 在夢裡 迪克牛仔

346496 在守候[HD] 劉大寶 302495 在夢裡 庾澄慶

343113 在此刻[HD] 黃大煒 234167 在夢裡 龍寬九段

343725 在此刻{Live}[HD] 胡歌,王凱 284620 圪梁梁 孫剛

231763 在何方{Live} 韓紅 306297 地下黨 秋褲大叔

284053 在雨中 莫旭秋,魏秋樺 271176 地下黨 趙小兵

331926 在雨中[HD] 譚詠麟,杜麗莎 256445 地下鐵 蕭亞軒

301695 在雨中{Live} 姜育恆,梁一貞 339197 地下鐵[HD] 大隸

317333 在雨中{Live} 許茹芸,蒙面歌王 288835 地平線 劉德華

280031 在雨中{Live} 雲菲菲,皓天 320261 地平線 蘇打綠

287033 在雨中{Live} 楊宗緯,吉克雋逸 343114 地平線[HD] Dj Ken

341913 在雨中{Live}[HD] 吳江,中國新歌聲 309390 地球人 侯奇才

340829 在柳州{Live}[HD] 朱宇 280032 地球歌 黃義達

339940 在海邊[HD] 美廷 344974 地藏心[HD] 潘柯夫

281487 在從前 鄧容,李煒鵬 335739 多少人[HD] 關寅飛

267058 在深秋 阿悄 264303 多好啊 羽泉,小娟,譚維維

233518 在這裡 黃義達 304259 多好啊 群星

231820 在等待 韓紅,李慧珍 287413 多年後 面具

285109 在意你 王鑫 337144 多年後[HD] 曾沛慈

312379 在路上 王鳴飛,崔永元,鞠萍,趙杰 317342 多希望 李亮超

300295 在路上 佚名 278374 多希望 裘蒂

288079 在路上 李億豪,東方駿 343730 多幸運[HD] Vk

324636 在路上 杜軍 268593 多保重 吳樾

287224 在路上 東方駿,李億豪 335021 多浪河[HD] 徐千雅

317332 在路上 甜品店樂團 322118 多得多 蘇小花

262290 在路上 陳映運 312938 多情種 胡楊林

319615 在路上 齊樂 349297 多愛你[HD] 王淋

287724 在路上 劉立群 326097 多數派 張陽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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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436 多謝了 零點樂隊 342670 好兄弟[HD] 李清

336595 多謝了{Live}[HD] 花青燕 349726 好兄弟[HD] 許豐洲,顧雄

231044 多謝你 陶喆 338315 好兄弟[HD] 雙子兄弟組合

320309 她她她 金池,魏雪漫,譚維維 325679 好兄弟{LIVE} 肖家永

320308 她她她 譚維維 341697 好兄弟{Live}[HD] 肖家永

349723 她她她{Live}[HD] 金池,譚維維,魏雪漫 294249 好可惜 莊心妍

294382 她走了 楊子杰 230078 好地方 陳慧琳

292639 她和他 楊冪 307937 好地方{Live} 天唱組合

341926 她和他[HD] 高冉 319007 好好地 樸樹

284288 她的美 胡雯 308686 好好玩 希亞

230993 她的歌 陶喆 296189 好好的 萬一

233206 她的歌 黃小琥 281103 好好愛 李亮超,胡丹丹

274580 她要飛 宋伶俐 303547 好好愛 彭羚

258181 她們說 鄭秀文 317400 好好愛 曉月

233320 好人卡 黃曉明,趙薇 302196 好好愛{Live} 海生,施夏

317395 好人卡 賴偉鋒 293795 好好過 胡歌

315178 好丈夫 王偉 313163 好好過 張祥洪

300805 好女人 李牧遙 337149 好好過[HD] 金池

301273 好女兒 易秒英 308875 好安靜 汪蘇瀧

296187 好女孩 周麗淇 322414 好安靜 東來東往

294559 好女孩 范曉萱,100%樂團 300823 好年景 李姿銳

338028 好女孩[HD] 范曉萱 299388 好老師 佚名

232152 好不好 馬鬱 321137 好弟兄 航宇

278884 好不好 蔡旻佑 297581 好男人 小玉榮子

330716 好不好[HD] 李唯楓 263688 好男人 王馨平

231535 好天氣 韋禮安 294718 好男人 馬韵童

316762 好心情 宗海迪 303006 好男人 莊學忠

301274 好心情 易秒英 280065 好男人 儲毅

266290 好心情 段紅 336620 好男人[HD] 常艾非

313647 好心情 劉愉愉 326841 好男人{Live} 哎呀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9號,趙傳,蒙面唱將

341440 好心情[HD] S.H.E 293930 好男人{Live} 馬韵童

308591 好心情{Live} 吳昭興 288889 好男人{Live} 陳一玲

346007 好心情{Live}[HD] 劉愉愉 342353 好男人{Live}[HD] 金志文,趙傳,蒙面唱將

267246 好日子 馬丁cityzen,柯森,梅莉,安娜 287879 好男兒 小瀋陽

328420 好日子{Live} 宋祖英 315180 好男兒 王軍

349315 好日岱[HD] 童安格 283900 好男兒 李浩民

323711 好兄弟 正歌 280066 好男兒 李智

307127 好兄弟 徐新軍 326134 好男兒 隋萬里

296186 好兄弟 浩東 342675 好男兒[HD] 王冠喬

285539 好兄弟 黃勇,趙鑫 323107 好辛苦 李建強,小喜

234013 好兄弟 黑龍,成奎安 314049 好兒女 大慶小芳

336189 好兄弟[HD] 王龍 298977 好兒童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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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780 好叔叔 佚名 344250 好媳婦[HD] 環宇組合,環環

300777 好妹妹 李志洲 320310 好媽媽 小龍女

293817 好妹妹 虎子 298743 好媽媽 佚名

319009 好姐妹 大雨點兒 338316 好媽媽[HD] 儷媛,老貓

292191 好姐妹 唐古 321138 好想你 四葉草 朱主愛

293463 好姐妹 唐古,樊桐舟 321828 好想你 四葉草joyce

312418 好姑娘 左小祖咒 253226 好想你 徐若瑄

232504 好姑娘 高峰 279032 好想你 高玉玫

270944 好姑娘 蒲紫微 343756 好想你[HD] 易明珠

335319 好姑娘[HD] 阿斯根 338318 好想你[HD] 張子瑄

297257 好孤單 1983組合 349727 好想你{Live}[HD] 陶鈺玉

332590 好幸運[HD] 趙詠華 289697 好想哭 南妮

329254 好朋友 任軍太 282037 好想哭 醜兒

312971 好朋友 凌加峻 331560 好想愛[HD] Mixion

232664 好朋友 高遠 263063 好感覺 羅文裕

313654 好朋友 劉隋山 300735 好當家 李丹陽

306303 好朋友 羅邏聖 282199 好運來 卓依婷

330461 好朋友[HD] Super Gear 301748 好運來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開克爾曼尼

348261 好朋友[HD] 劉美麟 302248 好運來 祖海

342117 好朋友[HD] 羅志祥 348863 好運來[HD] Snh48,祖海

334835 好東西[HD] 蔡依林 346914 好運來[HD] 宋祖英,GAI

310048 好爸爸 高歌 338054 好運來{Live}[HD] 祖海

262440 好的愛 傅宇昊 266988 好預兆 鄧麗君

232972 好花紅 黃卓 305522 好預兆 謝采妘

298782 好阿姨 佚名 265299 好預兆{Live} 楊燕,黃仲崑,楊小萍,謝雷,尤雅

292870 好阿哥 紫夢格格 313729 好預兆{Live} 曉華

328418 好姻緣 李果,儲蘭蘭 330257 好預兆{Live}[HD] 蔡琴

285021 好姻緣 波拉 302985 好漢歌 莊學忠

292661 好流氓 林健輝 291136 好漢歌{Live} 劉歡

292385 好風吹 龐龍 346009 好漢歌{Live}[HD] 莫安琪,中國新歌聲

321136 好哥們 金久哲 314053 好福氣 任娟

265402 好哥們 趙小兵 323713 好福氣{Live} 任娟

338643 好哥哥[HD] 楊鏡儒 326844 好閨蜜 賀敬軒

336619 好容妝[HD] 李玉剛 285679 好樂Day(治癒版) 王蓉

334624 好時光[HD] 顏慧萍 291482 好懷念 鄭源

286394 好神拖 李昶俊 332040 好難得[HD] 丁噹

333831 好神拖[HD] Echo 270288 好難過 熊七梅

331283 好起來[HD] 李丹陽 299387 好寶寶 佚名

338644 好基友[HD] 呂嚴 335377 如果 愛[HD] 劉爽

300866 好望角 李健 317406 如果 愛{Live} 梁詠琪,追著光影奔跑的羅拉,蒙面歌王

326135 好脾氣 王可文 319650 如果愛 文鵬

283826 好脾氣 雷佳音 328424 如果愛 易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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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313 如果愛 馬汝瓏 346025 安和橋{Live}[HD] 崔雨鑫,明日之子

292105 如果愛 劉爽 287019 安眠藥{Live} 張祿糴

280073 如果愛 顏羽 338976 安眠藥{Live}[HD] 張姝,中國好聲音

287352 如果愛{Live} 林俊逸 340325 安潔西公主[HD] 關曉彤

301450 如果愛{Live} 泳兒 330450 安靜了[HD] S.H.E

329262 如果愛{Live} 華晨宇,蘇詩丁,天籟之戰 232104 尕妹妹 馬希爾

330118 如果愛{Live}[HD] 張學友 341944 尕妹妹{Live}[HD] 馬忠偉

301651 如果壞 奕丹 294851 年夜飯 于洋

346916 如眉彎[HD] 周以晴 342364 年輪說[HD] 楊丞琳

346010 如意花[HD] 任妙音 300854 忙茫盲 李韋

313485 如夢令 楊鈺瑩 233463 忙與盲 黃立行

267216 如夢令 韓庚 284515 成人禮 劉賢維

347714 如夢令[HD] Sing女團 305916 成長曲 鐘佳宜

326137 如懿傳 程響 301770 成績單 胖虎

321144 妃子淚 高翊菲 339495 收件人[HD] 武藝

324614 存在感 李宇春 303075 收斂水 蛋堡

329274 存在感{Live} 李宇春 299747 收薑維-三傳令 佚名

329275 存在感{Live} 李宇春,天籟之戰 308001 早上好 牛奶咖啡

302456 守太平 屠洪剛 349863 早應該[HD] 李毓芬

328443 守住愛 歐霖 303513 曲蔓地 傅海燕

328445 守門員 Chinese Football 313061 有一天 馬上又

328444 守候鳥 羅肯南 313393 有一天 游藝湉

329278 守候鳥 羅凱楠 305945 有一天 鐘嘉欣

279686 守望愛 張丹 295311 有人說 游鴻明

288920 守著你 歌一生,音樂走廊 295147 有人說{Live} 徐暢

320329 守著愛 火焱焱 280748 有木有 六折真人

349742 守謢星[HD] 泰坦titan 292428 有木有 張彤昉

302260 守護者 神木與瞳 285079 有只魚 王濤,趙宇

349320 守護者[HD] 嚴藝丹 263547 有你在 吳建豪

332950 守護星[HD] 飛輪海 316751 有我在 周澎

324209 守護家 TF Boys 280292 有我在 鄭家星

332732 守護神[HD] 趙英俊 346158 有我在[HD] Ki.Dastronaut,趙欽

338974 守護著[HD] 陳寶欣 330846 有我在[HD] 羅志祥

341446 守護愛[HD] TF Boys 343250 有我在[HD] 關喆

284140 安全感 丁丁與西西 274761 有沒有 小多

323733 安全感 孟笑 231537 有沒有 韋禮安

319015 安全感 苗音 330417 有沒有[HD] By2

321159 安全感 張瀚元 334330 有沒有[HD] 薛之謙

342357 安全感[HD] 王力宏 325149 有沒有{LIVE} 向洋,中國新歌聲

330203 安全感{Live}[HD] 王力宏 345186 有沒有{Live}[HD] 何潔,金曲撈

346024 安全感{Live}[HD] 張洢豪,明日之子 345187 有沒有{Live}[HD] 薛之謙,何潔,金曲撈

341935 安和橋{Live}[HD] 包師語,中國新歌聲 338430 有事嗎[HD] 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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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27 有些人{Live} 任韻淇 348455 江南恨[HD] 陸虎

340675 有些人{Live}[HD] 任韵淇 269790 江南美 杜春梅

331370 有味兒[HD] 王錚亮 326398 江南美 曹藝露

270457 有味兒{Live} 王錚亮 336105 江南美{Live}[HD] 杜春梅

298117 有所思 王燕青 326863 江南情 風語

345660 有個人[HD] 戚薇 285036 江南梅 流蘇

269951 有效期 柯汶 344412 江南夢[HD] 王程程

315199 有時候 程芳 333616 江南蓮[HD] 平安

292987 有桃花 許嵩 292301 江南謠 宋祖英

340391 有情世間[HD] 鄧超 296697 江南謠 馬常寶,劉雲

233853 有情郎 黎明 344413 江南戀[HD] 王程程,趙嘉偉

340392 有理想[HD] 李榮浩 322655 江城子 崔來賓

296639 有過你 胡彥斌 265405 江城子 趙薇

337865 有過的[HD] 張然聹 338718 江城夢[HD] 梁佳玉

340390 有夢想勇敢闖[HD] 雷諾 288505 江湖令 藍月心

334593 有顆星[HD] 鄭家星 303876 江湖行 黃群,黃眾

347000 有點灰[HD] 黃星瑞 233505 江湖行 黃群,黃焱

279506 有點甜 汪蘇瀧,By3 329527 江湖流 C-Block,GAI

333054 有點甜[HD] 汪蘇瀧,By2 304410 江湖啊 路童

345662 有點甜{Live}[HD] 汪蘇瀧,陳墨一,我想和你唱 231985 江湖情 顧莉雅

325001 有點懵 陳玉建 304063 江湖淚 楊鈺瑩

307257 有點難 游鴻明 281355 江湖路 羅文

334549 朱古力[HD] VOX 玩聲樂團 327859 江湖夢 張沛

349906 死男孩[HD] 白目樂隊 314079 江湖漂 覃浩

285204 死定了 自由發揮 340923 江湖飄[HD] 蘑菇兄弟

342841 江山客[HD] 五音jw,祝賀 342844 池小姐[HD] 杜大雄

269395 江山美 拉毛王旭 304351 池中萍 董文華

326399 江山淚 禾川 318262 灰太狼 農三妹

344414 江山雪[HD] 排骨教主 233500 灰姑娘 黃美詩

325014 江山頌 雷佳 305026 灰姑娘 潘瑋柏

303552 江山頌{Live} 彭麗媛 323959 灰姑娘 蔣欣

267036 江之南 鐘心 334957 灰姑娘[HD] 馮紹峰

346182 江之南[HD] 鍾心 296747 灰姑娘{Live} 玉恩明瑪

316559 江河戀 孫楠 267351 百合花 龍梅子

299988 江南好 佚名 293306 百合淚 李緒杰

282671 江南吟 湘佛蓮 296834 百誠夢 百誠集團員工

344746 江南岸[HD] 初晨 271391 百靈鳥 郭婭麗

299948 江南雨 佚名 262301 竹斗笠 陳歌華

281335 江南雨 眉佳 337657 竹林中[HD] 克麗絲叮

254284 江南雨 楊鈺瑩 231848 竹林風 韓雪

288584 江南雨 顧龍 303256 竹枝詞 陳俊華

291831 江南雨{Live} 張琳琳 299417 竹竿舞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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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947 竹葉船 佚名 287011 老地方 張美晨

294627 竹蜻蜓 郭子煊 318659 老地方 陳奕迅,湯唯

310459 竹籬笆 梁心頤 348563 老地方[HD] 林建濤

263965 米迪拉 耀樂團 336400 老地方[HD] 張靚穎

337851 羊先生[HD] 張可兒 295135 老地方{Live} 張靚穎

348555 羊肉湯[HD] 初音ミク 311017 老江湖 黑龍

314081 羊咩咩 Snh48 283501 老老車 茶勞˙巴西瓦裡

266925 羊與狼 郎a 314794 老西藏 郭瓦·加毛吉

330707 羽絨服[HD] 曾軼可 325204 老兵酒 宋玉鵬

326867 老大哥 大哲 343328 老男人[HD] 張樣

343327 老子說[HD] 吳克群 301250 老男孩 明聖凱

279122 老中醫 花粥 345314 老男孩[HD] 筷子兄弟

283051 老友記 金志文,關喆 328008 老男孩{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334338 老友記[HD] 金志文,關哲 322006 老男孩{Live} 筷子兄弟,陳赫

280496 老天爺 范思威 331872 老男孩{Live}[HD] 羽泉

253247 老夫婦 徐若瑄 342912 老男孩{Live}[HD] 陳冰,蒙面唱將

303781 老月光{Live} 黃小琥 233439 老車站 黃磊

282802 老月亮 老月亮組合 310654 老姑娘 陳幸子,于金勝

254294 老水牛 楊鈺瑩 311329 老房子 蓋然

292822 老父親 田野 290093 老朋友 王錚亮

329649 老父親 祁隆 313222 老朋友 張嘯

341458 老父親[HD] 傅羽 230305 老朋友 陳星

345312 老父親[HD] 趙澤 313487 老朋友 楊塵,王旭

340965 老兄弟[HD] 暢丹江 289380 老朋友 齊蕭,梁坤

324737 老司城{LIVE} 王麗達 305157 老朋友 鄭進一

325022 老司城{LIVE} 韓磊 289379 老朋友 韓雷

315207 老母親 何炎吉 338981 老朋友[HD] 李曉杰

347448 老母親[HD] 山風組合 339556 老朋友[HD] 迪克牛仔

320727 老光杆 西狂 330775 老朋友[HD] 楊塵,旭日陽剛王旭

345717 老吉他[HD] 張健 315884 老東門 胡曉芳

314082 老同學 刀刀刀 342911 老爸爸[HD] 甄強

278979 老同學 大衛 292626 老玩家 杜赫旋

320728 老同學 胡毅 230014 老門牌{Live} 陳思思

326869 老同學 韋小天 334187 老阿姨{Live}[HD] 韓磊

314083 老同學 張學霖 338070 老師頌[HD] 蘇瑋

326514 老同學 喜波 307141 老神仙{Live] 戴荃,中國好歌曲

271068 老同學 覃曄 307142 老神仙{Live} 戴荃,周華健

296940 老同學 黑子沛 332449 老高原[HD] 操玥

287728 老同學 劉和剛 324066 老婆歌 荷之聲

286550 老同學 劉和剛和同學 312204 老婆說 闞杰,賈子菡

279577 老吒丳 蕭全 328838 老情歌 秦浩

293526 老地方 尤峰 267116 老情歌 陳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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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67 老情歌 豪圖,馬丹 330758 自然醒[HD] 林宥嘉

326872 老情歌{Live} 呂方,隱藏的歌手 329658 自然醒{Live} 林宥嘉

330076 老情歌{Live}[HD] 呂方 284782 自畫像 徐良

338982 老教室[HD] 八三夭 328852 自飾者 張碧晨

314085 老處女 魏如萱 328853 自駕遊 歐霖

325157 老華僑{LIVE} 吳樹雄 306909 自選曲 Selina

325880 老鄉親 袁雙洋 337185 自選曲[HD] 任家萱

298721 老黑奴 佚名 338032 至少我[HD] 趙晨唏

298838 老黑爵 佚名 307163 艾米莉 朱宇

338491 老媽媽[HD] 肖亮 295203 艾米莉 朱朱

231924 老榆樹 額爾古納樂隊 274782 艾瘋了{Live} 常艾非

347447 老榆樹[HD] 王旭 322191 血娃娃 謝容兒

326873 老照片 于洋 333543 血像火[HD] 呂方

290330 老照片 阿ben 269672 血滴子 李宇春

263548 老爺車 吳建豪 344503 行善歌[HD] 韓大偉

324064 老夥計 李志洲 289569 行路難 丁之文

298839 老歌手 佚名 323434 西子俏{Live} 王鶴錚

313420 老歌手 費玉清 315211 西北漢{Live} 馮曉榮

322186 老歌手{Live} 黃曉寧,中國好歌曲 344021 西安{Live}[HD] 安星

298948 老漁翁 佚名 274739 西江月 孟文豪

341142 老鋤頭[HD] 左明科 349520 西行曲[HD] Lay One

270910 老戰友 董鳴華 304541 西波涅(探戈) 舞曲

314086 老磨坊 廖芊芊 302429 西施魅 高粱

342914 老闆難[HD] 李長紅 339333 西洋棋[HD] 林大晉

306340 而你呢 王箏,袁惟仁 308619 西風過 吳歡

338492 耳旁風[HD] 莊心妍 308487 西單站 西單女孩

233890 耳邊風 黎沸揮 308151 西廂月 王鍵

340723 耳邊風[HD] 徐佳瑩 271562 西廂記 閆學晶

338983 自己&Reflection{Live}[HD] 關詩敏,李安安,中國好聲音 315893 西廂記 鄭培欽

297815 自己人 王力宏 298733 西廂記-碧雲天 佚名

263476 自己人 屠洪剛,那英 305515 西湖春 謝采妘

256510 自己人{Live} 蕭亞軒 252998 西湖春{Live} 張鳳鳳

262446 自以為 方大同 299298 西湖柳 佚名

328850 自由日 南建雄 263447 西湖盼 蘇霈

293488 自由式 姚亦晴 410086 西湖戀 荒山亮,蔡佳瑩

267360 自由鳥{Live} 龔琳娜 292374 串串愛 干露露

230397 自由港 陳曉東 326876 伴我行 果陽法師

233135 自由愛 黃大煒 262613 伶仃謠 河圖

291994 自由瘋 烏蘭河 308258 伸出手{Live} 平安

347926 自信歌[HD] 孫海洋 279147 低低頭 黃明志,胡桐語

326525 自習課 劉之爍 326878 低端玩 李雪萊

298570 自然卷 自然卷 344903 低頭士{Live}[HD] 黑豹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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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54 低頭族 鄭源 314101 你存在 陳一靚

341377 低頭族[HD] 鄭源 330515 你存在[HD] 信

347607 佑是我[HD] 張佑方 309116 你有種 明聖凱

318658 何必呢 陳奕迅 339398 你老了[HD] 黃小琥

344904 何為仙[HD] 金池 274882 你別走 李美麗

349630 何曾懼[HD] Vk,五音jw,Aki阿杰 328238 你別走 陳鍾

320149 佛渡緣 何龍雨 233021 你呀你 黃品源

348758 佛渡緣[HD] 艾歌 341038 你我他[HD] 喬一

325587 佛語說 劉清渢 302264 你我她 秦詠

337884 作曲家[HD] 李榮浩 307057 你走了 張勝淼

309680 作死你 凌晗 340162 你走了[HD] 孫樂

325737 你，好不好 周興哲 309029 你走吧 周艷泓

342300 你一定[HD] 彭昱暢 324255 你走吧 侯亞周

342302 你不在[HD] 王力宏 341456 你走吧[HD] 侯亞周

301410 你不在{Live} 林鋒 342603 你走吧[HD] 張坤

290391 你不在{Live} 陶喆,菩菩 292631 你走後 楊坤

330194 你不在{Live}[HD] 王力宏 286596 你走後 齊蕭

330169 你不在{Live}[HD] 林峯 293935 你走後 魏守燕

335999 你不在{Live}[HD] 莫海婧,中國好聲音 233459 你身邊 黃立行

334816 你不在{Live}[HD] 菩菩,陶喆 342304 你和我[HD] 王力宏

263874 你不配 謝容兒 342587 你和我{Live}[HD] 獅子合唱團

279699 你不該 張霖 330605 你怕誰[HD] 大嘴巴

266666 你不懂 英基 327476 你的手 劉惜君

233601 你不懂 黃閱 327474 你的光 Xex

344905 你不懂[HD] 楊小曼 297460 你的冷 凡妮莎

330903 你不懂[HD] 蔡詩芸 346450 你的哈[HD] 老貓,龍梅子

293494 你太賤 婭琪朵 347209 你的城[HD] 劉暢cherry

323567 你他我 陳零九 310053 你的海 側田

341403 你他我[HD] 陳零九 348764 你的愛[HD] Nokey Band

347610 你以為[HD] 宇宙人 337202 你的愛[HD] 王力宏

294654 你在哪 阿楠 231008 你的歌 陶喆

303788 你好絕 黃中原 289720 你的歌{Live} 吳楚楚

297679 你好嗎 元衛覺醒 310980 你很美 黃飛鵬

312734 你好嗎 周杰倫 284037 你很胖 糖兄妹

312793 你好嗎 易桀齊 342596 你是你[HD] 蘆偉

285943 你好嗎 金山,張愛 327464 你是否 蓋璽

302737 你好嗎 張澤 327470 你是誰 卡塔拉

304032 你好嗎 楊梓 278714 你是誰 阿涼·余佳倫

333065 你好嗎[HD] 王詩安 301772 你是誰 胖虎

335520 你好嗎[HD] 林樂偉 230947 你是誰 陳鵬

329108 你好嗎{Live} 蘇詩丁,天籟之戰 233371 你是誰 黃湘怡

303798 你好壞 黃安 327471 你是誰 龍飛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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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597 你活該 溫嵐 232731 兵馬俑 鳳凰傳奇

332884 你值得[HD] 杜德偉 303312 兵馬亂 陳思涵

302987 你真美 莊學忠 310178 冷太陽{Live} 張信哲

318670 你真壞 陳雅森 233450 冷水澡 黃立行

331686 你能夠[HD] 姚俊羽 270504 冷冰冰{Live} 男人唐潮

284431 你最牛 何龍雨 309348 冷冰破 阿溫

284524 你最牛 劉馨蔚 339653 冷耳光[HD] 楊培安

265373 你最美 周游格 307262 冷色系{Live} 潘雲安,中國好歌曲

295905 你最美 金鑫 306364 冷兵器 河圖

303462 你最美 陸鋒 295978 冷糾結 王烿

268448 你最美 劉金笑 233120 冷肩膀 黃大煒

308586 你最美{Live} 吳春燕 263787 冷卻了 星弟

331511 你最親[HD] 高音 329164 冷風吹 賀一航

233802 你等我 黎明 338260 冷風沙[HD] 孫浩雨

320157 你傻的 吳莫愁 327507 冷風裡 印子月

342592 你幹嘛[HD] 朱碧石 336406 冷煙火[HD] 李佳羽

336539 你愛我[HD] 蛤小蟆 323616 冷暴力 Ice Lady

334118 你愛誰[HD] 沈凌雲 271608 別太跩 阿清

333853 你愛誰[HD] 凌雲 314121 別以為 符杰榮

285414 你會嗎 陳一凡 253050 別亦難 徐小鳳

337747 你會說[HD] 左小祖咒 319052 別亦難{Live} 李玉剛,蒙面歌王

339168 你說他[HD] Popu Lady 319575 別再說 孫露

336546 你說的[HD] 張學友 262330 別再說 陳黎明

345891 你說的{Live}[HD] 王祥森 293921 別再說 顧峰

232931 你說過 黃仲昆 306047 別回頭 顧建華

303968 你說謊 愛戴 349268 別在乎{Live}[HD] 沈丹丹

289797 你懂的 孟文豪 232480 別作夢 高山峰

334389 你懂的[HD] 何葉,Tangking 349661 別君嘆{Live}[HD] 曹軒賓,經典咏流傳

322280 你懂的{Live} 胡莎莎 334973 別忘了[HD] 周筆暢

309508 你懂得 洛鳴 298006 別怕愛 王傑

268934 你懂得{Live} 小瀋陽,沈春陽 279964 別怪我 顏羽

253853 你懂嗎 楊乃文 345916 別怪我[HD] 陳西洋

264245 你還在 趙芊羽 282938 別放手 謝常清

333255 你還在[HD] 林凡 336124 別客氣[HD] 蘇盈之

343447 你壞壞[HD] 張優 281538 別軍營 阿振

343685 克卜勒{Live}[HD] 林憶蓮,歌手 290901 別哭了 紅正

286192 克蔔勒 孫燕姿 305194 別框我 黎明

334061 克蔔勒[HD] 孫燕姿 292558 別烏江 望海高歌

344624 克蘭河{Live}[HD] 李志 301980 別停息 原始林合唱團

312274 兵妹妹 子祺 309656 別問我 韋禮安

279336 兵哥哥 苗苗 268288 別問愛 冷漠

300856 兵馬俑 李倩 295993 別強求 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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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996 別這樣 權振東 234293 吹眼睛 龐龍

311140 別等我 煜明 366900 吹摯友 方大同

317261 別傻了 林長春 335298 吻我吧[HD] 蕭敬騰

295105 別傻了 張星星 327537 吻我吧{Live} 趙駿,夢想的聲音

286124 別傻了 紫浪 285028 呀拉索{Live} 澤旺多吉

348793 別傻了[HD] 冷雨 267953 呀啦索 三木科

344194 別想他[HD] 千百順 231324 呂梁頌 雷佳

232653 別想她 高進 349683 告白箋[HD] 洛天依

302097 別愛我 徐若瑄 310841 告訴他 曾軼可

233934 別煩我 黑珍珠 335660 告訴你[HD] 陳窗文

317267 別路行 金潤吉 283669 告訴我 江若琳

340817 別路行{Live}[HD] 金潤吉 301989 告訴我 唐禹哲

284590 別跳樓 夏日果汁 230832 告訴我 陳綺貞

298615 別管我 何潤東 305267 告訴我 蕭亞軒

266826 別管我 許嘉文 348202 告訴我[HD] 柯有倫

231305 別誤會 零點樂隊 344207 告訴我{Live}[HD] 張行

333270 別誤會{Live}[HD] 胡彥斌 343099 呐呐呐[HD] 喬任梁

330864 別說出[HD] 艾怡良 328366 囧和尚 妙音兄弟

349665 別說我[HD] 曹寅 319617 坐地鐵 阿悄

314718 別說狠 謝霆鋒 286160 壯行酒 戴玉強

339658 別說愛[HD] 劉一塵 285810 壯行酒{Live} 佟鐵鑫

297649 別離開 山野 310794 壯鄉情 媛媛,小時

348165 別寵我[HD] 陶鈺玉 315926 妙齡童 陳粒

230443 別難過 陳柏霖 323114 妞兒說{Live} 曾昭瑋,中國好歌曲

334454 別戀歌[HD] 尚芸菲 323115 妞兒說{Live} 曾昭瑋,沙寶亮,中國好歌曲

230258 努力歌{Live} 陳星 305465 完結篇 謝沛恩

333382 君再來[HD] 娃娃,李爍 289865 完整愛 張韶涵,鍾欣潼

345942 君是山[HD] 戴荃 334713 完整愛[HD] 張韶涵,鐘欣桐

299131 君無愁 佚名 334880 完整愛[HD] 鐘欣桐,張韶涵

307524 含羞花 馬麗 309601 尾擺裙 胡曉黎

300195 含羞草 佚名 332663 局外人[HD] 姜佑澤

312974 含羞草 凌晗 294402 岔路口 林澤豐

230276 含羞草 陳星 343156 巫露瑪[HD] Boxing 樂團,范曉萱

291593 吵架歌 汪蘇瀧,荷莉 346043 希望你[HD] 姜海龍

335068 吵架歌[HD] 汪蘇瀧,Hari 309623 希望愛 范瑋琪,何炅,佟大為,李代沫

312841 吸引力 阿索 288049 弄啥咧 余潤澤,徐銨

231083 吸引力 陶晶瑩 268325 弟子規 劉一禎

337671 吸引力[HD] Lf兄弟 319708 忍別離 崔子格

335311 吸引力[HD] 郎恒,方藝 342722 忘了他[HD] 龍梅子,葛薈婕

299970 吸血鬼 佚名 328504 忘了她 帕爾哈提

305448 吸血鬼 蟑螂合唱團 286878 忘了你 涓子

303824 吹泡泡 黃美詩 286930 忘了你 寒武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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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10 忘了你[HD] 小村 283535 忘憂草 杭天棋

326211 忘了吧 李艷 298840 忘憂穀 佚名

308887 忘了吧 沈石磊 298389 快一點 朱含芳

309966 忘了吧 馬永真 284145 快半拍 丁丁

347307 忘了吧[HD] 張宏偉 305050 快有愛{Live} 蔡依林

280151 忘了我 姚汶岐 280717 快活歌 伊能靜

338995 忘了我[HD] 黃鴻升 293683 快救我 楊坤

332325 忘了我[HD] 楊宗緯 263567 快節奏 宛金秋

304934 忘了愛 劉德華 311077 快槍手 楊坤

328506 忘了關 陳劭康 311078 快槍手{Live} 楊坤,蕭敬騰

312966 忘川河 風蕭蕭 330610 快瘋了[HD] 孫燕姿

266959 忘川河 鄒勇 299862 快樂song 佚名

231016 忘不了 陶喆 231872 快樂song 頂尖拍檔

231901 忘不了 順子 286064 快樂送 庾澄慶,吳莫愁,黃曉明,艾菲

304823 忘不了 劉子豪 333876 快樂送[HD] 吳莫愁,庾澄慶,艾菲,黃曉明

349785 忘不了[HD] 格茸多杰 233286 快樂頌 黃思婷

322475 忘不了{Live} 王瑩 325799 快樂頌 曉田

313535 忘不了{Live} 雷佳 326213 快樂頌{Live} 范曉萱,庾澄慶,中國新歌聲

336900 忘不了{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27724 我@你 1931組合

342376 忘不了{Live}[HD] 大張偉,王太利,蒙面唱將 338998 我@你[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46059 忘不了{Live}[HD] 任妙音 325522 我Me 陳茄玉

338670 忘不了{Live}[HD] 楊光 313371 我不怕 傅斯彥

331708 忘不記[HD] 家家 293702 我不怕 歡樂頌組合

286301 忘不掉 趙齊 298194 我不要 代小波

303110 忘夫石 許強 274751 我不要 宋靖宇

300236 忘記了 佚名 301403 我不要 林德榮

284219 忘記了 沈慶 339472 我不要[HD] Popu Lady

302350 忘記你 閃亮三姐妹 269055 我不面 廖名揚

302763 忘記你 晨熙 232547 我不哭 高明駿

338352 忘記吧[HD] 蕭閎仁 267032 我不哭 錢思汝

262436 忘記我 符瓊音 332573 我不哭[HD] 黃義達

288995 忘記我 菲麥爾 345113 我不哭{Live}[HD] 蘇美娜

336214 忘情水[HD] 黃凱芹 325812 我不屑 吳是閎

285196 忘情水{Live} 胡海泉,田斯斯 311952 我不缺 韓庚

233825 忘情水{Live} 黎明 330084 我不配{Live}[HD] 周杰倫

330048 忘情水{Live}[HD] 劉德華 348950 我不會[HD] 那對夫妻-林京燁

349786 忘情水{Live}[HD] 劉德華,周杰倫 312210 我不當 櫻子

312962 忘情酒 韋明華 308338 我不對 宇然

322477 忘情酒{Live} 張啟輝 326906 我不對 高進

336098 忘情歌[HD] 曾巍 345115 我不睡{Live}[HD] 黃國倫,金曲撈

341726 忘塵谷[HD] 劉珂矣 302940 我不管 莊學忠

282543 忘憂海 李梓菡 230094 我不管 陳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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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80 我不管[HD] 熊梓淇 333093 我沒有[HD] 薇格

281085 我不說 本兮 274800 我走了 張勇

320446 我不說 韓庚 268188 我來了 佳悅

297917 我不懂 王婧 302937 我來也 莊學忠

262792 我介意 金莎 315261 我依然 廖鈴惜

333990 我反對[HD] 譚維維 304956 我和你 劉歡,Sarah Brightman

310734 我太傻 陳僖儀 231809 我和你 韓紅

262351 我以為 丁浩然 331149 我和你[HD] 倪雅豐

285076 我以為 王浩燃 331148 我和你[HD] 倪雅豐,劉歡

312360 我以為 王珞丹 333771 我和你[HD] 陶喆,龔琳娜

314142 我以為 任和 320459 我和你{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23827 我以為 周予天 286095 我和你{Live} 陶喆,龔琳娜

312933 我以為 胡彥斌 268476 我和你{Live} 單紫寧

329406 我以為 徐薇 304957 我和你{Live} 劉歡,Sarah Brightman

289892 我以為 曉峰 284529 我和我 華晨宇

348951 我以為[HD] 朱喆 340366 我和我的布拉姆斯[HD] 蔡旻佑

349377 我以為[HD] 張北北 333597 我明白[HD] 宋孟君

335447 我以為[HD] 莊心妍 335225 我明白[HD] 劉爽

347781 我以為[HD] 夢然 318300 我明瞭 托尼三郎

254785 我以為{Live} 王心凌 339751 我朋友[HD] 黃鴻升

333406 我去了[HD] 張靚穎 345628 我的hong Kong[HD] 路濱琪

343504 我可以[HD] 王野 332584 我的midi[HD] 金志文

336684 我可以[HD] 黃玠 253239 我的superstar{Live} 徐若瑄

313779 我在乎 戴佩妮 314804 我的天{Live} 張敬軒

230187 我在飛 陳明 327753 我的心 金久哲

314143 我在飛 蕭敬騰 327754 我的心{Live} 李雨兒

231979 我在飛 顧莉雅 298476 我的他{Live} 江美琪

280199 我在這 張杰 339003 我的你[HD] 余成

278017 我在想 Olivia Ong 302483 我的城 常石磊

329420 我多想 冬雨 297837 我的家 王玉

317602 我多想 何龍雨 306387 我的家 祁隆

304660 我多想 趙娜 313842 我的家 瓊雪卓瑪

279078 我多想 韓磊 343214 我的淚[HD] 曾沛慈

300488 我好累 佚名 303885 我的媽 黃靖倫

335813 我存在[HD] 謝霆鋒 291922 我的愛 51

287418 我死後 面具 255103 我的愛 王若琳

323828 我何必 閻奕格 307240 我的愛 段紅,Jason

323840 我希望 徐紅光 312944 我的愛 范逸臣,許慧欣

294386 我希望 楊玏 326917 我的愛 劉標

296469 我忘了 林曉培 345141 我的愛[HD] 莫日根

280205 我忘了 張赫宣 312905 我的愛{Live} 洪卓立

330442 我忘了[HD] Nova 302635 我的愛{Live} 張崇基,張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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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600 我的愛{Live} 陳曦,天籟之戰 345134 我是我[HD] 蔡淳佳

346112 我的愛{Live}[HD] 陳王杰,中國新歌聲 331411 我是我[HD] 蘇妙玲

312570 我的路 吳斌 303715 我是風 鄉村二人組

285870 我的路 汪峰 308090 我是狼 王梓蘅

321325 我的路 玖壹壹 310572 我是狼 連奕名

265667 我的路 周其 264227 我是鬼 自由發揮

270692 我的路 胡斌 327745 我是誰 王梓軒,Trouze

303081 我的路 許志安 290283 我是誰 那我懂你意思了

280226 我的路{Live} 單冲鋒 319774 我是誰 姚雨鑫

291785 我的夢 Gj蔣卓嘉 305609 我是誰 韓紅

299878 我的夢 佚名 313862 我是誰 譚晶

307322 我的夢 祖海 336692 我是誰[HD] 田牧童,張梓揚

292731 我的夢 熊七梅 349835 我是誰[HD] 金志文

321313 我的夢 劉茂 332816 我是誰[HD] 范逸臣

329435 我的夢 劉標 348968 我是誰[HD] 黃渤

313792 我的夢 謝有才 333426 我是樹[HD] 樹葉男孩

333980 我的夢[HD] 蔣卓嘉 312804 我相信 林亦妍

321314 我的夢{Live} 張靚穎 292281 我相信 孫羨真

289117 我的歌 王路路 302872 我相信 莊妮

300170 我的歌 佚名 304001 我相信 楊坤

302380 我的歌 馬楠 333342 我相信[HD] 吳莫愁

348973 我的諾[HD] 張燁 294012 我相信{Live} 余家輝,盧艾佳

343216 我的貓[HD] 吉克雋逸 287653 我相信{Live} 蕭煌奇,楊培安

266628 我的錯{Live} 胡夏 333974 我相信{Live}[HD] 羅琦

316733 我的寶{Live} 肖雨蒙 294721 我看見 高惜愛

343845 我的寶貝[HD] 朱宇 313132 我看見 張信哲

285831 我知道 吳是閎 342408 我看見[HD] 1931組合

301957 我知道 修美娜 310146 我看透 張圳

304991 我知道 潑猴 305386 我祈禱{Live} 戴佩妮

330415 我知道[HD] By2 232629 我要你 高浚

333931 我知道[HD] 李琦 305658 我要你 彝人製造

348377 我知道[HD] 賀雅蘭 342410 我要你[HD] 任素汐

253238 我很blue 徐若瑄 347804 我要你[HD] 劉帥良

296467 我很好 余小涵 324746 我要你{LIVE} 王子文

313462 我很好 楊千嬅 346115 我要你{Live}[HD] 鞠紅川,唐伯虎,中國新歌聲

336686 我很忙[HD] A-Lin 343852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李泉

337262 我很忙[HD] 陳永馨,我是歌手 340374 我要的選擇[HD] 蔡依林

336021 我很忙{Live}[HD] 陳永馨,中國好聲音 279191 我要拼 柯受良

348963 我很假[HD] 李玖哲 308072 我要活{Live} 王建房

230882 我很壞 陳良珊 268003 我要飛 烏蘭托婭

262819 我恨你 柯有倫,楊乃文 320492 我要飛 彭婼蘭

349391 我是水[HD] 嚴爵 303759 我要飛 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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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937 我要飛[HD] 宛金秋 331172 我期待{Live}[HD] 卓義峰,中國好聲音

315274 我要飛{Live} 張惠妹 334990 我期待{Live}[HD] 孫楠,柯瑤,花僮

234312 我要唱 龐龍 312443 我等你 光良

292563 我們呢 朱七 315279 我等你 曹寅

315948 我們是 徐峻豪 303920 我等你 黃鶴翔

312711 我們倆 男人唐潮 279256 我微笑 梁敘甜

266237 我們家 梁佑嘉 270369 我想你 王岩

307529 我們這 馮曉榮 312626 我想你 李東騁

340363 我們都是一朵花[HD] 江美琪 328582 我想你 孫藝琪

338391 我值得[HD] A-Lin 262916 我想哭 李天平

313415 我哭了 華強 292629 我想愛 楊丞琳

270089 我哭了 歐陽尚尚 232692 我想愛 魏晨

318382 我夏流 旺福 346972 我想愛[HD] 李泉

338692 我夏流[HD] 旺福 278057 我想說 任和

348962 我害怕[HD] 薛之謙 310081 我愛了 崔天琪

336348 我挺你[HD] 東于哲,陳威全 330467 我愛他[HD] 丁噹

318153 我消你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12295 我愛你 小麥

289987 我祝願 林浩 255290 我愛你 王菲

293241 我能chua 馬飛 298170 我愛你 王麟

331145 我記得[HD] 信 266134 我愛你 李歐

348959 我問天[HD] 柯有倫 326934 我愛你 索南紮扎西

319764 我問佛 冷漠 285444 我愛你 陳玉建,干露露

346581 我堅信[HD] 路逍遙 278915 我愛你 陳浩民

253325 我情願 于台煙 230566 我愛你 陳潔儀

230337 我清楚 陳曉元 231021 我愛你 陶喆

269195 我陪你 張芸京 296475 我愛你 黃美珍

278139 我喜歡 吳佩佩 280831 我愛你 葉秉桓

278148 我喜歡 吳煒,吳佩佩,宋婧齡 322555 我愛你 潘高峰

231019 我喜歡 陶喆 305275 我愛你 蕭賀碩

344342 我喜歡[HD] 吳陌川,吳詩曼,宋婧齡 343835 我愛你[HD] S.H.E

344341 我喜歡[HD] 吳詩曼 343210 我愛你[HD] Transition 前進樂團

349382 我喜歡[HD] 蔡恩雨 345130 我愛你[HD] 曾沛慈

322544 我單身 姜玉陽 346584 我愛你[HD] 曾沛慈

257901 我就要 辛曉琪 345131 我愛你[HD] 稅子洺

307056 我敢愛 張力超 337743 我愛你[HD] 盧廣仲

323852 我敢夢 賴慧如,張文綺 266344 我愛你{Live} 泳兒

341351 我敢夢[HD] 賴慧如,張文綺 279643 我愛你{Live} 葉秉桓,中國好聲音

333705 我期待[HD] 羅琪 335717 我愛你{Live}[HD] S.H.E

289791 我期待{Live} 孫楠,珂瑤,花僮 265254 我愛我 蕭亞軒

328594 我期待{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257040 我愛夜 許茹芸

280215 我期待{Live} 聲音樂團 328587 我愛妳 前進樂團

285933 我期待{Live} 羅琦 303571 我愛美 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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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430 我愛誰 凌雲 287759 我願意{Live} 齊秦,齊豫

314176 我會愛 王亞東 280207 我願意{Live} 闞立文

297325 我像你 The Go-Go's,Me Me 342413 我願意{Live}[HD] 王瑾姿,中國情歌匯

307840 我滴神 大張偉 345144 我願意{Live}[HD] 江珊,姚晨,跨界歌王

327749 我瘋你 陳翔 330172 我願意{Live}[HD] 林峯

344356 我管你[HD] 華晨宇 334576 我願意{Live}[HD] 苟乃鵬,蕭敬騰,黃綺珊

328604 我管你{Live} 趙宥喬,天籟之戰 331913 我願意{Live}[HD] 褚喬,葛林,中國好聲音

349398 我管你{Live}[HD] 華晨宇,歌手 349399 我繼續{Live}[HD] 林俊傑

346113 我管你{Live}[HD] 華語群星,明日之子 231066 我變了{Live} 陶晶瑩

333304 我與你[HD] 辰亦儒 306422 戒酒歌 顧凱

306418 我確定 向涌,彭建軍 320495 戒賭歌 葛笑

332061 我確定[HD] 品冠 270778 扭一下 艾歌

315981 我請客 冷漠 307050 扭羊歌 崔子格

309459 我醉了 姜濤 231470 扮皇帝 靜婷,江宏

233883 我賴你 黎明柔 253823 找不到{Live} 楊丞琳

343510 我賴你{Live}[HD] 蘇打綠 268624 找出路 周享嘉

326936 我錯了 古享林 231022 找自己 陶喆

269488 我錯了 曉白 296532 找自己{Live} A-Lin

316581 我懂了 米樂 326941 找自己{Live} 吉克皓,中國新歌聲

344345 我懂了[HD] 王心凌 313390 找自己{Live} 曾靜玟,丁于

330977 我懂了[HD] 金莎 338843 找自己{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39009 我懂了[HD] 劉若英 335878 找自己{Live}[HD] Robynn And Kendy,中國好聲音

337924 我懂你[HD] 周子琰 333374 找自己{Live}[HD] 吳克羣

312437 我願意 石佑誠 341404 找自己{LIVE}[HD] 陶喆,關士鵬,劉乙如,朱浩仁,我想和你唱

298550 我願意 羽泉 290098 找你妹 王麟

300112 我願意 佚名 332686 找你妹[HD] 李漫荻

270668 我願意 肖雨蒙 281145 找你爸 李治廷,金依萌,劉維,倪虹潔

301313 我願意 林志炫 319794 找找愛 田雷

301533 我願意 阿里郎 333344 找車位[HD] 孟文豪

293132 我願意 阿香 339267 找到我[HD] 柯智棠

230387 我願意 陳曉東 298784 找朋友 佚名

284090 我願意 曾靜玟,丁于 341216 找個人[HD] 梁靜茹

270874 我願意 葛林,褚喬 342415 找個人[HD] 蘇醒

326938 我願意 嚴藝丹 293804 找麻煩 蘇盈之

333773 我願意[HD] 陶喆 289133 把手手{Live} 王二妮,雲飛

338404 我願意[HD] 羅嘉豪 349407 把把燒[HD] 衣濕樂隊

255292 我願意{Live} 王菲 309456 抒情歌 姜洋

301413 我願意{Live} 林鋒 320503 抓不到 安又琪

289127 我願意{Live} 苟乃鵬 303770 抓兇手 馮瑋君,馬志翔

285468 我願意{Live} 陶喆 230231 抓兔子 陳明真

287034 我願意{Live} 楊思琦 325426 抓流氓 老貓,王蓉,楊望

271053 我願意{Live} 褚喬,葛林 268723 投食歌 洛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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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35 抖抖傲[HD] 王蓉 339778 沒什麼[HD] 黃小琥

319108 抗風桐 謳洋 327864 沒出息 張書瑤

319798 抗浪魚 王進 310667 沒出息 陳奐仁

233608 折子戲 黃閱 263898 沒在怕 元嘉

305063 抛物線 蔡健雅 332893 沒有了[HD] 梁一貞

297359 攻心計 Lollipop F,陳妍如 253476 沒有人 曾寶儀

312798 攻心計 林大晉 333114 沒有人[HD] 阿悄

262129 攻心計 棒棒堂 256492 沒有人{Live} 蕭亞軒

286715 旱天雷{Live} 歐陽銘芮 233952 沒有你 黑豹樂隊

347828 更漏子[HD] 洗凡 346645 沒有你[HD] 張智成

310330 李伯伯 張瑋瑋 296700 沒有你{Live} 蘇紫旭

289196 李尚尚 李尚尚 346183 沒有你{Live}[HD] 閆峻,中國新歌聲

315286 李修緣 李天平 299112 沒有愛 佚名

283614 李清照 熊立紅 290163 沒時間{Live} 莫文蔚,伍佰

316001 李清照 鄭培欽 327865 沒商量 韓東

319111 李雲龍 冷漠 332961 沒理由[HD] By2

311870 杏花紅 儲蘭蘭 233093 沒想到 黃嘉千

311578 杏雨花{Live}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258270 沒感覺 鄭秀文

266295 杜十娘 段紅 304884 沒道理 劉若英

331646 杜老師[HD] 後弦 338720 沒道理[HD] 嚴藝丹

311862 杜甫說 龍嘯 232883 沒辦法 Machi

291155 杜鵑花 吳紫涵 313705 沒辦法 蔣雪兒

312684 杜鵑花 李藝明 322659 沒選擇 趙昊楓

287521 杜鵑花 寒香 297572 沒禮貌 大嘴巴

303992 杜鵑花 楊佩春 297231 沒關係 5566

305601 杜鵑紅 韓再芬 315293 沒關係 王矜霖,袁婭維

303731 步西廂 隆熙俊 263705 沒關係 翁滋蔓

232582 步步高 高林生,景崗山,林依輪 302437 沒關係 動力火車

305555 步步高 謝雨欣 349029 沒關係[HD] L.I.K.E 組合

301025 每一天 沈志仲 330548 沒關係[HD] 吳克羣

304272 每一天 群星 333393 沒關係[HD] 宋孟君

342836 每一天[HD] 鞠婧禕 333589 沒關係[HD] 宋孟君,黃嘉鑫

314183 每一天{Live} 齊如意,陶日金 282790 沙漏愛 緣分心兒

345673 每一天{Live}[HD] 鞠婧禕 328759 牡丹花 亦勛

304391 每一次 解曉東 266430 牡丹亭 王喆

326391 每當我 遲玉昊 316008 牡丹亭 鄭培欽

346181 求月老[HD] 梁豐富 265715 牡丹情 國巍

322654 求婚歌 索朗扎西 329570 牡丹瑤 劉智晗

312238 求婚歌 歡子 342462 牡丹謠[HD] 劉智晗

317760 求結婚 大哲 298553 狂想曲 羽泉

298535 求愛歌{Live} 羽泉 263816 狂想曲 蕭亞軒

302314 沒什麼 袁詠儀 313743 狂想曲 蕭敬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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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500 狂想曲{Live} 羽泉 316578 赤裸裸 畢夏

299586 狄西蘭 佚名 339574 赤裸裸[HD] 毛澤少

233299 男人ktv 黃文星 342506 赤裸裸{Live}[HD] 李嘉格,蒙面唱將

343298 男人心[HD] 王羽 297060 赤壁人 瀟斌

327925 男人花 Mc魏小然 285944 走一遭 金山

338111 男人花[HD] 黃勇,山野 316688 走三邊 李政飛

316011 男人花{Live} 黃勇,山野 284622 走三邊{Live} 孫剛

302855 男人香 章小軍 324130 走下去 伍浩哲

325349 男人海 欒樹 231726 走山河 韓磊

340416 男人站直別趴下[HD] 東方健 330126 走不掉{Live}[HD] 張學友

262384 男人婆 杜海濤 319125 走中華 三寶

340695 男人情[HD] 張鵬 282803 走天涯 老貓,楊望

301058 男人淚 言承旭 266619 走天涯 肖亮,葉貝文

232498 男人累{Live} 高峰 268464 走天涯 卓雅

288052 男人鳥 冷漠 262807 走天涯 降央卓瑪

269365 男人歌 成學迅 333562 走天涯[HD] 大哲

294432 男人歌 江楓 330538 走天涯[HD] 葉貝文

328775 男人歌 周超,劉順 310502 走天涯{Live} 畢福劍,蘇丹

333801 男人歌[HD] 高進,小瀋陽 324523 走月亮 張藝

348505 男人嚒[HD] 邵杰 337901 走月亮[HD] 楊卿儷

319122 男人幫 男人幫 269524 走四方 曹寅,金志文

312888 男人幫 姜青濤 231723 走四方 韓磊

264151 男人幫 張瀚元 287206 走四方{Live} 王小利

338467 男人幫{Live}[HD] 梅林組合 289443 走四方{Live} 羽泉

262973 男人壞 李翊君 315298 走四方{Live} 吳子安,鄧子非

343542 男人難[HD] 上官曉寶 318027 走四方{Live} 黃小琥,蒙面歌王

307474 男子漢 阿湯哥 326957 走四方{Live} 韓磊,隱藏的歌手

319907 男兒酒 于洋 331951 走四方{Live}[HD] 金志文,曹寅

317833 男兒夢 韓江浩 345747 走四方{Live}[HD] 韓磊,隋佶辰,王小小,李曉旭,我想和你唱

311304 男兒歌 熊七梅 348610 走江南[HD] 亦伊

292011 男閨蜜 井恩然,汪菱姍 312638 走西口 李泉

339014 秀出來{Live}[HD] 劉銘 230695 走西口 陳琳,孟新洋

268719 秀恩愛 大慶小芳 290235 走西口 譚晶

324863 秀顏值 花千依 318029 走西口{Live} 李泉,蒙面歌王

311924 芒果香 謝軍 309123 走走走 易白

265169 見習愛 武藝 282031 走到黑 Young Peach

299892 見畫像 佚名 263205 走馬燈 彭坦

299542 角板山 佚名 304430 走馬燈 零峰

297973 豆豆龍 王雪晶 316929 走散了 高斌

230876 赤子心 陳耀川 308015 走著瞧 王小利

316554 赤子情 孫礫 329704 走遠了 衣濕樂隊

299437 赤誠花 佚名 263379 走羅平 宋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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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030 足夠[HD] 謝和絃,Sea Level 320011 那些年 單軒凌

289594 身份證 叢偉 294744 那些年 黃德毅

347483 辛苦了[HD] 陳曉東 281044 那些年 新聲駕到

298537 辛棄疾{Live} 羽泉 320010 那些年 劉偉光

233533 那 女孩 黃義達 279190 那些年 闞立文

298238 那一天 田一龍 330853 那些年[HD] 胡夏

280587 那一天 何潔 266338 那些年{Live} 泳兒

291835 那一天 李韋 318067 那些年{Live} 梁詠琪,蒙面歌王

266648 那一天 胡東清 322196 那些年{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294681 那一天 降央卓瑪 337682 那些傷[HD] Twinkle組合

326961 那一天 楊東偉 320827 那是誰{Live} 楊樂,中國之星

279366 那一天 潘瑋柏 331809 那面牆[HD] 梁一貞

346764 那一天[HD] 繆以欣 312863 那首歌 雨薇

303599 那一天{Live} 棒棒堂 266645 那首歌 胡杰夕

298385 那一世 朱子岩 304691 那首歌 趙詠華

289473 那一世 雲丹久美 339351 那首歌[HD] 李易峰

324152 那一世 蘇勒亞其其格 315303 那個人 陳明

334929 那一世[HD] 陳翔 343380 那個人[HD] 吳克群

266331 那一年 汪蘇瀧 347494 那個人[HD] 周延英

316025 那一年 宗義博 316027 那個他 趙泳鑫

230153 那一年 陳文華 340757 那個他[HD] 許靖韻

321643 那一年 錢萬千 391622 那個他[HD] 許靖韻

279105 那一次 胡杰夕,劉亞要 308104 那個你 王雪兒

287389 那一刻 雨天 314196 那個你 蘇丹

320823 那一刻 望海高歌 281021 那時雨 徐良

279067 那一刻 郭斯炫 355224 那時候 梁漢文

304388 那一夜 解曉東 286129 那時候 黑鴨子演唱組

339583 那一個[HD] 袁野 231393 那時候 霍建華

312182 那口鍋 蘇晴 332871 那時候[HD] 小賤

322871 那五年 覃楨 231129 那時間 陶莉萍

340997 那月光[HD] 王玉璽 309024 那場雪 周燕君,于爽

312172 那片天 蘇富權 306442 那棟樓 齊晨

231778 那片海 韓紅 316930 那滋味 高斌

286673 那片海{Live} 麥子傑 330742 那道光[HD] 林依婷

338845 那片海{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33678 那旗袍[HD] 王哲

341408 那片海{LIVE}[HD] 韓紅,安澤,鄧曉坤,張琪,我想和你唱 285670 那旗袍{Live} 王喆

270490 那句話 琪琪格 283906 那麼好 李浩民

311128 那份真 楓橋 343577 那麼好[HD] Mc夢柯

338528 那你呢[HD] 宇宙人 303960 那麼遠 涂一

339018 那你呢[HD] 安又琪 318071 那瞬間 李亮超

290620 那些年 孫中亮 269870 防火牆 杭士琁

294261 那些年 張力尹 347996 防騙歌[HD] 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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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35 並蒂蓮 卿雲 333934 兩個人[HD] 李榮浩

253800 乖不乖{Live} 楊丞琳 334608 兩個人[HD] 陳威全

290305 乖乖乖 郭玲 340812 兩個人{Live}[HD] 黃鴻升

339629 乖乖的{Live}[HD] 子曰秋野,中國之星 319565 兩個你 姚貝娜

330617 乖乖牌[HD] 安心亞 306452 兩顆心 梁智琨

282890 乖乖愛 袁惜君 292879 初相見 紀綺昭

295845 乳香飄 呼斯楞 263991 初相會 艷陽天

302221 乳香飄 烏蘭托婭 305079 初戀女 蔡琴

334313 事後煙[HD] 管罄 299454 初戀詩 佚名

297500 亞克西 刀郎 342139 刮大風{Live}[HD] 張瑜,王建寧

293127 亞拉耶 阿香 299485 刮地風 佚名

304949 亞非拉 劉歡 294458 到不了 王俊凱,王源

282720 亞洲美 王若希 322327 到不了 陳翔

328224 京城雪 肖雪 331769 到不了[HD] 李代沫

302852 佳人曲 章子怡 317269 到不了{Live} 陸蔚綝,中國好聲音

326023 佳人醉 陳佳 326050 到不了{Live} 劉濤,薛之謙,跨界歌王

344615 佳木斯[HD] 鄭天宇 321781 刷刷刷 小聖哥

282277 來不及 夏后 301501 刹那間 金莎

230640 來不及 陳珊妮 328302 刺玫瑰 盤欣蕾

305222 來不及 樸樹 336564 刺痛感[HD] 唐子晴

256431 來不及 蕭亞軒 347239 卑微者[HD] Cherry璐璐

305276 來不及 蕭賀碩 268072 卓文君 仇澤

305659 來不及 彝人製造 334934 卷珠簾[HD] Ak人聲

285935 來不及 羅憶詩 344200 卷珠簾[HD] 劉佳碩

344914 來不及[HD] 劉瑞琦 327525 卷珠簾{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266686 來去笑 葉復台 288370 卷珠簾{Live} 霍尊,費玉清

232313 來生緣 高勝美 335939 卷珠簾{Live}[HD] 朱強,中國好聲音

336547 來得及[HD] 江美琪 333781 卷珠簾{Live}[HD] 霍尊

344617 來得及[HD] 扈岩岩 349675 卷珠簾{Live}[HD] 霍尊,歌手

264122 來鬧的 張惠妹 232892 受不了 麻吉弟弟

315288 來鬧的{Live} 張惠妹 326067 受不了 馮彎彎

263104 兔崽子 Matzak 232338 受害人 高勝美

297440 兩心悉 Sun,Boy'z 298163 受害者 王馨平

323022 兩本書 雨湘 285238 受夠了 蕭亞軒

308076 兩地曲{Live} 王紅星 327530 受夠了 飄飄

286114 兩朵花 喜波 332230 周大俠[HD] 周杰倫

323608 兩岸情 張生艷 282111 周傑倫 傲藝

297259 兩個人 1983組合 310742 周夢蝶 陳綺貞

285901 兩個人 房祖名 278848 周夢蝶(國) The Verse

313331 兩個人 陳柔希,滕少 306456 呼吸 愛 金海心

230077 兩個人 陳慧琳 345947 呼吸·藍[HD] 華語群星

323020 兩個人 黃鴻升 270312 呼呼愛 牛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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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67 呼喚我 曾昱嘉 313121 夜來香{Live} 張君培

316040 呼喚愛 吉克雋逸 313187 夜來香{Live} 張琪朗

338283 命太苦[HD] 孫浩雨 302740 夜來香{Live} 張燕

330115 命運曲{Live}[HD] 張學友 230978 夜來香{Live} 陶喆

308091 和氏璧 王梓蘅 268470 夜來香{Live} 單紫寧

285380 和平鴿 金玉 254177 夜來香{Live} 楊燕

305756 咕嚕雞 羅志祥 313525 夜來香{Live} 葉麗儀

310969 咖喱咧 黃明志 330254 夜來香{Live}[HD] 蔡琴

303550 垃圾桶 彭靖惠 303229 夜初上 陳好

339683 垃圾桶[HD] 嚴爵 288245 夜孤寂 曉月

316513 夜三裡 龍井說唱 337314 夜店咖[HD] 周杰倫,嘻遊記

300822 夜上海 李俐菁 230173 夜玫瑰 陳明

232093 夜上海 馬天宇 278300 夜盲症 徐佳瑩

313268 夜上海 莫文蔚 323682 夜花吟 楊艷

284058 夜上海 莫旭秋 290687 夜悄悄 張榜強

303218 夜上海 陳戈 300925 夜茫茫 李逸

313186 夜上海{Live} 張琪朗 303033 夜茫茫 莊學忠

313358 夜上海{Live} 陳潔麗 343732 夜惆悵[HD] 陳延北芳

313683 夜上海{Live} 潘秀瓊 293209 夜涼涼 顏培珊

313731 夜上海{Live} 曉華,華娃,劉韻,潘秀瓊 306919 夜無眠 三寶

330253 夜上海{Live}[HD] 蔡琴 307956 夜無語 天籟天

335119 夜不歸[HD] 蔡恒 310561 夜無語 許諾

263222 夜天使 潘辰 319146 夜幕綴 姜玉陽

339943 夜太長[HD] 楊孟茜 328377 夜貓子 漁圈,心大俊

285341 夜太黑 郁可唯 314213 夜闌珊 田振達

286587 夜太黑{Live} 朱樺 288512 夜歸人 許科

332707 夜太黑{Live}[HD] 田園 303871 夜歸人 黃清元

275207 夜未央 馬蕊 234258 夜歸人 龍飄飄

232935 夜未眠 黃仲昆 282104 夜歸人 儲毅

317346 夜生活 月亮姐姐 284079 夜歸人 謝雷

336472 夜生活{Live}[HD] 黃耀明 231457 夜歸人{Live} 靜婷

345540 夜行記[HD] 鹿晗 267156 夜難寐 陳瑞

323683 夜行鳥 正歌 264157 奔向你 張睿

314212 夜來香 山子華 325781 妳變了 青山

288842 夜來香 太妃堂 290567 姐有才{Live} 吉吉

326975 夜來香 金小魚 341411 姐弟愛[HD] 馬嘉均,羅霖

295400 夜來香 胥拉齊 268849 姐弟戀 宇海文

293270 夜來香 黃齡 313285 姐弟戀 連亞琦

268392 夜來香 劉惜君 282271 姐妹日 夏后,阿悄

300762 夜來香{Live} 李宇春 310947 姐妹淘 馮琪兒

312691 夜來香{Live} 汪明荃 306096 姐妹歌 艷陽天

285187 夜來香{Live} 胡海泉,丁于 309686 姐最拽 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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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94 姑奶奶 金正浩 300892 幸福道 李紫君

309982 姑娘山 馬常寶 315326 幸福夢 張碧晨

340844 姑娘美[HD] 張洪濤 326987 幸福歌 張美晨

348267 姑娘湖[HD] 包小龍 295110 幸福歌 張曼

289849 姑蘇台 張煜楓 274642 幸福歌{Live} 劉姝麟

252991 孟薑女 張鳳鳳 298153 幸福糖{Live} 王瀾霏

304648 孟薑女 趙秀蘭 288967 幸福謠 王溢

303112 孤獨王 許紹洋 285476 幸福謠 陶紅

326148 孤獨犯 Better Man組合 325560 幸福謠 黃英

348270 孤獨淚[HD] 常笑 312067 幸福囉{Live} 羅志祥

345026 孤獨感[HD] 朱興東 270544 幸福彎 禹添群

348882 孤獨頌[HD] 楊坤 320360 弦心碎 高杰鈞

331734 定風波[HD] 張學友 344678 弦月光[HD] 劉科延

349743 定風波{Live}[HD] 黃綺珊,經典咏流傳 255270 彼岸花 王菲

295485 居爾特{Live} 邢天溯 322457 彼岸花 何潔,蘇醒

263511 岳陽美 譚圳 288976 彼岸花 夏米雅

318370 帕拉圖 邁克鴻飛 313041 彼岸花 涓子

312334 幸運星 牛奶咖啡 326202 彼岸魚 冼佩瑾

297487 幸運草 丁噹 270635 往上爬 羅百吉

278042 幸福style 樂天樂團 320366 往日情{Live} 李幸倪,中國之星

286057 幸福令 高晨 342368 往日情{Live}[HD] 羅中旭,蒙面唱將

311002 幸福地 黃錦雯 283848 往前走 高楓

346543 幸福多[HD] 周巍 291943 往前飛 A-Lin

302953 幸福年 莊學忠 312977 往前飛 唐妍

343781 幸福年[HD] 田亮,葉一茜,田雨橙,田宸羽 308108 忠孝歌 王喆

306470 幸福羊 衛東 328509 念奴吟 張莹莹

295492 幸福系 邱英杰 289952 念奴嬌 李霞

278143 幸福來 吳彥凝 289001 念采依 謝軍

278617 幸福者 解偉苓 300262 念故鄉 佚名

312750 幸福花 周艷泓 340346 念家謠[HD] 何一航

292177 幸福城{Live} 周敏 234359 念親恩 龔玥

302511 幸福泉 張也 255275 忽然間 王菲

299312 幸福島 佚名 262552 怕了你 Hit-5

317473 幸福淚 林不夕 285586 怕了嗎 Namigirl

266698 幸福魚 董夏娟 263056 怕安靜 羅志祥

326986 幸福愛 李天平,金慧 307883 怕老婆 小崔健

285583 幸福感 Mabel美寶 326993 怕沒電 孟楊

312427 幸福感 田梓呈,司徒蘭芳 341544 怕怕怕[HD] 熊照華,楊方艷

314218 幸福感 何紫琪 303738 怕寂寞 雁卿

308587 幸福源{Live} 吳春燕 282442 怡紅院 徐洪剛

307911 幸福裡 川子 326994 性空山 陳粒

265212 幸福過 王箏 266507 怪自己 甜美真

Page 18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3402 怪自己 程科 345641 放不下[HD] 孫浩然

326218 怪我咯 童可可 307922 放不開 六哲

301608 怪怪女 青鳥飛魚 321915 放不開 劉忻,姜潮

346556 怪怪怪[HD] 田晶妹 325683 放心愛 裴英良,裴振良

337860 怪胎秀[HD] 張惠妹 341337 放心愛[HD] 裴英良,裴振良

265224 怪脾氣 王鳴飛 323880 放手吧 孟鵬

340863 怪脾氣{Live}[HD] 王鳴飛 233304 放半粒 黃明志

343855 承認{Live}[HD] 辛曉琪 321916 放生歌 閆琬欣

340203 抱子石[HD] 蘇西 349854 放生歌[HD] 釋則旭

253169 抱住你 徐懷鈺 295513 放任愛 金鈺兒,劉子毅

305402 抱著你 縱貫線 268998 放你走 鞏新亮

332442 抱著你[HD] 張震嶽 296559 放你飛 金鑫

343858 抱歉[HD] 孫偉博 331266 放狠愛[HD] 慕容曉曉,肖玄

293664 抱緊我 李沁 345158 放馬曲[HD] 巴桑拉姆

280237 抱緊我 劉明輝 326334 放假了 東方依依

336288 抵抗力[HD] 江美琪 309636 放得下 馬藝航

305279 抹煞我 蕭閔仁 262386 放得開 東來東往

343859 抽象圖[HD] 郭修彧 233212 放棄他 黃小琥

330926 拆東牆[HD] 許嵩 257905 放棄你 辛曉琪

308186 拈花笑 古品 312928 放棄你 胡杰夕

299796 拉大鋸 佚名 281041 放開手 斯琴高麗

343511 拉拉呱[HD] 樊少華 323258 放開手 趙小磊

298950 拉拉路 佚名 337328 放開手[HD] 邵洪

234314 拉歌歌 龐龍 343863 放開你[HD] 王晉怡

286811 拋繡球 苗苗 304440 放開我 零點樂隊

302251 拋繡球 祖海 332310 放開愛[HD] 戚薇

324892 拋繡球 藺鮮鮮 300585 放過我 佚名

298785 拍手歌 佚名 314819 放過我 謝作健

231678 拍拍手 韓曉 336712 放過我[HD] 趙露

297944 拔蘿蔔 王雪晶 315337 放學了 王矜霖

327776 拔蘿蔔 貝瓦兒歌 298970 放學歌 佚名

335234 拖延症[HD] 品冠 345647 於是呢[HD] 邱振哲

266790 招招手{Live} 蘇陽 348991 旺旺噠[HD] 衛東童星樂團

308003 招財貓 牛欣欣 338131 旺起來[HD] 游美靈,洛奇

301327 放了你 林俊傑 339272 昆侖鏡[HD] 韋禮安

266568 放下愛 紫薇 282075 昌寧美 何佳

302058 放大鏡 容祖兒 254791 明天見 王心凌

342802 放大鏡[HD] 安心亞 232026 明日香 飛輪海

301016 放不下 汪蘇瀧 278655 明日晴 辛龍

269081 放不下 張凌楓 349866 明日歌{Live}[HD] 王俊凱,經典咏流傳

294756 放不下 龔詩嘉 256084 明月心 葉倩文

330961 放不下[HD] 郁可唯 265863 明月夜 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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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83 明月夜 鍾明秋 329508 林中鳥 葛林

337335 明月思[HD] 胡艾蓮 280297 林妹妹{Live} 王紅濤

349867 明月譜[HD] 五色石南葉,落櫻風 300325 武則天 佚名

331662 明明就[HD] 周杰倫 254282 武則天 楊鈺瑩

287285 明知道 李翊君 347394 河池情[HD] 龍姬

256943 明知道 許美靜 328719 油紙傘 李果,儲蘭蘭

308068 明信片 王欣如 306479 油茶花 張天甫

307548 明信片 黃初用 313386 油菜花 曾強

349425 明鏡台[HD] 束仕明 314238 油菜花 曾艷

300414 易水寒 佚名 296709 油菜花 顧凱

263530 易碎品 伍思凱 298801 沿竹林 佚名

343891 朋友花[HD] 白玲 330946 泡沫[HD] 鄧紫棋

289819 朋友圈 山野 303687 波斯貓 童星

321386 朋友圈 張家樂 343916 波斯貓[HD] S.H.E

327004 朋友圈 傅曉 299375 波絲貓 佚名

338432 朋友圈[HD] 洛奇 297949 泥娃娃 王雪晶

343890 朋友圈[HD] 張亞宇 305993 泥娃娃 馨梓

290099 服不服 王麟 345214 注孤生[HD] 徐聰

343896 杭州[HD] 王棟 309413 爬山調 咪依魯江

295497 杯中情 鄭少秋 302582 牧羊人 張信哲

345193 東方紅{Live}[HD] 李沐子,歌聲的翅膀 331603 牧羊人[HD] 雲朵

330721 東方美[HD] 李小璐 302972 牧羊曲 莊學忠

270399 東北人 王洪兵 293840 牧羊曲 謝穎

262593 東北人 侯旭 234364 牧羊曲 龔玥

301712 東北人 姜鵬 346672 牧羊曲[HD] 李雪蕊

349895 東北妞[HD] 烏蘭吉雅 326442 牧羊曲{Live} 劉濤,跨界歌王

318953 東北虎 王曼力 280413 牧馬人 朱永飛

306065 東北情 顧凱 331311 牧馬人[HD] 楊坤,丁丁,金志文,關喆,平安

347380 東北話[HD] 侯力,麒名 293388 牧馬人{Live} 余楓,中國好聲音

328685 東京冷 李佑晨 315342 牧馬人{Live} 楊坤,人聲兄弟

330562 東風破[HD] 周杰倫 337339 牧馬人{Live}[HD] 余楓,中國好聲音

330086 東風破{Live}[HD] 周杰倫 338460 牧馬人{Live}[HD] 楊坤,人聲兄弟,最美和聲

294294 東海洋 張鷺勇 287891 牧野情 岡林,朱貝貝

297839 枉凝眉 王立平 300804 牧遙池 李牧遙

292607 枉凝眉 李玲玉 325409 狐狸精 祁隆,孟小迪

271399 枉凝眉 郭彤 291008 狐狸精 阿索

303204 枉凝眉 陳力 342146 狐狸精[HD] 羅志祥,胡瑋琪

287088 枉凝眉 鄭緒嵐 279773 狗仔舞 周杰倫

289197 枉凝眉{Live} 康慷 331160 玩一下[HD] 凹凸

349897 枉凝眉{Live}[HD] 陳力,余少群,經典咏流傳 343291 玩大咖[HD] 吳陌川

340919 枉凝眉{Live}[HD] 黃洋 343540 玩不起[HD] 干露露

317004 枕上書 董貞 336783 玩不起[HD] 饒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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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59 玩手機 王馨 271591 舍子花 阿悄

340934 玩手機[HD] 彭志強 343558 舍離斷[HD] 何佳樂

282707 玩兒牌 王易俊 323409 舍離斷{Live} 何佳樂,中國好歌曲

298978 玩具國 佚名 323410 舍離斷{Live} 何佳樂,戴荃,中國好歌曲

342463 玩具熊[HD] 李玉璽 329662 芭蕉雨 施易男

305886 玩真的 蘇有朋,潘樟柏 264001 芭蕉雨 閻琰

339027 玩遊戲[HD] 韋禮安 341814 花又開[HD] 劉珂矣

343946 玫瑰[HD] 貳佰 268133 花上蝶 伍俊華,覃麗

340414 玫瑰的心事[HD] 馬麗 317960 花千骨 天籟天

331851 玫瑰花[HD] 王歡 316442 花千骨 馬健南,Shirley

279780 玫瑰香 周燕君 316992 花千骨 萌萌噠天團

323334 玫瑰香 張薇 301669 花山謠 姚林輝

278112 玫瑰香 劉雅麗 302507 花之夢 張也

285203 玫瑰香{Live} 胡維納,范瑋琪 311572 花心男 慕容曉曉

327917 玫瑰香{Live} 彭佳慧,蒙面唱將 280512 花木蘭 Angel Girl

341790 玫瑰香{Live}[HD] Vc組合,蓋世英雄 302073 花木蘭 徐立

298667 玫瑰禪 佚名 300220 花仙子 佚名

312268 知心話 大慶小芳 323414 花旦淚 王小堯

348527 知心話[HD] 楊明毅 310485 花生豆 甜美真

299287 知音人 佚名 300203 花田錯 佚名

323359 社會搖 龍奔 326532 花田錯{Live} 趙小熙,中國新歌聲

337344 社會搖[HD] 蕭全 330227 花田錯{Live}[HD] 王力宏

330612 空口言[HD] 孫燕姿 297921 花在開 王旋

292458 空心人 張赫宣 310406 花如淚 張靈敏

324028 空心樹 李紫涵 299989 花戒指 佚名

289336 空白格{Live} 許一鳴 300524 花兒美 佚名

331791 空白格{Live}[HD] 楊宗緯 283851 花兒美 高楓

341197 空白格{LIVE}[HD] 楊宗緯,丁芙妮,王希喬,洪健軼,我想和你唱 270813 花兒香 蘇美璇

325876 空房間 周覓 348578 花兒說[HD] 龍怡利

287747 空房間 樸野 324845 花奇楠 羿諾

335811 空房間[HD] 蒲成龍 341568 花奇楠[HD] 羿諾

301644 空杯子 咻吡嘟嘩 291233 花姑娘 張智航

311212 空空空 路童 322791 花雨樓 袁玉峰

232156 空城計 馬長禮,裘少戎 299990 花非花 佚名

231563 空城記 韓寒 329666 花非花 飛兒樂團

349075 空城記[HD] 付成 307964 花為媒 孔瑩

309160 空秋千{Live} 林宇中 307308 花為媒 玖月奇跡

326509 羋月傳 原子霏 324079 花為媒 音樂走廊,歌一生

292165 股之歌 吳木藍 314246 花為媒{Live} 玖月奇跡

292945 肩上蝶 葛維永 287677 花為媒{Live} 閆學晶

333751 肩上蝶[HD] 金志文,湯曉菲 231972 花為媒{Live} 顧莉雅

310963 肯定句 黃安 302229 花風箏 真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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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56 花香醉 王義 305869 近未來 蘇打綠

317964 花神淚 Hita 280573 近距離 棒棒堂

346285 花草間[HD] 徐浩,小彤寶 231433 采紅菱 佚名

296972 花傈僳 王瑩 302626 采紅菱{Live} 張偉文,汪明荃

347931 花森林[HD] 譚嘉儀 232922 采紅菱{Live} 黃中原,傅薇

308428 花無果 江映蓉 286815 采檳榔 苗苗

298936 花犄角 佚名 252999 采檳榔 張鳳鳳

330518 花開了[HD] 候旭 304559 采檳榔(倫巴) 舞曲

316085 花雅禪 霍尊 315365 采檳榔{Live} 曾嬌

337349 花想容[HD] 董貞 304056 采檳榔{Live} 楊鈺瑩

294313 花解語 成于申 265317 采檳榔{Live} 楊燕

283715 花鼓風 烏蘭托婭 330284 采檳榔{Live}[HD] 蔡琴

323413 花摺傘 三寶,素面 340467 金三角[HD] 蔡依林

327014 花摺傘 琴瑟組合 232611 金不換 高楓

308714 花滿樓{Live} 李玉剛 311155 金元寶 群星

336827 花滿樓{Live}[HD] 王喆 304180 金石盟 群星

233019 花與蝶 黃品源 345766 金曲撈{Live}[HD] 汪蘇瀧,金曲撈

333309 花蝴蝶[HD] 金婧 322888 金門山 阿木古楞

334845 花蝴蝶[HD] 蔡依林 308611 金航線 吳德華

230883 花蝶戀 陳艾玲 344532 金都男[HD] 信

311873 花燈戀{Live} 儲蘭蘭 257090 金絲雀 許茹芸

290070 花獨醉 牛仔酷 299156 金絲鳥 佚名

289389 花獨醉 楓舞 320014 金盞花 鳳飛飛

280516 花醒了 秀蘭瑪雅 269498 金達萊 晟瑤

265449 花濺淚 久久 312249 金箍棒{Live} 龔琳娜

320747 花瓣雨 侃侃 297127 金銀花 曲丹

338851 花瓣雨{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284982 金銀花 桫欏

342926 花瓣淚[HD] 呂梓銣 289486 金銀島 韋禮安,Matzka樂團

334069 花戀蝶[HD] 崔子格,魯士郎 334893 金銀島[HD] 韋禮安

318552 芷蘭花 張天甫 272003 金蓮花 黃燦

300148 虎姑婆 佚名 311196 金縷衣 董貞

302498 虎門行 張也 304370 金縷衣{Live} 董貞

340450 表白[HD] 昊麟 298781 金鎖呐 佚名

262720 表情帝 J3組合 320015 金麗娜 韓傳芳

330427 表情帝[HD] J3組合 327017 長生歌 河圖

299389 表情歌 佚名 320838 長白山 王嘯坤

329712 迎男神 王嘉 328945 長安夜 王建房

310708 迎客來 陳莉莉 335976 長安夜{Live}[HD] 王建房

299243 迎春歌 佚名 345768 長安夜{Live}[HD] 張樂彤,歌聲的翅膀

300300 迎新年 佚名 328946 長安長 XY兄弟

288326 迎新年 程響 279221 長安街 李暉

299686 迎賓歌 佚名 341838 長安亂[HD] 趙佳霖,崔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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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06 長安憶 音頻怪物 324590 阿童木 木童

345395 長安憶[HD] 徐大樂 301096 阿媽拉 亞東

348647 長江吼[HD] 阿沁 232467 阿裡洋 高子洋

327018 長江邊 張寒 300154 阿裡郎 佚名

262153 長行歌 崔京浩 284203 阿裡郎 金貴晟

301107 長衣袖 卓文萱 278347 阿裡郎 晟瑤

231053 長尾巴 陶大偉 233754 阿裡郎 黃思婷

326620 長的江 左小祖咒 305007 阿裡郎 潘秀瓊

337120 長城長[HD] 呂雅芬 332382 阿裡郎{Live}[HD] 金貴晟

300618 長城謠 佚名 298428 阿詩瑪 朱婧

330302 長恨歌{Live}[HD] 鄭秀文 233973 阿詩瑪 黑鴨子演唱組

299693 長春樹 佚名 313712 阿詩瑪 鄭鈞

302856 長相守 章若涵 234382 阿蘭娜 佚名

297137 長相依 鄭勁松 303867 阿蘭娜 黃清元

292168 長相知 吳碧霞 312071 阿囉咧 羅相宜

286009 長相思 修竹 278316 雨 彩虹 惡武2Kd5

322891 長相思 徐夢晗 303315 雨不停 陳思涵

313406 長相思 紫璇伊 283747 雨中人 韋唯

344055 長相思[HD] S.H.E 279494 雨中情 甜寶兒

312639 長相憶 李風持 265501 雨中淚 何龍雨

287448 長睫毛 曉霖 324172 雨中蝶 三多

320836 長壽花 唐妍 268118 雨中戀 任靜,付笛生

286331 長壽鄉 陳靜 268080 雨中戀{Live} 付笛生,任靜

279255 長壽瑤 梁麗榮 347505 雨在飛[HD] 張雨飛

274926 長調吟 格根其木格 297507 雨吻花 于文華

310175 長髮女 張金鈺 322068 雨夾雪 張津涤

333816 長頭髮[HD] A.O.A 299083 雨和淚 佚名

256813 長頭髮{Live} 許哲珮 256528 雨季中 蕭亞軒

263197 長鏡頭 那英 298779 雨花石 佚名

314250 長鏡頭{Live} 楊宗緯,我是歌手 312632 雨花石 李雨兒

303837 門口外 黃烈傳 330729 雨花石[HD] 李玉剛,石頭

321668 門打開 馮佳琪 346356 雨花石[HD] 張軒銘

328948 門與窗 王爵 344549 雨花石[HD] 蔣雨宸

234099 門與窗 佚名 300817 雨花石{Live} 李雨,石頭

269654 阿加拉{Live} 李利依 327025 雨花石{Live} 李雨兒

311752 阿布雅 樹葉男孩 337762 雨花石{Live}[HD] 石頭

311250 阿佳拉 嘉布·洛絨 324174 雨花落 天籟天

298411 阿姐鼓{Live} 朱哲琴 289504 雨後風 林育群

304278 阿苦妹 萬軍 340773 雨若夢[HD] 楊斯壬

255384 阿修羅 王菲 325324 雨停了 李菲兒

299390 阿卿嫂 佚名 309325 雨停曲 阿悄

327022 阿哩哩{Live} 阿魯阿格 329767 雨黃昏 李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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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163 雨霖鈴 劉棟升,鐘萱 311820 俏江南 閻琰

280623 青山の戀 陳沛軒,胡翊 327482 俏美人 艾爰爰

322073 青山高 雨木 305414 俏鳳姨 薛家燕

330805 青玉案[HD] 火星熊 288726 俗情歌 冷漠,楊小曼

289507 青石巷 歌一生 314256 保質期 小瑜

339036 青州夢[HD] 項玉,蔡向鵬 317214 保質期 張浩

308376 青年者 戎梵,熊思嘉 336225 保鮮期[HD] Juzzy Orange

341844 青衣淚[HD] 馨童 335118 保證書[HD] 蔡恒

327026 青衣謠 郁可唯 284224 保護色 莫熙兒

328108 青空行 廖羽 341886 保護色[HD] 張韶涵

312616 青花瓷 李行亮 339637 保護你[HD] 派偉俊

266053 青花瓷（護士版）{Live} 曹錦晶 349642 俠女情[HD] 阿伊米拉

318118 青花瓷{Live} 那英,中國好聲音 306494 俠客行 Assen捷

319185 青花瓷{Live} 周杰倫,江源東,中國好聲音 297554 俠客行 于霞,劉鐵營

342065 青花瓷{Live}[HD] 費玉清,中國新歌聲 322293 俠客行 尚雯婕

290413 青門雪 馬劍芬,宋馬超 291440 俠客行 董貞,許諾

344062 青春不老我們不散[HD] 夏邦,莎莎,梅梅,燕姐,栗子 286955 俠客行 裔莎

332841 青春花{Live}[HD] 黃小琥 334237 俠客行[HD] 周華健

333838 青春是[HD] Selina 344916 俠客行[HD] 徐海喬

295005 青春派 周鼎立 307073 俠客行{Live} 張楚,趙牧陽,中國好歌曲

253839 青春鬥 楊丞琳 295927 俠客行{Live} 趙牧陽

307800 青春祭 刀刀刀 321765 俠客絕 張本煜,老濕

297174 青春祭{Live} 天空樂隊 308140 信天遊 王曉娟

338784 青春貼[HD] 賀金 283534 信天遊 杭天棋

310338 青春飯 張雷 320179 信天遊{Live} 白致瑤

311197 青衫隱 董貞 287384 信天遊{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00446 青海青 佚名 315379 信天遊{Live} 舒浩煬

268280 青海情 冰雪姐妹 344174 信天遊{Live}[HD] 程琳

324228 青海藍 喬冬宇,吳海燕 292091 信多久 劉彥飛,朱慧慧

341356 青茶青{LIVE}[HD] 趙羽,夏瑤 262493 冒險家 果味vc

322912 青草地 馬麗 304445 冒險家 零點樂隊

335588 青草地[HD] 策力木格 334486 冒險家[HD] 徐峰柏

315371 青梅曲 陽斌 304434 冒險家{Live} 零點樂隊

320864 青絲亂 望海高歌 338266 前王子[HD] 1976

327027 青雲志 吉吉 324922 前男友 趙奕歡

344065 青蓮花{Live}[HD] 劉奕君 330709 前男友[HD] 曾靜玟

344832 青蓮花{Live}[HD] 劉理鶴 348168 前塵醉[HD] 小凌

303494 青藏人 雪兒達瓦 316560 勇者勝 孫楠

254821 非soul Mate 王心凌 341447 勇敢吧[HD] 萬里

324180 非主戀 童可可,田躍君 327519 勇敢愛 江若琳

303669 亮起來 童安格 301092 勇敢愛 阮經天,石周靚

303538 亮晶晶 彭佳慧 322332 勇敢愛 莊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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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38 勇敢愛[HD] Mi2 314828 哈達情 郭瓦·加毛吉

326057 匍匐鳥 鍾立風 302017 哎呀呀 孫萌

320219 南山南 侃侃 317312 哎哎哎 陳浩東

344949 南山南[HD] 夏濱 324864 哎喲喲 蘇仨

339189 南山南[HD] 馬頔 344643 型人道[HD] 譚詠麟,李幸倪

338621 南山南{Live}[HD] 張磊,中國好聲音 344644 城中事[HD] 張梓瑤

323640 南山開 丁思忖 264253 城市人 鄒文正

267311 南京 1937 黃立成,Machi 321831 姥姥說 郝雲,唐寧,金天

269576 南京style 朱小磊 310350 姻緣石 張榜強

315386 南泥灣 高安 262949 姻緣線 李澤雅

314827 南泥灣 郭瓦·加毛吉 298221 娃哈哈 巧千金

231647 南泥灣 韓延文 345018 娃哈哈{Live}[HD] 菲爾孜婭 木扎帕爾,歌聲的翅膀

294598 南泥灣 譚芷昀 298792 娃娃國 佚名

315385 南泥灣{Live} 江濤 291863 孩子王 許哲珮

313190 南泥灣{Live} 張琪朗 335304 孩子王[HD] 許哲珮

296032 南泥灣{Live} 游子組合 255963 孩子氣 萬芳

333326 南泥灣{Live}[HD] 順子 330992 孩子氣[HD] 陳妍希

339414 南泥灣{Live}[HD] 黃一行 304850 孩子媽 劉和剛

345516 南泥灣{Live}[HD] 楊雅坤,歌聲的翅膀 306502 客家妹 曉楓

312633 南飛雁 李雨兒 309988 封鎖線 馬條

282093 南飛雁 侃侃 339042 封鎖線{Live}[HD] 張鑫鑫,中國好聲音

295309 南宮燕 溫心,趙美彤,趙多娜 341705 封鎖鍵[HD] 吳是閎

309294 南國情{Live} 阿正,Hns組合 290263 屌絲男 趙斌

264215 南湖頌 真情玲兒 328476 屏里狐 羅雲熙

347662 南鄉子[HD] 洗凡 326189 帥歌兒 倪金威

268486 南寧仔(國) 南寧柒仔 298841 幽默曲 佚名

302765 南瀾掌 曹方 301838 幽默感 范曉萱,100%樂團

331003 厚臉皮[HD] 陳嘉樺 255268 幽蘭操 王菲

307195 咩都有 李霞兒 310311 幽蘭操{Live} 張萌萌

307530 咪嗒你 馮曉榮 323757 度相思 李天平,章金玲

338284 咬一口[HD] 陳夢晨 308878 很安靜 汪蘇瀧

330862 咬耳朵[HD] 至上勵合 265941 很有愛 後弦

285208 咬咬你 蒼井そら 265480 很自己 伍家輝

345951 咱家鄉[HD] 劉小強 233064 很自然 黃品源

270102 品茶歌 段婷婷 339986 很快樂[HD] 魏健

271908 品鄉愁 高安 297427 很抱歉 Saya

297227 哇沙咪 5566 279478 很想你 天津阿明

268462 哇哇叫 卓文萱 322132 很想你 武湄

310477 哈一喲 清源 327035 很想你 彭清

297974 哈巴狗 王雪晶 322459 很想家 管輝

335420 哈尼人[HD] 孫榕 335522 很愛妳[HD] 林俊逸

332438 哈你歌[HD] 庾澄慶+小s 262356 很愛過 丁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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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74 後十年 海生 326217 思鄉戀 胡思明

334737 後世人[HD] 李婭莎 342728 恨不歸[HD] 劉子來

345060 後來呢[HD] 徐浩 306053 恨自己 顧峰

315160 後來者 胡夏 323166 恨別離 藝楓

279709 後悔藥 張天龍 298226 恨恨恨 布川

289784 後現代 孫思怡 262918 恨愛情 李天華

287828 怎麼了 Lollipop F 304757 恰恰愛 趙薇

307114 怎麼了 徐健淇 317640 扁擔歌 韓磊

313223 怎麼了 張嘯 297535 拜大年 于文華,李福山

303056 怎麼了 莫文蔚 309378 拜天地{Live} 雨金

283083 怎麼了 陳信勇 322578 拜年啦 東方紅艷

288321 怎麼了 棒棒堂 348980 拜年歌[HD] 黑鴨子演唱組

268431 怎麼了 劉璐 324249 拜託了 何炅,王嘉爾,冰箱家族

292519 怎麼了 曉月 311411 拜新年 鳳凰傳奇

334200 怎麼了[HD] Lollipop F 299247 拼一場 佚名

337379 怎麼了[HD] 周杰倫,袁詠琳 300722 拼一場 宋雪萊

336055 怎麼了[HD] 劉陽 263058 拼什麼 羅志祥

291791 怎麼了{Live} 蕭閎仁 309525 拼到底 洪顏

301760 怎麼啦 紀文惠 285906 拽美眉 易欣

294353 怎麼辦 朱杰 325345 指北針 柯泯薰

327037 怎麼辦 林長春 278264 指甲油 庾澄慶

266544 怎麼辦 范瑋琪 296544 指尖秋 付曉明

303936 怎麼辦 黑豹樂隊 265094 指揮家 任賢齊

343796 怎麼辦[HD] S.H.E 292080 指間沙 鳳凰傳奇

338358 思 念[HD] 拉毛王旭 348981 指間沙[HD] 賀文昌,秦瑩,Ayo97

292230 思君曲 天籟天 327043 指項花 胡艾彤,玄殤

284798 思君吟 慕容曉曉 333955 挖蛤蜊{Live}[HD] 沙洲

311349 思君淚 趙小南 309183 故人香 林俊逸

344303 思君賦[HD] 泠鳶yousa 262475 故事島 馮銘潮

269640 思念baby 李利依 295524 故備瑪 阿彬哥

314271 思念她 劉茂雄 285811 故鄉山 冷兆藝

335915 思念誰{Live}[HD] 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285640 故鄉河 孔凱

344689 思美人[HD] 毛澤少 305984 故鄉河 鐘麗燕

344688 思美人[HD] 帥霖 308610 故鄉雨 吳碧霞

318399 思密達 思密達天團 299946 故鄉情 佚名

330821 思密達[HD] 王麟,老貓 313421 故鄉情 費玉清

285375 思情郎 金岩 344369 故鄉情[HD] 哈琳

286817 思鄉女 苗苗 292068 故鄉路 冷兆藝

233590 思鄉曲 黃越峰 325209 故鄉夢 容中爾甲

305657 思鄉曲 彝人製造 345159 故鄉遙[HD] 羅軍

230282 思鄉酒 陳星 293390 故鄉謠 余零

322484 思鄉愁 雨宗林 300704 故鄉戀 呂繼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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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829 施甸美 王瑩 316114 春之戀 楊願明

270302 既然愛 熊胡傑 297768 春天裡 毛寧

305404 星之翼 翼星家族大合唱 298380 春天裡 旭日陽剛,陽剛

332226 星月下[HD] 黃雅莉 300916 春天裡 李逸

292003 星光戀 于麗娜 233329 春天裡 黃格選

317005 星辰淚 董貞 294746 春天裡 黃琦雯

330540 星辰變[HD] 吳克羣 335735 春天裡[HD] 丁噹

230525 星河頌 陳淑樺 291980 春天裡{Live} 丁噹

285765 星星索 佚名 298381 春天裡{Live} 旭日陽剛

304554 星星索(慢四) 舞曲 296591 春天裡{Live} 汪峰

333540 星星索[HD] 印度尼西亞民歌 327803 春天裡{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04052 星星索{Live} 楊鈺瑩 289157 春天裡{Live} 鄧紫棋,方大同

340207 星星淚[HD] 宋茜 339045 春天裡{Live}[HD] 哈林戰隊,中國好聲音

233597 星宿海 黃鑫,白冰 335989 春天裡{Live}[HD] 耿斯漢,陳直,中國好聲音

299692 星條旗 佚名 331521 春天裡{Live}[HD] 黃勇

301825 星期六 范文芳 321927 春天頌 葉俊華

301765 星夢緣 紅蘋果組合 302428 春水流{Live} 高楓

300529 映山紅 佚名 233324 春水流{Live} 黃格選

278399 映山紅 李暉 282655 春光美 洪祿雲,楓舞

286818 映山紅 苗苗 283639 春光美 張德蘭

267245 映山紅 馬丁cityzen,安東 305038 春光美 潘曉峰

295114 映山紅 張曼 304615 春光美(慢四) 舞曲

233587 映山紅 黃英 230777 春光美{Live} 陳紅

284485 映山紅 劉孟哲 315393 春來了 高佳

313770 映山紅 儲蘭蘭 333871 春來了{Live}[HD] 劉相松

265427 映山紅{Live} 丁曉紅 317688 春秋配{Live} 張瑋(摘星怪)),蒙面歌王

312545 映山紅{Live} 吳介賢 348405 春風吹[HD] 林朵

282747 映山紅{Live} 玖月奇跡 339046 春風吹{Live}[HD] 胡琳

313074 映山紅{Live} 馬達,田雨莫 280272 春風贊{Live} 王麗達

265903 映山紅{Live} 張濤 279040 春常在(國) 顧凱

296590 映山紅{Live} 游子組合 340381 春節回家[HD] 荊濤

320539 映山紅{Live} 黃英 282860 春節好 蔣姍倍

289155 映山紅{Live} 楊紫萍 285054 春歸雪 焦慶軍

293044 映山紅{Live} 鄧玉華,金霖 337728 昨天見[HD] 王冠

318626 映山紅{Live} 譚維維,蒙面歌王 281391 昨天的（伴奏不太好） 艾青

339499 映山紅{Live}[HD] 趙南茜 340668 昨天的[HD] 艾青

307676 春又歸{Live} 李娜 345649 昨天涯[HD] 譚維維

303633 春之晨 無鳴 262615 是不是 洪啟

305324 春之晨 錦繡二重唱 304385 是天意 解曉東

325838 春之夢 青山 315394 是因為 莫艷琳

298818 春之歌 佚名 343875 是男人就不要哭[HD] 姜欣欣

309020 春之韻{Live} 周燕君 349000 是初戀[HD] 李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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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408 是毒藥[HD] 王瑞淇 327059 流浪記{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309768 是時候 孫燕姿 317032 流浪記{Live} 蕭敬騰,龔澤藝,最美和聲

308789 枯葉蝶 李晟 345218 流浪記{Live}[HD] 于毅,跨界歌王

339283 枯葉蝶[HD] 雨芳 337393 流浪記{Live}[HD] 阿雲嘎

333468 枯葉蝶[HD] 許藝娜 345219 流浪記{Live}[HD] 楊宗緯,范甲君,我想和你唱

323292 某一天 Summergirls 335513 流浪記{Live}[HD] 楊創

315395 某一天 汪思妍 338723 流浪記{Live}[HD]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314279 某個人 宗義博 230292 流浪歌 陳星

309469 柑香亭 後弦 343534 流浪歌[HD] 曹恒林

321392 查幹花 于志杰 270630 流浪歌{Live} 羅樺

312151 查幹湖{Live} 蘇亞 314726 流菲飛 李逸朗

333205 柳枝亂[HD] 劉曉 331572 流覽愛[HD] Super131

299164 柳條長 佚名 338452 炫霓虹[HD] 跨院

288218 柳絮飛 柳絮 337394 炸炸歌[HD] 黑龍

317735 柳葉眉 夢的羽裳 324204 為了你 MC菏澤小志

311046 歪小姐 新秀團隊 271966 為了你 Momo Danz

315397 歪國人 玖壹壹 318334 為了你 宋旭

317750 毒蘑菇 鄭鈞 288095 為了你 李尚尚

314831 洗衣歌 郭瓦·加毛吉 300836 為了你 李玲玉

290122 洗衣歌{Live} 索朗旺姆 265348 為了你 郁可唯

298427 洗衣機 朱茵 296749 為了你 唐瑞韓

332632 洗衣機[HD] 五月天 233130 為了你 黃大煒

338722 洛麗塔[HD] 喬任梁 293198 為了你 韓寶儀

348462 洱海情[HD] 張兆艷 331042 為了你[HD] 魔電女孩

265238 活見鬼 向天問 279104 為了愛 胡杰夕

262887 活明白 劉璐 301951 為了愛 香香

303183 活的好 郭富城 230925 為了愛 陳辰,王蓓

330424 流星雨[HD] F4 280770 為了愛 劉庭羽,陸昱霖

312568 流星雨{Live} 吳莫愁 297761 為了誰 毛惠茹

286328 流星淚 陳瑞 298429 為什麼 朱婧

345217 流浪在[HD] 蘇暖晴 322684 為什麼 馬麗

233471 流浪狗 黃立行 266720 為什麼 蔡卓妍

290659 流浪狗{Live} 帥霖 322685 為什麼{Live} 葛小虎

300207 流浪花 佚名 271174 為什麼{Live} 趙子皓

321422 流浪記 家家 295523 為你好 阿彬哥

332180 流浪記[HD] 楊宗緯 339300 為你愛[HD] 寶寶

334156 流浪記[HD] 謝安琪 335115 為你醉[HD] 蔡恒

321423 流浪記{Live} 平安,中國之星 303850 為君愁 黃清元

289231 流浪記{Live} 吉克雋逸,謝安琪 305126 為君愁 鄧麗君

280338 流浪記{Live} 李祥祥 283513 為昨天 陳魁

282406 流浪記{Live} 張捷,李祥祥 270989 為甚麼 蔡卓妍

281242 流浪記{Live} 湯非 June 6, 2754 為愛亮 羅時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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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762 狠角色 Jc練習生11隊 309169 相信愛{Live} 林育群,中孝介

294645 狠角色 閆鑫瀧 324009 相思引 楊艷

336137 狠角色[HD] 閆鑫瀧 310348 相思曲{Live} 張嘉倪,舒暢

294040 狠狠愛 Icecream組合 344455 相思劫[HD] 趙霏兒

253243 狠狠愛 徐若瑄 302053 相思長{Live} 宵航

285099 狠狠愛{Live} 王琪瑋,丁于 284601 相思雨 央金蘭澤

313233 狠狠愛{Live} 張馨予 330979 相思垢[HD] 金莎

324908 狩獵者 謝華 299455 相思恨 佚名

327918 玲瓏心 慶慶 302921 相思苦 莊學忠

327061 玲瓏盞 亦心 334085 相思苦[HD] 張曉明

307683 玻璃心 司徒蘭芳,趙真 319218 相思海 陳泳潑

254159 玻璃心 楊林 319221 相思紋 張可兒

345250 玻璃屋[HD] 吳建豪 327942 相思草 烏蘭圖雅

328766 玻璃屏 顧釗羽 279464 相思埭(國){Live} 譚晶

298897 玻璃魚 佚名 349956 相思寄[HD] 陳詩雨

338464 玻璃窗[HD] 廖孟君 312852 相思淚 阿華

321975 玻璃鏡 唐美華 329603 相思淚 舒清

310685 珊瑚海{Live} 陳思思,周杰倫 324856 相思淚 舒清菊

300627 珊瑚頌 佚名 288477 相思淚{Live} 楊姣

265865 珊瑚頌{Live} 張妍 279531 相思愁 王雪玲

230171 珊瑚頌{Live} 陳明 317854 相思愁 亦心

289282 珊瑚頌{Live} 楊紫萍 322729 相思賦 張含韻

231427 珊瑚戀 青山 336794 相思賦[HD] 陳寶欣

316788 珍珠沙 邱喜善 319219 相思醉 于洋,时嘉

230166 珍珠淚{Live} 陳明 327941 相思樹 風語

280420 珍惜吧 旭日陽剛 317856 相思錦 雨柔

334655 珍惜吧[HD] 劉剛 317855 相思錦 望海高歌

279484 皇城根 雷剛 324011 相思謠 涓子

340420 皇圖[HD] 海鳴威 326462 相思戀 喬冬宇

343959 相伴一生[HD] 四郎貢布,索朗德吉 351793 相愛吧 古巨基

342887 相見歡[HD] 王玉璽 343961 相愛容易難相守[HD] 孫健康

340421 相信[HD] 浩澤 340422 相擁冰山之巔[HD] 才娜旺姆,王羽澤

283038 相信你{Live} 金婷婷 289312 盼君歸 晨熙

293187 相信我 零點樂隊 299462 盼卿卿 佚名

271885 相信著 馬嘉軒 306532 盼情郎 于全莉

280435 相信嗎 汪東城 232412 盼情郎 高勝美

304235 相信愛 群星 341794 盼情緣[HD] 安東陽,司徒蘭芳

313558 相信愛 臺灣女孩 302234 盼團圓 祖海

334371 相信愛[HD] Mgm團 233866 看上她 黎明

332051 相信愛[HD] 台灣女孩 346240 看上眼[HD] 董陽,格桑英妮

332857 相信愛[HD] 光合作用 330418 看不見[HD] By2

334562 相信愛[HD] 糖心少女組 326465 看不起 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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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82 看不清 陳諾 343969 秋意濃{Live}[HD] 迪瑪希,歌手

278491 看不開 洪卓立 345286 秋意濃{Live}[HD] 迪瑪希,劉璐,我想和你唱

286028 看今朝{Live} 徐晶晶 336023 秋意濃{Live}[HD] 馬旗

343964 看月亮[HD] 賀一航,劉馨蔚 337404 秋意濃{Live}[HD] 趙浴辰

336795 看我的[HD] Selina 342021 秋意濃{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337772 看我的[HD] 任家萱 345287 秋落情[HD] 貓美

327065 看見愛 群星 314298 秋葉痕 修竹

331376 看見愛[HD] 羅中旭 336281 秋離殤[HD] 李貴府

332786 看走眼[HD] 弦子 331748 科爾沁[HD] 德龍prasada

297509 看京華 于文華 323366 科學家 張欣奕

341393 看城市[HD] 陳一玲 282916 秒殺你{Live} 許千千

337402 看透你[HD] 高安 316132 穿心箭 門小強

302041 看電視 孫燕姿,許美靜,蔡健雅 333502 穿牆術[HD] 丁克森

300833 看電影 李泉 343970 突然想愛你{Live}[HD] 張杰,歌手

309414 看遠方 咪依魯江 348542 紀先生[HD] 任子墨

340948 祈福歌[HD] 蘇莞雯 297249 紀念日 183Club

342889 祈願樹[HD] 央金卓嘎 275034 紀念日 祁哲西

299342 秋之葉 佚名 271297 紀念日 邵斯文

265456 秋天裡 于玄子 234107 紀念日 齊秦

298229 秋幻想 未來腳踏車 330807 紀念日[HD] 炎亞綸

333586 秋月醉[HD] 宋孟君,鄭敏 313745 約定你{Live} 蕭敬騰

233660 秋田犬 黃馨 329636 紅人匯 紅人匯

323364 秋夜思 易本志 263775 紅土香 徐沛東

340428 秋思[HD] 陳小宇 269057 紅土香 廖昌永

341798 秋風雨[HD] 湯茹意 280473 紅夕陽 王可,張文靜

230302 秋風涼 陳星 287738 紅山果 安與騎兵

349964 秋風詞{Live}[HD] 戴荃,經典咏流傳 290146 紅太陽 花漾年華

310061 秋海棠 啡啡 311372 紅牡丹 趙青岳

319224 秋草黃 陳瑞 298128 紅豆詞 王霞

283437 秋意濃 金潤吉,非非 328816 紅豆詞 好妹妹樂隊

294709 秋意濃 馬旗 341114 紅果果{LIVE}[HD] 夏瑤

303120 秋意濃 許景淳 304586 紅河村(慢四) 舞曲

284205 秋意濃 甯桓宇,郁可唯 300445 紅河谷 佚名

391057 秋意濃[HD] 張靚穎 312266 紅玫瑰 大哲

287232 秋意濃{Live} 古巨基,李泉 321517 紅玫瑰{Live} 張碧晨

319225 秋意濃{Live} 李幸倪,中國好聲音 315880 紅玫瑰{Live} 賈爭艷

287353 秋意濃{Live} 林俊逸 344477 紅玫瑰{Live}[HD] 張碧晨,歌手

314297 秋意濃{Live} 鄭淳元,我是歌手 304689 紅花雨 趙詠華

345285 秋意濃{Live}[HD] 于毅,梁譯木,跨界歌王 304707 紅雨傘 趙默

349487 秋意濃{Live}[HD] 李泉,歌手 304972 紅雨傘 德德瑪

331829 秋意濃{Live}[HD] 沙寶亮 270806 紅指甲 蘇梓玲,老貓

333273 秋意濃{Live}[HD] 胡彥斌 298655 紅星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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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76 紅昭願[HD] 音闕詩聽 263949 紅旗頌 楊波

327069 紅珊瑚 追風駿馬組合 288197 紅旗頌{Live} 金婷婷

314299 紅紅線 烏蘭圖雅 300572 紅睡蓮 佚名

231490 紅軍橋 軍旅歌曲 334238 紅綠燈[HD] 周子琰

294699 紅高粱 韓紅 231462 紅與藍{Live} 靜婷

298368 紅兜兜 安雯 298991 紅蓋頭 佚名

278402 紅梅贊 李暉 297303 紅蜻蜓 By2

295116 紅梅贊 張曼 300218 紅蜻蜓 佚名

288032 紅梅贊{Live} 曲丹 322761 紅蜻蜓 陳志朋

265866 紅梅贊{Live} 張妍 319929 紅蜻蜓 潘昱瑾,蔡欣伶

233722 紅眼睛 黃齡 304538 紅蜻蜓(慢三) 舞曲

294621 紅眼睛 鄭興琦 343550 紅蜻蜓[HD] 可米小子

349976 紅眼睛{Live}[HD] 蘇詩丁,歌手 346712 紅蜻蜓[HD] 葉蓓

298969 紅莓果 佚名 234324 紅樓夢 龐龍

309434 紅雪花 姚貝娜 330581 紅模仿[HD] 周杰倫

293745 紅雪蓮 甘雅丹 299371 紅燈頌 佚名

232616 紅雪蓮 高櫻 349975 紅燒肉[HD] 王蓉

306075 紅棕馬 顧樹榮,斯琴巴特爾 230529 紅磚路 陳淑樺

341803 紅酥手[HD] 天璇 230709 紅燭淚 陳瑞

282807 紅嫁衣 肖楠 327981 紅燭淚 煙圈蔓延

270952 紅葉情 蒲紫微 312897 紅燭淚{Live} 柳影虹

286381 紅葉頌 董華 280937 紅薔薇 小倩

286116 紅塵中 彭偉家 296900 紅薔薇 吳宏彬,葉鐘晴

319926 紅塵劫 蔣嬰 338884 紅薔薇{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11494 紅塵牢 劉剛 302032 紅雙喜 孫維良,諶蓉

322182 紅塵海 王易陽 340433 紅顏一笑[HD] 金大喜

337983 紅塵笑[HD] 金玲 265751 紅顏劫 姚貝娜

290268 紅塵淚 趙齊 310917 紅顏美 紫琴

349973 紅塵等[HD] 望海高歌 336295 紅顏笑[HD] 石頭

307325 紅塵愛 童羽楊,袁一唯 311306 紅顏殺 熊七梅

291999 紅塵路 樂桐 319931 紅顏淚 賈爭艷

234191 紅塵路 龍軍 284804 紅顏淚 慕容曉曉

283915 紅塵歎 陳瑞,冷漠 343551 紅顏淚[HD] 山子華

303193 紅塵殤 郭燕 349497 紅顏淚{Live}[HD] 山子華

328815 紅塵緣 火狼 347909 紅顏舊[HD] 崔子格

280475 紅塵緣 張冬玲 338483 紅顏舊[HD] 劉濤

321516 紅塵緣 楊鴻 288073 紅羅帕{Live} 吳瓊

290490 紅塵錯 樂佳 296901 紅蘋果 冉青霞

294043 紅塵戀 M.Y樂團 294901 紅蘋果 冉青霞,鄧小龍

324044 紅嫣裳 天愛 295481 紅蘋果 鄧小龍

327980 紅旗紅 李福宸 296903 紅蘋果 鄧小龍,冉青霞

309564 紅旗紅 胡東清,常虹 327982 紅飄帶 劉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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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16 紅櫻桃 王利 308420 美食遊 江南旭

304529 紅豔豔 臧天朔 325479 美起來 車曉菲

286820 美人吟 苗苗 335130 美啦啦[HD] 解惠清

324745 美人吟{LIVE} 王妮娜 311562 美國派 影建華

345307 美人吟{Live}[HD] 李玲玉,尤泓斐 269729 美滋滋 李珊珊

328830 美人谷 黃綺雯 322775 美猴王 雲丹久美

348556 美人谷[HD] 阿蘭(Alan) 324058 美雲南 晏敏敏

271677 美人肩 陳思函 289370 美極了 馮曉泉,曾格格

294420 美人計 梁君諾 343983 美麗新世界[HD] S.H.E

313334 美人計 陳淑萍,林俊吉 343984 美麗新世界[HD] 顏覃程

330894 美人計[HD] 蔡依林 343986 美麗蘇木山[HD] 毛俊麗

334463 美人笑[HD] 張儷 306552 耶生活 許恒

325320 美人酒 李曉杰,陳星,程巍,牛朝陽 342157 耶誕結{Live}[HD] 張碧晨,蒙面唱將

341187 美人酒[HD] 李曉杰,陳星,程巍,牛朝陽 268879 耶誕節 宜璇

269811 美人淚 楊俊偉 340111 耶誕節[HD] 劉心,洪辰

322773 美人淚{Live} 原子邦妮,中國好歌曲 338157 背包客[HD] 董事長樂團

262345 美人魚 丁曉紅 305854 背著你 蘇打綠

306545 美人魚 周杰倫 231610 背新娘 韓寶儀

324057 美人魚 唐古 317945 背轉面 艾米

253246 美人魚 徐若瑄 301781 胡東清 胡東清

340718 美人魚[HD] 石小琳 308102 胡琴說{Live} 王莉,湯非

340719 美人魚[HD] 萌萌噠天團,芊芊 349994 胡辣湯[HD] 馬逐風

289587 美人魚{Live} 丁曉紅 325394 致三國 王玉璽

267310 美人魚{Live} 黃渤 306910 致分手 Selina

344484 美人魚{Live}[HD] 周杰倫 337415 致分手[HD] 任家萱

318575 美人痛 張辭寒 319232 致兄弟 陳長遠

319936 美人痛 楊曼莉 322785 致兄弟 管輝,胡志鑫

268872 美人痣 宋熙銘 317955 致兄弟 謝藝

349987 美人痣[HD] 秦奮 348574 致兄弟[HD] 管輝,Yoyo

287183 美人窩 雲菲菲 340971 致光陰{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270453 美人歸 王鐵 348575 致年少[HD] 方逸言

270058 美女蛇 樓宏章 339557 致命傷[HD] 羅志祥

288363 美之見 蔡妍 344794 致爸爸[HD] 李雯

303104 美好的 許哲珮 289638 致阿姐 佩希

340437 美好青春[HD] 金大喜 278034 致青春 東方依依

290575 美杜莎 周品 278699 致青春 郭燕

336817 美杜莎[HD] 蔡依林 278966 致青春 程澤宇

305998 美姑娘{Live} 騰格爾 333063 致青春[HD] 王菲

347920 美的妳[HD] 魏如昀 342158 致青春[HD] 佳佳

340438 美相[HD] 崇壇 347454 致青春[HD] 潘瑋柏

336818 美美的[HD] 喬洋,胡丹丹 286259 致青春{Live} 楊鈺瑩

339321 美美噠[HD] 門麗 291736 致青春{Live} 劉雙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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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891 致青春{Live}[HD] 劉雙雙,中國好聲音 303941 茉莉花 黑鴨子演唱組

333494 致青春{Live}[HD] 龔琳娜 295380 茉莉花 群星

333870 致家人[HD] 劉明揚 305090 茉莉花 蔣大為

271567 致祖國{Live} 閻維文,殷秀梅 323422 茉莉花 魏松

296969 致純靜 郭靜 315427 茉莉花[Live} 宮瑜聰

307183 致情人 李玉剛 268544 茉莉花{Live} 呂薇

292060 致曾經 蘭雨 313191 茉莉花{Live} 張琪朗

279606 致童年 徐譽滕 345325 茉莉花{Live}[HD] 伊莉莎白,歌聲的翅膀

342922 致媽媽[HD] 李緒杰 342160 茉莉花{Live}[HD] 李昱和

291187 致愛人 孫曉雨 345728 茉莉花{Live}[HD] 蔡國慶,伊莉莎白,歌聲的翅膀

344001 致愛人[HD] 張羿凡 334340 虹之間[HD] 金貴晟

342924 致愛人[HD] 盧庚戌 297923 要成功 王梓蘅

314318 致愛情 李曉玉,許嘉文 298085 要抱抱 王蓉

290394 致歲月 雨宗林 298704 要彩禮 佚名

348576 致閨蜜[HD] 金南玲 268859 要愛我 安沁兒

330533 苔上雪[HD] 劉菲 328053 負二代 屁孩,黃明志

293646 苗寨情 望海高歌 322836 負心人 黃汐源

344796 若不是[HD] 阿哲 231682 負心人 韓東

328026 若來生 凌仙兒 346321 負心人[HD] 東風

293489 若相惜 姜帆 322837 負心鬼 秦禦峰

347080 若殤璃[HD] 帶淚的魚 333097 負藉口[HD] 許廷鏗

339328 若蘭辭[HD] 皓天 318031 赴戎機 韓雪

268299 苦咖啡 冷漠 301231 軍中花 季紅

317966 苦咖啡 湯潮 319385 軍需線 李艷

337417 苦咖啡[HD] 鄭勁松 283911 軍營樂 褚海辰

303846 苦情花 黃清元 325113 軍營戀 劉建東

309008 苦情歌 周傳雄 349142 迪化街[HD] 呂薔

307329 苦情歌 紀曉斌 347964 迪化街[HD] 呂薔amuyi

296980 苦眼淚 朱官兵 314321 迪迪娜 劉燕

319949 苦與甜 Snh48 339344 迪斯可[HD] 徐佳瑩

312721 英孜那 那森 323456 迪菲舞 郭斯炫

322189 英雄敘 王翔 344046 郎妹情歌[HD] 浩明,思小玥

310721 英雄殺 陳楚生 295362 郎啊郎 索朗扎西

345727 英雄淚{Live}[HD] 王傑 336300 郎啊郎[HD] 索朗扎西

234012 英雄路 黑龍,成奎安 289482 重口味 麗菲

263695 英雄夢 王鵬 300850 重相逢 李茂山

342159 英雄夢[HD] 胥拉齊 231447 重相逢 青山

280521 范小姐 左立 232800 重相逢 鳳飛飛

346734 茄子歌[HD] 茄子哥 307796 重新愛 Lollipop F

312332 茉莉花 水晶樂坊 329758 陌上花 雨湘

313117 茉莉花 張可 314323 陌生人 伍澤

314838 茉莉花 郭瓦·加毛吉 283542 陌生人 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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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34 陌陌愛 安然音環,小玉 318127 風起時 胡歌

307082 陌陌愛 張牧閱 341220 風笛手{LIVE}[HD] 梁靜茹

290915 陌路人 胡耀華 329778 風華訣 櫻九,Msz.藍

315433 陌路行 朱克 357649 風雲義(國) 郭富城

334311 降落傘[HD] 王櫟鑫 299670 風鈴草 佚名

265216 降落傘{Live} 王箏 285255 風雷動 蕭孋珠

230553 限制級 陳潔儀 348016 風電郎[HD] 董萬基

318423 限量版 曉依 349182 風塵渡[HD] 李芳蕊

302797 面對面 梁朝偉 230018 風滿樓{Live} 陳思思

338545 面對面[HD] 辦桌二人組 306565 風箏飛 逍遙香香,大約冬季

311298 面對面{Live} 滿江 297313 風箏祭 Echo樂團

269591 革命者 朱長松 316526 風箏誤 劉珂矣

328976 音樂人 Mao毛鵬懿 328114 風箏線 伊雪

321686 音樂夢 韓浚易 285528 風箏線 馬海生

281216 風小箏 夢魘 230314 風箏戀 陳星

320867 風之花 曾雨軒 316823 風語者 陳茂源

257940 風之彩 辛曉琪 279695 風燭箋 張霖

282321 風之鈴 孫立浩 299851 風聲緊 佚名

304264 風之舞 群星 293892 飛向愛 陳嘉琦

306560 風之醉 韓曉輝 297279 飛行志 阿蘭(Alan)

325690 風之燭 許志剛 272060 飛呀飛 龍梅子

306561 風之聲 于全莉 301492 飛走了 金海心

295587 風之聲 韓曉輝 341845 飛飛飛[HD] 左左右右

306562 風之戀 于全莉 313118 飛起來 張可

314324 風之戀 王星策 292434 飛高高 張惠妹

322919 風之戀 霓裳 336876 飛高高{Live}[HD] 張惠妹

295588 風之戀 韓曉輝 326650 飛野夢 欣哲

322918 風之戀 關詩敏 309818 飛機場 徐良,小凌

342989 風月事[HD] 司夏 336875 飛躍吧[HD] 南征北戰

345417 風月笑[HD] 尚文祁 268937 食為天 小瀋陽

262125 風火輪 拜爾 318132 香水城{Live} 楊坤,人聲兄弟,最美和聲

339593 風見雞[HD] 陳昇 230019 香江謠 陳思思

322920 風和夢 張藝曦 302603 香味兒 張洪波

300601 風和霧 佚名 255390 香奈兒 王菲

233699 風的心 黃鶯鶯 344074 香氣[HD] 凌宏兵

335337 風雨情[HD] 齊秦 339595 香聖客[HD] 雪域格桑

335489 風雨情{Live}[HD] 李丹陽 316667 香劍吟 李飛,田毅

313266 風雨戀 莊學忠 326652 香樟香 聶艷

313436 風雨戀 黃永勝 298627 香蕉船 余天

267335 風雨戀 黃泳勝 301948 香飄飄 香香

302793 風流夢 梁玉嶸 342605 修今生[HD] 梁佳玉

295163 風飛淚 意玲 341453 修水情[HD] 余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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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934 修仙緣 小旭 310077 哥不帥 崔大笨

313345 修仙緣 陳楚生 332595 哥在飛[HD] 自由發揮

327483 修理我 簡迷離 289995 哥好色 林雨

263564 修煉愛 吳釔道 280013 哥邦.情{Live} 范武雄,朱佩佩

338240 倆人份[HD] 陳麒安,杜忻恬 308624 哥來了 呂冰冰,趙鑫

279933 倆姐妹 楊麗 299852 哥倆好 佚名

232425 倆相依 高勝美 282662 哥倆好 海浪,后羿

349254 倆個人[HD] 包琦 317313 哥倆好{Live} 姬長樂

337710 倍兒美[HD] 天喜果組合 346485 哥們兒[HD] 大川

338241 倍兒美[HD] 天喜果組合 291532 哦 寶貝 雷燕生

334439 倍兒爽[HD] 大張偉 301078 哦,昆侖 那英

325178 倍兒爽{LIVE} 大張偉,朱業達,張永強,房鑒澤,Young- G,胡海燕,我想和你唱 290819 哦,寶貝 流蘇

334055 倍兒爽{Live}[HD] 大張偉 327543 哦哈喲 單小源

290650 借東風 左健 302463 哦莎莉{Live} 屠洪剛

325563 借根煙 齊秦 298530 哪一站 羽泉

299249 倫巴達 佚名 298534 哪一站{Live} 羽泉

337433 冥王星[HD] 林奕匡 286241 哭出來 楊千嬅

310289 冧爆你 張智霖 311439 哭與痛 劉冰

315919 凍未條 玖壹壹 297348 哲學家 Js

336565 剛剛好[HD] 包偉銘 253012 哼情歌 徐佳瑩

341578 剛剛好[HD] 薛之謙 284942 唐人街 村長

329175 剛剛好{Live} 薛之謙 340557 唐人街[HD] 李宇春

345920 剛剛好{Live}[HD] 張珊珊,中國新歌聲 324474 唐人街{LIVE} 廖昌永

310138 原上情 張可兒 280827 唐三彩 原味

340288 原來[HD] Matzka樂團,家家 264385 唐古拉 王麟,完瑪三智

309620 原來你 范逸臣 292706 唐古拉 澤旺多吉

298258 原來愛 白吉勝 290859 唐布拉 王開煜

268749 原來愛{Live} 姜孝萌 345955 唐延路[HD] 閆杰晨

332640 原香草[HD] 烏蘭圖雅 291959 唐門訣 Iris七葉

321049 原動力 鹿晗 334404 唔驚輸[HD] 卜學亮

230775 原鄉人{Live} 陳紅 295167 埃菲爾 掠瓊

349275 原鄉人{Live}[HD] 蔡誠俊 266242 夏一秒 梁詠琪

231199 原諒你 雅立 338300 夏之咩[HD] 羅力威

291921 原諒我 51 343115 夏天裡[HD] 李芳蕾

279989 原諒我 田華 338302 夏未央[HD] 羅雲熙

282821 原諒我 胡曉黎 290789 套不住 林凡,Adrian符致逸

266263 原諒我 楚博仁 335525 套不住[HD] 林凡,符致逸

322343 原諒我(國) 劉德華 266398 套馬杆 烏蘭圖雅

337802 原諒我[HD] 孫羽希 334033 套馬杆{Live}[HD] 烏蘭圖雅,烏日娜

343705 原諒我[HD] 秦勇,李振濤 343761 娛人魚[HD] 王安

233776 原諒我{Live} 黎明 301740 孫尚香 柳岩,後弦

317022 原諒我{Live} 蕭敬騰,孫嫣然,最美和聲 344269 宴清都[HD] 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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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967 宵天漢[HD] 趙國相 307377 時光謠{Live} 蔡健雅,中國好歌曲

290090 家有愛 王虎 332343 時間差[HD] 洪卓立

321835 家的夢 王雪霏 296601 時間軸{Live} 趙浴辰

307291 家鄉里 王旭鵬 263371 時間囊 孫藝程

337723 家鄉里[HD] 王旭鵬 343878 時隔多年[HD] 周子龍

308562 家鄉情{Live} 吳介賢 332519 書呆子[HD] 張雷

309415 容格格 咪依魯江 298734 書房會 佚名

322442 展旦召 葛小虎 336743 朗誦者[HD] 柳妍熙

267933 差一步 丁噹 328686 核桃娃 唐婧

347739 差一步[HD] 大壯 343899 根本問題[HD] 肖烔

348288 差一步[HD] 左博 312594 格桑花 宋娜

338335 差一點[HD] 莊心妍 271386 格桑花 郭周勝

338666 差一點[HD] 陳嘉樺 304965 格桑啦 德乾旺姆

296266 差一點{Live} 徐苑 325265 格鬥場 徐佳瑩

346550 徐州美[HD] 寒武紀 309357 格薩爾 阿魯阿卓

308963 恐慌症 卓文萱 232745 桂林美 鳳凰傳奇

329343 恩擁梯 小阿鵬 285603 桂花香 七朵組合

298842 恭禧您 佚名 281492 桃花曲 鄧敏

301136 悄悄話 卓依婷 284823 桃花曲{Live} 敖長生

336232 悄悄話[HD] 于文文 299876 桃花江 佚名

348927 悄悄話[HD] 小木 284069 桃花江 莫旭秋

321870 悅瀾詞 王媛媛 287936 桃花妝 王紫菲

346067 悟空傳[HD] 縫紉機樂隊 271520 桃花妝 鐘麗燕

312007 扇子舞 藍沁 344402 桃花妝{Live}[HD] 王紫菲

339493 拿破崙[HD] 黃鴻升 319248 桃花妹 楊鑫宇

331609 挺好的[HD] 任家熠 274659 桃花紅{Live} 劉超華

337448 挺好的[HD] 馮曉菲 266328 桃花扇 汪蘇瀧

300217 捉泥鰍 佚名 263999 桃花扇 閻琰

328623 捉迷藏 15.5少女組 312518 桃花情 佚名

301622 捉迷藏 侯湘婷 282753 桃花情 甜美真

258248 捉迷藏 鄭秀文 319854 桃花淚 楓舞,若水伊人

341030 捉迷藏[HD] MissMass 293084 桃花淚 酷奇

308491 捌零後 西單女孩 290654 桃花現 左健

320507 捕夢人 多亮 344738 桃花渡[HD] 張梓瑤

291371 旁觀者 王箏 341994 桃花猴[HD] 李雪

323265 旅行者 張磊 307299 桃花結 王詩安

268867 時光中 宋熙銘 280301 桃花開 馮曉菲

340382 時光倒流[HD] 劉天助 346164 桃花塢[HD] 張為

288281 時光盞 崔恕 328687 桃花源 宋茜

267908 時光機 Tf Boys 301160 桃花源 周亮

313231 時光機 張廮 303214 桃花源 陳仁豐

330085 時光機{Live}[HD] 周杰倫 335145 桃花源[HD] 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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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773 桃花源[HD] 蔡依林 290763 海之南 李言哲

333722 桃花源[HD] 騰格爾 312404 海之戀 史長亮

298519 桃花源{Live} 羽泉 285285 海之戀 許曉傑

289200 桃花運 方大同 280825 海沙畫 單色凌,小布

289821 桃花運 崔子格 312903 海芋戀{Live} 洪辰,楊洋

313283 桃花運 逍遙 283102 海岸線 陳永龍

254281 桃花運 楊鈺瑩 278295 海風吹 張靚穎

311821 桃花夢 閻琰 344749 海風吹{Live}[HD] 鄭莉莉

338075 桃花語[HD] 蘇瑋 348465 海草舞[HD] 蕭全

278266 桃花魂 廖昌永 289586 海棠灣{Live} 丁曉紅

268496 桃花殤 陳玉天,玉健鑫 268531 海燕呐 后羿

320569 桃花潭 江南街 271871 海螺溝 香巴拉組合

283904 桃花緣 李浩民 305987 海藍色 飄樂隊

280809 桃花醉 劉詩詩 233303 海灘別 黃新德,馬蘭

323928 桃花憶 劉安然 296725 海灘說 Juzzy Orange

349441 桃花諾[HD] 鄧紫棋 280347 消防歌 呂曹愷

279344 桃花謠 苗苗 302204 烏尤黛 烏雲高娃

348437 桃花謠[HD] 于家茵 285719 烏托邦{Live} 田馥甄

289199 桃花謠{Live} 康慷 330925 烏溜溜[HD] 袁成杰

318617 桃花謠{Live} 謝名 320634 烏鴉嘴 By2

333921 桃花謠{Live}[HD] 李偉 270957 烏蘭紅 藍琪兒

310185 桃花轉 張柏芝 326427 烟雨寒 李抒航,丁丁

283840 桃花飄 艾雨 342458 烤烤烤[HD] 余韜,龍冰

339774 桐城美[HD] 賀群芳 303674 爹娘情 童星

343900 桐城歌[HD] 斯蘭 317821 特洛伊 郝婉彤

287266 桑梓情 宋祖英 345245 特洛伊[HD] 陸毅

298843 桔梗花 佚名 305055 特務J 蔡依林

231658 桔梗謠 韓日 266473 狼來了 王舒珂

309130 浙江人 易秀成 253827 狼來了 楊丞琳

266144 浣紗曲{Live} 李玉剛 337824 狼來了[HD] 自由發揮,關楚耀

284274 浣溪沙 馮翰銘,陳奕迅 341530 狼來了[HD] 楊丞琳

343919 浩宇當自強[HD] 盛雲龍 329577 狼圖騰 張玉寶

303027 浪子淚 莊學忠 310870 狼圖騰 湯非

298261 浪蕩子-歎鐘點 白銀飛 335175 狼與羊[HD] 陳彥允

270800 浮水印 蘇宇舟 298455 珠簾寨 朱寶光

327101 浮生訣 Errr瓜瓜 234369 班竹淚 龔琳娜

316705 浮生盡 杜雯媞 291484 琉璃鎖 鄭源

347858 浮生錄[HD] 于海濤 304047 留下來 楊雅琳

279677 海上花 岳思思 343543 留下來[HD] Lf兄弟

300533 海上花(國) 佚名 332929 留下來[HD] 飛輪海

338724 海上花{Live}[HD] 馬吟吟,中國好聲音 278142 留不住 吳彤

265188 海之花 王冠 340936 留住我[HD] 熊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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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884 留言簿 張揮 302228 祝酒歌 烏蘭圖雅

322738 真·真 張歆藝 292718 祝酒歌 游美靈

267171 真心話 陳翔 339546 祝酒歌[HD] 王麗萍

313557 真心話 臧一人 339818 祝酒歌[HD] 趙偉東

336306 真心話[HD] 艾怡良 269650 祝酒歌{Live} 李利依

302009 真世界 孫悅 294031 祝壽歌 1+3組合

330063 真永遠{Live}[HD] 劉德華 296864 祝壽歌 劉紫玲

321491 真男兒 盛雲龍 279054 祝壽歌 顧凱

312393 真朋友 王鶴錚 257072 祝福了 許茹芸

324017 真朋友 樊家瑞 265895 祝福你 張濤,張妍

341222 真朋友[HD] 樊家瑞 305433 祝福你 薪羽

308723 真朋友{Live} 李利依 265906 祝福你{Live} 張濤

300481 真的我 佚名 322177 祝福您 王劭臻,劉安然

336156 真的我[HD] 陳嘉樺 299544 祝願歌 佚名

296852 真的嗎 來吧!焙焙! 301114 祝願歌 卓依婷

285240 真的嗎{Live} 蕭敬騰,劉錦澤 281338 神女峰 祖海

321493 真美麗 胡斌 293880 神山頌{Live} 阿蘭(Alan)

315491 真英雄 信樂團 326475 神仙曲 付春霞

262258 真英雄 陳子嘟 348529 神仙悠[HD] 楊學峰

340707 真英雄[HD] 小瀋陽 329613 神回復 李宇春

332232 真英雄[HD] 張衛健 312231 神州情 顧凱

332376 真英雄[HD] 譚圳 293808 神泉水{Live} 蘇醒

338474 真英雄{Live}[HD] 孫浩雨 291341 神秘園 瀟蕾蕾

349957 真英雄{Live}[HD] 張衛健,經典咏流傳 316969 神經病 黃迎迎

304282 真情人 葉一茜 284899 秦始皇 李梓菡

232907 真情人{Live} 黃中原 296876 秦香蓮 海上觀濤

339543 真情人{Live}[HD] 李玟,隱藏的歌手 333764 秦香蓮[HD] 阿桂,阿業

256950 真情誼 許美靜 342022 秦香蓮[HD] 劉一塵

299174 真稀奇 佚名 285956 站起來 南征北戰

303121 真感情 許景淳 304236 站起來 群星

332616 破吉他[HD] 張震嶽 336459 站起來[HD] 陳奐仁

338101 破吉他[HD] 郭滔 231289 站起來{Live} 零點樂隊

297454 破浪號 Toro 266360 笑一個 浩角翔起

232003 破浪號 台風組合 305413 笑一笑 薛家燕

346244 破鞋子[HD] 許佳慧 342895 笑一笑[HD] 劉德華,黃曉明,沈騰

322747 祖國好 曾敏,東方依依 255343 笑忘書 王菲

311809 祖國好 遲雲 324742 笑忘書{LIVE} 王凱,跨界歌王

231318 祖國美{Live} 雷佳 338865 笑忘書{Live}[HD] 李榮浩,我是歌手

265848 祖國頌{Live} 張也 338480 笑青春[HD] 四個朋友

282679 祖國戀 熊立紅 291201 笑春風 寂悸

300365 祝酒歌 佚名 230510 笑紅塵 陳淑樺

302179 祝酒歌 殷秀梅 266705 笑紅塵 董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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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844 笑笑笑 佚名 254586 能不能 溫嵐,鐵竹堂

292228 笑著愛 天天 332607 能不能[HD] 李玟

321513 笑傲行 洛嘉 326526 臭小孩 戴佩妮

317897 粉可愛 沈芯羽 302095 臭皮匠 徐若瑄

302202 粉白馬 烏雲其木格,烏雲高娃 278542 臭男人 王麟

327979 粉刷匠 貝瓦兒歌 233529 臭男人 黃義達

314848 粉刷匠 兒歌 340727 般若淚[HD] 雲菲菲

298171 粉絲派 王麟,耿珞 299424 茫茫人海(恰恰) 佚名

295508 納西美 金姍姍 310636 茱麗葉{Live} 陳立珂

331025 納時代[HD] 額爾古納樂隊 325010 茶神話 陶婷

289355 納愛來 李佳薇 312913 茶葉青 洪慧盈

342485 紐約夢{Live}[HD] Snh48 303415 茶葉青 陳蘭麗

285912 紙月亮 林宇中 324085 草木間 吳歡

233332 紙月亮 黃格選 314733 草戒指 Dear Jane

306049 紙玫瑰 顧建華 302257 草戒指 神木與瞳

319932 紙星星 田心蕾 344009 草原的孩子[HD] 哈桑,孫瀟

292129 紙飛機 卓依婷 274705 草原花 唐雅

302622 紙飛機 張峰奇 266835 草原花 許強

264265 紙飛機 鄔禎琳 336829 草原花[HD] 曲爾登

285748 紙飛機 劉兆輝 293601 草原美 徐元雄

320711 紙飛機 嚴藝丹 308077 草原香 王美茹

254804 紙飛機{Live} 王心凌 312133 草原香 龐龍

332877 紙牌屋[HD] 李克勤 318216 草原情 王愛華

287748 素緣劫 石亦攀 285274 草原情 西部楊剛

297866 紡棉花 王昆 344008 草原情哥哥[HD] 格格

298259 紡棉花 白虹 330498 草原夢[HD] 任玲

317909 索菲亞 天空樂隊 333697 草原夢[HD] 科爾沁姐妹

293017 缺先生 趙彥雄 324084 草原醉 烏蘭圖雅

330773 缺陷美[HD] 楊丞琳 301051 草原藍 肖亮

311551 胭脂月 劉瀚升 312450 草原戀 多元神話

325883 胭脂扣 章子清 271760 草原戀 降央卓瑪

289787 胭脂冷 孫思怡 304812 草原戀{Live} 齊峰

302285 胭脂雨 荔枝 266617 草原戀{Live} 聶建華

310418 胭脂畔 戚薇 299791 草莓娃 佚名

288029 胭脂淚 成于申 294171 草帽歌 地里亞爾,伊爾盼

289385 胭脂淚 阿悄 316198 草帽歌{Live} 莊前,鄧子非

315498 胭脂淚 閑狐 231701 草帽歌{Live} 韓磊

313621 胭脂淚 劉依純 309888 草裙舞{Live} 海龜先生

335643 胭脂夢[HD] 阿香 315802 討老婆 劉佳成

322784 能不能 田亞霍 331778 討債難[HD] 李澤堅

294081 能不能 余楓 280541 討厭愛 米凱,涵萱

300508 能不能 佚名 270682 討學錢 胡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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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027 記 念{Live} 雷雨心 294486 追夢人 王若琳

306007 記住你 騰格爾 301148 追夢人 卓依婷

322030 記住愛 張可兒 285405 追夢人 阿木

230109 記事本 陳慧琳 294304 追夢人 徐詣帆

285223 記事本{Live} 范瑋琪,曾靜玟 313029 追夢人 格格

230128 記事本{Live} 陳慧琳,周傳雄 232374 追夢人 高勝美

318007 記得我 郝婉彤 232764 追夢人 鳳飛飛

262763 記得愛 聚點翻轉 285124 追夢人{Live} 田斯斯,胡海泉

290965 記號筆 趙曼,劉霄 329715 追夢人{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24111 記憶河 啞奴 318043 追夢人{Live} 柳影虹

341111 記憶河[HD] 啞奴 318044 追夢人{Live} 梁詠琪,蒙面歌王

319964 記憶體 李祥祥 342056 追夢人{Live}[HD] 白若溪,中國新歌聲

286405 財神到 M -Girls 349528 追夢人{Live}[HD] 張韶涵,歌手

299991 財神到 佚名 336844 追夢者[HD] 李琦

304009 財神到 楊迎 325487 退伍兵 鄭海兵

286669 財神到 過江龍 301137 送大哥 卓依婷

343569 財神到[HD] Mc利哥,岑雨橋,張振宇 301191 送大哥 周璇,姚敏

349523 財運來[HD] 孟文豪,譚竹青 302002 送恭喜 孫金寧,劉登高

348606 財運來[HD] 陳若玫 230624 送情人 陳玲玉

339341 起風後[HD] 彭子瀛 297889 送情郎 王美

280563 起跑線 王梓潼 268088 送情郎 代理仁

265775 迷人島 孫楠 271563 送情郎 閆學晶

342054 迷心局[HD] 胡莎莎 299517 送漁郎 佚名

299497 迷你貓 佚名 307351 送福來 胡琳

329713 迷些路 孫盛希,Matzka˜·ˆF 297522 送瘟神 于文華

336386 迷迭香[HD] 周杰倫 231295 送親歌{Live} 零點樂隊

333895 迷迭香{Live}[HD] 張宇 289652 逃不掉 馮曦妤

342055 迷迭香{Live}[HD] 黃俊杰,中國新歌聲 321629 逃不掉 韓庚

333813 迷迭香{Live}[HD] 龔琳娜 305831 逃不掉 龐龍

233478 迷航計 黃立行 336846 逃生門[HD] 莫艷琳

310156 迷彩夢 張安燦 266002 逃逃逃 方圓

330565 迷魂曲[HD] 周杰倫 328914 逃逃逃 許先

297237 迷魂計 183Club 265507 逆水寒 侃侃

302322 迷魂記 貢維特 348623 逆流者[HD] 許佳慧

300790 迷蝴蝶 李亞明 314851 逆相思 何晟銘

266460 迷蝶香 王歡 316207 逆時光 萱萱

311991 迷離宮 簡迷离 252923 逆時針 張靚穎

341057 追心曲{LIVE}[HD] 侯旭 333403 逆態度[HD] 張杰

349143 追光者[HD] 岑寧兒 345387 酒不醉[HD] 孫邦楠

266926 追到你 郎a 283945 酒泉月 章磊

290430 追追追{Live} 黃妃,蘇慧倫 300184 酒神曲 佚名

319998 追愛記 都智文 302433 酒醉的(探戈)2001 動力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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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743 針針紮{Live}[HD] 辛若天 289628 高原花 何凌瑤

310423 陝北娃 敖長生 314385 高原紅 央金蘭澤

297146 陝西人{Live} 十三狼 302210 高原藍 烏蘭托婭

234349 陣陣跳 龔柯允 307345 高原藍{Live} 肖亮

312943 除了你 若惜,唯一 320879 高原戀 馬常寶

313817 除了你 韓寶儀 321701 高原戀 郭宏杰

304976 除了我 慕容曉曉 281248 高馬尾 汪妤凌

300370 除夕夜 佚名 281343 高富帥 米粒

349555 馬步謠[HD] 雙笙 265642 高跟鞋{Live} 吉杰

343597 馬泥轟[HD] 魏允熙 301328 高壓電 林俊傑

310224 馬背上 張梓涓 265791 鬥地主 安琥,王麟

346368 馬背上[HD] 張研 318318 鬥地主 冷漠

294355 馬雲說 朱貝貝 313676 鬥地主 慕容曉曉

316446 馬蹄香 馬蹄幫樂團 348686 鬥地主[HD] 夏婉安

322927 馬頭琴 望海高歌 334606 鬥戰神[HD] 陳奕迅

337002 馬頭琴[HD] 烏蘭托婭army 303900 鬼打牆{Live} 黃鴻升

270840 馬頭琴{Live} 草原兄妹 263604 鬼把戲 Kent

270117 馬頭琴{Live} 湯子星 330432 鬼把戲[HD] 王健

324663 馬戲團 林瑪黛 344076 鬼來電[HD] 吳克群

231049 馬戲團 陶喆 301835 鬼娃娃 范曉萱

330897 馬賽克[HD] 蔡依林 317063 乾坤調 橙翼,Aki阿杰

291454 馬賽克{Live} 蔡依林 311718 乾坤戀 鞏新亮

299059 馬蘭花 佚名 301787 乾脆點 胡彥斌

320874 馬蘭花 琪琪格 295846 乾媽爹 Ok繃

304635 馬蘭花 豪圖 326028 假仗義 范英楠

315002 馬蘭花 龔玥 317216 假兄弟 周曉磊

342536 馬蘭花[HD] 張娜 312815 假正經{Live} 林靜儀

320875 馬蘭花{Live} 白致瑤 231456 假正經{Live} 靜婷

328122 骨生花 清弄 285123 假行僧{Live} 田斯斯,胡海泉

319265 骨脊山 蘭天琪 288436 假行僧{Live} 張宇

293451 高山青 吳煒 279939 假行僧{Live} 張赫宣

231624 高山青 韓寶儀 317217 假行僧{Live} 譚維維,蒙面歌王

344562 高山青[HD] 吳陌川 331247 假行僧{Live}[HD] 張赫宣

313192 高山青{Live} 張琪朗 349643 假行僧{Live}[HD] 華晨宇,歌手

265296 高山青{Live} 楊燕,林沖,萬飛 339638 假男友[HD] 蔡旻佑

266604 高山青{Live} 群星 343670 假面人[HD] 湯思琴

305114 高山青{Live} 輪回樂隊 271695 假動作 陳柔希

313799 高山青{Live} 謝雷,楊燕,莫旭秋,萬飛,劉家妏,甄秀珍 279361 假動作 歐豪

313873 高山青{Live} 蘇姍 313144 假惺惺 張凌楓

342069 高利貸[HD] 王建榮 282957 假斯文 賈斯文

288156 高姿態 弦子 329133 假想行 婳詩詩

265536 高帥富 冷漠 297409 假想敵 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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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86 偏執狂 陳勢安 321039 動起來{Live} 鳳凰傳奇

291659 偏執面 張惠妹 330297 動起來{Live}[HD] 郭富城

335458 偏執面[HD] 張惠妹,蛋堡 291199 唯可憐 寂悸

233155 做人難 黃安 339194 唯有你[HD] 張恩昌

347630 做不到[HD] 陳娟兒 308432 唯有愛 江若琳

284471 做兄弟 劉佳 317318 唱不完 貓依

344921 做兄弟[HD] 黃文武,陳玉建 286796 唱念愛{Live} 胡莎莎

290746 做自己 朱雅 289597 唱紅塵 東方健,婉君

344619 做自己[HD] 郭樹東 290699 唱紅塵 張郎

331631 做自己[HD] 劉伊心 306614 唱首歌 南征北戰,米線樂團

232587 做英雄 高楓 283043 唱起來 金岩

342174 做得到[HD] 羅志祥 282441 唱情歌 徐洪剛

348134 停下來[HD] 三十萬年老虎鉗 314389 啃老族 田振達

340532 健忘症[HD] 野人 289997 啊 母愛 楓橋

327488 健康搖 門麗 312154 啊 故鄉 蘇青山

347631 健康歌[HD] 夜貓組,李英宏 327548 啊咿呀 Zero-G

330769 偶陣雨[HD] 梁靜茹 305165 啊故鄉 鄭新

266886 偶像派{Live} Smile Queen 308103 問月兒{Live} 王莉,湯非

313590 偶像派{Live} 趙奕歡,莫熙兒,田曉天,王紫潼,宋丹 306616 問世間 張馨予

317221 偶像劇 金潤吉 296080 問世間 陳翔

334233 偷心人[HD] 吉杰 300926 問白雲 李逸

279231 偷心賊 李玟 325765 問白雲 青山

286680 偷心賊 周艷泓 326078 問回答 何佳樂

320183 偷心賊 劍鴻 306617 問百度 陳瑞

288070 偷心賊{Live} 吳瓊 231897 問自己 順子

308834 偷幸福 李聖傑 256441 問自己 蕭亞軒

291795 偷客兄 頑童mj116 348206 問佛路[HD] 藍迪

336549 偷星星{Live}[HD] 曹軒賓 298752 問叔叔 佚名

335697 偷偷的[HD] Mp魔幻力量 288602 問明月 何禹萱

349257 偷偷的[HD] 韋琪 322365 問明月 郁可唯

306611 偷偷愛 袁建坤 299992 問青空 佚名

265118 剪刀嘴{Live} 蕭亞軒 232961 問青空 黃凱芹

312622 剪不斷 李佳璐 299047 問候歌 佚名

278324 剪不斷 戴佩妮 285677 問桃花{Live} 王喆

304583 剪羊毛(吉特巴) 舞曲 296082 問草原 鐵文太

299717 剪羊毛(狐步) 佚名 315895 問菩薩 劉曉

339063 剪愛&Hero{Live}[HD] 李安,江源東,中國好聲音 346889 問菩薩[HD] 肖亮

339183 動一動[HD] 旺福 232773 問雁兒 鳳飛飛

288774 動物園{Live} 馬飛 285769 問道情 回音哥

339184 動起來[HD] 梁海洋 292071 問禪師 冷漠,趙小兵

292924 動起來{Live} 茜拉班級 306618 問禪師 秋褲大叔,冷漠

318990 動起來{Live} 梁海洋 263691 問邊關{Live} 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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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37 啟示路 陳珊妮 288295 將軍淚 梁帥

303233 啟示錄 陳旭 327124 將軍歎 落小寒,譚萱冉

332907 啟程前[HD] 詹宇琦 284710 將軍歸{Live} 廖昌永

342329 啡情歌[HD] 湯薇恩 312925 將進酒 美麗心情

268679 啦不夠 唐煜航 288577 將進酒 韓磊

322367 啦啦曲[Live} 王兀 344274 將進酒[HD] 李蚊香

266624 啦啦啦 肖玄 333819 將進酒[HD] 馮翰銘

279028 啦啦啦 高瑜 349753 將進酒{Live}[HD] 鳳凰傳奇,經典咏流傳

313255 啦啦啦 淑熙 340328 專屬魔力[HD] 金大喜

233293 啦啦啦 黃思婷 288278 崔鶯鶯 崔子格

271260 啦啦嗦{Live} 鄧雯心 297494 崩塌了!(我的世界) 八三夭

292286 啦啦愛 孟小笛,祁隆 233168 帶子郎 黃安

233414 啦啦歌 黃磊 311009 帶不走 黃耀明

344962 啪啪s舞[HD] 王蓉 343488 帶你走[HD] 陳翔

327550 啪啪啪 喬洋 321193 帶你玩 鄧依辰

327121 啪啪啪 雷龍 349770 帶你飛[HD] 張憶亞

327551 啪啪啪 蕭全 324800 帶我走 盜帥羅浩

347678 啪啪啪[HD] 黃明志 253818 帶我走 楊丞琳

269995 國字粹 梁梁 341529 帶我走[HD] 楊丞琳

268070 執子墜 仇澤,何勺 279276 帶我飛 林志玲,丁磊

316223 夠不夠{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343157 帶走我[HD] 戴佩妮

341209 夠兄弟[HD] 梁海洋 233110 帶領我 黃國倫

309748 夠朋友 孫楠,古巨基 296273 常相隨 王麟

308842 夠堅強 李廣軍 327636 康巴情 廖芊芊

296209 娶新娘 伍凌楓 334647 張了了[HD] 任浩銘

301658 娶新娘 姚乙 327125 張小帆 夏天alex

348889 寂寞人[HD] 彭箏 315928 張小姐 戈浪

321169 寂寞行 遙遠 336645 強心臟[HD] Boxing

340183 寂寞河[HD] 龍少也 336218 強心臟[HD] Boxing(拳樂團)

327614 寂寞城 崔子格 292001 強迫症 喬任梁

288930 寂寞紅 袁姍姍 345588 彩虹了[HD] 何晟銘

293420 寂寞笑 劉沛洋 293466 彩虹橋 聲納

324692 寂寞愛 段莉莉 334316 彩虹橋[HD] 羅力威

343145 寂靜嶺[HD] 丁于 321855 彩雲飛{Live} 齊秦,中國之星

319669 寄居蟹 陳思涵 299486 彩雲歸 佚名

326156 寄明月 楓舞 297804 得了愛 王一冰,曹軒賓

347286 寄明月[HD] Sing女團 327128 從前慢 李雨

294406 寄相思 楓舞,囚鳥 348916 從前慢[HD] 葉炫清

232084 將相和 馬名駿 306973 從前慢{Live} 劉胡軼,劉歡,中國好歌曲

326162 將軍令 高峰 7/7/2739 從前慢{Live} 劉歡

337445 將軍令[HD] 五月天 345590 從前慢{Live}[HD] 葉炫清,中國新歌聲

342698 將軍吟[HD] 張大偉 234305 從軍歌 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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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847 御花園 蘇打綠 285916 情緒化 林靖雨

349791 悠悠歌[HD] 八音赫赫 265447 情難了 久久

231419 情人山 青山 325801 情難守 青山

304998 情人山 潘秀瓊 234246 情難守 龍飄飄

265327 情人山{Live} 葉楓 279391 情難守{Live} 青山

266768 情人劫 蘇富權 281499 情難枕 邰正宵

233978 情人夜 黑龍 232351 情難枕 高勝美

307839 情人星 大哲,雲菲菲 304412 情難舍 路綺歐

311220 情人借 路綺歐 233289 情難留 黃思婷

309706 情人情 夏濱 333448 惜命命[HD] 羅志祥

341298 情人港[HD] 程響 345599 惜往事[HD] 李雨軒,寧心

264158 情人結 張芸京 325531 惜春詞 霍尊

309236 情人街 祁隆 263859 惟愛你 許嵩

287740 情人節 莊心妍 298078 捨不得 王箏

233361 情人節 黃淑惠 284423 捨不得 伍佳麗

265605 情人節 劉心 294154 捨不得 和匯慧

336065 情人節[HD] 大豪(黃昱豪) 328624 捨不得 岡林

341731 情人節{Live}[HD] 莊心妍 232321 捨不得 高勝美

280689 情人醉 一飛 257048 捨不得 許茹芸

313908 情人醉 蘭天(男) 295556 捨不得 陳志朋

343172 情人醉[HD] 李曉武 325559 捨不得 黃綺珊

234232 情人橋 龍飄飄 333267 捨不得[HD] 李唯楓

231596 情人橋 韓寶儀 348982 捨不得[HD] 迪麗熱巴

304567 情人橋(恰恰) 舞曲 339269 捨不得[HD] 黃子韜

255276 情已滅 王菲 340901 捨不得[HD] 黃綺珊

265995 情不悔 斯琴高麗 334535 捨不得[HD] 潘映竹

347309 情不變[HD] 王亦心 312444 掉眼淚 光頭阿興

326225 情之戀 路童,林淇 298366 掐蒜苔{Live} 安雯

297819 情未了 王子豪 314408 掛了吧 田振達

315528 情如花 斯琴高麗 304073 掛紅燈 楊曙光

307710 情似天(把愛指向天) 陳明順 320508 掛紅燈{Live} 白致瑤

339234 情乖乖[HD] 皓天 305680 掛紅燈{Live} 闕麗君,程前

311822 情非愛 閻琰 342797 採石記{Live}[HD] 孫晰然

349345 情侶鞋[HD] G5SH,Yi Liou 347808 採桑子[HD] 洗凡

263765 情流感 徐千雅 299840 採桑葉 佚名

320396 情相牽 李天平,章金玲 316090 採桑謠 陶靜

323788 情相牽 陶馨州,張虹 299121 採茶燈 佚名

300474 情書團 佚名 296547 採蓮曲 姚貝娜

307471 情無緣 阿文 304792 採蓮花 鳳飛飛

323171 情意濃 蔡恩慧 296548 探世界 王凱

279132 情感線 黃飛鵬 297406 接力賽 R,B

341088 情歌王{LIVE}[HD] 古巨基,王小虎,我想和你唱 231095 接受我 陶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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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135 接財神 傅曉 278304 望襄陽 徐千雅

314409 接新娘 阿寶,王二妮 285891 望歸去 周楚霏

266769 控制狂 蘇打綠 274921 望邊關 格根其木格

340039 控制狂[HD] 冼佩瑾 297727 梁祝-回十八 方雪雯

296549 推開我 侯磊 325546 梁祝情 高安

304766 救生圈 趙薇 297871 梁祝-樓臺會 王杭娟

233159 救姻緣 黃安 307998 梅之戀 水影

278581 救救火 自由發揮 312580 梅花引 呂金蔓

280671 救救我 Reborn 292300 梅花引 宋祖英

322586 救護車{Live} 王彙筑,中國好歌曲 278400 梅花引 李暉

306019 敕勒歌 騰格爾 286823 梅花引 苗苗

349857 敕勒歌{Live}[HD] 騰格爾,邵瑞婭,經典咏流傳 315533 梅花引 鄭培欽

298342 敗給妳 宇宙人 305790 梅花引 譚晶

323882 教室外 全體 296659 梅花劫 傲藝

300224 斜陽外 佚名 326376 梅花吟 莊秋玉

298708 斬馬謖 佚名 322635 梅花吟 陳俊華

322597 旋轉門 張鎬哲 324458 梅花坡 左明科

332466 旋轉門[HD] 謝沛恩 341493 梅花坡[HD] 左明科

305771 旋轉愛 羅憶詩 317738 梅花雨 梁佳玉

306633 晚安曲 王琳玲 274840 梅花淚 文希

323898 晚安曲 柳懿純 314413 梅花淚 張曉明

284258 晚安曲 詹宇琦 327139 梅花淚 雲菲菲

292438 晚林楓 張朴浩 306636 梅花淚 楓舞,歌一生

291234 晚林楓 張樸浩 322637 梅花落 成于申

349429 晚楓歌[HD] 孟子坤 286482 梅花頌 王喆

348411 晨之歌[HD] Lulu 314414 梅花頌 袁冰

336392 曼陀羅[HD] 大頭 317739 梅雨夢 閆薇薇

305120 望一望 鄧麗君 300487 梅娘曲 佚名

313504 望夫石 瑞雪 231649 梅娘曲 韓延文

305206 望夫石 曉月 291320 梅雪吟 林墾,風之琳

232359 望夫崖 高勝美 320572 梅蘭芳 白致瑤

287957 望月亮 葉俊華 315532 梅蘭芳{Live} 鄭培欽

283776 望兒歌 鄭曉飛 335089 梓花兒[HD] 羅紅霞

305698 望花樓 顏楚楚 298469 梔子花 江俐奇

230289 望故鄉 陳星 306637 梧桐雨 馬汝瓏

231026 望春風 陶喆 313680 梧桐雨 潘小芬

266538 望春風 童麗 301924 梧桐碟 風蕭蕭

317723 望寒窗 冰凌花少 310753 梧桐樹 陳燕

317724 望寒窗 蝴蝶兒 292988 梧桐燈 許嵩

266869 望華嶽 譚晶 302667 梧桐願 張晶峰

297752 望著你 毛阿敏 317740 梨花白 陳瑞

233231 望遠鏡{Live} 黃征 323930 梨花雨 紅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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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674 梨花雨 湘齊萌 334024 淚滿天[HD] 龍梅子

349442 梨花香[HD] 風林火山樂團 293364 淡淡的 丁于

266396 梨花情 火雅 320601 淡藍色{Live} 白若溪

286765 梨花情 春天 349460 淮水謠{Live}[HD] 高雅

294120 梨花情 劉紫玲 322673 深圳灣 楊嘉松

344403 梨花涼[HD] 葉洛洛 321428 深呼吸 Cozy Diary 輕日記樂團

322638 梨花落 霍尊 337796 深呼吸[HD] Connie(呂莘)

328690 梨花落{Live} 筱筱 349926 深呼吸{Live}[HD] 陳羽凡,孫雲鵬,李秉成,異口同聲

297886 梨花頌 王紅濤 325517 深深愛 陳瑞

308099 梨花頌{Live} 王莉 232747 深深愛 鳳凰傳奇

311877 梨花頌{Live} 儲蘭蘭 343923 深雪[HD] 張文綺

319855 梨花瘦 七朵組合 310431 淺彩虹 曹方

319856 梨花賦 曉楓 314864 淺情歌 張萌

323929 梨園夢 十三狼 321431 淺淺唱 玄鳥傳說

304540 梭羅河(倫巴) 舞曲 293484 清平調 好妹妹樂隊

304091 梭羅河{Live} 群星 326415 清平調 陳佳

315540 梵淨山 徐彪 310298 清平調{Live} 張琪朗

308245 殺人劑 左小祖咒 348469 清平願[HD] 方木

318184 殺阡陌 馬健濤 346193 清衣襟[HD] 楚顏

233618 殺破狼 黃雅莉 298685 清官謠 佚名

315873 殺破狼 謝中杰 345224 清明祭[HD] 李艾

319026 殺馬特 王麟,Mc石頭 306646 清風歎 唐美華

348449 殺無赦[HD] 艾福杰尼,黃旭 349461 清風謠[HD] 樹屋女孩

314415 殺豬刀 楊浩龍 317781 清新愛 七朵組合

344750 涼州詞[HD] 胡婷婷 303919 牽心走 黃鶴翔

327875 涼薄侯 和匯慧 271192 牽牛花 趙晨妍

342852 涼薄侯[HD] 胡耘豪 349938 牽牛花{Live}[HD] 陶鈺玉

345679 淒美地[HD] 郭頂 343941 牽掛[HD] 鄭俊峰,孫一然

342180 淘汰郎[HD] 羅志祥 279029 牽牽手 高瑜

308884 淚不流 沈子涵 313716 牽牽手 鄭毅

332080 淚不停[HD] 溫嵐 344435 牽絲戲[HD] 人衣大人

328727 淚世界 林鴻鳴 344436 牽絲戲[HD] 奇然

303313 淚狂奔 陳思涵 299993 猜一猜 佚名

299443 淚盈盈 佚名 342012 猜不透[HD] 張韶涵

321961 淚珠涼 北方狼 318794 猜拳歌 佚名

268067 淚崩了 亦帆 286402 猜酒拳 M -Girls

312316 淚蛋蛋 方小菲 266240 猜情人 梁朝偉,周迅

299773 淚蛋蛋 佚名 316249 猜猜猜 斯琴高麗

323948 淚蛋蛋 賀國豐 230346 猜猜猜{Live} 陳曉東

284621 淚蛋蛋{Live} 孫剛 349055 現象學[HD] 鄭興

299567 淚滴 Lady 佚名 253829 甜心咒{Live} 楊丞琳

253331 淚滴lady 于台煙 302351 甜甜圈 閃亮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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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24 甜甜圈 黑澀會美眉 341068 笨女人[HD] 劉鳳瑤

335570 甜蜜愛[HD] 王雨琪 293981 笨小孩{Live} 張卓含威,中國好聲音

301847 甜蜜蜜 迪克牛仔 326486 笨小孩{Live} 楊宗緯,李晨,華晨宇,挑戰者聯盟

301969 甜蜜蜜 凌一惠 304938 笨小孩{Live} 劉德華,吳宗憲,柯受良

302617 甜蜜蜜 張娜拉 344470 笨小孩{Live}[HD] 楊樹林,男光音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232886 甜蜜蜜 麻吉弟弟 330064 笨小孩{Live}[HD] 劉德華

266547 甜蜜蜜 簡迷離 272048 笨男人 龍帝

335155 甜蜜蜜[HD] 金大喜 311602 第n者 潘成

338106 甜蜜蜜[HD] 鹿晗 349493 第一天[HD] 孫燕姿

298250 甜蜜蜜{Live} 田震 339548 第一天{Live}[HD] 陸雨婷

313329 甜蜜蜜{Live} 陳思思,黎明 329629 第一次{Live} 光良,我是歌手

268479 甜蜜蜜{Live} 單紫寧 349494 第一次{Live}[HD] 光良,異口同聲

330274 甜蜜蜜{Live}[HD] 蔡琴 345709 第一次{Live}[HD] 祁隆

306651 畢業生 嚴爵 342025 第一步[HD] 羅小白

337830 畢業生{Live}[HD] 嚴爵 342026 第一頁[HD] 張韶涵

306652 畢業季 梁理凱 334897 第一眼[HD] 韓一菲

335101 畢業季[HD] 莫熙兒 270481 第一罪 王麟

339306 畢業季[HD] 劉家樂 317887 第一課 黃子韜

299994 畢業歌 佚名 331499 第一課[HD] 韓庚

231918 畢業歌 額爾古納樂隊 279269 第一課{Live} 林宥嘉,豆豆,李煒

291072 異世界 齊浠兒 232192 第一課{Live} 馮瑋君

296823 異地戀 可兒 289343 第七感 張靚穎

308798 異鄉人 李健 284214 第七感 梁一貞

319019 異鄉人{Live} 張磊 344471 第七感{Live}[HD] 張靚穎

343952 異鄉人{Live}[HD] 李健,歌手 336803 第二性[HD] 蔡依林

263930 異想記 楊冪 304997 第二春 潘秀瓊

266520 盛末夏 石文 265311 第二春{Live} 楊燕

266814 眷殤戀 袁攀 300895 第二夢 李逸

303931 眼光裡{Live} 黑豹樂隊 313562 第二夢 蒼井空

257918 眼前人 辛曉琪 315549 第八天 陸翊

340423 眼淚[HD] 樓沁 315550 第三者 張信哲

298598 眼淚泉 何忻翰 327974 第三者 劉嘉亮

300687 眼鏡男 吳歡 307411 第三極 許巍

304118 眾生情 群星 342027 第五季[HD] 張韶涵

325413 祥龍嘯 章磊 254621 第六感 溫嵐

304367 祭夙玉 董貞 326494 粗心.愛 布一賢

230301 祭春秋 陳星 334295 粗線條[HD] 林育群,林美秀

291958 祭流年 Hita 298729 紮風箏 佚名

303670 祭魂酒 童安格 263578 累不累 汪蘇瀧

295024 章小軍 天生一對 230143 累不累 陳振雲

279103 笨女人 胡丹丹 311640 終結了 練創文

324032 笨女人 劉鳳瑤 311652 終點站 蔡秋鳳,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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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494 習大大 郎郎(馬志鋒) 283607 許願星 宋慶琳

339555 習大大{Live}[HD] 馬藝航 302749 許願樹 張繼,馨子

312802 習慣了 林心如 303103 許願樹 許飛

292439 習慣了 張杰 262507 軟綿綿 郭靜

262794 習慣了 鏡喜 283714 軟綿綿 黃齡

298011 習慣你 王傑 328062 軟綿綿{Live} 張微,天籟之戰

299031 習慣歌 佚名 319302 逍遙遊 小虎隊

333204 聆聽者[HD] 劉思涵 311198 逍遙遊 董貞

309832 脫光吧 徐潔兒 283504 逍遙遊 蔡國慶

316745 荷米斯 周筆暢 265644 逍遙歌 君龍

316468 荷花吟{Live} 王慶爽 301809 逍遙歎 胡歌

232663 荷花亭 高進 325337 透心涼 杰子

266539 荷花頌 童麗 341204 透心涼[HD] 傑子

274678 荷花蕩 吉星 312557 透明人 吳南穎

284653 莉莉安 宋冬野 302488 透明人 常艾菲

340730 莉莉安{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03889 透明人 黃靖倫

338755 莊稼人[HD] 賀金 286970 透明的 樊凡

322797 莎啷嘿 陳文浩 310090 透明愛 崔蓮姬,袁嘉樂

322798 莫尼山 阿木古楞 321630 逗逗比 易欣,孟楊

231925 莫尼山 額爾古納樂隊 266644 這一生 胡杰夕

329669 莫尼山{Live} 梁凡,夢想的聲音 297915 這一刻 王婧

345327 莫尼山{Live}[HD] 王正堯,歌聲的翅膀 320002 這一刻 王進

337554 莫尼山{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271367 這一刻 鄭源

270632 莫生氣{Live} 羅樺 340751 這一刻,愛吧[HD] 付雪君

327150 莫吉托 雙囍兄弟 346330 這一刻{Live}[HD] 陳思思

302941 莫言醉 莊學忠 318047 這一秒 王亞喬

299995 莫奔跑 佚名 302370 這一秒 馬海生

284075 莫奔跑 莫旭秋 262524 這片海 顧莉雅

306660 莫愁女 甜妹紫煙 307467 這世界 阿吉仔

306099 莫攔門 艷陽天,黃帆 281059 這份愛 曹智賢

302506 莽山韻 張也 292179 這些年 周曉鷗

346298 處女座[HD] 明日之憧樂隊 269854 這些年 楊紫燃

330808 被忘錄[HD] 炎亞綸 278510 這杯酒 牛雨霖

306090 被逼的 龔格爾 303330 這杯酒 陳振雲,雲菲菲

337188 訣別夜[HD] 勝嶼 311496 這城市 劉剛

284827 訣別頌 斯琴高麗 312625 這是愛 李東海,Henry

302999 訪英台 莊學忠 335109 這首歌[HD] 蕭敬騰

312587 訪英台{Live} 呂珊 329718 這首歌{Live} 許鶴繽,夢想的聲音

282220 許多年 司文 315361 這條街{Live} 雲菲菲,冷漠

300296 許多夢 佚名 318050 這條路 王旭剛

340125 許某某[HD] 許佳慧 322858 這條路 林楠

280548 許個願 楊斯壬 318049 這條路 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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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17 這幾天[HD] 小宇 316994 陪著你 萌萌噠天團

291214 這幾年 莊裡兄弟 346771 陪著你[HD] Bihao

310324 這歌聲 張愷彤 328959 陰雨天 初晨

262793 這種愛 金莎 327158 陳年卷 河圖

265244 通天塔 徐立 303028 雪山盟 莊學忠

344038 通訊錄裡的路人甲[HD] 孫藝琪 305004 雪山盟 潘秀瓊

309602 通緝令 胡曉黎 231622 雪山盟 韓寶儀

299869 造飛機 佚名 253000 雪山盟{Live} 張鳳鳳

308831 造夢者 李煒 295341 雪山鷹 王瑩

289806 連衣裙 宋冬野 311409 雪中行 鳳飛飛

331945 連衣裙[HD] 郁可唯 318211 雪中花 王麟

284194 都一樣 李榮浩 299826 雪中情 佚名

305036 都怪你 潘曉峰 300644 雪中情 冷漠

306940 都怪我 余龍 284949 雪中情 楊慶煌

323476 都是你 祁隆 255385 雪中蓮 王菲

271447 都是你 郭采潔 301266 雪之戀 易秒英

332861 都是愛[HD] 劉子千 348006 雪之戀[HD] 白雪

315556 都給你 回音哥 301550 雪片片 阿茹娜

331705 都給你[HD] 宥勝 338542 雪再見[HD] 天庥

328079 都給我 安心亞 303635 雪在燒 無鳴

347119 都選c[HD] 大鵬 298369 雪在飄 安濤

342184 野人王[HD] Lf兄弟 305412 雪妹妹 薛丹

298845 野丫頭 佚名 305312 雪花飛 衡越

308651 野山歌 呂繼宏 309273 雪花情 金婷婷

324884 野山歌 董文華 297577 雪花飄 子碩

304613 野生花(快三) 舞曲 338151 雪紅花[HD] 騰格爾

308143 野狐嶺 王曉娟 310745 雪飛花 陳慧嫻

300297 野玫瑰 佚名 285770 雪候鳥{Live} 多亮

298543 野孩子 羽泉 280621 雪候鳥{Live} 朱克

318084 野菊花 陳藝搏 342529 雪候鳥{Live}[HD] 熊天平,隱藏的歌手

233260 野菊花 黃征 267074 雪域情 鄧廣福

341539 野菊花[HD] 林志穎 300214 雪絨花 佚名

288125 野菊花{Live} 肖洋 232856 雪絨花 麥子傑

294507 野薔薇 田冰冰 312861 雪蓮花 雨禾

298114 釣金龜 王樹芳 284538 雪蓮香 史春暉

312244 釣魚島 龔向陽 333541 雪蓮香[HD] 史春輝

315366 釵頭鳳 王星策,閑踏清涼月 297167 雪蓮贊 馮瑞麗

281606 釵頭鳳 鮑國 347507 雪蝴蝶[HD] Bobo

339585 陪伴者[HD] 劉若英 339589 雪鯉魚[HD] 沈珂,徐黎麗,朱超,李安寧

334857 陪你飛[HD] 裴一飛 267024 魚水謠 金磊鑫

323485 陪你飛{Live} 吳思賢 344077 魚火鍋[HD] 唐章勇

298005 陪著你 王傑 331010 鳥日子[HD] 韋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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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19 鹿 Be Free[HD] 尚雯婕 321797 喜歡呦 吳莫愁

336883 麥芽糖[HD] 周杰倫 298138 喜歡愛 王藝霖

312735 麥烝瑋 周杰倫 262162 喜歡愛 曹思思

264032 麥烝瑋 麥烝瑋 344638 喜歡膩[HD] 鄭莉莉,汪旭

344079 麻將!麻將![HD] 宿涵,小旭pro 336588 喝到底{Live}[HD] 黃齡

298846 麻將經 佚名 334489 喝咖啡[HD] 微胖女神

269072 備忘錄 張冬玲 333624 喝酒Blues{Live}[HD] 張岭

318391 備胎王 阿悄 342636 喝醉了[HD] 隨性樂團

320208 割繩子 麒麟baby 292002 喬小姐 喬洋

310677 創可貼 陳彥妃 231667 單人房 韓晶

318419 創作者 徐良,本兮 333313 單人遊[HD] 阿慶

317275 創客路 陳帥 402568 單行道 江蕙

349269 創業者[HD] 韓磊 255231 單行道{Live} 王菲

339661 博物館[HD] 蘇打綠 343717 單身狗[HD] 潘曉峰

327552 喀秋莎 朱明瑛 327555 單身搖 璨樂團

304549 喀秋莎(探戈) 舞曲 285408 單身罪 阿李郎

341680 喀秋莎{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268975 單身歌 崔偉亮

307390 善與惡 藍雨 313463 單身歌 楊小弈

263918 善德源 易秒英 278156 單身黨 周旭風

345958 喇ㄉ一賽[HD] 51 339675 單思情[HD] 陳華生

274972 喇叭嘴 溫嵐 291282 單相思 李佳樂

319310 喇叭鎖 浩角翔起 323666 單探妹 王鵬

269789 喊月亮 杜春梅 301553 單眼皮 阿雅

253013 喔伊細 徐佳瑩 253811 單眼皮 楊丞琳

300180 喜迎春 佚名 341527 單眼皮[HD] 楊丞琳

307340 喜洋洋 群星 330480 單細胞[HD] 嚴爵

314867 喜洋洋 憶華 308094 單程軌 王梓蘅

305721 喜洋洋 魏依曼 333091 單戀曲[HD] 蔡健雅

274644 喜盈門{Live} 劉巾湲 296087 單戀派{Live} 何乾梁

255174 喜相逢 王菲,梁朝偉 345527 喵喵喵[HD] 黃星羱

301150 喜相逢 卓依婷 347259 報親恩[HD] 黃偉

302945 喜相逢 莊學忠 302892 富貴年 莊學忠

298000 喜臨門 王雪晶,莊群施 337563 富貴竹[HD] 許家豪

298334 喜歡你 因果兄弟 337564 富貴竹[HD] 許家豪,李丹

230561 喜歡你 陳潔儀 308183 富萬代 古巨基

314429 喜歡你 黃騰 328452 寒江雪 樊芳斌

233536 喜歡你(喜歡我) 黃義達 266991 寒江雪 鄭源,儲蘭蘭

343467 喜歡你[HD] 可米小子 342187 寒江雪[HD] 胥拉齊

348821 喜歡你[HD] 胡靈 266994 寒江雪{Live} 鄭源,鄭麗品

331744 喜歡你[HD] 張麒垚 301429 寒衣調 河圖

322369 喜歡你[Live} 徐佳瑩,我是歌手 317006 寒衣調 董貞

340559 喜歡你{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255263 寒武紀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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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48 寒雨曲 李茂山 316109 揮馬鞭 藍琪兒

231416 寒雨曲 青山 336085 揮揮手[HD] 張岱

342693 寒號鳥[HD] 邵洪 312645 揮揮手{Live} 李健,汪峰

346030 尋找live}[HD] 王祥森 231278 揮揮手{Live} 零點樂隊

290046 尋情記 洪凱,張瑩 285616 敢不敢 小老鷹樂團

308422 尋覓愛 江南旭,龍梅子 348989 敢不敢[HD] 陳零九

311261 尋愛歌 夢成 342191 敢不敢[HD] 羅志祥

231417 尋夢園 青山 336716 敢誠實[HD] 馬海生

232428 尋夢園 高勝美 266256 散就散 楊梓

303014 尋夢園 莊學忠 315566 斑竹淚 鄭培欽

279398 尋夢園{Live} 青山 333379 斑馬線[HD] 唐朝樂隊

302469 尋夢園{Live} 屠洪剛 334040 斯諾克{Live}[HD] 付辛博

265229 尋夢園{Live} 萬飛 288496 普陀山 聶薇,石薇

285342 尋龍記 郁可唯 316272 普通人 鐘漢良

340329 尋龍訣[HD] 陳坤 346993 普通人[HD] 成龍

327163 尋靈記 Kasayaya 348413 普通人[HD] 尚芸菲

310860 就去愛 游鴻明,朱丹 268884 普通人{Live} 家明

289679 就因為 劉思涵 330073 普通人{Live}[HD] 呂方

343152 就改天[HD] 葛仲珊 285607 曾以為 萬金龍

348897 就到這[HD] 黃文星 342818 曾以為[HD] 姚成員

288951 就是妳 黃崇旭,J. Wu 327170 曾走過 安琪

335612 就是愛[HD] 蔡依林 294403 曾記否 林澤豐

346538 就是熱[HD] 陳治 327171 曾愛過 謝承佑

309172 就要愛{Live} 林依婷 346151 曾遇見[HD] 旗音文龍

231367 就差錢 雷龍 303575 最天使{Live} 曾軼可

231900 就現在 順子 340386 最好的安排[HD] 范瑋琪,梁靜茹

336165 就現在[HD] 吳莫愁 293034 最幸福 路綺歐

285833 就這樣 吳是閎 349882 最長情[HD] 陶鈺玉

323137 就這樣 鄭雷 304656 最相思 趙柯

345579 就這樣[HD] 李榮浩 271890 最美的 馬曉萱

333942 就這樣[HD] 林正 313500 最美的 溫嵐

336223 就醬紫[HD] 克麗絲叮 343886 最美的牽掛[HD] 李紅

310785 幾人遊 單小源 340388 最重要的決定{Live}[HD] 范瑋琪

346050 幾十年[HD] 黑龍 323906 最浪漫 浩明,思小玥

330917 幾個你[HD] 薛之謙 266570 最浪漫 維他命c

252956 復活節 張韶涵 322622 最高點 張欣奕

298132 惡作劇 王藍茵 311023 最情歌 黑龍,湯曉菲

346072 惡作劇{Live}[HD] 祝子杰,明日之子 340387 最終話[HD] 蔡依林

322581 掰掰掰 黃汐源 231096 最悲歌 陶晶瑩

231478 揉眼睛 靜物樂團 341777 最遙遠[HD] 呂家聲

336117 換房子[HD] 白安 233948 朝前走 黑豹樂隊

310181 換房間 張信哲,蕭煌奇 325326 朝聖者{LIVE} 李雨兒

Page 217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9504 朝聖路 葉曉紅 327899 無底洞{Live} 張一騰,天籟之戰

297603 期未考 小斯韻 320638 無底洞{Live} 蔡健雅,隱藏的歌手

284531 期待,愛 卓文萱 339794 無底洞{Live}[HD] 蔡健雅,隱藏歌手

334403 期待愛[HD] 卓文萱 263312 無所謂 Soler

341779 棉花糖[HD] 至上勵合 289266 無所謂 Super Junior -M

232642 棋盤舞 高薇,崔立剛 280845 無所謂 含瑞

322639 棒棒噠 華語群星 302599 無所謂 張柏圻

265504 森巴舞 余麗 258279 無所謂 鄭秀文

327839 棲息地 趙鑫 325042 無所謂 鴻飛

310716 棵棵樹 陳翔 349044 無所謂[HD] Nokey Band

298794 椅子調 佚名 342459 無所謂[HD] 方大同,張靚穎

280312 椒房殿 何晟銘 333004 無所謂[HD] 吳若希

252994 殘花恨{Live} 張鳳鳳 331245 無所謂[HD] 張赫宣,楊坤

328705 殘碧玉 李果 330835 無所謂[HD] 羅力威

300865 殘酷人 李偉賓 269295 無所謂{Live} 徐健淇

296681 殘酷版 郭斯炫 310359 無所謂{Live} 張赫宣,楊坤

294754 殘魂吟 黃飛鵬 335887 無所謂{Live}[HD] 余楓,中國好聲音

327879 渡春風 小築,煙圈樂團 343933 無法忘記的美[HD] SF9

291998 渡紅塵 樂桐 326432 無花果 李宇春

341499 渡紅塵[HD] 張碧晨 349471 無重力[HD] 杜忻恬

286349 渡苦海 顏懌 334250 無限大[HD] 孫燕姿

333795 渡苦海[HD] 顔懌 345235 無限大[HD] 魚椒鹽

310398 港九情 張繼聰 275170 無限速 阿悄,本兮

310546 游泳圈 許哲珮 233472 無神論 黃立行

278318 湊合過 成駿 300416 無情弦 佚名

268600 湖筆頌 吳碧霞 304422 無情風 零峰

265336 湘子橋 袁東方 340079 無情歌[HD] 秀蘭瑪雅

323952 湘妃竹 任娟 311878 無產者 儲蘭蘭

296731 湘江頌 袁雙洋 266535 無聊歌 程恢弘

310987 湘江頌{Live} 黃凱劍 338943 無詞歌[HD] 袁東方

293923 無人島 顏小健 332198 無量山[HD] 者建周,高書琴

303561 無名火 斯琴高麗 325312 無極限 李宓

284367 無名曲 丁維偉 290471 無敵帥 By2

283181 無名花 高賽燕 257913 無聲雨 辛曉琪

329556 無名花 陳建 331615 無臉人[HD] 何韻詩

320635 無名歌 橙草 265966 無顏女 徐良,小凌

296766 無字碑 張靚穎 303316 無顏歸 陳星

344427 無字碑{Live}[HD] 張靚穎 296776 然後呢 任然

315069 無色花 毛阿敏 300730 犀利哥 李九鳴

347870 無尾魚[HD] 米雪 347410 猴喜翻[HD] 庾澄慶

269910 無言歌 林憶蓮 322705 猴厲嗨 吳莫愁,劉昊然

289262 無奈何 于洋 307493 猴賽雷 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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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51 琳俊傑[HD] 鄔禎琳 309658 筆墨稠 音頻怪物

314872 琴相思 司徒哲龍 342482 等一生[HD] 胡夏

303817 琵琶女 黃品源 301551 等千年 阿郞

329582 琵琶行 星月組合 289345 等千年 梟郡

322710 琵琶行 楊姣 338481 等不起[HD] 蔣姍倍

343293 琵琶行[HD] 成龍,魏允熙 293134 等你愛 阿香

340694 琵琶行[HD] 孫曉磊 358870 等待我 陳小春

345251 琵琶行[HD] 劉長凱 334691 等待愛[HD] 安晨妤

327180 琵琶行{Live} 孫曉磊 324363 等風來 唐勇

231550 琵琶詞 韓再芬 307506 等風來{Live 霍尊,劉雨潼,中國好歌曲

308589 琵琶語{Live} 吳春燕 296889 等風來{Live} 劉雨潼

268854 畫中仙 安年公子 289707 等啊等 後來者(文志)

349946 畫自己[HD] 賀麗憑,蔡晉瑤,張宋雨禾 279443 等情郎 蘇青山

348509 畫梭山[HD] 羅發國 345298 等等我[HD] 陳文浩

323994 畫媽媽 吳鎮姍 305707 等等等 魏如萱

315346 畫煙雨 覃楨 305308 等著你 蕭薔

303980 畬山情 楊妃 256505 答應我 蕭亞軒

270820 痛不起 苑紫盈 300930 紫丁香 李逸

293937 痛和淚 魏新雨 326498 紫月花 范世澤

282796 痛習慣 羅志強 231055 紫竹調 陶慧敏

263091 痛痛痛 龍奔 304801 紫竹調 鳳飛飛

274793 登天臺 廖昌永 343976 紫竹調·家的味道{Live}[HD] 群星

286851 發大財 鐘盛忠,鍾曉玉 288380 紫玫瑰 默契李智

332699 發生秀[HD] 江映蓉 313812 紫玫瑰 韓風

334416 發如雪[HD] 周杰倫 232673 紫金山 高隆

326455 發紅包 納蘭珠兒 320712 紫砂壺 李寧

334532 發發發[HD] 浩角翔起 321521 紫峰情{Live} 陳威男,袁惜君

345271 盜心賊[HD] 黑龍 310948 紫薔薇 馮瑞萍

329601 盜夢者 0086男團 297419 紫藤花 S.H.E

340100 短信息[HD] 吳貴平 231849 紫藤花 韓雪

321499 短消息 吳貴平 343977 結昏[HD] 王美麗(男)

302128 短消息 徐譽滕 358319 結果呢 關悅

288452 短消息 張家源 347912 結婚吧[HD] 高睿

230105 短消息 陳慧琳 323389 結婚啦 星月組合

303662 短訊息 童一首歌 291028 結婚啦 陳諾

304023 短歌行 楊洪基 306696 結髮緣 姚甦

324230 童心願 喬新童 312123 絕情海 關鍵

323370 童年曲 韓一菲 340959 絕情穀[HD] 葉順有

278840 童話般 Shelly 佳 305281 給 愛人 蕭敬騰

342479 童話鎮[HD] 范玲 265133 給天天 天天

345292 童話鎮{Live}[HD] 陳一發 332422 給自己[HD] 光良

344469 童話鎮{Live}[HD] 魏大勛,吳映潔 233765 給你吧 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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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64 給你看{Live}[HD] 杜星螢,中國新歌聲 318289 訴衷情 多亮

319933 給你們 孫露 301358 訴衷情 林淑娟

302332 給你靠 閃亮三姐妹 345359 象牙塔[HD] Faye

301776 給我吧 胡兵 266379 貂蟬吟 湘佛蓮

342034 給我吧[HD] 天堂鳥BOP 263138 貳拾貳{Live} 棉花糖

347441 給我走[HD] 孫伯綸 310614 貴州人 野馬

342903 給我乖[HD] 孟佳 347957 貴州美[HD] 陸齊

318267 給我們 劉志成 312773 買不起 尚裘峰

300137 給我愛 佚名 284240 買不起 張瑋琪

278314 給兒子 徐譽滕 348607 買買買[HD] 王金金

349981 給孩子{Live}[HD] KZ譚定安,歌手 349524 買買買[HD] 王金金,鼓鼓,萬志軒

332138 絲手帕[HD] 譚凌風 309484 買鹽歌 星星

328015 腔骨龍 洪辰 284101 費洛蒙 蔡健雅

334428 菊花台[HD] 周杰倫 303573 貼心人{Live} 曾敏

317978 菊花台{Live} 張暘,中國好聲音 338029 貼膜歌[HD] 貼膜boys

337590 菊花台{Live}[HD] 朱強 299885 賀新年 佚名

335940 菊花台{Live}[HD] 朱強,中國好聲音 301647 賀新年 品冠

330179 菊花台{Live}[HD] 楊千嬅 298590 超口愛 何以奇

345729 菊花台{Live}[HD] 劉歡,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311006 超有感 黃鴻升

305034 菊花吟 潘曉峰 330492 超自然[HD] 井柏然

291987 菩提雪 東籬,清漪 346325 超快感[HD] 孫燕姿

299687 菩提樹 佚名 331822 超快感{Live}[HD] 汪洋,伍佳麗

234371 菩薩調 龔衛玲 306985 超男友 吳雨霏

288214 菩薩蠻 姚貝娜 322195 超空間 王瑞淇

315154 華佗在 七朵組合 318032 超勇敢 By2

285924 華胥引 河圖 267872 超級掰 N2O

297733 華夏志 木子俊 332569 超級煩[HD] 黃鴻升

329671 華夏情{Live} 許曉杰,崔萊賓,魏可可,張紹飛 335835 超級酷[HD] 頑童mj116

303476 華容道 雪村 280976 超級爆 張欣奕,中國好聲音

300861 菱花鏡 李悅君 313781 超級爆 戴愛玲

340448 菲林[HD] 蔡健雅 343572 超能力[HD] 派偉俊

294199 萌二代 婷汐,Iie李俊杰 284562 超速度 吳鑫桐

296994 萌二代 婷汐,李俊杰 233532 超愛你{Live} 黃義達

319952 萌二代 童可可 262706 超新星 黃立行

306934 萌萌噠 任栩麟 320808 越人歌(寂寞) 周迅

314468 萌萌噠 芊芊,萌萌噠天團 231293 越來越{Live} 零點樂隊

316291 萌萌噠 玲兒 290416 跆拳道{Live} 馬念先

307733 萌萌噠 童可可 344031 距離[HD] 唐人街樂隊

328029 萌萌噠 譚珮妮 281266 鄉酒美 潘媛媛,潘苗苗

339088 萌萌噠[HD] 王可兒 314472 酥手願 劉夢

306701 著了魔 劉炫頡 232085 開口笑 馬大佐

300847 街燈下 李茂山 313810 開口笑 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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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47 開心party 六折真人 342980 雲溪美[HD] 羅暢

289493 開心果 阿任 297168 雲端候 斷腸

335404 開心笑[HD] 姬長樂 312305 雲遮月 天邊

298956 開火車 佚名 274844 雲遮月 旭佳非

256524 開始愛 蕭亞軒 274916 雲遮月 楓葉紅

329754 開門紅 唯莎 331731 順風車[HD] 張信哲

278771 開缸酒 韓磊 299040 飲酒歌 佚名

325616 開場曲 尹熙水 344080 黃土高坡{Live}[HD] 杭天琪

299186 開學了 佚名 328986 黃土情 高貴鵬

326628 陽谷行 謝有才 297215 黃土情 劉志丹

337934 陽明山[HD] 周杰倫 327191 黃土塬 趙壘

333476 陽婆婆[HD] 陽帆 262674 黃土魂 郝冠英

341007 陽穀行[HD] 謝有才 316265 黃昏雨 意玲

298989 雁之歌 佚名 348691 黃昏夏[HD] 方雨晨

306708 雁南飛 王琳玲 322083 黃昏渡 侯夢亮

312613 雁南飛 李玉剛 254824 黃昏曉 王心凌

283730 雁南飛 李昱和 282479 黃河行 方明

312843 雁南飛 阿淡 297863 黃河怨 王秀芬

306709 雁南飛 馬常寶 294262 黃河情 張衛華

230311 雁南飛 陳星 262503 黃河夢 郭新龍

348003 雁南飛[HD] 漁淵 299135 黃河謠 佚名

304053 雁南飛{Live} 楊鈺瑩 325695 黃河謠 趙牧陽

342199 雁南飛{Live}[HD] 李昱和 282094 黃玫瑰 侃侃

324640 雁飛飛 杜玫 297217 黃玫瑰 柯以敏

310602 雁歸來 郭燕 320053 黃玫瑰 孫露

316467 雁歸來{Live} 王傳越 233406 黃玫瑰 黃燦

321674 雁歸程 海生 265549 黃玫瑰{Live} 刀郎

297317 雁雙飛 飛兒樂團 347143 黃城城[HD] 西湖瘦

307307 雅美蝶 王麟 318141 黃飛鴻{Live} 東山少爺

346777 雲中書[HD] 林采欣 344081 黃桷大佛頌{Live}[HD] 赫拉含青

285485 雲之雨 雨露 304975 黃梅戲 慕容曉曉

318648 雲天外 陸毅 304977 黃梅戲{Live} 慕容曉曉

338935 雲天外[HD] 杜淳 346785 黃種人[HD] 謝霆鋒

341841 雲水端[HD] 褚海辰 300255 黃鶴樓 佚名

312232 雲光緣 顧凱 312581 黃鶴樓 呂金蔓

318113 雲在飛 雲飛,郭津彤 316525 黃鶴樓 劉建民

315031 雲在飛{Live} 雲飛 300201 黑土地 佚名

291062 雲兒飄 黃思婷 328988 黑土情 劉玉東

324176 雲花開{Live} 何佳樂,中國好歌曲 234027 黑小子{Live} 齊峰

308590 雲南美{Live} 吳春燕 287847 黑天使{Live} Snh48

271842 雲飛揚 韓磊 316984 黑天鵝 曾軼可

331529 雲開了[HD] 龍梅子 331920 黑天鵝[HD] 許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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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111 黑白切 魔幻力量 308335 傷的起 宇海文

289539 黑白灰 方大同 319384 傷得起 男人幫

340484 黑白的過去[HD] 程海峰 309841 傷透心 晏雨冰

321711 黑白鍵 LCG寶貝 311923 傷傷傷 謝珊

341022 黑白鍵[HD] 鄧華升 339171 傷傷傷[HD] 戴佳毅

330149 黑吃黑{Live}[HD] 張惠妹 335680 傷愛罪[HD] 黃宥傑

305208 黑名單 曉月,海月光 253461 傷感情{Live} 曾寶儀

280641 黑咖啡 高瑜 324998 傷離別 陳漢

303644 黑咖啡 痞克四 265083 傻丫頭 怕黑

289538 黑玫瑰 成駿 322300 傻女人 大台風樂團

303967 黑盒子 愛戴 340533 傻女人[HD] 大台風樂團

258366 黑盒子 鄭秀文 339640 傻女孩[HD] 張文綺

323500 黑眼圈 李逸朗,楊思琦 330973 傻兮兮[HD] 金伊彤

292698 黑眼圈 汪蘇瀧 262513 傻乎乎 顧莉雅

233477 黑寡婦 黃立行 332960 傻呆呆[HD] By2

336456 黑與白[HD] 陳凱旋 302419 傻妞妞 高寒

233932 黑糖秀 黑澀會美眉,棒棒堂 305326 傻孩子 閻韋伶

283940 黑駿馬 龐龍 309942 傻傻地{Live} 袁詠琳

331596 黑駿馬[HD] 烏蘭托婭 255951 傻傻的 萬芳

330592 黑蘋果[HD] 周筆暢 321017 傻傻的{Live} 楊樂,中國之星

325731 亂世雨 韓東君 342312 傻傻等[HD] 孫子涵

299819 亂雲飛 佚名 330928 傻傻愛[HD] 謝娜

263592 亂亂村 Kent 333784 傻傻愛{Live}[HD] 韓光

330428 亂亂村[HD] 王健 338245 傻遊戲[HD] 張詒博

291307 亂彈琴 楊子 279938 傾城雪 何晟銘

281286 催花雨 王克 309155 傾聽我 林心如

295937 傳家寶{Live} 吳彥凝 342313 傾聽者[HD] 黃宥傑

311458 傳遞愛 劉坤山 266820 嗒呤darling 裴紫綺

281114 傷+患者 李代沫 321798 嗚哇嗚 Matzka樂團,A-Lin

308914 傷不完 秀才 301248 嗚啦啦 旺福

264415 傷不起 郁可唯 345959 嗚啦啦[HD] 吳莫愁

278613 傷不起 覃元隆 318701 嗡嗡嗡 佚名

330820 傷不起[HD] 王麟 292075 嗡噠咧 凌晗

305724 傷心夜 魏瑛俠 327556 嗨起來 趙鑫,老貓

343672 傷心花[HD] 簡弘亦 339677 嗨起來[HD] 成容容

269575 傷心海 朱娜 275031 嗨嗨dj 白晶

307977 傷心草 文勁松 327200 嗨嗨嗨 張景擎

230268 傷心淚 陳星 315584 嗲嗲噠 鄭冰冰

265797 傷心歌 寒武紀 336367 園遊會[HD] 周杰倫

266195 傷仲永 林奕匡 234269 圓月亮 龐龍

298183 傷好深 代小波 275197 圓圈圈 雪蓮三姐妹

322296 傷別離 暴林 344223 塌下來[HD] 孫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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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83 塑膠花 烏蘭托婭 279630 想太多 炎亞綸

348835 塑膠袋[HD] 方木 314486 想太多 金池

346498 塑膠袋[HD] 縫紉機樂隊,小青龍 258215 想太多 鄭秀文

309989 塔吉汗 馬條 346559 想回家[HD] 吳宗杰

263554 塞納-馬恩省河 吳文芮 334216 想回家[HD] 倪安東

266976 塞納-馬恩省河{Live} 鄧紫棋 296351 想自由 江映蓉

323677 填空題 徐樂同 262999 想自由 林宥嘉

310519 填密愛 莊心妍 336658 想自由{Live}[HD] 陳昊宇

338322 媽呢空[HD] 馬嘉均,鄧尚義 286044 想西藏 秦朗

305220 媽媽 我{Live} 樸樹 262368 想你了 丁銳

312323 媽媽好{Live} 方伊琪 294722 想你了 高海礁

312314 媽媽說 方大同 346948 想你了[HD] 鞠婧禕

345023 媽媽說[HD] 大賀兄弟 298770 想你哩 佚名

265366 嫁東風 周艷泓 349798 想你哩[HD] 徐莉娜

270341 嫁高原{Live} 王喆 262708 想你笑 黃雅莉

325278 嫁給你 星辰 335687 想你啦[HD] 龍梅子,冷漠

333790 嫂子頌{Live}[HD] 韓磊 305292 想忘了 蕭蕭

318174 幹一杯 子烽 312573 想見你 吳斌

312484 幹一杯 江濤 349348 想見你{Live}[HD] 光良,任佳鑫,異口同聲

320358 幹啥呢 代慧穎 268198 想到你 侯延彬

331972 微小說[HD] 陳啟泰 256456 想到你 蕭亞軒

282711 微心情 王玫 309286 想到疼 阿木

314483 微世界 冷酷 265779 想到疼 孫潔

316584 微到你 紅薔薇 254776 想和你 王心凌

262825 微幸福 肖央 291175 想妹妹 大星,劉歌

313507 微幸福 筷子兄弟 293090 想延安 金岩

267155 微信愛 陳玉建,陳美惠 341318 想念式[HD] 蘇醒

288553 微信愛 陳美惠 312342 想念你 王冰洋

324434 微香蟲 季欣霈 300333 想念你 佚名

323151 微時代 皓天 269740 想念你 李翊君,高登

314880 微博控 王力宏 312876 想念你 南宮嘉駿

303131 微博控 許嵩 313541 想念你 嘉駿

334867 微傷感[HD] 逆思樂團 329349 想念你 顧莉雅

328496 微微笑 劉舉,金碩 332544 想念你[HD] 老五

288983 微戀愛 李佳薇 285301 想念你{Live} 賈劍龍,蕭敬騰

331758 微戀愛[HD] 暉倪 340349 想念你{Live}[HD] 李玟,我是歌手

331515 微戀愛[HD] 魏暉倪 299996 想念我 佚名

269200 想不到 張萌萌 343805 想知道[HD] 王佳佳

306717 想不到 聶子軒 269429 想娃娃 方小菲

290091 想不開 王虎 339092 想怎樣[HD] Robynn And Kendy,陳樂基,鄧小巧

280948 想太多 尹熙水 262135 想要愛 白龍

300944 想太多 李聖傑 278625 想要愛 許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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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31 想軍營 王愛華 302679 愛一場 張雯婷

262357 想原諒 丁噹 333987 愛一場[HD] 蔡明順

289014 想哭了 李澤堅 332902 愛一點[HD] 章子怡,王力宏

301249 想家鄉 明聖凱 265353 愛了沒 卓文萱

346075 想起你[HD] 高愛國 333431 愛人心[HD] 法蘭黛樂團

233124 想愛你 黃大煒 324957 愛人呢 郭采潔

349799 想愛你{Live}[HD] 李泉,歌手 343812 愛又愛[HD] By2

296350 想當年 崔忠華 314494 愛上他 孟十朵

310315 想像者 張萌萌 296360 愛上你 高藝菲

312858 想親娘 阿魯阿卓 307059 愛上你 張名揚

231715 想親娘 韓磊 306722 愛上你 鄭曉填

308166 想親娘{Live} 王鵬 330414 愛上你[HD] By2

278395 想親親 李暉,閻維文 334997 愛上你[HD] 干露露,東方依依

271401 想親親 郭新龍,陳惠英 325803 愛上我 Mermer

320403 想親親{Live} 白致瑤,王傳越 256459 愛上愛 蕭亞軒

315585 想親親{Live} 江濤,王小妮 305161 愛上當 鄭鈞

285920 想歸想 歐漢聲 298426 愛上癮 朱茵

230878 愁更愁 陳聖芬 328529 愛千古 蔣嬰,小武

346564 意人宴[HD] 邵可然 289022 愛不休 秦影

300849 意難忘 李茂山 291261 愛不休 曉琳

233306 意難忘 黃曉君 263863 愛不再 許志安,蘇永康

265304 意難忘{Live} 楊燕 302185 愛不在 殷悅

330262 意難忘{Live}[HD] 蔡琴 230383 愛不死 陳曉東

310539 愛 不再 許志安,蘇永康 334923 愛不來[HD] 方大同,葛仲珊

301733 愛 不愛 柯有倫 326241 愛不舍 張莹莹

307854 愛 太深 子恒 338370 愛不悔[HD] 波拉,賀世哲

300991 愛 引爆 李艷冰 271037 愛不起 袁哲

317539 愛 火燒 侯延彬 315467 愛不起 望海高歌

271786 愛 傷人 雨宗林 280366 愛不起 謝容兒

311441 愛 說謊 劉冰 303771 愛不夠 馮德倫

317540 愛 燃燒 王錚亮 316374 愛不愛 林昕陽

289801 愛 頻率 安七炫 328524 愛不愛 藍又時

324530 愛 簡單 張進鵬 344313 愛不愛[HD] 王心凌

305758 愛 轉角 羅志祥 309011 愛不醒 周詩雅

274915 愛,走過 林沫辰 230384 愛不離 陳曉東

333822 愛...不是[HD] 孫耀威 293916 愛不離 零點樂隊

304772 愛...自由 輕鬆玩樂團 332617 愛不離[HD] 張志林

278375 愛.不愛 裘蒂 290890 愛中華{Live} 索朗旺姆

284637 愛…不是 孫耀威 304746 愛之玄 趙薇

275144 愛の花雨 鄭志偉 304773 愛之光 輕鬆玩樂團

233105 愛一句 黃國俊 311835 愛之眼{Live} 駱駝強子

282708 愛一場 王爍巽 282475 愛之舞 新七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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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92 愛之蓮 邵雨涵 271140 愛如電 譚晶

266293 愛之醉 段紅 326252 愛如櫻 黃雨勳

295127 愛之聲 張碧晨,余楓 310367 愛存在 張學斌

233127 愛勾我 黃大煒 311780 愛存在 蕭全

316175 愛太狂 吉娜 335569 愛存在[HD] 王詩安

263625 愛太空 王心凌 308960 愛成癮 兔兔

254610 愛太急 溫嵐 263523 愛自己 Up Girls

308288 愛太晚 田躍君 282772 愛自己 秦嵐

319734 愛太深 孫露 303098 愛自己 許飛

313480 愛太深 楊浩楠 334570 愛自己[HD] 羽泉

289037 愛太累 沙靖杰 300953 愛自己{Live} 李慧珍

305203 愛太累 曉月 336669 愛自由[HD] 李佳璐

317557 愛太累 顧峰 346077 愛你唷[HD] Ok繃

326250 愛太短 王小娟 338371 愛你啊[HD] 利菁

268222 愛太萌 傲藝 321879 愛你喲 金貴晟,葉巧琳

302270 愛太傷 翁虹 269882 愛別走 林沖

327688 愛太難 葛林 265612 愛別離 劉惜君

231299 愛太難{Live} 零點樂隊 323185 愛呀呀 楊娜

301993 愛引力 唐嫣 278367 愛忘記 朱天毅

304133 愛世界 群星 307994 愛我吧 毛妮卓瑪

284272 愛出發 Tf Boys 287226 愛我嗎 東野

312792 愛出發 易欣 296402 愛沉沒 樂團雙魚座

295296 愛匆匆 湯潮,岳思思 280847 愛沒走 吳建豪

345087 愛匆匆[HD] 沙靖杰 262900 愛沒錯 廖語晴

306725 愛失守 王琳玲 313888 愛沒錯 蘇晴

304244 愛永恆 群星 309189 愛走了 林埈永

265983 愛永遠 戴愛玲 318550 愛走了 張凡

331755 愛立刻[HD] 方大同 302796 愛走了 梁軒

341401 愛亦仇[HD] 陳雅森 317573 愛走了 莊妮

233626 愛光臨 黃雅莉 330752 愛走了[HD] 林埈永

318640 愛同行 鄭俊弘 266596 愛走秀 羅志祥

346567 愛回來[HD] 謝霆鋒 234308 愛走遠 龐龍

340619 愛回家[HD] 吳夢旖 263057 愛享瘦 羅志祥

254609 愛回溫 溫嵐 301421 愛來了{Live} 林頤

349354 愛在上[HD] 崔子格,盛一倫 230501 愛來時 陳淑樺

311168 愛地球 群星 304327 愛到老 葉璦菱

309515 愛多少 洪辰 323803 愛到底 高利虹

325804 愛如舟 余天助 254608 愛到底 溫嵐

317558 愛如沙 寒武紀 316376 愛到底 譚維維

282887 愛如初 衡越 306079 愛到瘋 歡子

310534 愛如花 許千千 308302 愛受傷 石磊

297625 愛如煙 小龍 309880 愛和酒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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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89 愛延蔓[HD] 湯薇恩 282159 愛情雨 劉子千

262380 愛承諾 戴夢夢 313652 愛情美 劉程伊

297407 愛的bubble R,B 256464 愛情美 蕭亞軒

308907 愛的人 沙寶亮 323196 愛情香 翁汕汕

333228 愛的傷[HD] 孟文豪 233039 愛情香 黃品源

310319 愛的傻 張雲瑞 287814 愛情島 王中平,林雨葶

252987 愛的路 張鳳萍 263612 愛情海 王堯

318525 愛的路 潘辰 310838 愛情荒 曾國琿

280407 愛知己 陳瑞 271911 愛情酒 高安

316176 愛長久 常石磊 338883 愛情啊{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291143 愛青春 華語群星 323192 愛情船 王建榮

335092 愛青春[HD] 群星 323193 愛情船 王建榮,吉林追夢

305352 愛信仰 龍梅子 233482 愛情鳥 黃維德

332492 愛很美[HD] 劉佳,Sara 280388 愛情鳥{Live} 妥雲福

300579 愛很難 佚名 344322 愛情鳥{Live}[HD] 王紫菲

321884 愛怎能{Live} 劉宸啟 302180 愛情湖 殷秀梅

346082 愛是你[HD] 馬旭勤,張儀嘉 305383 愛情湖 戴玉強

345098 愛是美[HD] 李曉舟 307805 愛情裝 刁寒

285917 愛為她 果子 312480 愛情歌 江南旭,龍梅子

287916 愛為她{Live} 王歡 333478 愛情歌[HD] 陳勢安

321892 愛為你 謝珊 310322 愛情緣 張傾城

345100 愛為愛[HD] IVI 312848 愛盛開 阿茹娜

327713 愛相同 郭蘅祈 290531 愛盛開 劉可

265976 愛相隨 愛相隨,胭脂雪飄飄 322507 愛善緣 朗嘎拉姆

322526 愛要逃{Live} 雲飛兒 264321 愛喔愛 廖語晴

233326 愛要說{Live} 黃格選 294544 愛就是 胡宇威

297655 愛降落 中國娃娃 301387 愛就愛 林景瀅

289064 愛音樂 莊心妍,蕭全 303231 愛就愛 陳好

233255 愛值得 黃征 330159 愛就愛[HD] 張靚穎

341227 愛哭鬼[HD] 江美琪 300734 愛復活{Live} 李小璐

309264 愛家鄉{Live} 金波 343815 愛復興[HD] 莊心妍

271285 愛旅行 邰正宵 333470 愛最大[HD](國) 謝霆鋒,歐豪

308849 愛草原 李曉東 310655 愛滋味 陳怡靜

265197 愛起飛 王旭 313172 愛無奈 張祥洪

300132 愛逃亡 佚名 233833 愛無奈 黎明

279179 愛逃亡 金霖 316534 愛無限 劉程伊

282691 愛陝北{Live} 王二妮 313648 愛無悔 劉愉愉

310527 愛國心 莫老 298150 愛無眠 王麗達

278018 愛夠了 Olivia Ong 326267 愛無情 航宇

332411 愛夠了[HD] Olivia Ong 339738 愛無赦[HD] 蔡依林

340002 愛情火[HD] 吳貴平 329378 愛無赦{Live} 蔡依林

234306 愛情果 龐龍 335100 愛無聲[HD] 茅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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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73 愛琳娜[HD] 動力火車 284223 愛誰誰 王麟

232738 愛琴海 鳳凰傳奇 319749 愛誰誰 何文銳

321264 愛發呆 王二妮 291308 愛誰誰 楊宇彤

264234 愛等候 趙子皓 347770 愛誰誰[HD] 六哲

306754 愛著你 Nora Says,吳海文 334657 愛誰誰[HD] 劉維

285032 愛著你 洪凱律 288454 愛輪回 張莫晗

316190 愛著你 陳宏斌 293741 愛燃燒 王錚亮

231153 愛著你 陸毅 324332 愛獨白 吳勇濱

279125 愛著你 華生 319419 愛醒了 敖偉

289060 愛著你 龔淑均 278811 愛錯了 黎冰冰

334667 愛著妳[HD] 吳俊宏,向蕙玲 289660 愛錯人 冷漠

335992 愛著誰{Live}[HD] 耿斯漢,中國好聲音 265403 愛錯人 趙小兵

309248 愛虛偽 邱永傳 335435 愛簡單[HD] 小喬,余雷

334241 愛趁現[HD] 周游格 283517 愛轉手 陳魁

339732 愛傷了[HD] 可嵐 280409 愛轉動 容一敏

340872 愛傷了{Live}[HD] 方瑄 285177 愛轉動{Live} 肖灑,唐一嘉

287712 愛愛愛 辦桌二人組 305696 愛轉移 顏楚杉

279631 愛愛愛 顏小健 294640 愛離別 門紅崗

301408 愛愛愛{Live} 林鋒 303419 愛離開 陶喆

349361 愛愛愛{Live}[HD] 方大同,徐暢,杜大發,周天,異口同聲 270748 愛難守 胡量

330170 愛愛愛{Live}[HD] 林峯 280410 愛難求 樓宏章

296399 愛會飛 劉志丹 312556 愛難留 吳俊熠

256860 愛極限 許慧欣 313727 愛難留 曉依

292667 愛過了 林沛涌 345092 愛寶貝[HD] 劉沁

323822 愛過你 長宇 310468 愛戀你 龍梅子

325362 愛慢慢 江映蓉 314895 感牲靈 郭瓦·加毛吉

321890 愛榮枯 簡弘亦 267253 感恩茶 馬智宇,蘇丹

323817 愛瘋了 吳芊興 314526 感恩茶{Live} 馬智宇,蘇丹

293448 愛瘋了 吳梓涵 338383 感恩詞[HD] 蔣姍倍,蘇一

281421 愛瘋了 莫熙兒 293008 感恩節 賈立怡

335964 愛瘋了{Live}[HD] 梁棟江,中國好聲音 339742 感恩節[HD] 范瑋琪

334073 愛瘋舞[HD] 崔子格 290244 感恩頌 賈璨璨

287565 愛瘋癡 蒙面哥 315588 感恩歌 周亮

310559 愛綻放 許慧欣 297245 感情線 183Club

329386 愛與恨 劉愷威,楊蓉 230877 感情線 陳耀川

298847 愛與酒 佚名 230440 感情課 陳柏宇

345107 愛與愁{Live}[HD] A-Lin,金曲撈 289994 感情戲 林董

337458 愛與愁{Live}[HD] 黃渤,中國好聲音 265864 感激你 張妍

332572 愛與罪[HD] 黃綺珊 312394 感謝你 王鶴錚

308435 愛與夢 江堰,義仁德 306941 感謝你 侍宣如

309418 愛與夢 咼媛婧,義仁德 267161 感謝你 陳笑瑋

344700 愛蓮說[HD] 胡婷婷 283717 感謝你 劉思峰

Page 227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46573 感謝你[HD] 周巍 268672 敬酒歌 哈仡羅多

340011 感謝你[HD] 楊楊 304969 敬酒歌 德乾旺姆

321275 感謝你{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01568 敬酒歌{Live} 阿魯阿卓

331564 感覺犯[HD] Mp魔幻力量 345160 敬酒歌{Live}[HD] 李西子,歌聲的翅膀

300239 慈母心 佚名 305553 新天地 謝雨欣

304718 搏浪鼓 趙薇 309047 新月臺 孟文豪

311021 搖一搖 黑龍 257049 新世界 許茹芸

332497 搖一搖[HD] 司文 332333 新世紀{Live}[HD] 林文靜

299214 搖呀搖 佚名 335838 新包容[HD] 馬健濤

300156 搖啊搖 佚名 327787 新四季 翟家瑤

266851 搖船曲{Live} 謝雷,楊燕 336718 新地球[HD] 林俊傑

328626 搖搖愛 張龍珍 295075 新年好 巧千金

300458 搖搖搖 佚名 300343 新年好 佚名

345639 搖滾區[HD] 信 322591 新年好 東方依依

293831 搖頭玩 許嵩 313256 新年好 淡淡梅香

293546 搖擺Style 莊心妍 347362 新年好[HD] 東方依依,王愛奉

323252 搖擺狗 賴慧如 304534 新年好{Live} 臧天朔,燕雙雙

332190 搖擺哥[HD] 王繹龍 349860 新年到[HD] 王二妮

341984 搖擺頭[HD] 張韶涵 297995 新年頌 王雪晶,莊群施

303762 搖藍曲{Live} 順子 307140 新年頌{Live} 戴玉強,譚晶

298152 搖籃曲 王寶珍 334221 新自己[HD] 劉心

278186 搖籃曲 回音哥 255301 新房客 王菲

300205 搖籃曲 佚名 271113 新朋友 譚詠鳴

278398 搖籃曲 李暉 303583 新的家 曾軼可

301955 搖籃曲 香香 310262 新風格 張祥洪,蔣力宇

302175 搖籃曲 殷秀梅 347363 新時代[HD] 華語群星

313408 搖籃曲 紫蘅 286594 新酒令 老五

290804 搖籃曲 夢之旅 302910 新貨郎 莊學忠

295483 搖籃曲 鄧超 302726 新感覺 張學友

331022 搖籃曲[蒙語][HD] 額爾古納樂隊 264080 新搖擺 張冬玲

231911 搖籃曲{Live} 順子 270693 新新疆 胡斌

316434 搞破壞 馬天佑 319346 新遊春 夏嘉偉

303902 搞砸了 黃鴻升 311595 新對花 歐陽青

306759 搭把手{Live} 孫楠 335191 新鮮魚[HD] 青衣

317650 搶紅包 馮雪剛 297705 新疆好 巴哈爾古麗

317034 搶紅包 蒙克,秦天慧 321357 新疆好 胡斌

296573 敬女人 徐若琔 301780 新疆美 胡東清

338046 敬女人[HD] 徐若瑄 336454 暖手心[HD] 郭采潔

325831 敬兄弟 徐彪 327252 暖情歌 王新

315591 敬男人 侯磊 310589 暖暖手{Live} 郭書瑤,井柏然

301057 敬酒歌 肖燕 316873 暖暖的 趙采兒

271603 敬酒歌 阿果 266583 暗號llv 羅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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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595 暗戀你 謝麗金 338730 煙草香[HD] 林宗興

297657 暗戀我 中國娃娃 341787 煦氰說[HD] 萬圓圓

230847 會不會 陳綺貞 337749 照個相[HD] 左小祖咒

313473 會不會 楊坤 304589 照鏡子(吉特巴) 舞曲

327826 會孤單 張杰 303587 獅子座 曾軼可

327254 會玩兒 李雪萊 333132 獅子座[HD] 陶辰宇

299685 椰林灣 佚名 303579 獅子座{Live} 曾軼可

281137 楊梅紅 李明明 340417 當下即未來[HD] 郭昭建

278456 楓葉情 查艷焰 313505 當年情 瑞雪

232814 楓葉情 鳳飛飛 334547 當年情(Love From Once Upon A Time)[HD] 王若琳

307982 楓葉情{Live} 方伊琪 335794 當年情[HD] 王若琳

336749 楓橋渡{Live}[HD] 王瑤 340419 當我知道你們相愛{Live}[HD] 李克勤,我是歌手

320574 楚情歌 馬珂 340093 當我們[HD] 王錚亮,潘辰

345664 楚喬傳[HD] 賴鴻根 310585 當美女 郭美美

309017 楚漢魂 周毅,劉庚 340418 當愛靠近[HD] 林峯

327841 極無雙 朴翔 279027 當當當 高瑜

282670 極樂吟 湘佛蓮 303126 碎玻璃 許雅涵

317741 榆林美 王二妮 318356 碎碎念 李祥祥

321401 歇一歇{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25067 碎碎戀 陳學冬

290470 殿前歡 Assen捷 344774 碰碰碰[HD] 章小軍

342452 源動力[HD] Snh48 300750 節日好 李玉和

349036 溫柔刀[HD] 趙鑫 262959 節日好 李昱和

338728 溫柔鄉[HD] 陳雅森 340432 節拍器[HD] 蔡依林

289245 溯世書 音頻怪物 323376 節節高 韓春雨

327883 滇藏路 曲爾甲 294358 粵遊記 李佑晨

316412 煎餅俠 二手玫瑰 392613 罪惡感[HD] A-Lin

317813 煎餅俠 大鵬 258070 罪與罰 鄭秀文,吳建豪

316315 煎餅俠 胡彥斌 338798 罪與罰{Live}[HD] 劉銘

316874 煎餅俠 趙英俊 339093 群之歌[HD] 馬健南

317035 煎餅俠 譚維維 289891 群租房 曉君,彭博

299229 煙水寒 佚名 341055 義勇頌[HD] 侯旭

343936 煙火戀[HD] 海濤 343988 義無反顧[HD] 任賢齊

349931 煙如畫{Live}[HD] 王予曈 338493 聖蓮花[HD] 蔣姍倍,蘇一

320642 煙灰缸{Live} 嚴爵 312453 聖誕夜 安又琪

292950 煙花弄 蔣寅 336399 聖誕夜[HD] 張遠喆

262288 煙花雨 陳文清 301077 聖誕雪 邢美美

314537 煙花雨{Live} 陳文清 343329 聖誕結[HD] 陳奕迅

300471 煙花翠 佚名 345316 聖誕結{Live}[HD] 蔡宜達,跨界歌王

299850 煙花燙 佚名 336823 腦內飛[HD] 謊言留聲機

328754 煙雨閣 李阿峰 293506 腫麼了 宇桐非

268752 煙雨閣{Live} 姜孝萌 310111 腫麼辦 張小薇

230722 煙雨樓 陳瑞 328030 萬人迷 王曼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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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25 萬人迷 保劍鋒 289425 解散愛 蔡依林

301952 萬人迷 香香 311797 話不多{Live} 蕭敬騰

330514 萬人迷[HD] 保劍鋒 330967 該忘了[HD] 郭采潔

304665 萬年紅 趙莉 303641 誅仙劍 痞克四

286850 萬年紅 鐘盛忠,鍾曉玉 340129 跟你住[HD] 孫盛希

279700 萬劫穀 張霖 271959 跟你走 魏松

287659 萬物HIGH{Live} 薩頂頂,常石磊 270347 跟你走{Live} 王喆

312547 萬物生{Live} 吳介賢 262987 跟屁蟲 林俊傑

287064 萬物生{Live} 薩頂頂 327263 跟我走 劉小雅

296995 萬物樣 雨禾 263589 跟我來 王俊傑

230191 萬花筒 陳明 335609 跟我玩[HD] 蕭敬騰

335111 萬花瞳[HD] 蔡依林 310176 跟著我{Live} 張雨生

324517 萬家福 張藝 323453 跟著愛 丁丁

344496 萬神紀[HD] 白止 330091 跨時代{Live}[HD] 周杰倫

344497 萬神紀[HD] 肥皂菌,瑉瑉的貓咪 345750 路人甲[HD] 呂薔amuyi

283854 萬靈藥 劉思涵 265929 路太遠 張鎬哲

324479 落日謠 張一山,張承,葛靜 297069 路太難 鄧海

317059 落花雨 蔣蔣 332081 路太彎[HD] 潘瑋柏

271733 落花飛 陳瑞 342508 路怒症[HD] 洛天依,樂正綾

232825 落花情 鳳飛飛 332665 跳皮筋[HD] 孫佳梵

234156 落花淚 龍千玉,蔡小虎 337616 跳春光[HD] 鄧超予

292725 落花碎 靈魂心聲 286029 跳春光{Live} 徐晶晶

295036 落雨花 孔雀哥哥 335167 跳格子[HD] 陳以岫

302768 落單 續{Live} 曹方 286626 跳起來 李波兒

285356 落幕後 鄭志立 335463 跳進來[HD] 張惠妹

340733 葉子飛[HD] 侯玉斌 297071 跳跳跳 李琦

309560 葉之戀 胡杰夕 336226 跳跳跳[HD] SKG女團

310950 葉之戀 馮瑞萍 284149 跳跳糖 丁丁

231098 葉枯過 陶晶瑩 299564 跳舞歌 佚名

285064 董小姐 王俊凱,王源 298972 跳繩歌 佚名

334254 董小姐[HD] 宋冬野 322039 躲不開 魏語諾

342043 董卓瑤{Live}[HD] 李志 327264 躲老師 格子兮

346293 葫蘆娃{Live}[HD] 陳義夫,明日之子 262394 躲貓貓 東于哲

282675 葬花吟 湘齊萌 325589 農民工 十三狼

322190 葬花吟{Live} 田維英 325092 農哥妹 于全莉,韓曉輝

313610 虞美人 劉子菲 298679 農家好 佚名

305117 虞美人(幾多愁) 鄧麗君 234189 農家樂 龍玉英

329681 虞美人{Live} 蘇醒,詩歌之王 253836 遇上愛 楊丞琳

305153 補習街 鄭智化 330964 遇不見[HD] 郭燕

284408 裝英雄 亦勛,鐘春妍 287911 遇見.愛 王中平,林雨葶

331915 裝糊塗[HD] 許嵩 306783 遇見你 阿佳組合

297026 解脫了 白鶴 313617 遇見你 劉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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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05 遇見你 鄭菲 294936 過年了{Live} 十三狼

287706 遇見你 穎寶兒,宋馬超 307952 過年好 天孿兄弟

234338 遇見你 龐龍 329724 過年好 阿文

347969 遇見你[HD] 阿喜,林育品 349154 過年好[HD] 環宇組合

335139 遇見你[HD] 譚贇 329723 過年啦 賀東

289465 遇見愛 金子晴 312176 過年累 蘇富權

346759 遇見愛[HD] 陶鈺玉 345757 過把癮{Live}[HD] 劉歡,那英,中國新歌聲

330956 遇到愛[HD] 鄔禎琳 306785 過來人 趙小兵

345755 遇到愛[HD] 劉濤 311968 過美美 韓博

345373 遇到愛{Live}[HD] 劉濤 305176 過馬路 鄭融

298112 遇皇后 王樹芳 331881 過得去[HD] 蘇盈之

300113 遊子吟 佚名 331716 過渡期[HD] 小宇

278443 遊子吟 林俊逸 311174 過新年 群星

301661 遊子吟 姚乙 329727 過路人 周賓賓

278927 遊子吟 陳建 289642 過路人 俞靜

306784 遊子吟 韓磊 290056 過路人 溫嵐

266870 遊子吟 譚晶 300483 達古拉 佚名

297095 遊子吟{Live} 游子組合 290563 隔三秋 單色凌

322863 遊子情 許文科 316747 隔牆花{Live} 周筆暢

341830 遊子歸[HD] 邢天溯 346357 零界點[HD] 鹿晗

297097 遊子歸{Live} 邢天溯 349549 零缺點[HD] 孫燕姿

319322 遊俠兒 小虎隊 230115 零距離 陳慧琳

338449 遊恩傑[HD] Mr.Ej 266284 零極限 機動現場

345756 遊夢記[HD] 朱莉葉 328101 零懷疑 東于哲

232058 遊樂園 馬保羅 271107 雷州情 謝知言

340994 運河畔[HD] 王玉璽 232897 電動王 麻吉弟弟

293179 運動歌 陳軒毅 253869 電視機 楊乃文

303963 過大山 愛樂團 269066 電話控 張倫碩

301630 過大年 俞靜,廖忠 346362 頌青春[HD] 許文迪

346760 過大年[HD] 石洋 343595 預言家[HD] 冪雅

342214 過山車[HD] 崔子格 322915 預備愛{Live} 丁爽,中國好歌曲

282281 過不去 夏天alex 304196 鼠來寶 群星

335975 過不去{Live}[HD] 王凱琪,中國好聲音 317231 像太陽 一諾千金

341832 過不去{Live}[HD] 王闖,中國新歌聲 289678 僥倖者 劉思涵

316024 過日子 歐得洋 331601 嘉年華[HD] 喬毓明

340459 過火{Live}[HD] 張信哲,隱藏的歌手 340298 嘉絨墨爾多[HD] 才娜旺姆

336850 過去了[HD] 江美琪 298349 嘎日瑪 宇海文

343574 過去了[HD] 黃渤 343719 嘎揪嘎[HD] Tboys

285089 過去式 王爵 300792 嘟咪呀 李佳

290747 過去式 李亮超 305031 嘣嘣跳 潘曉峰

322864 過去的 馮家妹 319613 圖林酒 于洋

307756 過年了 十三狼 305683 圖蘭多{Live} 雙hic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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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28 圖蘭朵 A+ 樂團 282522 夢如煙 李佳穎

298148 團圓酒 王麗達 349713 夢次元[HD] 李漫荻

344219 團圓飯[HD] 英皇群星 300497 夢江南 佚名

343468 團圓飯[HD] 群星 286500 夢江南 東方紅艷

323678 塵沙念 錢萬千,王瑩 288850 夢江南 童麗,王浩(Mic男團)

269479 塵緣夢 曉月 336416 夢江南[HD] 李研心

347262 夢 計畫[HD] 牛欣欣 298437 夢江南{Live} 朱曉琳

233174 夢、紅樓 黃家強 349716 夢西湖{Live}[HD] 盛一倫,經典咏流傳

335292 夢·信仰[HD] 群星 230169 夢壯鄉{Live} 陳明

319626 夢一場 孫露 232258 夢姑娘 騰格爾

282858 夢一場 蕭敬騰 288416 夢的夜 孫英男

320274 夢一場{Live} 白澍 288852 夢的家 烏蘭托婭

337528 夢一場{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278258 夢知道 莊偉斌

342217 夢一場{Live}[HD] 塔斯肯,蒙面唱將 322396 夢雨石[Live} 天星董陽,格桑英妮

336597 夢工廠[HD] 張智成 268617 夢很近 吳鑫桐

334871 夢不死[HD] 鄧超,劉亦菲,鄒兆龍,鄭中基 295376 夢思親 羅邏聖

343119 夢不遠[HD] 梁山山 317357 夢思親{Live} 羅邏聖

290022 夢中人 湯唯 315538 夢相思 師紅飛

315534 夢中人 廖昌永 291564 夢相思 鴻飛

312590 夢中人{Live} 呂珊 295516 夢秋竹 錢萬千

279489 夢中月 田維英 262971 夢紅樓 李翊君

254255 夢中花 楊鈺瑩 317361 夢紅樓 夢的羽裳

317351 夢中蝶 岳浩 294124 夢紅顏 劉鑫雨

326100 夢中蝶{Live} 岳浩 285673 夢茉莉{Live} 王喆

314554 夢之河{Live} Snh48 329230 夢飛天 趙一頤

295137 夢之湖 張鶴 311694 夢飛行 鄭欣宜

316239 夢之歌 謝愛萍 327272 夢飛揚 孫曉磊

322391 夢之駿 牧斯 308756 夢飛翔 李雨兒

313566 夢天堂 誓言 310206 夢飛翔 張真菲

348231 夢天涯[HD] 戴荃 309930 夢航行 翁航融

343471 夢太晚[HD] 董貞 307265 夢草原 烏蘭圖雅

293349 夢幻花 Lyra 313108 夢草原 張凡

316240 夢幻島 段博文,蘇妙玲,左立,虎虎 304659 夢草原 趙娜

280307 夢月圓 謝宜君 332258 夢高原[HD] 烏蘭托婭

319287 夢仙遊 徐恩乾 348232 夢悠悠[HD] 王岩彬

344989 夢出發[HD] 歐宇軒 309417 夢情人 咪依魯江

344990 夢北京{Live}[HD] 王泓翔,歌聲的翅膀 314555 夢情郎 范三妹

283111 夢未央 陳瑞 280309 夢淮陽 王勇

288851 夢甘南 朱美璇 233818 夢無盡 黎明

262355 夢交響 丁噹 286110 夢想 家 黃凱

311408 夢再來 遠方 268372 夢想+ 劉心

284537 夢回秦 反串秋葉子 313049 夢想家 翁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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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45 夢想家 張曼莉 331661 對不起[HD] 周杰倫

328382 夢想家 鄭國鋒 338656 對不起[HD] 袁野

343122 夢想家[HD] 田亞霍 344276 對不起[HD] 龔玥

345985 夢想家[HD] 陳正國 297821 對你說 王子鳴

343121 夢想家[HD] 彭博 298069 對你說 王箏

333458 夢想家[HD] 蔣雪兒 341706 對的人[HD] 那英

320278 夢想家{Live} 金志文 347732 對的人[HD] 童可可

341032 夢想島[HD] SNH48 341707 對的心[HD] 安又琪

342340 夢想島[HD] Snh48 293869 對的事 郭美美

329229 夢裡人 陳詠,陳嬌 322438 對的錯 陳冰

313440 夢裡花 黃星羱 231728 對對飛 韓磊

341918 夢裡花[HD] 張韶涵 309539 對對對 紅月

343736 夢裡醉[HD] Von Lee 292830 對與錯 白安

300549 夢遊記 佚名 279065 對與錯 郭斯炫

316514 夢蝶吟 喬冬宇 298790 對鮮花 佚名

324229 夢蝶吟 喬冬宇,孟剛 309188 慢一點{Live} 林宥嘉

301147 夢駝鈴 卓依婷 255971 慢火車 萬芳

265580 夢燃燒 劉嘉亮 303882 慢半拍 黃靖倫

342652 夢醒了[HD] 肖雪 332420 慢性病[HD] 伊雪

255246 夢醒了{Live} 王菲 328557 慢陀螺 安心亞

303735 夢襄陽 隆熙俊 265369 慢動作 周逸涵

230278 夢歸家 陳星 335689 慢跑鞋[HD] The Dears

322395 夢離別 賈富營 275084 慢慢走 蕭煌奇

325601 夢離殤 姚甦 349370 慢慢來[HD] 孫燕姿

301663 夢難忘 姚乙 307763 慢慢飛 付曼

302969 夢難忘 莊學忠 231536 慢慢等 韋禮安

232775 夢難留 鳳飛飛 319753 慢慢愛 冷漠

231590 夢難留 韓寶儀 325103 慢慢遊 馮曼枝

282136 夢纏綿 冷漠,莊心妍 298155 慢慢慢 王瀾霏

338076 夢籬笆[HD] 蘇瑋 293665 慢慢說 李沛瑋

293087 夥伴歌 金南玲,吉吉 301012 慢慢懂 汪蘇瀧

297785 奪標2000{Live} 火風 230843 慢歌3 陳綺貞

349750 實境秀[HD] 嘴哥樂團 328556 慢鏡頭 黃孝恩

310957 實驗品 馮德倫 262140 慢靈魂 盧廣仲

266788 寧夏川{Live} 蘇陽 338685 慣性戀[HD] 賴偉鋒

345029 寧靜海[HD] 蘇佩卿,光良,吳青峰 290534 摔跤手 劉子漫

317443 對不起 小柯 302515 摘石榴 張也,劉斌

298559 對不起 羽泉 343225 摘星記[HD] 金潤吉

328458 對不起 易文琪 232781 敲敲門 鳳飛飛

301294 對不起 林子曦 305506 敲敲門 謝采妘

307256 對不起 清清兒 343866 旗袍的誘惑{Live}[HD] 劉蕊綺

316919 對不起 賈乃亮 343229 旗袍繡{Live}[HD] 鍾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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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980 榕樹下 莊學忠 309050 漢字賦 孟勇

303285 榕樹下 陳思安 329548 漫動作 潘瑋柏,關曉彤

336259 榕樹花[HD] 川子,姜牧言 296738 漫情歌 梁文音

301696 歌 說 活 姜育恆 334174 漫漫情[HD] 陳興瑜

297314 歌未央 Echo樂團 296778 熊麻吉 八三夭

334288 歌未央[HD] 楊宗緯 304400 熊貓人 詹宇豪,宋健彰

328696 歌在飛 胡斌 309916 熏衣草 索妮婭 崇

327846 歌在飛 蘇勒亞其其格 327284 瑤山青{Live} 馮霞

327279 歌詞本 李雪萊 298220 瑪尼石 尼瑪次仁

340394 歌路[HD] 劉瑞琦 298431 瑪依拉 朱逢博

331905 滯留症[HD] 蔡孟臻 302174 瑪依拉 殷秀梅

346194 滴答滴[HD] 錢玖洲 304359 瑪依拉 董文華

341189 滴答滴{LIVE}[HD] 李玟,我想和你唱 312395 瑪麗亞 王鶴錚

339295 滾蛋歌[HD] 張翰 289884 瑪麗亞 慕容曉曉

298482 滿天星 百合二重唱 274627 疑心病 任然

342004 滿天星[HD] 李玉璽 313385 疑心病 曾昱嘉

335626 滿天星[HD] 鄧養天 329595 瘋一次 劉明輝

297888 滿天星{Live] 王紅濤 232687 瘋人願{Live} 魏晨

323955 滿天星{Live} 李建科 284394 瘋狂愛 喬任梁

307230 滿天紅 正歌 324002 瘋狂愛 劉端端

298664 滿江中 佚名 317844 瘋狂愛 蘇小花

271611 滿江紅 阿清 311042 瘋的沙 愛戴

313616 滿江紅 劉可 335421 瘋起來[HD] 孫盛希,葛仲珊

280355 滿江紅 鮑國 347891 瘋語言[HD] 溫奕心

333430 滿星疊[HD] 汪定中 333143 盡情愛[HD] 黑龍,李芳蕾

286201 滿滿愛 龐龍,遲雲 303813 睡了沒 黃品源

331911 漁光曲[HD] 袁婭維,李行亮 308132 睡不好 王電

316248 漁光曲{Live} 韓磊,程晨 337858 睡不著[HD] 張咪

311241 漁家樂 雷敏,劉剛 287849 睡美人{Live} Snh48

331924 漂流木[HD] 謝沛恩 311975 福到了 韓琳

290549 漂流木{Live} 劉牧 349073 福娃到[HD] 龍鳳傳奇組合

271919 漂流者 高月佳 307131 福氣歌 徐新軍,安曉明

336326 漂流哥[HD] 陳宏慶 322749 福運來 原子霏

268094 漂流瓶 任和 305903 福臨門 鐘心

312516 漂流瓶 西單女孩 299411 種樹歌 佚名

300319 漂流瓶 佚名 281589 端午節 馬麗

312895 漂流瓶 柯震東,陳妍希 347905 箐樓詠[HD] 陳詠

262823 漂流瓶 柯震東,陳希妍 297304 算了吧 China Power

289855 漂流瓶 張瑞 315614 算了吧 台灣爽樂團

306803 漂流瓶 劉炫頡 301143 算了吧 卓依婷

286213 演技派{Live} 張杰 271295 算了吧 邵大倫

317789 漢中魂 邁克鴻飛 284239 算了吧 張子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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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15 算了吧 謝有才 306021 蒙古人 騰格爾

330405 算了吧[HD] A-Lin 336831 蒙古人{Live}[HD] 孟根花

334663 算了吧[HD] 台灣爽樂團 336832 蒙古包[HD] 烏蘭托婭

346261 算了吧[HD] 戰月源 289766 蒙古香 天亮

297652 算了吧{Live} 中國力量 311352 蒙古狼 趙仔龍

305608 算了吧{Live} 韓紅 285865 蒙古馬 李讓

316325 算什麼 門麗 270362 蒙古情 王子霆

323374 算你狠 段欣芮 292188 蒙古漢 呼斯楞

323375 算個啥 晨曦 312599 蒲公英 宋熙銘

294481 精舞門 王暢唱 312640 蒲公英 李恭

293735 精舞門{Live} 王暢唱 312738 蒲公英 周信

329634 精舞門{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79181 蒲公英 金霖

343980 綠色的歌{Live}[HD] 盛希 252977 蒲公英 張韶涵

336059 綠度母[HD] 吳尚哲 295283 蒲公英 梅林組合

288186 綠島美 金山 348583 蒲公英[HD] 張思遠,張詩晉

311416 綠旋風{Live} 鳳凰傳奇 342224 蒲公英{Live}[HD] 王心玥

310145 綠燈行 張地 283470 蒲菊雨 林靖雨

318154 綠羅裙 楊穎 342044 蒼井空{Live}[HD] 李志

285094 綰青絲 王爵 320762 蒼穹變 董貞

312013 網情水 藍星 340449 蒼狼大地{Live}[HD] Haya樂團,我是歌手

305008 綻放愛 潘辰 298959 蓋房子 佚名

339552 緊依偎[HD] 雪域格桑 262838 誘惑party 六哲

342905 緊箍咒[HD] 陸海濤 255367 誘惑我{Live} 王菲

291225 緊緊愛 張媛媛 320783 語花蝶 安東陽,樊桐舟

346273 翠湖畔[HD] 紅袖標樂隊 263211 說不哭 潘嘉麗

255351 翠湖寒 王菲 297473 說再見 丁小芹

315615 翡翠島 劉小琢 325025 說再見 穎寶兒

304832 翡翠情 劉冬寒 331904 說到愛[HD] 蔡健雅

304486 翡翠穀 甄秀珍 318799 說哈囉 佚名

301009 翡翠緣 汪惠娟 258343 說清楚 鄭秀文

300902 翡翠灣 李逸 269216 說愛了 張起政

344002 與你同在[HD] 華語群星 294431 說愛你 畢夏

341358 與君好{LIVE}[HD] 趙羽 232969 說愛你 黃勇

297431 舞功夫 Saya 348600 說愛你[HD] 熊梓淇

316327 舞底線 吳莫愁 334846 說愛你[HD] 蔡依林

328020 舞起來 崔來賓 281357 說愛我 羅熙傑

310760 舞動愛 陳興瑜 283920 說慈禧 高楓

319364 舞媚娘 舞真 340981 說實話[HD] 李千娜

330840 舞極限[HD] 羅志祥 320785 說說說 小龍女

310508 舞影角 章小軍 284566 豪情淚 員偉明

337628 舞噠噠[HD] 劉飛飛 316696 趕大車 李政飛,李雪梅

313606 蒙古人 鳳凰傳奇 267220 趕月亮 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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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805 趕牲靈 王二妮 340299 嘮嗑歌[HD] 李谷一,彭宇,馬可

284623 趕牲靈 孫剛 303678 嘻唰唰 童星

232166 趕牲靈 馮健雪 325082 嘻唰唰{LIVE} VIXX,蓋世英雄

266221 趙子龍 林泰燊 301639 嘻遊記 南拳媽媽

289448 趙飛燕{Live} 許雲上 307767 嘿 兄弟 焦洋

332602 輕輕的[HD] 畢書盡 299697 嘿 朋友 佚名

330955 輕輕親[HD] 鄔禎琳 349694 嘿 朋友[HD] 安琥

349140 辣台妹[HD] 頑童mj116 292033 嘿 哥們 何流

281324 辣妹子 玖月奇跡 326083 嘿,兄弟 曾春年,帥霖

279340 辣妹子 苗苗 254253 嘿,寶貝 楊鈺瑩

292238 辣妹子{Live} 太陽部落 327558 嘿老爸 王文昱,王巧

329711 辣妹子{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254254 嘿這家 楊鈺瑩

287851 遙控器{Live} Snh48 343106 嘿嘿嘿[HD] 費玉清

335534 遠遠愛[HD] 林昕陽 345960 嘿嘿嘿[HD] 劉嘉亮

282207 銅雀台 衛飛鴻 344968 嘿寶貝[HD] 秀才

341553 閣之布[HD] 熊照華 305689 嘿囉囉 雙子演唱組

344056 閨蜜美美噠[HD] Freak Sam 326159 寬心謠 劉玉東

337992 閨蜜蜜[HD] 阿雅,謝娜 317479 廣州仔{Live} 東山少爺,鄭建鵬

295454 需要你 語錄 317480 廣州隊{Live} 東山少爺

318755 鳳尾草 佚名 311916 廣西美 謝有才

265234 鳳求凰 X-Queen凰后 306811 廣場舞 曉楓

322931 鳳求凰 馮曉泉,曾格格 328489 彈指間 鄭銘辰

343411 鳳求凰[HD] 師樂 331419 彈起來[HD] 范瑋琪

290590 鳳非離 嗷嗚 299183 彈鋼琴 佚名

301431 鳳凰劫 河圖 343783 影形人[HD] 黃宥傑

279486 鳳凰花 田維英 271583 徵婚歌 阿利

334383 鳳凰飛[HD] 烏蘭圖雅 302381 德格頌 馬薇,劉党慶

334120 鳳凰緣[HD] 沈凌雲 232150 德格頌 馬薇,劉黨慶

333855 鳳凰緣[HD] 凌雲 299310 慶功酒 佚名

230650 鳳還巢（日前領了嚴親令） 陳琪 303486 慶功酒 雪村

289535 麼麼噠 王麟 320440 憂心曲 木子爍

295259 麼麼噠 林鎂希,夏玟希 285923 憐花吟 武張春媛

321707 麼麼噠 陳詠,陳嬌 282903 憐相曲 西子

306810 麼麼噠 華語群星 304033 憐香伴 楊淑蕊

345423 麼麼噠[HD] 尹冰 345640 摩托車[HD] 兄弟本色

289992 劊子手 林董 306817 摯情吟 關承斌

270900 劍如虹 董貞 294940 撒嬌歌 華語群星

317277 劍俠魂 陸昱霖 302656 撞南牆 張寒

265754 劍風涼 姜玉陽 310272 撞南牆{Live} 張寒

322329 劍逍遙 覃沐曦 333922 撫仙湖{Live}[HD] 李健

279984 厲害了 何晟銘 328634 數人玩{Live} 張玫,天籟之戰

314582 嘩啦啦 陳妍希 314587 數星星 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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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999 數紅包 王雪晶,莊群施 315340 潑茶香 劉珂矣

299123 數蛤蟆 佚名 305540 潘朵拉 謝金燕

308977 數數歌 卷毛兜兜 342005 潘朵拉[HD] 張韶涵

298783 數鴨子 佚名 303471 潘金蓮 雪村

349412 數鴨子[HD] 兒童歌曲 311782 潛力股 蕭全

348414 暴雨天[HD] 楊棟樑 288555 潛水鐘 陳翔

285533 暴風雨 高琳 334347 潛水鐘[HD] 陳翔

307483 暴風雨 陳奕迅 267011 潛規則 酒吧傷心人

325307 暴風雪 李佳薇 264125 潛規則 張惠妹

341182 暴風雪[HD] 李佳薇 335479 潛規則[HD] 徐佳瑩

231328 樂山寨 雷佳 338451 潛規則{Live}[HD] 孫浩雨

325328 樂天派 李青璐 340071 潛藍色[HD] 袁婭維

304012 樂天派 楊青倩 271706 潮女記 陳柔希

232694 樂天派 魏晨 278481 潮水情 湯媛媛

347843 樂生活[HD] 趙濤 339098 潮汕人[HD] 袁東方

314588 樂逍遙 西域胡楊 320612 澆樹歌 溫馨天使

309013 樂逍遙 周詩雅 299905 熱血頌 佚名

335827 樂襄陽[HD] 阿樂,楊雄偉 324387 熱血燃 大張偉

297550 樓中夜 于瑛楠 233360 熱氣球 黃淑惠

303001 樓臺會 莊學忠 337455 熱帶魚[HD] 鄭勁松

268868 樟樹下 宋熙銘 309529 熱淚頌 珊瑚

339284 模糊了[HD] 李鑫 331724 熱辣辣[HD] 龐龍,遲雲

233162 樣樣紅 黃安 292214 熱熱熱 大慶小芳

305532 歎十聲 謝采妘 317814 熱諷刺{Live} 周宣

231601 歎十聲 韓寶儀 294021 熱戀期 吳思賢

311557 歎十聲{Live} 劉韻 315625 瘦楊柳 安葉

295528 歎紅塵 阿文 320676 瘦瘦的 梁靜茹

315117 歎息書 張信哲 342226 瞎攪和[HD] 羅志祥

285464 歎奢香 陳辰 329623 稻草人 黑龍

287960 歎情歌 司徒蘭芳,高安 345708 窮開心{Live}[HD] 次仁拉吉,中國新歌聲

309237 歎情緣 祁隆 311993 箱形魚 簡迷离

286262 歎情緣 楓舞,依依 348551 線上聊[HD] 阿沁

296088 歎繁華 李人杰 340962 緣和愛[HD] 趙雅萱

341996 歐若拉[HD] 張韶涵 345305 編花籃{Live}[HD] 侯欣然,侯欣悅,歌聲的翅膀

325259 歐若拉{Live} 張韶涵,雨馨,雨薇,楊肸子,孔爽,我想和你唱 286046 練武功 蘇仨

321402 歐若拉{Live} 張韶涵,隱藏歌手 311798 練習曲{Live} 蕭敬騰

233298 歐兜水 黃文星 339824 練習說[HD] 邰正宵

253241 歐兜邁 徐若瑄 312884 練習題 姜允浩

280315 殤紅妝 于全莉 301165 罵醒我{Live} 周湯豪

232757 潑水節 鳳凰傳奇 314599 蓮花開 馬智宇

299920 潑水歌 佚名 324087 蓮花開 楊孟茜

300708 潑水歌 夾子樂團 280525 蓮花開{Live} 央吉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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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96 蓮花頌 許椿苗 322033 誰最美 抱抱

322022 蓮與廉 金姍姍 275132 誰愛我 路童

287362 蔚藍天 羅子淇 328889 誰愛誰 E-SO,蔡詩芸

301694 蝴蝶吻 姜孝萌 268618 誰愛誰 吳鑫桐

269987 蝴蝶吻 梁詠琪 303772 誰愛誰 馮德倫

303754 蝴蝶吻 雲菲菲 329701 誰愛誰 蔡詩芸,頑童mj116

305240 蝴蝶花 盧庚戌 297043 誰願意 十永

231376 蝴蝶飛 雷龍 333327 誰贏了[HD] 顧芮甯,鄧建明

231109 蝴蝶姬 陶晶瑩,周杰倫 334016 誰贏了[HD] 顧芮寧,鄧建明

233425 蝴蝶結 黃磊 330682 調色盤[HD] 徐佳瑩

298848 蝴蝶穀 佚名 265573 談感情 劉力揚

284825 蝴蝶穀 斯婷 302866 談戀愛 脫拉庫

344502 蝴蝶蘭[HD] 晏敏敏 233571 談戀愛 黃舒駿

287863 蝴蝶戀 七朵組合 304837 談戀愛 劉仲儀,青年劫

327298 蝶上弦 伊然 321601 請客來 春燕子

340977 蝶中蝶{Live}[HD] 王鳴飛 330440 請相信[HD] Nova,伯爵

316335 蝶之戀 王月華 301716 請原諒 彥霖

271640 蝶兒飛 陳俊華 336235 請原諒...[HD] 于文文

290911 蝶花飛 肖家永 312755 請茶歌 和妤婕

314600 蝶雙飛 周旋 321602 請點贊 王博軾

308536 蝶戀妃 冷漠 311824 豬大帥 閻琰

287818 蝶戀花 Dj Black仔哥,黃詩玲 303667 豬之歌 童一首歌

297799 蝶戀花 牛奶咖啡 322835 豬老三{Live} 何大河,中國好歌曲

312636 蝶戀花 李青,時嘉 328899 豬神歌 周巍

230644 蝶戀花 陳珊妮,李端嫻 343571 賞燈謠[HD] 潘倩

344016 蝶變[HD] 雷佳琪 299026 賣花詞 佚名

269754 衛輝美 李蕭杰 284022 賣相思 楊燕

301996 衝衝沖 夏國星,孫珮林 305503 賣相思 謝采妘

287676 衝衝沖 鄭源,鄭東 300625 賣報歌 佚名

262709 複製人 黃鴻升 328055 賣報歌 貝瓦兒歌

313746 複製人 蕭敬騰 231510 賣報歌 軍旅歌曲

283817 誰在乎 許諾 304782 賣報歌 銀河童聲合唱團

284338 誰孤單 Mic男團 297965 賣湯圓 王雪晶

256877 誰怕誰 許慧欣 253104 賣湯圓 徐小鳳

333634 誰怕誰{Live}[HD] 張韶涵,龔琳娜,黃小琥,順子 311367 賣蓮菜 趙仰瑞

289432 誰的愛 李佳薇 300294 賣餛飩 佚名

268140 誰的錯 伯爵 253105 賣餛飩 徐小鳳

303015 誰的錯 莊學忠 290514 賭徒淚 何龍雨

347096 誰的錯[HD] Ty 347104 踏歌來[HD] 陳春燕

349125 誰的錯[HD] 蘇子 299422 踢毽子 佚名

331906 誰知道[HD] 蔡旻佑 298424 踢踢踏 朱茵

341825 誰記得[HD] 柳妍熙 341826 踩踩踩[HD] 玖月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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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139 輩分歌[HD] 郭德綱,岳雲鵬,郭麒麟,張雲雷 297120 醉逍遙 鄭源

297104 遭天譴{Live} 石文 324158 醉鄉愁 雲飛

293660 遷戶口{Live} 李春波 286178 醉當年{Live} 衛東

301721 鄭成功{Live} 後弦 307927 醉夢緣 反串玉玲瓏(陳玉天)

287087 鄭黃榮 鄭黃榮 271948 醉與罪 魏新雨

318073 鄭錢花{Live} 川子 279685 醉醉醉 張馳

294236 鄰里情 尤國通 334774 醉醉醉[HD] 浩軒

292837 醉一回 盛雲龍 280598 醉醉醉{Live} 浩軒

340464 醉一回[HD] 岡林 287038 醉戰友 楓橋

342520 醉三秋[HD] 寂悸 345391 醉霓裳[HD] 秦奮

349158 醉千年[HD] 蔡浩 329742 醉營盤 葉明果

345389 醉今朝[HD] 郭常輝 310399 靚餐死 張繼聰,官恩娜

278262 醉天涯 康苗 314611 靠自己 姚貝娜

319371 醉月光 邢高瑗 324181 靠近你 張靚穎

309371 醉月亮{Live} 雨禾 297633 靠近我 小龍女

300748 醉江南 李玉和 233953 靠近我 黑豹樂隊

318076 醉江南 夢的羽裳 345415 靠近我{Live}[HD] 黑豹樂隊

340760 醉江陽[HD] 張寒 232625 駐港兵 高歌

303340 醉西湖 陳悠悠 330419 鬧鬧now[HD] By2

291562 醉西樓 魏新雨 331865 鬧翻天[HD] 羅志祥

347122 醉沙場[HD] 小旭音樂,易言 300215 魯冰花 佚名

332799 醉赤壁[HD] 林俊傑 253615 魯冰花 曾淑勤

339851 醉知音[HD] 王曼芝 294058 魯冰花 嚴政

328934 醉花陰 李果 315581 魯冰花{Live] 周安信

328082 醉芳華 葉俊華 285198 魯冰花{Live} 胡海泉,田斯斯

341835 醉城傷[HD] 嚴藝丹 304512 魯冰花{Live} 甄妮

316336 醉春秋 石頭 293373 魯冰花{Live} 嚴政

309277 醉春風 金學峰 341018 魯冰花{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47121 醉春歸[HD] 張溪 349190 魯誕節[HD] 艷世紅塵

286723 醉相思 祁隆 301597 噠啦噠 雨兒

318077 醉相思 劉方慶 321084 噢 愛人 張津涤

314608 醉紅塵 王星策 302646 噢 愛人 張祥洪

312534 醉紅顏 冷漠 278960 噢 愛人 晨熙

278160 醉紅顏 周旭風 303753 噢 愛人 雲菲菲

306824 醉紅顏 曉依 282619 噢 愛人 夢然

304466 醉美人 榮聯合 332287 噢 愛人[HD] 奧迪

347984 醉香園[HD] 王瑩 230137 噢姑娘 陳振雲

325909 醉草原 張冬玲 310257 噢愛人 張祥洪

294618 醉酒歌 郎凱亦 311027 噢愛人 奧迪

342521 醉寂寞[HD] 冷漠 291010 學不會 陳以桐

286976 醉情緣 門麗 264259 學不會 鄔禎琳

293737 醉逍遙 王笑文 330747 學不會[HD] 林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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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27 學不會[HD] 鄧子辰 304449 橄欖樹 零點樂隊

327303 學不會{Live} 鄧鼓,天籟之戰 234140 橄欖樹 齊豫

332810 學著走[HD] 胡夏 346171 橄欖樹[HD] 孫燕姿

337928 學著愛[HD] 周興哲 320576 橄欖樹{Live} 白若溪

303529 學會了 喬峰 254441 橄欖樹{Live} 汪明荃

339966 學會愛[HD] 蘇醒 232590 橄欖樹{Live} 高楓

319754 憑什麼 Fs(Fuying,Sam) 304448 橄欖樹{Live} 零點樂隊

263123 憑什麼 孟茜 280313 橄欖樹{Live} 劉彩星

339468 憑什麼[HD] Fuying,Sam 337645 橄欖樹{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21277 憶中人 牛奶咖啡 287843 機尾雲{Live} Snh48

320441 憶同窗 八斤 334345 橡皮人[HD] 陳楚生

322530 憶年味 張赫宣 349902 橡皮泥[HD] 易欣

295104 憶江南 張旭 265214 橡皮擦{Live} 王箏

302848 憶江南 甜蜜的孩子 309506 氆氌畫 洛桑尖措

303260 憶江南 陳俊華 349464 濃眉毛[HD] 孫燕姿

319392 憶良人 佚名 262604 熾天使 含瑞

305530 憶良人 謝采妘 314905 燃燒夜 佟鐵鑫

299185 憶兒時 佚名 263766 燃燒愛 徐千雅

234261 憶往事 龍飄飄 319028 燈籠謠 袁東方

315066 憶往昔 老皮匠樂隊 318629 燉羊肉{Live} 賀國豐

328558 憶昔年 天舞 334722 燒情歌[HD] 戴梅君

286758 憶青春 姜斌斌 311517 燕子歸 劉雪微

302503 憶故園 張也 303995 燕尾服 楊坤

343193 憶春申[HD] 陳沛軒 288368 燕尾蝶 燕尾蝶

308921 憶春香{Live} 肖陽 297664 燕尾蝶{Live} 五月天

343194 憶春雪[HD] 譚建建 280362 燕尾蝶{Live} 張欣奕

327305 憶流年 烟圈蔓延 295609 燕尾蝶{Live} 魏巡

280149 憶家鄉 木子爍 339103 燕尾蝶{Live}[HD] 張姝,李文慧,中國好聲音

321332 戰友情 王婷 308657 燕兒飛 宋小寶,王一璠

290359 戰江湖 陳坤,白舉綱 327906 燕兒飛 崔來賓

307797 戰利品 Lollipop F 308658 燕兒飛{Live} 宋小寶,王一璠

296522 戰孤城{Live} 人聲兄弟 334126 燕銜泥[HD] 沈凌雲

336211 戰鬥吧[HD] 陳冰 339797 燕銜泥[HD] 凌雲

291162 撿肥皂 周禮虎 307096 燕歸巢 張靚穎,張杰

294668 撿破爛 陳思安 322695 燕歸巢 許嵩

332995 擁抱你[HD] 劉思涵 323329 燕雙飛 楊五琴

317700 暹羅貓{Live} Snh48 257064 獨角戲 許茹芸

347382 樹的夢[HD] 葉子淇 342871 獨角戲[HD] 張藝興

349019 樹啊樹[HD] 程璧 286119 獨角戲{Live} 游鴻明

306830 橄欖樹 王琳玲 330287 獨角戲{Live}[HD] 許茹芸

280884 橄欖樹 央吉瑪 346216 獨孤者{Live}[HD] 王祥森

304358 橄欖樹 董文華 266451 獨戀君 王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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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74 盧美汐 何東 298748 辦喜事 佚名

230300 磨合期 陳星 303051 選擇題 莫文蔚

301232 禦果園 尚長榮 255378 醒不來 王菲

348532 禦畫師[HD] Assen捷 342061 鋼琴鍵[HD] 戴佩妮

349080 築夢者[HD] 群星 338532 鋼鐵人[HD] 八三夭

308229 築牆歌 央金拉姆 325581 鋼鐵心 信

332481 糖伯虎[HD] 黃鴻升 311994 鋼鐵俠{Live} 簡迷离

299362 糖葫蘆 佚名 318085 錐心書 王藝霏

254803 糖罐子 王心凌 281435 錢女友 蔣蔣,小鬼

333497 融化了[HD] Popu Lady 345394 錢女友[HD] 馬英博

297971 螢火蟲 王雪晶 336357 錢錢錢[HD] 劉超華

300158 螢火蟲 佚名 274662 錢錢錢{Live} 劉超華

297009 螢火蟲 金鑫 340767 錦鯉抄[HD] 銀臨

267167 螢火蟲 陳羿文 341508 錯了嗎[HD] 有感覺

343349 螢火蟲[HD] 周子琰 349161 錯到底[HD] 庾澄慶

307398 螢火蟲{Live} 蘇運瑩,中國好歌曲 263818 錯的人 蕭亞軒

344803 螢火蟲{Live}[HD] 楊雅涵,聲音的翅膀 281543 錯的人{Live} 陳僖儀

281382 衡水湖 胡月亮 344054 錯是你痛是我[HD] 陳瑞

262523 親一個 顧莉雅 348643 錯流年[HD] 陳冰

311988 親妹妹 彝人製造,曲比阿烏 264181 錯就錯 張靚穎

285620 親愛的 干露露,陳玉建 301319 錯過了 林志炫

312517 親愛的 西單女孩,侯歌 340469 錯過了緣份錯過了你{Live}[HD] 何龍雨

284923 親愛的 李翊君 320834 錯錯錯 李森

324611 親愛的 李聖傑 269962 錯錯錯 格登紮西

326555 親愛的 星弟 324162 錯錯錯 盧勝林

314625 親愛的 莫文蔚 324163 錯錯錯 鏡喜

303540 親愛的 彭海桐 331004 錯錯錯[HD] 陳娟兒

233615 親愛的 黃雅珉 347995 閻羅王[HD] 閻奕格

271339 親愛的 鄭宇伶 334247 隨它吧[HD] 姚貝娜

266765 親愛的 藤兮 335294 隨它吧[HD] 胡維納

343353 親愛的[HD] 王野 230114 隨身聽 陳慧琳

339334 親愛的[HD] 王馨 305445 隨身聽 蟑螂合唱團

339568 親愛的[HD] 吳俊余 269864 隨風飛 楊輝

339841 親愛的[HD] 李強 233912 隨風飛 黎齊

337361 親愛的[HD] 張皓宇 309802 隨緣吧 徐子崴

336337 親愛的[HD] 黃舒駿 301409 霍元甲{Live} 林鋒

334223 親愛的[HD] 劉忻 330174 霍元甲{Live}[HD] 林峯

298561 親愛的{Live} 羽泉 343398 霓裳吟[HD] 郭少杰

253249 親愛的{Live} 徐若瑄 322204 靜 靜愛 雅希

291989 親親你 嚴當當 298849 靜心等 佚名

293422 賴皮狗 劉沛洋 342233 靜心等{Live}[HD] 吉克皓,中國新歌聲

262360 踹來共 丁噹 269688 靜夜思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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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35 靜夜書 劉凝怡 268195 戲語花 依穆炎

281052 靜悄悄 星弟 299526 戴安娜 佚名

282010 靜靜的 Hugo Xu 347812 擊敗人[HD] 黃明志

342234 靜靜的{Live}[HD] 庾澄慶,中國新歌聲 327780 擱淺後 紀曉斌

346360 靜靜愛[HD] 邵星穎 311673 曙光裡{Live} 蔣大為

299484 頭班車 佚名 330994 濫好人[HD] 陳威全

311831 駱駝草{Live} 閻維文 325145 濫情人 葉貝文

267137 鴛鴦飛 陳幸子,田躍君 297595 濫賭鬼 小宋佳

307164 鴛鴦淚 朱敏,小雪 296782 燭光吟{Live} 游子組合

295571 鴛鴦淚 陳瑞,小多 318335 牆上畫 宋沛江

290349 鴛鴦鳥 陸正信 337341 環衛工{Live}[HD] 魏星

268863 鴛鴦夢 宋光軍 316013 療傷藥 李小薇

346371 鴛鴦夢[HD] 一丹傳奇 282095 瞭解我 俊倩

263984 鴛鴦歎 袁哲 338740 瞭解我[HD] Zen俊倩

304343 鴛鴦錦 葉歡 341807 縹緗醉[HD] 劉珂矣

336441 鴨梨大[HD] 至上勵合 314641 總以為 張俊熙

326665 黔西南 岑天勇 303905 總冠軍 黃鴻升

328992 默默地 徐彬彬 337325 總想唱[HD] 鄧超予

286202 龍江源 張也 292050 聲工廠 傲藝,劉飛

307972 龍抬頭{Live} 尹相杰,1+3組合 343994 聲聲暖[HD] 陳星光

307146 龍虎山 曉月 297277 聲聲慢 AL

330099 龍捲風{Live}[HD] 周杰倫 298260 聲聲慢 白雪

283731 龍船調 李昱和 232417 聲聲慢 高勝美

232706 龍船調 魏金棟,夢鴿 262409 聲聲慢 鄧福如

282919 龍船調{Live} 許千千 317947 膽小鬼 曾軼可

289544 龍船調{Live} 馮曉菲 230595 膽小鬼{Live} 陳潔麗

342235 龍船調{Live}[HD] 李昱和 333199 臨江仙[HD] 馮翰銘,何山

327321 龍圖騰 阿普薩薩 328016 臨界點 Mr.S樂團

306852 龍騰序 張天甫 308539 臨時工 冷漠

280643 龍灣潭 潘苗苗 343333 臨滄賦[HD] 張柏菡

299347 優伶怨 佚名 232884 舉起來 麻吉

294264 勵志謠 張嘉敏 299951 薄情郎 佚名

266415 嚇死你 爽子 254298 薄情郎 楊鈺瑩

305436 幫個忙 蟑螂合唱團 329677 薄情歌 張津滌

280142 徽姑娘{Live} 王紅濤 312768 薔薇花 孤心淚

331265 徽常美[HD] 慕容曉曉 269253 講不聽 張韶涵

254224 懂不懂 楊采妮 334587 謝了愛[HD] 趙傳

326321 戲子畫 妤楨 286718 謝納米{Live} 歐陽銘芮

342791 戲中人[HD] 合力 326571 謝謝你 天壇大洋

321333 戲中戲 鄭海兵,張方 321604 謝謝你 朱主愛

285694 戲夢人 風采輪 299963 謝謝你 佚名

344359 戲臺子[HD] 奇然 289920 謝謝你 李千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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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05 謝謝你 李代沫 278826 黏踢踢 Fun4 樂團

312967 謝謝你 飛歌 270676 點大麥 胡嶺,徐玲

318017 謝謝你 姬長樂 325070 點豆豆 GALA

269496 謝謝你 晟瑤 337396 點豆豆[HD] Gala樂隊,小臭臭,楊硯鐸,王菱萱

302608 謝謝你 張禹凌 230646 點絳唇 陳珊妮,李端嫻

289438 謝謝你 貫詩欽 348021 點絳唇[HD] 洗凡

290535 謝謝你 劉宇珽 308811 點擊率 李斌豪

330789 謝謝你[HD] 浩角翔起 282258 彝酒歌 咪依魯江

338762 謝謝你[HD] 萬心 311989 彝鄉謠 彝人製造,曲比阿烏

313237 謝謝你{Live} 張艷川 323876 擺渡人 平安

274661 謝謝你{Live} 劉超華 285652 擼串兒 王大培

279749 謝謝儂 Hope組合 293613 擼啊擼 提莫遙

334110 謝謝儂[HD] 林一峰 301391 斷背山 林聖男

343361 謝謝儂[HD] 陳奕迅 316662 斷情刀 張雷

256027 謝謝儂{Live} 葉倩文,陳奕迅 324205 斷情筆 MC菏澤小志

342237 謝謝儂{Live}[HD] 李瑞軒,中國新歌聲 327792 斷情筆 Mc藍弟

230310 避風港 陳星 322593 斷情緣 萬一

232188 避風港 馮曦妤 322595 斷袖吟 宋辰

269067 還可以 張佑錢 305477 斷腸紅 謝采妘

297484 還在乎 丁萬昕 266102 斷腸草 李創

290086 還好了 王熙然 322594 斷腸詞 成于申

288293 還好嗎 梁玉婷 323887 斷橋問 譚晶

281213 還有你 梁佳杰 287178 斷橋淚 才讓措

334321 還有你[HD] 舒鳴 302531 斷橋傘 張文婷

326603 還有我 方琦 345646 斷橋夢[HD] 劉偉

286194 還有我 孫露 323295 檸檬香 伍浩哲

326604 還沒有 李碧華 332693 檸檬樹[HD] 楊謹,沙灘寶貝

263714 還是會 韋禮安 338711 檸檬樹{Live}[HD] 劉偉男,中國好聲音

339033 還是會{Live}[HD] 劉偉男,中國好聲音 314654 歸去來 唐美華

293182 還原愛 陳飛宏 300312 歸來吧 佚名

326602 還愛嗎 丁爽 341781 歸屬感[HD] 黃美珍

333295 醜八怪[HD] 薛之謙 312397 瀏陽河 王鶴錚

325227 醜八怪{LIVE} 巴圖,跨界歌王 292112 瀏陽河 劉紫玲

325448 醜八怪{LIVE} 薛之謙,童英然,黃雲龍,張婉清,我想和你唱 321438 瀏陽河{Live} 廖芊芊,王佑貴

340465 醜八怪{Live}[HD] 李克勤,我是歌手 331827 瀏陽河{Live}[HD] 沙寶亮

342967 醜八怪{Live}[HD] 李祥祥,黃雅莉,蒙面唱將 309219 獵戶座 河靜靜

297834 鍘美案 王文祉,陳志清 306972 簡單愛 劉瑞琦

343388 鍵盤·狹[HD] 黑豹樂隊 331668 簡單愛[HD] 周杰倫

313053 隱形人 袁成杰 337611 簡單愛[HD] 鄭勁松

340777 韓小姐[HD] Mc老席 306860 簡單愛{Live} 周杰倫,陳奕迅

232633 韓秀香 高瑞欣 316641 簡單愛{Live} 張杰,徐嘉葦

309579 鴻門宴 胡彥斌 342238 簡簡愛[HD] 郭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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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643 織女星 信樂團 305860 藍眼睛{Live} 蘇打綠

298962 織布娘 佚名 305406 藍絲絨 翼勢力

289368 繡花鞋 太妃堂 312946 藍旗袍 范曉萱

310593 繡花鞋 郭媛媛 319432 藍旗袍{Live} 趙大格,中國好聲音

316693 繡金匾 李政飛 233259 藍綢緞 黃征

297936 繡紅旗 王莉 302976 藍與黑 莊學忠

314909 繡紅旗 郭瓦·加毛吉 324091 藍蓮花 字金美

265867 繡紅旗{Live} 張妍 341120 藍蓮花[HD] 字金美

300145 繡荷包 佚名 316338 藍蓮花{Live} 阿魯阿卓,山風組合

314910 繡荷包 郭瓦·加毛吉 280530 藍蓮花{Live} 張恒遠,趙晗,中國好聲音

349984 繡荷包[HD] 徐莉娜 316720 藍蓮花{Live} 楊坤,旦增尼瑪

318764 繡荷色 佚名 317989 藍蓮花{Live} 譚維維,蒙面歌王

271324 繡羅衫 郁柳 339123 藍蓮花{Live}[HD] 貝貝,中國好聲音

343553 翻白眼[HD] 八三夭 283049 藍調調 金岩

316341 翻白眼{Live} 周筆暢 280531 藏不住 By2

265455 翻滾吧 亂彈阿翔 343345 藏不住[HD] 楊程鈞

298016 舊行李 王傑 309112 藏紅花 拉熱吉

262188 舊行李 蔡健雅 293379 藏家樂 雲丹久美

306861 舊房間 吳瑕 268695 藏羚羊 塔拉吉斯

311398 舊玩具 趙薇 310142 藏愛閣 張可兒

269441 舊城人 易影峰 291977 藏頭詩 丁于

328856 舊時光 亦陽 314656 蟲之詩{Live} Snh48

335216 舊時光[HD] Sara 289413 蟲兒飛 李依娃

325185 舊情書 婭琳 295664 豐 碑 李永林

318972 舊情緣 趙鑫,陳瑞 308975 豐收年 卓依婷

287840 舊球鞋{Live} Snh48 298811 豐收歌 佚名

291103 舊愛情 任和 303629 豐收歌 無鳴

290130 舊照片 美寶 292157 豐碑頌 吳仕長

297710 舊詩行 心然 234337 蹦蹦吧 龐龍

311288 薩日朗 榮聯合 338129 轉啊轉[HD] 棉花糖

342501 薩如拉[HD] 張強 274941 轉圈圈 夢然

268096 藍月光 任和 332084 轉淚點[HD] 胡靈

300341 藍月亮 佚名 313830 轉轉轉 藏古西烈

308679 藍月穀 完瑪三智 284714 鎖情緣 張可兒

288033 藍印花 曲丹 303144 鎖麟囊 許穎

254625 藍色雨 溫嵐 322895 闔家歡 鳳凰傳奇

286941 藍色雨{Live} 溫嵐 326622 闖一闖 光頭大周

271561 藍河怨 閆學晶 315214 闖入者 尚雯婕

309878 藍玫瑰 海生 289494 闖天涯 司徒蘭芳,趙真

308900 藍花花{Live} 沙莎 271451 闖天涯 都市蒼狼

344500 藍孩子[HD] 蘇運瑩 297744 闖平川 毛阿敏

252930 藍眼睛 張韶涵,吳青峰 348651 闖江湖[HD] 藍琪兒,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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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189 闖男兒[HD] 劉佳 328964 離別殤 天愛

339133 闖碼頭[HD] 大哲 327335 離別殤 蘇振華

266662 雙人床 艾歌 333376 離別賦[HD] 周華健

279616 雙人旁 許嵩 299184 離故鄉 佚名

254818 雙人舞 王心凌 319299 離鄉人 袁東方

315736 雙人舞 王童語 299997 離開我 佚名

305918 雙生兒 鐘佳宜,馨馨 231075 離開我 陶晶瑩

314661 雙面人 姜佑澤 322900 離開我 劉斯遠

348663 雙面黑[HD] 加減乘除 254819 離開我{Live} 王心凌

312191 雙面嬌 蘇晴 342528 離開我{Live}[HD] 那英,蒙面唱將

325915 雙魚作 余冰 278466 離塵訣 樓宏章

331658 雙截棍[HD] 周杰倫 269921 離歌賦 林泰燊

318101 雙截棍{Live} 陳梓童,中國好聲音 307549 顏小雨 黃初用

325367 雙截棍{LIVE} 游淼,中國新歌聲 289526 騎大馬 張鎧麟

297155 雙截棍{Live} 農夫,方大同 324316 鵝的淚 古享林

356929 雙截棍{Live} 譚詠麟 322932 鵝鵝鵝 梁海洋

342525 雙截棍{Live}[HD] 周杰倫,向洋,中國新歌聲 302081 壞女孩 徐良,小凌

338781 雙截棍{Live}[HD] 柳暢源,中國好聲音 330420 壞女孩[HD] 陳嘉樺

342064 雙截棍{Live}[HD] 陳梓童,蓋世英雄 335690 壞女孩{Live}[HD] 陳嘉樺

349546 雙截棍{Live}[HD] 華晨宇,歌手 349562 壞天氣[HD] 孫燕姿

333493 雙截棍{Live}[HD] 龔琳娜 290934 壞男人 董含露

230312 雙親佛 陳星 348225 壞男人[HD] 劉浩航

294221 雙雙飛 小琢 335568 壞姐姐(舞蹈版)[HD] 王蓉

300277 雙雙飛 佚名 311488 壞朋友 劉畊宏

331987 雙瓣花[HD] 陳瑞 305243 壞東西 盧春如

328098 雛菊花 廖昌永,王莉 340568 壞翅膀[HD] 平安

343585 雜思錄[HD] 洛天依,樂正綾 322117 壞翅膀{Live} 平安,中國之星

303795 雞尾酒{Live} 黃仲昆 230698 壞情人 陳瑀涵

326631 雞蛋面 李志洲 278992 壞習慣 鄧子霆

320028 雞鳴驛 孫劍 345975 壞習慣[HD] 雀斑樂團

400637 雞機契 劉福助 258168 壞習慣{Live} 鄭秀文

322898 離人劫 胡莎莎 278653 壞透了 辛龍

311933 離人淚 謝華 334391 壞童話[HD] 何潔

326632 離不了 秀蘭瑪雅 339684 壞脾氣[HD] 吳汶芳

328100 離心力 楊乃文 317341 壞壞噠 羅維帥

349547 離心力[HD] 汪小敏 262756 壞壞壞 紀佳松

278123 離心咒 可歆 306867 壟上行 王琳玲

325685 離心島 許千千 280959 懶羊羊 廖梓芯

290692 離別季 張目求思 299058 懶娃娃 佚名

342239 離別情[HD] 任妙音 298963 懶惰蟲 佚名

319298 離別淚 陳泳潑 293370 懷念著 丁祥威

297672 離別歌 元氣 G-Boys 286691 瀘沽湖 拉卡.飛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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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17 瀟湘雨 胡彥斌 328093 關鍵詞{Live} 葉炫清,夢想的聲音

231144 瀟湘雨 陸景彥 286890 隴原情{Live} 索南扎西

278504 瀟湘雲 湘雨寒 325363 難不難 沈騰,王祖藍,鄒市明

306869 爆米花 S-King 342979 難不難[HD] 荊濤

303484 爆肚孫 雪村 232434 難分離 高勝美

330510 癡情司 [HD](國) 何韻詩 305504 難分離 謝采妘

301684 癡情恨 姚蘇蓉 320030 難亦難 雨湘

303848 癡情恨 黃清元 310866 難奈何 湘東雨

316317 癡情淚 王曉敏 233011 難釋懷{Live} 黃品源

347414 癡情祭[HD] 沈佳玉 300193 霧中花 佚名

285265 簷前雨 蔡淳佳 327343 霧醉念 Shelly 佳

290259 羅非魚 趙姝 322916 願吉祥 安東陽,雲泉法師

288478 臘梅香{Live} 楊姣 329776 願望樹 初晨

282357 藝人歌{Live} 小沈龍 298979 顛倒歌 佚名

326548 藝家人 吳潔偉 307273 騙了你 王中平

349110 藝術家[HD] 鄭耿一 262178 騙人的 曹震豪

316342 藤纏樹{Live} 周澎,王瑋瑋 254386 騙不了 汪佩蓉

349112 藥師咒[HD] 何婷 270451 騙自己 王野

316015 證明愛 司徒蘭芳,張雷 326654 騙自己 張冬玲

328057 贈母親 袁冰 257094 騙自己 許茹芸

320804 贊呂梁 杜澤峰 295357 騙自己 程鳴

254812 蹺蹺板 王心凌 289532 鵲橋仙 秦觀

347105 辭別後[HD] 鄭穎杰 319455 鵲橋緣 李紫涵,沁心小筑

318527 邊疆情 霓裳 310604 麗之星 郭穗

315894 邊關道 趙景春 279884 麗江夢 鈺涵

308688 鏡子中 扭曲的機器 345789 麗江戀[HD] 曾雨軒

308252 鏡中花 左崴崴 278126 勸無心 葉衣青

287931 鏡花吟 王唯僑 338270 勸愛歌[HD] 陳建

303836 鏡花緣 黃海 319610 嚴小姐 汪蘇瀧

268257 關在家 關詩敏 280087 寶山美 廖芊芊

281631 關自在 黃思婷 349752 寶貝兒[HD] 劉吉慶

271813 關於你 韋海濤 304900 寶哥哥 劉海明

290106 關於愛 皓天 302301 寶寶睡 袁泉

314667 關東女 鳳凰傳奇 348342 懸崖菊[HD] 郭宴

324295 關東風 劉玉東 314668 懸鈴木 Snh48

310619 關東情 閆學晶 327968 竇王嶺 張生艷

266222 關雲長 林泰燊 302638 繼續愛 張梓軒

269557 關雲長 曾經藝也 283939 繼續愛 龐龍

308864 關雲長{Live} 杜龍 286077 耀出色 曹軒賓

294214 關憶北 宋冬野 289603 耀出色 喬任梁

328952 關鍵字 原子霏 289408 蘄州美 張輝,謝思琴

339854 關鍵字[HD] 林俊傑 280519 蘇三說 王克,阿蜜絲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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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56 蘇三說{Live}[HD] 王奕丁 286078 櫻花舞{Live} 曹軒賓

309798 蘇州河 徐千雅 232430 櫻花戀 高勝美

305421 蘇州河 薛凱琪 308891 櫻桃紅 沈春陽

286464 蘇菲婭 孔銘 271432 灌溉愛{Live} 郭采潔

345733 蘇麗&Suely[HD] 夢先生 345239 爛好人[HD] 阿杜

346296 蘇麗珍{Live}[HD] 陳嘉杰,明日之子 337868 爛朋友[HD] 張萱妍

301372 蘋果花 林淑蓉 287168 爛情歌 大鵬

231612 蘋果花 韓寶儀 348489 爛情歌[HD] 楊宇彤

298407 蘋果花{Live} 朱咪咪 294483 爛藉口 王藝帆

266172 蘋果花{Live} 楊燕 290410 蘭舟謠 馬亞維

342949 警匪警[HD] 蘆偉 312859 蘭花花 阿寶

339132 釋fun不安[HD] Snh48 306876 蘭花指{Live} 阿男

302914 鐘山春 莊學忠 340975 蘭花指{Live}[HD] 金潤吉

305481 鐘山春 謝采妘 284435 蘭花草 侃侃

253108 鐘山春{Live} 徐小鳳 284056 蘭花草 莫旭秋

297135 鐘鼓樓 洪立 233327 蘭花草{Live} 黃格選

289489 鐘鼓樓{Live} 查查 256129 蘭花草{Live} 葉倩文

334517 鐘鼓樓{Live}[HD] 查查,陶喆,孫楠 256026 蘭花草{Live} 葉倩文,陳奕迅

300129 飄流瓶 佚名 341818 蘭花草{Live}[HD] 李斯丹妮,艾菲,蓋世英雄

232579 飄流瓶 高林生 265453 蘭芳淚 樂秋

298674 飄香夢 佚名 279952 蘭亭序 于文華

309321 飄零草 阿峻飛貓 330090 蘭亭序[HD] 周杰倫

348678 飄飄布[HD] Odyssey組合 293824 蘭若寺 袁野

271021 飄飄搖 薛曉楓 265567 蘭若詞{Live} 劉亦菲

307190 饒舌者 李萌 326549 蘭陵辭 伊然

308938 麵包樹 阮丹青 298205 護身符 古巨基

269787 黨旗頌 杜春梅 316492 護情符 葉諾帆

302086 懼高症 徐佳瑩 232378 鐵心腸 高勝美

336753 櫻吹雪[HD] 周傳雄 335366 鐵西區[HD] 二哥

230789 櫻奈兒 陳紅 316208 鐵觀音 毛阿敏

312048 櫻花咒{Live} 羅力威 233126 鑀元素 黃大煒

347384 櫻花雨[HD] Bobo 233695 露珠兒 黃鶯鶯

327845 櫻花美 函亭 305502 露珠兒 謝采妘

295172 櫻花草 星蘋果樂園 231568 露珠兒 韓寶儀

343262 櫻花淚[HD] 鄭莉莉 289505 霸王命 何潤東

344739 櫻花淚[HD] 鄭莉莉,查理 300607 霹靂火 佚名

328694 櫻花雪 施易男 318493 飆高音{Live} 黃明志

297281 櫻花湖 A-Lin 340780 魔力紅[HD] 包秋波

297885 櫻花愛 王盼盼 297214 鶴飛翔 吳瑤

341375 櫻花落[HD] 鄭家星 286952 鶴飛翔 群星

300263 櫻花夢 佚名 289533 鶴飛翔 豐尚穀群星

317742 櫻花夢 望海高歌 279536 鶴鄉情 王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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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635 鶴鄉情 宇海文 339245 戀人心[HD] 魏新雨

278631 彎月亮 謝容兒 257898 戀人啊 辛曉琪

301796 彎眉毛 胡清藍 327720 戀人淚 陳瑞

295138 歡迎你 張鶴 329400 戀大理 小阿鵬

311909 歡送會 謝安琪 231420 戀之火 青山

280769 歡喜歌 劉子毅 284062 戀之火 莫旭秋

326384 歡樂海 金姍姍 253067 戀之火{Live} 徐小鳳

302237 歡樂海 祖海 279327 戀曲l.A. 馬天宇

323931 歡樂頌 張江 314681 戀西遊 Tf Boys

324991 歡樂頌 陳詠,陳嬌 343501 戀我癖[HD] 蔡依林

343530 歡樂頌[HD] 吳尚哲 262994 戀杭湖 林天偉

299916 歡樂歌 佚名 292994 戀采依 謝軍

320614 灕江月{Live} 白致瑤 327357 戀紅塵 祁隆,彭麗嘉

322679 灕江美 趙真,周彬 317586 戀紅塵 陳美惠

321434 灕江情 宋祖英 335779 戀草原[HD] 曾韻融

325879 籠中鳥 Trash樂團 234158 戀惜緣 龍奔

311907 籠中鳥 謝天笑 292559 戀梅園 望海高歌

343995 聽不到{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322531 戀無悔 馬健南

311205 聽月亮 解亞嬌 315450 戀愛中 回音哥,鄭一帆

318413 聽她說 唐唐 263230 戀愛啦 喬洋

286393 聽你說 Dreamgirls 340881 戀戀看[HD] 范小倩

301868 聽你說 郁可唯,林凡 296606 曬月光 湯曉菲

334027 聽你說[HD] Dreamgirls 297310 曬月光 黎劻宜

279121 聽我說 花哥 316161 曬月亮 胡慧華

304455 聽我說 雷蕾 299512 曬牧草 佚名

332372 聽我說[HD] 袁詠琳,李玖哲 304556 曬稻草(恰恰) 舞曲

335645 聽我說[HD] 陳俊彤 342245 蘿卜蹲{Live}[HD] Lf兄弟

315924 聽風嘯 黃宗澤 258347 變了心 鄭秀文

308592 聽電影 吳若希 308578 變色緣 吳俊宏,張秀卿

232610 聽聽cd 高楓 337525 驚奇盒{Live}[HD] 戰犯

278724 聾累悶 陸虎 330572 驚嘆號[HD] 周杰倫

300198 讀西廂 佚名 319282 驚嘆號{Live} 周杰倫,柳暢源,中國好聲音

290663 讀西廂 莊學忠,劉秋儀 290614 驚鴻舞 姚貝娜

298971 讀書好 佚名 231166 灞橋柳 陸萍

297966 讀書郎 王雪晶 298548 讓你走 羽泉

299918 讀書郎 佚名 321607 讓你走 周超

328051 讀書郎 貝瓦兒歌 257087 讓你走 許茹芸

232612 讀書郎{Live} 高楓,章鵬 331548 讓你走[HD] Dreamgirls

337693 讀樂樂[HD] 萬芳 332983 讓你飛[HD] 光良

264022 髒兮兮 卓文萱 339571 讓你飛[HD] 彩貝與海

315632 鷓鴣飛 蔣舟 333356 讓你猜[HD] 丁丁

318224 戀人心 冉青霞 278828 讓我rap Mc Hot Dog,張震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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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28 讓我飛 劉溪 297743 50%的思念 毛阿敏

301309 讓我愛 林志炫 297766 6樓公寓 毛寧

319436 讓雨下 楊坤 325124 860天 劉珂

288495 靈台寺 聶薇,石薇 298136 90後女孩 王藝霖

231912 靈感inspiration 順子 288606 90後的兵 軍嫂組合

282158 靈感水 劉子千 289757 99號弄堂 夏后

339335 觀世音[HD] 皓天 281418 A Moment Like This 茜拉

280539 觀自在 黃思婷 299051 Abcd字母歌 佚名

230540 觀音像 陳淑芳 328138 All I Wanna Do{Live} Hanch兄弟

345343 觀音閣[HD] 陳梓童 301846 All Time Loving Boy 迪克牛仔

284504 觀音贊 劉曉 343602 Always On My Mind[HD] S.H.E

319878 灤州情 韓曉輝 231885 And Music's There 順子

295408 灤河情 蘇賢文 294162 Are You With Me 唐寶

303721 讚美詩 陽一,劉雁 291558 Are You With Me 高愷蔚

256521 鑽石糖 蕭亞軒 341622 Astro 12[HD] Astro 12

301499 鑽與石 金素梅,童安格 345798 Babe I Love You[HD] Choco

286269 豔陽天 竇唯 254754 Baby Baby Tell Me 王心凌

282176 豔陽春 劉炫頡 318229 Baby I Love You 寧桓宇

266729 鬱金香 蔡淳佳 295695 Baby I Love You{Live} 周傳雄

335533 1000個太陽[HD] 林昕陽 295696 Baby I Love You{Live} 蕭人鳳

337834 1001羅夏克[HD] 何超,何超與海膽仔,盧凱彤 318840 Baby In Your Eyes 高登

265117 100分的吻 蕭亞軒 292974 Baby Love Love Love 許佳慧

300526 101變 佚名 290450 Baby別放手 黑龍

299062 108顆珍珠 佚名 335842 Baby別放手{Live}[HD] 黑龍

295691 121齊步走 羽泉 336115 Back To The World[HD] 滅火器樂團

333661 1234勾手指[HD] 李青,月上林梢 346382 Because I Don't Believe[HD] 陳群

233924 123木頭人 黑澀會美眉,粉紅高壓電 331630 Bf還是fb[HD] 劉伊心

309766 180度 孫燕姿 341855 Black Widow黑寡婦[HD] 楊培安

328136 1號公路 Mao毛鵬懿 297777 Burning Till I Die{Live} 水木年華

342996 1號公路[HD] 毛鵬懿 286436 Bye-Bye單身 小老鷹樂團

270282 2012繼續裝 焰烽 231401 B面的歌 霍正奇

271683 24K的愛情 陳文浩 344570 B面第一首{Live}[HD] 梁詠琪

230994 2Night.藏愛 陶喆 318505 Can I Kiss You 曾軼可

297267 2人3角 2個女生 254588 Can U Feel It 溫嵐

322934 2號車票 岑天勇 343603 Can't Stop Loving You[HD] 陳彥允

270112 3 2 1 Fight 江映蓉 341225 Catch Your Double Eye[HD] 畢書盡

283411 3 -7- 20- 1 王洪迪 298217 Cha Cha舞池{Live} 四大天王,Postmen

334395 30分鐘[HD] 擊沉女孩 274808 Coco的時代 張宇軒

270079 32號嫁給你 櫻子 325921 Come Back To Me 妤楨

303206 36世紀 陳小春 297311 Come On! Come On! Dance Flow

314925 37度7 李霞兒 344090 Confessa&The Diva Dance{Live}[HD] 迪瑪希,歌手

282590 4號病房 林宥嘉 299972 Crying In The Rain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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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36 Dance To The Music[HD] 李宇春 297619 Hi小姐 小賤

279801 Di Da Di Da 木子爍 343002 I Am A King[HD] 林振軒

275011 Dj萬萬歲 王繹龍 279214 I Believe I Can[英] 李代沫

347527 Do What I Want{Live}[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349571 I Can Do It[HD] Yhboys組合

232899 Don T Say Goodbye 麻秋虹 338892 I Don't Give A屑[HD] 韓庚

338554 Don't Beat The Kids[HD] 顏福偉 326680 I Don't Love You 劉洺瑒

295706 Don't Break My Heart 畢夏 336484 I Fall In Love[HD] Faith

288611 Don't Break My Heart 彭佳慧 332723 I Have A Dream[HD] 謝安琪

233951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樂隊 230365 I Know You Know{Live} 陳曉東

285454 Don't Break My Heart{Live} 陳羽凡,米可 332386 I Look To You{Live}[HD] 閔百慧

268246 Don't Break My Heart{Live} 關喆,張琪瑋 346800 I Love The Sky[HD] 蔡恩雨

347152 Don't Break My Heart{Live}[HD] A-Lin,騰格爾,蒙面唱將 297426 I Love You So Saya

335946 Don't Break My Heart{Live}[HD] 李文琦,中國好聲音 285436 I Miss U So 陳啟泰

336921 Don't Break My Heart{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34747 I Need U Love[HD] 楊謹

344847 Don't Break My Heart{Live}[HD] 黑豹樂隊,于謙 335045 I Need U Love[HD] 楊謹,沙灘寶貝

300938 Don't Leave Me Now 李聖傑 270358 I Need Your Love 王子霆

300740 Don't Make Me Cry 李心潔,Dear Mom 317088 I Pray For You 林俊傑

301466 Don't Say Good Bye 邰正宵 298478 I Still Love You 江彬

297435 Don't Say Goodbye Saya 231886 I Will Be Fine 順子

230265 Don't Say Love Me 陳星 343608 I Will Be Fine[HD] 魏如萱

279691 Don't Say You Know(國) 張霖 338043 I Will Be Ok[HD] 徐良,李晟

331545 Don't Stop The Music[HD] Dreamgirls 320068 I Will Miss You 趙晨唏

334306 Don't You Let Me[HD] 愛戴 349572 I Will Miss You[HD] 畢書盡

278882 Easy Come Easy Go 蔡健雅,Mc Hot Dog 346390 I Will Miss You{Live}[HD] 鐘易軒,廖俊濤,明日之子

290186 Easy Come Easy Go 藍沁 304240 I'll Be With You 群星

298377 Endlss Love 成龍,金喜善 295720 I'll Be Your Man 費翔

288612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黃崇旭 305726 I'll Love You Forever 璽恩

282551 E網情深 李萌 343423 I'll Never Say Goodbye[HD] 陳大智

330706 Forever 21[HD] 曾軼可 341144 I'm Not The One[HD] 張偉晉

344849 Forever 不回頭[HD] 胡芳芳 293654 In A Good Way 李國毅

337700 Funky那個女孩[HD] 大嘴巴,藍心湄 309167 It S My Time{Live} 林育群

347153 Give Me A Chance[HD] 胡彥斌 234149 It's Been 5 Years 龍井

345807 Going Down This Road{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231881 It's Gonna Be Alright 順子

309409 Good Bye Good Luck 南拳媽媽 329012 It's Time To Play 金志文

346797 Good Bye Good Night[HD] 方炯鑌 330905 I服了u[HD] 蔡黃汝

288614 Good Morning, Hard City Adrian符致逸 347534 Just Be All Right[HD] 俞思遠,羅開元

334457 Good Night My Love[HD] 尚雯婕,魏晨 293730 KMV醉一回 王正銀

330972 Good To Be Bad[HD] 鄧紫棋 279352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墨綠森林

284991 Hallo 心上人 正歌 339144 Ladies & Gentleman[HD] Gentleman

347529 Happy In The Night[HD] 岑雨橋 333421 Let Me Love You[HD] 李唯楓

286303 Happy過大年 趙姝 232519 Lets Go Party Now{Live} 高慧君

233930 Hello愛情風 黑澀會美眉 314697 Let's Keep This Tonight 馮允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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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56 Light Up My Fire 布朗 309571 One Night In Shanghai 胡彥斌

287158 LIGHT UP THE WAY 飛兒樂團 342268 One Of These Days[HD] 王力宏

334028 Light Up The Way[HD] 飛兒樂團 233310 One World One Dream 黃曉明

345810 Like A King Backing[HD] 李岩 254591 Os不一樣 溫嵐

266634 Lisa I Love You 胡彥斌 349203 People On The Move[HD] VaVa

297778 Listen To My Herat{Live} 水木年華 342269 Perfect In Every Way[HD] 李玟

308337 Looking Here My Baby 宇然 297505 Perfect的完結 丸子,Cosmo

344102 Lost In The Night[HD] 熱斑樂隊 289557 Puff Nation Superman Cypher 超人接力

335360 Love Is Coming Through[HD] 嚴藝丹 309410 Qq情歌 咪依魯江

281297 Love You Love Me（原伴） 王捷 411045 R U Kidding Me？ 大嘴巴

346399 May I Love U[HD] 張智成 310970 Rasa Sayang 2 0 黃明志,龔柯允

232878 May I Love You{Live} 麥浚龍 279746 Rolling In The Deep 鍾偉強,中國好聲音

255096 Maybe Some Other Time 王若琳 279460 Rosy玫瑰紅 鎖

285585 Merry Christmas To You Mr. 329022 Run From Your Love 方大同,Fifi Rong

333817 Merry Christmas To You[HD] Mr 295067 Sa Lang He Yo 尹航

344104 Money Back Me Home[HD] 陳彥允 328162 Say A Lil Something{Live} 陳藝之,夢想的聲音

346400 Mr 奇葩[HD] 盧思池 344860 Say A Little Word[HD] 靖兒

339371 Mr.White & Mr.Black[HD] 白舉綱 297343 Say You Love Me Jason Lara

298589 Mr.慢半拍 何以奇 230064 Say You Love Me 陳慧琳

268415 My Dreams Go On 劉淼 332836 Set Me Free Iii[HD] 黃義達

335768 My Heart Is Broken[HD] 尹殊貽 342270 Shake It Shake It{Live}[HD] Snh48

230682 My Love So Long 陳琳 298110 Show Me Your Love 王媞

334407 M人好難[HD] 司文 328165 Some Kinds Of Love 沈建宏,盧芃宇

320077 Need U Love U 高永泰,林吾耀 346808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36489 Never Be The Same[HD] 艾怡良 366303 Stay With You Tonight 林奕匡

328158 Never Can Say Goodbye 趙炫棋 233878 Sugar In The Marmalade(國) 黎明

294028 Never Let You Down 謝和弦 269325 Taotao的迷惑 徐海濤

335820 Never Let You Down[HD] 謝和弦 337656 That's How It Is[HD] 克麗絲叮

308616 Nice To Meet You 吳歡 311232 The Boy Is Mine{Live} 鄔禎琳

336490 Nice To Meet You{Live}[HD] 靳泰然 334918 The World Is Love[HD] 周子琰

332845 No No No No Yes[HD] Sparkling Girls 345821 Too Young To Die[HD] Flux

336121 No Zuo No Die[HD] 肖灑,花僮 342558 U Make Me Strong[HD] 宋秉洋

336937 No Zuo No Die[HD] 黃昌平 256409 U Make Me Wanna{Live} 蕭亞軒

334287 Nothing But The End[HD] 楊培安 336947 Up 4 U[HD] Fresh極客少年團

325066 Now You See You 周杰倫 325934 Us小時 吳汶芳

325641 N次想念 畢婕,Nik Phillips 340792 Waiting For Your Love[HD] 付辛博

305894 Oh ! Credit Card 蘇愛倫 279015 Waiting For Your Love[熱唱新歌](國) 付辛博

305188 Oh ! 夜 黎明 343019 Walking On My Way[HD] C-Block,李沫萱

314941 Oh Let It Be 劉思涵 262435 Wanna Be Your Love Fresh M

308451 Oh My Lady Gaga 老貓,賴偉鋒 330472 Wanna Be Your Love[HD] 丁祥威

305852 Oh Oh Oh Oh 蘇打綠 304198 We Are The World 群星

345434 One Belt One Road[HD] 許鶴繽 330795 What Can I Do[HD] 潘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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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31 What Do I Do 許慧欣 344867 一匹白馬[HD] 趙照

284970 When You're With Me 林采緹 330784 一天一天[HD] 泳兒

329024 Where Do We Go 梁心頤 335470 一天一夜[HD] 張芸京

344111 Where To Find You[HD] 蜜蜂少女隊 302107 一天一點 徐婕兒

305396 Who… 濱崎步 298621 一支清香 何賽飛

290340 Will You Marry Me(結婚那件事) 阿牛,江若琳 338571 一日七失[HD] 賴偉鋒

348056 Will You Remember Me[HD] 李玖哲 298796 一月思念 佚名

294018 X未知數 Spexial 299611 一片丹心 佚名

262308 Yaoyao的心傷 陳珧 342076 一片丹心[HD] 馬智宇

303276 Yes I Love You 陳威全,Niall Dunne 295757 一片落葉 意玲

309671 You Are My Baby 倪安東,陳漢典 303845 一片癡心 黃清元

327390 You Are My Everything 曹寅 299439 一片癡情 佚名

335314 You Are My Everything[HD] 金承熙 325350 一世夫妻 梅朵

298510 You Are My Hero 羽泉 271978 一世明眸 黃冰冰

316882 You Are My Rose 鄭淳元 285503 一世紅顏 音樂走廊

336002 You Are So Beautiful{Live}[HD] 趙祺,中國好聲音 340494 一世迷離[HD] 沈波

274714 You Aren't The Loser 夜叉樂隊 302385 一世情人 高向鵬

323522 You Don't Wanna Cry{Live} 金池 301258 一世情愁 易帆

346410 You Feel Me Ya{Live}[HD] 李斯丹妮,周震南,明日之子 301262 一世情愁 易帆,車靜子

256413 You Make Me Wanna{Live} 蕭亞軒 283154 一世情緣 風之琳

329027 You Won't Be Alone 胡利基 295745 一世情緣 陳瑞

232596 一九九七{Live} 高楓 341171 一世牽掛[HD] 晨熙

267062 一人一花 阿朵 320909 一世塵緣 寶雲

347555 一人一城[HD] 莊心妍,金潤吉 232728 一代天驕 鳳凰傳奇

348722 一人之戰[HD] 李常超 263540 一半一半 吳克羣

335598 一人獨得[HD] 蘇永康 285171 一去千里 肖亮

335075 一刀不剪[HD] 炎亞綸 231748 一去不回{Live} 韓紅

335552 一刀不剪[舞蹈版][HD] 炎亞綸 292090 一去不返 劉庭羽

342561 一刀未剪[HD] 孫子涵 329039 一生一世 大西瓜,原子霏

312261 一刀兩斷 大哲 293614 一生一世 文卓

306128 一刀兩斷 秋褲大叔 338573 一生一世[HD] 段宛彤

313207 一刀兩斷 張雷 339616 一生一世[HD] 蔡小芳

313568 一刀兩斷 趙小兵 267070 一生一次 阿淡

316887 一千英哩 唐寧 329040 一生一事 EXO

284271 一不小心 顏小健 283512 一生之水 陳魁

310158 一不留神 張兵 295759 一生兄弟 姜鵬

336287 一介書生[HD] 江潮 336955 一生兄弟[HD] 王宏天

255946 一切如新 萬芳 343028 一生兄弟[HD] 呂斌,張浩

336503 一切安好[HD] 莫文蔚 345830 一生兄弟[HD] 雷啟飛,陳兆飛

313646 一切為你 劉愉愉 317119 一生平安 呂繼宏

320090 一切都好 張磊 342279 一生平安[HD] 函亭

341199 一切隨緣[HD] 楊清明 304770 一生守侯 趙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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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794 一生守候 王若琳 233796 一生癡心 黎明

284217 一生守候 汪東城 309350 一份牽掛 鄧廣福

294705 一生守候 馬俊哲 340497 一如少年[HD] UFO

230489 一生守候 陳淑樺 320915 一字情歌 金霖

295760 一生守候{Live} 趙浴辰,王韻壹 288637 一曲相思 門麗,龍飛

265189 一生守望 王喆 326697 一曲相思 劉天

349590 一生守護[HD] 可奇 311255 一曲相送 圖椏格

347169 一生执念[HD] 李泰 325155 一曲紅塵 吳松林

308799 一生有你{Live} 李健,水木年華 278696 一曲紅塵 郭少杰

270228 一生何價 溫兆倫 307391 一曲胡笳 蘇勒亞其其格

329041 一生所念 顧峰 328177 一曲琴音 曹春梅

327404 一生所愛 Mc藍弟 282414 一曲鄉思 張夢弘

275067 一生所愛 舒淇 349585 一曲傾心[HD] 吉雅瑞德

290481 一生所愛(國) Walker 299399 一曲難忘 佚名

346817 一生所愛[HD] 吉克雋逸 300168 一朵小花 佚名

343429 一生所愛[HD] 姚晨,林更新 302977 一朵小花 莊學忠

342567 一生所愛{Live}[HD] 莫文蔚,天籟之戰 254176 一朵小花{Live} 楊燕

342566 一生所愛{Live}[HD] 楊子,天籟之戰 328178 一朵玫瑰 詹森淮

336506 一生所愛{Live}[HD] 薩吉 317115 一朵微笑 歡歌

325941 一生所寫 談夢宵 303596 一朵徽章 棉花糖

308179 一生朋友 兄弟匯 317117 一朵鮮花 吳貞

342280 一生的愛[HD] 孟飛 319477 一次 一次 Kulin

298504 一生的夢 羽泉 340253 一次一次[HD] 花愛綸

328182 一生相守 陳詠 325308 一次就好 李冬風,優優

306920 一生相伴 三毛 329035 一次就好 沈騰

232533 一生相伴 高慶崢 329036 一次就好 馬麗

322235 一生相隨 劉天騏,小婕 339151 一次就好[HD] 楊宗緯

347564 一生執念[HD] 李泰 327402 一次就好{Live} 張磊,郁可唯,蒙面唱將

317121 一生牽掛 周寧 327403 一次就好{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317120 一生最愛 陳藝搏 342564 一次就好{Live}[HD] 郁可維,張磊,蒙面唱將

286273 一生無悔 納蘭珠兒,高安 341198 一次就好{LIVE}[HD] 楊宗緯,洪健軼,我想和你唱

267269 一生無悔 高安,杭嬌 299482 一江春水 佚名

270026 一生無悔 夢成 315669 一江深情 祖海

269681 一生痛苦 李志剛 256977 一百個謊{Live} 許茹芸

347170 一生等候[HD] 盧挺 297298 一米陽光 Bobo

331688 一生愛你[HD] 姜青濤 322236 一米陽光 西風

320097 一生榮耀 魯恩濱 328184 一米陽光 武靖涵

343430 一生摯愛[HD] 竇春雷,何遠燦 314957 一別一生 程亮

345833 一生醉愛[HD] 鄧子辰 347166 一別兩寬[HD] 陳正國

320927 一生錯愛 寶雲 331874 一吻天荒[HD] 胡歌

292444 一生鎖愛 張津涤 320091 一吻定情 李勇森

319484 一生癡心 孫露 324638 一吻紅塵 杜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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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698 一吻紅塵 欣哲 298545 一往情深 羽泉

345443 一吻紅塵[HD] 杜枚 303593 一往情深 曾慶瑜

280779 一快紅布 劉明輝 319476 一念之差 東來東往

297519 一快過吧 于文華 269303 一念之差 徐千雅

344117 一束陽光{Live}[HD] 程琳 316953 一念之間 莫文蔚,張杰

232086 一步一步{Live} 馬天宇 332477 一念之間[HD] 陶喆

306137 一步之遙 王東林 339149 一念之間[HD] 皓天

328179 一步之遙 韓磊 320093 一念天堂 張磊

347563 一步之遙[HD] 王品喆 328176 一念成碑 顏偉

349588 一步成詩[HD] 王詩安 288395 一念執著 嚴藝丹

334623 一步距離[HD] 顏慧萍 330242 一念執著[HD] 胡歌,阿蘭(Alan)

294298 一見如故 徐一鳴,陶鈺玉 349209 一念塵埃[HD] 陳潔儀

295768 一見鍾情 大約冬季,逍遙香香 263955 一抹夕陽 殷秀梅

314952 一見鍾情 戈浪 320918 一抹天藍 姚甦

285713 一見鍾情 玉面天使(吳霞) 266944 一拍兩散 郝紅岩

299998 一見鍾情 佚名 335814 一拍兩散[HD] 許佳慧

268615 一見鍾情 吳鑫桐 320920 一杯老酒 朱永飛

312642 一見鍾情 李晟 340252 一杯老酒[HD] 陳宏斌

292676 一見鍾情 柳岩,黃燦盛 318865 一杯咖啡 高登

313143 一見鍾情 張凌楓 306139 一杯美酒 王琳玲

263481 一見鍾情 甜美真 320919 一杯美酒 陳俐俐

305526 一見鍾情 謝采妘 346418 一杯美酒[HD] 周巍

320931 一見鍾情 寶雲 270363 一杯美酒{Live} 王宏偉

333932 一言難盡[HD] 李翊君 285668 一杯美酒{Live} 王喆

295769 一言難盡{Live} 胡彥斌 342077 一杯美酒{Live}[HD] 李昱和

313309 一言難盡{Live} 陳羽凡,陳俊豪 335375 一杯美酒{Live}[HD] 劉晶

336959 一言難盡{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22233 一杯苦酒 孟飛

291920 一走了之 51 349586 一杯苦酒[HD] 田學志

231804 一走了之 韓紅 308029 一林幽夢 王伊,劉寧

349214 一身坦蕩[HD] 藍波 320921 一枚硬幣 小城星電台

318502 一刻逍遙 曾志偉,吳君如 343428 一枝孤芳[HD] 鐘漢良

263628 一夜之間 王志心 330842 一枝獨秀[HD] 羅志祥

257875 一夜之間 辛曉琪 295762 一直在哭 浩軒

231792 一夜好夢 韓紅 312761 一直到老 孟延

266241 一夜年少 梁漢文,張衛健 285413 一直到老 陳一凡

292623 一夜成名 李萌 294307 一直到老 惡人谷

307832 一夜情人 大哲 308021 一直幸福 王心凌

270281 一夜無情 焰烽,江靈 341640 一直尋找[HD] 阿奔

303268 一夜銷魂 陳奕迅 339153 一直微笑[HD] 楊凱琳

332685 一夜驚喜[HD] 李治廷,范冰冰 230465 一知秋葉 陳楚生

332815 一夜驚喜[HD] 范冰冰,李治廷 309905 一肩之隔 秦嵐

329032 一定趕來 山野 320916 一封家書 陳赫,姚晨,竇驍,葉一雲

Page 25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41639 一封家書[HD] 徐鳴澤 341864 一笑傾城[HD] 張赫,白宇,張彬彬,崔航,鄭業成

345445 一封家書{Live}[HD] 陳弈彤,宋亞軒 345446 一笑傾城{Live}[HD] 汪蘇瀧,明柏辰,楊梓鑫,陳墨一,明筱岩,我想和你唱

327401 一拼到底 群星 292386 一起出發 廖文強與壞神經樂團,江松霖

324816 一段回憶 童可可,田躍君 320099 一起出發 劉佳

348726 一段明天[HD] 陳嬛 348070 一起回家[HD] 果子

288064 一派離情{Live} 吳瓊,黃新德 343431 一起回家[HD] 楊嘉松

301942 一盆眼淚 香香 335515 一起老去[HD] 楊子姍,薛凱琪,陳意涵

311421 一面湖水 齊秦 319487 一起努力 昊龍

329047 一面湖水{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297323 一起快樂 Fantasy

317041 一面湖水{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21732 一起奔放 孫楠

345841 一面湖水{Live}[HD] 扎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349211 一起幸福[HD] 王麗達,呂繼宏

318862 一頁愛情{Live} 李琦 335082 一起長大[HD] 秦勇

332275 一首心歌[HD] 吉克雋逸 297228 一起冒險 5566

302123 一首老歌 徐櫻 327406 一起勇敢 古小偉

279840 一首老歌 張洋,王宏宇 324786 一起勇敢 甜甜圈組合

278065 一首情歌 任重 301453 一起飛翔 炎黃赤子

280889 一首情歌 姚笛 265511 一起飛翔 侯旭

325947 一首對唱 朱元冰,李藝彤 328188 一起飛翔 南建雄

312359 一個人走 王娜 312968 一起飛翔 候旭

299964 一個人走 佚名 325944 一起飛翔 雷頡,吳蘭馨紫

303463 一個人走 陸鋒 349593 一起飛翔[HD] 趙蕊

268336 一個人走 劉佳 291405 一起做吧 筠子

305612 一個人走 韓偉 335097 一起喔喔[HD] 蘇打綠

341638 一個人走[HD] 趙鑫 306144 一起嗨皮 安仕偉

339146 一個人走{Live}[HD] 趙鑫 317126 一起搖吧 牛妞

312252 一個人哭 刀刀刀 278630 一起搖吧 謝華

305111 一個人愛 輪回樂隊 283405 一起搖擺 汪峰,張恒遠,畢夏,單冲鋒,孟楠

327393 一個人過 于朦朧 281356 一起搖擺 羅熙傑

232688 一個人睡 魏晨 333116 一起搖擺[HD] 陸峰

341598 一個人醉[HD] 郭少杰 288642 一起搖擺{Live} 戎琦

319471 一個女孩 任妙音 317127 一起搖擺{Live} 庾澄慶,中國好聲音

319472 一個月亮 梁文希 338576 一起搖擺{Live}[HD] 張姝,中國好聲音

316801 一個地方 金娃 344582 一起搖擺{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341080 一個宇宙[HD] 南拳媽媽 308163 一起跳吧 王藝霖

344580 一個夜晚{Live}[HD] 李志 281259 一起跳舞 海龜先生

293181 一個狗窩 陳飛宏 320932 一起歌唱 羅媛

333416 一個故事[HD] 本兮,譚煒星 317129 一起精彩 蕭敬騰

295155 一個陪伴 意玲 346423 一起精彩[HD] 周占超

231297 一座橋樑{Live} 零點樂隊 344583 一起築夢[HD] 邰正宵,臺灣爽樂團

300934 一根火柴 李聖傑 327407 一起闖蕩 藍波

295763 一笑而過{Live} 阿雲嘎 338791 一追再追{Live}[HD] 劉銘

328183 一笑而過{Live} 俞佳,天籟之戰 340799 一隻小蟲{Live}[HD] 王鳴飛

Page 255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3473 一隻蛐蛐 雪村 336468 一無所有{Live}[HD] 黃耀明

308358 一隻蝴蝶 安東陽 332495 一無所有{Live}[HD] 劉明輝

332741 一問再問[HD] 韓雪 338572 一無所懼[HD] 戴愛玲

345829 一望千年[HD] 金志文 279286 一塊紅布{Live} 劉明輝

309797 一望無疆 徐千雅 279825 一塊紅布{Live} 劉彩星,高揚

344119 一條大河{Live}[HD] 王紫菲 332269 一塊紅布{Live}[HD] 劉明輝

271500 一條小河{Live} 金波 256975 一廉幽夢 許茹芸

309262 一條短信 金波 232863 一意孤行 麥田守望者

347565 一眼千年[HD] 那英 345828 一搭搭里[HD] 溫建林

278184 一眼雲煙 回音哥 338206 一萬小時[HD] 宇宙人

279832 一眼瞬間{Live} 李琦,林芯儀 309572 一萬光年 胡彥斌

317025 一眼瞬間{Live}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344121 一萬種傷[HD] 李雨壽

285251 一眼瞬間{Live} 蕭敬騰,馬達 319486 一葉知秋 段煉

307891 一票難求 小愛 303368 一葉知秋 陳楚生

325942 一粒塵埃 于海濤 348067 一葉菩提[HD] 鄧卓軒

343624 一粒種子[HD] 馬亞維 279547 一路不變 溫嵐

312157 一部天涯 蘇夏 279837 一路不變{Live} 溫嵐

298186 一場大雨 代小波 343031 一路兄弟[HD] 左兆陽,龍百萬

264283 一場意外 鍾舒祺 304396 一路平安{Live} 解曉東

322231 一場遊戲 成泉 331476 一路吉祥[HD] 鐘芹

319474 一場誤會 王進 318520 一路同心 雷佳

347167 一壺好茶[HD] 楊樂 278517 一路同行 王利,劉舫

322091 一壺老酒 王文琦 334796 一路同行[HD] 程聰

279826 一壺老酒 馬常寶 312520 一路向北 冷漠

263077 一壺老酒 陸樹銘 315676 一路向北 鈔藝峰

349584 一壺老酒[HD] 范美 336361 一路向北[HD] 周杰倫

349208 一壺寂寞[HD] 王曉洪 340798 一路向北[HD] 南風(姜海龍)

297568 一廂情願 大哲 336152 一路向東[HD] 黃玠,舒米恩

327399 一廂情願 六哲 340499 一路向前[HD] 藍夢

254138 一廂情願 楊林 288643 一路向南 李楊飛

344116 一期一會[HD] 龔玥 301801 一路有你 胡量

302324 一棒成名 追風少年 343629 一路有你[HD] 周燕

329037 一無所有 Sun Beatzz 333565 一路有你{Live}[HD] 姚貝娜

294704 一無所有 馬俊哲 327409 一路狂奔 李冠群

234053 一無所有 齊秦 312347 一路走來 王周傳雄

349210 一無所有[HD] Nightcap睡帽樂團 268810 一路走來 孫艷

279755 一無所有[中國最強音](國) 中國最強音 346424 一路走來[HD] 余珂

291768 一無所有{Live} 由美 283671 一路奔放 胡堯峰

287486 一無所有{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45836 一路往北[HD] 王瑩

285461 一無所有{Live} 陳羽凡,陳俊豪 278886 一路放歌 曹龍

335977 一無所有{Live}[HD] 由美,中國好聲音 294014 一路放歌{Live} 曹龍

339615 一無所有{Live}[HD] 崔健,中國之星 308735 一路芬芳{Live} 李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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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045 一路花香 安娜 341643 一醉到底[HD] 王星

270956 一路花香{Live} 藍琪兒 317131 一醉南柯 音頻怪物

285086 一路相伴 王愛華 344871 一戰到底[HD] 鄭超

300716 一路風光 宋祖英 298307 一親紅顏{Live} 伍佰

285802 一路挺你 羽泉 344581 一諾千年[HD] 阿杜

317130 一路高歌 肖雨蒙 268134 一錯再錯 伍俊華

297514 一路情深 于文華 301314 一錯再錯 林志炫

278646 一路發威 超有種 302571 一錯再錯 張虎

287153 一路陽光 孫瑩,韋寧峰 302601 一錯再錯 張柏芝

313546 一路陽光 寧可 269504 一錯再錯 暴林

349594 一路陽光[HD] 潘媛媛 304499 一錯再錯{Live} 甄妮

336965 一路陽光[HD] 藍琪兒 344584 一頭偶像{Live}[HD] 李志

312014 一路陽光{Live} 藍琪兒 278660 一擊粉碎 鄧子霆

302283 一路順風{Live} 草蜢 293616 一璐到底 新街口組合

311294 一路落花{Live} 滿江 293887 一瞬美滿 陸瑤

318245 一路暢通 龍飛龍澤,何欣燭 347566 一縷執念[HD] 周深

265377 一路歌唱 張冬玲,阿寶 326707 一聲佛鐘 許椿苗

342571 一路歌唱[HD] 合力 347171 一聲嘆息[HD] 楊鏡儒

271584 一路歌唱{Live} 阿寶,張冬玲 323528 一聲憂傷 姚貝娜

346819 一路綻放[HD] 許千千 232771 一顆紅豆 鳳飛飛

278192 一路翱翔 多元神話 322239 一顆紅豆{Live} 王麗達

329046 一路藍天 周旗蔚 302880 一顆情淚 莊學忠

337708 一路驚喜[HD] 鳳凰傳奇 313554 一顆情淚{Live} 甄秀珍

319492 一道彩虹 朱業晉 336058 一顆鈕扣[HD] 卓文萱

268451 一零一變 剛澤斌 334862 一顆滾石{Live}[HD] 趙傳

307833 一塵戀歌 大哲 293753 一點一滴 石忠強,林爍,蘭瑞敏,高洋

327396 一夢一花 海弦月 335094 一點一滴[HD] 羽泉

290315 一夢千年 金少祥 300757 一點一點 李宇春

281138 一夢茶香 李昱和 339617 一點一點[HD] 張力超

255101 一種念頭 王若琳 340254 一轉身就是一輩子[HD] 成于申

274682 一種相思 吳易軒 320928 一簾好夢 胡雲鵬

322959 一網情深 晨曦 232388 一簾幽夢 高勝美

320098 一網情深 蔡雯君 303292 一簾幽夢 陳思安

345835 一語晴天[HD] 王希琛 341865 一簾幽夢[HD] 許茹芸

292314 一劍逍遙 小義學長 329043 一簾幽夢{Live} 趙駿,夢想的聲音

268947 一劍輕安 少司命 335096 一簾幽夢{Live}[HD] 騰格爾

342278 一樣一樣[HD] 樂正綾 292404 一邊肩膀 張力超

343027 一樣的事[HD] 張雲卉 330521 一覺醒來[HD] 倪安東

230266 一線情緣 陳星 287358 一觸即發 炎亞綸

324565 一輪明月 施易男 338031 一戀如夢[HD] 趙晉瑤

301925 一醉方休 風蕭蕭 314960 一戀萬年{Live} 容中爾甲

347570 一醉方休[HD] 東東 334907 一體成形[HD] 黃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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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1 丁香姑娘 王鵬 265737 二十五歲 天津飯

282166 七.一戀歌 劉建軍 311337 二十年後 趙小兵

330887 七上八下[HD] 蔡依林 343046 二十年後[HD] 何晟銘

326708 七夕之戀 石雪峰 335634 二十年後[HD] 郭蘅祈

345842 七夕情歌[HD] 費小祥 335074 二分之一[HD] 炎亞綸,G.NA

332679 七夕情緣[HD] 斯琴高麗 314967 二分明月 費玉清

347173 七夕等你[HD] 周澎 348099 二手單車[HD] Mao毛鵬懿

316565 七夕傳說 安葉 266375 二月十四 深藍樂團

299967 七子之歌 佚名 345871 二次初戀[HD] 王一博,關曉彤

310686 七子之歌{Live} 陳思思,黃偉麟 303553 二泉映月 彭麗媛

334004 七天戀愛[HD] 陳昇 344149 二哥駕到[HD] 吉星,劉書源

265923 七月初七 張萌萌 278310 二話西遊 徐譽滕

233980 七月初七 黑龍 266808 人去樓空 袁攀

349598 七月繁花[HD] 王光輝 294463 人民公敵 王學兵

307134 七年之仰{Live} 必須組合 325978 人民父母 王麗達

278154 七年的愛 周旭風 318875 人民必勝 大慶小芳

293191 七朵蓮花{Live} 霍尊 263587 人民軍隊 王亞平

332581 七色夢想[HD] 陳慧琳 288240 人生列車 曉月

231482 七律長征 軍旅歌曲 288129 人生如此 辛曉琪

265896 七律長征{Live} 張濤 316407 人生如詩 丁春秀

332899 七秒之後[HD] 王璐岢 326713 人生如夢 石雪峰

348733 七彩明花[HD] 薩爾組合 327445 人生如夢 萌萌噠天團

310570 七彩浪漫 連亞琦 295854 人生如夢 歐陽雄波

346820 七彩蛋糕[HD] 李曉武 325463 人生如夢 謝知言

324722 七彩夢想 淼淼 338589 人生如夢[HD] 趙玉東

320102 七裡水鄉{Live} 金姍姍 266824 人生如夢{Live} 許嘉文

329082 九九那年 小小李 232449 人生如戲 高向鵬

329083 九十九次 秋褲大叔 289836 人生如戲 張華

231974 九月十九 顧莉雅 344154 人生如戲[HD] 孫久琪

293666 九月鷹飛 李治廷,黃齡 288307 人生有約{Live} 陶瑩

271862 九曲戀歌 風之琳 288696 人生似酒 秦影

348094 九色鄉情[HD] 旦正才讓 312758 人生車站 孟文豪

232634 九門提督 高登 279098 人生的歌(國) 洪翔

234047 九個太陽 佚名 328226 人生若夢 賈富營

290436 九個太陽{Live} 黃綺珊,曾文力,郭帥 278950 人生旅途 陳小輝

318874 九夏憂傷 帶淚的魚 289610 人生海海{Live} 五月天

336969 九鼎天下[HD] 董貞 292006 人生無悔 于浩宸

311248 九寨女神 嘉布·洛絨 329089 人生路上{Live} 王莉

301538 九寨姑娘 阿勇澤讓 301898 人生舞臺 韋唯

234036 九寨姑娘 齊旦布 327444 人在江湖 孟楊,華歌

306151 九鯉之戀 陳娟娟 313130 人在江湖 張芸瑞

335384 了然不散[HD] 葉俊岑 292532 人在囧途 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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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688 人在旅途 佚名 294070 八月愛人 五月天

300859 人在旅途 李娜 299209 八仙過海 佚名

230328 人在喀什 陳星,周虹雨 302526 八百壯士 張少林

312066 人肉搜索 羅志祥 339178 八戒八戒[HD] 小瀋陽

320973 人走茶涼 單小發,Vienna 342081 八戒神曲[HD] 萬海東

332534 人走茶涼[HD] 樓宏章 291112 八面來風 傲藝

343653 人來人往[HD] 唐人街樂隊 269405 八音波羅 文博

291213 人前人後 莊心妍 283994 八個娃娃 呂珊

279651 人面桃花(國) 葉曉紅 318876 八塊腹肌 喻恩泰

342294 人面桃花[HD] 于銘 338253 八塊腹肌[HD] 老貓,楊望

293662 人格主義 李杰 316820 八號風球{Live} 陳奕迅

344153 人海旅行[HD] 李碩 308433 八零年代 江風

233246 人海茫茫 黃征 294543 刀塔傳奇 胡夏

313583 人海茫茫 趙丹 326043 刀劍如夢 吳亦凡

333808 人海情緣[HD] 龍梅子,陳少華 331424 刀劍如夢[HD] 董貞

253900 人情世故 楊千嬅 288761 刀劍如夢{Live} 平安

294531 人情世故 羅邏聖 318667 刀劍如夢{Live} 陳梓童,柳暢源,中國好聲音

317173 人情世故{Live} 羅邏聖 345913 刀劍如夢{Live}[HD] 秦子墨,明日之子

317174 人情冷暖 胡小寶 338916 刀劍如夢{Live}[HD] 陳梓童,柳暢源,中國好聲音

329091 人魚校花 王蓉 331773 刀鋒偏冷[HD] 李宇春

265102 人魚歌姬 孫敬媛 329181 十七年蟬 廖明

311234 人間大愛{Live} 雷佳 262392 十九之夏 東于哲

329090 人間天水 馬豔 254250 十九裡路 楊鈺瑩

295537 人間天河 阿魯阿卓,湯非 278704 十二生肖 鐘心

347199 人間天河[HD] 蒲江濤 343698 十二生肖[HD] Assen捷

306154 人間天河{Live} 韓磊,阿魯阿卓 331839 十二生肖[HD] 王力宏

311735 人間仙道 曉依 317287 十二道街 呂建平

286683 人間西湖 周璇 299923 十八相送 佚名

271131 人間西湖 譚晶 286801 十八相送 苗苗

262076 人間家園 艾米麗·王嘉寶 303002 十八相送 莊學忠

304355 人間家園 董文華 290959 十八相送 訪玉,楓舞

309463 人間真情 姜蘇 231466 十八相送 靜婷,顧薇

325980 人間情愛 劉玉東 254398 十八相送{Live} 汪明荃,凌波

341876 人間煙火[HD] 田馥甄 285610 十三不親 于洋洋

303235 人間煙火{Live} 陳汝佳 305315 十三不親 遲志強

336529 人間煙火{Live}[HD] 張瑋 342626 十三月涼[HD] 不才

324526 人跡板橋 張超 300736 十月望郎 李介華,劉趙黔

349618 人過三十[HD] 馬智宇 305040 十全七美 潘曉峰

295955 入戲太深 馬旭東 263062 十全十美 羅文裕

230558 入戲太深 陳潔儀 233030 十字街口 黃品源

313497 入戲太深 溫昇豪 296022 十字街頭{Live} 阿雲嘎

318474 八九雁來 郭津彤 301858 十字街頭{Live} 郁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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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657 十字路口 張寒 266054 又愛又恨 曾春年

234375 十字路口 龔詩嘉 283616 又憶江南 王歡

305845 十年一刻 蘇打綠 284611 又憶江南 姚貝娜

269178 十年之吻 張秋霞 262454 三人關係 范瀟勻

269701 十年之秋 李楊飛 347571 三十出頭[HD] 大哲

315679 十年之間 朱子峰 308372 三十四十 安濤

348804 十里桃花[HD] 李子峰,寧心 331729 三十好幾[HD] 張信哲

344632 十里桃花[HD] 劉小靜 270678 三十而立 胡彥斌

265738 十指扣愛 天籟天 349217 三十而立[HD] 宏磊

304285 十指相扣 葉小青 328194 三十里鋪 蛇舞優優

291786 十面孤曲 Gj蔣卓嘉 314754 三十裡鋪 郭瓦·加毛吉

334579 十面孤曲[HD] 蔣卓嘉 232165 三十裡鋪 馮健雪

298299 十個冬季 伊揚 347176 三千道義[HD] 晶迪,超越

265540 十送紅軍 刀郎 339383 三千癡纏[HD] 莊心妍,富博洋

282309 十送紅軍 孫佳 288652 三寸天堂 吳奇隆

282574 十送紅軍 楊昭,孫佳 330598 三寸天堂[HD] 嚴藝丹

234353 十送紅軍 龔玥 270002 三寸日光 梁靜茹

265333 十送紅軍{Live} 袁東方 279846 三寸日光 黃宥傑

326717 十裡柔情 星月組合 345452 三五得幾[HD] 王祖藍,陳子由

345928 十跪爹娘[HD] 趙真 274835 三分之二 戴佩妮

295260 又見九妹 楓橋 288313 三天三夜 黃聖依

325758 又見到你 郁可唯 283332 三天三夜 劉雅婷

255226 又見炊煙{Live} 王菲 294602 三天三夜 賴儀雯,唐藝

303248 又見炊煙{Live} 陳明 336317 三天三夜[HD] 賀東

254252 又見炊煙{Live} 楊鈺瑩 332696 三天三夜[HD] 歌浴森

284479 又見炊煙{Live} 劉孟哲 329050 三天三夜{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337738 又見花開[HD] 蘭雨,胡嘉鑫 270091 三天三夜{Live} 歌浴森,張瑋

288789 又見阿郎 羅時豐,龍千玉 338921 三天三夜{Live}[HD] 馬吟吟,中國好聲音

230518 又見春天 陳淑樺 330130 三天三夜{Live}[HD] 張惠妹

232807 又見秋蓮 鳳飛飛 331739 三天三夜{Live}[HD] 張瑋,歌浴森,中國好聲音

322345 又見重陽 王不火 343630 三天兩夜{Live}[HD] 獅子合唱團

300906 又見曙光 李逸 233082 三月小雨 黃品源,任賢齊等

278362 又怎樣呢 末小皮 298101 三世情緣 王蓉,蕭正楠

309981 又是一年 馬常寶 288475 三生一夢 楊姣

234244 又是細雨 龍飄飄 312375 三生三世 王蓉,蕭正楠

231583 又是細雨 韓寶儀 292533 三生三世 曹強

234207 又要分手 龍飄飄 230725 三生三世 陳瑞

326066 又能怎樣 劉嘉亮 343432 三生三世[HD] 張杰

306094 又唱山歌 艷陽天 343631 三生三世[HD] 曾雨軒

268910 又唱天路 寒雪 348734 三生三世[HD] 樂繽靈,韋小天

311549 又現南風 劉瀚升 271722 三生石語 陳瑞

269459 又逢佳節{Live} 春天 288065 三生有緣{Live} 吳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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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311 三生煙火 趙鑫 310914 下一場雨 紫琴

345844 三吋日光[HD] 黃宥傑 346430 下次再見[HD] 張智成

333514 三好先生[HD] 雲菲菲 263423 下次再玩 蘇醒

334414 三年二班[HD] 周杰倫 333362 下個季節[HD] 何李

319497 三年三天 劉德斌 332439 下個雨季[HD] 庾澄慶

332870 三年三天[HD] 安與騎兵 341323 下個街角[HD] 蕭煌奇

294729 三年之約 鮑文洋 295064 下落不明 小蟹

320938 三行情書 張迪,海陸 295828 丫山迷歌 周彬

338210 三利情相[HD] 郝丹丹 262726 久久之殤 久久

319498 三言兩語 王翔 311062 久違的歌 楊子

270350 三妻四妾 王媛淵 347601 久遠的歌[HD] 李艾

322241 三河古鎮 孔蘭蘭 303381 乞求明天 陳德志

293425 三度和絃 劉瑞琦 282080 也很值得 何流

262476 三界傳說 馮靜恩 338009 也是醉了[HD] 姚世杰,張吉

297976 三個和尚 王雪晶 279887 也許如此 員偉明

331607 三個傻瓜[HD] 五月天 319521 也許放棄 成泉

309629 三烈士贊 郁可唯 280890 也許明天 姚貝娜,中國好聲音

351827 三國無雙 古巨基 268714 也許明天{Live} 大山

297754 三國演義 毛阿敏 335884 也許明天{Live}[HD] 任科來

317137 三清白茶 杜樺 334388 也許明天{Live}[HD] 任科來,蕭敬騰

262459 三部情曲 費玉清 335919 也許明天{Live}[HD] 張丹丹,由美,中國好聲音

232802 三部情曲 鳳飛飛 332312 也許明天{Live}[HD] 曾一鳴

262620 三無男人 海生 342577 也許明天{Live}[HD] 楊子杰,夢想的聲音

294034 三萬英尺 8357組合 338923 也許明天{Live}[HD] 趙晗,好聲音學員,中國好聲音

311964 三輪老爹 韓梓軒,郝紅岩 336981 也許明天{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349601 上下求索{Live}[HD] 龔琳娜,經典咏流傳 305397 亡命之徒 縱貫線

325951 上古傳說 王玉璽 282607 亡靈序曲 柯陳軍

331402 上空河馬[HD] 自由發揮 282937 凡塵情緣 謝常清

336195 上流玩法[HD] 艾怡良 289817 千山雪寂 少司命

343035 上乘富饒[HD] 余火靈 332571 千分之一[HD] 黃鴻升

345848 上海三月[HD] 戴荃 280854 千手觀音 周亮

349602 上海往事[HD] 陳思誠 232690 千方百計 魏晨

343633 上海歲月[HD] 左小祖咒 303354 千世情緣 陳紹楠

334293 上海歌姬[HD] 林寶 296024 千古一醉 高敏

279849 上善若水 何晟銘 317289 千古中岩 梁佳玉

343434 上善若水[HD] 尉金瑩 310369 千古美人 張燕

336139 上善若水[HD] 陳一凡 329182 千古英雄 David哥

300361 上緊發條 佚名 323636 千古情殤 何龍雨

300950 上學上班 李蓉 281295 千古絕唱 王慶爽

279771 下一分鐘(國) 周辰俙 271308 千年一瞬 郁可唯

301452 下一個我 炎亞綸 343701 千年之約{Live}[HD] 韓紅

317140 下一個夢 時翔雲 281120 千年之戀 李佳薇,曾一鳴,陳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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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698 千年之戀 梁佳玉 287487 千言萬語{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46479 千年之戀[HD] F.I.R.飛兒樂團 287132 千言萬語{Live} 韓磊

322335 千年之戀[Live} 任韻淇,張伊彤 332277 千言萬語{Live}[HD] 吳申梅

317290 千年之戀{Live} 丁噹,蒙面歌王 335912 千言萬語{Live}[HD] 崔西,劉雙雙

282293 千年之戀{Live} 央吉瑪,呼斯楞 336982 千言萬語{Live}[HD] 崔西,劉雙雙,中國好聲音

327522 千年之戀{Live} 蘇詩丁,天籟之戰 336364 千里之外[HD] 周杰倫,費玉清

344945 千年之戀{Live}[HD] 于毅,江珊,跨界歌王 312736 千里之外{Live} 周杰倫,宋祖英

331677 千年之戀{Live}[HD] 大山 287574 千里之外{Live} 霍尊,張凱

340548 千年之戀{Live}[HD] 任韵淇,張伊彤 330235 千里之外{Live}[HD] 王祖藍,林峯

341548 千年以後[HD] 熊照華 341899 千里之外{Live}[HD] 費玉清,周杰倫,中國新歌聲

284398 千年守望 書畫 338619 千里之外{Live}[HD] 費玉清,最美和聲

325255 千年孤影 張津涤,陳瑞 322337 千里之吻 涓子

340169 千年承諾[HD] 齊霖 328314 千里姻緣 火狼

320215 千年的愛{Live} 華晨宇,胡彥斌,唱遊天下 313930 千杯不倒 蕭全

318214 千年約定 王愛華 349674 千金小姐[HD] 丁丁

326059 千年烟花 秦川 309534 千金埋骨 紀川久,Assen捷

270930 千年迴響 蒙面哥 308210 千金賀歲 四千金

328313 千年追戀 黃宇濤 288172 千秋莫負 河圖

274755 千年情人 寒冰 233767 千面女郎 黎子菱

304781 千年情劫 銀河 望月 268761 千家苗寨 子夕

313928 千年情殤 花樹 349671 千島之湖[HD] 周旋

270714 千年情緣 胡海波 317294 千骨之戀 東方依依

309548 千年寒冰 胡艾彤 317292 千萬光棍 成成

305469 千年湖歌 謝朋舉 282152 千載一會 劉子千

268269 千年等待 馮鴻源 233409 千禧新娘 黃燦

349672 千年絲路[HD] 張靜 265541 千禧新娘{Live} 刀郎

288782 千年愛戀 王子皓 305191 口不對心 黎明

265392 千年萬年 張靜沄 288791 口的形狀 林宥嘉

286599 千年瑤寨 何龍雨,蘇思蓉 334756 口的形狀[HD] 林宥嘉,大象體操

343094 千年瑤寨[HD] 何龍雨,辜櫻櫻 315699 口是心非{Live} 楊坤,丁詩瑀

290764 千年嚮往 李讓 282856 口是心非{Live} 蕭敬騰,唐一嘉

364090 千江有水 陳思彤 266414 口無遮攔 爽子

298567 千言萬語 羽泉,舒高 307369 土家妹子 華永芳

280851 千言萬語 吳申梅 336983 土家妹子[HD] 鄧超予

312606 千言萬語 李代沫 333536 土豪情歌[HD] 劉轉亮

325754 千言萬語 蕭敬騰 304830 士兵小唱 劉小娜

334011 千言萬語[HD] 韓磊 285894 士兵情歌 孟小童

255220 千言萬語{Live} 王菲 285857 士兵情懷 李書偉

285173 千言萬語{Live} 肖懿航,蕭敬騰 290913 士兵情懷 胡毅

364385 千言萬語{Live} 柳影虹 310379 士兵寶貝 張邁

317293 千言萬語{Live} 朗嘎拉姆,中國好聲音 296113 夕陽和海 張夢弘

232310 千言萬語{Live} 高勝美 296114 夕陽海岸 彩貝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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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840 夕陽黃昏 安東陽 344996 大城大事{Live}[HD] 楊千嬅,吳昊煜,周怡,葉雪如,我想和你唱

340573 大二江湖[HD] 簡一,Jy 330201 大城小愛{Live}[HD] 王力宏

336602 大人情歌[HD] 金貴晟,艾怡良 311696 大美中國 鄭海燕

279241 大三電音(國) 李楊飛 308107 大美中華 王喆

311031 大小世界 愛朵女孩 344647 大美西藏[HD] 王莉

280973 大手小手 張杰,謝娜 337953 大美西藏[HD] 旺姆

329231 大吉大吉 徐千雅 321816 大美金寨 李鴻玉

294685 大吉大利 雨金 326110 大美南海 侯麗娟

296136 大吉大利 鄧海 325368 大美恩陽 游長江

340836 大吉大利{Live}[HD] 劉文濤 326732 大美義烏 群星

320285 大名頂頂 薩頂頂 342656 大美興和[HD] 合力,烏蘭圖雅

298106 大地之子 王瑩 339690 大美麗my Lips[HD] 吳莫愁

266500 大地之歌 王麗達 331957 大哥小弟[HD] 釣魚島組合

290866 大地回春 王莉 310227 大哥太累 張祥洪

297997 大地回春 王雪晶,莊群施 232481 大家要快 高山峰

306162 大地回春 巧千金 300554 大家恭喜 佚名

297823 大地勇士 王中平 280038 大海之南 田豐,晶晶,阿正,小芸

328389 大地飛歌{Live} 夏月 331200 大病一場[HD] 多亮

318888 大地頌歌 吳李紅 292482 大神一個 徐申東,陸昱霖

323088 大年三十 何東 297638 大笑江湖 小瀋陽

304099 大年三十 群星 262544 大笑江湖 高進

314983 大江之歌 閻維文 313228 大笑江湖 張瀚元

232793 大江東去 鳳飛飛 341136 大笑江湖{LIVE}[HD] 小瀋陽,范書銘,我想和你唱

305115 大江東去 輪回樂隊 306166 大國之風 李佳璐,龍飛龍澤

284080 大江東去 謝雷 310030 大理姑娘{Live} 高洪章

298210 大兵小將 史小龍,嚴丹丹 263967 大眼睛mm 葉熙祺

278238 大志若魚 宇宙人 344236 大眾情歌[HD] 吳陌川

281019 大步大步 徐良 328395 大連之戀 劉歡

342654 大步向前{Live}[HD] 唐僧王永 306976 大喜日子 十三狼

329233 大秀演技 向銀瑩 262298 大喜臨門 陳歌華

340309 大叔[HD] Matzka樂團 295312 大智若娛 炎亞綸

317365 大叔很拽 司徒蘭芳 336435 大智若娛{Live}[HD] 炎亞綸

338307 大叔很跩[HD] 司徒蘭芳 318715 大象先生 佚名

336245 大叔時代[HD] 包偉銘 318823 大象拔河 佚名

340310 大奇葩[HD] 吳莫愁 335532 大象舞臺[HD] 林宥嘉,陳昇

263223 大姐小妹 蘋果派 232708 大開眼界 魔幻1+1

347269 大東湖美[HD] 王麗達 298337 大雁北飛 地鐵兄弟T And T

341366 大河之南[HD] 辰傑 345989 大愛清塵[HD] 謝常清

296141 大河兒女 常思思 312704 大愛無疆 沙莎

285948 大雨將至 阿修羅 312983 大愛無疆 孫偉

323691 大雨將至 徐佳瑩 284819 大愛無疆 接厚芳

253941 大城大事 楊千嬅 292088 大愛無疆 劉和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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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37 大愛無疆[HD] 群星 231087 女人心事 陶晶瑩

342342 大愛無疆[HD] 鍾彩媚 302093 女人心機 徐若瑄

234388 大愛無邊 張琳 230138 女人四十 陳振雲

233960 大愛無邊 黑鴨子演唱組 322407 女人如水 牧斯

347268 大愛撐天[HD] 張天甫 324321 女人如水 葉貝文

290695 大話西遊 張繼聰 290846 女人如花 王唯僑

230683 大話愛情 陳琳 301173 女人如花 周華健

282633 大夢中國 江濤 271135 女人如花 譚晶

317367 大夢想家 Tf Boys 326734 女人如烟 魏菲兒

348236 大夢想鴨[HD] 常思思 310059 女人如茶 啡啡

314984 大徹大悟 烏吉斯古楞 305716 女人如煙 魏佳藝

336089 大徹大悟[HD] 徐一鳴 308804 女人有毒 李猛

306170 大漠戈壁 金波 265445 女人的天 丁酉酉

343124 大漠英雄[HD] 成龍 312850 女人的心 阿華

337782 大漠狼嘯[HD] 劉棟升 272056 女人的美 龍梅子

232760 大漠情人 鳳凰傳奇 310228 女人的笨 張祥洪

274749 大漠深處{Live} 宋祖英 297593 女人的夢 小宋佳

288192 大漠深處{Live} 金婷婷 288547 女人花語 陳尚依

317369 大漠傳奇 斯琴巴圖 286172 女人善變 凱歌

268493 大漢劉邦 盧磊 293255 女人善變 黃品戩

323090 大熊小夕 熊琛,小夕 300349 女大當嫁 佚名

342341 大寫的書{Live}[HD] 郭少杰 286388 女王大人 A+ 樂團

265833 大德如陽 廖名揚 342666 女王不敗[HD] 張文綺,浩角翔起

286802 大樂蓮花 苗苗 333235 女王衣櫥[HD] 張子瑄

334298 大鬧天宮[HD] 畢夏,張恒遠 309211 女王陛下 武笑羽

328397 大鬧天宮{Live} 沈懿,天籟之戰 342347 女王殿下{Live}[HD] Snh48

320287 大學佈告 賴奕賓,趙菀穎 288155 女王駕到 尚雯婕

231674 大頭皮鞋 韓曉 328414 女生卡卡 藍又時

343125 大雞大利[HD] 土土 321826 女兵電話 王麗達

270971 大藝術家 蔡依林 268421 女孩我愛 劉牧

330890 大藝術家[舞蹈版][HD] 蔡依林 326736 女皇密令 程芷渝

337699 大寶大寶[HD] 大寶 288883 女皇駕到{Live} 石欣卉

315701 大齡女子 彭佳慧 293512 女神之戰 安心亞

345545 大顯神威[HD] 玖壹壹 342348 女神的夢[HD] Fairy女團

328396 大驚小怪{Live} 林凱軒,夢想的聲音 338642 女神降臨[HD] 戴梅君

335924 大驚小怪{Live}[HD] 張心傑,中國好聲音 322123 女神駕到 司徒蘭芳

311059 女人三十 楊千嬅 339436 女神駕到[HD] Makiyo

288878 女人不哭 樂秋 332892 女僕遊戲[HD] 林采緹,江韋良

288879 女人不等 陳瑞 299386 女駙馬-情深似海 佚名

302101 女人不壞 徐婕兒 298898 子夜徘徊 佚名

282165 女人天下 劉庭羽 338061 子夜情歌[HD] 蘇瑋

292817 女人天堂 田一龍 326146 子長戀歌 吳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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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737 子虛烏有 王星 309301 小小願望 阿良

341704 寸土不讓[HD] 趙真 348894 小丑生活[HD] 蘇頌

336992 小 朋友[HD] 放射空間 281504 小丑先生 鄭國鋒

308501 小三外傳 冷漠 331018 小丑面具[HD] 韓庚

280097 小三快跑 李子杰 305144 小心女人 鄭秀文

284956 小三和弦 楊梓 327626 小心小心 崔子格

323132 小三轉正 岳太陽 232992 小心情變 黃名偉

347292 小小天涯[HD] 郁可唯 284189 小手冰涼 李芙蓉

304543 小小少年(中四) 舞曲 313129 小手冰涼 張芯

345032 小小少年{Live}[HD] 陳俊析,歌聲的翅膀 295020 小四之歌 天堂飄雪

268654 小小日本 周瑜 321181 小羊小羊 陳佳一,楊小曼

290600 小小水花 圓圓 349755 小屁孩兒[HD] 韓紅,小老虎

332063 小小世界[HD] 婁藝瀟 303491 小李飛刀 雪村

232686 小小快樂{Live} 魏晨 326173 小村之戀 郭宴

345574 小小村莊[HD] 王柯心 268474 小村之戀{Live} 單紫寧

299260 小小貝殼 佚名 230841 小步舞曲 陳綺貞

308249 小小事件 左小祖咒,曾軼可 323743 小妹別哭 劉旗

334443 小小夜曲[HD] 好妹妹樂隊 287661 小姐萬歲 蔣承龍

298940 小小姑娘 佚名 265021 小河淌水 A One

298263 小小幸福 石文 312270 小河淌水 子祺

312727 小小幸福 卓依婷 294352 小河淌水 朱婧

295580 小小的你 陶喆 300267 小河淌水 佚名

262730 小小的我 井柏然 281318 小河淌水 玖月奇跡

303636 小小的我 無鳴 294652 小河淌水 阿寶,王二妮

332788 小小的我[HD] 徐海星 290105 小河淌水 皆大歡喜

283683 小小的畫 今聲緣 231492 小河淌水 軍旅歌曲

283764 小小的畫 曉依 302967 小河淌水 莊學忠

327625 小小的愛 張繼鵬,邱珺雅 304362 小河淌水 董文華

289661 小小的愛 劉佩芯 306022 小河淌水 騰格爾

313939 小小故事 林思彤 320343 小河淌水{Live} 白致瑤

285587 小小星星 Ok繃 312247 小河淌水{Live} 龔琳娜

301360 小小洞房 林淑娟 342703 小河淌水{Live}[HD]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05528 小小洞房 謝采妘 254263 小河戀曲 楊鈺瑩

298850 小小茉莉 佚名 281291 小狗丟丟 王寶

334802 小小時代[HD] 群星 284898 小雨漫飄 李曉蘭

334582 小小時代[HD] 蔣慶華 285034 小雨漫飄 流蘇

301251 小小浪漫 明聖凱 341709 小品愛情[HD] 溫偉杰

266056 小小情歌{Live} 曾春年 290766 小城回憶 杜賽群

328464 小小演員 XY兄弟 233719 小城故事 黃齡

338660 小小閨蜜[HD] 麒麟baby 284041 小城故事 糖兄妹

345033 小小蝸居[HD] 齊雅 285965 小城故事{Live} 春天

263216 小小螞蟻 潘瑋柏 232311 小城故事{Live} 高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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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24 小城故事{Live} 陳思思 341715 山水童年[HD] 張泉琳

268473 小城故事{Live} 單紫寧 325023 山水貴客 韓紅

342086 小城故事{Live}[HD] 李昱和 343776 山水夢鄉[HD] 蒼茫

270356 小城春暖{Live} 王子歌 324341 山水潯城 吳立群

332357 小時代曲[HD] 羅力威 321189 山水戀歌{Live} 金姍姍

341942 小眾情人[HD] 林奕匡 265202 山在那裡 王濱

298395 小鳥依人 朱妍 299444 山地情淚 佚名

323744 小棉襖兒 曹龍 286953 山地醉拳 董事長樂團

341173 小棉襖兒[HD] 曹龍 299893 山伯臨終 佚名

305121 小窗相思 鄧麗君 308787 山形依舊 李振軍

299171 小黃鸝鳥 佚名 345045 山里江南[HD] 叢榮澤萌

285518 小腳情人 風蕭蕭 349764 山居秋暝{Live}[HD] 霍尊,經典咏流傳

342361 小樣別跑[HD] 包貝爾 285374 山岩戀歌 金岩

287964 小調情歌 佚名 282036 山東姑娘 丁靖懿

313560 小調情歌 蒙克 321187 山東姑娘 紅孩兒

299919 小豬胖胖 佚名 339222 山河故人[HD] 李宇春

308253 小學畢業 巧千金 325238 山的壯想{LIVE} 廖昌永

300375 小橋流水 佚名 308742 山花開了 李昊

230020 小橋流水 陳思思 292152 山花爛漫 後來者(文志)

287529 小橋流水 湘東雨 326181 山花爛漫 趙天野,歐姐

336111 小機器人[HD] 梁歡 326179 山城之歌 涓子

299393 小鎮之戀 佚名 344672 山海惠東[HD] 李強,張喜英

231013 小鎮姑娘 陶喆 313342 山高水長 陳楚生

326741 小鎮姑娘{Live} 羽田,中國新歌聲 283584 山高水長 彭麗媛

326742 小鎮姑娘{Live} 陶喆,隱藏的歌手 288066 山野的風 吳瓊

317028 小鎮姑娘{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320347 山間女孩 小龍女

333452 小鎮姑娘{Live}[HD] 胡彥斌 287006 山塘之歌{Live} 張芝明

321183 小鎮青年 至上勵合 346040 山裡江南[HD] 叢榮澤萌

336188 小雞小雞[HD] 王蓉 328477 山寨大王 周展翅

295406 小雞嗶嗶 蘇仨 345044 山寨相親{Live}[HD] 李玲玉

336307 小雞嗶嗶[HD] 蕭小M 231319 山寨素描{Live} 雷佳

296255 小雞嗶嗶{Live} 姜鵬 231459 山歌姻緣{Live} 靜婷

268878 山川挽歌 完美仙劍 325087 已來不及 丁薇

343154 山不過來[HD] 唐香凝 317461 已經淡忘 畫天

333810 山中問答[HD] 龔琳娜 340853 已離不開[HD] 劉鳳瑤

335622 山水之間[HD] 許嵩 313944 已讀不回 周華健

296263 山水江南 程悅 278932 已讀不回 陳零九

232870 山水相依 麥穗 304243 才子佳人 群星

349766 山水相約[HD] 林婉露 256980 不一樣了 許茹芸

305783 山水涅盤 譚晶 344127 不了了之[HD] 彭鈞,李柏凝

349329 山水情歌[HD] 蔣嬰,王覺 278012 不化妝舞 Olivia Ong

302475 山水深處 屠洪剛 267895 不止心傷 Shelly 佳,萬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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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969 不止心傷 洪煜祺,劉菲菲 340501 不再停留{Live}[HD] 石頭

319501 不可以愛 張科 307955 不再掛牽 天籟天

312457 不可思議 安宥炫 310086 不再掩飾 崔健

266324 不可思議 汪蘇瀧 332107 不再掩飾[HD] 周曉鷗

338579 不可思議[HD] 李治廷 310229 不再期待 張祥洪

308751 不可思議{Live} 李治廷 348082 不再等了[HD] 辛健

339623 不可理喻[HD] 李河璘 313347 不再想念 陳瑞

326745 不失不忘 崔子格 231080 不再想念 陶晶瑩

275050 不平安夜 羅力威 231895 不再想念 順子

262919 不必回頭 李奕強 338577 不再想念[HD] 高利虹

304774 不必守候 輕鬆玩樂團 323533 不再愛了 張賢赫

303232 不必抱歉 陳宇凡 311566 不再愛你 慕容曉曉

300151 不必勉強 佚名 349604 不再愛你[HD] 王爰兒

234054 不必勉強 齊秦 327418 不再錯過 淡然(樊建)

256420 不必發言 蕭亞軒 265720 不再聯繫 夏天alex

347187 不打自招[HD] 璽晨 295797 不再聯繫 程响

347586 不甘示弱[HD] 白小白 334068 不再聯繫[HD] 崔子格,夏天alex

281397 不甘寂寞 蘇打綠 322967 不再懷念 李佑晨

349226 不用去猜[HD] Jony J 343436 不再懷念[HD] 黑龍

253217 不由自主 徐若瑄 320110 不合時宜 汪峰

304759 不由自主 趙薇 336314 不同凡想[HD] 袁婭維

269824 不再分開 楊廷廷 328203 不同凡想{Live} 陳藝之,夢想的聲音

320107 不再分離 李幸倪 344882 不同凡想{Live}[HD] 袁婭維,畢曉鑫,董競群,孫守靖,我想和你唱

335026 不再失去[HD] 成龍 341870 不同凡想{Live}[HD] 程思佳,中國新歌聲

288663 不再犯錯 蘇小花,劉沖 349219 不同凡響{Live}[HD] 迪瑪希,蕭敬騰,袁婭維

328201 不再回首 劉錦明 343635 不同尋常{Live}[HD] 貝兒

327417 不再守侯 不辣 334505 不如不見[HD] 李行亮

344587 不再有你[HD] 棠星琪 293394 不如不愛 蘭雨

308716 不再冷漠 李石 265832 不如使力 康康

320108 不再改變 高翊菲 343037 不如這樣[HD] 陳奕迅

282212 不再改變{Live} 可風 281469 不如殘忍 譚欣懿,賈曉龍

339622 不再沉睡[HD] 金志文 230067 不如跳舞 陳慧琳

283202 不再沉默{Live} 黑豹樂隊 348083 不如遇見[HD] 王勇

300553 不再孤寂 佚名 234229 不如歸去 龍飄飄

279856 不再孤單 吳光明 305577 不如歸去 謝雷

305339 不再後悔 駱超勇 231571 不如歸去 韓寶儀

334932 不再怎麼[HD] 3秒樂團 288252 不如懷念 格格

342088 不再思念[HD] 王榮 321734 不如懷念 陳楚生

304943 不再流淚 劉曉春 335017 不安小姐[HD] 徐佳瑩

310605 不再挽留 郭歡 326746 不死之心 金小曦

290909 不再留戀 耿雲飛 232032 不死之謎 飛輪海

313848 不再留戀 羅志強 301933 不死之謎{Live} 飛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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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85 不老骨頭 葉復台 288674 不知去向 梁博

319507 不老情緣 衛東 295819 不知去向{Live} 梁博

233370 不考慮了 黃湘怡 291196 不知所措 宋飛

254592 不吵不鬧 溫嵐 322253 不知所措 賴偉鋒

232326 不告而別 高勝美 342090 不知所措[HD] 妲己

348737 不告而別[HD] 孫心婭 344590 不是不愛[HD] 林明禎

265434 不忍放手 丁汀 348742 不是沖動[HD] 熊梓淇,李溪芮

347579 不忘初心[HD] 于蘭 330522 不是男人[HD] 八三夭

347184 不忘初心[HD] 王莉,湯非 263894 不是明星 余文樂

349605 不忘初心[HD] 成泉 348086 不是朋友[HD] 漁淵

333659 不忘初心[HD] 李行亮 330410 不是故意[HD] By2

342089 不忘初心[HD] 陳思思 278922 不是富豪 陳奐仁

347183 不忘初心[HD] 劉玉環 265350 不要不要 卓文萱

343636 不忘初心{Live}[HD] 韓磊,譚維維 304048 不要不要 楊雯茜

317149 不忘諾言 項玉,蔡向鵬 231411 不要分離 余天

324503 不攻自破 張煜楓 325229 不要以為 莊心妍

290865 不求來生 王騰宇 306082 不要匆忙 驊梓

278185 不見不念 回音哥 278597 不要再哭 范宏偉

281119 不見不散 李佳璐 271866 不要再說 香兒

283359 不見不散 崔蘭花 292658 不要回家 杰毅

349610 不見不散[HD] GNZ48 282342 不要安慰 寒武紀

287291 不見不散{Live} 李煒,江映蓉 253849 不要告別 楊乃文

289792 不見不散{Live} 孫楠,黃綺珊 254140 不要告別 楊林

341874 不見不散{Live}[HD] 陳梓童,蓋世英雄 313089 不要告別{Live} 高旗

334905 不見不散{Live}[HD] 黃綺珊,孫楠 315715 不要告別{Live} 楊坤,丁詩瑀,最美和聲

291176 不見不愛 天天 335990 不要告別{Live}[HD] 耿斯漢,中國好聲音

288678 不見不戀 莫智欽 283974 不要放棄 小村

348746 不言放棄[HD] 陳誠 325728 不要放棄 舒米恩

279855 不依不饒{Live} 王麗達,湯子星 333609 不要放棄[HD] 小村

345458 不孤單友[HD] 種丹妮 256422 不要後悔 蕭亞軒

233492 不怕不怕 黃美詩 341873 不要急 Fantasy[HD] 王霏霏

338217 不怕枯萎[HD] 一晨 304086 不要流淚 群星

319503 不怕傷害 王進 303601 不要為難 游艾迪

330677 不怕慶祝[HD] 徐佳瑩 233020 不要害怕 黃品源

308819 不明真相 李策 342290 不要害怕[HD] 王力宏

347584 不服來強[HD] 何潔 341109 不要害怕[HD] 周雨菲

313897 不枉此生 鐘欣桐,譚耀明 332531 不要害怕[HD] 楊光

341872 不法之徒[HD] 劉燁,張譯 330193 不要害怕{Live}[HD] 王力宏

314921 不知不覺 Killersoap 300887 不要問我 李琛

268942 不知不覺 小賤 281541 不要亂說 陳一玲

256982 不知不覺 許茹芸 345463 不要傷害[HD] 李多娜

231555 不知不覺 韓冬韵,李心怡 327429 不要愛我 李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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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38 不要愛我 動力火車 265288 不敢愛你 楊坤

263836 不要愛我 薛凱琪 271200 不散不見{Live} 趙芊羽

355755 不要管我 王傑 344132 不散不見{Live}[HD] 張碧晨,歌手

318166 不要說話{Live} Tf Boys(王俊凱) 312088 不曾放棄 譚圳

305179 不要隱身 鄭蕭 332352 不曾放棄[HD] 王錚亮

328212 不要離去 韓楓 333193 不曾遠走[HD] 嚴城

292343 不要難過 小虎隊 262935 不曾離開 李文東

274974 不要騙我 湘唯一 333222 不曾離開[HD] 孔令奇

233567 不要變老 黃舒駿 284397 不期而遇 書畫

299206 不准掉頭 佚名 327425 不期而遇 梁文音

342287 不息之河[HD] TF Boys 279863 不期而遇 陸平

342288 不息之河[HD] 楊坤 269886 不痛不快{Live} 林凡

265363 不留紀念{Live} 周覓 311859 不痛的傷 龍嘯

231539 不留痕跡 韓信 233292 不虛此行 黃思婷

344890 不破不立[HD] 李晨,黃齡 311555 不想又想{Live} 劉韻

292565 不破不愛 朱寰 343438 不想上班[HD] 肖央,黃志明

332947 不能自己[HD] 符俊賢 326750 不想上學 劉之爍

299373 不能言語 佚名 270052 不想分手 樓宏章

292564 不能後退 朱克 308997 不想分手{Live} 周高杰

282151 不停往前 劉子千 311741 不想太累 曉雨

284610 不唱情歌 姚貝娜 314703 不想再見 雷琛瑜

346431 不唱情歌[HD] 陳曉東 320948 不想回家 周晏伊

338215 不唱情歌[HD] 樂繽靈,韋小天 335081 不想你走[HD] 王洋

298241 不夠勇敢 田心 345855 不想別離[HD] 周裔平

258115 不夠絕對 鄭秀文 293847 不想見你 趙泳鑫

278539 不夠溫柔 王雯 274914 不想放手 林思傑

342285 不夠誠實[HD] 莊心妍 327422 不想放手 俊鋒

287857 不得不服 一單上達 313039 不想放手 涓子

344129 不得不愛{Live}[HD] 楊樹林,石頭,男光音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303668 不想長大 童一首歌

300460 不情不願 佚名 330446 不想長大[HD] S.H.E

315013 不清的緣 蘇小艾 328206 不想長大{Live} VaVa,夢想的聲音

268032 不速之客 樂桐 335706 不想長大{Live}[HD] S.H.E

348089 不速之客[HD] Ynsm辦事處 286988 不想記得 凱歌

233546 不勝依依 黃聖依 285542 不想記得 黃品戩

269041 不堪一擊 康康 347186 不想起床[HD] 朵朵

319502 不堪一擊 梁博 319504 不想想你 Robynn And Kendy

282557 不堪伊擊{Live} 杜元竣 347582 不想愛了[HD] 杜忻恬

325955 不惑愛情 李曉東 322970 不想遲到 歐霖

311469 不敢再愛 劉波 330796 不想醒來[HD] 潘瑋柏

349220 不敢再愛[HD] 趙喜 252936 不想懂得 張韶涵

320114 不敢面對 劉子涵 271737 不惹紅塵 陳紹楠

230957 不敢愛你 陳黎明 332207 不愛 不散[HD] 鄧麗欣

Page 269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1329 不愛也好 林俊傑 315019 不醉不歸 華生

233210 不愛也罷 黃小琥 292061 不懂小姐 關喆

290921 不愛不恨 茅小勇 335396 不懂自己[HD] 天天

323539 不愛不傷 張靜 325956 不懂抒情 蘇琛

262195 不愛別的 蔡日軒 288669 不懂寂寞 羅美玲

288668 不愛被愛 黃雅莉 332013 不講道理[HD] 黃小琥

284533 不愛就散 南天 305700 不斷重播{Live} 顏福偉

345460 不愛就散[HD] 楊梓文祺 233457 不斷跳舞 黃立行

332837 不愛最大[HD] 黃小琥 285647 不離不棄 戈浪

311633 不會分手 潘寶新 290917 不離不棄 艾歌,丁童

295815 不會低頭{Live} 游子組合 285013 不離不棄 沈昊飛

313952 不會改變 謝天笑 286109 不離不棄 黃凱

345859 不會改變{Live}[HD] 張繼科,跨界歌王 308446 不離不棄{Live} 羽泉

345860 不會改變{Live}[HD] 謝天笑 349611 不離不棄{Live}[HD] 羽·泉,異口同聲

309088 不會遺忘 岡林 328215 不離不散 涓子

288673 不滅星光 周越洪 311561 不辭而別 影建華

265172 不經意間 汪峰 324313 不願回頭 南征北戰

335422 不該 不該[HD] 孫盛希 230070 不願為你 陳慧琳

344892 不該回憶[HD] 姜達康 303208 不顧一切 陳小春

271669 不該來過 陳少平 315011 不顧一切{Live} 張惠妹

313653 不該放手 劉隋山 338932 不讀不回[HD] 吳汶芳

270421 不過如此 王紫伊 317155 不變的心{Live} 群星

266325 不過是想 汪蘇瀧 347190 不變的事[HD] 李劍青

309929 不過意外 翁航融 304292 不變的愛 葉玉卿

307893 不像情歌 小賤 324290 不羈年代 劉曉華

319508 不聚不散 古巨基 304520 不讓你走 甄真

322976 不說再見 許飛 349231 中一之歌[HD] 李石

310578 不說再見 郭采潔 292052 中年情歌 光頭老韓

331565 不說再見[HD] S.H.E 346831 中京時代[HD] 徐健淇

345464 不說再見[HD] 好妹妹樂隊 305303 中毒玫瑰 蕭薔

318612 不說再見{Live} 謝名 326753 中秋的月 茹雪

332414 不說再見{Live}[HD] S.H.E 279532 中秋團圓(國) 王雪玲

308947 不說放棄 佳小宇 343649 中原義哥[HD] 張勝淼

295824 不說晚安 柯有倫 268807 中國力量 孫維唯

306199 不遠萬里 平安 344145 中國山水[HD] 山水組合

331577 不談愛情[HD] 東南 324761 中國中國 王曼力

336164 不請自來[HD] 吳莫愁 314762 中國中國 音樂走廊

333967 不醉不會[HD] 田馥甄 346832 中國中國[HD] 路童

329067 不醉不會{Live} 呂程程,夢想的聲音 309999 中國之夜 馬艷

340507 不醉不會{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08050 中國之路 王亞平

300593 不醉不歸 佚名 302931 中國功夫 莊學忠

230135 不醉不歸 陳振雲 285966 中國功夫{Live} 春天

Page 270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2465 中國功夫{Live} 屠洪剛 290568 中國農民 呂繼宏

320958 中國加油 羅邏聖 345866 中國旗袍[HD] 阿正

298485 中國加油{Live} 米娜 325383 中國舞台 玄鳥傳說

283090 中國巨人 陳平進 291303 中國說唱 李萌

306954 中國母親 劉一禎 322980 中國歐巴 陳麟

294503 中國吉祥 玖月奇跡 232586 中國線上 高楓

285876 中國吉祥{Live} 玖月奇跡 325970 中國醉美 張師羽

311256 中國向前{Live} 圖椏格 270837 中國薯都 草原兄妹

347191 中國好運[HD] 殷秀梅 325111 中國騰飛 劉奕辰

301762 中國有我 紀敏佳 341069 中國騰飛[HD] 劉奕辰

316553 中國老家{Live} 孫礫 293013 中華少年 趙天賜

344894 中國志氣{Live}[HD] 付笛聲 285797 中華民族 江濤

331158 中國味道[HD] 鳳凰傳奇 303713 中華民族 費玉清

324743 中國姑娘 王妮娜 325235 中華民族 廖昌永

322979 中國姑娘{Live} 金志文,我是歌手 304172 中華民族{Live} 群星

230794 中國版圖 陳紅 303025 中華民謠 莊學忠

271402 中國信心 郭新龍 287952 中華好漢 葉俊華

325967 中國南海 吳生全 331162 中華孝心[HD] 劉一禎

299999 中國娃娃 佚名 337019 中華孝道[HD] 李昱和

278302 中國看見 徐千雅 342094 中華孝道{Live}[HD] 李昱和

263513 中國看見 譚晶,成龍 338933 中華兒女[HD] 閻維文,褚海辰

308908 中國范兒 玖月奇跡 288685 中華美德{Live} 馮曉菲

274827 中國范兒 徐子崴,徐千雅 309799 中華善歌 徐千雅,陳一凡

283985 中國范兒 章磊 230267 中華雄關 陳星

310509 中國范兒{Live} 章磊 315021 中華夢圓 張艷君

331855 中國范兒{Live}[HD] 玖月奇跡 315725 中華橘頌 方瑤

286210 中國海疆 張志強 302905 中華禮贊 莊學忠

286216 中國真好 張曼 295610 丹青古寨 魏新雨

349614 中國脊樑[HD] 郭少杰 328220 丹書鐵契 陳楚生

342093 中國陝菜[HD] 任炟名 346833 丹寧執著[HD] 林俊傑,消除聯萌

304125 中國骨氣 群星 317067 之子於歸 霍尊,林源

336524 中國偶像{Live}[HD] 馬海生 321749 互不相欠 胡拾梅

288684 中國涼都 羅青青 327443 互相傷害 宋孟君,格子兮

345867 中國瓷器[HD] 阿正 345474 互相傷害[HD] 蕭全

308547 中國移動 冷漠,黑龍 266802 互送折磨 袁攀,夕落

263780 中國粗口 心寶唯一 309150 五天幾年 林凡

268649 中國速度 周燕君 324409 五月的你 好妹妹樂隊

349615 中國速度[HD] 蘇勒亞其其格 232827 五月的花 鳳飛飛

307541 中國喜事{Live} 鳳凰傳奇 304507 五月的花{Live} 甄妮

294225 中國畫卷 尤國通 278673 五月的風 邢繼光

345868 中國絲綢[HD] 阿正 232488 五月花開 高山林

311209 中國傳奇 路童 324620 五官情歌 李念

Page 271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7170 五星紅旗 孫楠 286991 今世情緣 孫博

305137 五個世紀 鄭希怡 313099 今世情緣 崔偉亮

298716 五哥放羊 佚名 268781 今世無緣 孫博

325069 五班三班 Better Man組合 282716 今世緣份 王素言

295102 五彩淮南 張旭 300330 今生今世 佚名

299426 五彩繽紛(快三步) 佚名 323555 今生兄弟 馬藝航

317171 五鳳茶歌 曾敏 334910 今生有你[HD] 龍梅子

316763 五環之歌 岳雲鵬,Mc Hot Dog 279760 今生來世(國) 中華音

337736 五環之歌[HD] 王麟,南城二哥 232727 今生的緣 鳳凰傳奇

325159 五環之歌{LIVE} 吳莫愁,蓋世英雄 292407 今生相約 張可兒

328223 五環之歌{Live} 張信哲,天籟之戰 312908 今生相愛 洪祿雲,陳水林

262729 井字遊戲 井柏然 266394 今生相愛 澤爾丹,紮西措

348751 什麼什麼[HD] 蔡依林 344156 今生相遇[HD] 曲麻 巴德仁青,代青卓尕

339391 什麼東西[HD] 管罄 310481 今生祈求 甜美真

344900 什麼狀況[HD] 崔博 295860 今生最愛 何杰

304877 什麼是愛 劉畊宏 305343 今生最愛 駱超勇

300509 什麼時候 佚名 345878 今生最愛[HD] 秦博

265650 什麼時候 吳滌清 300000 今生無悔 佚名

328228 什麼時候 張倫輝 233142 今生無悔 黃大軍

332828 什麼情歌[HD] 鄭家星 294387 今生無悔 楊皓天

300339 今又龍年 佚名 234205 今生無緣 龍飄飄

231494 今又龍年 軍旅歌曲 231573 今生無緣 韓寶儀

280944 今夕何夕 塵冰 302399 今生註定 高明駿,王馨平

285557 今夕何夕 龍智祥 331970 今生註定[HD] 陳興瑜

230934 今山古道 陳雲山 347201 今生愛人[HD] 江嘎才里

293738 今天明天 王者洋 320976 今生愛你 熱門澤,薩其拉

232867 今天的你 麥穗 318599 今生愛你 薩其拉 熱門澤

300725 今天的我 巫啟賢 328230 今年大吉 賈富營,望海高歌

262127 今天是holiday 棒棒堂 304905 今年花開 劉婕

292344 今天看我 小虎隊 341535 今年夏天[HD] 林志穎

302013 今天真好{Live} 孫悅,陳曉東 331278 今年夏天[HD] 暉倪

329093 今天晚上 Transition 前進樂團 304159 今夜月明 群星

253851 今天清晨 楊乃文 305048 今夜月圓 蔡大生,王馥荔

338228 今日有約[HD] 拉毛王旭 323552 今夜有你 冷酷

295680 今日狂歡 雨金 302729 今夜的你 張學友

299245 今日農家 佚名 309377 今夜星光 雨金

307133 今世有緣 徐澤 231694 今夜無風 韓磊

290958 今世有緣 訪玉,楓舞 306215 今夜無眠 韓婷

313336 今世有緣 陳惠英 304242 今夜無眠{Live} 群星

303756 今世有緣 雲菲菲 322266 今夜無眠{Live} 劉維維,王晨

327450 今世情緣 宋旭 301869 今宵久久{Live} 鬱鈞劍,祖海

312774 今世情緣 岡林 333925 今宵列車{Live}[HD] 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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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63 今晚 只是有些話[HD] 陳零九,孫盛希 345914 分手以後[HD] 簡沛然

344925 元氣少女[HD] 李琪 278498 分手合約 淡迷戀

347637 元氣封神[HD] 河圖,音訊怪物 333110 分手合約[HD] 阿慶,Shelly 佳

326758 元氣覺醒 BEJ48 232483 分手告白 高山峰

323019 內人廣林 海龜先生 268453 分手快樂 動力火車

311104 公主日記 楊棋涵 304217 分手快樂 群星

330762 公主沒病[HD] 林逸欣 303168 分手那天 郭玲

313959 公主陛下 K One 303640 分手那天 寧菲兒

332167 公主誘惑[HD] 徐彬 336230 分手那天[HD] 于文文

332779 公主駕到[HD] 孫堅 291986 分手典禮 上官曉懿,常聞迪,羅小虎

306033 公平交易{Live} 櫻桃幫 266326 分手季節 汪蘇瀧

232597 公眾人物{Live} 高楓 314704 分手武器 陳冠希

279696 公開戀情(國) 張霖 308074 分手的魚 王星星,魚兒

263499 公路之歌{Live} 痛仰樂隊 300378 分手的話 佚名

338607 公路少年[HD] 魏佳慶 293377 分手的歌 喬柯紮布

303822 公路電影 黃品源 343087 分手看看[HD] 郭靜

279951 公路電影 鄭家星 292292 分手約定 安逸晨,紗朵

313786 公路電影 謊言留聲機 255953 分手旅行 萬芳

301099 公爵自白 亞帥公爵 264281 分手假期 鍾潔

342315 公轉自轉[HD] 王力宏 312035 分手寂寞 魏然,可可

330197 公轉自轉{Live}[HD] 王力宏 270374 分手情歌 王強

343079 公雞八宅[HD] Amoi-Amoi 304005 分手感言 楊東煜

315042 六六大順 AGP-TRINITY 338611 分手解脫[HD] 丁宇祥

316390 六六大順 Agp-Trinity 274952 分手對白 湯加麗

272063 六世情歌 龔玥 284514 分手練習 劉賢維

309934 六號包廂 袁成杰 293151 分手藝術 陳勢安

305078 分分秒秒 蔡琴 232689 分身情人 魏晨

344191 分手不哭[HD] 吳陌川 282007 分開以後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253311 分手之前 于台煙 293347 分開以後 Fuying,Sam

336560 分手之前[HD] 郎軍 312948 分開以後 郎恒

334809 分手分手[HD] 蘇永康 344629 分開以後[HD] 海鳴威

335098 分手天才[HD] 蘇永康 295985 分開那天 程响

302412 分手日記 高婭媛 278965 分開那天(國) 程響

335043 分手日期[HD] 李青菁 315733 勿忘心安{Live} 張杰,趙俊,最美和聲

323037 分手以前 東方依依 333896 勿忘心安{Live}[HD] 張杰

265761 分手以後 子夕 333318 勿忘我&Hey Jude{Live}[HD] 陶喆

270366 分手以後 王小堯 300182 化妝舞會 佚名

313036 分手以後 海哲明 323055 化妝舞會 張羿凡

290822 分手以後 涓子 336168 化骨綿掌{Live}[HD] 唐從聖

307157 分手以後 望海高歌 279697 化蝶之戀(國) 張霖

285543 分手以後 黃永興 348176 化蝶成雙[HD] 龍姬

338938 分手以後[HD] 范小倩 307100 化學老師 彩貝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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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32 化繭成蝶 孔雀哥哥 284142 反骨星球 丁丁

314765 匹配的愛 易欣 324497 反復受傷 張星唯

287283 午夜快車{Live} 李夏 348808 反對眼淚[HD] 朱俐靜

234292 午夜玫瑰 龐龍 316668 反腐倡廉 李友勝

331157 午夜玫瑰[HD] 凌志輝 343097 反覆記號[HD] 蔡依林

327523 午夜的淚 王愛華 280652 反轉地球 Fun4 樂團

327524 午夜芭蕾 痛仰樂隊 338939 天人地和[HD] 高進騰

313963 午夜背影 令音之翼 312369 天上人間 王菲

302874 午夜香吻 莊雪芳 319637 天上人間 晟瑤

231629 午夜香吻 韓寶儀 303776 天上人間{Live} 馮曉泉,曾格格

270623 午夜香吻{Live} 羅樺 347706 天上西藏[HD] 龍澤索南

330250 午夜香吻{Live}[HD] 蔡琴 269404 天上草原 敖都

282684 午夜香茗 牛國長 313757 天上草原 閻琰

286618 午夜香茗 快樂金緣,涇河問秦 338638 天上涼都[HD] 顏婷易蘭

299354 午夜結他{Live} 佚名 326760 天上摩梭 楊扎西

232792 午夜街頭 鳳飛飛 290213 天下大同 蔡曉,齊柒柒

316504 午夜微風 佚名 308020 天下太平 王少峰,方怡萍

334870 午夜微涼[HD] 鄧紫衣 335665 天下平安[HD] 韓紅

347238 午夜夢回[HD] Trash˜·ˆF 345002 天下名州[HD] 郭占峰

292467 午夜精靈 彩貝與海 310130 天下百姓 張可

328315 午夜精靈 盤欣蕾 311978 天下英雄 韓磊

309392 午後分手 侯延彬 347271 天下烏鎮[HD] 張雨佳

293663 午後時光 李杰 293203 天下第一 音頻怪物

323639 午後陽光 夢然 309844 天下最美 格格

340820 午後陽光[HD] 王鳴飛 343742 天下最美[HD] 哈桑

340821 午後陽光{Live}[HD] 王鳴飛 329237 天下最美{Live} 格格

305047 及時行樂{Live} 蔡一傑 298529 天下無賊 羽泉

309817 友情出演 徐良,小凌 298531 天下無賊{Live} 羽泉

344952 友情卡片{Live}[HD] 沙寶亮,金曲撈 282985 天下無敵 連揚

344951 友情卡片{Live}[HD] 沙寶亮,徐懷鈺,金曲撈 343743 天下無敵[HD] 郁可唯,張哲瀚

348807 友情永駐[HD] 黑龍 321124 天下無雙 安琥,姜武

295413 友情扮演 莫智欽 313433 天下無雙 黃大運

313570 友情客串 趙小兵 344239 天下無雙{Live}[HD] 張靚穎

340291 友情歲月[HD] 黑龍,胡鐵 334826 天下獨行[HD] 蔡佳瑩

320221 友情歲月{Live} 許志安 322400 天下縱橫 金久哲

315049 友情閨蜜 鮑文洋 299711 天女散花(倫巴) 佚名

263462 友愛十年 Twins 301005 天女散花{Live} 汪明荃

266600 友誼之光 群星 317378 天女散花{Live} 柳影虹

282973 友誼友情 超泉rz組合 311671 天山姑娘{Live} 蔣大為

334757 反正是愛[HD] 林昭宇 286804 天山追月 苗苗

349679 反拍女孩[HD] 思衛(Sway) 269064 天山雪蓮 弘岩

323643 反叛戀愛 夏婉安,上官曉懿 310586 天山雄鷹 郭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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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28 天山碧玉[HD] 文劍 254256 天各一方{Live} 楊鈺瑩

305041 天山舞曲 潘曉峰 349718 天合之歌[HD] 王曉霞

256843 天不要黑 許慧欣 264026 天地一鬥 周杰倫,Kobe Bryant

300001 天天天天 佚名 284977 天地了斷 柯有倫,徐若瑄

266526 天天天天 祁隆 345004 天地人和[HD] 韓旭

282405 天天天藍 張惠妹 345546 天地之中[HD] 楊舒鈞

313196 天天天藍 張萌 275080 天地之間 范海榮

269375 天天月圓 成龍,陳思思 296153 天地之戀 雲飛,郭婭麗

267139 天天月圓{Live} 陳思思 266781 天地正氣 蘇泉

233544 天天向上 黃聖依 304932 天地有緣 劉德華

344651 天天向上[HD] 何佳宜,徐美麗 344650 天地眉間[HD] 常石磊

343127 天天向上[HD] 何佳宜,徐愛麗 284104 天地問劍 阿蘭(Alan)

303878 天天向上{Live} 黃聖依 326114 天地稱王 阿睿凌霓劍裳

348245 天天年年[HD] 孫燕姿 342659 天地緩緩[HD] 倫桑

321820 天天有喜 徐申東,阿寶 314769 天灰灰的 周杰倫

263980 天天快樂 袁哲 329245 天老情長 搞笑羅賓

323696 天天夜夜 Twins 315052 天色很暗 盧凱彤

333977 天天晴朗[HD] 蘇打綠 323702 天行九歌 霍尊

278147 天天想你 吳歌 258173 天衣無縫 鄭秀文

304695 天天想你 趙詠華 323092 天作之合 陳瑞

231795 天天想你 韓紅 230630 天冷怕黑{Live} 陳珊妮

336606 天天想你[HD] 常艾非 325012 天使下凡 雨柔

287310 天天想你{Live} 沙寶亮,黃綺珊 339693 天使不哭[HD] 高雅欣,蘇士為

313354 天天想你{Live} 陳綺貞 304749 天使之名 趙薇

285244 天天想你{Live} 蕭敬騰,林惠敏 282419 天使之淚 張翰

342344 天天想你{Live}[HD] 大張偉,蒙面唱將 310825 天使之痛 斯琴高麗

331344 天天想你{Live}[HD] 汪洋 305697 天使之歌 顏楚杉

303140 天天想念 許嘉凌 344649 天使之翼[HD] 九尾狐

288864 天心永樂 昊龍 332887 天使之翼[HD] 楊丞琳

292308 天方夜譚 容祖兒 232343 天使之戀 高勝美

339209 天父花園[HD] 王紫 303127 天使之戀 許雅涵

323699 天王巨星 謝承佑 233697 天使之戀 黃鶯鶯

271409 天外之音{Live} 郭歡,湯非,張曦文 255249 天使的心 王菲

285635 天生一對 天孿兄弟 313965 天使的城 王箏

296159 天生一對 章小軍 278845 天使的淚(國) T.R.Y

321125 天生一對 陳少華,孟楊 290368 天使的愛 陳小義

315739 天生一對 陳瑞 285324 天使的愛 路默依

254320 天生一對 楊韻禾 326763 天使的夢{Live} 左東川

323700 天生孤獨 吳奇隆 298484 天使的臉 米亮

319638 天生敏感 程響 233150 天使部落 黃婕

330634 天生敵對[HD] 左其鉑,李思葳 287756 天使與狼{Live} 齊秦,齊豫

267912 天各一方 Yy 267841 天命風流 H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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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47 天命真女[HD] 王思佳 302170 天荒地老{Live} 殷秀梅

327590 天奇之緣 哈桑 340314 天高任你飛[HD] 成于申

342660 天府之國[HD] 李佳霖 281203 天高地厚 林軍

340578 天河之戀{Live}[HD] 王百合 288872 天高地厚{Live} 李沅幫

312619 天空之城 李志 287649 天高地厚{Live} 蕭煌奇,楊培安

326119 天空之城 馬劍芬,馬旭東 337036 天高地厚{Live}[HD] 韓紅,李祥祥

326120 天空之城{Live} 李志 263672 天高雲淡 王藝潼

325446 天空之城{LIVE}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324829 天高雲淡{LIVE} 羅邏聖

340839 天空之城{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328404 天高路遠 南征北戰

288867 天空角落 張楚 274743 天堂之門 宋伶俐

315740 天空海闊 王曼棋 313498 天堂草原 溫博

322404 天空掛念 姜玉陽 234030 天堂草原 齊峰

324744 天竺少女 王妮娜 279301 天堂草原 龍鳳之約

302247 天竺少女 祖海 311857 天堂草原{Live} 龍鳳之約

343128 天竺少女[HD] 岳雲鵬,柳岩 341693 天堂邊緣[HD] 陳潔儀

342661 天竺少女[HD] 崔子格 334441 天旋地轉[HD] 天天

285968 天竺少女{Live} 春天 330763 天旋地轉[HD] 梁一貞

345005 天竺少女{Live}[HD] 李玲玉 323094 天涯一別 肖楗

271326 天長地久 郎郎(馬志鋒) 326116 天涯有歌 冷漠

339210 天長地久[HD] 皓天 283899 天涯何處 李浩民

230447 天長地久{Live} 陳楚生 349306 天涯赤子[HD] 程浩

234277 天長地久{Live} 龐龍 347710 天涯兩端[HD] 陳泯西

321128 天青煙雨 江琳琳 345998 天涯明月[HD] 簡弘亦,毛澤少

321818 天亮不黑 鄭源 305575 天涯芳草 謝雷

345993 天亮出發[HD] 楊佳易 291407 天涯相隨 筠子

231992 天皇巨星 風之翼 297814 天涯海角 王力宏

301922 天皇巨星{Live} 風之翼 302600 天涯海角 張柏芝

327592 天若有情 A-Lin 265915 天涯海角 張義傑

312499 天若有情 西子 311315 天涯無期 熙道

323701 天若有情 胡彥斌 337037 天涯過客[HD] 周杰倫

296160 天若有情 程悅 285835 天涯歌女 宋祖英

295316 天降吉祥 焦洋 230896 天涯歌女 陳藝鵬

338311 天降辣妹[HD] 小男孩樂團 315053 天涯歌女 寧可

303541 天倫百年 彭珮雲 265690 天涯歌女{Live} 周華健

315050 天書世界 張靚穎,王錚亮 253059 天涯歌女{Live} 徐小鳳

296156 天氣女孩 傲藝,小喬 313182 天涯歌女{Live} 張琪朗

287904 天氣先生 方大同 230164 天涯歌女{Live} 陳明

268258 天氣預報 關詩敏 230591 天涯歌女{Live} 陳潔麗

263995 天真女人 閻琰 254257 天涯歌女{Live} 楊鈺瑩

282703 天真以為 王慧美 313522 天涯歌女{Live} 葉麗儀

341532 天真有邪[HD] 林宥嘉 313664 天涯歌女{Live} 劉韻

359207 天脈傳奇 陳慧琳 344652 天涯歌女{Live}[HD] 陳建斌,跨界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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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55 天涯歌女{Live}[HD] 蔡琴 346514 太平公主[HD] 魏小也

278196 天涯歌仔 大哲 313972 太平天下 邊品憲

327591 天涯碼頭 阿悄 231712 太平天國 韓磊

320297 天涯縱橫 李炎 306942 太在乎你 依淼

341922 天淵之別[HD] 林奕匡 267231 太多情歌 顧峰

231530 天這麼藍 鞠紅川 348248 太多藉口[HD] 杜振祥

280048 天都黑了 本兮 328406 太空之戀 郭宏杰

293129 天朝上品 阿香 298340 太空員警 宇宙人

336607 天朝上品[HD] 劉棟,董飛 311508 太晚以前 劉惜君

336053 天朝上品[HD] 劉棟升,董飛 317381 太湖唱晚 于青

325773 天然氧吧 余萍 324570 太湖情歌 暖調音樂組合

317380 天然氧吧 游小龍 230331 太陽月亮 陳星,周虹雨

310964 天黑之前 黃征 346907 太陽光芒[HD] 練凝,張翼

297865 天黑天藍 王佩 302865 太陽回家 脫拉庫

326767 天黑日記 張語格 327594 太陽姑娘 索朗扎西

296154 天意如此 和匯慧 280051 太陽花開 陳佳瑜

267261 天意如此 馮帆 297757 太陽島上 毛惠茹

323698 天源之歌 宋歌 254766 太陽萬歲 王心凌

336198 天雷地火[HD] 蕭亞軒 298821 太陽落山 佚名

349305 天夢之鄉[HD] 李雅芳 305028 太想愛你 潘瑋柏

295395 天際傳情 胡派 268547 太過愛你 呂雯

268925 天賜良緣 小山,陳美惠 263235 太過愛你 戚薇

313971 天賜良緣 楊麗 305129 太過愛你 鄭凡

321127 天賜良緣 趙斌 312193 夫妻小唱{Live} 蘇陽

344653 天賜禮物[HD] 周融兒 302913 夫妻相罵 莊學忠

286711 天橋塗鴨 歐漢聲 299274 夫妻逗趣 佚名

345551 天龍八部[HD] 楊宗緯 232705 夫妻識字 魏金棟,周靈燕

338310 天翻地覆[HD] 王力宏 304350 孔子之歌 董文華

334255 天藍如海[HD] 平安 344263 孔子還在[HD] 韓大偉

310307 天藍雲淡 張萌萌 329273 孔雀公主 飄張

233317 天蠍情人 黃曉明 294200 孔雀開屏 孔雀哥哥

308045 天邊阿裡 王宏偉 234062 少了自己 齊秦

295142 天耀中華 徐千雅 268291 少女的心 冷漠

334057 天耀中華{Live}[HD] 姚貝娜 288949 少女的心 張津涤

288868 天籟之音 顧凱 299006 少女的夢 佚名

270689 天籟之愛 胡斌 304908 少女宣言 劉惜君

263246 天籟之愛 群星 342704 少在那邊[HD] 楊程鈞

331217 天籟之愛[HD] 容中爾甲,旺姆 325049 少年 少年 黃洛冰

329244 天籟悠揚 巴桑拉姆 300443 少年的我 佚名

266621 天籟情歌 肖亮 232809 少年的我 鳳飛飛

267281 天籟傳奇 鳳凰傳奇 317457 少年的我{Live} 楊燕

346002 太平小鎮[HD] 曉楓 344667 少年俠氣[HD] 郭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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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04 少年故事 彭坦 280144 心中的星 張志良

348280 少年情書[HD] 六哲 288369 心中的家 燕峰

344286 少年與刀[HD] 小魂,常石磊 335579 心中的夢[HD] 策力木格

317458 少年錦時 趙雷 321207 心中的歌 卞凱

338664 少年錦時{Live}[HD] 黃愷,張鑫鑫,中國好聲音 313076 心中的歌 馬艷

300384 少林少林 佚名 321208 心中的歌 閻維文

332937 少跟我扯[HD] 龍飛 341464 心中城堡[HD] 公主駕到

272031 巴拉格宗 齊旦布,紮西尼瑪,蘭卡措,多哇·才吉,根呷 346940 心之所向[HD] 苑振

319682 巴蜀女郎 胡艾蓮 303792 心內有鬼 黃立行

294115 巴蜀笑星 劉沛洋 313432 心內有數 黃士祐

339978 巴爾楚克[HD] 雲朵 319702 心內的話 玖壹壹

334921 巴黎夜雨[HD] 孫子涵 266094 心升明月 李健

271604 巴黎雨季 阿梓,蘇俹 254774 心心相印{Live} 王心凌

348289 巴黎雨季[HD] 劉增瞳,箱子君 305178 心心相印{Live} 鄭錦昌,謝玲玲

310550 巴黎草莓 許茹芸 317492 心心相系 凌玲

316795 巴黎假期 金志文,譚維維,陳楚生,吉克雋逸 294755 心手相牽 華夏龍之緣婚禮團隊全體成員

299541 巴黎機場 佚名 313360 心手相連 陳賽金

326187 巴黎歸來 王維平 342374 心比天高[HD] 甄強

326185 巴黎歸來 樓蘭 329326 心只有你 周賓賓

326186 巴黎歸來 樓蘭,張峰 298120 心甘情願 王應印

267097 幻想天使 陳姿言 300477 心甘情願 佚名

342713 幻想童話m[HD] 王若曦 301315 心甘情願 林志炫

293344 幻覺動物 Frank秋楓 302808 心甘情願 梁雁翔

313975 引吭高歌 風雲傳奇 313758 心甘情願{Live} 閻維文

326771 引歌一夢 人衣大人 287698 心向草原 韓敏

230084 心口不一 陳慧琳 287477 心向媽祖 高賽燕

344298 心小男人[HD] 肖海洋 292765 心向遠方 王志新

318932 心已傷透 望海高歌 322466 心向藍天 雲飛

319701 心不由己 楊小艷 298245 心在一起 田震

345067 心不由己[HD] 郁可唯 324490 心在哪兒 張彤

334155 心不由己[HD] 謝安琪 326776 心在草原 忢訫

302807 心不在焉 梁詠琪 262832 心在高原 來國慶

284159 心不在焉 陳曉東 281426 心如刀割 蕭敬騰

341725 心不明了[HD] 尚俊宇 296314 心如刀割{Live} 陳潔儀

230057 心不設防 陳慧琳 337048 心如刀割{Live}[HD] 陳潔儀,我是歌手

340605 心不跳了[HD] 楊培安 296315 心如止水 朱敏

328498 心中有你 吳佳佳 322467 心如止水 劉德華

310356 心中有你 張翠萍 316682 心如玄鐵 李易峰

288574 心中所有 韓磊 309432 心如明月 姚貝娜

313976 心中的她 劍氣書香 318201 心存感激 王珍

309752 心中的她{Live} 孫維良 298725 心有些亂 佚名

305615 心中的花 韓雪 326777 心有所向 林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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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18 心有所想[HD] 余輝 287839 心型病毒{Live} Snh48

282374 心有所愛 莊心妍 323770 心為你跳 金波

230378 心有獨鐘 陳曉東 293791 心若孤城 勝嶼

325305 心有獨鐘{LIVE} 李佩玲,中國新歌聲 232171 心飛夢走 馮小飛

303396 心有獨鐘{Live} 陳曉東 233961 心海星願 黑鴨子演唱組

325361 心有繁花{LIVE} 水木年華,詩歌之王 348303 心疼自己[HD] 徐譽滕

306234 心有靈犀 林峯 291625 心疼的錯 周詩雅

294104 心灰意冷 冰冷 304879 心動 心痛 劉畊宏,許慧欣

331868 心似狂潮{Live}[HD] 羽泉 311092 心動女生 楊罡

349781 心似狂潮{Live}[HD] 胡海泉,陳羽凡,趙星,李金澎,王迪,異口同聲 256822 心動心痛 許慧欣,劉耕宏

282669 心似蓮花 湘佛蓮 346941 心動店員[HD] 陳零九

315063 心系中華 花之悅 329325 心動的人 平安

296322 心肝寶貝 段莉莉,大約冬季 294605 心動時刻 趙婧怡,李思,世界奧運冠軍

313261 心肝寶貝 章小軍 298223 心動起來 巨姍姍

330046 心肝寶貝{Live}[HD] 劉德華 333499 心情日記[HD] Sara

230409 心事背後 陳曉東 299244 心情好了 佚名

280146 心事酒館 鄭家星 296316 心情便貼 孫莞

320377 心的方向 丁心 336649 心情書簽[HD] 柯以敏,方炯鑌

326779 心的方向 鄭旭 311950 心情舒暢{Live} 韓旭

309575 心的未來 胡彥斌 230379 心理遊戲(國) 陳曉東

253318 心的表情 于台煙 327653 心細如綿 含笑

304614 心的祈禱(慢四) 舞曲 318937 心痛不已 李飛

317040 心的祈禱{Live} 譚維維,楊宇,最美和聲 299450 心痛個夠 佚名

309109 心的原野 拉熱吉 286714 心亂如麻 歐陽尚尚

324945 心的旅行 起點 270844 心傷情歌 榮帝丞

305784 心的旅程 譚晶 312411 心想事成 四小福

266910 心的旅程{Live} 迪克牛仔 332839 心愛的人[HD] 黃小琥

291542 心的留連 風之琳 284463 心照不宣 冷漠,陳瑞

270822 心的翅膀 苗偉 313162 心照不宣 張祥洪

232079 心的發現{Live} 馬兆駿,范瑋琪 347752 心照不宣[HD] 夏天alex

320378 心的等待 紅薔薇 349783 心照不宣[HD] 梁曉茵

298058 心的訴說 王詩沂 317496 心碎月臺 阿影

346057 心的距離{Live}[HD] 王懿佳,中國新歌聲 232987 心碎時分{Live} 黃名偉

300519 心的傷口 佚名 297556 心碎碼頭 凡人二重唱

333300 心的聖潔[HD] 贊拉龍兒 305672 心碎藥方 藍雨

322470 心的構造 曾詠欣 309478 心碎戀人 星宇

310613 心的歸回 野地百合 231657 心裡有鬼 韓承東

311674 心的懷念 蔣姍倍 313977 心裡有鬼{Live} 佛跳牆

317498 心花怒放 侯延彬 263752 心裡有數 弦子

342098 心花怒放[HD] 胥拉齊 301935 心裡有數 飛輪海

255272 心非所屬 王菲 230380 心裡有數 陳曉東

293865 心型空洞 鄭可為 257889 心裡有樹 辛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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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10 心裡的話 佚名 283946 手機愛情 紫海

293922 心跳之外 顏小健 296556 支格阿魯{Live} 游子組合

317499 心電感應{Live} Snh48 312380 文成公主 王慶爽

232737 心馳神往 鳳凰傳奇 266022 文成公主 春天

334749 心語星願[HD] 楊謹 339760 文成公主[HD] 盛希

322465 心儀姑娘 海水 265902 文成公主{Live} 張濤

298739 心潮難平 佚名 322154 文昌情懷 于洋

331016 心醉心碎[HD] 韋禮安 266425 文姬歸漢 王亞平

288086 心隨你去 李陽,路默依 282688 文姬歸漢 王麗達

309494 心隨你動 柯彤 315748 文藝姑娘 舜文齊

334105 心隨路遠[HD] 杜侑澎 331923 文藝電影[HD] 謝沛恩

304352 心靜如水 董文華 320533 方方面面 李強

267212 心聲共鳴 韓平 317675 方言達人 王梓鑫,郭夢瑤

300107 心聲淚痕 佚名 332135 方圓幾裡[HD] 薛之謙

231418 心聲淚痕 青山 325097 日久天長 雲菲菲

232404 心聲淚痕 高勝美 282035 日子紅了{Live} 丁酉酉

303030 心聲淚痕 莊學忠 317678 日升日落{Live} Snh48

284061 心聲淚痕 莫旭秋 280263 日日月月 陳明

279396 心聲淚痕{Live} 青山 288229 日月之尊 音頻怪物

331575 心臨城下[HD] 丘羽特 325514 日月同輝 陳楚生,郁可唯

286065 心懷慈悲 敖長生 311014 日月星辰 黃鶴翔

338052 心臟噴血[HD] 徐熙娣 349862 日出之前[HD] 顧巍

320376 心戀草原{Live} 白致瑤 310380 日出印象{Live} 張邁

280725 心靈之約 朱樺 300494 日出東方 佚名

304871 心靈交戰 劉畊宏 269728 日出東方 李珊

263887 心靈感應 1983組合 313508 日出東方 群星

327656 心靈豬湯 Selina 268331 日出東方 劉亭婷,鄧雯心

326209 心靈豬湯 任家萱 320535 日出東方{Live} 白致瑤

329332 心靈歸屬{Live} 白雪 257050 日光機場 許茹芸

306242 戈壁兄弟 火雅 343867 日常[HD] 田馥甄

311838 戶外精英 龍奔 319823 日落大道 梁博

337052 手心 手背[HD] 陶鈺玉 344377 日落大道{Live}[HD] 梁博,歌手

295113 手心手背 張曼 317679 日落之前 李健

341764 手心手背{Live}[HD] 劉濤,跨界歌王 300898 日落日升 李逸

340376 手心的溫度[HD] 金大喜 333937 日落西沉[HD] 楊乃文

317641 手心的寶 天意,開心笑 287000 月上瓊樓{Live} 張其萍

230809 手的預言 陳綺貞 254115 月下寄情 楊小萍

318706 手指運動 佚名 300276 月下情歌 佚名

300709 手寫的信 夾子樂團 266537 月下情歌 童麗

296527 手機有毒 余潤澤 284019 月下情歌 楊燕,謝雷

318939 手機有毒 劉旗 292211 月下荷香 夜鶯

269641 手機玫瑰{Live} 李利依 301134 月下對口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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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52 月下對口 莫旭秋,楊燕 324521 月兒圓了 張藝

349884 月下獨酌{Live}[HD] 毛不易,廖俊濤,經典咏流傳 267170 月兒圓圓{Live} 陳翔

300491 月之故鄉 佚名 306246 月兒醉了{Live} 劉樂洪

304855 月之故鄉{Live} 劉秉義 305299 月兒彎彎 蕭蕭

333913 月之故鄉{Live}[HD] 李偉,湯非 310357 月夜之戀 張蓉蓉,吳俊宏

315074 月牙五更 王晰 345183 月披雙橋[HD] 麼春生

304274 月牙五更 萬山紅 298321 月亮女兒 吉木喜兒

299709 月牙五更(恰恰恰) 佚名 336736 月亮女神[HD] 曲爾登

271215 月光女神 達娃卓瑪 303497 月亮之上 雪兒達娃

285723 月光之城{Live} 鄧皓文 303676 月亮之上 童星

263233 月光心事 喬洋 232744 月亮之上 鳳凰傳奇

330452 月光手劄[HD] S.H.E 340916 月亮之上[HD] 陳小宇

331815 月光地毯[HD] 梁文音 341066 月亮之上{LIVE}[HD] 鳳凰傳奇,董雪一家,我想和你唱

289180 月光如水 冰雪璇兒 304356 月亮之歌 董文華

283744 月光姑娘 酒二郎 255983 月亮公園 萬芳

269104 月光姑娘 張寒 289179 月亮天使 譚維維

265085 月光姑娘 齊劍 232872 月亮和兵 麥穗

280289 月光花兒 花兒 332140 月亮玫瑰[HD] 譚凌風

289182 月光美人 高寒 308067 月亮孩子 王果凍

311662 月光飛行 蔡黃汝 345181 月亮粑粑[HD] 張東朗

289181 月光海岸 朴野 311026 月亮草原 塔拉吉斯

324661 月光海邊 林玉英 270525 月亮情歌 石梅,圓圓

346626 月光草原[HD] 艾麗婭琪琪格 290598 月亮情歌{Live} 圓圓,石梅

310928 月光情人 覃春江 333844 月亮湖畔[HD] 烏蘭圖雅

311127 月光情思 楓橋 287460 月亮傳奇 蘇月

331036 月光晴朗[HD] 馬天宇 322624 月亮愛情 昊麟

233169 月光華華 黃安 324359 月映江天 周煒

274902 月光詠歎 林俊逸,王彙筑 324369 月映江天 唐文娟

309184 月光詠歎 林俊逸,王彙築 341484 月映江天[HD] 周煒

331797 月光詠歎[HD] 林俊逸 329498 月映荷塘 閆沛鈞

287802 月光媽媽{Live} 楊宗緯 349435 月若流金[HD] 阿杰

278900 月光愛人 曾一鳴 402379 月娘晚安 佚名

323287 月光愛人{Live} 李玟,我是歌手 262721 月球漫步 Jpm

287154 月光愛人{Live} 阿蘭(Alan) 296631 月圓回家 十三狼

286231 月光愛人{Live} 張燕 294933 月圓回家{Live} 十三狼

287065 月光愛人{Live} 薩頂頂 290119 月圓花好 童麗

339509 月光愛人{Live}[HD] 李玟,隱藏的歌手 305520 月圓花好 謝采妘

281141 月光墓地 李楊飛 313183 月圓花好{Live} 張琪朗

307102 月光墓地 彩貝與海 309122 月照瓜洲 易小川

309143 月光碼頭 杭嬌 347374 月照京華[HD] 小旭音樂,吾恩,喵☆醬

345182 月光濃湯[HD] 周柏豪 300273 月落烏啼 佚名

338429 月光戀人[HD] 肖亮 313025 月落烏啼 時金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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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887 月落琴殤[HD] 孫嘉梵 343268 水城烙鍋[HD] 彝人傳奇

325845 月滿西樓 青山 313986 水星逆行 八三夭

317714 月滿西樓 蔡琴 265998 水流雲在 斯美塔

305516 月滿西樓 謝采妘 292363 水深火熱 崔子格

334125 月滿西樓[HD] 沈凌雲 306248 水袖雲間 沐婷

333860 月滿西樓[HD] 凌雲 287921 水晶女孩 王佳怡

324878 月滿則虧 菜籽(孫秀媚) 280319 水晶之戀 郭新林

292657 月滿情懷 楊鈺瑩 313719 水晶之戀 鞏新亮

271099 月舞荷塘{Live} 謝有才 302785 水晶愛情 梁大海

281255 月舞雲袖 河圖 278122 水晶蜻蜓 南拳媽媽

280894 月醉西江 子夕 349910 水晶魔咒[HD] 孫嘉梵

296650 木頭愛情 葛維永 280317 水鄉天堂 岳佳

336329 木蘭花令[HD] 雋子哥 333850 水鄉新娘[HD] 冷漠,石梅

302918 木蘭從軍 莊學忠 270738 水鄉溫柔 胡紅艷

300719 木蘭從軍{Live} 宋祖英 315077 水鄉戀歌 彭浩

265904 木蘭從軍{Live} 張濤 265816 水漫金山 岳薇

233042 欠一個吻 黃品源 348453 水舞太極[HD] 唐香凝

233903 欠你太多 黎瑞恩 315078 水墨丹青 龔銘

340060 欠我的夢[HD] 童可可 330168 水墨丹青{Live}[HD] 李玉剛

321399 欠債還錢 唐妍 318945 水墨江南 許志剛

328695 欠債還錢 龐曉宇 296688 水墨江南 龐錕

298269 止步愛情 石頭剪子布 293204 水墨青花 音頻怪物

289206 止步愛情 阿布 345207 水墨青花[HD] 苗苗

308939 止步謊言 阮以偉 342446 水墨施甸[HD] 王甜

334424 止戰之殤[HD] 周杰倫 278312 水墨彭城 徐譽滕

290378 比你難過 陳治 347389 水墨嶺南[HD] 楊樂

230393 比我幸福 陳曉東 321952 水墨譙城 丁冬

287122 比痛更痛 陳虹宇 307901 水邊少年 小築

233227 比愛更愛{Live} 黃征 310615 水韻含香 閆冰

288422 比較幸福 孫燕姿 267294 火力全開 黃奕

342445 比翼齊飛{Live}[HD] Snh48 305449 火力全開 蟑螂合唱團

323300 毛個咪呀 徐仁義 330814 火力全開[HD] 王力宏

321951 水中月亮 索朗扎西 331900 火火的愛[HD] 藍琪兒

303743 水中月亮 雲丹久美 325590 火包胡同 南無樂隊

330575 水手怕水[HD] 周杰倫 321439 火把歡歌 吳貴平

304666 水仙花開 趙凱 300186 火車快飛 佚名

321411 水色姑娘 周怡然 234112 火車快開 齊秦

349450 水形物語[HD] 周深 326424 火炎焱燚 張軍

266581 水和媽媽 羅伊然 274660 火紅年代{Live} 劉超華

349909 水往上流[HD] 王宏恩 268754 火柴女孩 姜玉陽

303685 水果情歌 童星 303564 火柴天堂 曾沛慈

311353 水泊梁山 趙本水 293274 火柴天堂 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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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40 火柴天堂{Live} 孫楠,中國之星 268790 王者歸來 孫悅,沙寶亮

327895 火柴天堂{Live} 熊天平,隱藏的歌手 339528 王者歸來[HD] 小愛與花兒樂隊

290980 火柴天堂{Live} 鄭心慈 271323 王婆罵雞 郁柳

335509 火柴天堂{Live}[HD] 李致賢,齊秦,中國好聲音 286141 且試天下 墨明棋妙

332262 火柴天堂{Live}[HD] 俞佳 230455 且聽風吟 陳楚生

336008 火柴天堂{Live}[HD] 鄭心慈,中國好聲音 265199 世外不丹 王濱

320616 火辣情歌 三郎 316420 世外桃源 于新娜

341538 火熱的心[HD] 林志穎 278624 世外桃源 許巍

296744 火熱的愛 李嘉石 290342 世外桃源 陸正信

343938 父母[HD] 肖亮 304451 世外桃源 雷佳

308984 父母之愛 周怡然 288529 世外梅園 鄺含笑

286025 父母祖國 徐晶晶 345467 世末歌者[HD] 樂正綾,洛天依

274745 父母草原 宋伶俐 323547 世界大同 王宏天

326788 父母情深 蘇平生 334626 世界之外[HD] 馬天宇

290723 父老鄉親 改編對唱 232520 世界末日 高慧君

307863 父愛如山 小小 313230 世界末日 張廮

284413 父愛是山 任軍太 287360 世界末日 羅子淇

340931 父親母親{Live}[HD] 黃宇濤 271111 世界末日 譚詠鳴

325869 父親的手 劉和剛 298547 世界末日{Live} 羽泉

346670 父親的手[HD] 小葉子 324668 世界地圖 林逸欣

287982 父親是山 任軍太 283916 世界村莊 高楓

320650 片羽時光 周筆暢 325729 世界晚安 Fresh極客少年團

271641 片刻綺想 陳俐安 287114 世界毀滅 陳芳語

308835 牙兒樂樂 李詩緣 337078 世界盡頭[HD] Trash樂團

281015 牛牛之歌 徐玉婷 318951 世界邊緣 高進騰

334426 牛仔很忙[HD] 周杰倫 328216 世紀酒吧 歐霖

341789 牛仔很忙{Live}[HD] 萬妮達,中國新歌聲 302455 世間男人 屠洪剛

266793 牛拉車車 蘇陽 320957 世態炎涼 李冬風

323332 牛的傳人 飛翔 330609 世說心語[HD] 孫燕姿

262053 牛郎織女 A One 292687 主公莫慌 樊玲

269225 牛郎織女 張雷,司徒蘭芳 290864 主宰未來 王繹龍

317818 牛郎織女 萌萌噠天團 325989 他 你好嗎 維妮亞

313419 牛郎織女 費玉清 265413 他不是你 鍾舒漫

299302 犬心犬意 佚名 346441 他不容易[HD] 郭立勳

337073 王妃& Dangerous{Live}[HD] 秦曉琳,戎琦,中國好聲音 341338 他不愛了[HD] 許佳慧

335549 王者之聲[HD] 潘瑋柏 283387 他不愛我 李琦

334967 王者之聲{Live}[HD] 盧廣仲,韋禮安,范逸臣,品冠,李榮浩 289843 他不愛我 張杰

349941 王者榮耀[HD] 宋孟君,格子兮 330974 他不愛我[HD] 金莎

346678 王者榮耀[HD] 孫曉磊 287488 他不愛我{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46218 王者榮耀[HD] 陳奕天 333041 他不愛我{Live}[HD] 李琦

348497 王者榮耀[HD] 陳堃古月,朱小磊 336013 他不愛我{Live}[HD] 陳冰,艾怡良,中國好聲音

280665 王者歸來 Oh One演唱組 349237 他的方式[HD] 大波浪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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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86 他的背影 楊克強 304045 以愛為名 楊雅琳

326791 他的眼淚 小北,葉宵 339164 以愛為名[HD] 林大晉

285070 他的傳聞 王慧美 285614 兄弟 女人 子烽

318509 他們都說 童可可 338249 兄弟一場[HD] 林文

346442 他給的傷[HD] 亦帆 339407 兄弟一場[HD] 羅長華

346837 他給的傷[HD] 吳亦帆 309751 兄弟一場{Live} 孫楠,孫斌

306253 他鄉的夜 曉楓 333568 兄弟女人[HD] 子烽

324415 他鄉的路 孫劍 318175 兄弟女人{Live} 子烽

262315 他鄉的路 陳瑞 291536 兄弟不哭 韓信

334991 他鄉戀歌[HD] 宋曉靜,陶奕江 328269 兄弟仗義 時金鈺

323560 他傷了你 葉岩 348775 兄弟兄弟[HD] 湯潮

333397 他說的謊[HD] 莊心妍 346856 兄弟加油[HD] 侯本崗,崔大笨

325991 他靠不住 賀敬軒 338250 兄弟本色[HD] 張震嶽

233098 付出以後 黃國俊 345899 兄弟吉祥[HD] 陳曆祥

329096 仙人掌花 謝佩吟 293742 兄弟多謝 王飛

299442 仙女織絹 佚名 326794 兄弟多謝 劉洺瑒

279011 仙湖秋色 楓橋 347222 兄弟如天[HD] 殷越

308117 仙劍神曲 王舒 346459 兄弟如酒[HD] 秦磊,亞楠

305257 仙劍問情 蕭人鳳 323604 兄弟有我 群星

309838 仙劍夢緣 徐顥菲 342611 兄弟你好[HD] 趙華,白浩楠,陳威男

230181 仙樂飄飄 陳明 345496 兄弟你說[HD] 郭鑫

302308 仙鶴飛飛{Live} 袁哲 319561 兄弟別走 劉勝權

282761 仙靈情歌 石梅,圓圓 310912 兄弟別哭 童丹

290596 仙靈情歌 圓圓,石梅 331891 兄弟我說[HD] 蕭敬騰

303172 代我愛他 郭美美 313997 兄弟到老 刀刀刀

337083 代替太陽[HD] Gentleman 346857 兄弟和酒[HD] 萬凱

328234 以己之名 X玖少年團 315765 兄弟姐妹 于金勝

336362 以父之名[HD] 周杰倫 313218 兄弟姐妹 張韶涵

345879 以父之名{Live}[HD] 李炎欣,明日之子 315095 兄弟姐妹 陳星,于金勝

330079 以父之名{Live}[HD] 周杰倫 270808 兄弟姐妹 蘇泉

349625 以北以南[HD] 朱鴿,方大人 328271 兄弟姐妹{Live} 陳星,于金勝

323562 以卵擊石 楊朗朗 345497 兄弟姐妹{Live}[HD] 馬智宇

297428 以我為主 Saya 345900 兄弟的事[HD] 大勇

337763 以身試愛[HD] 鄧子霆,陸嘉欣 335220 兄弟的酒[HD] 任飛揚

337084 以身試愛[HD] 鄧子霆,路嘉欣 347224 兄弟的酒[HD] 吳超

324665 以後以後 林芯儀 315096 兄弟的話 劉苓

341540 以後以後[HD] 林芯儀 345500 兄弟的夢[HD] 李冠宇

326793 以為明瞭 小沈龍 315766 兄弟的歌 阿文

282581 以茶相邀 楊炳華 272027 兄弟的歌 黑龍,小嘉

270742 以淚洗面 胡量 292032 兄弟為你 何流

308840 以愛之名 李維嘉 265526 兄弟珍重 冷漠

330874 以愛之名[HD] 蕭敬騰 305833 兄弟乾杯 龐龍,李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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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939 兄弟乾杯{Live}[HD] 龐龍 231413 出人頭地 青山

326798 兄弟情深 吳潤龍 305316 出人頭地 錢小寒

315767 兄弟情深 賀金,石焱 279317 出人頭地{Live} 呂珊

313696 兄弟情深 潘贏 324826 出人頭地{LIVE} 羅邏聖

263084 兄弟情深 龍嘯 302384 出乎意料 高以愛,潘瑋柏

338604 兄弟情深[HD] 賀金,石炎 232805 出外的人 鳳飛飛

308272 兄弟情義 正皇旗 325173 出來走走 嘉旗

318957 兄弟情義 蘭大丑 306258 出門在外{Live} 吳菁

340811 兄弟情義[HD] 承偉,思豪 232598 出門在外{Live} 高楓

341891 兄弟情義[HD] 許霖,陳長城 303490 出門在外{Live} 雪村

345499 兄弟情義[HD] 劉超 271740 出門見喜 陳藝丹

324946 兄弟敢當 追風 297890 出神入化 王美蓮

338251 兄弟無悔[HD] 宋曉峰,趙小炮 332928 出神入化[HD] 飛輪海

336318 兄弟無悔[HD] 趙小炮 316939 出發愛情 戚薇,李承鉉

307997 兄弟無數 水滸群星 308399 出愛情記 朱俐靜

310826 兄弟無數 景崗山 262480 出道四年 Gala樂隊

295952 兄弟雄起 唐唐 264174 出境入境 張靚穎

307976 兄弟義長 文弓哲杰 269063 出賣寂寞 廖鴻飛

326799 兄弟像酒 張寒 343091 功夫女孩[HD] 崔蓮姬,李文赫

295951 兄弟舉杯{Live} 李貴府 328303 功夫小妞 原子霏

326800 兄弟還錢 周子軒 343459 功夫瑜伽[HD] 成龍,張一山,楊紫

347226 兄弟難得[HD] 神將帝王 298180 功夫熊貓 代小波

332689 兄弟難當[HD] 杜歌 296010 加大力度{Live} 容祖兒

316697 兄妹開荒 李政飛,郝萌 340818 加大力度{Live}[HD] 容祖兒,陳偉霆,我是歌手

309657 充滿希望 韭菜姑娘 282020 加油!雅安 PMC給力團,黃馨儀

308892 冬天不在 沈浩天 315769 加油中國{Live} 周澎

279960 冬天來了 權振東,佳寧組合 326054 加油加油 S.I.N.G女團

268187 冬天來了{Live} 佳寧組合,權振東 344939 加油加油gogo[HD] Lollipop

288193 冬天來了{Live} 金婷婷 293177 加冕為王 陳翔

337088 冬天來了{Live}[HD] 鄭興琦 342625 包你滿意[HD] 包貝爾

338952 冬天的雪[HD] 張佑錢 345925 匆匆忙忙[HD] 劉大衛

269027 冬天的樹 幸福大街 298224 匆匆別後 巨姍姍

295975 冬天的樹 戚薇 336187 匆匆那年[HD] 王菲

311839 冬日戀歌 龍奔 324740 匆匆那年{LIVE} 王凱,跨界歌王

310381 冬去春來{Live} 張邁 326056 匆匆那年{Live} 琪琪姐妹

288110 冬季流浪 李楊飛 338819 匆匆那年{Live}[HD] 古巨基,我是歌手

323032 冬季校園{Live} 老狼,高曉松,我是歌手 341670 匆匆那年{Live}[HD] 琪淇姐妹

298532 冬眠城市{Live} 羽泉 335783 匆忙人生[HD] 楊丞琳

348159 凹凸世界[HD] 方茴 263129 北方女孩 木吉吉

302550 凹城凸城 張志林 323634 北方之都 天堂樂隊

297567 出人頭地 大哲 345926 北方姑娘[HD] 郭海慶

270349 出人頭地 王士次,小語 234048 北方的狼 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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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89 北方的狼{Live} 高楓 305151 北京頌歌 鄭莉

270435 北方的湖 王瑩 282319 北京榜樣 孫楠

321784 北方南山 李維真 286909 北京精神 常思思

280947 北京 北京 尹熙水 313815 北京精神 韓琳

332011 北京 北京[HD] 黃勇,梁博 316700 北京戀歌 李索

282641 北京 北京{Live} 汪峰,黃勇 263509 北國江南 談芳兵

313252 北京 北京{Live} 梁博,黃勇 279676 北塘古鎮 岳思思

279974 北京 北京{Live} 陳羽凡,蕭敬騰 255956 北極之光 萬芳

305430 北京一夜 薛祺,趙姍姍 340284 北極星[HD] 羅志祥,May J.

332533 北京一夜[HD] 林軍 274886 北漂北漂 楊伯致

324812 北京一夜{LIVE} 秦海璐,跨界歌王 290360 北鼻麻吉 陳奕,付辛博,沈建宏,唐振剛,劉忻,任容萱,傳穎

286227 北京一夜{Live} 張韶涵 343697 北歐神話[HD] S.H.E

290355 北京一夜{Live} 陳昇,郁可唯 344946 半句再見{Live}[HD] 馬嘉,孫燕姿,跨界歌王

296018 北京力量{Live} 釋小虎 345930 半打玫瑰[HD] 原子霏

317285 北京女孩 翁琳 289898 半生等候 曹與歡

317284 北京女孩 望海高歌 326060 半妖傾城 格子兮,潘成

328308 北京以北 馬博,汪茜 346878 半明半暗[HD] 黃汐源

281186 北京北京 楊永聰 279977 半城月光 沙寶亮

288776 北京北京{Live} 周澎 230183 半個月亮 陳明

285456 北京北京{Live} 陳羽凡,蕭敬騰 345929 半個世界{Live}[HD] 王祥森

328309 北京北京{Live} 黃勇 315773 半夏微涼 林逸超

321783 北京北京{Live} 鄧紫棋 325755 半島鐵盒 劉瑞琦

288575 北京北京{Live} 韓磊 330568 半島鐵盒[HD] 周杰倫

310309 北京四月 張萌萌 278081 半瓶香水 關喆

310177 北京地鐵 張俊 255221 半途而廢 王菲

232964 北京男孩 黃勇 252986 半路童話 張馨予

298823 北京的士 佚名 342629 半道英雄[HD] 群星

309140 北京的雪 易欣,孫鶯 311071 半熟宣言{Live} 楊丞琳

266100 北京的夢 李創 322338 半壁江山 張冬玲

348802 北京南站[HD] 趙鑫 348178 半糖少冰[HD] T.A.G.歹徒成員,T.R.J

281018 北京巷弄 徐良 343702 半糖主義[HD] S.H.E

285175 北京胡同 肖夢婷 330009 半糖主義{Live}[HD] S.H.E

275173 北京時間 阿浩,王楊 306261 半邊月亮 嚴當當

339185 北京時間{Live}[HD] 皓天 296028 半邊生命(國) 梁漢文

326058 北京悉尼 齊浚羽 279982 卡布奇諾 顏羽

269307 北京情人 徐千雅 267044 卡多其多 門麗

281043 北京旋律 新聲駕到 296033 卡樂世界 強辯樂團

278634 北京畫廊 譚晶 314002 去年今日 楊清明

283882 北京童謠 林依輪 274797 去年冬天 張勇

319590 北京愛情 孫露 304816 去年冬天 齊秦

270047 北京煙火 夢然 327529 去你的愛{Live} 路默依,天籟之戰

269709 北京頌歌 李潮 232235 古老的歌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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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38 古老魔咒 閃亮三姐妹 304253 只要有你 群星

288793 古邑河源 張啟輝 321056 只要有你{Live} 那英,孫楠

309269 古城小唱 金美兒 332046 只要美麗[HD] 盧凱彤

285837 古城秋雨 李小庫 324257 只要善良{LIVE} 侯旭

315108 古城歌姬 陳沛軒 323062 只借不還 賀敬軒

312090 古越樓臺 譚圳 230560 只哭一天 陳潔儀

307931 古越龍山 天悅 320224 只差一步 劉嘉亮

339663 古順酒賦[HD] 何一 290558 只能再見 劉邦

358814 古墓愛情 陳小春 311799 只能勇敢 蕭煌奇

311199 古劍情韻 董貞,Alicia Keys 325106 只能這樣 凌宏兵

296044 古樸小鎮 孫莞 348192 只能懷念[HD] 聖結石

287242 古嶽之西 漢宇浩穹 288794 只喜歡你 菲麥爾

314776 古鎮之戀 夜郎金鑫 279995 只想起你 張娜拉

296045 古鎮之戀 金鑫 296050 只想愛你 紅日藍月

318961 古韻箏聲{Live} 紀綺昭 290884 只想愛你 秦嵐

298581 古靈精怪 艾倫,靜如 331137 只想愛你[HD] 伍華

318233 另一個我 田毅 337095 只想愛你[HD] 彩貝與海

308777 另一扇窗 李思琳 341676 只想愛你[HD] 楊丞琳

322346 另存寂寞 黃荻鈞 327532 只對你說{Live} 趙駿,夢想的聲音

305286 另眼相看 蕭煌奇 326804 只醉今朝 貳嬸

232090 只欠秋天 馬天宇 287943 只願你好 王錚亮

282960 只因有你{Live} 趙敬一 322347 只願與你 何潔,蘇醒

348186 只因為愛[HD] 何潔 327533 只屬於你 金莎

345937 只如初見{Live}[HD] 張祿籴,中國新歌聲 328334 叫我巨人 Young Kun

256056 只有一次 葉倩文 263096 叫我如何 龍飄飄

233686 只有分離 黃鶯鶯 283650 叫我歐巴 多亮

299801 只有相愛 佚名 315776 叫醒冬天 成龍

289783 只有想念 孫思怡 325323 可不可以 李祥祥,吳雨霏

331050 只怕想家[HD] 黃美珍 316756 可不可以 孟楊

324219 只怪自己 東來東往 302349 可不可以 閃亮三姐妹

316833 只是女人 陳瑞 329199 可不可以 廖文強

286018 只是朋友 家蔚 321057 可不可以 劉倧洲

302720 只是朋友 張震嶽 340292 可不可以再愛我一次[HD] 承偉

270955 只是情歌 藍沁 338954 可以的話[HD] 梁靜茹

325366 只是傳說 溫力銘 266639 可是愛情 胡杰夕

291108 只是想你 何禹妃 232759 可哥西裡 鳳凰傳奇

310062 只是遲到 國蛋 338955 可愛女人{Live}[HD] 陳梓童,中國好聲音

320226 只為了你{Live} 金志文 318185 可愛女孩 馬睿瑄

327534 只為有你 不辣 302545 可愛少年 張艾嘉

263960 只看見你 炎亞綸 230599 可愛的她 陳熙

294958 只要有你 吳燦濤,蔡英 232284 可愛的家 佚名

296053 只要有你 吳燦濤,蔡瑛 303866 可愛的馬 黃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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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304 可愛的馬{Live} 謝雷,小熊 301343 外婆的愛 林家小妹

330010 可愛萬歲{Live}[HD] S.H.E 344226 外貌協會[HD] 卓依婷

292942 台中日和 葛洛力 327595 失去之後 宋孟君

298253 台灣hoha 甲子蕙 233591 失去自己{Live} 黃鈴

312060 台灣女孩 羅百吉,寶貝 292554 失去的愛 月星海

331642 台灣女孩[HD] 臺灣女孩 325562 失去的愛 齊浚羽

317956 台灣小調{Live} 楊燕,謝雷 292981 失去記憶 許嘉文

304954 台灣同胞{Live} 劉歡 296168 失去愛情 簡紅

306992 囚禁的愛 周祥 346910 失物招領[HD] 徐秉龍

278837 四人餐桌 Shelly 佳,潘成 326125 失眠地圖 憷小陌

325089 四大名著 叢偉 265916 失眠的人 張義傑

310972 四大皆空 黃明志,龔柯允 278735 失眠情歌 陳天紅

310201 四大美女 張真菲 334698 失控的我[HD] 鞏新亮

319612 四川姑娘 遲英 271074 失陷溫柔 許峰

290489 四分之三 東海 296169 失愛認領 孫莞

279371 四月物語 彭青 253014 失落沙洲 徐佳瑩

326807 四季不敗 郝雲 325264 失落沙洲{LIVE} 徐佳瑩,潘氏姐妹,我想和你唱

334050 四季列車{Live}[HD] 周杰倫 342346 失落沙洲{Live}[HD] 品冠,蒙面唱將

344212 四季的愛{Live}[HD] 哈琳 332308 失落沙洲{Live}[HD] 徐佳瑩

326084 四季花開 夢葦 340177 失落沙洲{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33916 四季花開{Live}[HD] 李偉 347275 失落的緣[HD] 徐子崴

299688 四季相思 佚名 309775 失聯情人 孫耀威

231551 四季美人 韓再芬 332615 失蹤日記[HD] 徐懷鈺

307111 四季情歌 徐健淇 284221 失戀不哭 王麟

271379 四季情歌 鄭鋼堅 256844 失戀不敗{Live} 許慧欣

337098 四季情歌[HD] 徐浩峻 253944 失戀日記 楊千嬅

345961 四季情歌[HD] 薛銳,王奕潔 253149 失戀布丁{Live} 徐懷鈺

339678 四季荷塘[HD] 張天龍 307868 失戀光榮 小文(金志文)

349287 四季發財[HD] 校長,徐鈺昆,深藍兒童,雪碧說唱 330959 失戀事小[HD] 郁可唯

294476 四季童謠 王愛奉 323097 失戀的貓 電流妹,葛雨晴

268750 四季戀歌{Live} 姜孝萌 284197 失戀派對 金池

297232 四度空間 5566 310538 失戀旁白 許志安

262128 四度空間 棒棒堂 280053 失戀情歌 安東陽

330569 四面楚歌[HD] 周杰倫 318435 失戀情歌 航宇

325768 四個願望 青山 317382 失戀情歌 楊竣

284460 四海一家 冷漠,雲菲菲 335059 失戀情歌[HD] 歐宇涵

326808 四海同根 許曉杰 291945 失戀無罪 A-Lin

263142 四海盟約 毛阿敏 323706 失戀無罪{Live} A-Lin,陳嘉欣,我想和你唱

290080 四號工廠 王彙筑 266208 失戀無罪{Live} 林欣彤

334788 四號工廠[HD] 王彙筑 341024 失戀無罪{LIVE}[HD] A-Lin,陳嘉欣,我想和你唱

345962 四號病房{Live}[HD] 鄭金滔,明日之子 333641 失竊之物[HD] 戚薇

290241 外婆之歌 賈璨璨 278145 奶奶個腿 吳朵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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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56 奶油早餐 黃韻玲 344674 平行宇宙[HD] 林正

312700 左手右手 汪蘇瀧 334354 平行時空[HD] 黃鴻升

269551 左手右手 曹龍 340594 平行意外[HD] 馮凱淇

303991 左手右手 楊沛宜 310132 平易近人 張可

281571 左右為難 陳羽凡,黃永卓 315789 平易近人 陳思思

335444 左左右右[HD] 左左右右 317465 平淡的歌 徐良

286760 左鄰右裡{Live} 星夢傳奇群星 323750 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

231149 左鞋右穿 陸毅 346045 平遙人家[HD] 龐書博

342706 左牆聽雨[HD] 夢璟saya 348293 平靜的歌[HD] 盧焱

299787 巧克力王 佚名 292201 打工在外 培聖

348903 巧克力派[HD] 黃浩然 338020 打工的人[HD] 秋褲大叔

333274 巧克力棒[HD] 至上勵合 230287 打工情歌 陳星

320348 市井無賴 小涇縣 340377 打工累討債難[HD] 阿權

308903 布衣妹妹 沙瑪學鋒 268692 打工賺錢 垃圾貓

325018 布依族人{LIVE} 韋小波 287629 打住打住 楊梓

345582 布依聖境{Live}[HD] 高俊,歌聲的翅膀 300999 打侄上墳(張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 杜鵬

313528 布達拉宮 解亞嬌 329443 打狗棒法 蔡宗強

342708 布達拉宮[HD] 鮑勃 270327 打虎上山 王雲帆

320350 平凡之路 侃侃 283536 打虎上山 杭天棋

294649 平凡之路 阿力普 327770 打虎上山{Live} 節奏部落,夢想的聲音

335258 平凡之路[HD] 樸樹 233340 打個電話{Live} 黃格選,林志炫,滿江,滿文軍

318970 平凡之路{Live} 扎西多杰 304208 打個電話{Live} 群星

322448 平凡之路{Live} 張信哲,我是歌手 336268 打野之歌[HD] 徐少楠

342105 平凡之路{Live}[HD] 低調組合,中國新歌聲 299345 打魚人家 佚名

349771 平凡之路{Live}[HD] 華晨宇,歌手 281160 打發無聊 李果

338956 平凡之路{Live}[HD] 劉銘 292038 打開天空{Live} 余家輝

294301 平凡夫妻 徐方 304417 打開天窗 鄒俊峰

314013 平凡的夢 劉小雅 278397 打開春天 李暉

347740 平凡故事[HD] 李劍青 349405 打開新年[HD] 趙濤,曹鶴陽

287789 平凡相戀{Live} 蔡少芬,張晉 304383 打開電視{Live} 解曉東

331977 平凡英雄[HD] 陳小春 311434 打擾一下 劉心

333035 平凡絕愛[HD] 李亮超 330557 打擾愛情[HD] 周傳雄

300160 平安回家 佚名 298717 打鑼打鼓 佚名

288399 平安是福 烏蘭托婭 313509 打鑼打鼓 群星

289579 平安是福{Live} 丁曉紅 308231 旦史拉措 央金蘭澤

271848 平安旅行 韓鋒 289907 未了情歌 于沫

337107 平安最好[HD] 群星 281077 未了情歌 木傑

342710 平行人生[HD] 朱其民 328683 未什麼來 張陽陽

287471 平行世界 高瑜 300997 未完待續 杜德偉,Lara

342709 平行世界[HD] 簡迷離 289194 未完待續 夏米雅

315788 平行宇宙 徐譽滕 331414 未完待續[HD] 蘇妙玲

331683 平行宇宙[HD] 女孩與機器人 231334 未來女孩 雷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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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990 未來少年[HD] 劉子千 299581 母親的愛 佚名

294145 未來先見 吳克羣 282209 民工四季 口天勇士

345663 未來告白[HD] 汪蘇瀧 268594 民工弟兄 吳淼

349013 未來的路[HD] 任福嘉 343267 民心向夢[HD] 薛青

330735 未來哈囉[HD] 楊丞琳 292970 民生之歌 袁靜

324984 未接來電 阿悄,童可可,王瑞淇,微胖女神 271571 民生頌歌{Live} 閻維文

334106 未接來電[HD] 楊乃文 347387 民音馳放[HD] 小旭rmx

294907 未曾忘記 劉冰 334885 永久居留[HD] 陳威全

343524 未曾相問[HD] 張靚穎 308485 永不止步 西單女孩

325230 未結的果 莊心妍 296690 永不止步{Live} 梁博

317729 未解之謎{Live} 胡靈 306273 永不忘記 鄔玉潔

326814 未戀失戀 張博文 317754 永不言敗 王闖

342440 未戀失戀[HD] 姚靈 268869 永不言敗 宋熙銘

312285 末日之戀 小軍 314016 永不言敗 張俊

302650 末日之戀 張善為 316753 永不言敗 游子組合

301959 末日快樂{Live} 倪安東 318975 永不言敗 童冬軍

309896 末日風景 狼鳴 348454 永不言敗[HD] 龍飛龍澤

275105 末日情歌 西域胡楊 320588 永不放手 紅薔薇

278632 末次見面 謝容兒 321412 永不放棄 大張偉

325171 末期病人 唐柏寧 328709 永不放棄 水木年華

302540 末路愛情 張宇 313349 永不放棄 陳瑞

349014 本色英雄[HD] 高進,大壯 330689 永不放棄[HD] 德龍prasada

330574 本草綱目[HD] 周杰倫 288561 永不相見 陳瑞

296651 本兜心經{Live} 游子組合 347390 永不消逝[HD] 金志文

325676 正生之歌 群星 332233 永不停止[HD] 朱孝天

341304 正生之歌[HD] 群星 309048 永不變心 孟延

296675 正當年華 尤國通 313850 永生難忘 羅時豐

342444 正義之手{Live}[HD] Snh48 305824 永生難忘 龐龍

310990 正義之道 黃渤 343270 永字八法[HD] X玖少年團

310991 正義之道{Live} 黃渤 335807 永恆之火{Live}[HD] 蘇醒

294934 母子情深 十三狼 287841 永恆之光{Live} Snh48

337859 母系社會[HD] 張惠妹 289217 永恆之塔 藍雨

328706 母系社會{Live} 范媛媛,天籟之戰 308483 永恆的愛 西單女孩

349907 母系部落[HD] 格茸多杰 338958 永恆的夢[HD] 猛虎巧克力

291422 母恩難報 蘇賢文 263809 永恆情歌 秀蘭瑪雅

314015 母愛失衡 T,G 324525 永恆愛人 張藝騰

291048 母親 媽媽 馬麗 326818 永恆愛戀 杜青

299703 母親之歌 佚名 343911 永相隨[HD] 杰歌

265799 母親天堂 寒武紀 349026 永紅年代[HD] 龍龍

318405 母親母親 胡雲鵬 269059 永遠之後 廖浩明

309864 母親的手 殷秀梅 292648 永遠永遠 楊永聰

296684 母親的淚 寒武紀 343271 永遠永遠[HD] 魏如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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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960 永遠年輕{Live} 雷剛 278969 生日禮物 楚緒鵬

294233 永遠的兵 尤國通 330826 生日禮物[HD] 白描

349912 永遠的我[HD] 陳冰 296808 生生不息 金鑫

341369 永遠的家{LIVE}[HD] 鄧海 230508 生生世世 陳淑樺

231602 永遠的愛 韓寶儀 283404 生如夏花 畢夏

304680 永遠的夢 趙詠華 325386 生如夏花{LIVE} 王子文,跨界歌王

302273 永遠相信 翁倩玉 296804 生如夏花{Live} 張靚穎

307824 永遠相隨{Live} 大剛 338821 生如夏花{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268368 永遠寂寞 劉德華 342873 生如逆旅[HD] 吾恩,貳嬸

342106 永遠都在[HD] S.H.E 333361 生存遊戲{Live}[HD] 伍佰

231904 永遠等待 順子 287743 生死相依 朱培德

306275 永遠愛你 宮之飛 233881 生死相許 黎明,陳慧嫻

232211 永遠愛你 駱超勇 346224 生死相隨[HD] 崔子格,楊培安

349911 永遠愛你[HD] 葉伸伸 329585 生死離別 倪梓悠

349940 玉女湯池[HD] 陳宏 310099 生死戀人 常健鴻

296797 玉石俱焚 鍾偉 336266 生而不同[HD] 張瑋

298055 玉堂春-三堂會審 王毓梅 334301 生來仿徨[HD] 汪峰

328764 玉燭寶典 崔子格 293986 生來彷徨{Live} 汪峰,中國好聲音

329578 玉蘭花贊 王麗達 315797 生來彷徨{Live} 蕭敬騰,龔澤藝,最美和聲

263080 甘心情願 雷婷 344442 生來倔強[HD] 南征北戰

294140 甘肅老家 呂繼宏 231766 生命之杯{Live} 韓紅

294323 甘肅老家 改編對唱 321468 生命之花 張德力

328769 甘肅老家 彭高平 304135 生命之門{Live} 群星

323335 甘肅老家{Live} 呂繼宏 338959 生命之風[HD] Snh48

316631 甘肅戀曲 張紅旗 283608 生命之歌 彭曉明

299107 甘蔗高粱 佚名 287255 生命之戀 亞東,姚貝娜

287202 甘霖老蘇 日京江羽人 315799 生命公式 梁正

315794 生不如死 曾春年 300744 生命如歌 李木帥

349944 生日天堂[HD] 高川東 278657 生命如歌 辛龍

230696 生日心願{Live} 陳琳,黑豹樂隊 315134 生命如歌 劉靈霞

233542 生日卡片{Live} 黃聖依 270942 生命狂歌 蒙面哥

299524 生日串燒 佚名 309433 生命的河 姚貝娜

329584 生日快樂 小柯 288194 生命的河{Live} 金婷婷

297978 生日快樂 王雪晶 312673 生命的星 李潮

315132 生日快樂 朱宇,謝超,陳德黔 349475 生命的星{Live}[HD] 山子華

300786 生日快樂 沙靖杰 319902 生活之歌 冷漠

303338 生日快樂 陳國寧 299866 生為女人 佚名

306036 生日快樂 藍色花園 305757 生理時鐘 羅志祥

338792 生日快樂(英,國,粵)[HD] 群星 293173 生意興隆 陳玉建,大火

310232 生日祝福 張祥洪 231718 生態中國 韓磊

266207 生日禮物 林志穎 296809 用力去愛 孫莞

232985 生日禮物 黃可兒 341219 用力抱著[HD] 梁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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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43 用心付出 韓磊 328784 白紙黑字 藍又時

256109 用心良苦 葉倩文 318476 白茶仙子 郭津彤

342467 用心良苦{Live}[HD] 郁可唯,蒙面唱將 266735 白馬公主 蔡黃汝

332027 用心良苦{Live}[HD] 齊秦 263857 白馬非馬 許嵩

270673 用心感受 胡媛媛 314025 白馬戀歌 益初措

344443 用字的人[HD] 周翊濤 343303 白晝之月[HD] 林宥嘉

332350 用情一生[HD] 王璐岢 313150 白雪公主 張真菲

344444 用情山水[HD] 郁可唯 262441 白雪公主 傅松

300120 用情太深 佚名 282853 白雪公主 蕭寶鐘

311107 甩人情歌 楊紫燃 289307 白雲朵朵 小歆

256495 甩啦甩啦 蕭亞軒 311224 白瑪梅朵 達杰丁增

304266 田徑之歌 群星 270372 白髮親娘{Live} 王慶爽,詠峰

298728 田園之歌 佚名 317849 白樺林中 劉金潔

301655 田園之歌 姚乙 271718 白頭偕老 陳玉建,王詩雨

302928 田園之歌 莊學忠 340940 白頭偕老[HD] 黃聖堯

319904 田園情趣 九雨 292455 白鶴降臨 張莉莎,楊政

316748 田螺姑娘 周艷泓 347893 目中無人[HD] 彭進成

266832 由我掌握 許培軍 283598 目斷魂銷 龍嘯

290957 由我掌握 許鶴繽 290756 矛盾的心 李成

294538 甲乙丙丁 群星 333940 矛盾愛情[HD] 林少緯

293421 甲子花開 劉沛洋 341796 矢志不渝[HD] 楊清明

339532 甲子情懷[HD] 金山 338066 石柱擎天[HD] 蘇瑋

289288 甲方乙方 劉濤 342110 石斛花開[HD] 高安,景鈺然

308167 白水仙瀑 王麗達 344468 立刻出發[HD] 王心凌

318496 白色t恤 黃睿銘 283001 丟了自己 鄭曉飛

322723 白色外套 張琪瑋 321745 乒乒乓乓 謝作健

338468 白色羽毛[HD] 果味vc 286458 乒乓情歌 元朝

303577 白色秋天{Live} 曾軼可 303525 交個朋友 喬洋

336382 白色風車[HD] 周杰倫 316736 交換人生 辰亦儒

256810 白色婚禮 許哲珮 335001 交換身份[HD] 莊鵑瑛

289306 白色球鞋 陳奕迅 320139 交換愛情 陳奕迅,湯唯

291499 白色雪花 鐘潔 308051 交警心聲 王亞平

231361 白色戀曲 雷諾兒 348100 亦敵亦友[HD] 閻奕格

343957 白色戀歌[HD] S.H.E 254596 仰望天空 溫嵐

297508 白衣天使 于文華 283632 仰望父親 岳菲

297627 白衣天使 小龍 323564 仰望西藏 山子華

299239 白衣天使 佚名 282554 仰望西藏{Live} 李迎

349950 白衣少年[HD] Sing 許詩茵 349238 仰望西藏{Live}[HD] 山子華

338469 白芍花開[HD] 張碧晨 279900 仰望雪域 孟文豪

286395 白夜誘惑 Frank秋楓 285741 任何時候 先知瑪莉

328786 白首相依 孫伯綸,金池 268360 任我超越 劉子涵

257066 白紙黑字 許茹芸 331362 任性情人[HD] 王心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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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415 任性頑皮 S.H.E 322309 全心全意 王慕熙

299561 任憑擺佈 佚名 328285 全心全意 閻維文,王慕熙

295520 仿若千年 阿九 289662 全民目擊 劉佳

290026 伊人如水 湯非 317241 全民共舞 正月十五

319530 伊人如夢 霍尊 343077 全民奇跡[HD] 張瑋

348106 伊人似水[HD] 唐香凝 318492 全民偶像 黃明志

303307 伊人何處 陳思安 324427 全民情歌 孟楊

313387 伊人佳人 曾彪紜 283103 全身而退 陳沛軒

287256 伊人佳人{行進版} 伊人佳人組合 345906 全身而退[HD] 楊清明

287257 伊人佳人{柔情版} 伊人佳人組合 288511 全城熱死 許科

287258 伊人佳人{清新版} 伊人佳人組合 330837 全城熱愛[HD] 羅志祥

314028 伊人紅妝 卓俊 328284 全城熱戀 Bobo,張禹凌

262389 伊利亞特 東城衛 265681 全面失控 周湯豪

271419 伊莎貝爾{Live} 郭浩男 308322 全面回憶 多亮

232908 伊達的家 黃中原 293509 全面投降 安心亞

265701 伊夢蘿莎 唐黛影 343686 全面啟動[HD] 化學猴子

318981 伊薩貝拉 趙照 341892 全面淪陷[HD] 張韶涵

279720 先這樣吧 張震嶽 263215 全面通緝 潘瑋柏

309096 光合作用 岳薇 339647 全面開戰[HD] 林俊傑,林志穎

347639 光合作用[HD] 黃少谷,丁噹 348142 全副舞裝[HD] 容祖兒,Twins

343072 光年之外[HD] 鄧紫棋 341585 全球旅拍[HD] 許嘉文,桑吉

345501 光年之外{Live}[HD] 鄧紫棋,余賽亞,我想和你唱 282920 全球變冷 許嵩

299492 光芒之神 佚名 337808 全部的愛{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28278 光的定律 朱俐靜 339904 全部給你[HD] 楊奇煜

288020 光的版圖{Live} 呂緯青 300806 全新的愛 李玟

303344 光的樓梯 陳淑樺 279950 全新飛翔 蔡琴

279948 光速電車 楊傑荃 269593 全新戀愛 朱雅,林華勇

297525 光景不錯 于文華 317242 全線退守{Live} 尊華

321020 光棍天堂 龍智祥 322310 全職宅男{Live} 羅力威

328277 光棍光榮 閆江東 309729 共用自然 孫偉

279297 光棍光榮 劉子毅 262297 共用和諧 陳歌華

322305 光棍好苦 倪金威 332005 共用團圓[HD] 高音

308193 光棍很酷 司文 332050 共同朋友[HD] 台灣女孩

347227 光棍時代[HD] 晶迪 231303 共同的家 零點樂隊

313034 光棍情歌 栾添翔 278275 共同渡過{Live}(國) 張國榮

292816 光棍情歌 璽晨 269788 共產黨員 杜春梅

271995 光榮綻放{Live} 黃征 266867 共產黨頌 譚晶

306284 光影流年 劉坤山 321026 共創輝煌 于洋

345903 光輝歲月{Live}[HD] 陳赫,小瀋陽,跨界歌王 348783 共謀江山[HD] 群星

336012 光輝歲月{Live}[HD] 陳樂基,張心傑,中國好聲音 268914 再也不見 小5

294227 光輝歷程 尤國通 326823 再也不見 金美灔

317238 光臨天下 鄭源,鄭東 313841 再也不見 爍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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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53 再也沒有[HD] Ryan.B,Ay楊佬三 331775 再見愛人[HD] 李澤堅

288308 再世情緣 陶瑩 279019 再見愛情 高安

307245 再多一天 江映蓉 233372 再見過去 黃湘怡

306288 再多一天 魏詩燚 335260 再見憂傷[HD] 李泉

288325 再多的愛 程響 346467 再見濟南[HD] 大叔先生

344934 再次相見[HD] 孫豆爾 344189 再見藍天[HD] 卓依婷

341541 再次閃耀[HD] 正皓玄 280833 再來一杯 司徒昌磊

268124 再別康橋 伊人佳人組合 318426 再來一杯 海洋

271383 再別康橋 郝紅岩 330593 再來一杯[HD] 品冠

313158 再別康橋 張清芳 262542 再來一瓶 高超

288583 再別康橋 顧小曼 308052 再泊楓橋 王亞平

341438 再別康橋[HD] S.H.E 328290 再笑一次 何杰

332987 再別康橋[HD] 馮翰銘,陳慧琳 332098 再唱一首[HD] 阿杜

309187 再別康橋{Live} 林宥嘉 269509 再唱小三 暴林

230270 再呆一會 陳星 323613 再唱山歌{Live} 吉吉

294510 再見 原點 白舉綱 319567 再唱晚秋 張銘峰

293928 再見 習慣 馬鬱 271991 再接再勵 黃平

286946 再見,少年 新香水樂隊 230580 再愛一回 陳潔儀

233937 再見Bye Bye 黑色餅乾 317249 再愛一回{Live} Snh48

348149 再見一面[HD] 叢書 312078 再愛一次 羅時豐,林淑蓉

321777 再見十年{Live} 魏健 313341 再愛一遍 陳勢安

300963 再見夕陽 李曉東 269419 再會時代 新少年俱樂部

341895 再見之前[HD] 張韶涵 318808 再試一下 佚名

311534 再見天堂 劉楊 266738 再遇童年 蔣曦兒

318983 再見少年 王矜霖 281336 再戰江湖 石春曉

316683 再見再見 李易峰 319572 冰水情歌 冷漠

284135 再見再見 逃跑計畫樂隊 284794 冰冷沙漠 慕容曉曉

278475 再見再見 畢書盡 327505 冰封愛戀 張星唯

315827 再見再見 群星 301047 冰島漁夫 秀蘭瑪雅

335593 再見如初[HD] 胡力 293264 冰桶挑戰 黃睿銘

289719 再見朱麗 吳映潔 338610 冰雪之夢[HD] 黑雨

336558 再見自己[HD] 莫文蔚 344936 冰雪之夢[HD] 嘿羽

270141 再見青春 汪峰 310560 冰雪芭蕾 許曉傑

329163 再見青春{Live} 譚晶,我是歌手 335759 冰雪舞動[HD] 孫楠,譚晶

349658 再見青春{Live}[HD] 張韶涵,歌手 303023 冰糖葫蘆 莊學忠

338609 再見青春{Live}[HD] 許哲,中國好聲音 303775 冰糖葫蘆 馮曉泉

348151 再見前任[HD] 馮提莫 297833 印象小鎮{Live} 王心雅

336305 再見哈嘍[HD] 自畫像 338273 印象自我[HD] 蔣姍倍

291071 再見思思 齊寶石 336571 印象草原[HD] 李學慧

336421 再見紀念[HD] 李行亮 315831 印象貴州 穆維平

344188 再見理想[HD] 包啟寧 303362 危險天使 陳崴

310895 再見傑克{Live} 痛仰樂隊 334725 危險世界[HD] 方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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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37 危險的是[HD] 張懸 288499 同心同行 蔣舟,唐馨妍

288414 危險表演 孫羽幽,莫智欽 345941 同心同路[HD] 卓俊

288305 危險表演 莫智欽,孫羽幽 290738 同手同腳 曹軒賓

342318 危險情人[HD] 李玟 254603 同手同腳 溫嵐

283765 危險寶貝 蕭全 278082 同手同腳 關喆

318315 吃虧是福 何龍雨 299593 同名女子 佚名

326071 各自安好 誠峰 304929 同名男子 劉德華

348195 各自安好[HD] 歡子 341420 同行旅人[HD] 黃䔮晴

310233 各走各路 張祥洪 283464 同步青春 蔡孟臻

347672 各奔東西[HD] 任盈盈 338623 同享幸福[HD] 張馨文

278591 各站停靠 蘇打綠 366053 同時重生 Twins

323648 各就各位{Live} 李建科 294644 同桌的你 閻澤歡

348196 合浦合浦[HD] 蕭全 334571 同桌的你[HD] 胡夏

316601 合影的愛 何遇程 337134 同桌的你{Live}[HD] 閆澤歡

265210 合影留念{Live} 王箏 230275 同船過渡 陳星

326827 吉米來吧{Live} 譚晶,蒙面唱將 233122 同進同出 黃大煒

321061 吉姆餐廳{Live} 趙雷 314033 同夢同行 韓磊

333357 吉屋出租[HD] 亦帆 330989 同種異類[HD] 陳乃榮

301668 吉星高照 姚林輝 339666 同樣的你[HD] 林小龍

340294 吉星高照[HD] 吉星 295581 同學是緣 陶靜

345940 吉祥之光[HD] 劉清渢 230430 同齡女子 陳松齡

344957 吉祥孔雀[HD] 米線,包伍 348811 名不虛傳[HD] 趙傳

338278 吉祥北京[HD] 拉毛王旭 304894 名城德格 劉党慶

314032 吉祥白馬 香巴拉組合 280003 名為幸福 梁一貞

322352 吉祥吉祥[Live} 薩頂頂 348199 名聲在外[HD] 群星

232928 吉祥如意 黃仁清,陳婷婷 292044 向日葵吟 依子

232732 吉祥如意 鳳凰傳奇 321067 向北向北 龐龍

302403 吉祥安康 高保利 292297 向左向右 宋毅

313710 吉祥西藏 鄭梅芳 331551 向左向右[HD] Io樂團

271056 吉祥拉薩 西子 320236 向你致敬{Live} 白致瑤

302152 吉祥草原 格格 300002 向你飛翔 佚名

298322 吉祥雪蓮 吉娜 338130 向我走來(Say Yes)[HD] 溫昇豪

326829 吉祥圓滿 許曉杰,崔來賓 329204 向往家鄉 魏紫祺

316686 吉祥腰鼓 李政飛 339419 向雪祈禱[HD] 陳建斌,羽泉

282667 吉祥蓮花 湘佛蓮 320237 向著南邊{Live} 麋先生

270932 吊絲情歌 蒙面哥 349279 向愛出發[HD] Tizzy T

233879 同一首歌{Live} 黎明,成方圓 318994 向錢踏步 陳泳潑

310015 同一個家 高安,艷菲兒 265235 回不去了 信樂團

292957 同一個夢 蔡國慶 287745 回不去了 樸野

313801 同一個夢 賽婭 348211 回不去了[HD] 曲肖冰

347244 同一個夢[HD] 東方依依,王愛奉 349695 回不去了[HD] 李浪

342114 同一種人[HD] 胥拉齊 233671 回心轉意 黃鶯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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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86 回心轉意 黑龍 349290 回家的路{Live}[HD] 塔斯肯,易秒英

231306 回心轉意 零點樂隊 274708 回家看看 塔宏偉,小歆

336591 回來別走[HD] 川子 313290 回家真好 郭美美

309936 回來我愛{Live} 袁哲 300275 回家路上 佚名

262630 回來就好 紅樂隊 292462 回家路上 張陽陽

345964 回到未來{Live}[HD] Double Zhuo,Tt,中國有嬉哈 313778 回家路上 戴佩妮

287842 回到那天{Live} Snh48 344970 回家路上{Live}[HD] 時代兄弟

294466 回到拉薩 王建房,央金卓嘎 290652 回家過年 左健

294187 回到拉薩 央金卓嘎,王建房 312984 回家過年 孫偉

331442 回到拉薩[HD] 褚喬 306292 回家過年 陳天紅

287382 回到拉薩{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28359 回家過年 智慧女孩

288440 回到拉薩{Live} 張杰 341683 回家過年[HD] 張赫宣

233586 回到拉薩{Live} 黃英 343109 回家過年[HD] 楊清明

335210 回到拉薩{Live}[HD] 黃綺珊,崔蘭花,楊創 311151 回家過年{Live} 群星

338823 回到拉薩{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43722 回家過年{Live}[HD] 李文華

348212 回到故鄉[HD] 韓伊 329216 回家過節 令狐

315165 回到草原 田美榮 310851 回家團圓 曾巍

338293 回到草原[HD] 洛奇 328363 回望拉薩{Live} 珠珠兒

309510 回到從前 洪立 291421 回望童年 蘇賢文

231298 回到從前{Live} 零點樂隊 281644 回鄉偶書 龍女

311657 回到最初 蔡淳佳 301070 回憶列車 辛欣

330570 回到過去[HD] 周杰倫 328361 回憶角落 目思者

345965 回到過去{Live}[HD] 肖敏曄,中國新歌聲 329217 回憶角落 目思者樂隊

316943 回首青春 望海高歌 325650 回憶的殤 沈衛琴

332475 回家以後[HD] 鐘欣桐 341234 回憶的殤[HD] 沈衛琴

290398 回家吃飯 雷蕾 256442 回憶信箋 蕭亞軒

234294 回家吃飯 龐龍 299280 回憶是傷 佚名

286808 回家的人 苗苗 310640 回憶留戀 陳宇浩

231690 回家的人 韓特 309743 回憶情歌 孫博

269693 回家的路 李春波 288827 回憶牽掛 黃文武

284218 回家的路 沈慶,李壽全 282981 回憶傷城 超群

282649 回家的路 沐兒 292320 回憶漸冷 小喬

293128 回家的路 阿香 323073 回憶飄香 涓子

322372 回家的路 秦勇 323074 回頭再見 歐霖

286931 回家的路 曾一鳴,金貴晟,尹熙水 299909 回頭是岸 佚名

285269 回家的路 褚喬 278859 回頭是錯 阿桑格來鵬措

349697 回家的路[HD] Boxing樂團 298490 回頭想想 羽泉

342331 回家的路[HD] 山子華 347685 因你而在[HD] 于湉

337790 回家的路[HD] 劉德華 331796 因你而在[HD] 林俊傑

322373 回家的路[Live} 可奇 284892 因你而來 李曉

306959 回家的路{Live} 劉德華 319001 因你而醉 瞿小平

349291 回家的路{Live}[HD] 山子華 301230 因為,我呢 季欣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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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60 因為什麼[HD] 鐘欣桐 262248 因為愛情 陳奕迅,王菲

294460 因為有你 王喆 318236 因為愛情{Live} 李克勤,許茹芸,蒙面歌王

280868 因為有你 四個朋友 268886 因為愛情{Live} 容祖兒,林峯

314040 因為有你 朱舒陽 280024 因為愛情{Live} 麥子傑,薩頂頂

270566 因為有你 米靚 288829 因為愛情{Live} 霍尊,張祿籴

262978 因為有你 李鑫雨 314043 因為遊你 丫明家族

279275 因為有你 林正,鄭宇伶,蘭馨,劉佳銘 336350 因為遊你[HD] 丫明家族

301616 因為有你 青蛙樂隊,王箏 301015 因為瞭解 汪蘇瀧

312886 因為有你 姜育恆,馬一鳴 280026 因愛存在 宋嘉其

312964 因為有你 音樂鐵人 345968 因愛閃光[HD] 徐佳瑩

274733 因為有你 孫楠 348829 在天之靈[HD] 婉姝

303964 因為有你 愛樂團 232314 在水一方 高勝美

288830 因為有你 齊蕭 257003 在水一方 許茹芸

304869 因為有你 劉畊宏 326091 在水一方 陳佳

337140 因為有你[HD] 歐得洋 327566 在水一方{Live} 任柏儒,天籟之戰

313045 因為有你{Live} 祖海,湯燦,王麗達,常思思 344222 在水一方{Live}[HD] 王紫菲

302660 因為有我{Live} 張惠妹 337887 在水一方{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262741 因為有愛 君子 333782 在水一方{Live}[HD] 韋唯

348216 因為有愛[HD] Fairy女團,李錦 338969 在水一方{Live}[HD] 馬吟吟,中國好聲音

310998 因為有夢 黃霄隆 348828 在外的人[HD] 小a

340302 因為你只因為你[HD] 高岩 232070 在平安中 馬兆駿

323670 因為你在 鄭菲 299291 在田野上 佚名

336040 因為你在[HD] Ace組合 346897 在你之後[HD] 樊凡

263200 因為所以 Pb33 285352 在你心中 鄭志立

307046 因為是你 小島,劉萌萌 320257 在你左右 吳莫愁

254765 因為是你 王心凌 327564 在你左右 張繼鵬

319002 因為是你 蔡俊言 337142 在你左右[HD] 鄧子霆

234295 因為是你 龐龍 307275 在你身邊 王中平,林雨葶

331985 因為是愛[HD] 陳治 315167 在你身邊 吳克羣

268686 因為寂寞 林沖 329219 在你身邊 曾岑

301850 因為寂寞 迪克牛仔 334616 在你身邊[HD] 韋禮安

321803 因為愛上 劉清沨 347256 在你身邊[HD] 馬智宇

283663 因為愛你 何建清 330116 在你身邊{Live}[HD] 張學友

301487 因為愛你 金城武 296099 在你眼裡 黃美珍

279069 因為愛你 郭斯炫 304310 在劫難逃{Live} 葉蓓

313791 因為愛你 謝有才 338632 在我心裡[HD] 高利虹

305715 因為愛你 魏佳慶 330699 在我懷裡[HD] 方炯鑌

338103 因為愛你[HD] 陶鈺玉 296106 在每一刻 費翔

340828 因為愛你{Live}[HD] 王鳴飛 315172 在所不惜 羅時豐

312263 因為愛情 大哲 331682 在花園中[HD] 女孩與機器人

292339 因為愛情 小臭臭,泰歌 290637 在海一方 宋祖英

300587 因為愛情 佚名 298507 在這一秒 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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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52 在這路上 張展華 326839 她有他陪 李佑晨

326837 在愛情裡{Live} 慶慶 332508 她的承諾[HD] 大哲

283845 地久天長 高楓 262534 她的故事 高桐

233682 地心引力 黃鶯鶯 327601 她的背影 王傑

339198 地心引力[HD] 孫祖君 345555 她的背影{Live}[HD] 王傑

317334 地老天荒 張丹鋒 340316 她的婚禮[Live}[HD] 何龍雨

233123 地老天荒 黃大煒 321134 她的婚禮{Live} 何龍雨

339422 地動山搖[HD] 汪蘇瀧 322411 她的眼淚 冷漠

287152 地球母親 阿爾法,王羽彤 336372 她的睫毛[HD] 周杰倫

329221 地球兩邊 0086男團 343132 她知我夢[HD] 呂家聲

270648 地球家園 群星 348257 她是你的[HD] 潘紫妍

263388 地球鄉音 宿雨涵 283210 好人好夢 黑鴨子演唱組

231975 地球媽媽 顧莉雅 265426 好人好夢{Live} 丁曉紅,邰正宵

254604 地獄天使 溫嵐 312560 好人好夢{Live} 吳春燕

333594 多一點點[HD] 宋孟君 342116 好人好夢{Live}[HD] 李昱和,邰正宵

284900 多久不見 李泰 309018 好上加好 周磊

256446 多少次愛 蕭亞軒 294041 好久不見 James

328374 多年以後 風語 296184 好久不見 唐嫣

324527 多年以後 張超 295108 好久不見 張曼

335411 多年以後[HD] 孔雀哥哥 284206 好久不見 彭佳慧

343118 多年以後[HD] 南瑪子呷 313447 好久不見 黃韻玲

336151 多年以後[HD] 黃啟銘 288885 好久不見 蔡依林

319623 多年以後{Live} 王進 341100 好久不見[HD] 周杰倫

279568 多年的愛 西單女孩 335169 好久不見[HD] 陳奕夫

256927 多事之秋 許美靜 334506 好久不見[HD] 楊永聰

255959 多事的秋 萬芳 349724 好久不見[HD] 鄭愷

321106 多面嬌娃 賈乃亮,李小璐 296185 好久不見{Live} 烏拉多恩

345978 多彩天門[HD] 明陽,黎丹 342350 好久不見{Live}[HD] 側田,蒙面唱將

296116 多情的吻 金鑫 278133 好久回家 呂欣玨

284472 多情的風 劉其賢 311598 好山好水 滕文斌

323680 多情許郎 薛啟超,王彩艷 323103 好不容易 葉秉桓

307894 多喜歡你 小賤 330698 好不容易[HD] 方大同

302639 多想擁抱 張梓楦 346519 好不容易[HD] 陳群

299849 多愛一點 佚名 265932 好不容易{Live} 張靚穎

262354 多愛少怪 丁噹 319646 好友名義 梁文灝

329225 多瑙河畔 沙寶亮 297501 好心分手 刀郎

293913 多麼愛你 零點樂隊 342351 好心分手[HD] 王力宏,盧巧音

335789 多餘的我[HD] 炎亞綸 230786 好好工作 陳紅

263620 多謝照顧{Live} 王彩樺 263225 好好去愛 龐靜

304475 多變的海 滿江 331894 好好先生[HD] 蕭煌奇

320307 她不知道 傅晴天 344655 好好先森[HD] 韋至

312118 她不愛我 關喆 302426 好好努力 高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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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741 好好努力 羅永娟 341928 好聚好散[HD] 馬忠偉

313600 好好把握 鳳飛飛 333758 好擠好擠[HD] 阿悄

295317 好好幸福 焦洋 303211 好難好難 陳小春,A.Jordan

293842 好好活著 谷峰 320313 如今的你 莫莫

279126 好好活著 華生 338069 如水月光[HD] 蘇瑋

290117 好好珍惜 程飛鳴 297844 如此的糟 王冰洋

309044 好好愛你 孟小童 310968 如此珍惜 黃征,張歆藝

319008 好好愛你 陳泳潑 326139 如此美麗 夢葦

325129 好好愛你 劉雨潼 333918 如此美麗[HD] 李偉

297384 好好愛我 Mon Mon 283734 如此想念 潘玉琳

318465 好好愛我 曹惠婷 233063 如此源味 黃品源

232832 好好愛我 鳳飛飛 343134 如何再見[HD] 王子強

231308 好好過吧 零點樂隊 308392 如何是好 曲婉婷

341927 好好過吧[HD] 馬忠偉 328422 如何會懂 周杭

287415 好好對你 面具 255962 如你所願 萬芳

318271 好吧你走 劉美冰 342677 如你所願[HD] 無風

348258 好事多磨[HD] 劉星宏 281189 如果 不是 楊炅翰

323104 好事圓圓 彭野 329255 如果,不是 楊炅翰,夢想的聲音

305835 好的事情 嚴爵 303079 如果..如果 許志安

278039 好的情人 嚴爵 340581 如果不是[HD] 楊炅翰

343133 好喜歡你[HD] Hello Girls 291811 如果以後 劉依純

341029 好喜歡你[HD] LuLu黃路梓茵 269634 如果可以 李健

335675 好嗎好嗎[HD] 魏如萱 283594 如果可以 蒙面哥,王可

340841 好媳婦兒[HD] 陸海濤 332554 如果可以[HD] 郭燕

326132 好想好想{Live} 古巨基,蘇思蓉,陳嘉杰,王小虎,我想和你唱 265889 如果可能 張暄祺

341089 好想好想{LIVE}[HD] 古巨基,蘇思蓉,陳嘉傑,王小虎,我想和你唱 326138 如果再見 韋禮安

232505 好想念你 高峰 262656 如果你在 花世紀樂團

330725 好想愛你[HD] 李炳辰 314062 如果你在 陶鈺玉,鄭源

342352 好愛好散[HD] 陳勢安 285353 如果你在 鄭志立

313910 好運中國 蘭旗兒 340319 如果我[HD] Io樂團

321829 好運連連 趙真,百靈 349730 如果我是[HD] 格茸多杰

265494 好運當頭 何苗 297792 如果明天 牛奶咖啡

323714 好過糾纏{Live} 金池 315188 如果真愛 張健雄,心大俊

257006 好像跳舞 許茹芸 315849 如果能夠 星弟

342672 好夢如舊[HD] Hita 310924 如果記得 舒鳴

297826 好夢難圓 王中平 289799 如果深愛 寧桓宇

315845 好聚好散 王曉敏 322422 如果牽手 賈青

328421 好聚好散 何芝芸 287939 如果現在 王麟

303262 好聚好散 陳冠蒲 290299 如果現在 鄭虹

319010 好聚好散 陳奕迅 270610 如果想你 綠昕

293417 好聚好散 劉星 348868 如果愛你[HD] 貝殼樂隊

349729 好聚好散[HD] 王櫟鑫,林采欣 312069 如果愛情 羅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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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70 如果當初 劉明輝 298852 安全界線 佚名

314065 如果遇見 王珞丹 268125 安琪之歌 伊人佳人組合

280074 如花似玉 姚婷 309282 安達之歌 阿ben

309049 如風一樣 孟延 334215 安達兄弟[HD] 侯强

298851 如風的心 佚名 339703 安達兄弟{Live}[HD] 侯強

311438 如風的你 劉冰 288485 安靜下來 畢夏

274780 如意東方 常思思 341701 安靜情歌[HD] 正皓玄

325779 如夢人生 曉田 344668 尖叫之夜[HD] 許魏洲

302225 如夢草原 烏蘭圖雅 315857 年少有你 李易峰

271389 如夢草原 郭婭麗 345584 年少的你{Live}[HD] 鐘易軒,明日之子

289702 如夢塵煙 葉凡 338977 年少時代[HD] 品冠

256063 如履薄冰 葉倩文 339223 年少輕狂[HD] 張碧晨

270864 如影隨形 薩頂頂 282068 年年有餘 任明

306076 如影隨形 魔幻1+1 298736 年年端陽 佚名

349733 如願以償[HD] 品冠 306315 年都笑了 二龍

333759 妄想之夜[HD] 阿悄 338148 年都笑了[HD] 群星

340323 字母歌[HD] 鄧超 233433 年華似水 黃磊

310121 宅女的愛{Live} 張冬玲 324274 年輕主義 鳳凰傳奇

266949 宅死的愛 郭易 300003 年輕的心 佚名

295085 宅男女神 張優 313081 成功之路 高林生

308301 宅男日記 石磊 270123 成功之路 湯浩平

332248 宇宙小姐[HD] S.H.E 319756 成全我吧 成泉

330014 宇宙小姐{Live}[HD] S.H.E 328562 成吉思汗 朱躍明

292985 宇宙之大 許嵩 312710 成吉思汗 男人唐潮

285126 宇宙最強 田育慈,文小菲,黎桂金,吳宗翰,王鄭浚仁 233465 成吉思汗 黃立行

344265 宇宙環遊{Live}[HD] 環宇組合 286964 成吉思汗 蒙克

279127 守候千年 華生 333160 成吉思汗[HD] 孟文豪

323123 守候紅塵 倪爾萍 329402 成吉思汗{Live} 格格

231796 守得回憶 韓紅 347777 成名在望[HD] 五月天

308232 守望白雲 央金蘭澤 305249 成長的街 糖果槍樂隊

323731 守望地球 莊心妍,富博洋,格格,洛桑尖措 294303 成長的煩 徐藝祺

233253 守望沙灘 黃征 338386 成長宣言[HD] 嘉嘉姐弟

349741 守望青春[HD] 寶音格勒 348343 成品男人[HD] 浩然

323732 守望春光 吳超 337163 成家立業[HD] 孫維良

349740 守望相助[HD] 薩仁娜 285261 成都之歌 藍雨

297674 守護天使 元氣 G-Boys 278525 成都姑娘 王文博

336628 守護童年[HD] 丁克森 255978 收信快樂 萬芳

284797 守護愛情 慕容曉曉 285742 收復失地 關心妍

308341 安大小姐 安又琪 336709 收集勇氣[HD] 李宗霖

274874 安心放手 李梓菡 253193 收藏的心 徐熙媛

329280 安心莫懼 徐子崴 312163 收穫愛情{Live} 蘇勒亞其其格

330530 安全出口[HD] 劉菲 326342 早！加油 汪蘇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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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62 早已心動[HD] 姜潮 265805 有你真好 小蟲

328639 早安 奉化 張津涤 315198 有你真好 天堂飄雪

312201 早安 晚安 鍾鎮濤 286876 有你真好 浪子,遊子

266177 早安小貓 林一佳 323918 有你真好 惠子

324581 早安少年 曾舜晞 304644 有你真好 趙之璧

321360 早安心情 陳義正,趙達鋒 349011 有你真好[HD]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42423 早安奉化[HD] 張津涤 308813 有你真好{Live} 李斯琪

267040 早安晚安 鍾鎮濤 319842 有你做夥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290116 早來的愛 秦永 339770 有你做夥[HD] Fuying,Sam

340664 早該說愛[HD] 醉雪 307215 有你陪伴 梁琮明

266792 早操晚操{Live} 蘇陽 321383 有你陪伴 劉津宏

315863 早點回家 王海濱 312985 有你就好 孫偉

305863 早點回家 蘇打綠 307492 有你就好 陳雷

349424 早點回家[HD] 李曉杰 274940 有你就好 夢然

298805 旭日旅店 佚名 334160 有求必應[HD] 譚耀文,穆婷婷

339507 曲終人散[HD] 梁海洋 310642 有些幸福 陳旭,美璇

284350 有一個人 Syl Chan,Jenny Ho 344729 有玩沒完[HD] 鐵竹堂之playaz,Mc Hot Dog

234139 有一個人 齊豫 322163 有型青年 張鴻宇

317717 有一個我 周子琰 340677 有型青年{Live}[HD] 張鴻宇

335303 有一個我[HD] 言承旭 299901 有時歌唱 佚名

325614 有一種愛 尚桐 360262 有情天地 黎明

336739 有一種愛[HD] 東方ml組合 347376 有情有義[HD] 江南

304631 有了草原{Live} 豪圖 303557 有情無言 斯琴巴特

326855 有人在嗎 邱鋒澤 315872 有理取鬧 李翊君

303323 有口難言 陳紅 345188 有腔有調[HD] 程恢弘

233483 有口難開 黃維德 285284 有媽真好 許曉傑

348430 有兄弟在[HD] 龍安,伯藝 307109 有愛任性 彭坦,春曉

304186 有只老虎 群星 289186 有愛無緣 國巍

262377 有份無緣 大軍 231389 有愛難言 霍建華

316616 有何不可 吳莫愁 335841 有感情歌[HD] 黃鴻升

338431 有何不可[HD] 陳嘉樺 262822 有話直說 柯震東

346998 有你以後[HD] 張薩 305027 有話直說 潘瑋柏

304479 有你同行 熊天平 327832 有過從前 何坤

298343 有你多好 宇珩 339771 有夢不難[HD] 林俊傑,信,Mike

315866 有你多好{Live} 周澎 340209 有夢不難[HD] 林俊傑,張懷顥,周信廷

326367 有你有我 蘇平生 279502 有夢的娃 婉言

267343 有你足夠 齊蕭 308182 有實無名 古巨基

346629 有你足夠[HD] 曲泉丞 232064 有緣沒份 馬健濤

346630 有你足夠[HD] 曲泉丞,周瓊 308828 有緣無分 李愛

323917 有你相伴 游美靈 321940 有緣無分 謝珊

284763 有你相隨 彥妮 266062 有緣無分{Live} 曾春年

284681 有你相隨 寒武紀 306323 有緣無份 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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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99 有緣無份 書畫 317764 江口水鄉 蘆菲

312509 有誰知道 西單女孩 347016 江山一盞[HD] 唐子超

313543 有誰知道 圖椏格 318373 江山之戀 依麗

314074 有錢任性 李梓菡 328713 江山多嬌 王瑾

315871 有錢任性 曹海波 304349 江山多嬌{Live} 董文華

308924 有錢好嗎 豆子民 278434 江山如畫 杜春梅

230734 有點孤單 陳瑞 268949 江山如夢 少司命

263136 有禮的謊 棉花糖 312102 江山紅葉 譚晶

300227 有關昨晚 佚名 323939 江山紅顏 雁南飛

233694 有關昨晚 黃鶯鶯 270165 江山美人 沈識干

267964 有難同當 東來東往,雷諾兒 292664 江山背後 林峯

278301 有難同當 徐千雅,安七炫 315876 江山時代 崔學飛

345666 次仁拉索[HD] 央措柯秀 302470 江山無限 屠洪剛

341063 次要角色[HD] 關智斌 275021 江南人家 王瑩

269385 次真拉姆 紮西尼瑪 292883 江南之南 羅心潔

320580 此生不見 陳瑞 286809 江南之戀 苗苗

301605 此生不換 青鳥飛魚 313860 江南之戀 譚晶

342831 此生足矣[HD] 吳濤 321955 江南水鄉 望海高歌

343907 此生無悔[HD] 王檀 308095 江南水鄉{Live} 王莉

269487 此生無緣 曉月 340682 江南伊夢[HD] 秦博

349446 此刻彼岸[HD] 冪雅 270154 江南有夢 沁心小築

310235 此刻的你 張祥洪 272014 江南有夢 黃觀

310881 此花凋去 焦慶軍 316572 江南味道 朱妍

300703 此時此刻 呂繼宏 333047 江南味道[HD] 楊西音子

313279 此時此刻 許巍 328712 江南妹子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4406 此時此刻[HD] 吳陌川 289220 江南姑娘 張紹軍

346175 此時此刻{Live}[HD] 莊鵑瑛 317761 江南的橋 石莉娟

349447 此時彼岸[HD] 劉惜君 317763 江南長城 韓磊

345667 此情不渝[HD] 雨宗林 318215 江南雨巷 王愛華

311946 此情可待 韓平 315203 江南春雨 霓裳

233422 此情此景 黃磊 289935 江南音詩 李玲玉

266953 此情知誰 郭歡 289221 江南戀曲 王鍵

348446 此間情長[HD] 小旭音樂,白止 289755 江湖 閃蝶 墨明棋妙

286012 死不睡覺 倪安東 342842 江湖大道[HD] 姜鵬

296678 死心塌地 徐一鳴 323304 江湖大道{Live} 姜鵬

326387 死心塌地 楊志廣 343532 江湖再見[HD] 胡彥斌

332543 死心塌地[HD] 秦妮 263577 江湖有事 汪蘇瀧

275017 死去活來 王繹龍 345675 江湖有情[HD] 尚雯婕

334598 死皮賴臉[HD] 阿悄 323940 江湖招牌 輕樂隊

319861 死而無憾 孫露 264204 江湖英雄 朱躍明

334625 死於寂寞[HD] 香香 326864 江湖散人 望海高歌

323938 江上情歌{Live} 任娟 349913 江湖道義[HD] 李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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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843 江湖寫照[HD] 柏凝 289341 竹葉青青 譚晶

309457 灰色天空 姜濤 263069 竹樓情歌 藍星,楊東亮

324801 灰色地球 盜帥羅浩 335583 米妮額吉[HD] 策力木格

330597 灰色河堤[HD] 唐禹哲 319029 米脂婆姨 井東偉

331459 灰色空間[HD] 鄭源 337768 羊年大吉[HD] 龍奔

304685 灰色雨滴 趙詠華 296929 羊年吉祥 朱貝貝

283030 灰色眼圈 金奕萱 296931 羊羊得意 姚可兒

312034 灰色煙圈 魏然 327999 羊卓故鄉 羅布仁青,阿唄平措

316645 灰飛煙滅 張潔 349990 羽意清心[HD] 鄭清元

303397 灰飛煙滅 陳曉東 299000 老土情歌 佚名

344754 灰飛煙滅[HD] 余浩陽 263289 老子有錢 Mc Hot Dog

278558 百口莫辯 羅文聰 326868 老公大人 王小婉

300937 百分之百 李聖傑 311274 老公大人 廖芊芊

326865 百字明咒{Live} 李雨兒 311564 老公之歌 慕容伊一

324926 百年 百色 趙真 268532 老公老婆 后羿

315878 百年好合 天喜果組合 280861 老公你好 周艷泓

326866 百年好合 邱永傳 345716 老友如酒[HD] 王海濱

255336 百年孤寂(國) 王菲 319032 老友難得 苗偉

343546 百年孤寂{Live}[HD] 獅子合唱團,我是歌手 308507 老夫少妻 冷漠

324007 百年寂寞 王旭鵬 328836 老夫老妻 何鵬

340941 百年寂寞[HD] 王旭鵬 289377 老夫老妻 盧珊珊

300237 百年夢圓 佚名 340442 老同學[HD] 禹君

267263 百年輪回 馮紹峰 319033 老地方見 袁東方

349951 百里守約[HD] 蕭敬騰 289649 老地方見 關燕萍

302072 百依百順 徐立 334872 老有所依[HD] 那英

294281 百姓愛你 張斌 302233 老兵不死 砰砰樂隊

308139 百花深處 王曉娟 320733 老男情歌 賈斯文

308495 百花齊放 佚名 289375 老來的伴 劉尊,西單女孩

347051 百鬼傳說[HD] 小旭樂團 312271 老爸老媽 子祺

338470 百鳥朝鳳[HD] 蘇勒亞其其格 324068 老爸老媽 天駿

230236 百萬個吻 陳明真 326519 老爸老媽 方琦

231721 百戰英雄 韓磊 325151 老爸老媽 君子

266337 百變女王{Live} 泳兒 301573 老爸老媽 阿寶

279378 百變成妖 錢紅 315886 老爸老媽 華語群星

332083 百變怪咖[HD] 王祖藍 317935 老爸老媽 談莉娜,楊洋,謝彬彬,高泰宇,易易紫,于朦朧

342480 竹林深處[HD] 王力宏 348564 老爸老媽[HD] 常飛斌

330223 竹林深處{Live}[HD] 王力宏 326520 老爸老媽{Live} 小瀋陽,跨界歌王

322752 竹林撫琴 夏婉安 344485 老爸很酷[HD] 宋健,曉月

314080 竹林戀歌 媛媛 309319 老狗花花 阿峻飛貓

333010 竹海情歌[HD] 天嬌組合 333383 老派戀情[HD] 孔令奇

298985 竹馬青梅 佚名 340966 老哥老弟[HD] 陳雅森

302782 竹馬青梅 曹群 311808 老家是根 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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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48 老家是根{Live} 曾擎 267303 自在遠行{Live} 黃征

346721 老爹老娘[HD] 王躍祿 309842 自如自在 晏菲

311854 老爹老爹 龍梅子,老貓 338749 自成一派[HD] 鄧福如

306336 老婆大人 趙齊 264383 自行浪漫 王心凌

322779 老婆大人 劉總 266075 自作多情 本兮

288044 老婆之歌 何杰 267960 自作多情 東方傳奇

311546 老婆交待 劉緣 312892 自作多情 星弟

322780 老婆是天 雲飛飛 328017 自作多情 蔣中一

333848 老婆是天{Live}[HD] 雲菲菲 303175 自作自受 郭峰

331722 老婆最大[HD] 崔子格,老貓 319945 自作自受 趙泳鑫

343990 老婆最美[HD] 孫健康 304942 自作自受 劉緣

332715 老實情歌{Live}[HD] 蘇夢玫 331309 自作自受[HD] 楊丞琳

316417 老闆挺住 于洋 311658 自助旅行 蔡淳佳

347449 老闆挺住[HD] 黃偉 230022 自君別後 陳思思

324069 老闆難當 三郎 324072 自我放逐 劉曉華

308508 老闆難當 冷漠 329656 自我欣賞 尚文祁

303177 自己回家 郭書瑤 274805 自我欣賞 張博

284418 自己的路 任飛揚 298374 自我挑戰 成龍

299498 自己的夢 佚名 342121 自我催眠[HD] 羅志祥

328849 自己的歌 李恒茁 347927 自我意識[HD] 陳冠希

347076 自己感悟[HD] 張淳媛 343999 自私[HD] 辛曉琪

282358 自生自滅 小熊餅乾 337184 自言自語{Live}[HD] 郁可唯

312294 自由女神 小麥 317950 自拍神器 王亞東

317952 自由之戰 畢夏 332977 自怨自艾[HD] 何李

325274 自由天地 劉蕊綺 285366 自娛自樂 酒二郎

262296 自由幻想 陳楚生 318548 自問自答 張力超

278546 自由主義 的哥老蓋 311355 自強不息 趙本水

313294 自由自在 郭媛媛 278177 自得其樂 周筆暢

344492 自由自在[HD] 王程程,趙嘉偉 282476 自殺日記 新街口組合,孫夢楠

340114 自由自在[HD] 征服 344490 自備太陽[HD] 邰正宵

313401 自由自在{Live} 琪琪格 317951 自欺欺人 劉依純

285631 自由自在{Live} 鳳凰傳奇 282876 自欺欺人 蔡孟臻

332204 自由的心[HD] 軻然 256872 自然反應 許慧欣

304371 自由的風 董貞 253834 自然而然 楊丞琳

283568 自由的飛 酒二郎 336313 自愛自受[HD] 蔡依林

266418 自由的飛 爽子 284046 自說自話 糖兄妹

325884 自由的飛 曉田 342921 自導自演[HD] XL組合

283808 自由飛翔 章子怡,尹熙水 342495 自導自演[HD] 于朦朧

232752 自由飛翔 鳳凰傳奇 294953 自戀女王 吳俁

233386 自由落體 黃湘怡 317949 自戀的我 王矜霖

314089 自由翱翔 風雲傳奇 315209 至少愛過 林宇中

330767 自由靈魂[HD] 梁心頤 324073 至死不渝 賴慈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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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02 至死不渝{Live} 林二汶,林一峰,中國好歌曲 311593 西域情歌 歐莉蓮

325206 至死方休 宋靖宇 299132 西部之戀 佚名

314092 至死方休 孟楊 304397 西部狂想{Live} 解曉東,那英,ㄠ紅

258327 至理名言 鄭秀文 328879 西部情歌 馬萬寶

270328 至尊約會 王傳君 322814 西部情懷 巴桑

339326 至傷情歌[HD] 戴佳毅 305370 西部情懷 戴玉強

347930 舌尖美味[HD] 刺客團 270593 西部揚帆{Live} 紅岩

346730 舟曲呀羅[HD] 梅朵措 305367 西部新娘 戴玉強

324076 色彩童年 田雨涵 299633 西部讚歌 佚名

302543 艾嘉 愛家 張艾嘉 271061 西廂美人 西子

347941 血色旅店[HD] Rita黃汐源 268639 西廂聽琴 周旋

347462 血色旅店[HD] 黃汐源 346308 西湖作證[HD] 王喆,田曉三

282952 血色愛情 譚雷 307002 西湖的你 唐美華

299900 血的教訓 佚名 293816 西湖美人 薛啟超,王彩艷

285499 血脈相連 韓婷 333127 西湧客棧[HD] 陳楚生

337186 行走涼都[HD] 顏婷易蘭 263245 西塘別戀 秋虹

265203 行者無疆 王濱 291508 西藏之舞 阿香

342937 行者萬里[HD] Smile小千 312487 西藏之戀 米綫

346302 行者萬里[HD] Smile小千 303505 西藏之戀 雪域刀妹

328034 行屍走肉 張書瑤 309104 西藏姑娘 拉毛王旭

309718 行雲流水 孫更俊 264199 西藏往事 朱子岩

303181 行歌坐月 郭喬伊,魏洪 328878 西藏的雲{Live} 高貴鵬

274794 行願峨眉 廖昌永 312929 西藏情歌 胡東清(音樂大壯)

294235 衣食父母 尤國通 278459 西藏情歌 格格

280533 衣食父母 馮曉菲 263226 西藏傳說 龐靜

233322 衣食父母{Live} 黃曉荔 318002 西關小姐{Live} 東山少爺

297010 西北姑娘 劉志丹 294492 邛海月亮 王瑩

274802 西北黑雨 張勇 328953 阡陌紅塵 門麗

295097 西瓜先生 張又亓 342298 伯牙絕弦[HD] 王力宏

348594 西安故事[HD] 景梅 298162 伴你一生 王馨平

318000 西岐藏歌 侯延彬 301325 伴我同行{Live} 林依輪

275078 西沙戀曲 范忻 305736 伴侶組曲{Live} 羅大佑

275150 西沙戀曲 郭艷燕 295869 伸出圓手 Joyce Chu

275149 西沙戀曲 郭艷燕,唐濤 322272 似水年華 馬條

324446 西京古道 小秋 294359 似水流年 李健

279198 西來意頌 賴俊俊 285033 似水流年 流蘇

299472 西拉塔拉 佚名 284536 似水流年 原鄉

328880 西門少年 李宇春 348755 似水流年[HD] 余輝

315212 西施別戀 鄭源,儲蘭蘭 294725 似火年華 魏巡

300114 西風的話 佚名 331296 似火年華[HD] 李宇春

301881 西海情歌 降央卓瑪 309194 似是而非 林峯

290041 西域明珠 波拉 327456 似若初見 阿言,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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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17 似曾相識 李克勤 254319 你不知道 楊韻禾

231007 似曾相識 陶喆 302078 你不是我 徐良

336530 似夢非夢[HD] 羽泉 338986 你不是我[HD] 戴愛玲

325992 似蘭斯馨 海航文化合唱團 332096 你不是說[HD] 那英

343050 低等動物[HD] 陳奕迅 348113 你不是說[HD] 程詩迦

325993 低溫交流 陳娟兒 302924 你不要哭 莊學忠

332580 低調人生[HD] 陳珊妮 323566 你不純潔 夏婉安

303085 低聲下氣 許秋怡 312643 你不愛我 李紛菲

344605 住在通州[HD] 李萌 301863 你不愛我 郁可唯

253191 佔領年青 徐熙媛 326000 你不會懂 許諾

295870 何以愛情 鍾漢良 349631 你不會懂[HD] 鍾欣潼

338591 何以愛情[HD] 鐘漢良 306350 你不懂我 Com'z康姆士樂團

300492 何去何從 佚名 326880 你不懂我 賀一航

321755 何去何從 萬重樂隊 268507 你不懂我 葉時偉

338985 何必打擾[HD] 古巨基 344162 你不懂我[HD] 康姆士樂團

336531 何必再拖[HD] 歡子 232489 你不懂愛 高山林

349629 何必守候[HD] 張冰 342123 你不懂愛[HD] 小劉歡

301330 何必逃避 林俊傑 230073 你太冷靜 陳慧琳

322991 何必情深 賀一航 331856 你太倡狂[HD] 田馥甄

313594 何必當初 趙真 336536 你太貪玩[HD] 羅力威

304320 何必當真 葉璦菱 343658 你太誠實[HD] S.H.E

317189 何必認真 蘇唯 312000 你太衝動 藍又時

292742 何必懷念 牛奶咖啡 291893 你失戀了 Com'z康姆士樂團

307836 何必癡情 大哲 279924 你本出色 張鎧麟

347609 何者般若[HD] 劉詩詩 338237 你正常嗎[HD] 陳嘉樺

348757 何時回家[HD] 穆斌 303163 你在 不在 郭采潔

233568 何德何能 黃舒駿 336534 你在ㄍㄧㄥ什麼[HD] 畢書盡

284929 何樂不為{Live} 李果 263913 你在那裡 于洋

323341 佘酒飄歌{Live} 山大車樂隊 295882 你在哪裡 王旭

266695 佛光普照 董冬 278146 你在哪裡 吳歌

280821 佛唱伴夢 千童張海松 293792 你在哪裡 胡夏

345881 佛韻蓮香[HD] 周晏伊 315903 你在哪裡 張雅卓

341880 你 不懂[HD] 舒曉龍,魯曉寶 252927 你在哪裡 張靜

341881 你,好不好[HD] 周興哲 315225 你在哪裡 童麗

267096 你hold住嗎{Live} 陳興瑜 272002 你在哪裡 黃燦

333130 你也是嗎[HD] 陳蔚琦 295883 你在哪裡 鈺涵

230072 你不一樣 陳慧琳 326002 你在哪裡 劉星宏

297617 你不平凡 小賤 313690 你在哪裡 潘廣益

314796 你不在乎 李秋實 345483 你在哪裡[HD] 莊心妍

262717 你不知道 Io樂團 332801 你在哪裡[HD] 樊凡

320153 你不知道 任永恆 328240 你在就好 崔子格

290031 你不知道 汪峰 348762 你在聽嗎[HD] 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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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104 你多完美 林佳音 338179 你身邊的[HD] 魏晨

279308 你好 人生 路倒男 338230 你來不來[HD] 孫楠,吳京

307094 你好 近平 張衛華 256428 你來你走 蕭亞軒

311983 你好 草原{Live} 韓曦 287115 你幸福嗎 陳遠迪

315904 你好 陽光 毛澤少 256918 你抽的煙 許美靜

304119 你好 奧運 群星 310569 你明知道 貫詩欽

329106 你好 瘋子 陳嘉樺 332091 你的小說[HD] 許慧欣

295887 你好,再見 戚薇 292486 你的王國 徐鑫,劉竹清

347613 你好,雷歐[HD] 賭鬼樂隊 313877 你的世界 蘇振華

324352 你好不好 周興哲 300268 你的目光 佚名

308011 你好包頭 王子霆 328248 你的名字 王如華

308012 你好包頭{Live} 王子霆 300478 你的名字 佚名

338231 你好可愛[HD] 吳克羣,宋智孝 328249 你的名字 許飛

339893 你好再見[HD] 戚薇 329115 你的名字 彭清

344607 你好明天{Live}[HD] 李志 346843 你的名字[HD] 雨霖楓

345884 你好重慶[HD] 張晏銘 349249 你的名字[HD] 陳零九

231383 你好就好 霍建華 342600 你的名字[HD] 蒙面哥

349243 你好新年[HD] Kingstar 345485 你的名字[HD] 樓沁

293439 你有我在 盧軍 303194 你的冷豔 郭燕

309975 你別怪我 馬郁 313251 你的我的 梁博

289558 你別惹我 QS組合 234194 你的我的 龍軍

344163 你呀你呀[HD] 曹璐 295910 你的我的{Live} 梁博

312709 你快回來{Live} 沙寶亮 270640 你的幸福 羅藝

315906 你快回來{Live} 周澎 265269 你的芭比 謝麗娟

288441 你快回來{Live} 張杰 269125 你的長髮 張揮

286730 你快回來{Live} 羅中旭 271424 你的故事 郭芳芳

335571 你快回來{Live}[HD] 珂瑤 322288 你的珍貴 王卓

335908 你快回來{Live}[HD] 夏恒,中國好聲音 349251 你的眉梢[HD] 朱浩仁,王洋

322277 你快走開{Live} 王啟,中國好歌曲 323004 你的背包 沈波

295891 你快樂嗎 小老鷹樂團 343059 你的背包[HD] 陳奕迅

299971 你快樂嗎 佚名 318340 你的背包{Live} 李文豪,中國好聲音

320992 你快樂嗎 劉曉龍 331199 你的背包{Live}[HD] 多亮

267936 你我之間 丁浩然 338833 你的背包{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23574 你我同心 周宣 313200 你的背影 張逸揚

344165 你我同心[HD] 梁鉑文 346452 你的背影[HD] 崔來賓

305561 你我有緣 謝若琳 308876 你的要求 汪蘇瀧

310069 你我的夢 基地小虎 321000 你的氣息 曾文婷

257878 你走之前 辛曉琪 321761 你的留言 嚴輝

318197 你走以後 王子月 314104 你的配角 回音哥

323006 你走以後 肖鎰舟 311569 你的圈套 慕容曉曉

319548 你走以後 唐古 301984 你的情話 原創小寶

344614 你走以後[HD] 張梓瑤 315911 你的旋律 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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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742 你的淚光 李翊君 295911 你的樣子{Live} 齊秦,太陽部落

304844 你的淺笑 劉宏杰 341656 你的擁抱[HD] JR紀言愷,阿喜

300745 你的理由 李幼和 335490 你的選擇[HD] 李亮超

294255 你的甜蜜 張麗維 300406 你的蹤跡 佚名

294720 你的甜蜜 馴龍高手組合 311792 你知道嗎{Live} 蕭敬騰

284038 你的甜蜜 糖兄妹 323572 你很快樂 呂安娜

332506 你的甜蜜[HD] 墨綠森林 322278 你怎麼了 陳卿

300761 你的甜蜜{Live} 李宇春 292955 你怎麼看 藍雨

293552 你的甜蜜{Live} 張麗維 312759 你怎麼說 孟文豪

313292 你的甜蜜{Live} 郭書瑤 303896 你怎麼說 黃曉君

327477 你的甜蜜{Live} 楊坤,天籟之戰 231576 你怎麼說 韓寶儀

338990 你的甜蜜{Live}[HD] 張姝,中國好聲音 331165 你怎麼說[HD] 劉惜君

312805 你的眼神{Live} 林志炫 268390 你怎麼說{Live} 劉惜君

293435 你的眼神{Live} 南瑪子呷,李蔓,中國好聲音 343054 你施我舍[HD] 勝嶼

301918 你的眼神{Live} 韋綺姍 270928 你是化學 蒙面哥

329120 你的眼神{Live} 張大偉 283572 你是天使 黃曉明

330248 你的眼神{Live}[HD] 蔡琴 233234 你是主唱 黃征

313274 你的眼淚 許美靜 289592 你是你的 丁薇

233024 你的眼淚 黃品源 325740 你是我的 王錚亮

344612 你的眼淚[HD] 李鴻玉 230771 你是我的 陳立強

312420 你的眼睛 左小祖咒,譚維維 268439 你是我的 劉菲菲

281570 你的眼睛 陳羽凡,米可 339397 你是我的lover[HD] 吳莫愁

305745 你的眼睛 羅永娟 342306 你是我的superman{Live}[HD] 李玟

328252 你的眼睛{Live} 黃愷,天籟之戰 310287 你是奇跡 張智霖

231384 你的第一 霍建華 262193 你是秋天 蔡幸娟

346451 你的微笑[HD] F.I.R.飛兒樂團 326008 你是英雄 任靜,付笛生,付豪

280736 你的微笑{Live} 侯磊 327469 你是氧氣 蔣蔣,Kingstar

274711 你的微笑{Live} 夏穎 326009 你是高手 傅松,順利

345888 你的微笑{Live}[HD] 安悅溪,跨界歌王 317198 你是偶像 群星

291799 你的愛我 Denyme 326004 你是偶像(2016版) 群星

268764 你的溫柔 子楓 278651 你是唯一 辛龍

269996 你的溫柔 梁珍 267352 你是唯一 龍潤組合

323003 你的照片 涓子 348120 你是唯一[HD] 王思佳

263448 你的誓言 誓言,林姍 233189 你是唯一{Live} 黃小琥

313567 你的誓言 誓言,林珊 343665 你是終點[HD] 陳鍵鋒

232203 你的誓言 駱超勇 294881 你是晴天 俊哥

297354 你的影子 Kent 307626 你是晴天 俊歌

303337 你的影子 陳國寧 340266 你是最美的哈達[HD] 才娜旺姆

256044 你的影子 葉倩文 256986 你是最愛 許茹芸

344909 你的影子[HD] 向銀瑩 346840 你是傳奇[HD] 杜侑澎

266809 你的模樣 袁攀 316990 你是微風 紫齊

284359 你的樣子{Live} 丁澤強,陳羽凡 328245 你是爺們 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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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04 你是壞人{Live} 楊丞琳 271031 你最美麗 袁哲

300574 你為什麼 佚名 286235 你最美麗 張繼心

288242 你為誰哭 曉月 311216 你最特別 路煜埝

335168 你看不到[HD] 陳奕夫 232398 你最無情 高勝美

289918 你若 我願 李冠言 278534 你最耀眼 王胤祺

292057 你若安好 蘭雨 349635 你給的淚[HD] 易欣

326019 你若盛開 陳文浩 284428 你給的甜 何藝紗

331372 你若盛開[HD] 玖月奇跡 295913 你給的愛 鮑文洋

263095 你要忍耐 龍飄飄 263590 你傷不起 王偉美

314798 你要快樂 牛會龍 266888 你傷不起 超人特工隊

340526 你要快樂[HD] Fuying,Sam 285043 你想放棄 湘唯一

348766 你要快樂[HD] 黃若熙 317194 你想要的 袁鋒

309614 你要走嗎 英倫希 230612 你愛了嗎 陳玉建

342602 你要的愛[HD] 李琦,周深,蒙面唱將 262698 你愛了嗎 黃征

349636 你要的愛{Live}[HD] 李榮浩,無限歌謠季 322279 你愛了誰 阿伍

341883 你要的愛{Live}[HD] 林愷倫,中國新歌聲 284882 你愛如山 李詠梅

335918 你要的愛{Live}[HD] 開開,中國好聲音 265478 你愛我嗎 伍家輝

342309 你要的愛{Live}[HD] 戴佩妮 271805 你愛我嗎 青春美少女組合

288720 你要逃離 貫詩欽 231996 你愛我嗎 風雲組合

303228 你要懂事 陳好 304428 你愛我嗎 零峰

265209 你們的愛{Live} 王箏 265479 你愛我嗎？ 伍家輝

232803 你家大門 鳳飛飛 286471 你愛我嗎{Live} 毛寧

286218 你家我家 張曼 336432 你愛我愛[HD] 梁屾

280787 你家我家 劉晶 279925 你愛的他 齊天三喜

302752 你真美麗 張露 281061 你愛著他 曹龍

342588 你啊你啊[HD] 魏如萱 283898 你愛過我 李浩民

303806 你帶我走 黃芳 343056 你會不會[HD] 陳奕迅

328257 你這傢伙 陳思瑋 311109 你會愛我 楊陽

309228 你都不懂 祁哲西 299309 你睡著了 佚名

287246 你就是我 白顏 326894 你算哪個 謝承佑

330680 你敢不敢[HD] 徐佳瑩 346846 你管不著[HD] 潘美辰

340524 你敢不敢{Live}[HD] 徐佳瑩 348765 你管不著[HD] 潘美辰,Joanna Moon

290717 你曾我曾 徐瑩 253460 你說了算 曾寶儀

283649 你曾說過 多亮 348127 你說了算[HD] 張惠妹,瘦子e So

323001 你曾說過 陶然 342310 你說你說[HD] 何以奇

292460 你最可愛 張鎧麟,佘曼妮 262118 你說我說 By2

297398 你最明瞭 Nonome 333247 你說我說[HD] 李唯楓

343451 你最珍貴[HD] 池石鎮,胡琳 323588 你說的謊 趙昊楓

287294 你最珍貴{Live} 李煒,江映蓉 345890 你說得對{Live}[HD] 廖俊濤,明日之子

317205 你最珍貴{Live} 張學友,楊千嬅 324538 你說想我 彭箏

230423 你最珍貴{Live} 陳曉東,高慧君 300399 你儂我儂 佚名

306061 你最珍貴{Live} 顧莉雅,溫兆倫 231329 你靜靜聽 雷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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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72 你懂不懂{Live} 王櫟鑫 328294 別丟下我 易琴

309771 你懂的歌{Live} 孫藝程 318467 別再犯傻 望海高歌

321004 你還好嗎 Timez 311033 別再長大 愛朵女孩

315229 你還好嗎 宋沛江 345507 別再相信[HD] 區密

335631 你還好嗎[HD] 邱鋒澤 302907 別再追問 莊學忠

341547 你還好嗎[HD] 熊照華 323041 別再想他 蔣雪兒

325340 你還有我 林熹瞳 287417 別再愛我 面具

289615 你還愛他 任軍太 342619 別再撐了[HD] 安心亞

326021 你離開了 楠丁 323042 別再擔憂 彭溪曈

349253 你騙了我[HD] 王峰 311645 別再擔憂 蔡明順

336363 你聽得到[HD] 周杰倫 311018 別再騙我 黑龍

338037 你變了心[HD] 鐘少杰 328299 別走別走 韓春雨

233804 你讓我忘 黎明 319582 別走青春 白嘎力

329123 你讓我忘{Live} 黎明 308512 別來有恙 冷漠

308877 你讓我懂 汪蘇瀧 286608 別來無恙 冷漠

230075 你讓我懂 陳慧琳 314800 別來無恙 李佳薇

320189 克拉戀人 賴奕賓,王雅唯 282310 別來無恙 孫佳

338606 克拉戀人[HD] Rain 233811 別來無恙 黎明

312273 克魯倫河 子祺 340280 別來無恙[Live}[HD] 范瑋琪,韋禮安

299823 克魯倫河 佚名 307895 別來愛我 小賤

323606 克魯倫河 劉子琪 341609 別具一格[HD] 高一格

328281 兌現諾言 心大俊 230663 別怕有我 陳琳

339645 免開金口[HD] 干毛毛 305822 別怕走吧 龐龍

326895 兵聖孫武 吳慶國 349664 別恨離愁[HD] 王爰兒

295330 冷 糾結 王烿 313164 別哭小孩 張祥洪

330833 冷了的水[HD] 綠茶 319054 別哭兄弟 張平

265857 冷血動物 張冬玲 297772 別哭別哭 水木年華

288758 冷冷再見 帶淚的魚,琴允寞 295988 別做小三 胡建烽

232846 冷冷的夏 麥子傑 325421 別捨不得 群星

285812 冷暖自知 冷漠,樊少華 341397 別捨不得[HD] 群星

270071 冷暖自知 樊少華 292223 別掉眼淚 大火

311106 冷語無情 楊程凱 301184 別無所求 周傳雄

317251 冷酷女孩{Live} Snh48 305169 別無所求 鄭源

326047 別了 朋友 趙新 326048 別無所求 顧凱

325471 別了朋友 趙新 333339 別無所求[HD] 劉怡君

300907 別了昨天 李逸 326896 別傷害我 祁隆

304503 別了愛人 甄妮 311419 別傷害我 齊士揚

268657 別了戰友 周祥 323045 別惹哭我 郭靜

305217 別千萬別 樸樹 325582 別跟我裝 儲毅

282926 別太認真 許諾 233957 別說不愛 黑雨

233945 別去糟蹋{Live} 黑豹樂隊 230495 別說可惜 陳淑樺

348795 別生氣了[HD] 校長 271844 別說再見 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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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967 別說如果 寂悸 342128 告白氣球{Live}[HD] 周杰倫,低調組合,中國新歌聲

230946 別說我笨 陳鳳 345946 告白氣球{Live}[HD] 菲林,樂洋,中國新歌聲

322324 別說抱歉 威仔,奶兔 345943 告別少年[HD] Swin

262705 別說抱歉 黃祺銘 266561 告別回憶 紫琴

322325 別說晚安[Live} 卜星慧,中國好歌曲 309719 告別雨季 孫更俊

335749 別說想我[HD] 印子月 334309 告別青春[HD] 王大培

302771 別樣生活 曹方 319059 告別昨天 劉珂,陳冰

323625 別樣年華{Live} 李建科 280009 告別苦戀 龐梅

314126 別離雨季 陳文清 270437 告別軍營{Live} 王瑩

320206 別離開我 林小龍 293910 告別飛行 陶喆

233029 別離開我 黃品源 345944 告別時刻{Live}[HD] 江珊,跨界歌王

308929 刪除記憶 車盈霏 297806 告別黑暗 王力宏

306365 努力不哭 沈志仲 278588 告別愛情 蘇富權

309577 劫後餘生 胡彥斌 270933 囧囧神功 蒙面哥

332774 即刻出發[HD] 吉克雋逸 344971 囧男囧女[HD] 林熹瞳,艾威

322340 即刻出發[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36368 困獸之鬥[HD] 周杰倫

347663 即刻救援[HD] 赤世代 333619 困獸猶愛[HD] 張伊彤

330888 即時生效[HD] 蔡依林 285838 坊上姑娘 李小庫

335152 即溶愛人[HD] 郭靜 300610 壯志飛揚 佚名

315245 即墨之歌 張艷君 231148 壯志雄心 陸毅

319594 即興表演 牙牙樂,趙芷彤 310965 壯志豪情{Live} 黃征

316480 君子之風 車曉菲 290344 壯錦飛舞 陸正信

324903 君子好逑 許佳慧 278587 夾山尋梅 芳溢藝

234007 君子好逑 黑龍 308395 妖怪女孩 朱宇

268469 君在前哨{Live} 單紫寧 309158 妖魔鬼怪 林亦妍

306366 君臨天下 音頻怪物 331268 妙手空空[HD] 成龍,周華健,張震嶽

306367 吟唱邂逅 玉面天使(吳霞) 333101 妥協之歌{Live}[HD] 那英,萱萱,朱克,姚貝娜,侯磊

309765 含情脈脈 孫曉雨,林溪 323728 孝行天下{Live} 天駿

329205 含淚的眼 費翔 332585 孝和中國[HD] 金志文,胡桑

287525 含淚藏愛 渠懷龍 323122 孝的長征 王啟明

268151 吵吵吵吵 何宗龍 323730 孝順父母 李揚光

316586 吹牛大俠 紀海星 342686 孝敬爸媽[HD] 巴特

338993 吹簫的人[HD] 彭三 275038 完美人生 程響

254144 吻下留情 楊林 326150 完美人生 黃瑋亦

234354 吻我一下 龔玥 323734 完美人生{Live} 金池

294788 吻的溫度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281451 完美下午 褚喬

297859 吻過幸福 王宏恩 268193 完美女人 依依

308814 呀呵呀呵{Live} 李斯琪 331988 完美女人[HD] 陳瑞

318997 呂梁鐵骨 董曉峰 322430 完美小姐{Live} 任韻淇

329208 告白氣球 周二珂 340589 完美小姐{Live}[HD] 任韵淇

342322 告白氣球[HD] 周杰倫 325443 完美之夢 茜拉

343711 告白氣球[HD] 璃貓 266311 完美分手 江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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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85 完美天堂 小琴兒 341513 希望之星[HD] 朱宇

308867 完美心跳 汪東城 320349 希望之樹 Go Go Rise美好前程

341702 完美比例[HD] 楊丞琳 314131 希望之樹 美好前程樂隊,謝維倫

293868 完美世界 郭美美 253232 希臘咒語 徐若瑄

283885 完美世界 羅中旭 341101 床邊故事[HD] 周杰倫

343139 完美世界[HD] 沙寶亮 341947 床邊故事[HD] 張韶涵

348887 完美犯罪[HD] Snh48 310455 弄虛作假 曹穎

327611 完美男人 阿勇 327637 弄虛作假 莊心妍

319060 完美男人 夏嘉偉 287247 形同陌路 白顏

344266 完美角色[HD] 王程程 329333 忍住不哭 桐雨

311619 完美奇跡 潘美辰,Joanna Moon 341955 忍者&Hello Bitches{Live}[HD] 李斯丹妮,艾菲,蓋世英雄

303054 完美孤獨 莫文蔚 322474 忍痛割愛 劉曉東

328449 完美的你 吳莫愁 331989 忍痛割愛[HD] 陳瑞

304525 完美的你 翟羽佳 310040 忐忑的愛 高斌

230476 完美飛行 陳浩民 279208 忐忑續集(國) 冷漠

316999 完美夏天 超載樂隊,高旗 347306 志在四方[HD] 高乾赫

233595 完美旅程 黃鑫 290035 忘了我吧 沈識干

297243 完美情人 183Club 230263 忘了我吧 陳星

230079 完美情人 陳慧琳 313905 忘了所有 飄灑的心雨

288468 完美情人 楊小宇 336237 忘了時間[HD] 何賢忠

343764 完美情人[HD] 車謇 327658 忘了從前 陳柏睿

332589 完美情人[HD] 鄧福如 317502 忘了牽手 牛奶咖啡

322431 完美情誼{Live} 卜星慧,中國好歌曲 323158 忘了傷痛 陳玉建

328448 完美無缺 杜雲婷,柯靜,劉婷 323775 忘了傷痛 陳美希

304903 完美無缺 劉罡 309617 忘了算了 范怡文

343140 完美無瑕[HD] 郭瑕 326899 忘了應該 馬雨賢

233146 完美結局 黃奕,杜海濤,張殿菲 309458 忘川河畔 姜濤

234298 完美結局 龐龍 287932 忘不了你 王瑩

268616 完美絕配 吳鑫桐 314132 忘不了你 成天龍

265454 完美落地 亂彈阿翔 295254 忘不了你 楊梓

323125 完美邂逅 天威 342129 忘不了你[HD] 任妙音

230080 完美關係(國) 陳慧琳 332103 忘不了你[HD] 凌志輝

297234 完美韻動 06超女 297482 忘記月亮 丁菲飛

299877 完整的我 佚名 263457 忘記丟掉 Tizzy Bac

306968 完整的我{Live} 劉潤潔,中國好歌曲 327659 忘記過去 林雲逸

233520 完整演出 黃義達 330798 忘記擁抱[HD] 潘瑋柏

340188 屁股翹翹[HD] 毛澤少 326212 忘記擁抱{Live} 王闖,中國新歌聲

267985 巫山問情 久久 319062 忘記擁抱{Live} 孫伯綸,中國好聲音

332142 巫山雲雨[HD] 譚圳 336901 忘記擁抱{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24770 希日哈達 王瑩 232850 忘情忘愛 麥子傑

293918 希亞的歌 青春大衛 288994 忘掉過去 基地小虎

294651 希望之光 阿古 347754 快手情緣[HD] 南宮嘉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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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794 快回來吧 孫艷 232865 快樂節日 麥穗

284209 快門慢舞 李心艾,邱凱偉 321218 快樂夢想{Live} 孫楠,中國之星

278847 快速動眼(國) The Verse 310274 快樂暢開 張惠妹

288364 快給我愛 蔡秋鳳 299098 快樂歌聲 佚名

330524 快遞甜心[HD] 關詩敏 293709 快樂舞曲 沈凌雲

233391 快遞愛情 黃湘怡 346061 快樂領航[HD] 王麗達

317046 快樂久久 樊凡,徐梵溪 292886 快樂機器 羅琦

311509 快樂女孩{Live} 劉惜君 293361 快樂環島 Tf Boys

288999 快樂中國{Live} 李曼寧 308993 快樂簡單 周彥宏

338354 快樂天空[HD] 嘉嘉姐弟 233089 快樂難找 黃嘉千

304467 快樂天堂 滾石群星 271807 快樂寶貝{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290042 快樂天堂{Live} 泰武國小合唱團 303361 快樂魔咒 陳崴

290057 快樂天堂{Live} 滾石群星 338996 快樂驛站[HD] 佚名

320382 快樂王牌 方天昱,方天禕 329403 我一直在 林佳音

307537 快樂出發 高演凱 323210 我一直在 夏后

304162 快樂由我 群星 262439 我一個人 付辛博

286747 快樂回家 阿哲帥打工一族 285338 我一個人 鄔禎琳

324790 快樂年代 田維英 336084 我一個人[HD] 張力尹

299660 快樂早晨 佚名 345613 我一個人[HD] 楊震

230186 快樂老家 陳明 270937 我了個去 蒙面哥

315250 快樂老家{Live} 孫睦涵,朱振銘 326290 我也愛你 曹格

327660 快樂你好 譚珮妮 329405 我也難過 喻佳麗

334453 快樂快了[HD] 家家 310543 我不一樣{Live} 許軍,岳云鵬

342130 快樂的你{Live}[HD] 李昱和 230092 我不以為 陳慧琳

319064 快樂的兵 壯哥們組合 316786 我不平凡 邱喜善

314135 快樂的哥 黑龍 343200 我不甘心[HD] 雨宗林

315252 快樂的笑 李萱 289073 我不在乎 陳娟兒

230212 快樂指南{Live} 陳明 349820 我不在乎[HD] 溫兆倫,于安迪

344302 快樂指數{Live}[HD] 張琳 302111 我不在家 徐華鳳

270802 快樂是福 蘇小龍 326903 我不好嗎 盧煥剛,李覓恩

256854 快樂為主 許慧欣 280189 我不自己 符俊賢

311624 快樂英雄 潘瑋柏 263290 我不完美 瑞麗女孩

329335 快樂家園 圈圈 339470 我不完美[HD] Robynn And Kendy

298586 快樂旅途 艾爾肯 304876 我不完美{Live} 劉畊宏

300958 快樂時間 李曉杰 289074 我不快樂 王唯僑

307542 快樂神仙 鴻飛 314137 我不快樂 陳景亮

322479 快樂情緣 陳浩民,徐申東 305944 我不快樂 鐘嘉欣

256934 快樂無罪 許美靜 297573 我不怕輸 女生宿舍

302355 快樂童話 馬天宇 327728 我不服命 國平

322480 快樂想念{Live} 沙寶亮,吉克雋逸 287170 我不知道 小臭臭

263210 快樂搜尋 潘嘉麗 266087 我不知道 李佳璐

307177 快樂新娘 李創 314138 我不知道 唐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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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00 我不知道{Live} 零點樂隊 231165 我心永恆 陸萍

315936 我不勉強 邵遠 313403 我心永恆 童麗

271701 我不是她 陳柔希 322549 我心向佛 陳雅森

292643 我不是狼 楊朗朗 335766 我心如海[HD] 宋軍

347779 我不是神[HD] 方泂鑌 280204 我心依舊 羊進達

346961 我不是神[HD] 方炯鑌 299476 我心相印 佚名

233837 我不是誰 黎明 285656 我心飛翔 王成勇

345114 我不相信[HD] 莊心妍 347789 我心飛翔[HD] 西藏愛樂合唱團

333488 我不祝福[HD] 陶晶瑩 300852 我心深處 李茂山

266675 我不能哭 莫艷琳 341970 我心深處[HD] 冷漠

332370 我不能哭[HD] 莫艷琳 253324 我心裡痛 于台煙

282702 我不能輸 王志文 265517 我以為愛 光光

317065 我不習慣 鏡喜 309385 我只在乎 青桂賢

286281 我不想走 蔣旭 265768 我只有我 孟楠

312366 我不想哭 王翔 271647 我只愛你 陳勇

317588 我不想哭 楊燁 342397 我叫猴子[HD] 猴子

303634 我不想說 無鳴 292037 我可以飛{Live} 余家輝

254269 我不想說 楊鈺瑩 349393 我本善良[HD] 程浩

315253 我不想說{Live} 莊前 312577 我回來了 吳歡

275052 我不想寫 羅力威 310391 我在祈禱 張鎧麟

318563 我不愛了 張星唯 271977 我在這裡 黃亮華

314140 我不愛她 黃政 347788 我在這裡[HD] Allen

262811 我不會哭 朱紫嬈 342768 我在這裡{Live}[HD] 錢華興,夢想的聲音

296437 我不會哭 呂安娜 299596 我在等你 佚名

336674 我不像他[HD] 賴淞鳳 284800 我在想你 慕容曉曉

270423 我不認輸 王紫伊 310855 我在路上 游洋

298249 我不需要 田震 347341 我多麼想[HD] 耿嘉涓渼

333747 我不需要[HD] 邱振哲 289090 我好想你 白狐

288183 我不需要{Live} 邱振哲 312851 我好想你 阿華

285595 我不懂愛 丁衣凡 294763 我好想你 楊搏

266981 我不懂愛{Live} 鄧紫棋 322545 我好想你 瘋子小夏

317068 我不離開 戴愛玲,A-Lin 291575 我好想你 齊晨

338689 我不離開[HD] 戴愛玲,A-Lin 311628 我好想你 潘廣益

333373 我不難過[HD] 吳克羣 320462 我好想你 蔡雯君

334194 我不難過[HD] 品冠 341090 我好想你[HD] 葉諾帆

349375 我不難過[HD] 孫燕姿 332594 我好想你[HD] 蘇打綠

287392 我不難過{Live} 品冠 295604 我好想你{Live} 馬海生

284851 我不難過{Live} 曾靜玟,胡維納 342131 我好想你{Live}[HD] 9號,鑽石女士,蒙面唱將

232525 我不覺得 高慧君 341969 我好想你{Live}[HD] 周暘,中國新歌聲

297306 我太任性 Clown 342399 我好想你{Live}[HD] 金志文,楊丞琳,蒙面唱將

345623 我太執著[HD] 上官依一 340635 我好想你{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15940 我心已醉 溫馨 335936 我好想你{Live}[HD] 徐劍秋,中國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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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85 我好想你{Live}[HD] 楊搏 341269 我的方向[HD] 王玉璽

232468 我好想哭 高安 330406 我的月光[HD] 阿蘭(Alan)

317604 我存在過 童立安 309362 我的月光{Live} 阿蘭(Alan)

256081 我自己飛 葉倩文 316615 我的月亮 吳哲銘

300437 我行我素 佚名 301056 我的月亮 肖燕

265154 我行我路 吳彤 326307 我的月亮 張天甫

343506 我忍住哭[HD] 可米小子 303589 我的月亮 曾園園

283482 我沒在那 陳昇 316466 我的月亮{Live} 王傳越

330652 我沒有瘋[HD] 張芸京 288042 我的父親 何人

269242 我沒改變 張韶涵 274791 我的父親 廖昌永

334065 我沒資格[HD] 家家 328598 我的世界 陳姿彤

325122 我走以后{LIVE} 劉濤,跨界歌王 324886 我的世界 藍旭

306381 我並不帥 趙紅軍 307397 我的世界 蘇羽

286937 我和你唱{Live} 最美和聲群星 345138 我的世界[HD] 吳悅彤

319081 我和我們 王錦麟 339260 我的世界[HD] 李澤宇

311757 我的九寨 澤爾丹 342780 我的世界[HD] 黃思祺

340029 我的大學[HD] 蕭敬騰 288487 我的兄弟 湯潮

315958 我的女人 小賤 263243 我的外婆 Q熊妹妹

348972 我的女友[HD] 朱明 304865 我的外婆 劉思偉

326306 我的女王 鐘立帥 271754 我的母親 降央卓瑪

300798 我的女孩 李明翰 268347 我的母親 劉向圓

323231 我的女神 高羽 262863 我的母親 劉建軍

327751 我的女神 莫小浪 234311 我的全部 龐龍

300004 我的小妹 佚名 306384 我的同學 逍遙香香

323858 我的小姐 楊曉峰 329434 我的回憶 施易男

328599 我的小館 程大 336696 我的地方[HD] 白安

320479 我的中國 呂宏偉 321312 我的地盤 林瑪黛

348372 我的中華[HD] 烏蘭托婭 334423 我的地盤[HD] 周杰倫

325139 我的天坑 南征北戰 279569 我的羽翼(國) 西單女孩

304414 我的天使{Live} 達達樂隊 314152 我的老山 魏宗武

320480 我的天空 王矜霖 339264 我的老師[HD] 李鑫

344350 我的天空[HD] 倫桑 326911 我的老婆 張景擎

338694 我的天空{Live}[HD] 貝貝,修兒,中國好聲音 338399 我的老媽[HD] 邵振鋒

286270 我的天堂 紅薔薇 285271 我的自私 褚喬

299879 我的太陽 佚名 316449 我的西藏 烏蘭托婭

281320 我的太陽 玖月奇跡 300281 我的志願 佚名

313481 我的太陽 楊博宇 312300 我的快樂 元若藍

305379 我的太陽 戴玉強 319782 我的杜鵑 小豪

315959 我的太陽{Live} 舒浩煬,向小康 290669 我的沙田 張俊

304166 我的太陽{Live} 群星 296503 我的男人 小老鷹樂團

345630 我的太陽{Live}[HD] 陳聯棟,歌聲的翅膀 290255 我的男孩 趙姝

343846 我的心不會再給別的誰[HD] 梁凱 290139 我的乖乖 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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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29 我的兒子 唯丞 286523 我的秘密{Live} 鄧紫棋

269369 我的初戀 成林江措 313896 我的翅膀 鐘辰樂

323856 我的初戀 李揚光 342406 我的翅膀[HD] 李玟

271532 我的初戀 錢剛 344354 我的翅膀[HD] 崔天琪

310237 我的妹妹 張祥洪 312797 我的草原 杭嬌

345140 我的姑娘[HD] 王峰峰 340895 我的陝北[HD] 郝萌

325217 我的季節 岳太陽 334810 我的偶像[HD] 蘇永康

265142 我的明天 譚鵬飛 294512 我的唯一 白洋

280223 我的朋友 吳光明 319778 我的唯一 望海高歌

293822 我的朋友 袁惟仁 341587 我的執著[HD] 謝珊,肖可銳

297578 我的爸爸{Live} 小文 334471 我的眼淚[HD] 張韶涵

325820 我的爸媽 楊寧 317632 我的部落 張玉善

299785 我的玩具 佚名 300179 我的最愛 佚名

344349 我的勇氣[HD] 陳惠婷 262539 我的最愛 高玉玫

334482 我的南海[HD] 徐千雅 341977 我的最愛[HD] 張韶涵

299089 我的娃娃 佚名 266952 我的港灣 郭歡

326915 我的建北 王瑩 308472 我的琴聲 西域胡楊

290861 我的故鄉 王朝國 286256 我的童年 楊爍

309511 我的星空 洪立 321910 我的鄉愁 北方狼

318337 我的星空 時宏維 284785 我的傳奇 徐譽滕

333971 我的皇后[HD] 羅志祥 278430 我的傳說 李錚

323232 我的秋天 列子 292810 我的媽媽 王雅潔

315264 我的風格 崔子格 348374 我的愛呢[HD] 耀樂團

284801 我的香味 慕容曉曉 294285 我的愛情 張洪量

285359 我的娘親{Live} 郭振霞 232100 我的源頭 馬婕

268275 我的家園 冰雪姐妹 307921 我的煩惱 六哲

339753 我的時代[HD] 派偉俊 325123 我的節奏 劉愛媛

338181 我的時代[HD] 張震嶽 341973 我的夢&Undo{Live}[HD] 吳映香,中國新歌聲

347350 我的時間[HD] 葉子淇 325233 我的夢想 莊紅虎

316972 我的書法 黃智裕 316911 我的夢想 蘇宇舟

310214 我的爹娘 張偉東 264176 我的摸樣 張靚穎

278393 我的祖國 李暉,楊洪基,閻維文 300727 我的舞臺 快男12強

281321 我的祖國 玖月奇跡 312934 我的舞臺 胡彥斌,靈感演唱組

303022 我的祖國 莊學忠 289116 我的敵人 劉若英

349396 我的祖國[HD] 胡美美 332487 我的樓蘭[HD] 雲朵

312561 我的祖國{Live} 吳春燕 330672 我的模樣[HD] 張靚穎

312994 我的祖國{Live} 孫楠 344351 我的模樣{Live}[HD] 張靚穎

313185 我的祖國{Live} 張琪朗 323233 我的興安 斯日古楞

289119 我的祖國{Live} 楊紫萍 328603 我的親娘 阿影

305789 我的祖國{Live} 譚晶 335471 我的選擇[HD] 張赫宣

345631 我的祖國{Live}[HD] 尹子慧,歌聲的翅膀 274608 我的聲音 丁丁

330591 我的神奇[HD] 周筆暢 292783 我的聲音{Live} 王睿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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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36 我的嚮往 曉依 334394 我是你的[HD] 倪安東

337257 我的簡歷{Live}[HD] 李鋒 339256 我是你的lover[HD] 吳莫愁

314158 我的寶貝 王亞東 334263 我是我的[HD] 張靚穎

298225 我的寶貝 巨姍姍 323226 我是軍人 劉和剛

298333 我的寶貝 因果兄弟 302572 我是風箏 張雨生

270829 我的寶貝 范文奪 317620 我是員警 韓曉輝

318579 我的寶貝 張倫輝 340639 我是海棠[HD] 徐海星

264249 我的寶貝 軻然 306393 我是真的 王琳玲

305061 我的寶貝 蔡旻佑 321310 我是馬龍 郝雲湖

349839 我的寶貝[HD] 賴慈泓,阿達 346105 我是偶像[HD] 天賜

306392 我的饒舌 葛仲珊 285004 我是唯一 汪妤凌

348376 我的驕傲[HD] 小男孩樂團 293958 我是黑龍{Live} 黑龍

349844 我的驕傲[HD] 林志穎 315976 我是傻瓜 任韵淇

340896 我的驕傲[HD] 劉思慎 338396 我是傻瓜[HD] 任韻淇

301628 我的戀曲 俞靜 303978 我是楊光 楊光

263232 我非西門 喬洋 317618 我是群主 東方張華

312392 我很快樂 王鶴錚 319773 我是歌手 大張凡

355497 我很快樂 梅艷芳 323853 我是歌手 王麟

285276 我很快樂 許嵩 320477 我是歌手 正午

262689 我很快樂 韓舟 285314 我是歌手 趙鑫

312800 我很幸福 林少緯 331674 我是歌手[HD] 大哲

349384 我很愉快[HD] 孫燕姿 331625 我是歌手[HD] 冷漠,黑龍

309903 我很想他 祝蘭蘭 339257 我是歌手[HD] 馬山虎

283177 我很想她 高瑞琦 329433 我是歌者 賈富營,望海高歌

295579 我很想你 陳零九 345135 我是網紅[HD] 王鄭欣

319767 我很想你 賈爭艷 344347 我是歐巴[HD] 肖基國

298173 我很想說 王鑫淼 233642 我是壞的 黃韻玲

332078 我很認真[HD] 歌浴森 311336 我為你醉 趙子龍

316501 我很難過 鄧小龍 301020 我為歌狂 沈世愛

298447 我怎麼了 朱樺 323240 我要出頭 楊願明

302193 我怎麼了 浩瀚 342411 我要回來[HD] 吉克永都

302294 我怎麼了 袁泉 300270 我要回家 佚名

349386 我怎麼了[HD] 校長 270785 我要回家 蘇亞

340368 我思故我在[HD] Io樂團 305453 我要成名 謝文雅

230671 我挑我的 陳琳 314166 我要自由 木棉

314160 我挖掘姬 瑾小妍 330676 我要自由{Live}[HD] 影子

230806 我是大牌 陳維琳 302711 我要你的 張韶涵

314161 我是女王 吉克雋逸 253168 我要快樂 徐懷鈺

334285 我是什麼[HD] 楊乃文 281068 我要快樂 曾一鳴

265065 我是天仙 瑪利亞 339265 我要快樂[HD] 張惠妹

345133 我是主角[HD] 那廣子,超模學員 308403 我要快樂{Live} 朱婧佳

310373 我是你的 張彌 315276 我要快樂{Live}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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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401 我要幸福{Live}[HD] 山子華 280193 我們的愛{Live} 毅光年組合

309339 我要的愛 阿茹娜 311147 我們的路 筷子兄弟

280230 我要長大 王貞心 319763 我們的夢 朱業晉

258244 我要勇敢 鄭秀文 293586 我們的夢{Live} 張鈺琪

315275 我要飛翔 龔楚貽 335877 我們的夢{Live}[HD] 64強學員,中國好聲音

338401 我要夏天[HD] 周杰倫,楊瑞代 325814 我們的歌 NINETYNINE 99樂團

339007 我要夏天{Live}[HD] 周杰倫戰隊,中國好聲音 326293 我們的歌 Trash樂團

308820 我要高飛(國) 李紫昕 312772 我們的歌 尚雯婕,尚馬龍

319785 我要減肥 彭小龍 326931 我們的歌 群星

283362 我要給你 庾澄慶,蘑菇兄弟,葛泓語,金潤吉,蘇夢玫 342396 我們的歌[HD] 王力宏

331650 我要給你[HD] 吳莫愁 340884 我們的歌[HD] 李思瑤

331725 我要給你[HD] 庾澄慶,吳莫愁 344702 我們的歌[HD] 麗江小倩

348975 我要開花[HD] 二手玫瑰 339010 我們青春[HD] 李玉璽

346980 我要歌唱[HD] 彭琦 303157 我們青海 郭瓦·加毛吉

296444 我們{Live] 梁博 301344 我們很好(國) 林峯

290222 我們一起 言野,Steve Aka 336293 我們是誰[HD] 涂議嘉

289079 我們一起 言野,Steve Aka 史瓦格 299489 我們相識 佚名

274651 我們一起{Live} 劉超華,謝珍 281108 我們累了 李亮超

326292 我們不散 黃靖淞 233091 我們都要 黃嘉千

293100 我們不熟 鐘潔 332075 我們都傻[HD] 楊丞琳

280191 我們之間 方樂鑫 348351 我們都懂[HD] 雨宗林

300620 我們之間 佚名 298697 我們舉杯 佚名

301913 我們之間 韋嘉 264205 我們驕傲 朱雲鵬

302396 我們之間 高明駿 299527 我祝福他 佚名

279542 我們之間 偉豪 330547 我能給的[HD] 吳克羣

255974 我們之間 萬芳 325450 我討厭你 袁姍姍,樸燦烈

330464 我們之間[HD] Twins 331215 我討厭你[HD] 宇宙人

334537 我們之間[HD] 火星熊 308992 我記得你 周信

293676 我們同行 李讓 348958 我做主角[HD] 沈丹丹

293898 我們同行 陳思 265643 我勒個去 吉吉

304160 我們有愛 群星 285143 我勒個去 紫海

331754 我們我們[HD] 戚薇 329419 我問草原 王愛華

294471 我們的家 王洪迪 302930 我問街燈 莊學忠

312593 我們的家 宋娜 231879 我得走了{Live} 順子

270109 我們的島 水木年華 300415 我情迷惘 佚名

337235 我們的情[HD] 王宏天 313284 我捨不得 連亞琦

309117 我們的愛 明聖凱 300256 我淋過雨 佚名

313234 我們的愛 張櫻薷,楊曉狄 298853 我深愛過 佚名

288376 我們的愛 默契李智 336904 我都記得[HD] A-Lin

284870 我們的愛 權振東 256480 我陪你哭{Live} 蕭亞軒

346579 我們的愛[HD] F.I.R.飛兒樂團 285216 我陪你醉 范一賢

285463 我們的愛{Live} 陳羽凡,韋婕 297926 我喜歡你 王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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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599 我喜歡你 付俊杰 323219 我想念你 蘇琛,常定晨

323839 我喜歡你 派偉俊 312699 我想念的 汪賢祖

326296 我喝多啦 趙建林 302708 我想念的 張韶涵

328579 我就是我 李晶 303048 我想念誰 莫文蔚

321305 我就是我 葉祖新 319095 我想長大 小羽毛

256474 我就是我 蕭亞軒 336689 我想要macbook Pro[HD] 怕胖團

315982 我就是我 獵狐樂團 296473 我想要飛 熊大

305747 我就是我 羅永娟 300580 我想問你 佚名

341509 我就是我[HD] 未名組合 232930 我想問你 黃仲昆

340636 我就是我[HD] 田亞霍 323847 我想靜靜 張雷

341752 我就是我[HD] 秋褲大叔 340369 我想靜靜[HD] 河靜靜

330534 我就是我[HD] 區文詩 343209 我想靜靜[HD] 秋褲大叔

338693 我就是我[HD] 劉航 233839 我愛Ichi Ban(國) 黎明

346096 我就是我[HD] 鄧子辰 299215 我愛口哨 佚名

310735 我就是我{Live} 陳嘉樺 324944 我愛中華 趙雪陽

296466 我就是花 陳燕妮 290069 我愛台妹{Live} Mc Hot Dog,順子,張震嶽

332471 我就是愛[HD] 辛龍 299056 我愛米蘭 佚名

265109 我就這樣 尚雯婕 323850 我愛西藏 央金蘭澤

293915 我曾以為 零點樂隊 278598 我愛你們 范宏偉

304899 我最閃亮 劉海明 346099 我愛你們{Live}[HD] 范宏偉

300729 我最閃亮{Live} 快樂男聲 330817 我愛你嗎[HD] 王聃葳

263505 我最愛糖 糖兄妹 322146 我愛我家 莊子萱

284042 我最愛糖{Live} 糖兄妹 289581 我愛我家{Live} 丁曉紅

326303 我最搖擺{Live} 庾澄慶,中國新歌聲 280219 我愛我唱{Live} 王紅濤

319093 我最搖擺{Live} 庾澄慶,譚軒轅,中國好聲音 301339 我愛的人 林宥嘉

285300 我最搖擺{Live} 賈劍龍,耀樂團 270576 我愛的人 索南扎西

343842 我最親愛的{Live}[HD] 林憶蓮,歌手 306093 我愛的人 艷樂隊

310556 我無所謂 許嵩 296477 我愛的人{Live} 吳思思

265780 我等你來{Live} 孫維良,哩哩妹組合 343838 我愛的人不愛我[HD] 張智成

290739 我等的人 曹軒賓 275094 我愛的我 董潔

313845 我答應你 羅百吉 328588 我愛長春 阿祖

253861 我給的愛 楊乃文 299028 我愛恰恰 佚名

285245 我給的愛{Live} 蕭敬騰,田雨莫 304332 我愛恰恰{Live} 葉麗儀

308115 我想回家 王翔 290245 我愛洗澡 賈璨璨

348361 我想回家[HD] 楊昌坤 232429 我愛秋蓮 高勝美

312670 我想你了 李維真 302864 我愛夏天 脫拉庫

301547 我想你了 阿茹娜 325817 我愛夏天 歐豪,好妹妹樂隊

271328 我想你了 郎郎(馬志鋒) 302528 我愛祖國 張少林

347790 我想你了[HD] 畢書盡 296478 我愛神話 周傳雄

343834 我想你啦[HD] 樊子健 308788 我愛超人 李晟

348362 我想找你[HD] 曾昭瑋 318788 我愛鄉村 佚名

264198 我想見你 朱婧 330018 我愛煩惱{Live}[HD]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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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36 我愛廣場舞[HD] 朱宇 313742 我懷念的{Live} 蕭敬騰

319770 我愛熬夜 李麥文,金書漫 301105 我願和你 依萌

292651 我愛熬夜 楊英鵬,任然 322571 我願相信 徐向立

253982 我愛壞人 楊千嬅 319096 我願意等 陳興瑜

288068 我會回來{Live} 吳瓊 344358 我魔慈悲[HD] 宋昱錦

335500 我會很好[HD] 李晶涵 323237 我聽不見{Live} 沙楠杰,中國好歌曲

297864 我會習慣 王秀琳 341972 我戀愛了[HD] 張韶涵

300880 我會想你 李翊君 343217 我蠻拼的[HD] 黑龍

298012 我會愛你 王傑 333234 戒了愛情[HD] 張夕磊

285150 我跳我舞 羅志強 323869 戒不了你 吳芊興

339266 我遇見你[HD] 家家 319105 戒不了你 吳梓涵

266036 我夢飛翔 曉月 310664 戒指情人 陳冠霖

321303 我夢最美 紅孩兒 332883 戒掉堅強[HD] 李翊君

300005 我歌我泣 佚名 263950 戒煙情緣 楊語蓮

299227 我與咖啡 佚名 232710 扭扭捏捏 魔幻1+1

346114 我與理想[HD] 群星 230637 找一雙鞋 陳珊妮

293384 我說兄弟 余哲 266754 找不到北 藍琪兒

345633 我說寶貝[HD] 阿達,Lulu 325828 找回自己 吳沙

300006 我需要你 佚名 271686 找回自我 陳文清

313752 我需要你 賴子健 315991 找你回家 李勇

341978 我需要你[HD] 滿文軍 296531 找尋{Live] 梁博

334133 我需要你{Live}[HD] 滿文軍 335123 把心死掉[HD] 蔡恒

268599 我需要愛 吳瓊 309127 把心留住 易帆

301277 我醉了嗎 杭宏 334863 把心照亮[HD] 趙薇,陳一凡

232526 我學不會 高慧君 311536 把他忘掉 劉嘉亮

348364 我擁有的[HD] 羅娟 312036 把你刪除 魏楓

291505 我親愛的 阿洋 232459 把你忘記 高夫

325693 我親愛的 譚維維 319107 把你忘掉 望海高歌

341348 我親愛的[HD] 譚維維 326325 把你戒掉 白一凡

331620 我選擇笑[HD] 信 340900 把你抱住[HD] 趙鑫

230600 我還以為 陳熙 326324 把你信仰 張韶涵

275217 我還是我 黃明志 300463 把你唱醉 佚名

284267 我還是我 趙謹儼 320500 把你眷戀 于全莉

338403 我還是我[HD] 侯皓中 320501 把你眷戀 韓曉輝

327765 我還記得 伊雪 311756 把你陪伴 澤郎金,真知

319087 我還想你 徐恩乾 293626 把你等待 曉依

318359 我還愛你 汪思妍 291271 把我吞沒 曾雨軒

331288 我懷念的[HD] 李代沫 331638 把我踢開[HD] 盧廣仲

349390 我懷念的[HD] 孫燕姿 300611 把根留住 佚名

327742 我懷念的{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07055 把根留住 張傲

301444 我懷念的{Live} 泳兒 303021 把根留住 莊學忠

313051 我懷念的{Live} 草蜢 343857 把酒倒滿[HD] 李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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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984 把酒倒滿[HD] 紡鄉兄弟組合 327836 杜鵑情歌 金燦

287710 把握當下 辦桌二人組 343254 束手就擒[HD] 吳俊余

308890 把愛放下 沈志仲 262915 每一個人 李天平,姜濤

269345 把愛放逐 怕黑 257907 每個女人 辛曉琪

346598 把愛放開[HD] F.I.R.飛兒樂團 269181 每時每刻 張繼心,沙寶亮

298413 把愛留住{Live} 朱娜 329524 每當風起 張津滌

312527 把愛深藏 冷漠 309555 求天求地 胡杰夕

284438 把愛深藏 侃侃 308195 求偶情歌 司文

319796 把愛終結 牙牙樂,小小浩,趙琬穎 328711 求救訊號 原子霏

339756 把愛給你[HD] 閻維文,王雁 311535 求職之歌 劉萬春

301269 把愛傳遞 易秒英 310973 汴梁人家 黃杰

303402 把愛裝箱 陳曉蓁 293530 決不投降 山野

293776 把夢燒光 緣分心兒 303455 決不放棄 陸鋒

305359 抓不住你 龍曉飛 278540 決定愛你 王穎淇

311133 投入生命 溫兆倫 253242 決定愛你 徐若瑄

349847 投入全球[HD] 于安迪 302173 沁園春雪 殷秀梅

284775 折翼蝴蝶 徐方 230607 沁園春雪 陳熙然

304922 改變一切 劉夢逐 316678 沃夢之旅 李楊飛

233262 改變世界 黃得偉 316710 沉香男人 楊子軍

342419 改變自己[HD] 王力宏 299101 沉香扇-你我鸞鳳 佚名

280244 改變自己{Live} 吳莫愁 317765 沉浮年少 徐海星

284855 改變自己{Live} 最美和聲八強學員 338444 沉默不說[HD] 張萍

330215 改變自己{Live}[HD] 王力宏 327862 沉默如你 阿悄

344365 改變自己{Live}[HD] 金志文,白雪,千斤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326945 沉默的詩 小北

339496 改變自己{Live}[HD] 黃俊鑫 234348 沉默秘密 龔柯允

340655 改變自己{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344415 沉默眼淚[HD] 哈布日其其格

336029 改變自己{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270194 沉默禱告 洪煜祺,葉雅霖

308854 改變自我 李魏西 335412 沒出現過[HD] 孔雀哥哥

309080 改變命運 宗成瑋 280328 沒有人愛 戴佩妮

341176 更好的人[HD] 朱元冰 335372 沒有人愛[HD] 劉容嘉

344733 杉杉蘭歌[HD] 李曉舟 349914 沒有也許[HD] 李守彬

311393 李白很忙 趙嘉依 349915 沒有名字[HD] 丁思忖

311110 杏花天影 楊雲閣 283188 沒有如果 魯珺琦,任曦

339513 杏花開了[HD] 馬可謙 341217 沒有如果[HD] 梁靜茹

325198 杏花滿山 孟彥 324461 沒有你了{LIVE} 巴圖,跨界歌王

341129 杏花滿山[HD] 孟彥 343272 沒有勇氣[HD] 許佳慧

332570 村上的貓[HD] 黃鴻升 328717 沒有問題 原子霏

336747 村長開會[HD] 余潤澤,徐銨 321958 沒有理由 邱永傳

343895 村莊[HD] 呂志強 334381 沒有答案[HD] 嚴爵

343253 杜甫草堂[HD] 范玉陽 346647 沒有結果[HD] 吳宗杰

307150 杜甫絕句 曹沁芳,錢勇先 233437 沒有想法 黃磊

299731 杜鵑山-家住安源 佚名 308196 沒有愛夠 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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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530 沒有解藥 宋秉洋 283554 狂野之夢 李凱澤

332407 沒有關係[HD] Fun4 樂團 297453 狂愛戰隊 Toro

349028 沒有關係[HD] 徐真真 232001 狂愛戰隊 台風組合

298498 沒你不行 羽泉 343288 狂熱夢想[HD] 查亮

313663 沒你不行 劉瀚升 308354 狂歡之夜 安宇

298493 沒你不行{Live} 羽泉 268224 狂戀夏季 傲藝

293671 沒你的夜 李紅琴 281323 玖月奇跡 玖月奇跡

301086 沒完沒了 那英,孫楠 300411 男人三十 佚名

314810 沒那種命{Live} 陳小春 333232 男人三十[HD] 尹子

297588 沒那麼難 小宇 345697 男人三十[HD] 火歌

290817 沒來得及 洪逸齊 232679 男人女人 高雄,劉美華

313884 沒來得及 蘇晴 343297 男人女人[HD] 許茹芸,阿穆隆

312145 沒玩沒了 蘇永康 320665 男人不哭 安銀松

284172 沒得選擇 樊凡 345254 男人心願[HD] 孫邦楠

263840 沒落貴族 許哲珮 270168 男人四十 沙寶亮

334525 沒說的話[HD] 歡子 302397 男人四十 高明駿

310183 沒錢勿擾 張帝 309285 男人在外 阿才

324659 沒離開過 林志炫,張亮我想和你唱 283804 男人好難 沙寶亮,黃渤

319118 沒離開過{Live} 張瑋,蒙面歌王 328774 男人好難 鄭寶鑫

318583 沒離開過{Live} 張瑋,蒙面歌王  332087 男人有淚[HD] 蕭煌奇

280325 沒離開過{Live} 毅光年組合,聲音樂團 317831 男人老九 洪曉源

335925 沒離開過{Live}[HD] 張心傑,中國好聲音 232716 男人底線 鮑國

262651 沖一杯茶 胡靈 231720 男人底線 韓磊

281231 沖一杯茶 歌浴森 321470 男人的事 黃渤,孫紅雷,黃磊,羅志祥,王迅,張藝興

335188 沖出霧霾[HD] 零點樂隊 275130 男人的苦{Live} 趙鑫

293912 沖出霾伏 零點樂隊 301851 男人的淚 迪克牛仔

322660 沖向巔峰{Live} 孫楠 326450 男人的淚 麥子

271698 沖吧勇士 陳柔希 262374 男人的痛 大哲

312125 沙場一戰 霧影 347045 男人的路[HD] 王旭剛,阿熏

318762 沙裡洪巴 佚名 328776 男人的夢 高嘉健

233147 沙漏的愛 黃婉婷 315296 男人的歌 師紅飛

232746 沙漠之戀 鳳凰傳奇 286610 男人的歌(任逍遙,心太軟){Live} 吳克羣,任賢齊

320594 沙漠飛雪 吳奇隆 344447 男人的歌[HD] 李清坡

309978 沙漠情歌 馬健濤 347886 男人的歌[HD] 阿旺,楊臣剛

325856 沙漠馳情 青山 343299 男人的錯[HD] 陳奕迅

296706 沙灘涼鞋{Live} Snh48 294116 男人很累 劉沛洋

326947 牡丹之歌{Live} 蔣大為,隱藏的歌手 266482 男人很難 王虎

317819 牡丹亭外 {Live} 任柏儒,中國好聲音 314188 男人挺好 曉安

327911 牡丹亭外{Live} 任柏儒,天籟之戰 319123 男人旅途 阿爍

266196 牡丹紅了 林宗興 289292 男人真累 張嘉洵

267874 牡丹風華 余憲忠 307484 男人真難 陳宏慶

270854 狂人派對 蕭全 269649 男人情歌 李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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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80 男人最痛 陳浩民 347475 豆花之歌[HD] 洋子默

299894 男人說法 佚名 301064 豆蔻春殘 貝司

323991 男人難做 郎軍 298143 赤子情懷 王麗達

271050 男人難當 袁春雷 346322 赤水河邊[HD] 方紹興

274778 男人難當 崔偉亮 314191 赤色壯舉 張學友

232912 男女之間 黃中原,傅薇 314723 赤色空間 鍾明秋,林琳

302289 男才女貌 袁成杰,戚薇 318026 赤血長殷 王凱

269553 男兒心聲 曾小榮 295478 赤腳大仙 超人

329589 男孩女孩 伊然,臻言 308851 赤誠的心 李蕭寒

292347 男孩不哭 小虎隊 262629 赤裸離開 紅塵獨舞

281261 男孩別哭 海龜先生 319982 赤裸離開 孫露

264082 男歡女愛 張冬玲 310446 走了的愛 曹爾真

329620 秀美三都 烏蘭圖雅 340231 走下去·續[HD] 劉偉

327960 秀美井陘 王勁峰 323451 走火入魔 陳文浩

343967 秀美黔東南[HD] 阿依諾兒 233351 走火入魔 黃海濤

326951 秀麗江山 唯莎 297061 走出大山 索朗旺姆

308994 私人公園 周彥宏 304968 走出大山 德乾旺姆

322178 私奔麗江 夏天播放 326956 走出家鄉{Live} 肖文莉

300675 罕特日瑪 吳清明,烏仁娜 299392 走出愛情 佚名

301708 芒果愛情 姜閩羲 309815 走向共和 徐沛東

301060 見字如面{Live} 谷峰 309959 走向成功 郝苗佳

280997 見死不救 弦子 302744 走向西部 張璐

290880 見你一面 祁隆 300007 走向孤獨 佚名

233564 見怪不怪 黃舒駿 309866 走向復興{Live} 殷秀梅,廖昌永

280538 見或不見 何晟銘 302056 走向聖地 容中爾甲

339840 見招拆招[HD] 阿沁,曾之喬 307024 走向蔚藍 孫曉雨

301998 見面發財 孫小寶 301702 走在雨中 姜育恆

292425 見與不見 張岱 304815 走在雨中 齊秦

318947 見與不見 認真 234126 走在雨中{Live} 齊豫

263051 見與不見 羅中旭 310812 走在路上 彭偉家

270787 見與不見 蘇亞 318028 走好兄弟 阿賴

347090 見壞就收[HD] 張信哲 311055 走吧 走吧 新寶島康樂隊

233151 見證明天 黃婕 322037 走吧走吧 笑笑

326560 角色扮演 黃瑋亦 312528 走投無路 冷漠

299859 角落之歌 佚名 232632 走到最後 高瑞欣

292130 角落之歌 卓依婷 333689 走的好遠[HD] 王晨光

299655 角落之歌(探戈) 佚名 308806 走得太久 李猛

300109 言不由衷 佚名 320806 走就走吧 徐子謙

278282 言不由衷 張檬 299961 走著入睡 佚名

348597 言外之意[HD] 品冠 340987 走著走著[HD] 黎春燕

346751 谷雨承康[HD] 魏菲兒 346323 走著唱著{Live}[HD] 龐龍

263724 豆花之歌 仙後 340988 走進太山[HD] 劉文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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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340 走進西塘[HD] 余漣 336843 辛酸的夜[HD] 李克

318030 走進西藏 矯妮妮 339343 辛德瑞拉[HD] Cnblue

305797 走進西藏{Live} 譚維維 331114 辛德瑞拉[HD] 丁丁

297758 走進春天 毛惠茹 342511 辛德瑞拉{Live}[HD] 余超穎,隱藏的歌手

300718 走進春天 宋祖英 342512 辛德瑞拉{Live}[HD] 戴佩妮,隱藏的歌手

286180 走進春天 孫麗英 295677 那 原點 陳希郡

313259 走進春天 畢玉凝 339348 那一片雲[HD] 李凡一

294572 走進春天 董文華,閻維文 310337 那一段情 張雷

312930 走進草原 胡東清(音樂大壯) 231036 那一瞬間 陶喆

324724 走進草原 游牧人組合 263912 那又如何 應嘉俐

292719 走進草原 游美靈 291531 那又怎樣 陳雅森

326579 走進惠州 葉俊華 263880 那又怎樣 謝容兒

310629 走進龍州 陳永峰 266920 那又怎樣{Live} 那英

285211 走進觀音 蘇勒亞其其格 319128 那山那水 劉貴賢

306433 走過四季 玉面天使(吳霞) 339349 那不是愛[HD] 江語晨

295606 走過的路 駱海燕 230575 那天那夜 陳潔儀

271788 走過雨巷 雨辰 319129 那天夜裡 陳泳潑

324894 走過青春 袁冰 329734 那天的雨 黃紀福

306434 走過夏天 高原 335659 那天很冷[HD] 陳玉建

334634 足球派對[HD] Snh48 318255 那天哭完 伊雪

311034 足球寶貝{Live} 愛朵女孩 312687 那天晚上 杜元竣

289571 身不由己 丁噹 324153 那天晚上 馬常寶

313038 身不由己 海鳴威 292633 那天晚上 楊坤

314192 身不由己 許佳慧 305832 那天晚上 龐龍

306435 身不由己 黃勇 339017 那日下午[HD] 陳珊妮

303935 身不由己 黑豹樂隊 278386 那片丁香 李天平

334378 身不由己[HD] 丁噹 328931 那片雪花 天愛

335221 身不由己[HD] 何潔 300125 那句諾言 佚名

266371 身不由己{Live} 海鳴威 268745 那年十月 姚雨鑫

253015 身騎白馬 徐佳瑩 315304 那年今日 甜甜

321621 身騎白馬{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14194 那年六月 王孟西

329710 身騎白馬{Live} 周深 290038 那年冬天 沙寶亮

286106 身騎白馬{Live} 黃小琥 349533 那年冬天[HD] 雷子

336009 身騎白馬{Live}[HD] 鄭心慈,中國好聲音 318540 那年我們 嬌嬌

279687 身邊有人(國) 張國榮 333323 那年那月[HD] 韓笑

315300 身邊有你 王雪懿 265470 那年初夏 任然

340990 身邊有你[HD] 浩紋 347981 那年幸福[HD] 阿冷

252922 身體語言{Live} 張靚穎 323475 那年花開 初晨

287682 車在囧途 陳佳 322197 那年青春 趙凱磊

290898 車行之王 紫海 280645 那年夏天 Box

338947 車長車長[HD] 韓新澤 303101 那年夏天 許飛

304716 車廂 包廂 趙薇 265614 那年夏天 劉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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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14 那年夏天[HD] 何潔 316365 那時的光 譚維維

338772 那年夏天[HD] 夏天 314198 那時的你 魏宗武

325104 那年時光 馮譯允 308311 那時的我{Live} 吉杰

323474 那年殘秋 王小堯 328930 那時的畫 XY兄弟

326962 那式情歌{Live} 那英,中國新歌聲 339350 那場電影[HD] 黃藝

306439 那朵玫瑰 謝銘祐 312675 那就是我 李潮

231100 那些日子 陶晶瑩 265986 那就是我 戴玉強

280589 那些日子{Live} 張浩 302246 那就是我{Live} 祖海

304636 那些日子{Live} 豪圖 329735 那就是我{Live} 廖昌永

266548 那些花兒 簡迷離 312511 那就是愛 西單女孩

284452 那些花兒{Live} 六弦,王矜霖 279735 那就是愛 趙永

321645 那些花兒{Live} 朴樹,范瑋琪 278428 那溪那山 李谷一

292411 那些花兒{Live} 張婧懿,莫艷琳 322049 那溪那山 謝珊

317044 那些花兒{Live} 譚維維,趙哲,最美和聲 270760 那群傻瓜 至上勵合

342059 那些花兒{Live}[HD] 羽田,中國新歌聲 321647 那種女孩{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36857 那些花兒{Live}[HD] 鄭湫泓 335978 那種女孩{Live}[HD] 由美,中國好聲音

282967 那些孩子{Live} 趙敬一 308386 那麼光榮 旭日陽剛

265339 那些時光 袁東方 342963 那麼些年[HD] 左成

347116 那些歌兒[HD] 林隆璇,魏如昀 307159 那麼動情 望海高歌

289476 那夜花開 陶瑩 292521 那麼動情 曉月

324795 那枚鑽戒 田維英 269765 那麼愛你 李金臻

329736 那風那雨 劉中省 322050 那麼愛你 鄒宗翰

265264 那個女人{Live} 謝華 334631 那麼厲害[HD] Lollipop F

312877 那個女孩 咪依魯江 279178 那麼驕傲 金海心

313363 那個女孩 陶喆,盧廣仲 328078 那麼驕傲{Live} 蒙面唱將

333789 那個女孩[HD] 韓庚 342964 那麼驕傲{Live}[HD] 張磊,蒙面唱將

288404 那個冬天 樂洋 322875 那樣一夏 裸兒

231777 那個冬季 韓紅 310690 那顆流星 陳柔希

263948 那個男人 楊宗緯 292488 邪惡世界 徐鑫,金鵬

324996 那個男人{LIVE} 陳松伶,跨界歌王 339855 防不勝防[HD] 劉泫雨

335933 那個男人{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285613 防衛心態 大嘴巴

338789 那個男人{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44592 並肩閃耀[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37293 那個男人{Live}[HD] 鄭興琦,李祥祥 282668 並蒂花開 湘佛蓮

324627 那個秋天 李曉東 340804 乖乖聽話[HD] 連詩雅

269434 那個秋天 施航 282685 乳燕展翅 王麗萍

278053 那個夏天 付強 282198 事事如願 卓依婷

263492 那個夏天 田芯兒 285534 事到如今 高進騰

269917 那個夏天 林正 325732 事過境遷 蔡妍

233056 那個夏天 黃品源 288244 事過境遷 曉月

321646 那個時候 Qv小志 344148 事過境遷[HD] 哈琳

328076 那個遠方 次仁桑珠 323551 亞丁藍月 澤仁伍波

280592 那時年少 小5 294697 亞洲之星 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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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53 亞洲盛會 群星 302719 依然想你 張瑩

258568 亞洲雄風{Live} 韋唯 230530 依然想你 陳淑樺

304222 亞洲雄風{Live} 群星 317212 依然愛你 李行亮

326963 亞洲舞王 陳楚天 271607 依然愛你 阿淡

310460 亞當蘋果 梁文音 232399 依然愛你 高勝美

315308 享受一切 熊七梅 231579 依然愛你 韓寶儀

324655 享受自由 林大晉 330813 依然愛你[HD] 王力宏

297748 京都情曲 毛阿敏 332671 依然愛你[HD] 張凱

311872 京劇寶寶 儲蘭蘭 331975 依然愛你[HD] 陳寶欣

341884 佳人與秋[HD] 孫藝程 325147 依然愛你{LIVE}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349639 使至塞上{Live}[HD] 趙珈婧雲,經典咏流傳 335516 依然愛你{Live}[HD] 楊彤

326964 使命出發 張瑋 312387 兒女情長 王藝清

339635 來不及說[HD] 邰正宵 298854 兒女情長 佚名

326024 來日方長 薛之謙,黃齡 304071 兒女情長 楊曉霞

344618 來日方長{Live}[HD] 袁婭維,常石磊,歌手 314687 兒女情長{Live} 湯非

322290 來世今生 昊麟 308836 兒在天涯 李嘉石

344616 來世情緣[HD] 曾敏 294226 兒行千里 尤國通

324779 來去趴踢 玖壹壹,黃明志 305376 兒行千里 戴玉強

284805 來年桃花 慕容曉曉 344182 兔子先生[HD] 佑可貓

342311 來自溫州[HD] 馬旭成 304826 兔子快跑 劉小天

293899 來吧 兄弟 陳思誠 263359 兔兒公主 孫翊軒

322291 來吧 朋友 鄧冬梅 279874 兩人關係 陳珊妮

308920 來吧 新疆 肖開提 327498 兩小無猜 XL組合

314202 來吧姑娘 袁宇 297798 兩小無猜 牛奶咖啡

344171 來吧愛情[HD] 盧庚戌 282272 兩小無猜 夏后

327479 來吧寶貝 俊鋒 285166 兩地相思 翁汕汕

329125 來來回回 Spy.C 270553 兩地情緣 程響,王羽澤

343452 來來回回[HD] 陳楚生,Spy.C 306988 兩年同學 周振銳,思婷

313911 來來往往 蘭旗兒 270894 兩兩相忘 董貞

268009 來到草原 烏蘭托婭 314203 兩兩相望 姚婷

266749 來者摩羯 薩頂頂 329155 兩者之間 回音哥

335775 來愛我啦[HD] 徐若瑄 306450 兩城相望 高月佳

347625 來碗燴面[HD] 大喇叭組合 335839 兩個太陽[HD] 魏如昀,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41885 來跳舞吧[HD] 馬忠偉 336148 兩個太陽[HD] 魏如昀,Fuying,Sam

326965 來賓 你好 莫彩虹 278183 兩個世界 回音哥,汪洋

343669 來龍去脈[HD] 王進 328287 兩個世界 胡連凱

319134 依山觀瀾 河圖 314205 兩個世界 許罡

301497 依依不捨 金海心 230076 兩個世界 陳慧琳

321006 依然年輕 五谷子 343455 兩個朋友[HD] 孫露

231677 依然有愛 韓曉 359595 兩個夏天 陸毅

263803 依然很美 欣哲 232791 兩個圈圈 鳳飛飛

293228 依然相信 馬健南 231102 兩個寂寞 陶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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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20 兩個傻瓜 徐良,雨潔 233516 到底多久 黃義達

282969 兩隻小羊 超泉rz組合 332940 制服誘惑[HD] 康正昊

297943 兩隻老虎 王雪晶 345510 刷我滴卡[HD] 吳瑤

327499 兩隻老虎 貝瓦兒歌 323050 刷我滴卡{Live} 金正浩

305820 兩隻老鼠 龐龍 322104 刷刷刷刷{Live} Ar劉夫洋,中國好歌曲

310112 兩隻玩偶 張天一 323049 刷刷刷刷{Live} 劉夫陽,溫嵐,范曉萱,中國好歌曲

234331 兩隻烏龜 龐龍 302424 刹那之間 高楓

234291 兩隻蝴蝶 龐龍 315311 刺青刺情 劉清渢

337942 兩隻蝴蝶{Live}[HD] 龐龍 265068 刺蝟效應 莫熙兒

349649 兩情相悅[HD] 秦奮,TC 232335 刻骨銘心 高勝美

320193 兩敗俱傷 冷漠 266999 刻骨銘心 鄭源

299546 兩條路上 佚名 312765 剁椒魚頭 孟剛

313682 兩條路上{Live} 潘秀瓊 320218 卑微的愛 萬一

268373 兩道彩虹 劉忻 293126 卓瑪 卓瑪 阿香

329156 兩道彩虹 魏紫祺 309307 卓瑪央金 阿英

284112 兩種角色 單色凌,小布 339919 卓瑪央金[HD] 閆莉

303128 兩種悲劇 許嵩 266137 卓瑪姑娘 李猛

348146 其實我…[HD] 李建軒 271752 卓瑪的歌 降央卓瑪

348791 初心為實[HD] 洪雨雷 310899 卓瑪娜姆 登越頓珠

347647 初次見面[HD] 浩南 234057 協議分手 齊秦

297439 初次約會 Sun,Boy'z 341903 卸下昨天[HD] 盧思池

295986 初衷模樣 孫子涵 288790 受了點傷 孫露

288131 初雪想你 佩希 349276 受不了你[HD] 陳娟兒

268155 初愛戀歌 何思諭 314207 受傷的心 阿文

290856 初夢已醒 王建芳 328324 受傷的心 風語

321036 初熟之物{Live} 黃韻玲 303219 受傷的心 陳文清

294526 初戀女孩 糖糖樂團,艾倫 321053 受傷的夜 張家樂

284344 初戀小盜{Live} Snh48 339662 受傷的狼[HD] 火龍

333029 初戀未滿[HD] 曹軒賓,張含韻 265574 受傷的鳥 劉卓靈

317258 初戀你好{Live} Snh48 284351 周瑜傳說 Walker,蒼狼

307104 初戀故事 彩貝與海 348814 味愛飄鄉[HD] 程皓

318437 初戀情歌 航宇 319139 呵護蔚藍 群星

270638 初戀情緣 羅維帥 310385 呼你不回 張邁

321035 初戀蝴蝶 Snh48 288811 呼風喚雨 湯子星

297442 到了明天 Super Junior M 321072 呼倫貝爾 羅邏聖

271665 到此一遊 陳姿言 316450 呼倫牧歌{Live} 烏蘭齊齊格

328300 到此為止 王強 339668 呼喚愛情[HD] 沈波

325302 到此為止 朱雅 316041 呼喚綠色 吳佩娜

323048 到此為止 潘七魁 326971 呼嘯而過 陳翔

349666 到此為止[HD] 徐佳瑩 297273 命中註定 4 In Love

281358 到此結束 羊進達 316389 命中註定 A-Lin,孫楠

231505 到吳起鎮 軍旅歌曲 314208 命中註定 V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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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42 命中註定 王曼棋 301034 咖啡胡椒 沈黎暉

316561 命中註定 孫楠,A-Lin 308240 咖啡時光 左小祖咒

338282 命中註定[HD] 孫楠,A-Lin 322109 咖啡陪你{Live} 雅希

339021 命中註定[HD] 孫楠,A-Lin 345949 咖啡陪你{Live}[HD] 邵星穎

341678 命中註定{Live}[HD] VIXX,蓋世英雄 345950 咖喱咖喱{Live}[HD] 劉雲龍,明日之子

342325 命中註定{Live}[HD] 庾澄慶,楊美娜,中國新歌聲 306458 咖喱辣椒 潘瑋柏,唐志中

285562 命運之路 龍羿樂隊 303465 咚咚鼓聲{Live} 雪山阿佳組合

334822 命運點歌[HD] 蕭煌奇 301455 垃圾風暴 物樂團

402227 咀咒的話 林子娟 233574 夜半的貓 黃舒駿

304481 和平之城 熊寶貝樂團 306459 夜半星空 王震辛

325623 和平分手 張詒博 294091 夜色如潮 儲毅

306039 和平世界 鐵竹堂 303485 夜色朦朧 雪村

267021 和平歲月 金磊鑫 319144 夜伴三庚 韓庚

256997 和你一起 許茹芸 263674 夜夜夜夜 王野

256840 和你一起 許慧欣 332124 夜夜夜夜[HD] 林志炫

317309 和你分享 高利虹 331954 夜夜夜夜[HD] 金池,熊天平

348203 和你到老[HD] 王逗逗 287231 夜夜夜夜{Live} 古巨基,李泉

303066 和你跳舞 莫艷琳 294367 夜夜夜夜{Live} 李成剛

344208 和我一起[HD] 王程程,趙嘉偉 316636 夜夜夜夜{Live} 張杰,吳汶芳

308711 和和美美 李玉和 287809 夜夜夜夜{Live} 陳楚生

326973 和和美美 張美晨 280036 夜夜夜夜{Live} 葉秉桓

328344 和美之戀 李美 307383 夜夜夜夜{Live} 蕭煌奇,我是歌手iii

349687 和美水雲[HD] 陳曉武 335923 夜夜夜夜{Live}[HD] 張心傑,齊秦,中國好聲音

308597 和風處處 吳娜 332024 夜夜夜夜{Live}[HD] 齊秦

302862 和愛走散 邵兵 338847 夜夜夜夜{Live}[HD] 蕭煌奇,我是歌手

308039 和誰對調 王羽臣 308676 夜夜想你 完瑪三智

308041 和誰對調 王羽臣,菲菲 321107 夜店之夜 于志杰

290881 和諧中國 祖海 338304 夜店之美{Live}[HD] 孫浩雨

305780 和諧交響{Live} 譚晶 266640 夜的悲傷 胡杰夕

283552 和諧的家 康慷 309973 夜的童話 馬珂,梨子

291179 和諧焦作 姚尚旭 288006 夜的誘惑 劉萱萱

271514 和諧陽光{Live} 鐘麗燕 313563 夜長夢多 誓言

321073 和諧新疆 尼瓦爾江,阿爾法,尼格買提 304763 夜長夢多 趙薇

311833 和諧新疆 駱駝強子 311981 夜雨情思 韓曉偉

315316 和諧頌歌 于曉強 306461 夜雨情緣 楓舞,水火相容

330608 咕嘰咕嘰[HD] 孫燕姿 358423 夜涼如水 關淑怡

322359 咕嘰咕嘰[Live} 徐佳瑩,我是歌手 340831 夜深以後[HD] 孫權

283155 咕嘰咕嘰{Live} 饒威 308112 夜場情歌 王晶瑩

340554 咕嘰咕嘰{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09089 夜場情歌 岡林

335967 咕嘰咕嘰{Live}[HD] 樓沁,中國好聲音 320271 夜場嗨歌 岡林

332059 咖啡季節[HD] 周蕙 343733 夜落初雪[HD] 郁可唯

403340 咖啡美酒 甲子蕙 279074 夜遊歌神 郭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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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636 夜遊歌神[HD] 郭一凡 307547 委屈以後 黃初用

286476 夜夢懷抱 王志文 324372 孟婆的湯 啡啡

280037 夜幕心影 唐黛影 322126 孟婆的碗 楊峰

296119 夜機{Live] 陳慧嫻 264014 孟婆端湯 中川木

230457 奇幻之旅 陳楚生 298121 孟麗君-游上林苑 王濱梅

345554 奇市江湖[HD] 派偉俊 300008 季節的歌 佚名

325776 奇妙愛情 張龍珍 263890 孤男寡女 于文博

311035 奇異旅程 愛朵女孩 283564 孤兒不孤 藍雨

232734 奇跡世界 鳳凰傳奇 300442 孤兒樂園 佚名

266303 奇跡再現 毛華鋒 313885 孤枕難眠 蘇晴

321823 奔向宇宙 Sara 310242 孤星寂月 張祥洪

311967 奔向自由 韓博 311676 孤單巴黎 蔣雪兒

232808 奔向彩虹 鳳飛飛 322427 孤單月影 阿may

348854 奔走天涯[HD] 王旭鵬 308150 孤單回憶 王龍

298855 奔放奔放 佚名 230261 孤單地走{Live} 陳星

306463 奔跑夢想 安仕偉 325085 孤單告急 ZERO-G

326885 妳的目光 蘇振華 322428 孤單的城 王瀟瀟

305949 妳愛他嗎 鍾漢良 297416 孤單的愛 S.H.E

342142 妹妹不哭[HD] 何鵬 294508 孤單芭蕾 田振達,簡馬玉璽

312649 妹妹的心 李晶 256848 孤單芭蕾 許慧欣

306464 妹妹的心 趙真 343762 孤單城市[HD] 徐鑫

331779 妹妹的酒[HD] 李澤堅,司徒蘭芳 342356 孤單起舞[HD] 喬喬

320319 妹妹的愛 孫博 327610 孤單墜愛 莊心妍

283066 妹妹寂寞 阿峻飛貓 300660 孤單獨白 吳佩慈

334836 始作俑者[HD] 蔡依林 316047 孤燈伴影 楓舞,相容

299953 姐弟相會 佚名 300340 孤獨之旅 佚名

323116 姐弟真情 媚兒菲菲,後來者 280078 孤獨之舞 袁權

340585 姐弟真情[HD] 明月微風 328441 孤獨天使 譚朱格格

288393 姐妹串燒{Live} 魔音次世代 314816 孤獨完美 張峽浩

301087 姐妹弟兄{Live} 那英,解曉東 321157 孤獨的心 鴻飛

283737 姐妹情深 王建芳 338652 孤獨的我[HD] 劉航

348266 姐妹情義[HD] 石梅,司徒蘭芳 310599 孤獨的夜 郭斯炫

328435 姐妹情緣 晨露,玲兒 310302 孤獨的魚 張萌

293513 姐妹最大 安心亞 293167 孤獨理想 陳才超

326978 姐姐好餓 徐熙娣 314215 孤獨無罪 顏裕林

316592 姐很任性 位婷婷 322429 孤獨無罪{Live} 張啟輝

326980 姑娘 姑娘 張師羽 338324 孤獨戀人[HD] 厲娜

308837 姑娘別走 李嘉石 348888 宗祖花開[HD] 閻維文

270690 姑娘姑娘 胡斌 326982 宗喀的緣 妙音兄弟

280940 姑娘貴姓 小崔健 328450 定制愛情 魏雪漫

332296 姑娘貴姓[HD] 小崔健 347285 定格幸福[HD] 韋明華,阿妮桑

295541 委屈了愛 陳博華 342690 定格昨天[HD] 龍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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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48 定義完美 子安聖皓 309839 幸福永遠 時金鈺

316049 宛若新生 李榮浩 310630 幸福永遠 陳永峰

340590 宜民山莊[HD] 蘇小艾 268669 幸福永遠{Live} 詠峰

340848 宜州姑娘[HD] 陸正信 325788 幸福列車 洪敬堯

340592 居里夫人[HD] 居子涵 314216 幸福好嗎 孫恭慶

308319 居家男人 回音哥 286361 幸福如歌{Live} 李丹陽

271750 岡拉梅朵 降央卓瑪 322131 幸福安康 扎西多吉

293634 岡拉梅朵{Live} 曹軒賓 297901 幸福年代 王浩信

301965 岷江夜曲{Live} 倫永亮 310134 幸福年年{Live} 張可

296281 幸好有你 張碧晨,余楓,李嘉格,羅景文 322452 幸福成長{Live} Tf Boys,月亮姐姐,紅果果,綠泡泡

303178 幸運大門 郭頂 316963 幸福有過 鴻飛

345055 幸運女神[HD] 馬潔,徐汕 310988 幸福余溫 黃智博

252953 幸運之吻 張韶涵 342366 幸福你我[HD] 鐘彩媚

233229 幸運地圖{Live} 黃征 343161 幸福即景[HD] 范玉陽

291970 幸運符號 Tf Boys 300486 幸福快車 佚名

297445 幸福silent Night T.R.Y 332766 幸福來了[HD] 光良,江美琪

342365 幸福下去[HD] 劉燕琳 310719 幸福來到 陳詠

349772 幸福久久[HD] 張勝淼,張佳怡 311972 幸福到家 韓琳

230729 幸福女人 陳瑞 253819 幸福果子{Live} 楊丞琳

322451 幸福小康 陳思思 263157 幸福的人 蒙克

270810 幸福山水 蘇泉 288964 幸福的人 盧珊珊

302236 幸福山歌 祖海 282901 幸福的美 西子

270664 幸福山歌{Live} 耿為華 314217 幸福的家 桑婷婷

310000 幸福中國 馬艷 267258 幸福的船 馬雨賢

311971 幸福中國 韓琳 284916 幸福的路 李潮

331764 幸福中國[HD] 李丹陽 292242 幸福的歌 央金蘭澤

286883 幸福中國{Live} 索南扎西 288966 幸福的臉 邱淑貞

286026 幸福之旅 徐晶晶 326198 幸福的臉 青春美少女組合

265095 幸福之路 榮嶸 341607 幸福的臉[HD] 青春美少女

337947 幸福之路[HD] 龐龍 344676 幸福花季{Live}[HD] 梁良

317469 幸福元素 周虹,江智民 268508 幸福花園 葉時偉

326983 幸福公寓 多樂園 340854 幸福長壽{Live}[HD] 邵兵

290517 幸福方向 佳非 324789 幸福城堡 田維英

312105 幸福水岸 譚晶 283058 幸福契約 鎖曼麗

233283 幸福出口 黃思婷 332435 幸福宣言[HD] 孫楠,羅中旭

319686 幸福加油 汪蘇瀧 279663 幸福指數 尤國通

301186 幸福卡片 周楚霏 270200 幸福相伴 洪艷

278138 幸福可心 吳佩佩 298059 幸福美滿 王詩沂

278241 幸福可心 宋婧齡 305904 幸福美滿 鐘心

344291 幸福可心[HD] 吳詩曼,宋婧齡 254770 幸福背後 王心凌

328480 幸福失聯 王強 287370 幸福飛翔 金丹

280121 幸福未滿 張祿糴 288968 幸福香河 李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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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715 幸福家鄉 李玉剛,安與騎兵 286812 幸福廣東 苗苗

307036 幸福家鄉{Live} 安與騎兵 324376 幸福蔓延 墓榮

270461 幸福時代 王雯 312441 幸福賭注 石磊

298105 幸福時光 王瑩 342144 幸福獵人[HD] 羅志祥

344675 幸福海洋[HD] 胡雪珊 330867 幸福額度[HD] 蘇打綠

339715 幸福特調[HD] 羅志祥,秀智 280127 幸福繼續 張磊,雪兒

339453 幸福特調[HD] 羅志祥,裴秀智 331374 幸福覺醒[HD] 羅中旭

343782 幸福留言[HD] S.H.E 286264 幸福飄香 湯燦

254769 幸福神偷 王心凌 322453 幸福鶴崗 胡力

267875 幸福記號{Live} Olivia Ong 325648 幸福戀人{LIVE} 沈丹丹

309733 幸福起航 孫偉 341717 幸福戀人{Live}[HD] 沈丹丹

333852 幸福高原[HD] 冷漠 343489 幸福戀曲[HD] 郭瑞

301040 幸福國度 沙寶亮 346049 幸福鹽湖[HD] 郭麗霞

300973 幸福彩鈴 李爍 345054 幸福讚歌[HD] 楊卿儷

307992 幸福情歌 木杰 280128 延河情深 王宏偉,雷佳

328481 幸福情歌 浩明,思小玥 333901 弦內之音{Live}[HD] 弦子

265105 幸福牽手 孫楠 324782 彼岸花開 瑤瑤

288959 幸福單車 湯偉,貝司,寇兒,孔昱 343784 彼岸花殤[HD] 林飛

319687 幸福就好 張爭 325095 彼岸時光 于洋

331880 幸福就好[HD] 蘇盈之 339227 彼時花開[HD] 皓天

332425 幸福就是[HD] 劉若英 312752 往日時光 呼斯楞

288961 幸福廊坊 胡力 337321 往日時光{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289580 幸福朝陽{Live} 丁曉紅 337949 往日時光{Live}[HD] 龐龍

268956 幸福渠縣 尤國通 299078 往日情深 佚名

313537 幸福港灣 雷佳 264167 往事回首 張躍

309703 幸福無比 夏青 297583 往事如昔 小玉榮子

332457 幸福無關[HD] 畢書盡 292675 往事如煙 楓舞

296288 幸福等待 紮西頓珠 290688 往事如歌 張津涤,張冬玲

341719 幸福等待[HD] 扎西頓珠 348915 往事流彈[HD] 王凱

345585 幸福絲路[HD] 任靜 234065 往事隨風 齊秦

339224 幸福陽光{Live}[HD] 李暉,湯非 332125 往事隨風[HD] 沙寶亮

271930 幸福傳說 高登 296296 往事隨風{Live} 韓紅

262234 幸福意外 陳仁豐 336038 往事隨風{Live}[HD] 齊秦組四強,中國好聲音

309347 幸福愛人 阿華,鐘煦晨 338849 往事隨風{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271421 幸福愛河 郭玲,陳詠 234093 往事難忘 齊秦

271101 幸福愛情 謝海雲 305080 往事難忘 蔡琴

281139 幸福路上 李昱和 298262 往前一步 白鶴

348296 幸福路上[HD] 蔡依林 301215 往前一步{Live} 孟非

290502 幸福道理 雲菲菲 233506 征服自己{Live} 黃義達

319689 幸福零幹 馬可謙,楊超,何方 284198 忠於愛情 金池

335804 幸福滿滿[HD] 蘇盈之,陳曉東 321215 忠者無敵 張赫宣

234303 幸福誓言 龐龍 312386 念念不忘 王鍵

Page 331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4974 念念不忘 金祥 231626 抹去淚水 韓寶儀

269309 念念不忘 徐千雅 346121 抽煙頭疼[HD] 瓦爾以沙

302472 念念不忘 屠洪剛 292122 拆彈專家 華晨宇

269220 念念不忘 張鐵 330710 拉拉拉山[HD] 曾靜玟

269414 念念不忘 斯琴高麗 302934 拉茲之歌 莊學忠

258209 念念不忘 鄭秀文 304553 拉茲之歌(迪斯可) 舞曲

283936 念念不忘 龐龍 289135 拉黑拜拜 權權,小簡單

345594 念念不忘[HD] 坡上村 286314 拉過勾的 陸虎

338356 念念不忘[HD] 廖孟君 231520 拉網小調 軍旅歌曲

344687 念無念念[HD] 楊黎,張雅涵 278973 拉薩之戀 達珍

348309 忽冷忽熱[HD] 六哲 323874 拉薩夜雨 蘇勒亞其其格

308241 忽悠忽悠 左小祖咒 312602 拉薩酒吧 完瑪三智

332367 忽然之間[HD] 蘇醒 302138 拉薩酒吧 根呷

291585 忽然之間{Live} 陳潔麗 347806 拉薩情歌[HD] 瞿英

316056 忽然之間{Live} 譚維維,張旻華,最美和聲 270169 拉薩亂雪 河圖

342724 忽然之間{Live}[HD] 楊乃文,蒙面唱將 320505 拒絕再玩{Live} 谷嘉誠

300732 忽然明白 李千娜 291613 拒絕再玩{Live} 魏然,羅景文

271530 忽然發現 錢剛 333550 拒絕再玩{Live}[HD] 吳克羣

326992 怕你回來 王建榮 336026 拒絕再玩{Live}[HD] 魏然,羅景文,中國好聲音

263650 怕你受累 王歌 310243 拒絕悲傷 張祥洪

333867 怕想起你[HD] 劉子千 300191 招財進寶 佚名

338673 怦然心動[HD] A.O.A 302951 招財進寶 莊學忠

342727 怦然心動[HD] 崔子格 339758 招牌動作[HD] 蔡依林

312057 性感女孩 羅百吉 308560 招牌動作{Live} 吳介賢

326995 性感挑逗 金小曦 263109 放了自己 魔幻力量

325213 怪我太蠢 小逸岑 291934 放下, 旅行 李玉璽

337324 怪我自己[HD] 張佑錢 307468 放下手機 阿土

266687 怪模怪樣 葉復台 296558 放下容下 十永

301419 所以懂了 林曉培 335504 放下旅行[HD] 李玉璽

290513 所向披靡 何欣 269992 放不下你 梁晨

346117 所謂的愛[HD] 宋念宇 230099 放不開手 陳慧琳

344360 所謂惦記[HD] 馬吟吟 332840 放心不下[HD] 黃小琥

309195 所謂理想 林峯 319155 放心去飛 小虎隊

290273 承認&最愛{Live} 辛曉琪 314818 放心去飛 歐豪,楊洋,胡夏

323871 承諾有時 夏天alex 316062 放心去飛{Live} 群星

333629 抱你入懷[HD] 張赫宣 300254 放心走吧 佚名

316850 抱抱靠靠 段博文,趙曉璐 233956 放心走吧 黑豹樂隊

254790 抱著你哭 王心凌 320518 放手一搏 鍾鎮宇

313399 抱著你哭 焦慶軍 283530 放手了嗎 帶淚的魚

348387 抱著都痛[HD] 李溪芮 336711 放手之後[HD] 柯有倫

265838 抵死的愛 廣智 329460 放手太難 坤少

325436 抵抗世界 花世紀 344366 放手太難[HD] 趙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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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50 放手去愛 尹熙水 343868 明天何其多[HD] 譚詠麟,陳奕迅

296561 放手重愛 李行亮 294363 明天你好 李婉倩

263682 放你自由 王雅潔 327798 明天你好 譚艷

310872 放牧情歌 湯媛媛 233184 明天明年 黃小溪

308224 放飛心情 央宗卓嘎 283134 明天的花 雪十郎

233341 放飛你我 黃格選,毛寧,屠洪剛 316637 明天過後{Live} 張杰,吳汶芳

302166 放飛神舟 殷秀梅 231464 明日之歌 靜婷

326335 放飛理想 石雪峰 366671 明日之歌{Live} 黃耀明

280248 放飛夢想 肖琬露 231446 明日天涯 青山

315335 放飛夢想 翁琳 265882 明日天涯 張揮

233998 放飛夢想 黑龍 284065 明日天涯 莫旭秋

348987 放飛夢想[HD] 威猛 233784 明日天涯{Live} 黎明

344718 放飛夢想[HD] 劉柏良 267318 明日天涯{Live}(國) 黃耀明

311937 放飛夢想{Live} 謝磊,吳沁悅,王瀟宇,熊春蘭 279389 明日天涯{Live}[ 青山

299707 放馬山歌(牛仔舞) 佚名 327799 明日計畫 簡迷離

282746 放馬山歌{Live} 玖月奇跡 302509 明日理想 張也

333509 放棄太難[HD] 七街小屋 271519 明月千里{Live} 鐘麗燕

320520 放棄治療 陳奕迅 306478 明月山下 阿男

302448 放棄愛你 婧 347817 明月行處[HD] 小旭girls

340905 放開鏡頭[HD] 鍾舒漫 231662 明白以後 韓晶

269773 放愛飛翔 李霞 324905 明白夢想 許魏洲,朱元冰

338701 放肆一下[HD] 福茂女朋友 291198 明年今天 官羽

337332 放肆寂寞[HD] 孔雀哥哥 343869 明年今日[HD] 周晏伊

340041 放過自己[HD] 莊心妍 313206 明明愛你 張道儒

323255 放歌中華 胡栓栓 302706 明明愛你 張韶涵

230100 放輕一點 陳慧琳 335527 明明愛你[HD] 林凡

336710 放學別走[HD] 星弟 345163 明明愛你[HD] 賀一航

333135 放縱想念[HD] 馬劍芬,家家 328643 明知故問 李婭莎

302871 放聲大哭 莊妮 263901 明星的愛 嚴爵

315336 放聲高唱 孫浩雨 284893 明星時代 李曉

338415 放聲高唱{Live}[HD] 孫浩雨 310738 明珠飛翔 陳福庭

346128 放聲高歌[HD] 吳易航 345165 易朵咪彩[HD] 羅俊

233613 於心不忍 黃雅珉 324560 朋友十年{LIVE} 新街口組合

303923 於心不忍 黃鶴翔 314231 朋友天空 孫志鵬

312239 於心何忍 歡子 312583 朋友兄弟 呂品,田娃

284972 昆明畫卷 楓橋 324882 朋友永遠 董文華

316401 明天 你好 Tf Boys 317721 朋友吉祥 紮西

263183 明天 你好 牛奶咖啡 292055 朋友名義 六哲

293117 明天再見 阿悄 320564 朋友而已 任永恆

284146 明天再說 丁丁 322628 朋友而已 韓安旭

303884 明天再說{Live} 黃靖倫 301917 朋友別哭 韋嘉

308242 明天多雲 左小祖咒 312992 朋友別哭 孫國慶,陳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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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437 朋友別哭 劉芳 230391 東方的紅 陳曉東

344731 朋友別哭[HD] 孫小聰 311453 東方花園{Live} 劉和剛

327002 朋友別哭{Live} 呂方,隱藏的歌手 318952 東方家園 彭麗媛

285199 朋友別哭{Live} 胡海泉,肖灑 312747 東方神韻 周燕君

330074 朋友別哭{Live}[HD] 呂方 289708 東方紫玉 呂俊杰

313668 朋友的心 厲智敏 304201 東方魅力 群星

288103 朋友的酒 李曉杰 315090 東方濱海{Live} 楚紅秋

343523 朋友的酒[HD] 任賢齊 349896 東北姑娘[HD] 鞠佳航

332023 朋友的歌[HD] 黑龍 288038 東北姑爺 百慕三石

291546 朋友很忙 風雷 284117 東北東北 張冬玲

291259 朋友是山 星閣 337775 東北嗑兒[HD] 關浩,丹丹

338433 朋友是山[HD] 楊佳易 343255 東吳水師[HD] 趙姝

308684 朋友乾杯{Live} 巫啟賢,馬智宇 314725 東角遊民 羅啟聰,Inspring

343892 朋友陪陪我[HD] 余零 282835 東京一夜 蘇唯

317722 朋友雄起 阿賴 332265 東區東區[HD] 八三夭

270823 朋友舉杯 苗偉 233357 東區街頭 黃淇

289188 朋友舉杯{Live} 苗偉 317731 東勝之約 斯琴巴圖

320565 朋友難得 劉軒瑞 313777 松花江上 戴玉強

298515 朋友難當 羽泉 298951 松柏長青 佚名

298517 朋友難當{Live} 羽泉 284696 松潘姑娘 巴珠多吉

349891 朋友難當{Live}[HD] 胡海泉,李秉成,李金澎,陳羽凡,異口同聲 233894 枉費情深 黎沸揮,彭佳慧

283008 杭州 杭州 郭勁 300447 枕畔留香 佚名

297953 杭州姑娘 王雪晶 305519 枕畔留香 謝采妘

299569 杭州姑娘 佚名 337793 枕邊故事[HD] 華晨宇

269045 杭州的她 康康 307660 枕邊故事{Live} 華晨宇

265160 杯中的酒 吳滌清 289198 林則徐贊 倪彬

234317 杯水情歌 龐龍 299956 枝頭鳥兒 佚名

323927 東山再起 南拳媽媽 308219 欣欣向榮 四小福

341081 東山再起[HD] 南拳媽媽 279574 欣欣向榮(國) 向玲玲

314234 東山美人 奧杰阿格 319162 武當寄情{Live} 姜育恆

314820 東山頂上 郭瓦·加毛吉 263855 河山大好 許嵩

327006 東川之歌 林霞,田磊 274699 河北人家 周珍珍

347003 東方之田[HD] 陳香水 319163 河西走廊 王瑩

340917 東方之光[HD] 常健鴻 346648 河畔情思[HD] 于海濤

301006 東方之珠 汪明荃 335091 沸騰夢想[HD] 群星

302993 東方之珠 莊學忠 338446 油中感謝[HD] 北京易金卡員工

315761 東方之珠{Live} 吳俊飛,宮瑜聰 335010 油茶花開[HD] 張瑩

340679 東方卡門[HD] 肖丹 296707 油茶情歌 洪立

330858 東方巨龍[HD] 胥拉齊 296711 沾花惹草 寒武紀

317734 東方明珠 彤杰 306480 泛水荷塘 小琢

279497 東方明珠 彤傑 314239 泛水荷塘 張津涤,雲菲菲

310054 東方的光 動力火車 269567 泡泡泡泡 本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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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31 泡芙宣言[HD] 張歆藝,劉宇芙 328760 牧歌飛揚 關慶小海

327869 泡面人生 阿悄 329571 牧歌新唱{Live} 格格

308294 波羅密語 白銀時代 309394 牧歸天堂 侯強

291537 泥人情歌 韓嵐,薛曉楓 316071 物是人非 王曉敏

305231 注意身體 燕妮 321459 物質生活 Hush

295286 炎黃子孫 正歌 298797 狀元打更 佚名

265534 炎黃子孫 冷漠 282914 狀態全開 許佳慧

317798 炒股的人 張雷 311953 玩世不恭 韓庚

349929 炙熱的酒[HD] Yy小青島 290997 玩弄溫柔 鐘潔

343929 炙熱青春[HD] 楊寶心 286535 玩玩而已 任飛揚

335442 爸比寶貝[HD] 崔天琪,鍾偉強 325131 玩玩而已 劍鴻

326440 爸爸別哭 王玉璽 316767 玩真的！ 放射空間

287085 爸爸的手 遙遠 320660 玩起來吧 微胖女神

342866 爸爸的愛[HD] 褚桐羽 298536 玩偶之家{Live} 羽泉

331478 爸爸的話[HD] 鐘鎮濤,鐘懿 290258 玩偶芭比 趙姝

322701 爸爸媽媽 文君 330893 玩愛之徒[HD] 蔡依林

279537 爸爸媽媽 王貞心 262671 玫瑰人生 郝冠英

298100 爸爸媽媽 王蓉 299483 玫瑰三願 佚名

282978 爸爸媽媽 超泉rz組合 339529 玫瑰之戀[HD] 徐紅光

313816 爸爸媽媽 韓琳 289953 玫瑰心語 李青,王馨

347034 爸爸媽媽[HD] 咏峰 338463 玫瑰日記[HD] 伍佰,李千娜

347035 爸爸媽媽[HD] 梁校凡 298672 玫瑰年華 佚名

282384 爸爸媽媽{Live} 張丹 312391 玫瑰花開 王鐵峰

343287 爸爸愛你[HD] 束方琪,張小清 333307 玫瑰花開[HD] 金久哲

329568 爸媽老了 胡蘇 291409 玫瑰花蕾 筠子

322698 爸媽的愛 梁劍東 305539 玫瑰星球 謝金燕

293519 牧人之歌 容中爾甲 262462 玫瑰寄情 費玉清

303504 牧女珠姆 雪狼組合,春紅 254158 玫瑰情話 楊林

292016 牧羊姑娘 代茜 264319 玫瑰堡壘 常石磊

263582 牧羊姑娘 烏吉斯古楞 294690 玫瑰堡壘 霍尊

302971 牧羊姑娘 莊學忠 231373 玫瑰愛人 雷龍

329572 牧羊姑娘 馮海龍 263645 玫瑰愛情 王梓旭

270786 牧羊姑娘 蘇亞 232322 玫瑰愛情 高勝美

315343 牧羊姑娘{Live} 湯非 310279 玫瑰戀人 張斯斯

299414 牧馬之歌 佚名 346220 玫瑰戀情[HD] 任妙音

268015 牧馬少年 烏蘭托婭 310540 盱眙之戀 許佳慧

349473 牧馬城市[HD] 毛不易 309720 盲人的歌 孫更俊

281515 牧馬情歌 金城 343958 直至消失天與地[HD] 蔡立兒

349048 牧野往事[HD] 阿蘭(Alan) 311233 直言不諱{Live} 鄔禎琳

345243 牧野情歌{Live}[HD] 李玲玉 349479 直來直往[HD] 孫燕姿

268675 牧場秋冬 哈薩爾組合 321484 直來直往{Live} 孫燕姿

234181 牧場飄香 龍梅 345273 直來直往{Live}[HD] 王珞丹,跨界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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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371 直到永遠 金丹 265330 空留回憶{Live} 葉楓

349953 直到永遠[HD] 馬晶 349966 空殼小丑[HD] 陳演

306482 直到懂得 袁建坤 282509 空虛沸騰 本兮

321485 直接一點 周晏伊 301963 空虛的夢{Live} 倫永亮

348521 直播人生[HD] 孟朕霆 344467 空想夜車[HD] 潘裕文

293623 直覺反應 方炯嘉 305740 空穀愛情 羅文

287923 直覺的錯 王南 345707 空頭支票[HD] 艾怡良

344460 知了知了[HD] 龔玥 317943 股市風雲 陳堃古月

339816 知己之筆[HD] 徐浩 343331 股海英雄[HD] 游美靈

305377 知己紅顏 戴玉強 338747 肩上的雲[HD] 王建榮

338476 知己紅顏[HD] 西子 305333 肩上蜻蜓 霍建華

345279 知己難求[HD] 笑天 294107 芙蓉小鎮 冷漠,雲菲菲

286140 知不知道 陳羑 298093 芙蓉姐夫 王蓉

289322 知心朋友 李行亮,雨宗林 328022 芭比女王 飄飄

313248 知心朋友 梁一貞 327012 芭比娃娃 巴薩亞

320689 知心朋友 劉克泉 256811 芭蕾舞者 許哲珮

345280 知心愛人{Live}[HD] 付笛聲,任靜 281193 花young時代 楊謹,沙灘寶貝

308092 知心戀人 王梓蘅 316081 花下舞劍 童可可

299250 知床旅情 佚名 360013 花天走地{Live} 黃耀明

230685 知足女人 陳琳 325564 花心的人 龍影雲

271849 知足常樂 韓鋒 314245 花心的愛 鴻飛

233647 知音之心 黃韻玲,陳秋霞 267349 花心傳說 龍梅子,老貓

230768 知音知心 陳秋霞,黃韻玲 284432 花心續集 何龍雨

289323 知難而退 任賢齊 300336 花外流鶯 佚名

299519 空山靈雨 佚名 323415 花甲如花 沁心小築

336158 空中飛人[HD] Mp魔幻力量 312728 花好月圓 卓依婷

331380 空中飛人[HD] 羅志祥 304361 花好月圓 董文華

330277 空中歌聲{Live}[HD] 蔡琴 253096 花好月圓{Live} 徐小鳳

310079 空心年華 崔子格 302739 花好月圓{Live} 張燕

340429 空白格{Live}[HD] 蔡健雅,隱藏歌手 304059 花好月圓{Live} 楊鈺瑩

299361 空守雲房 佚名 344004 花好月圓{Live}[HD] 刁寒,張行

310568 空谷幽蘭 許巍 342147 花好月圓{Live}[HD] 費玉清,中國新歌聲

312070 空枕難眠 羅秉洲 233677 花言巧語 黃鶯鶯

346251 空空山海[HD] 吉克雋逸 325224 花兒人家 崔來賓

349967 空空如也[HD] 胡66 312781 花兒又開 易白

349968 空空如也{Live}[HD] 汪峰,歌手 232674 花兒又開 高隆

342023 空空如也{Live}[HD] 項亞蕻,中國新歌聲 307066 花兒朵朵 張文娟

329624 空空空空 金丹 321556 花兒妹妹 曾妮

321988 空空結局 王宜雨 342041 花兒妹妹[HD] 馬忠偉

302524 空軍軍歌 張少林 302164 花兒姑娘 桑丹

262233 空氣人形 蔡黃汝 346732 花兒美女[HD] 王平

234250 空留回憶 龍飄飄 313133 花季未了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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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27 花房姑娘 玩具船長,金貴晟,鄧育彬,劉明輝 294166 花開並蒂 啦啦,守望

340728 花房姑娘[HD] 吳亦凡 309488 花開季節 柏文

287312 花房姑娘{Live} 沙寶亮,黃綺珊 298400 花開花落 朱妍

328858 花房姑娘{Live} 肖懿航 304890 花開花落 劉若英

294540 花房姑娘{Live} 耿曉磊 335325 花開花落[HD] 陸正信

287730 花房姑娘{Live} 劉明輝 305682 花開花謝{Live} 雙hic組合

287702 花房姑娘{Live} 韓磊 293693 花開時刻 楓舞,依依

342925 花房姑娘{Live}[HD] 楊乃文,蒙面唱將 322013 花開草原 陳艾

332009 花房姑娘{Live}[HD] 魏語諾 316082 花開富貴 徐藝

332008 花房姑娘{Live}[HD] 魏語諾,林志炫 230357 花開無聲{Live} 陳曉東

270159 花枝招展{Live} 沈丹丹 293460 花開漂亮 呼斯楞

324925 花的心跳 趙照 343338 花開樹下[HD] 汪東城

230818 花的姿態{Live} 陳綺貞 342927 花間舊事[HD] Smile小千

254295 花的等待 楊鈺瑩 308904 花腰姑娘 沙瑪學鋒

254809 花的嫁紗 王心凌 341361 花落無香[HD] 趙蕊

312660 花花世界 李聖傑 320748 花鼓祈福{Live} 白致瑤

328859 花花世界 原子霏 392333 花與嫁紗[HD] 鄭希怡

283641 花花世界 張賢赫 288589 花樓戀歌 龔玥

290149 花花世界 蘇唯 347932 花樣少女[HD] 花樣少女組合

283623 花花世界 蘇唯,勝嶼 230657 花樣年華 陳琳

349513 花花世界[HD] 大度 291265 花樣年華 曾軼可

333868 花花世界[HD] 劉忻 349512 花樣年華[HD] 風林火山樂團

265137 花花世界{Live} 田馥甄 325406 花樣年華{LIVE} 白百何,跨界歌王

295430 花花的愛 葛維永 305183 花樣男子 鄰家王子

285655 花前月下 王慶慶 345323 花樣愛情[HD] 冷漠,楊小曼

349998 花城姑娘[HD] 王小宇 332625 花樽與花[HD] 周筆暢

270409 花為誰開 王愛華 271901 花橋流水 高安,納蘭珠兒

279710 花為誰開 張偉 283025 花燈姑娘 野馬

283151 花為誰開 韓磊 293957 花蕾飄香 黑鴨子演唱組

310179 花若離枝{Live} 張信哲 290612 花蕾飄香 奧雲格日樂

349515 花飛滿天[HD] 石楊 262399 花謝人飛 董朋

309333 花香情歌 阿桑古卡 339836 花邊女孩[HD] Popu Lady

293843 花悅續顏 賈卿卿 263767 芳香之城 徐千雅

335415 花祭&冬雨{Live}[HD] 孫楠,叢浩楠 323431 虎口脫險{Live} 老狼,我是歌手

332917 花開大海[HD] 郭玲 339030 虎口脫險{Live}[HD] 張磊,中國好聲音

328024 花開中國 何敏嘉 346304 表裡不一[HD] 夏天alex

310730 花開半朵 陳瑞 325269 表演的人 徐良

270306 花開半夏 愛朵女孩 289415 表演時間 本兮,譚煒星

328025 花開年少 蔣梓樂 322040 迎男而上 吳貞

300376 花開自在 佚名 300299 迎春接福 佚名

346286 花開舟曲[HD] 仁欽卓瑪 349527 迎風而上[HD] 黃文青

293249 花開那年 魏晨 348619 近了遠了[HD] 嚴屹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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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511 近在天邊 劉美麟 339355 長大以後[HD] 費益豐

339578 近在咫尺[HD] 李強 266797 長在銀川 蘇陽

233443 近情情怯 黃立全 301428 長安李白 河圖

349141 返老還童[HD] 胡彥斌,Jony J 271380 長安長安 鄭鈞

286564 返璞歸真{Live} 吉杰 344822 長安長安{Live}[HD] 鄭鈞,黃綺珊,金曲撈

315363 邯鄲 邯鄲{Live} 高天豹 338961 長安情歌[HD] 張靜

264137 金玉良言 張智成 329752 長江之歌 力量之聲組合

289484 金玉良緣 李琦 312676 長江之歌 李潮

230211 金玉良緣 陳明 302172 長江之歌 殷秀梅

303252 金玉良緣 陳明,韓磊 284821 長江之歌 接厚芳

289485 金玉良緣 賈青 283040 長江之歌{Live} 金婷婷

297369 金玉滿堂 M-Girls 328090 長江之頭 王宏偉

312729 金玉滿堂 卓依婷 328089 長江之頭 曹娟

337357 金曲串燒{Live}[HD] 任賢齊,侯磊 285659 長江媽媽 王宏偉

282539 金江月夜 李楊飛 283027 長沙女孩 野馬

294071 金色大街 五月天 349163 長沙妹坨[HD] Dr John,杜庫博士

309958 金色年華 郝紅岩 274945 長空雁叫 段雅丹

344051 金色的深秋[HD] 林禾 278361 長長的愛 木禾

231930 金色彩帶 顧凱 320020 長城內外 韓磊

317049 金色旋律 蔣舟,唐馨妍 231322 長城腳下 雷佳

286257 金色童年 楊爍 282251 長相廝守 周武

232455 金色陽光 高向鵬 290824 長風萬里 清響

319177 金身菩薩 艾歌 310180 長途旅行 張信哲

336861 金杯銀盃{Live}[HD] 阿蘭(Alan) 270297 長街宴歌 熊汝霖

265387 金枝玉葉 張萌 256522 長話短說 蕭亞軒

345392 金剛芭比[HD] 丁香 304473 長壽是福 滿文軍,周莉

311005 金剛變形 黃鴻升 288200 長歌一曲 阿九

307208 金粉世家{Live} 林宥嘉 282826 長歌一曲 騰格爾

321658 金猴送喜 鴻飛 322059 長腿叔叔 袁婭維

321659 金猴送福 梁鋒 316967 長髮短髮 黃汐源,南方

301745 金獅拜年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開克爾曼尼 282612 長髮飄香 桑蘭

311884 金號之歌{Live} 儲蘭蘭,吳彤 302199 長鬃貴馬 烏仁娜,吳清明

337993 金槍不倒[HD] 陳大天 320846 阿木古郎 琪琪格

327015 金蓮的愛 曹越 320021 阿布依依 劉敏君

299545 金髮美人 佚名 271772 阿瓦古麗 降央卓瑪

294288 金橋金路 張磊,陳靜 328955 阿西里西 春雷

293033 金橋荷緣 路童 279607 阿里加多 許富凱

344820 金錢世界[HD] 甄強 315367 阿依古麗{Live} 雲飛

289562 金錢時代 QS組合 346347 阿依妹妹[HD] 羅俊

325911 金錢時代 文少 233972 阿拉木汗 黑鴨子演唱組

309997 金錢魔鬼 馬響 307856 阿拉裡呦 子祺

320832 金錢魔鬼 葛笑 327021 阿爸 阿媽 妙音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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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39 阿爸阿媽 阿香 286774 雨夜柔情 柳絮

348656 阿爸阿媽[HD] 陳佳一 290400 雨夜相思 靜茜

298063 阿美 阿美{Live} 王夢麟,張行 311131 雨夜情歌 楓橋

309756 阿美姑娘{Live} 孫維良,蝌蚪合唱團 318654 雨夜探戈 陳明

300425 阿美阿美 佚名 282306 雨夜鄉愁 孔昱

340473 阿耶[HD] Under Lover 232515 雨季過後{Live} 高慧君

312467 阿哥阿妹 朱玉好 280618 雨季獨醉 涓子

293285 阿哥阿妹 龍飛,賀世哲 278502 雨的秘密 溫嵐

299617 阿娜爾汗 佚名 304802 雨的旋律 鳳飛飛

290045 阿狸朋友 洛天依 332910 雨的願望[HD] 詹宇琦

331574 阿茲海默[HD] 萬芳 340772 雨花石清{Live}[HD] 石頭

298649 阿啦裡喲 佚名 302310 雨後天空 袁詠琳

335194 阿基裡斯[HD] 顧又銘 309185 雨落大地 林奕匡

299825 阿細跳月 佚名 326638 雨落花開 顧凱

327023 阿楚姑娘 李雨 311331 雨落故里 誓言

320847 阿楚姑娘{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20856 雨過之後 付成

329757 阿楚姑娘{Live} 袁婭維,我是歌手 306977 雨過天晴 卓依婷

345397 阿楚姑娘{Live}[HD] 袁婭維,畢曉鑫,我想和你唱 301219 雨過天晴 孟庭葦

265659 阿裡巴巴{Live} 吳滌清 230242 雨過天晴 陳明真

312712 阿彌陀佛 男人唐潮 339588 雨過天晴[HD] 林佳音

327024 阿彌陀佛 果陽法師 310386 雨過天晴{Live} 張邁

320844 阿彌陀佛 蘇亞 343395 雨過彩虹[HD] 徐子謙

270790 阿闌高娃 蘇亞 338541 雨霧江南[HD] 拉毛王旭

314251 阿廬戀歌 張德力 340476 雨戀[HD] 金大喜

270789 阿蘭高娃 蘇亞 309984 青山竹葉 馬常寶

291007 阿權本色{Live} 阿權 321683 青山綠水 李詠佳

309308 阿壩之戀 阿英 302943 青山綠水 莊學忠

312199 附近的人 鐘潔,王瑞淇 305233 青山綠水 燕妮

330938 附送折磨[HD] 賈越皓 344831 青山綠水[HD] 李永佳

344547 雨,不要停[HD] 楊炅翰 338785 青田楊梅[HD] 陳軍委

313625 雨一直下 劉蕊绮 298856 青色山脈 佚名

305272 雨不停歇 蕭賀碩 329772 青衣戀城 謝佳

299407 雨中佇立 佚名 312160 青衣戀城 蘇夏

311803 雨中冷掉 諾兒 271716 青雨青岩 陳泯西

341009 雨中的歌[HD] 王旭鵬 304502 青青山崗 甄妮

271785 雨中的樹 劉歡 325689 青青草原 許志剛

346354 雨中相逢{Live}[HD] 任妙音 299518 青青湖畔 佚名

254120 雨中戀情 楊小萍 305073 青青湖畔 蔡琴

326637 雨之組曲 梁心頤 315370 青春不悔 劉一平

333769 雨水一盒[HD] 陳綺貞 341843 青春不散[HD] 崔恕,王馨平

347132 雨你同蒙[HD] 雨霖楓 305587 青春之最 謝霆鋒

311423 雨夜心情 齊劍 316094 青春之歌 李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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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888 青春木棉 于乃久 341012 青春舞曲{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284528 青春再見 華晨宇,白舉綱,張陽陽,左立 301566 青春舞步 阿熱,阿姆

279646 青春再見 葉世榮 309171 青春舞臺 林依婷

332698 青春再見[HD] 水木年華,李健,老狼,葉世榮 328971 青春樂章 張磊,張思佳

345780 青春再見[HD] 張辛怡 347138 青春遺言[HD] 胡夏

349551 青春再見{Live}[HD] 楊竣淳 230645 青春驪歌 陳珊妮,李端嫻

342982 青春在線[HD] 沈夢淇 305908 青紅皂白 鐘汶

342531 青春如糖[HD] 呂安娜 287806 青梅一味 陳琳,李承慧

344063 青春年代[HD] 張葉蕾 287897 青梅竹馬 天意

322909 青春年華 朱元冰 232380 青梅竹馬 高勝美

322910 青春有期 姬宏偉 288432 青梅竹馬 張可兒

320036 青春有期{Live} 李駿誠 328107 青梅竹馬 羅亮

254820 青春考卷 王心凌 340775 青梅花開[HD] 肖丹

318117 青春你好 穎兒 270086 青梅煮酒 欣哲

329769 青春你我 張景福,何環宇 299563 青蛙之歌 佚名

339591 青春快樂[HD] 張藝興 314255 青蛙王子 王祖藍

344064 青春的酒[HD] 申展 308669 青蛙王子 宋熙銘

322911 青春的夢 陶紅 344554 青雲直上[HD] 鳳凰傳奇

344552 青春後記[HD] 左成 299540 青澀的愛 佚名

297173 青春派對{Live} Snh48 324179 青藏女孩{Live} 孔慶學

290840 青春格言 熙道 290236 青藏之夢 譚晶

293018 青春記憶 趙彥雄 293140 青藏姑娘 阿香

341416 青春閃電[HD] 黃婷婷 307228 青藏高原 正歌

289506 青春湖畔 蔡琴 270702 青藏高原 胡斌

300480 青春無悔(國) 佚名 285142 青藏高原 索朗扎西

343592 青春無敵[HD] 可米小子 314826 青藏高原 郭瓦·加毛吉

343403 青春無敵[HD] 信 231791 青藏高原 韓紅

283551 青春賀卡 季紅 287383 青藏高原{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13047 青春萬歲 索朗扎西 305788 青藏高原{Live} 譚晶

334956 青春萬歲[HD] 信樂團 342983 青藏高原{Live}[HD]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40774 青春路上[HD] 沈志仲 345781 青藏高原{Live}[HD] 鄭欣怡,歌聲的翅膀

305576 青春鼓王{Live} 謝雷 344556 非凡時代[HD] 南征北戰

311954 青春夢想 韓庚 297899 非同凡響 王恩琦

294076 青春舞曲 伊爾盼 231159 非同尋常 陸毅

281325 青春舞曲 玖月奇跡 287166 非死不可 大支

290439 青春舞曲 黃綺珊,黎健偉,玉散克里木 333480 非你不可[HD] 陳勢安

304389 青春舞曲 解曉東 333794 非你不可[HD] 顧莉雅

297712 青春舞曲{Live} 心跳男孩,動感男孩 257937 非你不等 辛曉琪

288108 青春舞曲{Live} 李琦 301243 非你不愛 弦子

297175 青春舞曲{Live} 趙鵬 334176 非你莫嫁[HD] 陳興瑜

335886 青春舞曲{Live}[HD] 伊爾盼 347509 非你莫屬[HD] 陳群

334102 青春舞曲{Live}[HD] 李琦,肖懿航,華晨宇,汪小敏 320040 非我不可 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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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14 非我不行[HD] 張晏端 343692 前世有約[HD] A2A

233876 非我莫屬 黎明 286816 前世有緣 苗苗

347510 非走不可[HD] 神將帝王 309460 前世相約 姜濤,梁玥珺

254383 非法入境{Live} 汪佩蓉 325162 前世情人 周杰倫

252931 非常完美 張韶涵,庾澄慶 341099 前世情人[HD] 周杰倫

343404 非常完美[HD] 李芳蕊 310993 前任女友 黃雅莉

345413 非常突然[HD] 李艾,徐潔兒 269490 前行的愛 晟瑤

318264 非常情歌 農三妹 295558 前店後廠 陳振雲

278064 非常愛你 任賢齊 296006 前所未有{Live} Snh48

313224 非誠勿擾 張嘯,烏蘭托婭 348798 前前前世[HD] 方木

313229 非誠勿擾 張瀚元 312907 前座後座 洪俊揚

231525 非誠勿擾 鞏新亮 230271 前浪後浪 陳星

342532 非誠勿擾[HD] 戴佩妮 344630 前朝今世[HD] 新予

318122 非夢非花 瑤瑤 323630 前進前進 郭保成

266724 非關愛情 蔡孟臻 232591 剎那之間 高楓

233460 侵略地球 黃立行 263073 剎那的愛 藍顏,海涵

327029 保持低調 謝承佑 319587 勇往直前 小豪

348768 保持距離[HD] 吳莫愁 329177 勇往直前 張倫輝

305574 保持聯絡 謝楠,大左 347657 勇往直前[HD] Faye 飛

279111 保衛地球 胡彥斌 346475 勇者之歌[HD] 謝霆鋒

302529 保衛黃河 張少林 317280 勇氣之錘{Live} Snh48

295515 俠骨柔情 錢萬千,王瑩 301244 勇敢一點 弦子

340527 俠骨柔情[HD] 米靚 303588 勇敢一點 曾軼可

298566 信以為真 羽泉,尚雯婕 315382 勇敢一點 鴻飛

294049 信仰之名 Tf Boys 342148 勇敢一點[HD] 趙鈳

334785 信仰年輕[HD] 牛奶咖啡 294013 勇敢一點{Live} 張冬玲

345894 信任指數[HD] 楊敏,林思彤 287079 勇敢一點{Live} 賈劍龍,簡紅

258066 信者得愛 鄭秀文,Mc Hot Dog 321038 勇敢一點{Live} 趙傳,隱藏歌手

338795 信者得愛{Live}[HD] 劉銘 339915 勇敢一點{Live}[HD] 趙傳,隱藏的歌手

315380 信愛成癮 陳嘉樺 314258 勇敢之後 任和

308518 冒牌情人 冷漠 322107 勇敢去愛 斯琴高麗

253140 冒險汽球 徐懷鈺 341542 勇敢去愛[HD] 正皓玄

323031 冒險時間 鹿晗 263635 勇敢去闖 王文澤

347643 冠名幫兇[HD] 熊梓淇 337366 勇敢去闖[HD] 司空雷

270018 冠軍中國 梅林組合 340546 勇敢去闖[HD] 齊航

320207 前方的路 Go Go Rise 美好前程 292005 勇敢的心 于毅

297391 前方的路 Neon樂團 294365 勇敢的心 李尚尚

282208 前世今生 反串秋葉子 339659 勇敢的心[HD] 高登

282513 前世今生 朱雅 337981 勇敢的我[HD] 金志文

335429 前世今生[HD] 小喬 336567 勇敢勇敢[HD] 黃勇

342623 前世今生[HD] 賀一航 332886 勇敢很好[HD] 楊丞琳

339041 前世今生[HD] 路逍遙 319588 勇敢穿越 華語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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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939 勇敢面對 王雪娥 301379 南海姑娘 林淑蓉

330635 勇敢飛翔[HD] 龐龍,李永波,李根 303010 南海姑娘 莊學忠

278096 勇敢愛情 劉濤 233495 南海姑娘 黃美詩

270645 勇敢說不 群星 311697 南國之春 鄭海燕,天音

269762 勇敢說愛 李觀 254251 南國佳人 楊鈺瑩

287689 勇敢遠行 陳彥妃 302774 南部小城 曹方

282244 勇敢撐著 周周 297651 南郭先生 丑丑

311691 勇敢證明 鄭可欣 297887 南腔北調 王紅濤

328304 勇闖天涯 高夫,冷漠 290578 南雁北飛 周治平,湯笛

339660 勇闖天涯[HD] 高夫 290024 南雁北飛 湯笛,周治平

349667 勇闖四海[HD] 晶迪,曉安 265201 南極之南 王濱

319589 勇闖明天 王禹 288786 南飄的雲 王愛華

343696 勉為其難[HD] 王冕 311182 南鑼鼓巷 葉恒秀

330756 勉強幸福[HD] 林宥嘉 319595 卻上心頭 孫露

348179 南一街道[HD] 方木 336572 卻上心頭[HD] 冷漠

296030 南丁格爾 陳大天 256994 卻上心頭{Live} 許茹芸

297351 南十字星 K1 327526 厚德載物 貝瓦兒歌

301396 南方女人 林睿一 332978 厚德載物[HD] 何靜,何彥霖

322339 南方小鎮 柏磊 319604 咫尺天涯 小豪

279981 南方以南 王麗達,湯子星 268500 咫尺相思 古劍小分隊

274954 南方以南 湯子星 323657 咬住下唇 胡齡萌

329186 南方以南{Live} 鄧海 301288 咱老父親 東學

266513 南方北方 白雪 339929 咱老百姓[HD] 盛希

301693 南方男人 姜孝萌 302514 咱老百姓{Live} 張也,呂繼宏

344948 南充頌歌[HD] 丁艷 339670 咱老百姓{Live}[HD] 盛希

337841 南北兄弟[HD] 君子 267346 咱爸咱媽 龍梅子,老貓

289978 南京之歌 楊鈺瑩 266615 咱們回家 聶建華

285111 南屏晚鐘 王雯,張大偉 339669 咱爹咱娘[HD] 劉文濤

319195 南屏晚鐘 馬常寶 271682 咿唔咿唔 陳慧恬

303714 南屏晚鐘 費玉清 329210 品牌先生 司空雷

304999 南屏晚鐘 潘秀瓊 288812 哄你入睡 齊蕭

312468 南屏晚鐘{Live} 朱咪咪 320244 哄我入睡{Live} 品冠,隱藏的歌手

328316 南屏晚鐘{Live} 肖懿航 270883 哆啦a夢 董永鵬

285201 南屏晚鐘{Live} 胡海泉,范瑋琪 316922 哈 我來了 錢萬千

329185 南屏晚鐘{Live} 華晨宇,蘇詩丁,天籟之戰 279498 哈利路亞 痛仰樂隊

321045 南屏晚鐘{Live} 費玉清,隱藏歌手 326074 哈利路亞 菜籽

296031 南屏晚鐘{Live} 趙鵬 322361 哈利路亞 蔡琴

330251 南屏晚鐘{Live}[HD] 蔡琴 348816 哈利路亞[HD] Gala˜·Ê 

338622 南柯一夢[HD] Fun4 樂團 283852 哈雅布達 克克朗琴

265616 南迦巴瓦 劉瑜 310959 哈囉快樂 黃小琥

325756 南海 南海 王不火 335800 哎呀！男友[HD] 糖妹

255222 南海姑娘 王菲 341048 哎呀我去[HD] 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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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75 哎呀姑娘 黃勇 338146 屌絲女神[HD] 潘辰

296067 哎呀愛呀 張皓玥 323139 屌絲之歌 邵杰

336582 哎呀醉了[HD] 曲爾登 341713 屌絲之歌[HD] 邵杰

349282 哎呦姑娘[HD] 藍波 338665 屌絲男女[HD] 蘆偉

305440 哎呦哎呦 蟑螂合唱團 295419 屌絲的愛 蕭磊

299433 哎喲媽媽 佚名 271825 屌絲的愛 韓信

304546 哎喲媽媽(恰恰) 舞曲 289882 屌絲時代 徐瑩

327542 哎喲愛喲 Snh48 335374 屌絲情歌[HD] 劉心,大鵬

317335 垂簾聽政 楊梓文祺 269695 屏住呼吸 李曉

309006 城市人間 周筆暢,陳姍妮 349768 帝賢之心[HD] 鄧華升

291890 城市小丑 高登 342363 帥到分手[HD] 周湯豪

317336 城市之光 汪峰 312095 幽蘭傳說 譚凌風

348222 城市之光[HD] 李健 268147 建元之情 何奕

292247 城市冰人 姚政 309389 建木傳奇 侯旭

308459 城市名片 艾莉莎,曉田 282066 建平之戀 任明,馬艷

334390 城市客棧{Live}[HD] 何沐陽 305335 待嫁女兒{Live} 靜婷

317337 城市背後 金玟岐 334563 很久很久[HD] 紫浪

279704 城市飛鳥(國) 張璞,樊亞軍 342369 很不低調[HD] 方大同

304394 城市節奏 解曉東 349336 很不低調{Live}[HD] 方大同,異口同聲

311834 城市駱駝{Live} 駱駝強子 281496 很幼稚嗎 那我懂你意思了

299817 城堡小妖 佚名 266235 很有味道 格格

314263 姜水源頭 姜涵 329316 很有味道{Live} 格格

317420 姥姥別老 宋健 308758 很美很美 李雨壽

340320 姥姥說[HD] 郝雲,唐甯,金天 335526 很遠的近[HD] 林凡

331660 威廉古堡[HD] 周杰倫 342149 很難不想[HD] 胥拉齊

330082 威廉古堡{Live}[HD] 周杰倫 293718 後來的你 火日京

346017 威廉古堡{Live}[HD] 鄭金滔,明日之子 319694 後來的事 陳楚生

290680 孩子 別哭 張峰 339230 後來的事[HD] 陳楚生

343763 孩子別哭[HD] 司唯 332635 後來後來[HD] S.H.E

306501 孩提時代 安仕偉 287412 後知後覺 面具

325418 客家之戀 細哥細妹 302520 後知後覺 張丹鋒

310219 客家姑娘 張啟輝 283373 後知後覺 張新

306503 客家酒令 曉楓 322460 後知後覺 楊清明

300584 客途秋恨 佚名 331726 後知後覺[HD] 張丹鋒

253603 客途秋恨 曾淑勤 342370 後知後覺[HD] 黃得峰

274869 封心鎖愛 李大衛,韋小天 271491 後知後覺{Live} 金池

278449 封心鎖愛 林洪輝,李大衛 296299 後知後覺{Live} 阿來,洪辰

313866 封心鎖愛 鏡喜 285186 後知後覺{Live} 胡海泉,丁于

286175 封面人物{Live} 衛東 284731 後知後覺{Live} 張惠妹,李琦,中國好聲音

333331 封面戀人[HD] 魏晨 333019 後知後覺{Live}[HD] 張新

328456 封神傳說 路飛老濕,安蘇羽 302105 後悔了吧 徐婕兒

342359 封神傳說[HD] 路飛老濕 268687 後悔已晚 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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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344 後海一夜 宇桐非 321867 思念無限 炫風

320369 後會有期 于全莉 291554 思念無期 馬常寶

319695 後會有期 韓曉輝 269560 思念無期 望海高歌

319696 後會無期 孫露 309105 思念媽媽 拉毛王旭

330683 後會無期[HD] 徐良,汪蘇瀧 348311 思念種子[HD] 小男孩樂團

335344 後會無期[HD] 鄧紫棋 286983 思念遠方 烏蘭托婭

335930 後會無期{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274919 思念戰友 格根其木格

338965 後會無期{Live}[HD] 劉銘 323163 思念額吉 斯日古楞

307426 怎能忘記 遙遠 308070 思念難言 王姿

296334 怎能忘記 曉月 344305 思美人兮[HD] 喬振宇

283145 怎麼了我 韋琪 327042 思維宮殿 柴超

319200 怎麼怎麼 勝嶼 300130 思緒如潮 佚名

292146 怎麼能夠 可歆 346063 思慕的人[HD] 安心亞

298542 怎麼能夠 羽泉 345078 怨天怨地[HD] 孫邦楠

264147 怎麼會哭 張棟樑 334797 恃愛行兇[HD] 符致逸

338357 怎樣才好[HD] 曹雪 343171 恍如從前[HD] 余章倩

231714 怎樣的愛 韓磊 329340 恍然大悟{Live} 劉蕊綺

302655 怒江情歌 張寒 293020 恒旭之光{Live} 趙清,王強

310268 怒江情歌{Live} 張寒 299170 恒春民謠 佚名

265693 思味特love 周逸涵 349789 恨 不痛快[HD] 思衛(Sway)

317509 思念不走 樊凡 322485 恨不起來 易欣

303659 思念之歌 童一首歌 340610 恨我愛你[HD] 張睿

311778 思念太苦 蕭全 319709 恨我癡心 劉金偉

319203 思念奶奶 陳林波 340612 恰好經過[HD] 蘇小艾

348925 思念如刀[HD] 湯潮 333943 拜心女王[HD] 林采緹

269694 思念如海 李昱和 297492 拜金女郎 七朵花,183Club

296337 思念如線 李琦 280678 拜拜愛過 Sara

318247 思念成災 龍影雲 278372 拜拜愛過 朱立峰

335121 思念成風[HD] 蔡恒 332755 拜拜愛過[HD] Sara

284519 思念成網 劉辰希 327777 拜託拜託 程欣

322135 思念爸媽 吳易航 302992 拜訪春天 莊學忠

336653 思念的心[HD] 曲爾登 255977 拜訪春天 萬芳

280157 思念的風 儲毅 318371 拯救家園 邁克鴻飛

312873 思念的歌 凃浚賢 265942 拯救愛情 后羿,淳子

328512 思念的歌 曹雅雯 338022 拼命三郎{Live}[HD] 秋褲大叔

308476 思念的鷹 西部牛仔 292732 拼爹坑爹 熊七梅

331850 思念流淌[HD] 王歡 289136 拼爹時代 游美靈

343797 思念飛花[HD] 晏紫東 335731 拼貼記憶[HD] Spexial

325232 思念家鄉 莊紅虎 329450 拼搏人生 廖昌永

335580 思念草原[HD] 策力木格 345151 指尖的痛[HD] W.K.

312413 思念情歌 四郎旺姆 284091 指尖前方 曾靜玟

306509 思念情歌 衛東 266499 指綻如花 王鶴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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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127 挑夫的愛 佚名 344376 既然相愛[HD] 吳欣亞

274920 挑戰荒漠 格根其木格 319822 既然真愛 熊七梅

300265 故土難離 佚名 308093 既然愛了 王梓蘅

268062 故土難離 雲龍 294518 既然愛過 皓宇

323259 故作堅強 范小倩 344379 星之所向[HD] 莊鵑瑛

278187 故作鎮定 回音哥 301190 星心相印 周璇,姚敏

330749 故事細膩[HD] 林俊傑 334124 星月神話[HD] 沈凌雲

333669 故事畫面[HD] 柯有倫 330978 星月神話[HD] 金莎

307849 故鄉 天堂 大輝 339768 星月神話[HD] 凌雲

344368 故鄉大理[HD] 唐文娟 289711 星月情話 含月

300928 故鄉之歌 李逸 343231 星月情懷[HD] 于海濤

266217 故鄉之歌{Live} 林沖 325653 星月踏歌 燕尾蝶

283484 故鄉之戀 龍千玉 288455 星火燎原 張惠妹

348392 故鄉之戀[HD] 丹巴擁忠 322600 星光大道 大慶小芳

317664 故鄉明月 徐子洺 317684 星光之夢{Live} Snh48

293650 故鄉的雨 李丹陽 345648 星光閃耀[HD] 黃婷婷

302990 故鄉的風 莊學忠 302878 星光燦爛 莊瑩

312503 故鄉的雲 西部牛仔 329472 星宇之歌 匡于泉

312990 故鄉的雲 孫健 332623 星空之下[HD] 周筆暢

315392 故鄉的雲{Live} 吳俊飛,徐小清 304250 星空物語 群星

285462 故鄉的雲{Live} 陳羽凡,陳俊豪 232693 星空物語 魏晨,俞灝明,魏晨,朱梓驍

281241 故鄉的雲{Live} 湯非 298175 星空相對 付笛生,任靜

327784 故鄉的雲{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349868 星空童話[HD] 萬鳴 小海鷗合唱團

337385 故鄉的雲{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262408 星空戀曲 鄧福如

278916 故鄉的路 陳宏斌 343230 星星之火[HD] 江若琳

288588 故鄉的路 鮑國 303847 星星之夜 黃清元

291059 故鄉的路{Live} 鮑國 286325 星星之歌 陳恩躍

323260 故鄉家鄉 丁之文 291891 星星之戀 高登

297520 故鄉爹娘 于文華 306511 星星月亮 曾軼可

280250 故鄉草原 天邊 336722 星座女郎[HD] 蘇醒

305365 故鄉情恩 戴玉強 290160 星座女郎{Live} 蘇醒

284484 故鄉情懷{Live} 劉孟哲 338045 星座戀人[HD] 徐良,吳昕

313109 故鄉探雨 張大偉 307409 星期天晴 褚桐羽

292388 故鄉探雨 廖昌永,劉穎 320538 星瑞力量 星瑞戰隊

282380 故鄉探雨{Live} 廖昌永 314276 星夢之光{Live} Snh48

335769 故鄉探雨{Live}[HD] 廖昌永,劉穎 303387 星夢情真{Live} 陳慧琳

335381 故鄉探雨{Live}[HD] 劉穎 299493 星夢淚痕 佚名

299710 故鄉戀情(倫巴) 佚名 334526 星語心願[HD] 泳兒

340657 故鄉戀歌[HD] 姚燕 317685 星語心願{Live} 泳兒

230471 故園之戀{Live} 陳汝佳 332694 星語星願[HD] 楊謹

270195 施捨自由 洪煜祺,微光 331001 星際旅行[HD] 陳芳語,戴愛玲

299100 既曾相愛 佚名 283582 春天中國 呂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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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996 春天來了 王雪晶,莊群施 301112 春滿乾坤 卓依婷

289156 春天來了 翁琳 339273 春潮花夢[HD] 王紫

349869 春天來了[HD] 黑鴨子演唱組 302890 春聯賀歲 莊學忠

285975 春天來了{Live} 春天 288069 春蠶到死{Live} 吳瓊

303648 春天的鐘{Live} 程志,顧欣,魏松 292763 昨天今天 王心凌

263570 春天花開 旺旺 300009 昨天以前 佚名

281252 春日戀曲 沁心小築 230248 昨天以前 陳明真

290850 春去春回 王唯僑 255076 昨天再見 王芷蕾

360031 春光乍泄 黃耀明 306515 昨天你我 安仕偉

344382 春光乍泄[HD] 范憶堂 283559 昨天的愛 梁佳玉

323892 春曲悠悠 張靜 284996 昨日重來 水木年華

349870 春有百花{Live}[HD] 齊豫,經典咏流傳 329473 昨日情歌 音樂走廊,歌一生

270407 春江月夜 王愛華 306517 昨日難忘 燕尾蝶

269948 春江月夜 楓舞 263228 昨在昨天 喬洋

286027 春色滿園 徐晶晶 300010 昨夜之燈 佚名

342811 春來茶樓[HD] 王瑩 317690 昨夜的雨 姚貝娜

322602 春到福來{Live} 群星 347822 昨夜的酒[HD] 大哲

268126 春夜喜雨 伊人佳人組合 232422 昨夜星辰 佚名

344723 春夜喜雨[HD] 胡婷婷 280273 昨夜星辰 楊麗

345166 春的消息{Live}[HD] 楊卿儷 304574 昨夜星辰(探戈) 舞曲

307350 春的港灣 胡東清 287349 昨夜星辰{Live} 杭天棋

314278 春的夢想 楓舞,相容 344384 昨夜星辰{Live}[HD] 王紫菲

317689 春花秋月 王瑩 232435 昨夜情深 高勝美

302766 春花秋開{Live} 曹方 304331 昨夜淚痕 葉麗儀

286854 春花齊放 鐘盛忠,鍾曉玉 252993 昨夜夢中 張鳳鳳

288378 春雨濛濛 默契李智 322605 昭君出塞 孫麗英

292703 春風一顧 河圖 279410 昭君出嫁 任建紅

323894 春風十裡 鹿先森樂隊 343233 是日救星[HD] 徐佳瑩

231325 春風不忘 雷佳 343873 是他不配[HD] 孫盛希

348999 春風的話[HD] 宋璽 322159 是你變了 新街口組合,劉獺

299806 春風春雨 佚名 340670 是你變了[HD] 新街口組合,劉玥

254274 春風流水 楊鈺瑩 299962 是否明白 佚名

289842 春海的心 張春海 285367 是否是否 酒吧傷心人

318805 春神來了 佚名 284894 是否繼續 李曉

287917 春梅傲雪 王藝醒 288151 是我不好 周瑋賢

285853 春暖花開 李玲玉 230102 是我不好 陳慧琳

304426 春暖花開 零峰 265482 是我不配 伍浩哲

346990 春暖花開[HD] 雨霏 232473 是我不對 高安

293990 春暖花開{Live} 那英,中國好聲音 305850 是我的海 蘇打綠

233639 春暖花開{Live} 黃韻玲 311371 是我的錯 趙雨航

331937 春暖花開{Live}[HD] 那英 300696 是我錯了 呂品

348997 春節老人[HD] 張可 302919 是男是女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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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51 是是非非 陶喆 232816 流水年華 鳳飛飛

303046 是這樣嗎 莫文蔚 284850 流水年華{Live} 曾靜玟,胡海泉

309135 是對是錯 易欣 330271 流水年華{Live}[HD] 蔡琴

310563 某月某日 許諾 230506 流光飛舞 陳淑樺

329509 某某某某 程小小 311817 流行元素 閻飛翔

333419 某個心跳[HD] 本兮 294175 流行風暴 多元神話

303044 某種錯誤 莫文蔚 335171 流行感冒[HD] 陳奕夫

318528 柔情水鄉 霓裳 340683 流行歌曲[HD] 李榮浩

270408 柔情似水 王愛華 304508 流金歲月{Live} 甄妮

282989 柔情似水 鄺美雲 332604 流星飛過[HD] 畢書盡

232360 柔情深種 高勝美 332155 流星無悔[HD] 周曉鷗

321391 柔軟時光 沙寶亮 331250 流星愛情[HD] 張雷

340055 查克靠近[HD] 鄧紫棋 293608 流浪王子 怕胖團

268860 柳絮兒飛 安玖兒 305474 流浪生涯 謝知言

267141 柳葉湖美 陳思思 329537 流浪的人 智慧女孩

340056 柿子紅了[HD] 羅麗雯 233075 流浪的心 黃品源

270811 泉心泉意 蘇泉 313717 流浪的心 鄭曉飛

346649 泉水荷花[HD] 曲泉丞 302471 流浪思鄉{Live} 屠洪剛

265552 泉州姑娘 刺桐花開 263020 流浪情歌 林鴻陽

284883 泉城之戀 李詠梅 321421 流浪歌手 羅邏聖

284945 泉城之戀 束方華 342448 流淚手心[HD] 王力宏

268590 泉城民謠 吳文煜 330220 流淚手心{Live}[HD] 王力宏

317772 洋芋丁丁 少女部落格 309763 流落街頭 孫曉雨

314280 洋芋疙蛋 賀東 282558 流夢後記 杜元竣

314281 洋洋得意 婉君 344756 炫鬥青春[HD] X玖少年團

321418 洋洋得意 羅邏聖 338729 炫動舞臺[HD] 高利虹

310299 洛水依依 張琳 339049 炫熠青春[HD] 李俊雨

327055 洛陽夜雨 Hita 258276 炫耀美麗 鄭秀文

326407 洪荒之力 洪荒少男 347403 為了什麼[HD] 羅時豐

326406 洪荒之力 張沫凡 322683 為了你活 韋禮安

328720 洪荒少年 李昊城 336772 為了明天[HD] 韓磊,納蘭

327057 活力心跳 劉洺瑒 288061 為了夢想 吳勝健

335405 活力寶貝[HD] 姬長樂 314833 為了夢想 謝作健

309083 活出美麗 尚雯婕 344424 為了夢想[HD] 王程程

349032 活出答案[HD] 王飛雪 329551 為了榮耀 藝濤

325644 活在夢境 汪俊 289252 為什麼呢{Live} 小瀋陽

341230 活在夢境[HD] 汪俊 298025 為你心醉 王森

263342 活得美好 孫楠 292601 為你加油 李楊飛

349454 活得漂亮[HD] 謝宇軒 313413 為你加油 華納群星

346187 活著離開[HD] 鄒承恩 262665 為你加油 華誼群星

330535 活該活該[HD] 盧凱彤 333841 為你加油[HD] Weather Girls(天氣女孩)

341046 派對動物[HD] 五月天 232028 為你存在 飛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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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30 為你守侯 白晶 265985 為你歌唱{Live} 戴玉強

284978 為你而來 柳妍熙 233559 為你瘋狂 黃舒駿

346658 為你而來[HD] 林羽 306524 為你寫歌 黃志亮

302255 為你而活 神木與瞳 271798 為你謝幕 雷諾兒

318403 為你而活{Live} 沙寶亮,丁噹,蒙面歌王 339301 為你點贊[HD] 馬山虎

319378 為你而活{Live} 沙寶亮,丁噹,蒙面歌王 309513 為你轉動 洪辰

336229 為你而唱[HD] 于文文 306525 為我加油 天氣女孩

340927 為你而唱[HD] 金志文,蘇運瑩,王晰,我是歌手 337685 為我加油[HD] The Weather Girls

323322 為你而唱{Live} 金志文,蘇運瑩,王晰,我是歌手 304386 為我加油{Live} 解曉東

279678 為你而痛 岳思思 305185 為我停留 黎明

263647 為你而醉 王森 300185 為我喝采 佚名

313048 為你而醉 翁汕汕 328745 為我喝彩 八斤

301843 為你呐喊 軌道 311244 為我喝彩{Live} 雷澳韻

347865 為你快樂[HD] 樊凡 286895 為佳停留 蘇桂杰

339793 為你沉迷[HD] 蘇詩丁 254227 為所欲為 楊采妮

347404 為你所困[HD] 高安 290886 為時已晚 程鳴

232955 為你服務 黃偉麟 343282 為國舉杯[HD] 王陸芳

325389 為你昭迷 王昭 340688 為情所傷[HD] 莊心妍

314834 為你流淚 趙雲飛 265634 為愛乞討 南宮嘉駿

233291 為你美麗 黃思婷 293312 為愛分手 許鶴繽

344758 為你梳妝[HD] 宮小宇 340077 為愛分手[HD] 徐紅光

308650 為你祝壽{Live} 呂繼宏 303521 為愛心傷 博毅

263694 為你祝福 王鵬 296757 為愛付出{Live} 莊妮

297320 為你迷路 F4 327898 為愛出拳{Live} 羅媛

310633 為你停留 陳玉建 233067 為愛犯錯 黃品源

303556 為你惋惜 斯琴巴特 313749 為愛存在 蕭磊

289696 為你脫掉 單色凌 264081 為愛守侯 張冬玲

320627 為你許願 劉子涵 294181 為愛守候 大約冬季,雨娢

316488 為你喝彩 半夢 302869 為愛守候 莊之影

317804 為你喝彩 冷酷 323964 為愛守候 惠子

329553 為你喝彩 吳玉林 324251 為愛成泥 余少群

336774 為你喝醉[HD] 劉尊 335163 為愛成魔[HD] 阿蘭(Alan)

296756 為你單身 徐一鳴 334469 為愛而活[HD] 張韶涵

270080 為你等待 次仁央宗 343283 為愛而愛[HD] 鼓鼓

318650 為你傷心 陳杉雨 317807 為愛而聲{Live} 譚維維,最美和聲

267013 為你傷懷 酒吧傷心人 262239 為愛別走 陳依然

305675 為你傷懷 藍雨 347029 為愛投降[HD] 阿杜

232571 為你傾心 高林生 311377 為愛沉醉{Live} 趙洪濤

320624 為你微笑 南西樂團 288286 為愛取名 晨唏

295227 為你歌唱 李潮 296758 為愛受罪 浩東

293584 為你歌唱 張英席 333253 為愛呼吸[HD] 楊嬌

278971 為你歌唱 楚緒鵬 289256 為愛放手 許鶴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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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729 為愛放棄 楊春輝 348475 為夢鼓掌[HD] 群星

311305 為愛後退 熊七梅 327897 為夢歌頌 青蘋果組合

312265 為愛流浪 大哲 348477 為誰等候[HD] 季彥霖

262926 為愛流淚 李志剛 297694 為誰瘋狂{Live} 孔令晨

285502 為愛相隨 韓雷,路默依 313338 為誰撫琴 陳惠英

296760 為愛祈禱 駱海燕 265719 為誰撫琴 塔宏偉

328744 為愛飛翔 欒樹,齊秦 302643 為難自己 張清芳

344759 為愛飛翔[HD] 明陽 287812 狠不下心 黃品源

323323 為愛哭泣 中臣 287813 狠不下心{Live} 黃品源

343930 為愛哭泣的玫瑰[HD] 孫藝琪 323979 狠心拆穿 夏婉安

262405 為愛挽留 鄧偉 323980 狠心放手 劉子聰

308013 為愛祝福 王子霆 263251 狠心的人 邱中欣

329555 為愛起舞 蒙面哥 311746 狠心離開 曉婉

232558 為愛逃亡 高明駿 321461 狠狠遺忘 海生

234001 為愛逃亡 黑龍 256808 玻璃絲襪 許哲珮

312973 為愛停留 凌志輝 300159 珍重再見 佚名

314287 為愛停留{Live} 凌志輝 234106 珍重我愛 齊秦

331785 為愛啟程[HD] 楊丞琳 341522 珍重朋友[HD] 李超

320629 為愛喝彩 徐浩峻 299607 珍珠傳奇 佚名

320630 為愛喝彩 龍鳳呈祥組合 279052 珍惜生命(請勿墮胎) 顧凱

308720 為愛感動 李宇春 314288 珍惜有你 余輝

311375 為愛搖擺 趙星翔 308630 珍惜幸福 呂金蔓,吳少忠

347405 為愛誅仙[HD] 葉炫清 326445 珍惜當下 張師羽

307105 為愛歌唱 彩貝與海 282503 珍惜緣份 曹雷

289575 為愛歌唱{Live} 丁曉紅 296799 珍愛人生{Live} 十三狼

286038 為愛漂泊 海哲明 284725 珍愛永久 張子瑄

293210 為愛漂泊 顏小健 291069 珍愛永久 黎毅

233674 為愛瘋狂 黃鶯鶯 264203 珍愛地球 朱莉安娜

310365 為愛瘋狂{Live} 張靚穎 265603 珍愛舞臺{Live} 劉德華

348476 為愛認份[HD] 林良歡 324008 皇天后土 平湖秋月

322689 為愛歸來 尚雯婕 299943 皇天后土 佚名

232854 為愛癡狂 麥子傑 312240 相互關照 歡子

270028 為愛癡狂 夢成 323350 相守一年 初晨

331468 為愛癡狂[HD] 金志文 349480 相守相望[HD] 龔道

296759 為愛癡狂{Live} 阿來,金志文 344771 相伴一生[HD] 牛歌,小草

304892 為愛癡狂{Live} 劉若英,陳昇 349059 相伴一生[HD] 王妍

340406 為當下而活[HD] 大眼炮,李魏西 268704 相伴天涯 多哇·才吉

282630 為夢而生 水木年華 313066 相伴永遠 馬常寶

335008 為夢而來[HD] 張瑋 333644 相伴永遠[HD] 斯琴高麗,顧峰

317806 為夢而戰 華語群星 232672 相伴到老 高隆

347866 為夢而戰[HD] 小青龍 313417 相伴到老 菲菲,Vivi

325521 為夢飛翔 陳茄玉 341554 相見不多[HD] 王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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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72 相見太晚 趙詠華 330061 相思成災{Live}[HD] 劉德華

313872 相見太晚 蘇有朋 324210 相思成語 TVBOYS

316126 相見恨晚 何人 327062 相思成語 劉牧

323355 相見恨晚 邱芸子 331963 相思有毒[HD] 阿華

287633 相見恨晚 楊蔓,雨天 294117 相思依舊 劉沛洋

332166 相見恨晚[HD] 彭佳慧 301139 相思河畔 卓依婷

301179 相見甚歡 周傳雄 302482 相思河畔 崔萍

268048 相見無期 于金勝 253478 相思河畔 曾寶儀

269950 相見無期 柔情 231934 相思河畔 顧媚

334950 相依相隨[HD] 于全莉 312319 相思河畔{Live} 方伊琪

328792 相知相守 李金龍 230593 相思河畔{Live} 陳潔麗

303626 相知相擁 無印良品 330275 相思河畔{Live}[HD] 蔡琴

299198 相知相識 佚名 292736 相思的羽 燕尾蝶

281294 相信未來 王寶 326464 相思的夜 海生

280436 相信未來{Live} Mic男團 322728 相思的雨 門麗,笑天

297255 相信永遠 183Club,許孟哲 328789 相思的雨 劉愷名

285847 相信有緣 李陽,路默依 345702 相思的秋[HD] 趙鑫

233614 相信自己 黃雅珉 324010 相思的苦 唐古

231916 相信自己 領航者樂隊 326463 相思的債 陳瑞

313886 相信自己 蘇晴 334127 相思的債[HD] 沈凌雲

334719 相信自己[HD] 成龍 333862 相思的債[HD] 凌雲

231287 相信自己{Live} 零點樂隊 339312 相思的債{Live}[HD] 陳瑞

313587 相信自己{Live} 趙本水 319216 相思的夢 袁玉峰

304788 相信自己{Live} 領航者 345274 相思花黃[HD] 王法英

265576 相信自己{Live} 劉向圓 339051 相思紅豆[HD] 風之琳

315407 相信明天 鄧海 281150 相思紅塵 李熙子

341370 相信明天{LIVE}[HD] 鄧海 307242 相思紅顏 段蘇珊

306529 相信信仰 UN1 254181 相思悠悠 楊燕

329602 相信真愛 Dk金大為,湯薇恩 266852 相思悠悠{Live} 謝雷,楊燕

283878 相信勝利 景崗山 296841 相思情愁 夏蘭

304175 相信勝利{Live} 群星 323352 相思情詩 張津涤

301335 相信愛情 林俊傑 323351 相思情緣 易本志

313214 相信愛情 張瑤 309234 相思渡口 祁隆

294251 相信愛情 莊心妍 294397 相思滋味 楊雪晴

296837 相信愛情 劉棟升 323353 相思無用 雨湘

305195 相信愛情 黎勝平 289308 相思無罪 涓子

265206 相思小舟 王相周 315409 相思夢語 熊七梅

314290 相思小雨 安靜 323354 相思難眠 雲飛兒

269445 相思之苦 易影峰 316419 相思難斷 于銘

295519 相思月光 阿九,唱片街 298131 相約九八{Live} 王霞,王靜

280438 相思月寒 楊曉薇 269386 相約巴拉 紮西尼瑪

268567 相思成災 吳亦格 232749 相約北京 鳳凰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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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884 相約甘南{Live} 索南扎西 301901 相親相愛 韋唯

301079 相約如夢{Live} 那英 304211 相親相愛 群星

309921 相約西藏 索朗扎西 268342 相親相愛 劉沖,柯以敏

331591 相約快樂[HD] 烏蘭托婭 296847 相親相愛 鐘彩媚

346238 相約谷龍[HD] 文邦明,李冬櫻 302028 相親相愛{Live] 孫楠,陳慧琳,古卓文,張惠妹

321488 相約兩當{Live} 龍姬 285189 相親相愛{Live} 胡海泉,丁于

332982 相約宜興[HD] 倪雅豐 322733 相親相愛{Live} 胡歌,許茹芸

269408 相約春天 文博 302027 相親相愛{Live} 孫楠,容祖兒,王力宏,余翠芝

275023 相約春天 王瑩 265774 相親相愛{Live} 孫楠,張惠妹,陳慧琳,古卓文

343963 相約相守[HD] 田田,林浩威 291815 相親情歌 劉沛洋

289309 相約草原 烏蘭 302276 相隨心轉 耿金

306530 相約陳江 黃飛雲 333991 相隨相伴[HD] 賁小偉,婷婷

314291 相約棗香 嫵媚柔情 313319 相濡以沫 陳奐仁

295377 相約愛情 羅邏聖 274851 相濡以沫 曉月

285493 相約樂山 韓佳男,鄧旭芳 308097 相識相知{Live} 王莉

294078 相約興亞 位麗輝 316128 盾牌青春 李龍

342886 相約儺鄉[HD] 汪偉,依蓉兒 258303 眉飛色舞{Live} 鄭秀文

314292 相問雲煙 熊七梅 298857 看一看她 佚名

283871 相逢一笑 龐龍 324697 看我一眼 畢夏

264136 相逢恨早 張智成 231906 看見star Blue 順子

322734 相逢春天{Live} 廖昌永,張英席,呂薇,張妮 310312 看見了嗎 張萌萌

316569 相逢是緣 成成 305795 看見未來 譚暢

285653 相愛一生 王宇,方月 317861 看見曙光 劉依純

339313 相愛一場[HD] 王錚亮 232163 看到了痛 馮之誠

230484 相愛太難 陳浩民,鍾汶 301331 祇因有你 林俊傑

310151 相愛以後 張宇軒 349959 祈求明天[HD] 八秒哥

342019 相愛永遠[HD] 許霖 304148 祈福久久 群星

309084 相愛有時 尚雯婕 327067 祈禱光明 吳生全

340703 相愛幸福[HD] 彩貝與海 326479 秋天別來{Live} 吳映香,中國新歌聲

324012 相愛恨晚 張磊 266103 秋天來了 李創

341153 相愛恨晚[HD] 張磊 313593 秋天來了 趙洪濤

271781 相愛旅程{Live} 陶鈺玉 347902 秋天的淚[HD] 曲調悠揚

230264 相遇以後 陳星 306534 秋天的夢 王英俊

311185 相遇似霧 葉順有 322179 秋日物語 斯琴高麗

280896 相遇苗嶺 子夕 342156 秋月冬雪[HD] 馮誠誠

345701 相對無言[HD] 蕭亞軒 289772 秋水伊人 奚秀蘭

305849 相對論Ⅳ{Live} 蘇打綠 284074 秋水伊人 莫旭秋

270319 相聚中華 王麗達 303568 秋水伊人 曾時娟

231745 相聚北京 韓磊,王霞 287637 秋水伊人 楓舞,訪玉

286502 相聚廣場 葉俊華 305150 秋水伊人 鄭莉

262337 相親相愛 丁于,馬海生 317880 秋水伊人{Live} 楊燕

295077 相親相愛 巧千金 255082 秋水長天 王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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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82 秋水長天 張梓軒 308141 約會張北 王曉娟

289331 秋水長天 馮曉菲 296894 約會對白 孫子涵,朱婧佳

296872 秋色之戀 李紅 301571 紅心皇后 阿爆,Brandy

296867 秋吟素箋 歡歌 347435 紅日丹心[HD] 劉寧,亞洲愛樂國際合唱團

307685 秋豆麻袋 鯨魚島樂隊 317904 紅火情歌 張家成

298597 秋夜的風 何忻翰 317905 紅火情歌{Live} 蔣旭

323365 秋的夏天 貫詩欽 322759 紅包之歌 馬健南

284026 秋的懷念 楊燕 308213 紅色季節 四千金

253094 秋的懷念{Live} 徐小鳳 300174 紅色玫瑰 佚名

289332 秋雨落花 王唯僑 308599 紅色旅程 吳娜

274723 秋風戀歌 天籟回音 294558 紅色嫁衣 花樹

319226 秋落紅樓 徐恩乾 326496 紅色鼓勵{Live} 譚維維,陝西華陰老腔藝術團

280459 秋葉如花 陳瑞 296899 紅色熱土 毛一涵

329621 秋葉落傷 倪梓悠 298421 紅色醫生 朱祝芬

301701 秋詩篇篇{Live} 姜育恆 293570 紅杏出牆 張揮

308724 秋夢無痕 李吟 270285 紅杏花瓣 焰烽

281282 秋殤別戀 牙牙樂,格子兮 335222 紅豆南國[HD] 劉小小

327965 穿心而過 張書瑤 300764 紅豆相思 李池湘

271407 穿越千年 郭春成 280477 紅豆最紅 藍月心

287508 穿越午夜 郭旭崗 271116 紅豆最紅 譚小利

290463 穿越火線 龔格爾 347908 紅姑娘兒[HD] 冷漠

346699 穿越火線[HD] 鄧紫棋 304021 紅花紅顏 楊洋,張鵬

335307 穿越火線[HD] 謝霆鋒 320709 紅紅火火 吉祥

321510 穿越自己 連天 306541 紅紅火火 何軍

265997 穿越迷霧 斯琴高麗 335406 紅紅火火[HD] 姬長樂

326480 穿越無限 王錚亮 301067 紅紅的緣 貝林·成林江措

308838 穿越童年 李嘉石 349083 紅海行動[HD] 蛟龍突擊隊

309887 穿越愛戀 海涵 349974 紅海行動[HD] 黃景瑜

297689 穿越夢想 太子 254382 紅粉寶貝 汪佩蓉

317883 穿越漩渦 羅大佑 271794 紅茶綠茶 雷恩

326481 穿越魔咒 王繹龍 297341 紅彩妹妹 Ivy 姐姐

290523 突來的雨 岡林 310922 紅荳相思{Live} 舒雅頌

325410 突破極限 秦宇軒 280478 紅透新年 嚴當當

233484 突然之間 黃維德 311826 紅葉寄情 閻維文

303739 突然分開 雁卿 306543 紅葉醉秋 冷酷

333120 突然心動[HD] 陳曉東 319928 紅葉醉秋 劉雷

283948 突然心跳 羅中旭,金元萱 321518 紅葉戀歌 馬瀟瀟

338479 突然幸福[HD] 萊萊 311521 紅葉戀歌 劉晶

311629 紀念的歌 潘廣益 324042 紅塵一夢 黃偉霖

310976 紀念雅安 黃勇深 266747 紅塵女子 薛之謙

315882 約定今生 鴻飛 317900 紅塵之中{Live} 劉偉

268787 約定好的 孫子涵 287902 紅塵之戀 文龍,蔣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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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39 紅塵之戀 文龍,蔣珊倍 325154 紅塵過客 吳易航

313260 紅塵之戀 畢達 286757 紅塵滾滾 姚思思

325062 紅塵之戀 龍旭 296897 紅塵蝶戀 安東陽,時嘉

334270 紅塵之戀[HD] 文龍,蔣珊蓓 310290 紅塵輪回 張渼壹

318425 紅塵天地 浩明,思小玥 299094 紅塵戲夢 佚名

322181 紅塵有你 吳天 316483 紅塵癡戀 風語

299867 紅塵有愛 佚名 307405 紅塵癡戀 袁玉峰

337179 紅塵有緣[HD] 安東陽,慕容曉曉 294664 紅塵戀曲 陳岩,紅薔薇

327072 紅塵你我 紅薔薇 327075 紅塵戀歌 石雪峰,李倩

328814 紅塵私語 安東陽 315881 紅旗之戀 王莉

290876 紅塵知己 石雪峰,王馨 290988 紅旗飄揚{Live} 金婷婷

347063 紅塵知己[HD] 肖亮,杜欣馨 312275 紅旗飄飄 子祺

331669 紅塵客棧[HD] 周杰倫 263344 紅旗飄飄 孫楠

288139 紅塵客棧{Live} 周杰倫 313298 紅旗飄飄 郭蓉

318580 紅塵客棧{Live} 張暘,李幸倪,中國好聲音 324045 紅旗飄飄 劉子琪

339121 紅塵客棧{Live}[HD] 李幸倪,張暘,中國好聲音 282918 紅旗飄飄{Live} 許千千

309351 紅塵幽夢 鄧廣福 270216 紅樓一夢 海源

349496 紅塵相遇[HD] 曾春年 301994 紅樓夢散 唐語彤,林浩威

329637 紅塵背影 楊雪晴 300011 紅鞋女孩 佚名

296896 紅塵苦戀 謝小雨,雨飛飛 271684 紅燈綠燈 陳文浩

327073 紅塵浪歌 劉偉宏 293521 紅牆遺恨 寒香

307178 紅塵浮雲 李勝利 323386 紅顏先生 鳳凰傳奇

306544 紅塵高跟 鄭曉填 300528 紅顏有夢 佚名

294496 紅塵情劫 王覺 326497 紅顏江山 林心如

312785 紅塵情歌 易帆 310634 紅顏你我 陳玉建

268822 紅塵情歌 孫露 317908 紅顏知己 囚鳥

271910 紅塵情歌 高安 302682 紅顏知己 張傲

287470 紅塵情歌 高安,黑鴨子演唱組 313208 紅顏知己 張雷

313202 紅塵情歌 張傲,黑鴨子演唱組 230179 紅顏知己 陳明

266993 紅塵情歌 鄭源,蔣珊蓓 320710 紅顏知己 寒武紀

292907 紅塵情歌 蘆麗紅 342902 紅顏知己[HD] 龍梅子,苗偉

331460 紅塵情歌[HD] 鄭源,蔣姍倍 310792 紅顏幽夢 媛媛

338482 紅塵情歌{Live}[HD] 蔣姍倍 300464 紅顏為誰 佚名

320707 紅塵情緣 孫博,藝凡 289816 紅顏若雪 少司命,Tacke竹桑

347434 紅塵情緣[HD] 陳宏慶 309927 紅顏情醉 翁汕汕

307302 紅塵渡口 王鍵,小魔女 312654 紅顏禍水 李紫涵

311502 紅塵無悔 劉海辰 286962 紅顏禍水 歌一生

320708 紅塵等你 小築 331183 紅顏藍顏[HD] 吳迪

311503 紅塵傳說 劉海辰 330181 美了美了{Live}[HD] 小瀋陽,湯潮,王小利

327074 紅塵愛戀 天籟天 343324 美人西施[HD] 趙育聞

331991 紅塵愛戀[HD] 陳美惠,雷龍 268179 美女上菜 余潤澤

324043 紅塵遊俠 孟笑 338486 美女主播[HD]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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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816 美女城市[HD] 王繹龍 291061 美麗中國{Live} 鮑國

270915 美女情歌 蔣姍倍,孫青 289371 美麗中華 馮曉菲

275136 美在白馬 達娃卓瑪 230013 美麗之路 陳思思

349093 美好中國[HD] 光頭李進 305313 美麗之路 賴惠英

347919 美好生活[HD] 龍梅子,徐子崴 339825 美麗之路[HD] 盛希

334433 美好生活{Live}[HD] 周蕙 292236 美麗午後 太陽部落

309045 美好家園 孟小童 265112 美麗天使 石梅

233971 美好時光 黑鴨子演唱組 268536 美麗天使 呂娜

345308 美好時光[HD] 彭靖惠 341809 美麗幻化[HD] 花世紀樂團

263003 美妙生活 林宥嘉 307005 美麗心願 善瑩

292903 美妙時刻{Live} 胡莎莎 295079 美麗北京 常石磊

322003 美美的夢{Live} 何軍 310693 美麗回家 陳津津

339052 美若黎明[HD] 李健 288365 美麗如歌 蔡恩惠

317916 美若黎明{Live} 李健 289373 美麗西藏 澤旺多吉

346270 美若黎明{Live}[HD] 郭沁,中國新歌聲 347069 美麗村莊[HD] 崔恕,方磊,楊藺

348557 美倫克拉[HD] 香山男孩 316137 美麗奇跡 賀美琦

269652 美酒飄香{Live} 李利依 338487 美麗奇跡[HD] 賀美琦

307286 美得冒泡 王巧 292500 美麗姑娘 扎扎

341252 美得冒泡[HD] 王巧 313018 美麗姑娘 徐健淇

303814 美夢出現 黃品源 313820 美麗姑娘 彝人製造

322001 美夢成真 鐘旎菱 304647 美麗姑娘{Live} 趙本水

335650 美夢成真[HD] 陳威全,黃美珍 321536 美麗松原 于志杰

302029 美夢成真{Live} 孫楠,羅中旭/景崗山 342909 美麗的心[HD] 褚桐羽

257081 美夢成真{Live} 許茹芸 271257 美麗花城 鄧雯心,劉亭婷

303997 美麗一天 楊坤 335409 美麗花都[HD] 姬長樂

297782 美麗人生 水木年華 342035 美麗南山[HD] 阿苗千千

322004 美麗人生 曹格 280489 美麗星星 曾會鳴

302654 美麗夕陽 張寒 284494 美麗春天 劉孟哲

310269 美麗夕陽{Live} 張寒 285671 美麗家園{Live} 王喆

274618 美麗中國 于文華 317918 美麗家園{Live} 李暉

284563 美麗中國 吳靜 294016 美麗時光{Live} 沙寶亮

312854 美麗中國 阿魯阿卓 338488 美麗浙江[HD] 鄭培欽

285365 美麗中國 酒二郎 302756 美麗烏來 探索樂園

295140 美麗中國 張鶴 263477 美麗烏來 探索樂團

321533 美麗中國 陳俐俐 301982 美麗偽裝 原始林合唱團

321534 美麗中國 韓廣英 325247 美麗巢湖 張可

343325 美麗中國[HD] Z.X Cheung 329645 美麗通遼 冬雨

334982 美麗中國[HD] 姜孝萌 325529 美麗湘江{LIVE} 雷佳

334483 美麗中國[HD] 徐千雅 285745 美麗鄉村 劉大成

342907 美麗中國[HD] 陳雅森,李佳丹 314312 美麗鄉村{Live} 任娟

320721 美麗中國{Live} 王雅潔,平安 231032 美麗黑髮 陶喆

286885 美麗中國{Live} 索南扎西 309584 美麗傳奇 胡紅艷

Page 35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5718 美麗傷感 魏佳藝 286447 致命溫柔 馬旭東

313157 美麗愛情 張梅梅 334983 致梅蘭芳{Live}[HD] 姜孝萌

317920 美麗新娘 宋旭 339834 致愛 Your Song[HD] 鹿晗

302001 美麗新娘 孫邦楠 320743 致親愛的 樊凡

333517 美麗新娘[HD] 雲菲菲 286746 苗家戀歌 阿苗千千

275163 美麗新疆 阿不都拉,阿不都熱合曼 232700 苗鄉侗寨 魏洪

331965 美麗夢鄉[HD] 阿茹娜 308615 苗寨歡歌 吳瓊

310318 美麗榜樣{Live} 張萌萌,黃伊汶 334664 若不勇敢[HD] 葉俊岑

289743 美麗漵浦 唐文娟 316973 若化成蝶 黃睿銘

341567 美麗誓言[HD] 群星 320750 若天不老 寂悸

290724 美麗鳳凰 改編對唱 338074 若如初見[HD] 蘇瑋

333829 美麗頭條[HD] Dreamgirls 285095 若你還在 王爵

284649 美麗嶽麓 孟文豪 322014 若能重來 鄭源

274640 美麗瀏陽 劉元元,李青 322792 若無其事 JKAI

302048 美儷暗號 孫儷 330653 若無其事[HD] 張芸京

328842 耶路撒冷 俞心嵐 342928 若當來世[HD] 群星

328011 耶路撒冷 蓋璽 328861 若與君老 慕寒,橫顏君

335572 耶路撒冷[HD] 田豐 320751 若隱若離 莫莫

314313 背井離鄉 高金龍 271199 苦水情歌 趙真

316139 背信棄義 李坤 321563 苦苦守候 冰城愛歌,隨風

263951 背叛之前 楊語蓮 326534 苦苦守候 愛歌,隨風

328845 背叛之後 Dk金大為 332315 苦苦的等[HD] 朱明

343332 背叛之後[HD] DK金大為 322015 苦苦紅塵 北方狼

311865 背叛承諾 龍嘯 282128 苦苦挽留 六哲

230237 背叛的舞 陳明真 303851 苦酒滿杯 黃清元

300240 背叛風情 佚名 308853 苦情的葉 李霞

404592 背叛風情 金素梅 315425 苦逼的人 春誠

278554 背叛情歌 紀敏佳 266027 苦盡甘來 景心妍

318596 背叛殘局 漁圈 325510 苦澀模式 陳大天

271836 背叛靈魂 韓庚 299332 英台思讀 佚名

280500 胖男時代 唐從聖 315426 英雄大道 韋帥

348571 胡巴胡吧[HD] 沙溢,胡可,安吉,小魚兒 295358 英雄之戰 章小軍

303627 胡思亂想{Live} 無印良品 288544 英雄之戰 陸毅

343556 胡桃夾子[HD] 張碧晨 310045 英雄之戀 高超

344488 胡桃夾子{Live}[HD] 張碧晨,歌手 282699 英雄本色 王宏偉

310003 胡麻開花 高山 345726 英雄印象[HD] 侯覺

286432 胡琴情緣 大慶小芳 349104 英雄有夢[HD] 韓東旭

284390 胡楊水鄉 烏蘭托婭 330691 英雄孤單[HD] 德龍prasada

291509 胡楊牧歌 陳一玲 342929 英雄紅顏[HD] 党飛鋒

308049 胡楊映月 王宏偉 340973 英雄美人{Live}[HD] 衛東

311413 胡楊新娘 鳳凰傳奇 269172 英雄崛起 張瑋

330931 胡蘿蔔須[HD] 許嵩 291147 英雄野望 吳克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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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27 英雄野望[HD] 吳克羣 306556 軍營相別 金波

308770 英雄無名{Live} 李建科 320809 迦南之戀 徐浩峻

271052 英雄無淚 裴一飛 304873 迦南美地 劉畊宏

349105 英雄歸來[HD] 林朵 341827 迪拜乞丐[HD] 王建榮

321565 英雄難做 音頻怪物 331568 迫不及待[HD] S.H.E

329667 英雄讚歌{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294812 迫不及待{Live} S.H.E

232132 英雄讚歌{Live} 馬玉濤 256960 迫在眉梢 許美靜

334136 英雄讚歌{Live}[HD] 王芳 326606 郎平郎平 彭三

266667 茂碩之歌 茂碩群星 333531 郎的誘惑[HD] 鳳凰傳奇

270206 茉莉小鎮 洪辰 311102 郎財女貌 楊梓

278425 茉莉花香 李虎 315431 重走青春 二龍

333930 茉莉花開[HD] 李玲玉 308917 重來一遍 肖飛

325093 茉莉留香 于文華 291806 重拍野獸 Sugardaddy 蜜糖老爹

327085 虐心的雨 蒙面哥 347497 重返人間[HD] 褚桐羽

310736 要下雪了 陳榮樂 337913 重返寂寞[HD] 沈震軒

324644 要去哪裡 楊奇煜 346767 重返寂寞[HD] 張智成

334369 要在一起[HD] Ice Man 335738 重度寂寞[HD] 關喆

324657 要好好的 林威良 304146 重建家園 群星

346309 要你快樂[HD] 彭天琪 298764 重逢有日 佚名

338758 要你表白[HD] Skg 300287 重提往事 佚名

342161 要我幸福[HD] 王祖藍,冼杏嫦 292224 重陽相思 大約冬季

262198 要幸福啊 蔡淳佳 233875 重愛輕友 黎明

279149 要看一眼 黃榮華 304141 重新上路 群星

325896 負心的人 青山 297648 重新去愛 山野

303865 負心的人 黃清元 305905 重新快樂 鐘可欣

234251 負心的人 龍飄飄 312950 重新來過 郎軍

254455 負心的人{Live} 汪明荃 265721 重新來過 夏膺

279381 負心的人{Live} 青山 313467 重新來過 楊冰冰

265314 負心的人{Live} 楊燕 233441 重新開始 黃磊

319444 負面角色 侯博遠 301582 重新愛過 雨天

308333 赴湯蹈火 宇桐非 342968 重裝上陣[HD] BBF

318039 軍人和妻 聶艷,張春曉 349537 重裝機兵[HD] Jkai(杰凱)

321622 軍人的愛 王璐 310387 重慶聲音{Live} 張邁

283042 軍中女兵 金岩 329746 重複的傷 威仔,阿夏

282874 軍中帥哥 蔡國慶 285842 重歸於好 李龍兒

306085 軍中綠花 龔玥 266274 重戀舊地{Live} 樊凡

295225 軍旅流年 李傑瑩.程楊 328956 陌上花開 程歡

297073 軍旅流年 程楊 265271 陌生的夜 一加一組合

313917 軍港之夜 龔玥 344826 陌生的夜[HD] 董郎

349138 軍港之夜[HD] 宋璽 278774 陌生城市 風蕭蕭

262596 軍旗飄飄 侯旭 292419 陌生愛情 張家樂

311655 軍營四季 蔡國慶 325099 陌路天涯 侯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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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731 降龍樂章 信 270959 風吹草低 藍琪兒

266392 限量發行 潘瑋柏 292490 風吹草原 德德瑪

328974 面目全非 藍又時 331026 風吹草浪[HD] 額爾古納樂隊

348674 面目全非[HD] 楊斯捷 348677 風吹情花[HD] 漁淵

329774 面向自己 Hello Nico 268504 風吹麥浪 葉一茜

349553 面具人生[HD] 小黃飛 274867 風吹麥浪{Live} 李健,孫儷

318123 面具之王{Live} 歐弟,蒙面歌王 292926 風吹麥浪{Live} 莫艷琳

311297 面朝大海{Live} 滿江 333923 風吹麥浪{Live}[HD] 李健

294715 面對自己 馬琦欣研 335603 風吹麥浪{Live}[HD] 莫艷琳,中國好聲音

294328 面對命運 方培亨 311270 風吹稻浪 寧可

270217 面對愛情 海闊天空組合 230200 風告訴我 陳明

315758 韋馱菩薩 慶吉,智窮 230257 風告訴我 陳明韶

326644 音律進化 S.I.N.G女團 324184 風卷珠簾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2162 音律進化[HD] Sing女團 281527 風和日麗 鍾漢良

344834 音悅之路[HD] 音悅之路老師 233245 風尚征程 黃征

305798 音樂女神 關心妍 231397 風的朋友 霍正奇

287876 音樂天堂 子琦 233315 風的孩子 黃曉明

316372 音樂快門 周興哲 316415 風的翅膀 于水

311392 音樂武俠 趙傳 324853 風的傳說 胡艾蓮

278492 音樂城堡 洪曉源 305113 風的精靈{Live} 輪回樂隊

347140 音樂教室[HD] Hoop圈圈 304679 風的顏色 趙詠華

321687 音樂愛我{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289516 風花雪月 邱少英

280627 音樂夢想 張磊 271168 風花雪月 趙雲紅

320043 音樂製造 王進 344070 風花雪月的地方[HD] 張聞君

299405 風中之火 佚名 305641 風雨人生 韓磊

336102 風中少年[HD] 李琦 305639 風雨人生{Live} 韓磊

297669 風中少林 元氣 G-Boys 338546 風雨兄弟[HD] 馬靖軒

327086 風中守護 袁曉明 285287 風雨同舟{Live} 許曉傑

327087 風中守護 張翠萍 301897 風雨真情 韋唯

266823 風中奇緣 西單女孩 322076 風雨馬嵬 張軍

297185 風中往事 伍衛中 327088 風雨情緣 天籟天,楓舞

329777 風中的雨 荀佰爭 301907 風雨斜陽 韋嘉

325513 風中的蓮 陳曦 285697 風雨華章 付佳佳

326646 風中芭蕾 郁可唯 280629 風雨過後 劉慧湘

314841 風中英雄 張翰 299677 風雨麗人 佚名

321690 風中翅膀 莊偉斌 255388 風雨飄揚 王菲

232859 風中麥田 麥子傑 314326 風是外衣{Live} 謝天笑

335250 風之諾言[HD] 張翰 318128 風起雲湧 張智霖

297261 風打雨下 1983組合 293886 風帶走的 阿魯阿卓

269721 風生水起 李潮 290476 風情萬種 Hita

298858 風有時停 佚名 339361 風情萬種[HD] 曾雨軒

302130 風色幻想 徐顥菲 283041 風情萬種{Live} 金婷婷

Page 357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68931 風清向晚 小文 301592 飛蛾撲火 雨天

270410 風清向晚 王愛華 310821 飛蛾撲火 彭麗麗

314327 風清雲淡 流蘇 234188 飛蛾撲火 龍濤

282495 風雪飄心 暴風 324189 飛蛾撲火 蘇唯

270791 風華少年 蘇亞 331014 飛蛾撲火[HD] 韓庚

262281 風華正茂 陳思思 305309 飛燕驚龍 蕭孋珠

271734 風華絕代 陳瑞 320871 飛龍在天 成于申

328115 風華碧紗 緣分心兒 293605 飛簷走壁 徐海星

311086 風雲天下 楊東煜 311000 飛躍的心 黃曉明

312167 風雲神話 蘇勒亞其其格 271605 飛躍巔峰 阿海

263493 風鈴在哭 田芯兒 341367 食面埋伏[HD] 追風

294316 風塵女子 成于申 348680 首派之光[HD] 趙金江

301909 風輕輕吹 韋嘉 231352 首席情人 雷樂隊

263106 風暴夏天 Mic男團 328120 首腦開胃 瘋狂先生

337076 風蕭蕭兮[HD] 信 230914 香水有毒 陳超

298506 風聲邊界 羽泉 327089 香水有毒{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302616 飛不起來 張娜拉 342068 香水百合[HD] 張韶涵

326649 飛天 嫦娥 付春霞 321695 香水百合{Live} 張韶涵,隱藏歌手

336998 飛天神韻[HD] 劉晶 340149 香水百合{Live}[HD] 張韶涵,隱藏的歌手

270662 飛天盛世 老五 231379 香水姑娘 雷龍

339864 飛向遠方[HD] 胡艾蓮 346367 香島花語[HD] 伊麗媛

307269 飛向藍天 王中平 285511 香格里拉 音樂走廊

265069 飛行雲端 莫熙兒 230315 香格里拉 陳星

305965 飛吧 青春 鐘興叡 343596 香格里拉[HD] 郭媛媛

328118 飛吧 飛吧 李心博 331040 香格里拉[HD] 魏如萱

316857 飛吧大叔 洪曉源 312586 香格里拉{Live} 呂珊

282478 飛吧祖國 方明 265318 香格里拉{Live} 楊燕

287213 飛來的愛 王星,小豆 304216 香格里拉{Live} 群星

287348 飛得更高{Live} 杭天棋 313684 香格里拉{Live} 潘秀瓊

313308 飛得更高{Live} 陳羽凡,胡維納 231474 香格里拉{Live} 靜婷,劉韻

340779 飛得更高{Live}[HD] 趙傳,我是歌手 345418 香格里拉{Live}[HD] 王珞丹,跨界歌王

336877 飛鳥和魚[HD] 呂雯 292760 香茗苦丁{Live} 王強

234144 飛鳥與魚 齊豫 270193 香草味道 洪煜祺,劉菲菲

332757 飛翔入手[HD] Snh48 303124 香草咪咪 許雅涵

329781 飛翔的夢{Live} 白雪 289906 香草無淚 木喆

269656 飛翔的鷹{Live} 李利依 332284 香港,香港{Live}[HD] 唐藝

308116 飛越一切 王翔 304618 香港之夜(快四) 舞曲

233073 飛越未來 黃品源 312321 香港之夜{Live} 方伊琪

333578 飛越的心[HD] 孫楠 268397 香港之夜{Live} 劉惜君

335419 飛越的心{Live}[HD] 孫楠組學員 300134 香港妹妹 佚名

312357 飛越夢想 王軍 329784 香菇藍瘦 子曰秋野

285804 飛越環宇 何小笙 298859 香煙姑娘 佚名

Page 358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2079 香煙情歌 趙星宇 317274 剛滋兒來 海燕兒

305536 香榭大道 謝金燕 330739 剝削愛情[HD] 楊瑞代

342534 香橙小姐[HD] 唐藝昕 337905 卿卿美儷[HD] 楊卿儷

302460 乘風而來{Live} 屠洪剛 233031 原來有你 黃品源

320963 乘風而來{Live} 廖芊芊 279987 原來有你 鄭源,鄭東

301320 乘風破浪 林志炫 345518 原來有你{Live}[HD] 黃品源

232487 乘風破浪 高山林 340289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HD] 許志安,中國之星

345471 乘風破浪[HD] 郭忠祐,曾瑋中,林孟宗 265652 原來的我 吳滌清

285672 乘夢飛翔{Live} 王喆 281412 原來的我 范瑋琪,曾靜玟

348129 修行路上[HD] 張梓涓 279988 原來的我 楊麗

331795 修煉愛情[HD] 林俊傑 234111 原來的我 齊秦

329131 修煉愛情{Live} 許一鳴,夢想的聲音 332146 原來的我[HD] 辛曉琪

340529 修煉愛情{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230446 原來的我{Live} 陳楚生

316440 俺爹俺娘 馬建濤 314336 原來的家 張明遠

264160 俺爹俺娘 張藝文 263558 原來愛情 吳格林

338598 倆王最大[HD] 方磊 281637 原味覺醒 黃雅莉

257880 倆倆相忘 辛曉琪 230873 原野牧歌 佚名

302916 倆情相悅 莊學忠 312652 原野牧歌 李策

295928 個人原因 夏天alex 230868 原野牧歌 陳美玲

318561 個中滋味 張星唯 230776 原野牧歌{Live} 陳紅

323593 倒夢如流 夏天 300955 原創歌曲{Live} 李霄雲

315437 倒數計時 花世紀樂團 326063 原諒一切 顧凱

340530 倒轉人生[HD] 平安 270953 哥有老婆 藍宇

326027 倔強的人 印子月 331863 哥有老婆[HD] 紀曉斌

347627 倔強的海[HD] 謝丹 310810 哥妹情歌 彭英英

342163 倔強青年[HD] 胥拉齊 323659 哥妹情歌 蘇青山,晨彤

233369 倔強蘿蔔 黃渤 262526 哥妹情緣 高安

266651 候補情人 胡清藍 294533 哥的告白 羅邏聖

312138 候補情郎 糯米 263652 哥很寂寞 王永紅

279935 倚天劍雨 董貞 279332 哥哥妹妹 門麗,胡小寶

289665 借你療傷 劉鳳瑤 309309 哦,四姑娘 阿英

231123 借我一秒 陶莉萍 297984 哦十分鐘 王雪晶

270537 借我星光 祁隆 270505 哦呦姑娘{Live} 男人唐潮

295930 倦鳥思歸 何龍雨 323069 哪裡哪裡 朱元冰

295468 倦鳥思歸 趙小兵 314340 哭不出來 姚婷

232329 倩女幽魂 高勝美 333772 哭不出來[HD] 陶喆

230372 倩女幽魂 陳曉東 287321 哭不出來{Live} 卓義峰

299068 值日生歌 佚名 288190 哭不出來{Live} 金志文

268083 冤家路窄 代理仁,曾晶 285458 哭不出來{Live} 陳羽凡,賈劍龍

230415 准我愛你 陳曉東 285467 哭不出來{Live} 陶喆

349660 凌晨三點[HD] 孫嘉梵 345953 哭不出來{Live}[HD] 迪克牛仔

333275 剛剛開始[HD] 范冰冰 330132 哭不出來{Live}[HD]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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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85 哭不出來{Live}[HD] 楊子杰 232830 夏的季節 鳳飛飛

233604 哭到天亮 黃閱 348839 夏無止盡[HD] 蘇頌

332237 哭笑不得[HD] 阿悄 327097 夏戀沙灘 劉洺瑒

348819 哭給你聽[HD] 方木 309483 夏戀海邊 星弟

290087 哭著想你 王理想 338321 娑婆世界[HD] 張杰

341549 哭過之後[HD] 熊照華 309369 娘的目光{Live} 雨禾

268765 哭過以後 子楓 270637 娘的佛經 羅秋紅

306574 哭過以後 馬建軍 333455 娘娘駕到[HD] 莫文蔚

325091 哲里木湖 烏吉斯古楞 345019 娘做的飯[HD] 張小五

296073 唇的故事 金鑫 334605 娛樂天空[HD] 陳奕迅

339672 唇唇欲動[HD] 蔡依林 298417 娜 就是我 朱娜

284761 唉唷喂呀 張震嶽 349736 娜年娜月[HD] 李娜

300012 唐山子民 佚名 305565 娜寫年華 謝娜

230935 唐山子民 陳雲山 263322 孫子兵法 史小龍

316153 唐山姑娘 劉勝權 231011 孫子兵法 陶喆

335649 唐吉訶德[HD] 陳如山 269054 孫楊之歌 廖名揚

331581 唐凰一夢[HD] 嚴藝丹 230981 宮保雞丁{Live} 陶喆

288185 唐朝的風 金山 306577 害怕孤單 龔贊生

303412 埃及豔後 陳爍軒 298345 害怕孤獨 宇桐非

308882 埋葬冬天 汪蘇瀧,阿悄 323735 害怕幸福 李日詹

300469 埋葬愛情 佚名 296223 家在心上 皆大歡喜

285938 夏天走了 花樹 271789 家在心裡{Live} 雷佳

319241 夏天來了 Summerbaby 262963 家在心裡{Live} 雷佳,徐子崴

296110 夏天的你 黃予然 349748 家在心裡{Live}[HD] 孫曉磊,李靜

337440 夏天的你[HD] 黃予然 296224 家在西北 劉志丹

312376 夏天的風 王鳴飛 282811 家在宜州 肖燕

254605 夏天的風 溫嵐 305817 家在東北 龐龍

280801 夏天的風 劉瑞琦 332394 家在東北{Live}[HD] 韓傳忠

338140 夏天的風[HD] 楚靜 337950 家在東北{Live}[HD] 龐龍

340830 夏天的風{Live}[HD] 王鳴飛 306995 家在河南 周藝晴

339200 夏日再會[HD] Snh48 314347 家在哪裡 木棉

349707 夏日告白[HD] Cosmos立體偶像男團 348272 家在哪裡[HD] 陳芳語,葛仲珊

346501 夏日的風[HD] 韓俊林 349749 家在達坡[HD] 格茸多杰

290023 夏日浪費 湯姆計畫 286294 家在遠方 許鶴繽

342338 夏日悸動{Live}[HD] Snh48 288924 家在鳳城 大慶小芳

315447 夏日情懷 高佳,阿涓 313771 家住安源 儲蘭蘭

325597 夏日甜心 夏日甜心 309314 家住這裡 阿英,郎吉次仁

332452 夏日陽光[HD] 朱韜 266664 家住臨沂 苗雨

279701 夏末之戀 張霖 268041 家的方向 于淼

346502 夏末未涼[HD] 張曦予 292323 家的方向 小喬

345976 夏至末至[HD] 胡夏 314348 家的方向 熊七梅

349706 夏季孤城[HD] 林夏 286209 家的快樂 張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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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227 家的味道 周文彤 342714 弱水三千[HD] Winky詩

339968 家的味道[HD] 林聖杰 340599 弱水三千[HD] 石頭,張曉棠

337442 家的味道{Live}[HD] 龐龍 323758 弱水三千{Live} 石頭,張曉棠

310939 家的思念 軻然 346376 徒步愛情[HD] 51

307085 家的港灣 張玲(滴滴) 316425 恐高的鳥 大鵬

278118 家的感覺 勇鋼 316159 恐高的鳥 董成鵬

269639 家的遠方{Live} 李利依 308161 恩重如山 王藝清

264219 家是天堂 胥拉齊 289908 恩重如山{Live} 李丹陽,胡量

337443 家是天堂{Live}[HD] 胥拉齊 268751 恩重如山{Live} 姜孝萌

345568 家是賽尚[HD] 董楠 326221 恩師難忘 蘇平生

349746 家國萬里[HD] 韓磊 329342 恩情如花{Live} 張薇

349747 家國萬里[HD] 韓磊,陳倩倩 324217 恩愛一生 東方依依,劉愷名

288925 家常飯菜 張涵雅 312550 恭喜恭喜 吳文煜

321164 家鄉天堂{Live} 佳林 301142 恭喜恭喜 卓依婷

287209 家鄉豆花 王麗萍,夏洪君 301744 恭喜恭喜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

287769 家鄉豆花 李琪 302736 恭喜恭喜 張澤

305033 家鄉的夜 潘曉峰 305977 恭喜恭喜 鐘鎮濤,林志穎

346027 家鄉戀歌[HD] 覃藝馨 313732 恭喜恭喜{Live} 曉華,華娃,劉韻,潘秀瓊

296222 家園{Live] 梁博 297530 恭喜發財 于文華

311686 家裡有我 鄧勝利 301743 恭喜發財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

319664 家裡家外 孟楊,金波 302946 恭喜發財 莊學忠

305416 家燕媽媽 薛家燕 322486 恭賀新春{Live} 昊麟

311290 容我不懂 歌浴森 343799 恭賀新禧[HD] 俏童年小童星

346922 容若記憶[HD] 董貞 285839 悄悄愛你 李小庫

310885 射手之箭 焰烽 314844 悄悄愛你 李秋實

302500 展翅飛翔 張也 321869 悄悄離別 孟楊

317459 展翅高飛 張勝淼 309214 悄悄離開 河流

230667 展翅高飛 陳琳 308740 悄然走開 李怡霖

253469 展翅高飛 曾寶儀 305132 悔不當初 鄭中基

341094 展翅高飛[HD] 含瑞 340192 悔恨的心[HD] 師紅飛

325391 展翅翱翔 王梓旭,張坤,H.R. 342166 悟空{Live][HD] 單良,中國新歌聲

343155 峨眉獨酌[HD] 范玉陽 279021 悟空不空 高登

348900 峰迴路轉[HD] 吳檣 404512 拿心來換 鄧少華

284499 峰迴路轉{Live} 劉德華 287420 挫骨揚灰 面具

314352 峽江情歌{Live} 李君 311332 挺身而出 誓言

231206 師恩如海 雨兒,宋雪萊 289140 捆綁寂寞 亦勛

325786 師恩如歌{Live} 楊小勇 309692 捍衛陽光 唐嫣

314843 師恩難忘 馮繼先,楊玉民 286234 捕光者說 張竟予

296267 師恩難忘 顧凱 311134 捕風漢子{Live} 溫拿樂隊,Mr,草蜢

325791 庭院深深 青山 329453 捕魚達人 吳宗憲

257019 庭院深深 許茹芸 318409 旅行的魚 郎軍

302060 庭院深深{Live} 容祖兒 327794 旅行電影 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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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65 旅程[HD] 魏晨 233688 時空寄情 黃鶯鶯

349423 旅遊天下[HD] 呂薇 340909 時空對調[HD] 范小倩

336727 時不知歸[HD] 周傳雄 297673 時空膠囊 元氣 G-Boys

343234 時之彼方[HD] 劉海寬 323897 時針倒轉 歐陽曹亮

327807 時代先鋒 Mr.S樂團 290562 時間小偷 單小源

230028 時代先鋒{Live} 陳思思 322610 時間之門 華語群星

392297 時代序曲[HD] 黃家強 334585 時間有限[HD] 薛炳進

295118 時光十年 張杰 336728 時間有淚[HD] 張學友

302037 時光小偷 孫燕姿 344387 時間有淚{Live}[HD] 張碧晨,歌手

347368 時光之舞[HD] 葉子淇 346146 時間有淚{Live}[HD] 陳穎恩,中國新歌聲

346614 時光之墟[HD] 許魏洲 331413 時間肖像[HD] 蘇妙玲

326349 時光日記 徐浩 291093 時間的手 La組合

343235 時光正好[HD] 郁可唯 233726 時間的河 黃思婷

334979 時光行者[HD] 塔斯肯 314355 時間的河 歐得洋,堂娜

308121 時光沙漏 王傲然 329480 時間倒回 陳娟兒

335157 時光背後[HD] 曲世聰 266250 時間神偷{Live} 楊宗緯

321371 時光飛快 宋宇 311396 時間停了 趙薇

339276 時光倒回[HD] 鄭愷 309631 時間煮雨 郁可唯

321368 時光倒流 石筱群 335226 時間煮雨[HD] 吳亦凡

315285 時光倒流 彭浩 335329 時間煮雨[HD] 陳奕夫

320542 時光倒流 群星 335740 時間煮雨[HD] 劉一塵

334925 時光倒流[HD] 洪凱 342815 時間裂縫[HD] 李易峰

321369 時光倒轉 姚蘇 343236 時間遊戲[HD] 周楊

327809 時光海灣 夢然,冷漠 310691 時間膠囊 陳柔希

346145 時光情書[HD] 楊敏 282245 時間魔術 周天然,刹那之光

323271 時光煮酒 張津涤 314845 時過境遷 沈依莎

341768 時光誅仙[HD] 任賢齊,王子文 345654 書生與秋[HD] 孫藝程

348409 時光遐想[HD] 許飛 322612 書香年華 許嵩,孫濤

290366 時光隧道 陳奕迅 286165 書畫中國 魏新雨

349873 時光隧道{Live}[HD] 曲比阿且 329483 書寫幸福 張科,劉璐

321370 時光雕刻{Live} 楊樂,中國之星 298867 朗尼路加 佚名

338705 時光戀人[HD] 金志文,周子琰 286387 校園夜雨 A+ 樂團

331347 時來運到[HD] 洪杰 268492 校園歌手 盧廣仲

328650 時尚女王 慕榮 284486 校慶那天 劉孟哲

305728 時尚工業 璽恩 327100 格姆山下 楊扎西

286619 時尚老太 時尚老太 331226 格林童話[HD] 尚雯婕

340672 時尚教主[HD] 齊航 286894 格格不入{Live} 蘇佩卿

345169 時空之外[HD] 陳鵬升 347381 格桑姑娘[HD] 格桑卓瑪

266813 時空交錯 袁攀 313626 格桑花開 劉宗

343876 時空契約[HD] 孫藝程 231773 格桑花開 韓紅

269607 時空旅人 機動現場 287173 格桑雲朵 小歆

315999 時空旅行 渢鈴 314358 格鬥寶貝 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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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99 桃之夭夭 陳明 300211 浪跡天涯 佚名

301681 桃李爭春 姚蘇蓉 301146 浪跡天涯 卓依婷

304995 桃李爭春 潘秀瓊 282443 浪跡天涯 徐洪剛

312322 桃李爭春{Live} 方伊琪 230532 浪跡天涯 陳淑樺

317736 桃李爭春{Live} 冉肖玲 325700 浪漫夕陽 醉美

313685 桃李爭春{Live} 潘秀瓊 336381 浪漫手機[HD] 周杰倫

330712 桃花奇緣[HD] 朱梓驍 297600 浪漫冬季 小峰峰

279343 桃花妹子 苗苗 337451 浪漫血液[HD] 林俊傑

300749 桃花姐妹 李玉和 271687 浪漫走過{Live} 陳文清

329510 桃花姑娘 廖芊芊 335809 浪漫來襲[HD] 蕭亞軒

308771 桃花流水 李建科 296721 浪漫的雨 非同一般,洋洋

299241 桃花深處 佚名 295298 浪漫的雨 洋洋,非同一般

321393 桃花渡口 王馨 309242 浪漫情歌 肥貓大隊長,劉巧男

343259 桃花旗袍[HD] By2 267225 浪漫傳說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3527 桃花緣記[HD] 黃齡 282878 浪漫愛情 蔡小芳

294948 桃源浪暖 葉俊華 344747 浪漫愛情[HD] 棠星琪

330731 案發現場[HD] 李駿宇 287197 浪漫遐想 心蓮

325852 桐子花開 葉璐 299556 浪漫電波 佚名

329512 桑吉爾多 浩子 311722 浪漫隨行 魯珺琦

298219 桑傑卓瑪 尼瑪次仁 327871 浪漫關係 Snh48

299898 桑園訪妻 佚名 286092 浪漫櫻花 郭富城

286399 氣勢如虹 M -Girls 263600 浪漫驚喜 Kent

321409 氣質少女 阿悄,童可可,微胖女神 262810 浪漫驚喜 王健

294311 泰山之巔 成于申 230196 浮世英雄 陳明

334727 泰客任務[HD] 旺福 268697 浮生未歇 墨明棋妙

343917 泰迪熊[HD] 中央c少年幫 333258 浮生未歇[HD] 畢書盡

336401 泰商傳奇[HD] 思未 287819 浮生如夢 Dj Black仔哥

286923 泰國情哥 黃明志 295035 浮生若夢 孔雀哥哥

320598 泰國情哥 黃明志(Namewee) 325186 浮生若夢 婭琳

345215 泰國情哥[HD] 肖央,喬杉,艾倫,常遠 233413 浮生若夢 黃瑜嫻

316826 浣紗煙雲 陳浩東 280339 浮光掠影 阿肆

231703 浩浩乾坤 韓磊 331484 浮光掠影[HD] 閻韋伶

289627 浪人情歌{Live} 伍佰,劉若英 291465 浮沉人生 謝高峰

295307 浪人情歌{Live} 涂浩林 335077 浮若餘生[HD] 王子沐

287600 浪人情歌{Live} 張宇 325857 浮游人生 Vp1

346189 浪人情歌{Live}[HD] 張婉清,中國新歌聲 233256 浮游童話 黃征

330057 浪人情歌{Live}[HD] 劉德華 346650 浮雲車站[HD] 陳昇

343920 浪子回頭[HD] 黃崇旭,關彥淳 230256 浮雲遊子 陳明韶

231747 浪拉山情{Live} 韓紅 317776 浮躁的心 王祝海

325532 浪哨情歌 韋忠秀 349457 浴火成詩[HD] 迪麗熱巴,毛不易

338447 浪費眼淚[HD] 陳嘉樺 292221 浴火英雄 大支,J.Wu

310246 浪費感情 張祥洪 319868 浴火重生 阿蘭(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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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466 海上良宵 佚名 283112 海誓山盟 陳瑞

330272 海上良宵{Live}[HD] 蔡琴 327874 海誓山盟 趙紅軍

349458 海上的人{Live}[HD] 滅火器樂園 305523 海誓山盟 謝采妘

280342 海口戀歌{Live} 阿正 349459 海壇古城{Live}[HD] 游美靈

302499 海山仙子 張也 327104 海選真愛 顧峰

317056 海天盛筵 蔣姍倍,潘龍江 300453 海濱之歌 佚名

338448 海天盛筵[HD] 蔣姍倍 289235 海濱之歌 青燕子演唱組

344418 海市蜃樓[HD] 吳陌川 299425 海濱之歌(中三步) 佚名

255079 海角天涯 王芷蕾 290704 海濱婚禮 彩貝與海

275147 海角天涯 郭一然 271870 海螺姑娘 香巴拉組合

303981 海角天邊 楊帆 325858 海闊山遙 Hita

340684 海邦時代[HD] 文遠,夏川 279521 海闊天空 中國最強音

234071 海和天空 齊秦 294377 海闊天空 李鄒珺

267358 海的牽掛{Live} 龐龍 280345 海闊天空 李維真

307107 海的傳說 彩貝與海 233731 海闊天空 黃思婷

279013 海的憂傷 瘋子 332539 海闊天空[HD] 王珊珊

289585 海南戀歌{Live} 丁曉紅 333775 海闊天空[HD] 陶喆

263199 海枯石爛 Olivia Ong 322667 海闊天空{Live} 任韻淇

329540 海洋之心 A-Lin 291109 海闊天空{Live} 余家輝

327872 海洋之心 吉克雋逸 287655 海闊天空{Live} 蕭煌奇,楊培安

319249 海洋之心{Live} 謳洋 313806 海闊天空{Live} 韓庚

342449 海洋之星[HD] 奕丹 337453 海闊天空{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27102 海洋之歌 西瓜JUN 342167 海闊天空{Live}[HD] 譚晶,蒙面唱將

230523 海洋之歌 陳淑樺 347400 海邊的城[HD] 韓世輝

274730 海洋的心 子子 323312 海邊戲浪 佩希

308398 海為誰藍 朱雨辰 302712 海寶來了{Live] 張韶涵

322666 海若有因 許魏洲,黃景瑜 232362 海鷗飛處 高勝美

311875 海島冰輪 儲蘭蘭 232389 海鷗飛翔 佚名

318639 海島軍花 鄭立影 274923 海灣夜曲 格根其木格

311203 海峽之夢 董蕾蕾 315458 浸月流年 哚丫丫

311420 海峽之夢 齊亞男 269756 消失的光 李行亮

300250 海浪淚痕 佚名 336075 消失的海[HD] 小喬

232431 海浪淚痕 高勝美 298860 消沉的心 佚名

325240 海納百川 廖昌永 289236 消防英雄 唐冰冰,孫藍

287222 海棠依舊 風之琳 349925 消除煩惱[HD] 消除聯萌

296724 海棠依舊 劉曉 309030 涉愛未深 周艷泓

326412 海棠花開 賀一航 299891 烈火青春 佚名

269946 海棠香國 楓橋 342007 烈火神盾[HD] 魏晨

299095 海港之夜 佚名 343932 烈火歲月[HD] 李明偉(小東北)

322664 海然海然{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319252 烈酒人生 吳國慶

265711 海綿寶寶 回音哥 346198 烈酒兄弟[HD] 地主白

303289 海誓山盟 陳思安 300253 烈焰紅唇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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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07 烏江別戀 鐮刀禾苗 300369 疼你的人 佚名

288005 烏克麗麗 劉瑞琦 336276 疼我的娘[HD] 李猛

331656 烏克麗麗[HD] 周杰倫 317843 疼痛愛情 胡齡萌

282900 烏沙印舞 西子 341620 疼痛愛情[HD] 胡齡萌

301938 烏拉巴哈 飛輪海,藍心湄 294911 疼愛的你 劉天助

298700 烏雲珊丹 佚名 304723 真心不假 趙薇

347868 烏龍情歌[HD] Zero 309829 真心兄弟 徐健淇

340407 烏氊帽情緣[HD] 冷漠 306592 真心永在 韓磊

325236 烏鎮之戀 廖昌永 300332 真心快樂 佚名

322691 烏鎮時間 吉克雋逸 300272 真心朋友 佚名

303190 烏蘇里江 郭頌 304933 真心的愛 劉德華

296762 烏蘭托婭 蒙克 269747 真心相愛 李自強,軒兒

272029 烏蘭姑娘 齊峰 301171 真心相戀 周華健

345687 烏蘭姑娘[HD] 吳慶國 316721 真心英雄 楊坤,佟大為,鄭元暢,張杰,朱亞文,陳學冬

334491 特別的人[HD] 方大同 304210 真心英雄 群星

292716 特別關心 漁圈 287248 真心面對 白顏

327912 特朗普乖 東浩 284403 真心真意 二寶,張曉慶

284983 特殊行動 梁一貞 338472 真心真意[HD] 宏亮

300317 特務小強 佚名 299246 真心情侶 佚名

305547 狹路相逢 謝雨欣 327107 真心無悔 叢偉

293778 狼人情話 羅嘉俊 317863 真心愛你 蘇小花

308401 狼心狗肺 朱娜 283888 真心實意 羅中旭

266125 狼羊後傳 李明明 233359 真心謊言 黃淇

270215 狼羊新傳{Live} 浩軒 232559 真心還在 高明駿

348495 狼狽的愛[HD] 霸王鋒 310374 真心願意 張彌

232984 狼愛上羊 黃可兒 322739 真心戀曲 高安

298464 狼愛錯羊 江山 232076 真正的我 馬兆駿

339804 狼與自尊[HD] Snh48 343308 真有味道[HD] 何建清

280415 狼與美女 EXO 323357 真命天子 鴻飛

299543 留一盞燈 佚名 297897 真的好累 王迪

300019 留一點愛 佚名 289880 真的好累 徐澤

266532 留下了我 秦詠 234076 真的是我 齊秦

266549 留不下來 糖兄妹 347421 真的哭了[HD] 鄧鴻

300013 留不住你 佚名 349062 真的真的[HD] 孫沐

324593 留住夢想 朱天毅,楊靜玉 333489 真的假的[HD] 陶晶瑩

306974 留給昨天{Live} 劉雨潼,中國好歌曲 310313 真的寂寞{Live} 張萌萌

335606 留愛查看[HD] 蕭亞軒 349063 真的累了[HD] 孫有為

268816 留點愛吧{Live} 孫遜 296854 真的期盼 楊伯致

310641 留戀回憶 陳宇浩 324019 真的愛你 馬健濤

282683 留戀草原 燕尾蝶 318569 真的愛你{Live} 張惠春,李嘉琪,中國好聲音

333438 留戀從前[HD] 王璐岢 311427 真的愛過 劉一

283954 疼 啊博博 吉杰 301108 真相大白 卓文萱,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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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92 真相禁區 楊宗緯 335252 破曉以後[HD] 張靚穎

284808 真情之花 成雲剛 342888 破曉將至[HD] 雲の泣

275093 真情永遠 董文華 317870 破鏡能圓 邁克鴻飛

312365 真情永遠{Live} 王莉,湯非 263698 祖國之戀 王麗達

318619 真情永遠{Live} 謝名 312011 祖國母親 藍星

311054 真情有愛 新疆藝人 285286 祖國至上{Live} 許曉傑

300791 真情作崇 李亞明 269109 祖國你好 張延道

301556 真情表白 阿溫 268591 祖國和我 吳文煜

305823 真情宣言 龐龍 280451 祖國放歌 黃華麗,李宏偉

302844 真情宣言{Live} 深南大道 280452 祖國知道 常思思

280443 真情流露 楊斯壬 298124 祖國真大 王霞

316558 真情錯愛 孫博,藝凡 291348 祖國您好 熊立紅

316904 真想回家 浪哥 313538 祖國萬歲{Live} 雷佳,韓磊

302577 真愛一生{Live} 張信哲 290233 祖國萬歲{Live} 譚晶

300520 真愛一回 佚名 343313 祖輩親願[HD] 王佳佳

309965 真愛末年 馬天宇 289668 祝她幸福 劉剛

298301 真愛永遠 伊楊 326474 祝你成功{Live} 王小榮

316752 真愛如血 和匯慧 300124 祝你快樂 佚名

270793 真愛放手 蘇勒亞其其格 233362 祝你快樂 黃淑惠

252972 真愛冒險 張韶涵 324024 祝你幸福 火山

300121 真愛是誰 佚名 271392 祝你幸福 郭婭麗

324016 真愛無悔 丁偉 271717 祝你幸福 陳清

341034 真愛無悔[HD] 丁偉 303430 祝你幸福 陶喆

283311 真愛無敵 By2 232822 祝你幸福 鳳飛飛

282211 真愛無敵 古品 279446 祝你幸福 蘇盈之

257069 真愛無敵 許茹芸 336798 祝你幸福[HD] 李聖傑

340944 真愛無雙[HD] 阿蘭(Alan) 349072 祝你幸福[HD] 李榮浩

280720 真愛陽光 何龍雨,沈嬪嬪 325568 祝你健康 龔爽

305215 真愛難求 曉雨 300921 祝你順風 李逸

280992 真愛難得 張郎 232823 祝你順風 鳳飛飛

299015 真夢人生 佚名 270631 祝你順風{Live} 羅樺

306594 真實一點 高原 253866 祝我幸福 楊乃文

346241 真實世界[HD] 莊鵑瑛 334080 祝我幸福{Live}[HD] 張宇

324919 真戲假演 賴敏 347898 祝福上師[HD] 吳芊興

292686 破碎月光 榭霖 291286 祝福中華 李創

281566 破碎的人 陳珊妮 311827 祝福文山 閻維文

300576 破碎的心 佚名 267922 祝福水城 丁偉,王岩

312529 破碎的心 冷漠 230759 祝福以後 陳皓恩,周吉佩

298118 破碎的愛 王錚亮 312778 祝福吉祥 旺姆

316432 破碎夢境 門旭陽 312840 祝福吉祥 阿英

327955 破夢重圓 鄭國鋒 327958 祝福好人 何敏嘉

343312 破影而出[HD] 大鵬,南征北戰 308905 祝福老師 沙瑪學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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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593 祝福西藏[HD] 烏蘭托婭 349961 神魂顛倒[HD] 天堂樂隊

280453 祝福明天 張瑞,文春芬 336351 神魂顛倒[HD] 付辛博

303933 祝福的歌 黑豹樂隊 314364 神魂顛倒{Live} Snh48

310388 祝福重慶{Live} 張邁 232437 神雕俠侶 高勝美

268540 祝福祖國{Live} 呂繼宏,湯燦 308625 神韻飄香 呂金蔓

283039 祝福祖國{Live} 金婷婷 293579 神鷹傳說{Live} 張瑋

304230 祝福祖國{Live} 群星 325382 秘密行動 猴子幫,陳藝之

315494 祝福草原 冷酷 331807 秘密呼吸[HD] 梁一貞

270657 祝福康巴 翁色尼瑪 325875 秘密花園 關心妍

301226 祝福媽媽 孟鴿 323367 秘密基地 兄弟本色

234022 祝福媽媽{Live} 齊峰 340951 秘密基地[HD] 兄弟本色,吳念真

287872 祝福戀人 于新娜 270078 秘密愛情 樊蕊

344776 神之印記[HD] 倫桑 319917 秦時明月 劉中省

269819 神州之情 楊宗華 314366 站在大街 木棉

323361 神州飛船 孫春華 278509 站在這裡 愛戴

308142 神曲串燒{Live} 王曉娟 312336 笑口常開 牛欣欣,劉姝辰

321503 神曲唐僧 徐子洺 230012 笑口常開 陳思思

262300 神舟凱歌 陳歌華 329626 笑口常開 霍然

347899 神來之筆[HD] 景子謙,初晴van 232527 笑不出來 高慧君

340427 神奇{Live}[HD] 關喆,我是歌手 299674 笑比哭好 佚名

266756 神奇草原 藍琪兒 334498 笑到流淚[HD] 李佳薇

299839 神的傳說 佚名 325877 笑到最後 紫炫

317877 神的舞步{Live} 姬長樂 326485 笑看人生 古品

280454 神采飛揚 呂曹愷 312579 笑看人生 呂小龍

302666 神采飛揚 張惠妹 302000 笑看人生 孫安心

305000 神秘女郎 潘秀瓊 256116 笑看人生 葉倩文

265329 神秘女郎{Live} 葉楓 283485 笑看人生 龍千玉

324026 神秘河流 蕭煌奇 307135 笑看輸贏 愛東

341326 神秘河流[HD] 蕭煌奇 285685 笑面人生 王軍

287912 神秘愛人 王聖超 343317 笑面人生[HD] 王冠喬

257073 神秘電話 許茹芸 274626 笑著分手 任丁

269150 神秘舞王 張楓 254229 笑著流淚 楊采妮

269536 神秘禮物 曹方 348539 笑著流淚[HD] 李敏軒

308865 神秘鐘祥 杜麗萍,易秀成 343316 笑著哭了[HD] 邰正宵,林隆璇,姚可傑

343548 神草之戀[HD] 孫楠 263911 笑著哭泣 意外知夏

308745 神馬情歌 李杰飛 262967 笑著哭著 李立崴

293820 神筆馬良 袁和德 349969 笑著掉淚[HD] 洪煜祺

263354 神聖使命 孫維良 319921 笑著結束 勝嶼

348530 神舞幻想[HD] 吉克雋逸 256504 笑著愛你 蕭亞軒

331008 神魂電到[HD] 陶妍霖 325144 笑著離去 葉麗儀

280455 神魂顛倒 王雪 333209 笑著離開[HD] 動感男孩

255994 神魂顛倒 萬芳 327971 笑著懷念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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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938 笑著難過 龐龍 308702 能不能哭 李文杰

307462 笑傲瀟湘 閆鳳梅 328846 能走多遠 劉美麟

283631 笑對人生 尤文斌 263617 能哥之歌 王小利

269460 笑顏逐開{Live} 春天 298057 能歌善舞 王詩沂

268216 粉身碎骨 倪爾萍 310649 脆弱男人 陳依然

336808 粉紅大象[HD] 梁歡 294519 臭美姑娘 皓宇

284502 粉紅女人 劉怡君 281516 航空立交 金娃

310392 粉紅男孩 張鎧麟 297332 般若心經 Halyosy

306598 粉彩瓷藝 王莉 234222 茶山姑娘 龍飄飄

328811 粉筆記憶 XY兄弟 289394 茶山情歌 王可,ME

281140 粉墨人生 李昱和 300015 茶山情歌 佚名

326493 粉墨人生{Live} 小瀋陽,周曉鷗,跨界歌王 303569 茶山情歌 曾桂英

231290 粉墨人生{Live} 零點樂隊 294689 茶山情歌 雷佳

266612 粉墨散場 聖雨 254296 茶山情歌{Live} 楊鈺瑩

329638 納西情歌 羅麗珊 326535 茶山情歌{Live} 楊鈺瑩,翠翠,王添翼,塗曉玲,我想和你唱

334178 納西情歌[HD] 陳思思 341202 茶山情歌{LIVE}[HD] 楊鈺瑩,翠翠,王添翼,塗曉玲,我想和你唱

314368 納西情歌{Live} 王雅潔 262878 茶香中國 劉捷

306599 紐扣與兜 黃勇 335040 茶香中華[HD] 李美

329639 紐約女孩 元冠 315499 茶馬古道 熊七梅

348544 紐約紐約[HD] 孫嘉梵 231814 茶馬古道 韓紅

311794 純金打造{Live} 蕭敬騰 347935 茶馬古道[HD] 卓瑪央宗

304315 純真年代 葉蓓 265781 茶馬古道{Live} 孫維良,蝌蚪合唱團

284492 純真年代 劉孟哲 338502 茶馬情歌[HD] 西子,戴千秋

313459 純真年代{Live} 愛朵女孩 279665 草原人家 游美靈

340957 純真年代{Live}[HD] 老狼,劉芳,我是歌手 269449 草原之上 易靈汐

334671 純愛打造[HD] 吳勇濱 288400 草原之月 烏蘭托婭

301174 純愛時光 周逸涵,拜爾 333206 草原之吻[HD] 劉曉

301324 純粹誤會 林依輪 301874 草原之夜 降央卓瑪

305186 純粹誤會{Live} 黎明 302215 草原之夜 烏蘭托婭

296906 純醇的愛 尚芸菲 314849 草原之夜 郭瓦·加毛吉

323387 純屬虛構 牛選天 278940 草原之夜 陳水林

267130 純屬虛構 陳學聖 304458 草原之夜 寧林

313737 純屬虛構 盧學睿 305092 草原之夜 蔣大為

256868 純屬意外 許慧欣 294551 草原之夜 騰格爾

278328 純屬意外 戴佩妮 265658 草原之夜{Live} 吳滌清

263053 紙上的字 羅心潔 329668 草原之夜{Live} 李健,天籟之戰

304392 紛紛擾擾 解曉東 268909 草原之夜{Live} 富春山居女子樂坊

304591 紡織姑娘(快三) 舞曲 278618 草原之家 許雲上,韋琪

316014 紡織姑娘{Live} 阿迪雅,程晨 291862 草原之家{Live} 許雲上

262905 缺一不可 李一可 268019 草原之戀 烏蘭托婭

283346 翅膀之歌 塔斯肯 292737 草原之戀 燕尾蝶

325396 耿耿於懷 王笑文 263641 草原天空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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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35 草原天堂 阿香 286199 草原情歌 孫藍,唐冰冰

279666 草原天堂 游美靈 283976 草原情歌 殷瑛,老貓

305768 草原天堂 羅渝淞 270584 草原情歌 索南扎西

342170 草原天堂[HD] 胥拉齊 294596 草原情歌 謝軍

290829 草原天堂{Live} 游美靈 338503 草原情歌[HD] 拉毛王旭

345326 草原天路[HD] 嘿羽 346288 草原情歌[HD] 索朗措

324516 草原天籟 張艷君 286886 草原情歌{Live} 索南扎西

270305 草原月光 燕尾蝶 299843 草原晨曲 佚名

274925 草原百靈 格根其木格 304633 草原雄鷹 豪圖

308927 草原赤子 赤子 322796 草原愛歌 牧蘭,貢布

281410 草原走馬 范春梅 308985 草原達人 周怡然

270023 草原走馬 梅林組合 314375 草原漢子 劉蕊綺

335585 草原夜色[HD] 策力木格 326538 草原綠浪 周鼎棋

289395 草原妹子 薩娜 278853 草原舞曲(國){Live} 阿寶,張冬玲

314372 草原妹妹 烏蘭圖雅 232726 草原鳳凰{Live} 鳳凰傳奇

297791 草原姑娘 牛小龍 291039 草原醉歌 韓曉輝

286177 草原姑娘 衛東 321567 草原憶戀 胡斌

344797 草原姑娘[HD] 蘇西 285510 草原篝火 音樂走廊

279664 草原放歌 游美靈 310114 草原寶貝 張文娟

301618 草原牧歌 青燕子演唱組 293136 草原戀人 阿香

319950 草原的你 吳易航 267243 草原戀人 饒天亮

310611 草原的夜 郭歡,悟義 331594 草原戀人[HD] 烏蘭托婭

287039 草原的河 楓舞 308331 草原戀曲 好旺角

290672 草原的風 張冬玲 292150 草原戀情 吉日格勒

307810 草原的家 千童(張海松) 324626 草原戀歌 李曉東

306600 草原柔情 冷酷 280523 草莓紅了 曹琳

324083 草原秋色 冷酷 333642 草莓麵包[HD] 戴佩妮

328864 草原浪人 王文浩 302675 草莓戀愛 張雯婷

304632 草原祝福 豪圖 326540 草與檸檬 夏天alex

308290 草原神話 申琦 342931 荊棘王冠[HD] 吾恩

293534 草原酒歌 布仁巴雅爾 304545 荒城之月(慢四) 舞曲

309684 草原情人 唐冰冰 328866 荒度餘生 山野

308206 草原情花 司徒蘭芳 346736 荒唐的羊[HD] 曾軼可

270290 草原情思 熊七梅 302523 荒唐浪子 張少林

234031 草原情思 齊峰 331760 荒謬英雄[HD] 曹格

312168 草原情思{Live} 蘇勒亞其其格 298646 衷心讚美 佚名

285790 草原情郎 朱貝貝 233690 討你歡心 黃鶯鶯

346289 草原情郎[HD] 張榮瓊 303544 討我歡喜 彭羚

284414 草原情歌 任軍太 297876 記不記得 王俊宇

300573 草原情歌 佚名 324109 記得有我 白浩楠

312883 草原情歌 姚綠綠 308036 記得那些 王宇

296987 草原情歌 降央卓瑪 342943 記情成卷[HD] 李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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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603 記憶 青春 安仕偉 278776 追求完美 高亮

295453 記憶的傷 語錄 304493 追球追求 甄妮

305410 記憶拼圖 翼勢力 328913 追逐太陽 松林,匯晰

347093 記憶拼圖[HD] 謝艾妮 342513 追逐光芒[HD] 鐘彩媚

283519 記憶崖邊 陳魁 298329 追逐夢想 因果兄弟

321596 記憶碎片 賀一航 318045 追逐夢想 姚天成

340451 記憶裡的媽媽[HD] 晏磊 347485 追逐繁星[HD] 譚景文

334889 記憶語錄[HD] 陳詩牧 338524 追夢人生[HD] 陳俊龍

256875 記憶鋼琴 許慧欣 293334 追夢少年 冉青霞

321613 財神又到 啟韻群星 313287 追夢少年 郭大衛

302895 財神爺爺 莊學忠 293042 追夢少年 鄧小龍

307153 財神駕到 曹越,門麗 293252 追夢少年 魏超

339129 財神駕到[HD] 蔡炆天 319260 追夢村田 曾志祥,關鍶敏

349131 財神駕到[HD] 靜曼 344519 追夢男兒[HD] 韓大偉

325642 財源廣進 水果哥 280583 追夢赤子 群星

322839 財源廣進 曾敏 337881 追夢幸福[HD] 李研心

341226 財源廣進[HD] 水果哥 321626 追夢的人 許家豪

322840 貢米飄香 張奕 344036 追夢的路[HD] Ninetynine 99樂團

270445 起手無回 王識賢 263538 追夢無悔 伍義

232077 起初的愛 馬兆駿 283643 追趕太陽 紫鵑

347959 起承轉合[HD] 劉思涵 308737 送你分手 李佳薇

338523 軒慶普洱[HD] 西子 297773 逃亡列車 水木年華

271256 軒轅傳奇 鄧超 342514 逃生計畫[HD] 艾怡良

306604 迴圈記憶 樊凡 294379 逆光飛翔 李鋒

344035 迷人女孩{Live}[HD] 李小璐 285231 逆光飛翔 范逸臣

337497 迷失 In U[HD] Spexial 337501 逆光飛翔{Live}[HD] 李鋒

330883 迷失終點[HD] 葉熙祺 297086 逆向的風 鐘亞華

305496 迷你迷你 謝采妘 320000 逆向愛情 樊凡

254813 迷你電影 王心凌 328915 逆流成河 白銀河

303167 迷茫的愛 郭玲 324137 逆流成河 金南玲

303170 迷茫的愛 郭玲,冷漠 329717 逆流成河 劉愷名

300466 迷迷糊糊 佚名 334776 逆流的淚[HD] 溫嵐

268612 迷途的我 吳進法 337502 逆流時光[HD] 安圖聲樂隊

325901 迷途羔羊 兄弟本色 349146 逆風飛行[HD] 趙傳

299252 迷惑的心 佚名 311056 逆風飛翔 暉倪

271150 迷惑遊戲 貫詩欽,漁圈 349145 逆境重生[HD] 唐古

348620 迷童客店[HD] 張藝德 263711 邕州軍亂 霧影

343573 迷路的心[HD] 獅子合唱團 299092 配對成雙 佚名

267088 迷路的詩 阿超 268301 酒肉朋友 冷漠

333510 迷霧森林[HD] 七街小屋 302906 酒色財氣 莊學忠

343372 追光使者[HD] 洛天依 340758 酒城雨巷[HD] 黃躍蓉

354450 追求完美 李聖傑 331448 酒後心聲[HD] 迪克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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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911 酒後心聲{Live} 迪克牛仔 331585 高原姑娘[HD] 麗菲

349157 酒泉男人[HD] 金牛 267194 高原情思 雲丹久美

315509 酒香飄歌 烏蘭托婭army 326659 高原戀曲 藍琪兒

308815 酒鬼老爸 李景兒 318134 高原戀歌 蘇勒亞其其格

311276 酒鬼老爸 廖梓含 320880 高級動物 華語群星

332421 酒精和煙[HD] 何韻詩 314853 高清一班 張樊

322053 酒醉了我 魚藤樂團 322080 高處的水 張津涤

279512 酒醉以後 王磊 324192 高貴與醜 劉鳳瑤

282399 酒醉當歌 張寒 328982 高貴與醜{Live} 高心遠,天籟之戰

316575 閃亮茗天 朱梓驍,潘之琳 329789 高貴與醜{Live} 劉鳳瑤,夢想的聲音

291361 閃閃的愛{Live} 王思遠 328123 高樓大廈 范小倩

308564 閃閃紅星{Live} 吳介賢 349188 鬥羅大陸[HD] 蕭敬騰

349542 陝北後生[HD] 溫建林 320050 鬼迷心竅 孫露

345771 陝西故事[HD] 任靜 270454 鬼街傳說 王鐵

297147 陝西愣娃{Live} 十三狼 297207 鬼調歌頭 施文彬

295221 隻手遮天 李昊瀚 294248 乾杯中國 常穎

336411 隻手遮天[HD] 李昊瀚 329085 乾啦乾啦 八三夭,任賢齊,五月天 阿信

286431 馬上有錢 大慶小芳 288729 假的真的 張榜強

285946 馬上有錢 阿李郎 348132 假面之戀[HD] 胡靈

289524 馬上有錢 榮聯合 327118 假面生活 韋夫

297197 馬上有錢 龐錕 278675 假面溫柔 邢繼光

334496 馬上有錢[HD] 朱貝貝 300653 假情真愛 吳小豪

286843 馬上有錢{Live} 榮聯合 340272 假裝[HD] 蔡依林

287123 馬到成功{Live} 陳笠笠 339403 假裝不了[HD] 何維健

318222 馬背民族 東方紅艷 311047 假裝回憶 新秀團隊

321698 馬背情歌 張冬玲 314386 假裝快樂 東來東往

329786 馬背情歌{Live} 格格 347215 假裝計較[HD] 魏哲鳴

308791 馬鞭姑娘 李草青青 285881 假裝淡定 單色凌

302923 馬蘭山歌 莊學忠 342608 假裝深刻{Live}[HD] 鄧力川

299091 馬蘭姑娘 佚名 307882 假裝開心 小峰峰

299145 馬蘭戀歌 佚名 322294 假裝懷念 馬旭東,馬劍芬

297740 高山之戀 毛泓艷 288730 假裝灑脫 夢然

308389 高山流水 曲丹 339107 偉大復興[HD] 百靈

341017 高山流水{Live}[HD] 黃洋 317218 偉大新鋼 汪成龍

308169 高天厚土 王麗達 343065 偏偏懷念[HD] 錢裕

335480 高空彈跳[HD] 徐佳瑩 283148 做牛做馬 韓嵐

325665 高原一夜 田田 258137 做好準備 鄭秀文

341297 高原一夜[HD] 田田 301031 做你的傘 沈凌

298765 高原之歌 佚名 294207 做你的貓 孫藝玲

284137 高原之巔 韓磊 291369 做我自己 王盛楠

292336 高原兵歌 小曾 300314 做我自己 佚名

311252 高原兒女 嘉布·洛絨 326030 做個好人 張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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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47 做個男人 張祥洪 345512 動物世界[HD] 薛之謙

349645 做個男人{Live}[HD] 王大磊 315153 動物森林 范瑋琪

323597 停了的鐘 蕭煌奇 358840 動感超人 陳小春

341324 停了的鐘[HD] 蕭煌奇 283620 唯一的愛 秦浩

298475 停不下了 江美琪 313145 唯一的愛 張凌楓

315512 停不下來 郭采潔 319269 唯一紀念 李琦

305021 停止呼吸 潘瑋柏 302467 唯有兄弟 屠洪剛

318421 停止愛你 曉月 332067 唯有兄弟[HD] 龐龍

333392 停止愛情[HD] 宋孟君 230184 唯有寬容 陳明

308880 停止跳動 汪蘇瀧 347675 唯你一生[HD] 水木年華

300598 停止轉動 佚名 323662 唯我獨醉 雨中百合

265973 停在昨天 思小妞 294601 唯思葵花 賈盛強

303528 停在昨天 喬洋 262455 唱什麼歌 范瀟勻

316218 停愛留職 唐古 317319 唱出夢想 彤杰,戴月

313871 停電以後 蘇仨 315515 唱吧情緣 嵐戈,田恬

333755 健康來了[HD] 阿悄,宋孟君 306965 唱我的歌 劉歡,蔡健雅,羽泉,周華健,全國32強,中國好歌曲

293469 健康是福 大平 296077 唱我的歌{Live} 劉歡,蔡健雅,周華健,羽泉

230118 偶而見面 陳慧琳 297235 唱的響亮 09超女

284152 偶然聽說 李魏西 298355 唱得響亮 安又琪

290677 偶遇情緣 張可兒 282112 唱得響亮 兒歌

339062 偶像歌手[HD] 張棟樑 323664 唱給你聽 牛會龍

343454 偶滴舞神[HD] Venusboy 308670 唱給愛情 宋熙銘

325746 偶爾善良 夏天alex 301885 唱鄉情歌 韋東明

234187 偷天換日 龍澤,郭品超,楊家成 308407 唱響中國 朱麗婷

302960 偷心的人 莊學忠 292156 唱響天籟 呂瑩晶

322295 偷心的賊{Live} 張啟輝 319607 唱響北京 張雙舞

287949 偷偷的哭 冉青霞 305470 唱響杭州 謝朋舉

316219 偷偷的哭 情深 305246 啊 大岩壁 盧廣仲

230616 偷偷的哭 陳玉建 339065 啊 青春[HD] 許諾

262352 偷偷的愛 丁噹,嚴爵 281123 問心有愧 李俊旭

303086 偷偷想你 許秋怡 304692 問心無愧 趙詠華

284501 偷偷暗示 劉思涵,曾昱嘉 309489 問情千千 柏文

302968 偷偷摸摸 莊學忠 326077 問劍江河 王愛華

231475 偷偷摸摸 靜婷,劉韻 345526 問蓮魚說[HD] 高曉攀

313665 偷偷摸摸{Live} 劉韻,華娃 301767 問題愛情 美眉組合

308286 偷偷聯繫 田躍君 304882 啞口無言 劉耔彤

328263 偷腥的貓 南建雄 346890 啞巴酒館[HD] 張三彌

304988 偽裝自己 潑猴 314854 啟航明天 群星

288771 剪愛&聽海{Live} 曹格 322366 啟航迎春 張翠萍

292745 動力之都 王麗達 328351 啟稟太后 李琦

270870 動力澎湃 葛本軍 256999 啤酒咖啡 許茹芸

345923 動物王國[HD] 左左右右 324390 啵兒一個 天喜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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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254 國之大者[HD] 孫健 284952 娶你回家 楊果

342175 國王遊戲[HD] 羅志祥 303684 婉君表妹 童星

303698 國王操場 絲襪小姐 308982 婉約黃昏{Live} 周志良

286052 國仕無雙 袁樹雄 308558 婚前戀曲 吳小豪,羅歡

306619 國色天香 李玉剛 299017 婚禮之歌 佚名

344972 國色天香[HD] 思予 299694 婚禮合唱 佚名

318344 國色天香{Live} 李玉剛,蒙面歌王 345020 婦女之友[HD] 黃磊,李立群,王迅,魏大勛

316878 國防之歌 鄭允武 332956 婦唱夫隨[HD] 陳詠,雲菲菲

312205 國花飄香 闞麗君 304739 孰輕孰重 趙薇

306620 國富民強 劉國強 331350 寂而不寞[HD] 漁圈

266175 國貿立交 東方駿,謝孟偉,張子棟 233207 寂寞女子 黃小琥

342642 國境四方[HD] Rajor 262050 寂寞不痛 A-Lin

284818 國旗之戀 接厚芳 336629 寂寞之光[HD] 梁文音

270919 國旗飄飄 蔣芳 298533 寂寞公路{Live} 羽泉

330594 執子之手[HD] 品冠 232555 寂寞天堂 高明駿

337164 執手千年[HD] 楊皓天 307247 寂寞心扉 沈世愛

288386 執手紀念 魏小麒 291572 寂寞主義 黃潤豪

279461 執迷不悔 邰正宵 307166 寂寞先生{Live} 李佳薇,我是歌手iii

284769 執迷不悔 彭佳慧 288287 寂寞先生{Live} 曹格

255236 執迷不悔{Live} 王菲 338867 寂寞先生{Live}[HD] 李佳薇,我是歌手

285202 執迷不悔{Live} 胡維納,范瑋琪 338325 寂寞先生{Live}[HD] 孫浩雨

337165 執迷不悔{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31163 寂寞先生{Live}[HD] 劉悅

295021 執迷不悟 天寶 331164 寂寞先生{Live}[HD] 劉悅,曹格

324368 執迷不悟 唐妍 311429 寂寞光年 劉力揚

344979 堂吉訶德[HD] 程恢弘 317432 寂寞如花 高夫

297358 堅固柔情 Lisa 342691 寂寞如雨[HD] 李小薇

321097 堅定夢想 吳迪 310822 寂寞如香 彭麗麗

234195 堅持付出 龍軍 320330 寂寞如雪 何龍雨

284826 堅持到底 斯琴高麗,顧峰 329281 寂寞如煙 伍騰宇

342176 堅持到底{Live}[HD] 阿杜,隱藏的歌手 337511 寂寞如歌{Live}[HD] 李健

339942 堅持等你[HD] 周超 230408 寂寞宇宙 陳曉東

327572 堅持夢想 紅燈少女 308792 寂寞成災 李草青青

341341 堅持夢想[HD] 許嘉文 319666 寂寞成歌 冷漠,楊小曼

312315 堅持夢想{Live} 方小菲 293803 寂寞收據 蘇盈之

266827 堅持夢想{Live} 許嘉文 299261 寂寞似火 佚名

298605 堅強分手 何俊明 343141 寂寞更生[HD] 郁可唯

289998 堅強的你 楓橋 232082 寂寞來襲 馬博

286224 堅強的盾 張赫宣 269744 寂寞咖啡 李翊君

338125 堅強過頭[HD] 曾沛慈 323127 寂寞咖啡 唐古,蔡曉

321101 堅毅的鳥 祁隆 327613 寂寞咖啡 蔡曉,鄭曉填

233816 堆積情感 黎明 335126 寂寞咖啡{Live}[HD] 蔡曉,翟琳童

232735 奢香夫人 鳳凰傳奇 326154 寂寞孤影 后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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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623 寂寞房間 鄭曉填 338326 寂寞慷慨[HD] 孫浩雨

310110 寂寞放飛 張夕磊 263868 寂寞瘋了 謝和弦

298154 寂寞河流 王瀾霏 331032 寂寞暴走[HD] 飛輪海

317437 寂寞的手 金久哲 302265 寂寞輪回 笑天

301443 寂寞的街 泳兒 332077 寂寞擁擠[HD] 林憶蓮

312117 寂寞的愛 關健 315521 寂寞機場 金俊延

264166 寂寞空城 張躍 301624 寂寞機場 俊延

262515 寂寞花火 顧莉雅 318178 寂寞離歌 小築

294700 寂寞花火 顧雅莉 280782 寂寞難耐 劉明輝

299500 寂寞芳心 佚名 285302 寂寞難耐{Live} 賈劍龍,陳羽凡

307822 寂寞雨點 大雨點兒 234041 寂寞難耐{Live} 齊秦

279511 寂寞城市 王俊宇 270359 寂寞歡場 王子霆

343482 寂寞城市[HD] 周蕙 296231 寂靜如歌{Live} 李健

319274 寂寞宣言 邵大倫 308280 寂靜的夜 田維英

284143 寂寞很重 丁丁 333976 寂靜森林{Live}[HD] 蘇丹

270197 寂寞流年 洪煜祺 322433 寄生離群 李祥祥

283515 寂寞秋天 陳魁 291220 寄存心願 張利志

308365 寂寞香煙 安琪 349324 寄海傳情[HD] 王江發

265530 寂寞旅人 冷漠 321840 寄語聆聽 瑤瑤

335029 寂寞旅行[HD] 文杰 307137 密雲情歌 成學迅,付小芳

327122 寂寞旅途 鄭雅文 329289 將心比心 黑龍

315523 寂寞海峽 張峽浩 304212 將心打開 群星

320333 寂寞高手 吳莫愁 255177 將愛實現 王菲,蘇永康

301475 寂寞高手 邵兵 317003 將錯就錯 萱萱

344661 寂寞高手[HD] 張梓瑤 321175 將錯就錯 寶雲

346533 寂寞堂口[HD] 謝霆鋒 308881 專屬味道 汪蘇瀧,林希兒

333038 寂寞情歌[HD] 李志洲 270257 專屬於你 潘瑋柏

317435 寂寞梧桐 唐美華 233522 專屬密碼 黃義達

309593 寂寞深海 胡梅 278056 專屬情歌 任和

327123 寂寞圍剿 明澤 346029 專屬情歌[HD] 李沛瑋

278089 寂寞替身 冷漠 348893 專屬情歌[HD] 劉辰希

324858 寂寞無害 艾怡良 293099 專屬愛愛 鐘潔,徐微

341570 寂寞無害[HD] 艾怡良 307900 專屬電影 小賤,星弟

332865 寂寞無賴[HD] 動力火車 304152 專屬歌曲 群星

293496 寂寞等待 婭琪朵 306077 專屬魔力 魔幻力量,郭采潔

348890 寂寞黃昏[HD] 王紫菲 323142 崆峒絕戀 高翊菲

343142 寂寞煙火[HD] 朱婧汐 304087 帶我去飛{Live} 群星

307957 寂寞煙花 天籟天 310285 帶我回去 張智成

316612 寂寞煙花 冷漠 336640 帶我回家[HD] 林逸欣

324612 寂寞煙圈 李季 334804 帶我回家[HD] 群星

301026 寂寞路口 沈芳如 330413 帶我離開[HD] By2

286750 寂寞電臺 阿超 231966 帶刺玫瑰{Live} 顧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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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71 帶刺的愛 阿淡 315248 張三的歌{Live} 蕭敬騰,徐詣帆

288957 帶淚的魚 帶淚的魚 280132 張三的歌{Live} 蘑菇兄弟

337515 常山戰鼓[HD] 胡東清 342715 張三的歌{Live}[HD] 彭佳慧,蒙面唱將

316225 常來常往 金波 332026 張三的歌{Live}[HD] 齊秦

267023 常來常往 金磊鑫 338342 張三的歌{Live}[HD] 蕭敬騰,徐詣帆,最美和聲

230801 常來常往 陳紅,蔡國慶 310622 張飛英雄{Live} 陳小濤

267017 常來常往{Live} 金波 315929 張開翅膀 光良

296274 常青之歌 王潔,夏輝 318585 張瑋是誰{Live} 張瑋

299896 庵堂認母 佚名 265927 張輝的歌 張輝

271868 康巴姑娘 香巴拉組合 285947 張燈結綵 阿寶,王二妮

282294 康定月亮 奚麗娜 282758 張燈結綵{Live} 皆大歡喜

269407 康定情歌 文博 334036 張燈結綵{Live}[HD] 二妮,阿寶

283408 康定情歌 王拓 344679 強求好嗎[HD] 譚詠麟,丁噹

297969 康定情歌 王雪晶 345056 強者背後[HD] 譚詠麟,譚維維

300161 康定情歌 佚名 307464 強軍戰歌{Live 閻維文

281319 康定情歌 玖月奇跡 319312 強軍戰歌{Live} 群星

270691 康定情歌 胡斌 313166 強顏歡笑 張祥洪

232736 康定情歌 鳳凰傳奇 331645 彩色的黑[HD] 吉克雋逸

234260 康定情歌 龍飄飄 342716 彩色的黑{Live}[HD] 許馨文,夢想的聲音

305764 康定情歌 羅時豐 295255 彩色的夢 楊然

265654 康定情歌{Live} 吳滌清 344680 彩色派對{Live}[HD] 李志

312997 康定情歌{Live} 孫維良,寧可 331902 彩色相片[HD] 蔡依林

313193 康定情歌{Live} 張琪朗 270975 彩色相片{Live} 蔡依林

313435 康定情歌{Live} 黃小琥 302124 彩色粉筆 徐譽滕

313548 康定情歌{Live} 寧可,孫維良 292468 彩貝與海 彩貝與海

305331 康定情歌{Live} 閻維文 323760 彩虹之光 五姐妹樂隊

333060 康定情歌{Live}[HD] 王拓 323761 彩虹之光 蘭雨

334146 康定情歌{Live}[HD] 肖懿航 341045 彩虹之光[HD] 五姐妹樂隊

328485 康定情緣 阿蘭(Alan) 341062 彩虹之光[HD] 蘭雨

311414 康定情緣 鳳凰傳奇 327640 彩虹之路 達娃卓瑪

319691 康定戀歌 龍澤索南 336049 彩虹之路[HD] 樂團雙魚座

281405 康美之戀 苗苗 337709 彩虹之路[HD] 雙魚座

290639 康美之戀 對唱 292621 彩虹之巔 李英杰

331446 康美之戀[HD] 譚晶 301943 彩虹天使 香香

310781 康美之戀{Live} 傅斯彥 304868 彩虹天堂 劉畊宏

291953 庸人自擾 Fabel 336028 彩虹天堂{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283847 張三李四 高楓 293837 彩虹心約 謝笙東野

301609 張三的歌 青鳥飛魚 278868 彩虹兒女{Live} 巴桑,澤旺多吉

232242 張三的歌 騰格爾 338343 彩虹物語[HD] 徐浩,朱元冰

285104 張三的歌{Live} 王矜霖,鐘純妍 283481 彩虹的你 陳昇

292782 張三的歌{Live} 王睿卓 327641 彩虹金剛 孫燕姿

317482 張三的歌{Live} 修兒,中國好聲音 304916 彩虹眼淚 劉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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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34 彩雲之南 央金蘭澤 339721 從頭再來{Live}[HD] 崔健,中國之星

346547 彩雲之南[HD] 徐千雅 338669 從頭再來{Live}[HD] 黃勇,林燕,中國好聲音

266699 彩雲姑娘 董夏娟 349779 從頭再來{Live}[HD] 騰格爾,歌手

323762 彩雲追月 朱明瑛 346054 從頭開始[HD] 胥拉齊

288974 彩雲追月 楊紫萍 301364 從頭愛起 林淑蓉

263444 彩雲追月 蘇暢 327309 御匾之歌 王林

233581 彩雲追月{Live} 黃英 301856 悠悠我心 郁可唯

308626 彩雲飄飄 呂金蔓 321871 悠悠我心 雷琛瑜

279518 彩翼九天 王莉 266904 悠游自在 辛曉琪

230581 得寸進尺 陳潔儀 314403 患難兄弟 金城,王雲浩

341467 得來不易[HD] 馮曼枝 325604 患難兄弟 孫浩雨,崔偉,馬繞劍

281056 得計之後 曹智賢 341956 患難兄弟[HD] 孫毅淳,崔偉,馬皢劍

326206 得意之戀 徐菲 341729 患難兄弟[HD] 孫毅淳,崔偉,馬饒劍

342371 得意的笑[HD] 賈玲 262842 情人正傳 冷漠

289909 得意的笑{Live} 李麗芬 303299 情人再見 陳思安

314402 得意洋洋 張瀚元 234212 情人再見 龍飄飄

279791 得獎的是 自由發揮 285721 情人吉祥 白瑪多吉

296301 徘徊灌溉 孫藝山 312572 情人朋友 吳斌

305773 從一開始 羅曉明 271645 情人朋友 陳冠蒲

338667 從不放棄[HD] 徐飛 230148 情人朋友 陳揚傑

283596 從今以後 馬常寶 263033 情人知己 梁文音

323764 從心出發 林萍 303974 情人恰恰 楊小萍

332659 從心跳躍[HD] 周韋彤 305478 情人恰恰 謝采妘

282782 從未後悔 紫琴 299072 情人勝地 佚名

329319 從此以後 柴俊 332692 情人難做[HD] 楊紫燃

288251 從此以後 格格,三強 308175 情人寶貝 王鶴錚

262776 從此以後 酒吧傷心人 326224 情不由衷 岳浩

278440 從此以後 楊浩 300142 情不自禁 佚名

329318 從此以後 劉宗 230086 情不自禁 陳慧琳

343165 從此以後[HD] 吳亦凡 346069 情不自禁[HD] 陳群

329320 從此以後{Live} 吳亦凡 255277 情心不變 王菲

327646 從我角度 陳文清 306630 情比天長 高原

323150 從我做起 陳俞靜 253605 情生意動 曾淑勤

232943 從沒離開 黃伊汶 268366 情同手足 劉強

319699 從那以後 靜雯 339067 情在天府[HD] 佚名

321203 從那以後{Live} 楊樂,中國之星 310573 情在心底 郭一凡

280808 從前以後 劉著 320392 情有獨鍾 周員平

338346 從前的我[HD] 陳潔儀 299374 情何以堪 佚名

335289 從愛發落[HD] 羅志祥 303709 情何以堪 費玉清

231274 從零開始{Live} 零點樂隊 264130 情困銀川 張新

231968 從頭再來{Live} 顧莉雅 308988 情系江河 周明輝

333385 從頭再來{Live}[HD] 孫楠 289010 情系空門 印能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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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438 情兒芊芊 蘇小花 265901 情深意長{Live} 張濤

314404 情到陌路 許文科 342731 情深意厚[HD] 肖雪

271804 情到深處 青山,緣分 300282 情深緣淺 佚名

292874 情到深處 紅薔薇 312562 情深誼長{Live} 吳春燕

313064 情到深處 馬健濤 312855 情深誼長{Live} 阿魯阿卓

295353 情定三生 石楊 293043 情深誼長{Live} 鄧玉華,金霖

296343 情定今生 湘浩雨 343801 情深誼長{Live}[HD] 吉克雋逸

325371 情定今生{LIVE} 湘浩雨 325686 情牽笛韻 許志剛

309022 情怡之歌 周燕君 319281 情牽邊關 雨露

323173 情泛蘇州 狂龍 328515 情連世林 阿香

309893 情花有毒 涓子 230410 情場中人 陳曉東

338361 情花待放[HD] 西子 291119 情債難還 冷漠,陳瑞

233498 情非得已 黃美詩 323170 情傷難療 黑龍

286540 情非得已{Live} 伍思凱 290303 情愛之間 郭富城

284779 情非得已{Live} 徐林,胡海泉 324765 情愛有你 王玉峰

316229 情非得已{Live} 張杰,趙俊,最美和聲 309964 情愛東流 酒吧傷心人

230592 情非得已{Live} 陳潔麗 344307 情暖一生[HD] 安東陽,東方紅艷

233005 情非得已{Live} 黃品源 304833 情暖人間{Live} 劉玉婉

339069 情非得已{Live}[HD] 庾澄慶,中國好聲音 323786 情溢山歌 王瑩,錢萬千

334078 情非得已{Live}[HD] 庾澄慶,李敏鎬 326227 情義兄弟 薛筱哲,古金霖

346070 情侶空間[HD] 夏天alex 290406 情話連篇 顏小健

305074 情是什麼 蔡琴 335851 情路彎彎[HD] 龍梅子

292288 情為何物 安東陽,黑鴨子演唱組 282523 情過苦海 李俊英

293507 情為何物 安東陽,樊桐舟 289709 情歌不老 呂小毅

335761 情為何物[HD] 安東陽,黑鴨子(樊桐舟) 349795 情歌之王[HD] 高安

311440 情為誰留 劉冰 316619 情歌而已 聲音碎片

343495 情時多雨[HD] 傅又宣 314859 情歌串燒{Live} 段紅

314857 情海心燈 曉月 323785 情歌飛揚{Live} 張靜

284837 情海追憶 曉喜兒 310424 情歌草原 敖都

306961 情留心中 劉憶 283493 情歌唱盡 阿吉仔

316381 情迷心竅 冷漠 269565 情歌悠揚{Live} 本兮

345083 情迷花蕊[HD] 李芳蕊 321227 情歌當酒 王璐

256935 情迷意亂 許美靜 291018 情歌療傷 陳少華

289771 情迷網路 天籟天,李紫涵 290538 情歌難唱 劉悅

314858 情寄西涼 鐘子炫 349796 情滿岐山{Live}[HD] 函亭

294229 情寄綠色 尤國通 314860 情滿酒歌 郭瓦·加毛吉

305738 情深有罪 羅丹 323787 情滿鹿城{Live} 天駿

297533 情深似海 于文華 298441 情緣不了 朱樺

320395 情深無悔 何龍雨 278519 情緣瀘定 王利

280172 情深無緣 雷鳴 294655 情誼無價 阿猛

302253 情深意長 祖海 303881 情醉人間 黃聖依,揚子

270949 情深意長 蒲紫微 265684 情醉中華 周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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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34 情醉中華 馮欣 292990 救贖之旅 許巍

311186 情醉天涯 葉舞霓裳 297502 敖包相會 刀郎

266292 情醉西廂 段紅 300624 敖包相會 佚名

309594 情醉西湖 胡梅 320525 敖包相會 胡斌

282628 情醉茶香 歐陽曉清 302991 敖包相會 莊學忠

326228 情醉茶鄉 李紅 314862 敖包相會 郭瓦·加毛吉

328516 情醉草原 李楠 305093 敖包相會 蔣大為

333133 情醉陶都[HD] 雅芬 306030 敖包相會 騰格爾,薩那

275020 情醉湘繡 王瑩 346129 敖包相會[HD] 張妍,孫淵

283044 情醉彝家 金岩 346130 敖包相會[HD] 張濤,侯博文

315527 情歸丹霞 鐘芹 314410 敖包相會{Live} 烏蘭圖雅,齊峰

320393 情歸何處 小龍女 291064 敖包相會{Live} 黃琦雯

301365 情歸何處 林淑蓉 342178 敖包相會{Live}[HD] 李昱和,梅林組合

296346 情歸何處 愛華 265733 敖包相戀 大慶小芳

313703 情歸何處 蔡獻華,湘佛蓮 347361 敖蕾一蘭[HD] 劉一塵

320394 情歸草原 雲飛 316982 敗給愛情 曾春年

312093 情懷岳陽 譚圳 299116 教書先生 佚名

345598 情簽一生[HD] 楊臣剛,李芳蕊 303717 旋轉木馬 鄉村二人組

290433 情難回首 黃斌武 256800 旋轉餐廳 許哲珮

323174 情願為你 齊晨 340383 晚上的陽光[HD] 才娜旺姆

263831 惦惦好嗎. 蕭閎仁 342179 晚安北京{Live}[HD] 劉文天,中國新歌聲

262518 捨不得他 顧莉雅 300123 晚安妹妹 佚名

326329 捨不得你 王小榮 304824 晚安姑娘 劉小天

312801 捨不得你 林少緯 278172 晚安的話 周筆暢

323250 捨不得你 莫龍丹 327811 晚安晚安 牛奶咖啡

258250 捨不得你 鄭秀文 312027 晚安晚安 魏如萱

300016 捨不得飛 佚名 303375 晚安陽光 陳瑞

323251 捨近求遠 阿古哥 324900 晚安夢想{LIVE} 許雲上

322580 捨得分手 吳若希 311815 晚安寶貝 閻韋伶

340651 捲土重來[HD] 郭泇妏 290279 晚風花香 鄧麗君

335793 掏心掏肺[HD] 王立薦 328652 晚風戀曲 曹芙嘉

284844 掙點小錢 曹越 321372 晨歌嘹亮 張冬晨

348983 採茶新歌[HD] 劉娜 309528 望月水中 流蘇

321656 採茶舞曲 李玲玉 326370 望穿秋水 寶慶

231054 採茶舞曲 陶慧敏 328682 望眼欲穿 王愛華

299713 採茶撲蝶(恰恰恰) 佚名 326371 望著月亮 貢尕達哇

265558 採蓮船調{Live} 劉一禎 269486 望斷秋水 曉月

310448 接著操練 曹爾真 297728 梁祝-十八相送 方雪雯

341983 控制不了[HD] 張韶涵 298645 梁祝同窗 佚名

301540 掩飾寂寞 阿悄,徐良 314412 梁祝紅塵 音樂走廊

336715 敏感動物[HD] 羽泉 298644 梁祝赴杭 佚名

286247 救救地球 楊麗 322164 梁楓有信 葉楓華,何乾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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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97 梅花三弄{Live} 姜育恆 231604 淚的小雨 韓寶儀

316596 梔子花開 何炅,Angela 279388 淚的小雨{Live} 青山

338436 梔子花開[HD] 何炅 330075 淚的小雨{Live}[HD] 呂方

308986 梨花之約 周怡然 299093 淚的衣裳 佚名

300344 梨花非夢 佚名 306044 淚流滿面 顧建華

293556 梨花帶雨 張可兒 332042 淚若雨下[HD] 喬毓明

309313 梨鄉之戀 阿英,洛桑鄧珠 271985 淚落之夏 黃勇深,葉筱萱

343260 梨樹逢春[HD] 王春柳 400308 淡水河邊 佚名

300017 梭羅河畔 佚名 303093 淡淡的歌 許飛

303029 梭羅河畔 莊學忠 302908 淡淡情愁 莊學忠

231933 梭羅河畔 顧媚 232993 淡藍的街 黃名偉

308727 梵古先生 李志 338098 淩晨三點[HD] 莫瀅琦

279379 欲火玫瑰 錢紅 287958 深圳頌歌 葉俊華

302810 欲言又止 梁漢文,車婉婉 339785 深圳戀歌[HD] 何鵬

336161 欲言又止[HD] 關喆 291576 深秋的夢 齊霖

400295 欲走還留 佚名 299033 深秋楓紅 佚名

257056 欲哭無淚 許茹芸 339520 深海之尋[HD] 李健

292059 欲哭無淚 蘭雨 321430 深海之尋{Live} 李健

308690 欲救無藥 李子杰 293711 深海少女 洛天依

313824 欲望之城 藍沁 254286 深海的魚{Live} 楊鈺瑩

338017 欲望之城[HD] 柳岩 314863 深海遊戲{Live} 雷雨心,中國好歌曲

349020 欲望公路[HD] 張鴻舉 331285 深情擁抱[HD] 李丹陽

288564 欲望都市 陳瑞 257910 深情難了 辛曉琪

325496 欲罷不能 金錿 289239 深深小巷 孫宇

329522 殺死忍者 C-Block 343278 深深沖印[HD] 吳國敬,梁漢文

348451 毫無戒備[HD] 陳真 330685 深深深深[HD] 徐譽滕

300259 涼山情歌 佚名 289650 深深擁抱 冉青霞

232785 涼啊涼 鳳飛飛 282620 深黑的河 棉花糖

322669 淋濕了肩 丁思忖 311299 深愛的你{Live} 滿江

334772 淘金歲月[HD] 浩角翔起 294446 深愛著你 煙圈蔓延

312002 淚光翅膀 藍正龍 313628 深愛著你 劉朋

303816 淚光閃閃 黃品源 311456 混在北京 劉坤山

263038 淚光閃爍 飛兒樂團 305437 混帳東西 蟑螂合唱團

321427 淚吻落花 曾妮 308721 淹死的魚{Live} 李宇春

325860 淚的小花 青山 282278 淺淺的笑 夏后

232408 淚的小花 高勝美 325090 清江畫廊 烏蘭圖雅

234217 淚的小花 龍飄飄 291031 清江戀歌 雷淑敏

279387 淚的小花{Live} 青山 339072 清風徐來[HD] 王菲

404885 淚的小花{Live} 陳思安 329544 清晨之路 歐霖

313518 淚的小花{Live} 萬飛 342853 清晨的風[HD] 合力

325861 淚的小雨 青山 231335 清晨旅行 雷光夏

284071 淚的小雨 莫旭秋 304737 清晨陽光 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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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78 清淡女人 彭澤瑜 307354 理想不倒 臧天朔

233963 清淨自在 黑鴨子演唱組 332161 理想主義[HD] 張軍

288323 清淨蓮花 湘佛蓮 345695 理想時代[HD] 宋念宇

308255 清新美麗 巧千金 341791 理想情人[HD] 楊丞琳

307804 清澈見底 刀郎,雲朵 313179 甜言蜜語 張惠妹

309330 焉支古歌 阿格爾 233751 甜言蜜語 黃思婷

339524 焉耆味道[HD] 馬可謙 312471 甜甜小妹 朱曉琳

307266 爽樂飛揚 爽樂坊群星 254287 甜甜小妹 楊鈺瑩

263869 牽心萬苦 謝和弦 297962 甜甜姑娘 王雪晶

301637 牽手一生 南方群星 232874 甜甜的愛 麥穗

342867 牽手十年[HD] 柴強 301361 甜蜜的夢 林淑娟

280414 牽手之路 楊斯壬 303017 甜蜜的夢 莊學忠

310852 牽手百年 曾巍 305003 甜蜜的夢 潘秀瓊

289279 牽手相伴 李全偉 278521 甜蜜信號 王媛淵

284866 牽手草原 朱永飛 339531 甜蜜派對{Live}[HD] 甜品店樂團

286198 牽手草原 孫儷心 327921 甜蜜相思 歌聲飛揚

271390 牽手草原 郭婭麗 297242 甜蜜約定 183Club

320653 牽手草原{Live} 白致瑤,王傳越 284369 甜蜜情歌 丁維偉,余淼

339801 牽手草原{Live}[HD] 朱永飛 270792 甜蜜異想 蘇伊沫

230297 牽手觀姻 陳星 306649 甜蜜愛情 陳玉建,王語心

287965 牽手觀音 佚名 268710 甜蜜戀曲 大哲,雲菲菲

269083 牽你的手 張凌楓 300588 甜酸苦辣 佚名

349049 牽強的愛[HD] 劉青宜 269221 畢業卡片 張鎧麟

286985 牽掛不再 樂章 291169 畢業那天 唐古

343942 牽掛的愛[HD] 胡秀曆 327927 畢業那年 陳志紅

314418 牽過的手 劉朝林 289294 畢業青春 易雲飛

301775 現代王子 胡兵 233382 畢業旅行 黃湘怡

339120 現代藝術[HD] 嚴爵 280644 畢業留言 Box

391241 現在再見[HD] 糖兄妹 284571 異性朋友 周小曼,楊科

284044 現在再見{Live} 糖兄妹 298007 異域風情 王傑

232552 現在回家 高明駿 285581 異常現象 Hush!

345694 現在你在[HD] 劉佳興 314421 異鄉的月 焦靖峰

305347 現在就愛 龍奔 286992 異鄉的龍 孫博

312346 現在開始 王宏恩 233900 異鄉紅塵 黎瑞恩

269568 現在開始 本兮 311504 異鄉茶客 劉舫

293721 現在開始 炎亞綸 253830 異想天開 楊丞琳

279367 現場直播 潘瑋柏 336790 異想天開[HD] 査可欣

294784 現實主義 Frank秋楓 341195 異想天開[HD] 楊丞琳

342872 現實社會[HD] 甄強 326461 盛女時代 譚維維

282454 現實誘惑 慕容曉曉 234381 盛世中國 龔銘

274834 現實誘惑{Live} 慕容曉曉 288537 盛世中華 鄭璐

330681 理想人生[HD] 徐佳瑩 342884 盛世回首[HD] 慕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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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24 盛世牡丹 楊麗雅 327148 第一場雪 傅曉

326460 盛世花開 李琦 309404 第一感覺 涂杰榮

280433 盛世荷花 嚴當當 311622 第一感覺 潘萍英,天驕

285674 盛世霓裳{Live} 王喆 342481 第一滴血[HD] 章小軍

266145 盛世霓裳{Live} 李玉剛 280469 第一滴淚{Live} 倪鵬

346237 盛世霓裳{Live}[HD] 陳美妤 334844 第一優先{Live}[HD] 蔡依林

302024 盛世鐘聲{Live} 孫楠 231479 第七靈感 靜物樂團

283182 盛世歡歌 高賽燕 330489 第二人生[HD] 五月天

265033 盛唐夜唱 Ediq 346258 第二人格[HD] 何傑玲

293465 盛唐夜唱 墨明棋妙 282279 第二順位 夏后,JKAI

316769 盛夏光年 林憶蓮 288136 第十一年{Live} 周華健

313450 盛夏光年 黑龍 333538 第十一年{Live}[HD] 劉金

291782 盛夏光年{Live} 陳冰 292692 第三人稱 江潮

341793 盛夏光年{Live}[HD] 五月天 333365 第三人稱[HD] 倪安東

336015 盛夏光年{Live}[HD] 陳冰,中國好聲音 336802 第三人稱[HD] 蔡依林

287845 盛夏的花{Live} Snh48 346256 第三人稱{Live}[HD] 達布希勒圖,中國新歌聲

331504 盛夏的歌[HD] 韓雪 349495 第三世界{Live}[HD] 阿斯根

316252 眷戀草原 燕尾蝶 300523 第三個人 佚名

298303 眼中有你 伊楊,陳引 354488 第三個人 李蕙敏

310836 眼淚不夠 曾昱嘉 312408 紮西哥哥 司徒蘭芳

289318 眼淚日記{Live} 許雲上 296907 紮西哥哥 東方紅艷

342474 眼淚拌飯[HD] 黃宥傑 275198 紮西德勒 雪蓮三姐妹

254619 眼淚知道 溫嵐 292012 累覺不愛 井恩然

269823 眼淚情歌 楊帆 336810 累覺不愛[HD] 柯有倫

287607 眼淚會懂 張藝于 285676 細雨長歌{Live} 王喆

346242 眼睛體操[HD] 左左右右 293112 細雨飄飄 陽杰

311659 眼裡眉間 蔡淳佳 268226 細雨飄飄 傲藝

280447 眼窩太淺 黃征 327986 細思極恐 高夫

291170 眾裡尋他 唐嫣 307879 細說往事 小娟

257070 眾裡尋他 許茹芸 340958 紳士作風[HD] 李治廷

311963 眾裡尋你{Live} 韓紅 342032 終生角色[HD] 關智斌

324027 祭奠快樂 盧勝林 299480 終有一天 佚名

347426 秸稈頌歌[HD] 侯旭,衡越 329640 終身戀人 張津滌

300656 移動世界 吳克羣 342031 終於分手[HD] 阿譯

280468 笨蛋蠢蛋 絲小諾 234098 終於放手 佚名

301650 第6感覺 城市姐妹 279212 終於相信 冷漠

330665 第一夫人[HD] 張杰 349978 終於愛情[HD] Ella 陳嘉樺

330549 第一秒鐘[HD] 吳克羣 349979 終於愛情[HD] Ella陳嘉樺

300018 第一個夢 佚名 233869 終於擁有 黎明

284092 第一時間 曾靜玟 310830 終極三國 曾沛慈

330425 第一時間[HD] F4 329641 終點起點 低調組合

274586 第一時間{Live} F4 341328 組團出道[HD] 蒙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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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989 習慣一個人[HD] 崇健 342046 袖手旁觀{Libe}[HD] 李健,我是歌手

279499 習慣有你 歪小九,李曉龍 328037 袖手旁觀{Live} 巴圖,夢想的聲音

270639 習慣有你 羅藝 338874 袖手旁觀{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08801 習慣孤單 李梓菡 333894 袖手旁觀{Live}[HD] 張宇

341311 習慣孤單[HD] 胡齡萌 344804 袖手旁觀{Live}[HD] 張碧晨,我是歌手

331986 習慣負擔[HD] 陳瑞 342938 袖手旁觀{Live}[HD] 莎寶亮,金海星,蒙面唱將

268818 習慣寂寞 孫露 335995 袖手旁觀{Live}[HD] 蘇琪繁,趙鈳,中國好聲音

330847 習慣就好[HD] 羅志祥 278594 被雨傷透 蘇打綠

346720 習慣說謊[HD] 關智斌 264150 被情所傷 張洪波

278567 習慣頹廢 勝嶼 299394 被唾棄的人-睡吧 睡吧 佚名

319300 聆聽百合 張潔 324227 被愛包圍 喬冬宇,吳海燕

309923 聆聽故鄉 索朗扎西 299105 被愛左右 佚名

337878 脫胎換骨[HD] 李煒 347942 被愛的人[HD] 歐陽朵

344792 脫胎換骨[HD] 譚詠麟,五月天 347943 被愛耍了[HD] 潘美辰

297891 脫軌演出{Live} 王美蓮 293447 被愛凍結 吳思賢

316256 脫離現實 胡夏 301102 被愛套牢 佩麗

299847 船工號子 佚名 312827 被愛套牢 采鳳翔

293092 船工號子 金岩 310104 被愛掩埋 常皓,陸平

306097 船兒悠悠 艷陽天 310772 被愛掩埋 陸平

342182 荷時相見[HD] 林婉露 263947 被遺忘的 楊宗緯

255085 荷塘月色 王芷蕾 295344 許sir思密達 王麟,老貓

300026 荷塘月色 佚名 338509 許願之丘[HD] 游鴻明

312982 荷塘月色 孫更俊 349121 許願森林[HD] 歐陽朵

265537 荷塘月色 鳳凰傳奇 309345 許願精靈 阿華

286847 荷塘月色{Live} 郁可唯 285006 貧瘠之歌{Live} 汪峰

331159 荷塘月色{Live}[HD] 鳳凰傳奇 269180 貪戀紅塵 張紋銘

270375 荷塘夜色 王強 346754 趿拉板鞋[HD] 黑卓

323425 莆仙情緣 張方 309904 逍遙漫遊 秦海璐

309399 莎呦哪啦{Live} 信 274806 透明的你{Live} 張國榮

340447 莎莉{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322853 逐浪飛花 貳嬸,流浪的蛙蛙

310526 莫老的緣 莫老 316532 逐夢同心 劉尊,解曉慧,山西男孩,鄭風雲

317975 莫忘初衷 林少緯 338770 逐夢同心[HD] 群星

332274 莫忘初衷[HD] 動力火車 346329 逐夢長江[HD] 范海榮

308932 莫呼洛迦 辛曉琪 316398 逐夢傳奇 Mic男團

326542 莫奈花園 黃瑋亦 279474 逗陣兄弟 陶喆,盧廣仲

308321 處女空氣 回聲樂團 Echo 330827 這一分鐘[HD] 白描

315119 處州白蓮 鄭培欽 347109 這一碗酒[HD] 鎬天

305537 蛇與蘋果 謝金燕 299242 這一顆心 佚名

279302 蛇蠍美人 龍小葵 334567 這才是愛[HD] 羅韓淼

278898 袖手旁觀 曾一鳴 316087 這才像我 萱萱

234082 袖手旁觀 齊秦 335076 這不是我[HD] 炎亞綸

321583 袖手旁觀 蕭敬騰 283626 這片胡楊 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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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70 這片草原 降央卓瑪 256519 速配程度 蕭亞軒

303064 這片草原 莫爾根 231338 造字的人 雷光夏

271395 這片草原 郭婭麗 313167 造物弄人 張祥洪

313828 這片草原 藍野樂隊 326595 造夢王國 S.I.N.G女團

322856 這把年紀{Live} 楊樂,中國之星 326596 造夢王國 洛天依,樂正綾

289463 這杯苦酒 鄧小龍 346331 造夢王國[HD] Sing女團

266884 這個世界 賈靜雯 281090 逢場作戲 本兮

349530 這個年紀[HD] 齊一 322877 都不容易 湯非

284220 這個夏天 王博文 309438 都市月夜 姚瑤

318048 這個夏天 安來寧 343382 都市物語[HD] 艾福傑尼,黃旭

322854 這個夏天 夏婉安,威仔 308124 都市秋天 王愛華

263976 這個夏天 虞笙 302394 都市峽谷 高明駿

285059 這座城市 熊思嘉 294069 都市情緣 雲菲菲

322857 這條絕路 李靜 310064 都市尋夢 國巍

319172 這條絕路 雨霖楓 282232 都市夢想 吳松發

304403 這就是我 詹采妮 318384 都是你的 林姝涵

313755 這就是我 錢紅 306664 都是朋友 嵐戈

335215 這就是我[HD] Fabel 308671 都是夢啊 宋熙銘

347966 這就是命[HD] 黃渤 289477 都會好的 李佳薇

314424 這就是愛 Js 340764 野人洞穴[HD] 野人

254815 這就是愛 王心凌 328938 野火不盡 黃識文

263832 這就是愛 蕭閎仁 340466 野生動物[HD] 李榮浩

305442 這就是愛 蟑螂合唱團 345765 野生情人[HD] 婁藝瀟

325620 這就是愛{LIVE} 張傑,周一豪,我想和你唱 342523 野有蔓草[HD] 劉智晗

330109 這就是愛{Live}[HD] 張杰 263321 野狼模樣 上官靈雪

270300 這塊土地 熊立紅 289483 野馬之夢 劉明輝

336847 這裡·東莞[HD] 欣榮歌友會歌唱精英 263676 野雁高飛 王野

282864 這裡有我 藍紫 298003 野蠻女友 王傑

349531 這種天真[HD] 容祖兒 322057 野蠻生長 李宇春

294786 這種節奏 Frank秋楓 303665 野蠻遊戲 童一首歌

280579 這樣也好 木子爍 339853 野蠻遊戲[HD] 蔡依林

256001 這樣也好 萬芳 291452 野蠻遊戲{Live} 蔡依林

309707 這樣多好 夏濱 230403 閉上眼睛 陳曉東

349149 這樣就好[HD] 陳皓宸 311003 陪伴幸福 黃錦雯,寶媽

312531 這樣愛了 冷漠 316260 陪你天涯 戚薇

269095 這樣愛了 張婧 327157 陪你去看 王瀚

332113 這樣愛了[HD] 張靖 324804 陪你左右 祖峰

329720 逛吃逛吃 大張偉 345399 陪你成長[HD] 王鄭欣

319303 逝去的心 王子豪 303317 陪你狂亂 陳柏全

318054 逝去的愛{Live} 李安,中國好聲音 315557 陪你走過 回音哥

326594 逝去的愛{Live} 陳學冬,華晨宇,挑戰者聯盟 326625 陪你到老 薛菠,魏燕

292443 速食愛情 張欣奕 282331 陪你幸福 安以軒,李承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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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24 陪你長大 田雷 279670 雪域情歌 游美靈

328095 陪你長大 高陽,陳立青 335322 雪域情歌[HD] 阿斯根

297148 陪你看花 伍華,孫莞 314866 雪域情殤 音樂走廊,歌一生

322063 陪你做夢 張津涤 320032 雪域情殤 曉依

288053 陪你散步 冷漠 331327 雪域踢蹋[HD] 格桑梅朵

313209 陪你散步 張雷 316262 雪域巔峰 語錄

320848 陪你變老 小偉哥 318466 雪域戀歌 曹雷

341005 陪你變老[HD] 王鐸,王憶霏 319309 雪域戀歌 許志剛

230112 陪我失眠 陳慧琳 311063 雪域戀歌 楊子一

344540 陪我做夢[HD] 馬克 232990 雪落無聲 黃名偉

305859 陪我歌唱 蘇打綠 287522 雪裡梅影 寒香

346348 陪您變老[HD] 黃鶴翔 265518 雪蓮姑娘 克爾曼樂團

339856 陪陪老娘[HD] 韓旭 263445 雪蓮花開 蘇暢

328958 陪陪爹娘 八斤 284994 雪蓮花開{Live} 正歌

343584 陰天王國[HD] Mr.Graceless 320858 雪蓮情思 楓舞

336866 陰天快樂[HD] 陳奕迅 339861 雪蓮情思[HD] 林秀萍

303522 陰天氣球 喬任梁 230756 魚水情歌 陳瑞,許強

345401 陰差陽錯[HD] 晨熙 233976 魚兒和水 黑龍

318097 陳年瑞雪 陳瑞 320881 魚的記憶 劉惜君

329763 陳香之戀 梁川宇 321703 魚鳥之戀 崔健,央吉瑪

314425 陳砦姑娘 王亞東 338854 魚鳥之戀{Live}[HD] 譚維維,崔健,我是歌手

306037 陶克陶呼 鐵木爾 303506 魚藤樂團 魚藤樂團

336294 陶瓷的心[HD] 涂議嘉 315372 魚躍龍門{Live} 任芝

279416 雪山之戀 薩文玉 292240 鳥兒飛過 太陽部落

347133 雪山母親[HD] 阿香 333618 鳥叔的愛[HD] 張爭

286137 雪山姑娘 蒙克 301485 鳥語花香 金波

333396 雪山姑娘[HD] 巴桑拉姆 230316 鳥語花香 陳星

284391 雪山阿佳 烏蘭托婭 284207 鹿港小鎮 彭佳慧

303466 雪山朗瑪 雪山朗瑪組合 289625 鹿港小鎮{Live} 伍佰,Chinablue,五月天,張震嶽,Free10

298834 雪花片片 佚名 289534 鹿港小鎮{Live} 彭佳慧

262201 雪花兒飄 蔡獻華,甜美真 286157 麥冬戀曲 醉美

262549 雪花紅梅 龔淑均 321706 麥田味香 古亞鵬

295472 雪花飛吧 趙紅軍 331860 麥田捕手[HD] 白安

305086 雪花飄飄 蔣大為 333665 麥克之歌[HD] 杜疆,韓婷

330920 雪域之花[HD] 藏a組合 318139 麥花花香 韓敏

342185 雪域月光[HD] 陳物華 232898 麻吉弟弟 麻吉弟弟

231780 雪域光芒 韓紅 233445 麻吉弟弟 黃立成,Machi

271595 雪域高原 阿斯根 330589 麻吉麻吉[HD] 周湯豪

318111 雪域高原 曾敏 333587 麻豆宿舍[HD] 宋孟君,高平

310839 雪域高原{Live} 曾敏 348020 麻花姑娘[HD] 九日

346775 雪域情郎[HD] 梅朵 266008 麻雀公主 方小菲

307344 雪域情歌 老貓,阿斯根 298953 麻雀學校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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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795 麻辣火歌 蒙面哥 342635 喜事連連[HD] 岡林

346456 備胎之王[HD] 邪讓多傑 329213 喜事齊來 梁劍東

317253 凱倫事件 李明智,姚斯鑫 306667 喜氣洋洋 劉海辰,優優

279044 凱歌永唱 顧凱 337912 喜氣洋洋[HD] 沈凌雲

264072 剩女的愛 張冬玲 307361 喜氣盈門 莊心妍

315560 剩男的愛 華羽 349690 喜氣臨門[HD] 孫家山

301302 剩男剩女 林木棟升 312664 喜馬拉雅 李嘉石

313392 剩男剩女 游美靈 298938 喜馬拉雅(國) 佚名

327161 剩者為王 朱子峰 311617 喜馬拉雅{Live} 潘東亮

270929 剩蛋快樂 蒙面哥 341681 喜從天降[HD] 沈丹丹

268776 割捨不下 孫中亮 267254 喜結良緣{Live} 馬智宇

327517 創客之歌 王洪迪,王江 230714 喜新戀舊 陳瑞

326051 創造現在 克拉克(Mr.C) 231768 喜瑪拉雅 韓紅

346476 勝利之歌[HD] 劉國強 348209 喜聞樂見[HD] 薛明媛

280694 勝券在握 嚴爵,廷廷 321796 喜劇人生 廖文強

278228 勝者為王 孫楠 336587 喜劇之王[HD] 李榮浩

283844 勞動號子 高楓 325395 喜劇之王{LIVE} 王祖藍,跨界歌王

334062 勞燕分飛[HD] 孫艷 325125 喜劇收場 劉瑞琦

284831 博愛人生 鏇子,謝有才 337896 喜劇收場[HD] 楊丞琳

323058 博愛天下 何東 312335 喜樂年華 牛欣欣

234268 啷咯情歌 龐龍 230784 喜樂年華 陳紅

335747 啾咪啾咪[HD] 卓文萱 308220 喜樂無邊 四小福

280017 喀左夜色 二牛 271636 喜歡孤獨 陳喬恩

280019 善良的人 君子 283137 喜歡夏季 雷卓亮

302373 善良的心 馬健濤 312144 喜歡寂寞 蘇打綠

306067 善良的心 顧凱 231043 喜歡辣妹 陶喆

315561 善待自己 囚鳥,楓舞 297230 喝采北京 5566

325188 善待自己 媚兒菲菲,湫楓 349691 喝點小酒[HD] 王不火

290873 善罷甘休 畫天 292134 單人季節 單色凌,伽菲珈而

299521 善變的心 佚名 290976 單人套房 邱鋒澤

313438 善變的臉 黃征 288821 單打獨鬥 丁克森

327162 喇嘛千諾{Live} 李雨兒 263788 單曲迴圈 星弟

315562 喊我回家 姚甦 330965 單曲迴圈[HD] 郭采潔

292891 喚醒時空 羽泉 268483 單色戒指 單色凌

309882 喚醒愛情 海哲明 320249 單身go 陸虎

301281 喜上眉梢 東方天使,兄弟聯 279539 單身久了 韋小天

283180 喜上眉梢 高賽燕 263439 單身公主 莎莎

326079 喜上眉梢 張師羽 339676 單身公害[HD] 蔡依林

302950 喜上眉梢 莊學忠 312454 單身日記 安心亞

310840 喜上眉梢{Live} 曾敏 257000 單身日記 許茹芸

286825 喜出望外 苗苗 269778 單身月會 李韋

305731 喜出望外 璽恩 336244 單身告白[HD] 包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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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92 單身男女 烏蘭托婭,安琥 311240 尋找李娜 雷真

263155 單身派對 米娜 323130 尋找幸福 雷一鳴

271449 單身美好 郭靜 310389 尋找青鳥 張邁

327554 單身剛好 許仁杰 299799 尋找童年 佚名

231059 單身旅記 陶晶瑩 323742 尋找夢想 禇桐羽

291158 單身時代 吳若萱 292831 尋找精靈 白安

297580 單身情歌 小玉榮子 295109 尋找樓蘭 張曼

338291 單身情歌[HD] 四個朋友 343147 尋神啟事[HD] 神弦樂

325607 單身情歌{LIVE} 小瀋陽,跨界歌王 306672 尋覓愛人 羅邏聖

325339 單身情歌{LIVE} 林志炫,張亮,高凌寒,楊海峰,我想和你唱 317442 尋覓愛人{Live} 羅邏聖

285428 單身情歌{Live} 陳俊豪,陳羽凡 296237 尋尋覓覓 Christine

341206 單身情歌{LIVE}[HD] 林志炫,張亮,高霖寒,楊海峰我想和你唱 291948 尋尋覓覓 克麗絲叮

344964 單身盛事[HD] L.I.K.E 組合 326163 尋夢的蝶 天籟天

301921 單身部隊{Live} 風之翼 282409 尋夢情緣 張新

279693 單身貴族 張霖 297504 就一個人 三方

313373 單身貴族 婷婷 304144 就因為愛 群星

328355 單身練習 BBF 304183 就在今天 群星

271007 單身練習 薇薇 300433 就在今夜 佚名

232091 單車之戀 馬天宇 290446 就在今夜{Live} 黃韻玲,娃娃,錦繡二重唱,曹蘭,李明依,黃嘉千,趙之壁

304928 單純女孩 劉德華 365026 就在現場 陳偉霆,鍾欣桐

331514 單純幸福[HD] 魏暉倪 303335 就在現場 陳偉霆,鐘欣桐

263524 單程車票 伍佰,Chinablue 325543 就此別過 馬旭東

297517 單親媽媽 于文華 297896 就此放手 王迪

304034 單翼天使 楊淑懿 301606 就此放手 青鳥飛魚

262640 單邊耳機 胡宇崴 348281 就別愛我[HD] 李建軒

348822 單戀關係[HD] 韋琪 288952 就是現在 吳燦濤

298414 報告司令{Live} 朱娜 313346 就是現在 陳楚生

290103 報告老闆 白客,小愛,子墨,本煜 337567 就是現在[HD] 王力宏

264055 報告班長 庾澄慶 348898 就是現在[HD] 羽柯

300747 報效祖國 李玉和 342189 就是現在{Live}[HD] 劉雪婧,中國新歌聲

278515 報答祖國 王麗達 327629 就是這樣 林采欣

349296 報答媽媽[HD] 歌武傳奇 312885 就是這樣 姜文彬

348275 富士山下[HD] 鄭冰冰 313236 就是愛你 張躍

329286 富貴花開 王麟,安琥 263022 就是愛你 梁一貞

322434 寒冬又雪 劉航 231014 就是愛你 陶喆

312478 尋人啟示 江宇 310587 就要k歌 郭書瑤

328457 尋人啟示 趙斌 329299 就要你紅 老貓

350288 尋人啟事 Eo2 342705 就要你紅[HD] 王蓉

335018 尋人啟事[HD] 徐佳瑩 265420 就這樣吧 丁國琳,李羅

330933 尋水的魚[HD] 許飛 300590 就這樣吧 佚名

345571 尋光之夢[HD] SS Idol 262966 就這樣唄 李立崴

335201 尋你啟事[HD] 高安 333189 就這樣嗎[HD] B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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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39 就讓它吧 佚名 296552 握你的手{Live} Snh48

230531 就讓它吧 陳淑樺 298954 握緊拳頭 佚名

336643 帽子戲法[HD] 魏晨 265143 揮手告別 譚鵬飛

348912 幾分之幾[HD] 盧廣仲 280983 揮灑青春 張睿

304489 幾度斜陽 甄秀珍 311164 敢做敢當 群星

288457 幾時煙雨 張榜強 290964 敢愛敢當 趙華

300020 幾朝風雨 佚名 335734 敢愛敢當[HD] 丁噹

233692 幾朝風雨 黃鶯鶯 324311 敢愛敢戰 華語群星

343800 悲前喜劇[HD] 陳曉 305143 敢說敢做 鄭秀文

299673 悲情面具 佚名 294860 散場情歌 井恩然

268853 悲傷情話 安小墨 349858 散就散了[HD] 慶慶

328514 悲傷情歌 鄭銘辰 263636 散落灰燼 王文瞳

335122 悲傷情歌[HD] 蔡恒 310223 敦煌一夢 張啟靚,貝若德華

290853 悲傷寓言 王宏健 278523 敦煌故事 王宏偉

287944 悲傷電影 王鳴飛 338078 敦煌戀歌[HD] 蘇瑋

340865 悲傷電影{Live}[HD] 王鳴飛 293516 斑馬 斑馬 宋冬野

349343 悲傷福州[HD] 洪煜祺 335455 斑馬 斑馬{Live}[HD] 張婧懿,中國好聲音

280168 悲傷禮物 王鍵 320527 斑馬斑馬 侃侃

286448 悲劇收場 馬旭東 316270 斑馬斑馬{Live} 譚維維,妙音漢子,最美和聲

255075 悲歡歲月 王芷蕾 299610 斯卡堡鎮 佚名

231548 惠娘觀畫 韓再芬 265575 普天同慶{Live} 劉向圓

297441 惡男事件 Sun,Boy'z 344391 普姆卓瑪[HD] 卓瑪央宗,三木科

343802 惡魔的愛[HD] 李宏毅,李明霖 312109 普洱之戀 譚晶

327676 愉此一生 晏紫東 298084 普通女孩 王蓉

343861 掌紋算命[HD] 信 231023 普通朋友 陶喆

299566 掌聲之後 佚名 335545 普通朋友[HD] 泳兒

232980 掌聲響起 黃可兒 347826 普通朋友[HD] 樊凡

232779 掌聲響起 鳳飛飛 335942 普通朋友{Live}[HD] 李嘉格,中國好聲音

312588 掌聲響起{Live} 呂珊 292189 普遍愛情 和匯慧

291586 掌聲響起{Live} 陳潔麗 305225 景頗姑娘 燕妮

313686 掌聲響起{Live} 潘秀瓊 233929 晴天娃娃 黑澀會美眉

330053 掌聲響起{Live}[HD] 劉德華 233969 晴空萬里 黑鴨子演唱組

262602 插翅難飛 含瑞 299363 智取威虎山-提起欒平 佚名

331772 插翅難飛[HD] 李婭莎 325840 智者之歌 余零

291332 揚州小調 湯非 342428 智慧中華[HD] 書雲

281269 揚帆東方 周雲傑 321929 曾子之歌 曾瑞體

291349 揚帆遠航 王麗達 234043 曾幾何時{Live} 齊秦

300135 換回自由 佚名 311183 曾經心疼{Live} 葉倩文

233214 換回自由 黃小琥 256091 曾經心痛 葉倩文

315451 換你難過 游鴻明 343519 曾經守候[HD] 張碧晨

331837 換我陪妳[HD] 炎亞綸 319315 曾經的王 Mc天佑

348388 握手言和[HD] 田一龍 280784 曾經的你 劉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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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41 曾經的你{Live} 許明明 324438 最初的愛 宋金文

325378 曾經的你{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289168 最初的愛 葉一茜

327814 曾經的你{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02861 最怕冷戰 符瓊音

328657 曾經的你{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292111 最怕別離 劉盼

338707 曾經的你{Live}[HD] 別日克,許哲,中國好聲音 327822 最怕掙扎 鄭國鋒

340912 曾經的你{Live}[HD] 趙傳,我是歌手 309271 最近好嗎 金莎

267025 曾經的我{Live} 金美兒 330658 最近好嗎[HD] 張韶涵

316274 曾經的美 王曉敏 349005 最亮的光[HD] Sing女團

308296 曾經的愛 白龍 280711 最後一句 付澤

328658 曾經的愛 李果 267801 最後一次 17歲女生

312174 曾經的愛 蘇富權 297503 最後一次 十七歲女生

338706 曾經是我[HD] 高利虹 268845 最後一次 宇桐非

404564 曾經為你 鄭進一 289170 最後一次 孫露

345655 曾經最美[HD] 帥霖 320549 最後一次 烏蘭托婭

328656 曾經愛情 少峰 331693 最後一次[HD] 孫江楓

299870 曾經滄海 佚名 345179 最後一次[HD] 莊心妍

346994 曾經滄海[HD] 周深 282806 最後一吻 聶琳峰

342431 曾經瘋狂[HD] 滅火器樂團 300842 最後一夜 李茂山

322614 曾經誓言 藍夢 305510 最後一夜 謝采妘

322615 曾經說過 李松 330268 最後一夜{Live}[HD] 蔡琴

323277 替你愛我 寧桓宇 326357 最後一季 Vienna,歐皓汐

308453 替我幸福 至上勵合 339280 最後一頁[HD] 江語晨

327815 替罪羔羊 阿悄 343239 最後一晚[HD] 胡蘇

339769 替補情人[HD] 藝君 309224 最後一眼{Live} 炎亞綸,Olivia Ong

332286 最大原則[HD] 天天 297725 最後一葉 方季惟

337574 最好的事[HD] 吳思賢 范瑋琪 274665 最後之前 華天憾因樂隊

335751 最好的事[HD] 吳思賢,范瑋琪 345656 最後安慰[HD] 陳明憙

343881 最好的時光[HD] 江若琳 265568 最後的愛 劉依純

310462 最好結局 梁佑嘉 296617 最後祝福 黃宗澤

267307 最佳男友 黃智博 331711 最後情人[HD] 容祖兒

312532 最佳拍檔 冷漠 313532 最後警告 鄒文正

313452 最佳拍檔 黑龍,冷漠 318173 最後戀人 大隸,陳愛琳

284153 最佳評審 李魏西 316825 最美一刻 陳曉東

325458 最佳歌手 許嵩 349006 最美七月[HD] 秦浩

341342 最佳歌手[HD] 許嵩 296621 最美中國 常思思

300886 最佳演員 李蕙敏 313352 最美中國 陳瑞

264168 最佳影帝 張躍 296622 最美中國{Live} 游子組合

232027 最佳聽眾 飛輪海 347836 最美分離[HD] 白小白

340673 最佳戀愛[HD] 鄒容 265670 最美司機 周敬

294822 最佳觀眾 丁丁 314870 最美西湖 王金翔

323902 最初 最後 李人杰 310875 最美西藏 湯媛媛

339081 最初所願[HD] 王旭鵬 268670 最美姑娘 咪依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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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775 最美的人[HD] 三郎,成泉 304818 最親的人{Live} 齊秦,蘇芮

286020 最美的山 徐千雅 344726 最親的人{Live}[HD] 明陽,金波

284685 最美的光 尚琪祺 335433 最親密友[HD] 小喬

312351 最美的你 王相周 257906 最難的夢 辛曉琪

270747 最美的你 胡量 312501 朝花夕拾 西子

274801 最美的你 張勇 319847 朝前宮後 金卓然

293894 最美的你 陳姍姍 279477 朝思暮想{Live} 天津阿明

298776 最美的花 佚名 330162 朝思暮想{Live}[HD] 張靚穎

343887 最美的牽掛[HD] 王愛華 334653 朝陽北路[HD] 劉佳

267178 最美的愛 陳萍,譚希彬 342193 朝集星光[HD] 洪學文

293369 最美的夢 丁心 308377 朝聖西藏 成林江措

341070 最美的夢[HD] 劉廣偉 312225 朝聖西藏 鐵木隆

278544 最美的錯 申晨奕 290521 朝霞之歌 全國少兒歌曲

265749 最美的願 姚東耀 310918 期待永遠 紫琴

285667 最美是你 王莉 321388 期待相見 楓舞,王愛華

293189 最美是你 雷佳 317725 期待相遇{Live} Snh48

289177 最美相遇 趙齊,安婧 310024 期待重逢 高林生

323284 最美郡燦{Live} 王鶴錚 294861 期待戀愛 井恩然

296623 最美商會 何龍雨 346636 棒打鴛鴦[HD] 黑龍,利哥

349879 最美情侶[HD] 白小白 294232 棗兒紅了 尤國通

319838 最美旋律 成泉 300484 森吉德瑪 佚名

309758 最美最美 孫語諾 320573 森吉德瑪{Live} 白致瑤

327824 最美新疆 群星 284070 森林之歌 莫旭秋

323283 最美虞萱 王鶴錚 310161 森林之歌{Live} 張君培

321935 最美誠信 車曉菲 312086 欽差大人 藝洋

270780 最美寶貝 艾沫兒 309928 殘血夕陽 翁汕汕

317709 最真的夢{Live} 莊前 342834 殘忍離開[HD] 李大海

324582 最強女團 最強女團 314450 殘酷月光 王源

351780 最終幻想 古巨基 320582 殘酷月光 肖戰

331721 最終信仰{Live}[HD] 尚雯婕 321406 殘酷月光{Live} 肖戰

280285 最痛的人 安東陽 346179 殘酷月光{Live}[HD] 張任杰,明日之子

348422 最短的詩[HD] 李莎旻子,黃榕生 342835 殘酷月光{Live}[HD] 陳冰,品冠,蒙面唱將

234129 最想念你{Live} 齊豫 332718 殘酷月光{Live}[HD] 萱萱,中國好聲音

288227 最愛的人 郁可唯 323298 殘酷的你 小魚

303784 最愛的人 黃小琥 340921 殘酷的你[HD] 熊照華

304329 最愛的人 葉璦菱 302651 殘酷的美 張寒

328663 最愛的你 不辣 310271 殘酷的美{Live} 張寒

301615 最愛的你 青蛙樂隊 308348 殘酷遊戲 安心亞

323280 最愛雨天 小男孩樂團 285349 減什麼肥 鄭志立

307425 最愛青藏 追風 342854 渭濱居士{Live}[HD] 時效樂隊

327819 最對的人 韓安旭 314451 渴望光榮 華語群星

317710 最親的人{Live} 陸海濤 327880 渴望愛情 劉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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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965 渴望燃燒[HD] 劉端雯 308480 無名情歌 西部牛仔

298473 游龍恰恰 江玲 346201 無名超人[HD] 紅花樂團

313773 游龍戲鳳{Live} 儲蘭蘭 294452 無地自容 玉恩明瑪

293016 游離人生 趙彥雄 233949 無地自容 黑豹樂隊

343924 渾水湖漫步{Live}[HD] 崔健 280776 無地自容 劉文傑,沈根龍,尹熙水,黃泓彬

342451 渾身是勁[HD] 陳嘉樺 312746 無地自容{Live} 周曉鷗

305485 湖畔四拍 謝采妘 296764 無地自容{Live} 秦勇,南京交警組合

299856 湖畔情侶 佚名 329557 無地自容{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230474 湖畔訴情 陳洪翔 289261 無地自容{Live} 韓紅

279346 湘女多情 苗苗 334891 無地自容{Live}[HD] 陶喆,孫楠,黃綺珊,蕭敬騰,韓紅

303324 湘女多情 陳紅 345233 無地自容{Live}[HD] 黑豹樂隊

284722 湘江北去 張天甫 346661 無字演說[HD] 楊洋

286088 湘江聽濤 郭建寧 323970 無形的愛 楓橋

278535 湘江戀歌 王莉 300505 無言以對 佚名

308318 湘西姑娘 向天問 330892 無言以對[HD] 蔡依林

316798 湘西情歌 金姍姍 315070 無言守候 陳偉霆

320606 湘西情歌{Live} 金姍姍 265136 無事生非 田馥甄

326418 湘雨有情 李志和 231283 無依無靠{Live} 零點樂隊

327177 湘雨有情 謝三寶 349468 無奈情歌[HD] 張北北

314452 湘親湘愛 群星 334675 無所不在[HD] 吳莫愁

306681 湯包奇緣 陳映蓉 318941 無所不在{Live} 吳莫愁,中國好聲音

326420 湯村之歌 常生,韓楓 301785 無所不能 胡彥斌

342195 焚心以火{Live}[HD] 萬妮達,中國新歌聲 322693 無所不歡 吳歡,Hazza

289260 無人像你 單色凌 345688 無所事事[HD] 周筆暢

331171 無人認領[HD] 劉陽 349043 無所畏懼[HD] 袁婭維

309221 無人駕駛 泳兒 297620 無法代替 小賤

315068 無力挽留 李超越 289631 無法代替 何福林

325261 無力挽留 張鵬 301426 無法自拔 河莉秀

334632 無上光榮[HD] Morethanband 312829 無法自拔 金志文

340929 無中生有[HD] Super Girls 234002 無法忘記 黑龍

317811 無心快語 賴偉鋒 330674 無法言喻[HD] 張靚穎

230142 無心的錯 陳振雲 284993 無法取代 正歌

321452 無心傷害 寶雲 309051 無法放手 孟剛

338731 無心傷害[HD] 泳兒 293936 無法放棄 魏新雨

308349 無可救愛 安心亞 285148 無法重來 紀曉斌,李思彤

337055 無可救藥[HD] 超越 300794 無法原諒 李佳璐

317810 無可替代 歐豪 274737 無法挽留 孫英男

336776 無永無遠[HD] 雷琛瑜 313365 無法挽留 陸平

337056 無永無遠[HD] 雷琛瑜 313609 無法挽留 劉大瑞

326429 無名小卒 黃瑋亦 299960 無法逃脫 佚名

287303 無名之輩 汪峰 280971 無法逃脫{Live} 張恒遠,中國好聲音

262652 無名英雄 胡靈 313718 無法逃避 鄭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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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30 無法停止 Young Peach 253477 無話可說 曾寶儀

325020 無法說愛 韓東君 304626 無話可說 蒼鷹

333125 無知無覺[HD] 陳楚生 340930 無話可說[HD] 玲玲linda

275036 無厘課堂 祁隆 346204 無話可說[HD] 程繼寬

318221 無怨無悔 東方依依 336778 無誠勿愛[HD] 八三夭

285035 無怨無悔 流蘇 348485 無路可走[HD] 羅斯基

231142 無怨無悔 陸平 265020 無路可退 A-Lin

262820 無畏無懼 柯有倫 297700 無路可退 尤靜波

303273 無限之城 陳奕迅 326433 無路可退 貢尕達哇

287201 無限可能 余永俊,周慧敏 232967 無路可退 黃勇

333878 無限可能[HD] 周慧敏,余永俊 263186 無路可退 寧(康然)

300021 無悔無憾 佚名 270767 無路可退 艷陽天

292740 無能為力 爽子 338454 無路可退[HD] 漢洋

296772 無能為力 陳大天 262430 無盡的愛 Eva陳

325692 無動於衷 謝文杰 287790 無盡的愛{Live} 蔡妍,阿蘭(Alan)

349042 無動於衷[HD] 秦浩 278028 無盡旋轉 Snh48

348479 無問西東[HD] 王菲 324918 無盡責怪 賴敏

279274 無堅不摧 林正 343286 無盡傳說[HD] 冪雅

332859 無堅不摧[HD] 劉佳銘 292948 無端相憶 董貞,劉昊霖

302414 無情之夢 高勝美 300780 無價快樂 李玖哲,楊韻禾

233368 無情火車 黃清元 230177 無憂無慮 陳明

329558 無情的你 陳杉雨 349045 無敵奶爸[HD] 沙溢,劉峻喆

319890 無情的愛 樂天 287022 無懈可擊 張滿強

318331 無情離開 宋旭 317812 無懈可擊 顧峰

233381 無聊一天 黃湘怡 326434 無錫真美 莊秋玉

310435 無聊男孩 曹格 333490 無聲抗議[HD] 黃美珍

286091 無聊的狠 郭濤,高虎,關喆 296771 無聲的淚 林曉培

230320 無聊的歌 陳星 285106 無聲的痛 王莉

275142 無處不樂 郎朗,吉克雋逸,丁噹,曲婉婷,鄧紫棋 330943 無聲情歌[HD] 辛曉琪,齊秦

281293 無處可去 王寶 347873 無聲感情[HD] 王力宏

314456 無處可逃 Snh48 278255 無聲電影 崔琰

231285 無處可逃{Live} 零點樂隊 328750 無聲電影 魏如萱

349046 無處安心[HD] 楊宇彤 311726 無聲默片 黎清源

318360 無處安放 汪峰 268361 無題靈犀 劉子菲

325407 無處安放{LIVE} 白若溪,中國新歌聲 336777 無藥可救[HD] 鄭可為

310052 無處躲藏 高露 300970 無邊無際 李鎵名

347872 無痛分手[HD] 陳予新 341378 無關快樂[HD] 鄭源

233863 無痛失戀 黎明 289269 無關風月 音頻怪物

307979 無菇朋友 方大同 289268 無關善良 品冠

289645 無間天堂 倪安東 334665 無懼此夜[HD] 吉克雋逸

265810 無愛之境 尚芸菲 340086 猴年大吉[HD] 龍奔

298376 無愧我心 成龍 340693 猴來居上[HD] 于月仙,衡越,孫瀟,哈桑,雙龍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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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573 猴魁茶歌 陳娜 317885 窗外的雪 蔣蔣

308474 琥珀之淚 西域胡楊 280464 童一首歌 香奈兒

337581 琥珀的心[HD] 張佑錢 319920 童心唱響 于久翔

278839 琴染江山 Shelly 佳 297894 童年小雨 王虹

316284 琴棋書畫 王瑩 321991 童年小船 菩慧阿佳

301782 琴聲回蕩 胡松華 282418 童年小鎮 張睿

336789 畫地為牢[HD] 馬旭東 292790 童年的夢 王繹龍

345262 畫裡含山[HD] 張東朗 300367 童年的夢 佚名

318378 畫樓西畔 固珺 324031 童年時光 楓舞

263614 痛了自己 王堯 311492 童年夥伴 劉軍,田景宏

305451 痛切孺懷 謝小麗 335004 童真年代[HD] 張學友

285037 痛心疾首 浩軒 298222 童話世界 巨姍姍

282291 痛心斷腸 天意 308760 童話季節 李雨壽

325056 痛改前飛 黑龍 281102 童話國境 李亮超,葉鐘晴

278997 痛到不痛 丁思忖,林玉涵 282519 童話國鏡 李亮超,葉鍾情

294084 痛定思痛 俊歌 280466 童話遐想 陳依桐

308208 痛的執念 司馬原野 296880 童話戀人 扎扎

318253 痛的節奏 任飛翔 317889 筆下風煙 千歌未央音樂團隊

304740 痛苦之歌 趙薇 340430 等[HD] 曾岑

314457 痛個乾脆 丁紫 265716 等一秒鐘 基地小虎,俞子欣

307021 痛個乾脆 姬楚楚 322756 等一個人 沈曼

336792 痛過之後[HD] 吳是閎 342196 等一個人[HD] 吳俊余

312513 痛徹心扉 西單女孩 345295 等一個人[HD] 林芯儀

300768 痛徹心扉 李艾佳 340711 等一個人[HD] 楊曉峰

323999 痛徹心扉 鄭仲 340431 等一個人到老[HD] 陳彥允

340938 痛徹心扉[HD] 韓一菲 322180 等一場雪 婭琳

311481 痛徹心扉{Live} 劉春雲 270530 等一等愛 石梅

294580 痞子紳士 蔣蔣 297438 等不到你 汪蘇瀧

305759 痞子紳士 羅志祥 325176 等不到你 夏天Alex

321476 痞夫之勇 韓庚 345296 等不到你[HD] 鞠婧禕

266887 登上舞臺{Live} Smile Queen 307811 等你上線 千童(張海松)

313591 登上舞臺{Live} 趙奕歡,莫熙兒,田曉天,王紫潼,宋丹 349970 等你下課[HD] 周杰倫,楊瑞代

258297 登峰造極 鄭秀文 291094 等你出現 La組合

349949 登鸛雀樓{Live}[HD] 果敢duplessy瘋馬樂隊,經典咏流傳 231158 等你出現 陸毅

324004 發仔之歌 莊偉斌 262473 等你出現 馮文女

315107 發光時代 張杰,齊晨君 316288 等你回來 王曉敏

322721 發光時代{Live} 張杰 298116 等你回來 王燁

324005 發現袁宇 袁宇 316623 等你回來 宋沛江

294395 皓月中天 楊皓天 312719 等你回來 言承旭

280460 稀世之美 王鶴錚 316907 等你回來 海闊

311902 稀薄空氣 薛恒泰 319324 等你回來 馬建鑫

324423 窗外的雨 孟文豪 318657 等你回來 陳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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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23 等你回來 陳後華 303582 等我回來{Live} 曾軼可

317891 等你回來 陳思思 289348 等我回家 薛之謙

269264 等你回來 彭麗麗 345711 等我回家{Live}[HD] 王櫟鑫,金曲撈

314459 等你回來 劉杰 345712 等我回家{Live}[HD] 薛之謙,王櫟鑫,金曲撈

313633 等你回來 劉昱 348541 等到花開[HD] 徐朋

316287 等你回來 辦桌二人組 324572 等妳開口 曹璐

321994 等你回家 合力 287220 等的太久 王鍵

278424 等你回家 李虎 295124 等雨等你 張牧閱

329631 等你回家 雨柔 326489 等待一生 久美旺甲

302155 等你回家 格格 298815 等待出航 佚名

233331 等你回家 黃格選 309353 等待卓瑪 鄧廣福

275072 等你回家 蘇丹 325220 等待幸福 岳太陽

340713 等你回家[HD] 周占超 284934 等待的緣 李錚,夢沁馨

343973 等你回家{Live}[HD] 周占超 342900 等待花開[HD] 付春霞

279089 等你回航 洪祿雲,陳水林 266013 等待春天 旭日陽剛

234238 等你回航 龍飄飄 266601 等待春天 群星

271828 等你回航 韓寶儀 230488 等待風起{Live} 陳淑樺

286255 等你回頭 楊烈 306695 等待彩虹 周上允

320703 等你來愛 巴桑拉姆 324038 等待無悔 楊霞

301648 等你的心 品冠 339086 等待黎明[HD] 李健

286292 等你的愛 許強 305751 等待舊愛 羅志強

286034 等你的愛 曉月 233415 等等等等 黃磊

316286 等你長大 王錚亮 304464 等等等等 廖雋嘉

337587 等你娶我[HD] 賀世哲,張曉明 320704 等愛的人 王嘯天

262252 等你愛我 陳奕迅 327187 等愛的人 何龍雨

331672 等你愛我[HD] 多亮,王琪瑋 317893 等愛的人 李克勤

312382 等你愛我{Live} 王曉娟 313170 等愛的人 張祥洪

268698 等你愛我{Live} 多亮,張琪瑋 263453 等愛的人 誓言

287297 等你愛我{Live} 李煒,江映蓉 342484 等愛降落[HD] 李玟

326487 等你愛我{Live} 瞿颖,蒙面唱將 326492 等醉紅塵 周利劍,李艷

344779 等你愛我{Live}[HD] 江珊,梁譯木,跨界歌王 233508 等邊三角{Live} 黃義達

336805 等你愛我{Live}[HD] 馬海生 309154 答應我吧 林少緯

331984 等你愛我{Live}[HD] 陳明 332044 策馬奔騰[HD] 鳳凰傳奇

253479 等你道歉 曾寶儀 314876 策馬揚鞭 鳳凰傳奇

308344 等你懂了 安又琪 333049 紫玉金砂[HD] 杭嬌

292436 等你擦肩 張新成 314460 紫色貝殼 王婧

326488 等你歸來 Astro 12 303965 紫色的雪 愛戴

309699 等我先說 夏天alex 327984 紫色的夢 隨性樂團

312787 等我回來 易帆 230687 紫色唇膏 陳琳

263076 等我回來 路遙 294299 紫色煙花 徐一鳴

305691 等我回來 雙雙 319326 紫氣東來 于海霞

313895 等我回來 蘑菇團 310021 紫薇花開 高朋,張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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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936 紫藍天色 鐘盛忠 300799 給你自由 李杰

326499 紫藤花開 賈富營 232137 給你自由 馬睿菈

340435 結了婚的男人[HD] 蒼龍 300023 給你呆呆 佚名

300022 結婚喜帖 佚名 299853 給你的reggae 佚名

233651 結婚喜帖 黃韻玲 314462 給你的歌 王安磊

344784 結婚萬歲[HD] 曉安 284955 給你的歌 楊果

325142 結婚鑽戒 盧廣仲 342033 給你的歌[HD] 鄧紫棋

290936 結髮夫妻{Live} 蒙克,辛莉 347066 給你的歌[HD] 蕭鎮佑

289359 絕口不提 大鵬 232502 給你微笑 高峰

306698 絕口不提 楊彥偉 328821 給你溫柔 鐵子

334112 絕口不提{Live}[HD] 柳岩 263896 給我一杯 余文樂

324374 絕不低頭 嘎嘎,李洛洋 311664 給我乖乖 蔡黃汝

344785 絕不投降[HD] 林建濤 298285 給我幸福{Live} 任賢齊

334339 絕不呼救[HD] 金志文 344786 給我杯酒[HD] 李天平,潘子華

233241 絕不放手 黃征 308734 給我翅膀 李志強

303460 絕不放棄 陸鋒 321522 給我翅膀 譙帆

332191 絕不認輸[HD] 王繹龍 344481 給我翅膀[HD] 王鵬

325462 絕世武神 謝帝 335231 給我感覺[HD] 吳秀波

233300 絕世英雄 黃文星 315414 給我感覺{Live} 張惠妹

324373 絕世容顏 啡啡 270339 絲路花雨{Live} 王喆

345714 絕世高手[HD] 趙英俊 269418 絲路芳華 斯美塔

342486 絕世無雙[HD] 慕容依依 347442 絲路金橋[HD] 張天甫

294581 絕世優雅 蔣蔣 340961 絲路追夢[HD] 郝萌

287092 絕地反擊 閆肅 321523 絲路暢想 葉俊華

325425 絕地逃亡 羽泉 349087 絲路豪情[HD] 趙真,東方紅艷

316136 絕色杭州 鄭培欽 322767 絲綢之路 徐千雅

309558 絕技敷衍 胡杰夕 348550 絲綢之路[HD] 韓伊

326500 絕唱西湖 寂悸 322768 絲綢之路{Live} 徐千雅,喻越越

283474 絕望希望 劉昱賢 262375 舒服舒服 大張偉

296911 絕望螞蟻 蘭旭陽 329670 菁菁如我 薛培藝

302686 絕頂愛情 張敬軒 294050 菁華浮夢 Winky詩

330550 絕對不放[HD] 吳克羣 310597 菊皇茶語 郭富城,劉行格

299595 絕對不會 佚名 230931 菜鳥探戈 陳雨霈

298416 絕對主角{Live} 朱娜 322799 菩提樹下 秦禦峰

253831 絕對達令 楊丞琳 321570 菩提樹下 路勇

300243 絕對寶貝 佚名 297808 華人萬歲{Live} 王力宏

293493 絢麗中國 姬長樂 266475 華山之上 王莉

286889 絢麗甘肅{Live} 索南扎西 265694 華山傳奇 周鵬,王莉

303493 絢爛無比 雪村真琴 317979 華山論劍 姬長樂

304197 給力青春 群星 328868 華旭之音 龍奔

234044 給他幸福{Live} 齊秦 296993 華度之歌 鄧海

281127 給你自由 李子杰 343560 華夏之章[HD] 小旭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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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17 華澤之歌 徐健淇 333738 超級土豪[HD] 談欣

292136 華麗木偶 單色凌,小布 343368 超級女神[HD] 謝曉艷

310758 華麗出場 陳興瑜 330902 超級右腦[HD] 蔡旻佑

302347 華麗冒險 閃亮三姐妹 280978 超級奶爸 張瑋琪

332318 華麗戰場[HD] 李欣汝 282032 超級巨星 Young Peach

289400 華嚴闌若 印能法師 284386 超級巨星 嚴爵

283537 萍水相逢 杭天棋 328058 超級快遞 陳赫

339332 虛偽朋友[HD] 徐小羽 294462 超級男神 王子皓

293497 虛偽的話 婭琪朵 339576 超級冠軍{Live}[HD] 鹿晗

316921 虛情假意 酒吧傷心人 310073 超級娃娃 宿雨涵

325048 虛情假意 黃永卓 320807 超級英雄 房業凱

342935 虛擬神明[HD] 洛萱,Clesss 316508 超級英雄 鄧超

339076 虛擬愛情[HD] 王可兒 322038 超級英雄{Live} 跑男兄弟團

275063 虛擬愛情{Live} 胡楊林 332964 超級英雄{Live}[HD] Mp魔幻力量

319327 蛟龍潛航 謳洋 325102 超級偶像 八三夭

283496 街舞少年 Tf Boys 312566 超級偶像 吳海文

345736 裁夢為魂[HD] 銀臨 307043 超級偶像 宋藝飛

264280 視覺動物 鍾漢良 307267 超級童星 爽樂坊群星

341384 視覺動物[HD] 鐘漢良 337923 超級奧特[HD] 單色凌

333698 訴說草原[HD] 科爾沁姐妹 297375 超級愛人 Misster

325890 註定分開 曉田 331857 超級瑪麗[HD] 田馥甄

326561 註定的愛 冰城愛歌,飛歌 344514 超級舞林[HD] 范偉,王嘯坤,趙英俊

281204 詞不達意 林憶蓮 347103 超級寶寶[HD] Superbaby

328885 詞不達意{Live} 陳宇,天籟之戰 290260 超級蘿莉 趙姝

321611 象雄傳說 尕讓鄧真 232034 超喜歡你 飛輪海

270346 貴妃醉酒{Live} 王喆 343369 超越才酷[HD] 杭蓋樂隊

343366 貴州方言[HD] 王羽 278101 超越可能 劉美麟

278765 貴州放歌 雷佳 322844 超越自己 阿強

302505 貴州戀歌 張也 316978 超越自己 彭偉家

290289 費尼克斯 邱鋒澤 270812 超越自己 蘇泉

334875 費尼克斯[HD] 邱鋒澤 325639 超越無限 林俊杰

299044 貼心收藏 佚名 345364 超越無限[HD] 林俊傑

314469 貼身侍衛 冷漠,雲菲菲 304237 超越想像 群星

307494 貼身保鏢 陳雷 297066 超越極限 南征北戰

266795 賀蘭山下{Live} 蘇陽 280567 超越夢想 田豐,群星

265713 趁著不深 回音哥 292818 超越夢想{Live} 田豐,朱振宇,周江,梁楓,陳福庭

315579 趁虛而入 傅羽 301003 超越夢想{Live} 汪正正,楊竹青

314470 超人爸爸 李行亮 304092 超越巔峰 群星

345748 超凡戰紀[HD] Mars毒藥 330564 超跑女神[HD] 周杰倫

338766 超月之愛[HD] 超月組合 339089 超想見你[HD] 趙泳鑫,沈夢辰

298540 超乎想像 羽泉 330760 越反越愛[HD] 林宥嘉

305753 超男日記 羅志祥 302245 越走越近 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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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63 越走越順 溫馨 292798 鄉情鄉韻 王莉

319987 越走越遠 馬可謙 290803 鄉間小路 夢之旅

304704 越走越遠 趙默 266153 鄉間小調 李直

338520 越走越遠[HD] 吳克羣 329739 鄉愁大理 黃綺雯

312337 越來越好 牛欣欣,劉姝辰 302558 量身定做{Live} 張杰

342507 越來越近[HD] 蘇醒 328949 開口不說 XY兄弟

331035 越來越愛[HD] 飛輪海 340470 開口留住愛[HD] 金大喜

340989 越夜越野[HD] 金潤吉 232645 開口傷人 高見,中其

289446 越南新娘 冷漠 332055 開不了口[HD] 周杰倫

279679 越思越想 岳思思 330093 開不了口{Live}[HD] 周杰倫

230859 越洋電話 陳綺貞 300024 開心女孩 佚名

290830 越飛越高 游美靈 325412 開心芭比 章子嫻,陳茵琪

284567 越陷越深 員偉明 308056 開心時代 王亞平

287766 越傷越愛{Live} 何潔 309509 開心就好 洪子晴

305432 越愛越美 薪羽 289492 開心就好 馮曉菲

339342 越愛越配[HD] 品冠 311165 開心過年 群星

326580 越愛越強 張杰 334548 開到荼靡[HD] 王菲

232393 越愛越痛 高勝美 298027 開到荼靡{Live} 王菀之

233891 越愛越錯 黎沸揮 345396 開到荼蘼{Live}[HD] 姚晨,跨界歌王

329706 越跳越美 唯莎 298339 開始in City 好男兒

346753 越過山丘[HD] 楊宗緯 233365 開始放手 黃淑惠

346327 越過山丘{Live}[HD] 李雅,中國新歌聲 256525 開始飛吧{Live} 蕭亞軒

335505 越過城市[HD] 李玉璽 311344 開始現在 趙小兵

328905 越過群山 莫西子詩 310868 開花的樹{Live} 湯子星

283240 越戰越勇 龍梅子 335521 開花結果[HD] 林俊逸

333807 越戰越勇[HD] 龍梅子,郭晨冬 313105 開門大吉 康康

270846 越寵越壞 榮歌 306705 開門大吉 劉海辰

346755 跆風物語[HD] 希希 331627 開門大吉[HD] 鳳凰傳奇

302901 跑馬山歌 莊學忠 294708 開門見山 馬旗

262764 距離城牆 聚點翻轉 287970 開門見山{Live} 田馥甄

340753 週末派對[HD] 劉程伊 271205 開門見山{Live} 趙露,汪妤凌

349151 進退兩難[HD] 孫艷 346346 開門見山{Live}[HD] 婁藝瀟,跨界歌王

298981 鄉下老鼠 佚名 330147 開門見山{Live}[HD] 張惠妹

338529 鄉下親戚[HD] 王宏偉 331932 開門見山{Live}[HD] 趙露,汪妤凌,中國好聲音

270364 鄉下親戚{Live} 王宏偉 338812 開門見山{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299418 鄉村姑娘 佚名 297140 開門見喜 高安

338773 鄉里鄉親[HD] 賀金 349540 開門見喜[HD] 藝鷺

349534 鄉里鄉親{Live}[HD] 李菲菲 329755 開門關門 52 赫茲我愛你 演員群合唱

300603 鄉音鄉情 佚名 344537 開門關門[HD] 群星

269707 鄉音鄉情 李潮 311166 開創未來 群星

268400 鄉音鄉情{Live} 劉斌 340471 開場白[HD] 蔡依林

324985 鄉情鄉夢 陳麗媛 294180 開業大吉 大張凡

Page 39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98639 開路先鋒 佚名 315030 雲且留住 馬常寶

290411 開羅之戀 馬劍芬,宋馬超 257092 雲且留住 許茹芸

283740 陽光女孩 王萌 287509 雲的訴說 郭歡

346349 陽光不銹[HD] 王源 271410 雲的愛情 郭歡

306706 陽光天堂 才讓扎西 230535 雲的騷動 陳淑樺

297149 陽光天堂 扎扎 304100 雲淡天高{Live} 群星

290683 陽光兄弟 張文熹,張文昊 298176 雲淡風輕 付麗

290684 陽光兄弟{Live} 張文熹,張文昊 334998 雲淡風輕[HD] 平安

336389 陽光宅男[HD] 周杰倫 293884 雲貴高原 阿魯阿卓

330094 陽光宅男{Live}[HD] 周杰倫 306710 雲雁飛處 唐美華

335014 陽光空氣[HD] 張韶涵 304528 雲裡糊塗 臧天朔

308262 陽光旅行{Live} 戊道子 233388 雲霄飛車 黃湘怡

349544 陽光草原[HD] 哈琪 337024 雲霄飛車[HD] 王大文

298862 陽光森巴 佚名 328111 順其自然 張書瑤

274861 陽光傳奇 李代沫,吳莫愁 310960 順其自然 黃小琥

269720 陽光路上 李潮 329775 順流而下 萬家銘,張靚穎

279094 陽光路上 洪祿雲,陳水林 342987 順流而下[HD] 張靚穎

310814 陽光路上{Live} 彭麗媛 234257 順風珍重 龍飄飄

326627 陽光魅力 張翠萍 230017 順風哥哥 陳思思

294315 陽關三迭 成于申 304764 順風逆風 趙薇

300025 陽關三迭 佚名 332849 飯後甜心[HD] Tizzy Bac

324721 陽關三迭 涓子 307197 飲水思源 李高揚

301889 陽關大道{Live} 韋唯 337300 飲水思源{Live}[HD] 李高揚

342063 雁往南飛[HD] 郭艷 318140 黃土高坡{Live} 王二妮,紅都

233555 雁渡寒潭{Live} 黃舒駿 290713 黃山之約 徐千雅

311167 雄起中國 群星 331817 黃色夾克[HD] 梁文音

297153 雄關漫道 譚晶 305005 黃昏小唱 潘秀瓊

316299 雄鷹展翅 鳳凰傳奇 231625 黃昏小唱 韓寶儀

309027 雅安別怕 周鵬 311985 黃昏市長 麋先生

324167 雅俗共賞 許嵩 231353 黃昏來臨 雷竟

341343 雅俗共賞[HD] 許嵩 318645 黃昏放牛 閻飛翔

271874 雅家情海 香巴拉組合 299712 黃昏放牛(華爾滋) 佚名

271262 雯心無愧{Live} 鄧雯心 279096 黃昏愛人(國) 洪祿雲,楓舞

266158 雲上山歌 李雨兒 338077 黃河水車[HD] 蘇瑋

266872 雲上太陽 讚美之泉 329797 黃河母親 科爾沁

274845 雲上拉薩 易靈汐 232939 黃河的水 黃仲昆

320033 雲上拉薩 龍澤索南 282804 黃河壺口{Live} 耿為華

282318 雲上青山 孫悅 295117 黃河漁娘 張曼

339359 雲上貴州{Live}[HD] 群星 263207 黃河漁娘 彭麗媛

311889 雲中天堂 戴海霞 298656 黃河震鼓 佚名

318917 雲中錦香 楊梓文祺 329798 黃河親娘 侯麗娟

282452 雲水扇心 悠悠朵兒 300208 黃金一笑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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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11 黃金一笑 楊鈺瑩 233691 黑夜白天 黃鶯鶯

283167 黃金時代 馬薇 348694 黑夜的星[HD] Trash˜·ˆF

282680 黃金時代 熊立紅 335239 黑夜落雪[HD] 姚貝娜

333128 黃金時代[HD] 陳楚生 233476 黑夜盡頭 黃立行

328987 黃金搭檔 張津涤,孫藝琪 334235 黑板情書[HD] 後弦

344082 黃金搭檔[HD] 孫藝琪,張津滌 316302 黑紅條紋 花世紀樂團

286824 黃浦江深 苗苗 318533 黑面寶貝 魏嘉榆

265793 黃浦江深{Live} 宋祖英 338126 黑框眼鏡[HD] 曾沛慈

233136 黃海血戰 黃大煒 332904 黑框眼鏡{Live}[HD] 胡夏

341021 黃荊綠海[HD] 飛翔鳥樂隊 231339 黑暗之光 雷光夏

268945 黑白小巷 少司命,灰原窮 334814 黑暗之光[HD] 蘇醒

310419 黑白之間 戚薇,范逸臣 342993 黑暗騎士[HD] 王俊凱

282635 黑白世界 湯曉菲 332076 黑暗騎士[HD] 林俊傑,五月天

266569 黑白時差 紫薇 298654 黑貓警長 佚名

342200 黑白照片[HD] 胥拉齊 318146 黑貓警長 胡彥斌

310530 黑白電影 莫艷琳 328990 黑貓警長{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305056 黑色尤物{Live} 蔡依林 345424 黑貓警長{Live}[HD] 李宗璞,歌聲的翅膀

341850 黑色月亮[HD] 楊丞琳 313232 亂世佳人 張繼聰

334430 黑色毛衣[HD] 周杰倫 290455 亂世長安 齊欒

290736 黑色幽默 曹格 325974 亂世俱滅 趙麗穎,許志安

278892 黑色幽默 曾一鳴 253190 亂世傳說 徐熙媛

320884 黑色幽默{Live} 代雲帆,肖德俊 295847 亂世煙雨 韓磊,游子組合

330097 黑色幽默{Live}[HD] 周杰倫 295848 亂世煙雨{Live} 游子組合

342994 黑色幽默{Live}[HD]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42578 亂世歌女[HD] 余零

339090 黑色幽默{Live}[HD] 陳梓童,中國好聲音 334415 亂舞春秋[HD] 周杰倫

294712 黑色柳丁 馬海生,許鶴繽 267902 亂舞蒼穹 Tacke竹桑

231040 黑色柳丁 陶喆 278958 亂彈情歌 晨熙

328128 黑色柳丁{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31679 亂彈情歌[HD] 奧迪

314475 黑色柳丁{Live} 胡彥斌,陶喆,我是歌手 347635 傲蕾一蘭[HD] 劉一塵

327193 黑色柳丁{Live} 陶喆,隱藏的歌手 335067 傳世樂章[HD] 汪蘇瀧

289540 黑色柳丁{Live} 菩菩 294339 傳奇東莞 曾巍

334052 黑色柳丁{Live}[HD] 周筆暢 336394 傷了自己[HD] 小老頭

302772 黑色香水 曹方 230555 傷了和氣 陳潔儀

311666 黑色彩虹 蔡詩蕓 268137 傷已成曲 伍華

331909 黑色彩虹[HD] 蔡詩芸 284755 傷心三寶 張越

305419 黑色淚滴 薛凱琪 311939 傷心女孩 賽婭

328989 黑色眼淚 原子霏 347218 傷心女孩[HD] 東方依依

269600 黑色森林 朱雅 297738 傷心公主 毛毛

297221 黑色鉛筆 安道ann 297695 傷心日記 孔朝

292699 黑色蝴蝶 汪蘇瀧 318564 傷心冬季 張星唯

268141 黑色鋼琴 伯爵 298313 傷心地鐵 光良

331794 黑色靜態[HD] 楊瑞代,梁心頤 298310 傷心地鐵{Live} 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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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24 傷心地鐵{Live} 李宗盛 359047 傻女的愛 陳慧嫻

310953 傷心字典 馮聖雅 332596 傻瓜探戈[HD] 胡夏

299622 傷心男人 佚名 333131 傻瓜傻瓜[HD] 陳赫

263140 傷心男孩 毛毛 315583 傻的可以 賈青

288738 傷心的酒 蘇賢文 347636 傻的可以[HD] 李予溪

322299 傷心的淚 夏婉安 339173 傻得可憐[HD] 張遠喆

293598 傷心的愛 徐元雄 300686 傻傻男孩 吳歡

287262 傷心的歌 吳光明 285119 傻傻的愛 瑤瑤

267274 傷心的歌 高進 283577 傻傻的愛 劉宗健

312538 傷心城市 冷漠,雲菲菲 288259 傻傻莎莎 海鑌

284614 傷心城市 姜亮,楊廷廷 266124 傻傻愛你 李昇

313171 傷心城市 張祥洪 310414 傾心之戀 戚劍強

303752 傷心城市 雲菲菲 325248 傾世溫柔 張可兒

332152 傷心城市[HD] 冷漠 295946 傾城一戰 藍血佳人

339172 傷心城市{Live}[HD] 冷漠 328267 傾城之戀 權琳麗

266045 傷心旅客 曹方 328268 傾城的錯 蘇瑋,樊芳斌

292183 傷心烈酒 周祥 318234 傾城琵琶{Live} 白雪

232491 傷心祝福 高山林 284613 傾海之戀 姚貝娜,彭亮

263219 傷心神話 潘美辰,Joanna Moon 295597 傾國傾城 馬常寶,張惠芬

289949 傷心情歌 李雨壽 230466 傾國傾城 陳楚生,齊秦

274777 傷心情歌 崔偉亮 331883 傾國傾城[HD] 莫文蔚

278734 傷心情歌 陳天紅 282741 傾國傾城{Live} 玖月奇跡

339639 傷心欲絕{Live}[HD] 佳灝 301427 傾盡天下 河圖

266626 傷心童話 胡夏 281079 傾盡溫柔 本兮,阿悄

316410 傷心絕對 丁紫 267020 傾聽月光 金磊鑫

266923 傷心愛情 邱權 337432 傾聽地球[HD] 王皓彬

270842 傷心路口 榮帝丞 290584 傾聽花開 周艾傑

271724 傷心網戀 陳瑞 262243 勢在必行 陳勢安,畢書盡

328265 傷心藉口 王奕心 342202 勢在必得[HD] 李書偉

302715 傷日快樂 張韶涵 342203 嗆司嗆司[HD] 羅志祥

271333 傷我的心 鄭凡 334971 嗚啦啦camayzing[HD] 吳莫愁

327197 傷到最後 張天龍 349693 嗨 單細胞[HD] 林瑪黛

263410 傷的徹底 沈志仲 330437 嗨嗨人生[HD] Mc Hot Dog,張震嶽,關穎

348136 傷城故事[HD] 林可昕 290068 嗨嗨人生{Live} Mc Hot Dog,張震嶽,頑童

269354 傷情時代 慕容曉曉 311325 圓寂悲傷 蒙古西烈

274832 傷情時代{Live} 慕容曉曉 340564 圓夢中國[HD] 廖昌永,周冰倩

358464 傷痕累累 關澤楠 296097 圓夢天盛 張雷

269590 傷痛的心 朱長松 349700 圓夢藍天[HD] 朱子健

304600 傷感列車(慢四) 舞曲 345534 圓滿的愛[HD] 邱賢桂,丁國琳,一綾

312635 傷感情歌 李雨壽 343110 圓謊{Live][HD] 孫藝琪

305624 傷感情歌 韓超 341914 塑造角色[HD] 關智斌

233428 傷感鐵軌 黃磊 305455 塑膠玫瑰 謝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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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78 塘埔之歌 容中爾甲 345021 媽媽寶貝{Live}[HD] 王小唯,歌聲的翅膀

319618 塞車恰恰 旺福 307740 嫁給我吧 Rk 金承熙

232499 奧運中國 高峰 297543 嫁給我吧 于玄子

233598 奧運中國 黃閱 323121 嫁給我吧 列子

308912 奧運北京 男人唐潮 312762 嫁給我吧 孟勇

308708 媽，我回來了 李可亮 306715 嫁給我吧 金承熙

287140 媽咪夫人 駱容溶,駱永明 303922 嫁給我吧 黃鶴翔

275015 媽咪媽咪 王繹龍 316779 嫁給我吧 羅中旭

311753 媽媽 別哭 澤旺多吉 334688 嫁給我吧[HD] 孫堅

321833 媽媽不哭 徐清波 283866 嫁給幸福 龐龍,董卿

299574 媽媽之歌 佚名 336461 嫁給寂寞[HD] 陳姳妤

321834 媽媽老了 孟楊 268189 嫁給麗江 侃侃

308621 媽媽我懂 吳歡 340805 幹紅留香[HD] 任妙音

278337 媽媽的手 文章 322447 幹乾脆脆 成鎵羽

268069 媽媽的手 亮劍 340517 幹乾脆脆[HD] 成鎵羽

285361 媽媽的手 郭歡 312076 廈門碼頭 羅時豐

283012 媽媽的手 郭歡,湯非 296289 廉價的愛 趙鈳

294674 媽媽的手 陳瑞 330531 廉價愛情[HD] 劉菲

314480 媽媽的手 熊七梅 310660 彙聚這裡 陳昕

315853 媽媽的手 龍峰 278889 微日舞曲 曾淑勤

410398 媽媽的手 鍾興睿 264012 微加幸福 郁可唯

305967 媽媽的手 鐘興叡 345591 微白城市[HD] 鹿晗

297975 媽媽的吻 王雪晶 296305 微光{Live] 華晨宇

314879 媽媽的吻 郭瓦·加毛吉 319700 微信乞丐 李松

284959 媽媽的吻 楊鈺瑩 328495 微信好友 吳天世

285453 媽媽的吻{Live} 陳羽凡,王矜霖 322462 微信紅包 李娟兒

344262 媽媽的吻{Live}[HD] 程琳 321859 微信時代 Us

310864 媽媽的淚 湘東雨 288982 微信情歌 何風

306066 媽媽的愛 顧凱 285880 微信情緣 卓麼

349738 媽媽的愛[HD] 金星妤 341950 微信情緣[HD] 游美靈

319390 媽媽的話 壯哥們組合 307741 微信寶貝 超人

339111 媽媽的寶[HD] 王子豪,劉蘇瑤,唐奧瑪 286131 微胖女神 微胖女神

288074 媽媽咪呀 吳瑤 300432 微風往事 佚名

335127 媽媽咪呀{Live}[HD] 蕾蕾,黃綺珊 304360 微風細雨 董文華

334643 媽媽美呀[HD] 中國辣妹 349338 微風細雨{Live}[HD] 蔡誠俊

310096 媽媽食堂 常思思 295033 微風街頭 孔雀哥哥

288915 媽媽真美 姚可兒 304185 微笑上海 群星

298778 媽媽您早 佚名 333899 微笑以後[HD] 張靚穎

281038 媽媽最美 敖長生 232143 微笑明天{Live} 馬蕊

307336 媽媽愛誰 羅百吉,寶貝 333584 微笑面具[HD] 安又琪

321152 媽媽蓋亞{Live} 央吉瑪,中國之星 343166 微笑帶過[HD] 孫盛希

308718 媽媽寶貝 李冰冰 287690 微涼指尖 陳彥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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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06 微愛來了 谷亞潼 296352 想要和你 王者洋

296307 微瑕珍珠{Live} Snh48 233125 想飛的心 黃大煒

253158 想一個他{Live} 徐懷鈺 343807 想飛的心{Live}[HD] 黃大煒

253235 想入非非 徐若瑄 265335 想飛就飛 袁東方

346558 想入非非[HD] 史子晨 317532 想哭的夜 半夢

346561 想成為你[HD] 黃子韜 317531 想哭的夜 冷酷

323789 想你 不念 趙善存 339236 想家了嗎[HD] 齊子萱

323175 想你,不念 趙善存 321233 想家的人 高鋒

296348 想你{Live] 梁博 297751 想起往事 毛阿敏

339722 想你一生[HD] 阿香 307067 想起爹娘 張斌

302492 想你快樂 庾澄慶 292217 想唱就唱 大張偉

300608 想你的夜 佚名 231994 想唱就唱 風之翼

280178 想你的夜 彥妮 313426 想唱就唱{Live} 超級女聲

287399 想你的夜 柳絮 336656 想得太多{Live}[HD] 朱樺

313375 想你的夜 寒武紀 337603 想得太多{Live}[HD] 曾婕

345085 想你的夜[HD] 鄒凱 314490 想得太美 張婧

335371 想你的夜[HD] 關喆 340867 想著幸福[HD] 何衍隆

334149 想你的夜{Live}[HD] 茜拉 325511 想愛的人 陳娟兒

331449 想你的夜{Live}[HD] 鄧川 278073 想愛就愛 余零

285699 想你的笑 葉一茜,田亮 331700 想愛無依[HD] 宋嘉其

317529 想你的痛 劉東明 318295 想過分手 安崇藝

268401 想你的痛 劉旗 263848 想像之中 許嵩

288556 想你的歌 陳雅森 269785 想像之外 李魏西

270395 想你想你 王欣婷 306720 想像生活 王璘楓

291552 想你愛你 馬響,環環 332326 想對你說[HD] 楊宗緯

290376 想你愛你 陳才超 339724 想對你說[HD] 嚴少辰

335110 想你會哭[HD] 蔡佳男 346074 想說的話{Live}[HD] 鐘易軒,明日之子

317536 想我了嗎 斯琴巴圖 308298 想聽的話 石欣卉,王建復

232698 想往侗鄉 魏洪 296356 惹火的愛 浩軒,梁瓊元

340613 想念兄弟[HD] 凌峰 306721 惹火的愛 梁瓊元,浩軒

294490 想念母親 王瑩 317538 惹是生非 羅雋永,勞曉音

316307 想念自己 陳嘉樺 298865 愈飛愈高 佚名

343176 想念爸媽[HD] 周安 232195 意思意思 馮瑋君

283603 想念家鄉 孫中亮 348322 意料之中[HD] 方木

346560 想念家鄉[HD] 劉國強 309218 意料之外 河靜靜

339091 想念真好{Live}[HD] 貝貝,中國好聲音 325680 意猶未盡{LIVE} 肖家永

301392 想念動作 林嘉欣 341733 意猶未盡{Live}[HD] 肖家永

327208 想念無眠 劉羽庭 303868 意亂情迷 黃清元

287878 想念媽媽 小舟 348321 意亂情迷[HD] 鄭冰冰

327674 想念媽媽 天堂飄雪 305305 意想不到 蕭薔

329350 想念媽媽 陳小朵 279480 意轉心回 天津阿明

332885 想要快樂[HD] 杜德偉 338363 愚人快樂[HD] 陳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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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547 愚人碼頭 胡芳芳 326238 愛上了你 易琴

290420 愚人碼頭 高婭媛 270601 愛上了你 紀曉斌

332555 愚人碼頭[HD] 金貴晟 309783 愛上了誰 孫艷

342381 愚人碼頭{Live}[HD] 熊天平,隱藏的歌手 262648 愛上了癮 胡楊林

292892 愚蠢天使 翁元佑 338368 愛上公主[HD] 辦桌二人組

348323 愛 不分了[HD] 陳娟兒 308918 愛上回憶 肖飛

292442 愛 不解釋{Live} 劉杰洛 317543 愛上你了 武藝

327212 愛 很簡單{Live} 陶喆,隱藏的歌手 289019 愛上你了 張柏芝,黃維德

330838 愛,不用說[HD] 羅志祥 298863 愛上別離 佚名

310169 愛,不解釋 張杰 349351 愛上赤水[HD] 游美靈

230983 愛,很簡單{Live} 陶喆 294827 愛上宜昌{Live} 丁曉紅

281607 愛,要勇敢 鴻水 319726 愛上夏天(逃跑版) 任賢齊

323179 愛·密碼 劉珂 339239 愛上夏天[HD] 任賢齊

297276 愛100 Ai Mini 302672 愛上草原 張琴琴

280756 愛一個人 冷漠 268157 愛上寂寞 何傑

233523 愛了才懂 黃義達 316499 愛上遊樂 記言愷,阿喜

233065 愛了半天 黃品源 338680 愛上遊樂[HD] Jr記言愷,阿喜

258073 愛了就算 鄭秀文,成龍 310696 愛上辣妹 陳美惠

232965 愛了散了 黃勇 292349 愛上騎士 小蜜,藝淼

308316 愛了無憂 吉娜 332099 愛小於三[HD] 陳威全

308032 愛了痛了 王冰洋 269953 愛已上癮 栗雅馨

321877 愛了痛了 北方狼 324755 愛已不在 王括

263802 愛了錯了 曉雨 289804 愛已不在 安俊寧

312141 愛人 愛人 蘇小花 284167 愛已不在 和匯慧,王梓同

308767 愛人 路人 李俊熙 232648 愛已不在 高進

230684 愛人危險 陳琳 233090 愛已升天 黃嘉千

305735 愛人同志 羅大佑 311401 愛已欠費 趙鑫

305734 愛人同志{Live} 羅大佑 326253 愛已失聯 金久哲

296366 愛人好累 鄧小龍 315465 愛已打烊 由美

289025 愛人別走 孫露 328532 愛已成歌 馬常寶

270580 愛人卓瑪 索南扎西 348936 愛已至此[HD] 賈桂森

302269 愛人卓瑪 索朗扎西 313887 愛已走遠 蘇晴

289026 愛人的心 秦影 278954 愛已降溫 晨熙

347762 愛人城堡[HD] 曹久憶 331680 愛已降溫[HD] 奧迪

257027 愛人動物 許茹芸 307048 愛已破碎 山子華

305870 愛人動物 蘇打綠 256461 愛已缺堤 蕭亞軒

270386 愛人情歌 王昊 292272 愛已結束 孫家山

315461 愛人情歌 白龍傳說,燕兒 327691 愛已結束 夢然

328526 愛人愛情 程響 340874 愛已厭倦[HD] 朱宇

279313 愛入非非 羅志祥 269179 愛才知道 張紋銘

326236 愛上 情歌 曾星瑜 326239 愛不可及 趙鑫

285306 愛上了你 赤龍 335795 愛不可及[HD]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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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94 愛不用說 羅志祥 335164 愛未走遠[HD] 阿蘭(Alan)

303602 愛不用還 游艾迪 302367 愛未遠離 馬雨賢

308528 愛不再來 冷漠 310878 愛本無罪 鳳娘,周韋杰

308291 愛不收回 白雪 326266 愛永不變 天籟天

263163 愛不自已 馬天宇 271989 愛犯了錯 黃威爾

333614 愛不完美[HD] 干露露 349364 愛由天定[HD] 金蕾

316864 愛不完結 胡美月 319407 愛光棍兒 陳泳潑

262321 愛不見了 陳美惠 308874 愛回不來 汪賢祖

324509 愛不言悔 張艷君,張生艷 306726 愛在七夕 閻鳳梅

289023 愛不到老 趙齊 304474 愛在七月{Live} 滿文軍,葉凡

319406 愛不宜遲 鴻飛 234279 愛在人間{Live} 龐龍

307990 愛不放手 木子桓 306728 愛在中國 張天甫

334751 愛不後悔[HD] 林軍 349355 愛在天河[HD] 王雅寧

326240 愛不科學 武藝 314500 愛在天國 許罡

321239 愛不容易 陳杉雨 298107 愛在天堂 王瑩

301298 愛不能停 林心如,劉沁 312760 愛在天邊 孟文豪

322502 愛不停留 洪立 325480 愛在心中 迪麗熱巴

279152 愛不停站 黃馨可 269443 愛在心田 易影峰

296363 愛不停機 張杰 282054 愛在心間 于爽,王燕

333949 愛不動了[HD] 梁一貞 313104 愛在心間 常健鴻

274690 愛不愛我 周曉鷗 333196 愛在心間[HD] 仙子,劉有名

231309 愛不愛我 零點樂隊 314501 愛在心裡 劉思媛

282108 愛不愛我 儲毅 293694 愛在心懷 楓舞,王愛華

343809 愛不愛我{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305391 愛在他鄉{Live} 戴軍

333627 愛不解釋[HD] 鍾漢良 282115 愛在冬天 元強

292212 愛不褪色 夜郎金鑫 308529 愛在冬季 冷漠

310858 愛不懂事 游艾迪 270960 愛在冬眠 藍芷兒

314497 愛不簡單 何潔 286033 愛在四季{Live} 徐晶晶

293722 愛不簡單 愛爾音樂團隊 319731 愛在平落{Live} 劉舫

339726 愛不簡單[HD] 李強 317554 愛在永遠 楓舞,曉依

265119 愛不離手 蕭亞軒 303929 愛在江南 黑虎

310211 愛之物語 張紋銘 269315 愛在西湖 徐寧

282827 愛之悲哀 艾可兒,鐵面人 312296 愛在西藏 小琴兒

301042 愛之無奈{Live} 沙寶亮 267198 愛在西藏 雲龍

233829 愛天愛地 黎明 331037 愛在你在[HD] 高泓海

253160 愛太沉重 徐懷鈺 308202 愛在囧途 司文,丟丟

304138 愛心互聯 群星 346078 愛在身邊[HD] 王鍵

307859 愛心永在 子祺 344316 愛在身邊[HD] 周興哲

310647 愛心同行 陳依桐 300358 愛在沸騰 佚名

308712 愛心相連 李玉和 296380 愛在花城 蔡婧

312021 愛心傳遞{Live} 雙子組合 268428 愛在雨季 劉牧

271892 愛冬眠了 馬珂 332143 愛在南天[HD] 譚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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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733 愛在奎香[HD] 雪域格桑,別那 327687 愛在蘭州 國巍

324370 愛在指尖 唐美華 303841 愛她愛她 黃清元

345090 愛在政和[HD] 克欣諾娜 334021 愛好辛苦[HD] 龍梅子,韓松圃

282812 愛在故鄉{Live} 肖燕 334010 愛好辛苦[HD] 韓松圃

280972 愛在春天 張愷彤 283029 愛如匕首 金久哲

343814 愛在春蕾[HD] 李易峰,郝為 318664 愛如初見 陳曉,陳妍希

287505 愛在秋天 甜美真 285809 愛如花開 張瑤

321883 愛在紅塵 望海高歌 344694 愛如星火[HD] 冷漠,楊小曼

304504 愛在飛揚 甄妮 327690 愛如閃電 張生艷

317553 愛在原地 海威 316421 愛如雲煙 千龍,佳穎

320417 愛在哪裡 李蕭蕭 326251 愛如傳奇 江映蓉

269334 愛在旅途 徐譽滕,肖燕 232354 愛如潮水 高勝美

329364 愛在茜廉 劉孟哲 294726 愛如潮水 魏星

314884 愛在草原 王瑩 293938 愛如潮水{Live} 魏星

315469 愛在草原 呼斯楞 341739 愛如潮水{Live}[HD] 大張偉,蓋世英雄

286090 愛在草原 郭玲 333720 愛如潮水{Live}[HD] 胡彥斌

317556 愛在草原 蔣嬰 339465 愛如潮水{Live}[HD] 張信哲,隱藏歌手

346570 愛在草原[HD] 孔蘭蘭 349806 愛如潮水{Live}[HD] 陳嗣頲,陳沁,白瑪多吉,張洪磊,異口同聲

335425 愛在草原[HD] 宋健,洪祿雲 315472 愛成流沙 孔蘭蘭

333726 愛在草原[HD] 范海榮 288051 愛成歎息 冷漠,楊小曼

335661 愛在草原[HD] 陳飛好 340879 愛有千秋[HD] 王旭鵬

347317 愛在草原[HD] 費小祥 311560 愛有天意 廣智

301700 愛在酒中{Live} 姜育恆 339737 愛有引力[HD] 李宇春

275047 愛在唱歌 紅月 266780 愛有多久 蘇朵

327686 愛在敖包 江源亭漪 328540 愛有多長 望海高歌

283571 愛在這裡 雷佳 288348 愛有多深 熊七梅

346569 愛在湖南[HD] 小亮 348937 愛有多深[HD] 陳淑萍

288302 愛在發燒 莫龍丹 303834 愛有多遠 黃格選

257030 愛在黑夜 許茹芸 306729 愛有來生 袁建坤

332432 愛在愛你[HD] 周渝民 296400 愛有奇跡 迪克牛仔

338378 愛在新昌[HD] 馮上哲 305776 愛有奇跡{Live} 藝心,嘉悅

329363 愛在當下 邰正宵 304518 愛有明天 甄妮

344315 愛在當下[HD] 許嘉文 297457 愛有靈犀 Try

281183 愛在當時 楊成瑞 266821 愛老虎油 裴紫綺

296379 愛在聖誕 周興哲,楊凱琳 329355 愛似水仙 王金金

297713 愛在萬州 文欣 321243 愛似水晶 秦博

327216 愛在路上 房秀靜 304040 愛似流星 楊紫瓊

279020 愛在夢裡 高登 298094 愛似神仙 王蓉

345089 愛在察隅[HD] 卓瑪央宗 297938 愛似煙火 王雪

320419 愛在遠方 高翊菲 306730 愛似煙火 秋褲大叔

311867 愛在龍年 龍嘯 339999 愛佑中華[HD] 紅孩兒

308187 愛在瀋陽 古品 339729 愛佑中華{Live}[HD] 紅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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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732 愛你 無悔 王英俊 330995 愛你愛你[HD] 陳威全

301400 愛你 愛你 林翠萍 334825 愛你愛你[HD] 董璇,高雲翔

293754 愛你一生 祁隆,樂凡 270889 愛你愛你{Live} 于娜

321878 愛你久久 九九 317547 愛你愛我 子龍

301471 愛你千年 邱英傑 321245 愛你愛我 周子龍

279681 愛你不悔 張馳 284735 愛你愛的 張智成

349802 愛你不夠[HD] 白杏薇 230088 愛你愛的 陳慧琳

296369 愛你不變 劉大瑞 230351 愛你躲你{Live} 陳曉東

322504 愛你什麼 曹錦 263414 愛別轉彎 沈石磊

297336 愛你太難 Ipis 317551 愛吹情散 莊心妍

305450 愛你太難 蟑螂樂隊 283593 愛我不夠 潘春春

308019 愛你永遠 王少峰 230091 愛我不愛 陳慧琳

339730 愛你如初[HD] 徐紅光 286724 愛我中國 祁隆,格格,高安,龍梅子

334600 愛你如命[HD] 阿魯阿卓 230026 愛我中華{Live} 陳思思

308808 愛你成歌{Live} 李雪 303311 愛我中華{Live} 陳思思,張燕

347763 愛你有毒[HD] 邱永傳 289049 愛我井陘 李欣,尹青山,丁曉峪,張曙亮

331667 愛你沒差[HD] 周杰倫 300028 愛我別走 佚名

338373 愛你沒錯[HD] 張信哲 291759 愛我別走{Live} 李琪

326244 愛你依然 李艷 316181 愛我別走{Live} 帕朗,蕭敬騰,最美和聲

322505 愛你依舊 馬健南 285224 愛我別走{Live} 范瑋琪,王矜霖

318251 愛你到底 龍澤雨 313052 愛我別走{Live} 草蜢

307188 愛你的心 李玲玉 313221 愛我別走{Live} 張韶涵

296375 愛你的心 張雷 280390 愛我別走{Live} 連詩雅

231151 愛你的心 陸毅 232879 愛我別走{Live} 麥浚龍

304228 愛你的心 群星 313808 愛我別走{Live} 韓庚

313542 愛你的心 嘎妮早 335951 愛我別走{Live}[HD] 李琪,中國好聲音

300027 愛你的我 佚名 338682 愛我別走{Live}[HD] 泳兒

281531 愛你的苦 長春蟲子 335185 愛我別走{Live}[HD] 南台灣小姑娘

233104 愛你的雲 黃國俊 342208 愛我別走{Live}[HD] 側田,蒙面唱將

234160 愛你的路 龍奔 345096 愛我所愛{Live}[HD] 鄧倫

289846 愛你的豬 張津涤 336234 愛我的人[HD] 于文文

312364 愛你恨你 王梓蘅 310498 愛我家園 畢玉凝

303869 愛你恨你 黃清元 327700 愛我神東 艾爰爰

331969 愛你要愛[HD] 陳一暢 322513 愛我愛我{Live} 楊海彪

343810 愛你情歌[HD] 何建清 282797 愛投羅網 羅志祥

265380 愛你最美 張嘉洵 309694 愛沒有屋 唐磊

312864 愛你無悔 青山 298188 愛沒有錯 代小波

269990 愛你無悔 梁昕 334472 愛沒有錯[HD] 張韶涵

323801 愛你無悔 蘇青山 287750 愛沒走過 樸野

263891 愛你無罪 于文博 271334 愛沒這樣 鄭凡

300493 愛你想你 佚名 302421 愛那麼輕 高進

233038 愛你愛你 黃品源 294613 愛來無恙 辰亦儒

Page 405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3209 愛來愛去 陳小春 327709 愛的女人 俊鋒

270115 愛到不行 江淑娜,林昕陽 311037 愛的女孩 愛朵女孩

298187 愛到心碎 代小波 300984 愛的小屋 李騰

280836 愛到心碎 司文 344697 愛的小屋[HD] 李騰一

293628 愛到心碎 曉月 303346 愛的小語 陳淑樺

355731 愛到末路{Live} 王傑 317569 愛的不夠 易帆

294467 愛到永遠 王建房 317570 愛的不夠 高霞

327219 愛到永遠 秦禦峰,天籟天 324784 愛的不夠 瑤瑤

317010 愛到永遠 董芹 297592 愛的天使 小江

304531 愛到永遠 臧天朔 335154 愛的天使[HD](國) 金大喜

316783 愛到永遠 羅錫貴 263325 愛的天堂 李嘉,周韋杰

299621 愛到如今 佚名 282320 愛的天堂 孫百慧

325401 愛到放棄 瑤瑤 298918 愛的太多 佚名

298227 愛到花開 戊道子 294266 愛的太深 張娟

305323 愛到夏天 錦繡二重唱 233993 愛的太累 黑龍

334734 愛到站了[HD] 李千娜 288506 愛的太傻 覺悟

317550 愛到終點 陳瑞 329381 愛的太蠢 艾樂

284652 愛到最後 安東陽 309276 愛的心疼 金學峰

312822 愛到最後 祁隆 327222 愛的心經 琪琪格

312831 愛到最後 金志文,胡雯 257032 愛的心態 許茹芸

266700 愛到最後 董夏娟 316184 愛的心語{Live} 姜波,胡馨月

348932 愛到最後[HD] 曹曉亮 304007 愛的方式 楊林

286125 愛到最深 舒心翼語,舒曉曉 323201 愛的火苗 張冬玲

311500 愛到萬年 劉庭羽,蒲巴甲 264210 愛的牙印 涓子

296377 愛到零下 王語彤 310908 愛的王國 程遠,梁安琪

301588 愛到盡頭 雨天 232009 愛的王道 飛輪海

324540 愛到盡頭 徐俊嵩 301932 愛的王道{Live} 飛輪海

340873 愛到盡頭[HD] 王曉敏 256821 愛的世界 許慧欣,Bad

275064 愛到離譜 胡秋雨 329379 愛的世界{Live} 白雪

231398 愛和朋友 霍正奇 286739 愛的主題 金梓,林劍衡

323804 愛和夢想 曾憲元 266110 愛的代價 李宗盛

305336 愛妳不變 駱超勇 321265 愛的代價 馮周傳雄,李易峰

286121 愛定一生 湘唯一 254611 愛的代價 溫嵐

287449 愛的一樣 曉霖 327707 愛的代價{Live} 王太利,蒙面唱將

268779 愛的人間 孫佳星 300739 愛的代價{Live} 李心潔

297653 愛的力量 中國力量,楊光 345102 愛的代價{Live}[HD] 江珊,跨界歌王

296408 愛的力量 王旭 269093 愛的出口 張娜拉

296407 愛的力量 徐新軍,徐黃美琦 287400 愛的包圍 柳絮

314509 愛的力量 曉安 306738 愛的包圍 秋褲大叔

296409 愛的力量 龐錕 313576 愛的包圍 趙小兵

349808 愛的力量[HD] 樹 334746 愛的匆忙[HD] 楊帆

279648 愛的三問 葉曉紅 256075 愛的可能 葉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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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624 愛的可能[HD] 候玉斌 282678 愛的呼喚 熊立紅

345103 愛的可能{Live}[HD] A-Lin,金曲撈 312564 愛的呼喚{Live} 吳春燕

345104 愛的可能{Live}[HD] 葉倩文,A-Lin,金曲撈 302184 愛的奇跡 殷悅

278972 愛的奴隸 崔子格 263940 愛的奇跡 楊培安

270084 愛的奴隸 歡子 304263 愛的奇跡 群星

230564 愛的正好 陳潔儀,蘇永康 343189 愛的奇跡[HD] 王佳佳

279653 愛的目光 一東 256823 愛的奇跡{Live} 姜昕

293782 愛的光芒 群星 234281 愛的奇跡{Live} 龐龍

311544 愛的共鳴 劉慧湘 299924 愛的奉獻 佚名

328546 愛的印記 紅薔薇 258586 愛的奉獻 韋唯

343188 愛的印記[HD] 張強 294781 愛的奉獻{Live} Emily(Chinese)

321894 愛的名義{Live} 楊樂,中國之星 295216 愛的奉獻{Live} 李安梅

336190 愛的回味[HD] 王龍 300418 愛的季節 佚名

330502 愛的回音[HD] 伯爵 314888 愛的季節 夜鶯

257896 愛的回答 辛曉琪 313798 愛的季節 謝華

327223 愛的回答 張景擎 290423 愛的季節 魏如萱

313851 愛的回憶 羅時豐 314511 愛的房子 徐子崴,徐千雅

283116 愛的回顧 陳瑞 283865 愛的承諾 孫江楓

282956 愛的好甜 賀世哲 296411 愛的承諾 楊語浠,李才全

271490 愛的守候 金永 305193 愛的承諾 黎明

312212 愛的安檢 櫻子 300767 愛的昇華 李自強

310533 愛的成全 訪玉 343190 愛的空城[HD] 孫藝琪

303389 愛的自由 陳慧琳 341745 愛的花期[HD] 趙真

334697 愛的色盲[HD] 崔琰 339119 愛的花蕾[HD] 袁東方

285732 愛的位置 龍軍,彭箏 316555 愛的長江 孫礫

285915 愛的別離 林勝天 331216 愛的長城[HD] 宋祖英

330963 愛的告白[HD] 郭書瑤 316475 愛的信仰 王錚亮

289883 愛的困惑 徐瑩 340623 愛的信仰[HD] 侯心琪

316185 愛的折磨 王曉敏 343187 愛的信念[HD] 羅孝勇

283977 愛的折磨 熊思嘉 289769 愛的信息 天堂飄雪

309595 愛的沉醉 胡梅 292530 愛的勇氣 曲婉婷

232739 愛的狂怒 鳳凰傳奇 304971 愛的哈達 德德瑪

327226 愛的見證 婭琳 326269 愛的城牆 岡林

309086 愛的角落 尚裘峰 282161 愛的指環 劉子毅,王小堯

280402 愛的供養 何晟銘 300029 愛的故事 佚名

289054 愛的供養 陸毅 301905 愛的是你 韋嘉

263929 愛的供養 楊冪 296412 愛的流放 唐美華

324767 愛的呢喃 王瓊 332832 愛的相反[HD] 陳小春

293705 愛的味道 畢渤 324514 愛的祈福 張艷君

254322 愛的味道 楊韻禾 342749 愛的祈禱[HD] 陳奕冰

287919 愛的呼喚 王麗達 308120 愛的突圍 王雯

282076 愛的呼喚 何剛 266302 愛的紀念 毛泓艷

Page 407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2151 愛的紀念 格格 312111 愛的接力{Live} 譚晶

299288 愛的約定 佚名 326271 愛的救贖 鄭雲

282348 愛的苦果 小俊 304677 愛的淚珠 趙詠華

300843 愛的苦酒 李茂山 294735 愛的深淵 鴻飛

290495 愛的負累 于全莉 316784 愛的痕跡 花樹

315480 愛的負累 程芳 309450 愛的痕跡 姜育恆

287850 愛的降臨{Live} Snh48 271732 愛的痕跡 陳瑞

313078 愛的音符 高安 320435 愛的痕跡 萬一

334795 愛的音符[HD] 祁隆 313750 愛的痕跡 諾兒

256861 愛的原味 許慧欣 310876 愛的眷戀 湯媛媛

278098 愛的原味 劉美冰 306741 愛的眺望 閻鳳梅

334864 愛的原味[HD] 路宏 327711 愛的祭奠 淡然(樊建)

254782 愛的套餐 王心凌 310252 愛的責任 張祥洪

304143 愛的家園 群星 269955 愛的部落 根呷

290635 愛的旅途 孤獨浪子 319744 愛的備胎 楊瞻

310683 愛的旅途{Live} 陳思思 279038 愛的報答 顧凱

324753 愛的時代 王思佳 282231 愛的悲哀 吳松發

348335 愛的時差[HD] 杜婧熒 329382 愛的悲哀 紅陌

333028 愛的海洋[HD] 曲婉婷 329383 愛的悲哀 賈富營

348939 愛的特權[HD] 孫晨,炫邁妹 314512 愛的悲歌 丁紫

288316 愛的真諦 黃鵬 306742 愛的悲歌 秋褲大叔

321267 愛的祝福 莊心妍 313577 愛的悲歌 趙小兵

315481 愛的神奇 榭霖 268343 愛的晴天 劉卓然

312110 愛的神話{Live} 譚晶 279124 愛的期限 華生

330539 愛的秘方[HD] 吳克羣 349367 愛的期限{Live}[HD] 任妙音

323202 愛的站口 歐霖 305486 愛的渦流 謝采妘

233549 愛的紋身 黃聖依 296414 愛的滋味 流蘇

301240 愛的翅膀 庚飯 321895 愛的畫卷 忢訫

268913 愛的翅膀 封雷 316712 愛的畫面 楊子軍

322523 愛的翅膀 海哲明 314513 愛的硬傷 扎西多吉

231644 愛的翅膀 韓庚 306743 愛的童話 宋娜,高安

312371 愛的記憶 王愛華 302685 愛的裂痕 張敬軒

231152 愛的記憶 陸毅 267160 愛的訴說 陳笑瑋

278929 愛的起點 陳柯宇 300870 愛的距離 李國龍

316605 愛的迷茫 何遇程 327712 愛的距離 張沛

283947 愛的迷途 紫海 317571 愛的開始{Live} 楊燕

306739 愛的迷醉 于全莉 290843 愛的陽光 王麗萍

306740 愛的迷醉 韓曉輝 314514 愛的陽光 邢荷英

230706 愛的迷霧 陳瑞 290541 愛的陽光{Live} 劉牧,祖歌

322518 愛的執念 陳後華,霜霜 323818 愛的傳奇 何龍雨

320433 愛的宿命 熊磊 348938 愛的傳奇[HD] 張杰

270499 愛的密碼 甜美真 314515 愛的傳說 戈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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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254 愛的傳說 佚名 298864 愛的憧憬 佚名

349366 愛的傳說{Live}[HD] 山子華 283381 愛的箴言 朱克

288548 愛的傳遞 陳尚依 307564 愛的箴言 李逸朗,張智成

304295 愛的傷口 葉玉卿 314516 愛的箴言 馬智宇

315479 愛的傷害 情歌依依 294749 愛的箴言 黃綺珊

232840 愛的傷痕 鴻晨 231808 愛的箴言 韓紅

282463 愛的傷痛 成銘 304602 愛的箴言(慢四) 舞曲

319745 愛的傾訴 朱納 335628 愛的箴言[HD] 鄧超,董潔

322519 愛的微笑 群星 327227 愛的箴言{Lice} 周蕙,蒙面唱將

298251 愛的微笑{Live} 田震,劉歡 322521 愛的箴言{Live} 張信哲,我是歌手

293357 愛的意義{Live} Snh48 233941 愛的箴言{Live} 黑豹樂隊

234161 愛的愚昧 龍奔 293966 愛的箴言{Live} 齊秦

322139 愛的殿堂 鍾偉 344325 愛的箴言{Live}[HD] 王紫菲

293366 愛的節奏 丁少華 345105 愛的箴言{Live}[HD] 付笛聲,黃格選,江濤

279064 愛的聖言{Live} 郭斯炫 333031 愛的箴言{Live}[HD] 朱克

344699 愛的聖殿[HD] 楊斌,沙美玉 334652 愛的箴言{Live}[HD] 凌菱,蕭敬騰

321269 愛的過去 韓浚易 334186 愛的箴言{Live}[HD] 韓磊

299446 愛的鈴聲 佚名 271867 愛的蔓延 香兒

298196 愛的雷達 兄弟聯 313471 愛的賭注 楊志廣

291818 愛的電波 後來者(文志) 337464 愛的賭注[HD] 胡艾蓮

283791 愛的電話 孫江楓 342210 愛的餘味[HD] 馬曉鵬,王雲川

319748 愛的鼓勵 林俊傑 291221 愛的獨白 張力尹

330208 愛的鼓勵{Live}[HD] 王力宏 329384 愛的積累 汪佳佳

334651 愛的徹底[HD] 關鍵 300242 愛的諾言 佚名

334063 愛的榮耀[HD] 孫艷 232452 愛的諾言 高向鵬

327710 愛的歌謠 望海高歌 322524 愛的謊言 朱培德

308464 愛的漣漪 艾麗雅 303726 愛的謊言 陽光地帶

323200 愛的漣漪 幹露露范宏偉 322520 愛的歸宿 呂梓銣

303746 愛的漩渦 雲菲菲 333929 愛的歸宿[HD] 李玲玉

263128 愛的種子 明陽 285597 愛的禮物 丁琪媛

344698 愛的種子{Live}[HD] 明陽 300308 愛的禮物 佚名

293358 愛的舞娘{Live} Snh48 296416 愛的禮物 孫中亮

263332 愛的舞會 孫桐 323820 愛的藉口 薛啟超

296417 愛的蓓蕾 陳琛,方雨,馮楚瑤 301961 愛的懷念{Live} 倫永亮

300379 愛的誓言 佚名 320434 愛的懷抱 肖雨蒙

402375 愛的誓言 林玉英 304866 愛的邊緣{Live} 劉春雲

263797 愛的誓言 曉月 308531 愛的懺悔 冷漠

328548 愛的誓言 驛動兒,海浪飛歌 285777 愛的籌碼 莊心妍,阿俏

346958 愛的誓言[HD] 吉囍,劉莉 348336 愛的覺醒[HD] 陶辰宇

321268 愛的語言 羅邏聖 262310 愛的鐵欄 陳珧

332244 愛的領域[HD] F4 304365 愛的魔力 董冬

332578 愛的劇本[HD] 陳禧儀 330976 愛的魔法[HD] 金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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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62 愛的權利 李果 299803 愛是我的 佚名

323203 愛的蠱惑 韓春雨 327703 愛是我的 劉馮合歡

301678 愛花的人 姚蘇蓉 309744 愛是把槍{Live} 孫敬媛

285720 愛非所愛 田維英 340197 愛是良藥[HD] 陶建阿成

298056 愛亮晶晶 王煊兒,吳爽 337467 愛是信仰[HD] 林昕陽

303426 愛很簡單{Live} 陶喆 323812 愛是相遇 侯奕辰,劉尊,解曉慧

232960 愛很簡單{Live} 黃凱芹 323813 愛是相遇{Live} 侯奕辰

270043 愛很簡單{Live} 夢成 304224 愛是家鄉{Live} 群星

285242 愛很簡單{Live} 蕭敬騰,唐一嘉 230907 愛是烈酒 陳詠

341740 愛很簡單{Live}[HD] IKON,蓋世英雄 301691 愛是翅膀 姜玉陽

342740 愛很簡單{Live}[HD] 孫楠,師鵬,蒙面唱將 335630 愛是動詞[HD] 邰正宵

341405 愛很簡單{LIVE}[HD] 陶喆,劉乙如,我想和你唱 265159 愛是唯一 吳滌清

291284 愛怎麼了 李佳羽 231943 愛是唯一 顧峰,斯琴高麗

337465 愛怎麼會[HD] 吳是閎 342388 愛是這樣[HD] 艾怡良

326254 愛恨之間 吳奇隆 263972 愛是野獸 虞笙

301308 愛恨交錯 林志炫 307193 愛是傳奇 李超越

343181 愛恨如夢[HD] 龍梅子,陳雅森 270754 愛是領悟 胥拉齊

326255 愛恨糾纏 予豪 343186 愛是懷疑[HD] 陳奕迅

301399 愛恨糾纏 林翠萍 352057 愛是懷疑{Live} 吳浩康

348328 愛恨情仇[HD] 趙桐 287298 愛是懷疑{Live} 李煒,江映蓉

312460 愛恨情愁 安樂 317567 愛是懷疑{Live} 泳兒

312537 愛恨情歌 冷漠,張冬玲 321262 愛是懷疑{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291076 愛恨情歌 龍飛 304303 愛是懷疑{Live} 葉倩文,陳奕迅

295264 愛恨情緣 楓舞,綠昕 317568 愛是懷疑{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296381 愛恨隨心 唐丹 293251 愛是懷疑{Live} 魏然

278359 愛恨寶貝 木禾 331181 愛是懷疑{Live}[HD] 吳莫愁

230284 愛恨纏綿 陳星 344324 愛是懷疑{Live}[HD] 袁婭維,歌手

290857 愛是什麼 王建芳 332496 愛是懷疑{Live}[HD] 劉瑞琦

300821 愛是什麼 李俊旭 336030 愛是懷疑{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321261 愛是什麼 劉沛洋,高寶寶 300868 愛是關鍵 李國毅

331816 愛是什麼[HD] 梁文音 307255 愛穿透情 淼淼,曉依

341963 愛是什麼{Live}[HD] 林愷倫,中國新歌聲 333617 愛美無罪[HD] 莊心妍

280396 愛是引號 劉美麟 327228 愛若不在 劉洺瑒

329374 愛是永恆{Live} 趙駿,夢想的聲音 325473 愛若春風 趙新

341964 愛是永恆{Live}[HD] 古巨基,我是歌手 283031 愛若童話 金奕萱

330120 愛是永恆{Live}[HD] 張學友 313838 愛若童話 魏然

340878 愛是永恆{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324430 愛若雲煙 孟楊

322514 愛是你我 塔琳 286920 愛要過河 甜妹紫煙

297640 愛是你我{Live} 小瀋陽,沈春陽 266456 愛要徹底 王柯淇

312383 愛是你我{Live} 王曉娟 284935 愛郎的心 李雨兒

340621 愛是你我{Live}[HD] 石頭,雲朵 298489 愛浪漫的{Live} 羽泉

331781 愛是你我{Live}[HD] 李維真,謝丹 230478 愛海滔滔 陳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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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809 愛神的箭 青山 331847 愛情句型[HD] 王心凌

329385 愛神的箭{Live} 辛曉琪 331508 愛情囚徒[HD] 馬雲龍

330263 愛神的箭{Live}[HD] 蔡琴 348329 愛情囚徒[HD] 晴朗

345608 愛迷路了[HD] 田校同 302624 愛情四季 張真

308008 愛得 得體{Live} 王力宏 262813 愛情奴隸 可風

345093 愛得太多{Live}[HD] 王傑,黃綺珊,金曲撈 230961 愛情左右 陳黎明

345094 愛得太多{Live}[HD] 黃綺珊,金曲撈 312187 愛情市場 蘇晴

300293 愛得太狂 佚名 309002 愛情末日 周喬偉

280378 愛得太累 沉默 262463 愛情末路 費陽

319735 愛得太累 孫露 338381 愛情生態[HD] 胡夏

290179 愛得太累 葛笑 309808 愛情危險 徐申東

230585 愛得正好 陳潔儀,蘇永康 233377 愛情地圖 黃湘怡

344317 愛得好累[HD] 尚文祁 313489 愛情地圖 楊冪

233830 愛得完美 黎明 311361 愛情如夢 趙本水

305533 愛得辛苦 謝金燕 314519 愛情老了 魏宗武

342741 愛得很痛[HD] 猴子 309722 愛情妖魔 孫更俊

292584 愛從天降 李剛 265493 愛情岔口 何老妖

305247 愛情 習作 盧廣仲 325805 愛情快遞 趙真

337469 愛情口號[HD] 儲毅 256857 愛情抗體 許慧欣

306748 愛情大師 崔子格,老貓 256825 愛情抗體{Live} 許慧欣,許志安

329368 愛情小路 蔣嬰,焦作風景 297807 愛情攻略 王力宏

312598 愛情小說 宋熙銘 323809 愛情沙漏 大廚

264242 愛情小鎮 趙真 321258 愛情沙灘 楊新旭

330849 愛情公寓[HD] 群星 230089 愛情來了 陳慧琳

329367 愛情天堂 唐古,賀一航 289973 愛情來了 楊致煥

342742 愛情天堂[HD] 曾雨軒 282215 愛情來了 葉明珠

342743 愛情天堂[HD] 曾雨軒,韓智東 286634 愛情來臨 李曉

308351 愛情天敵 安心亞 319415 愛情味道{Live} 張正揚

293926 愛情太假 馬旭東 305621 愛情咖啡 韓超

289045 愛情引力 唐嫣 267190 愛情孤島 雨天

308550 愛情心鎖 冷酷 307968 愛情往事 尹子

311040 愛情心鎖 愛東 327233 愛情往事 寧桓宇

297264 愛情木瓜 1983組合 329369 愛情房奴 雲菲菲

333471 愛情木偶[HD] 軻然 283509 愛情泡湯 阿溫

332300 愛情水晶[HD] 崔琰 297739 愛情牧歌 毛泓艷

314892 愛情火苗 阿文 296391 愛情玩偶 吳宏彬,Shelly 佳

275214 愛情火焰{Live} 魏新雨 309804 愛情玫瑰 徐小鵬

310529 愛情主演 莫露露 306749 愛情的托 秋褲大叔

349358 愛情主演[HD] 歐陽尚尚 271179 愛情的托 趙小兵

310042 愛情出口 高斌 267114 愛情的搶 陳昇,左小祖咒

309090 愛情出軌 岳琦 310657 愛情的槍 陳昇,左小祖咒

254778 愛情加油 王心凌 348331 愛情的歌[HD]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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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78 愛情的歌[HD] 周啟生,葉世榮 292140 愛情偵探 南宮苡彤

286205 愛情空調 張冬玲 265687 愛情圈套 周祥

312372 愛情花開 王愛華,韓風 302678 愛情圈套 張雯婷

262531 愛情花園 高林生,石雲嵐 327236 愛情圈套{Live} 周祥

311187 愛情門徒 葉穎 337477 愛情寄寓[HD] 鄭勁松

309885 愛情保單 海浪 256463 愛情專用 蕭亞軒

312430 愛情保險 田躍君 336663 愛情專賣[HD] 井恩然

230285 愛情保險 陳星 269451 愛情救贖 易秀明珠

290550 愛情保鏢{Live} 劉牧 268589 愛情教主 吳婷

317560 愛情信仰 王奕心 301911 愛情殺手 韋嘉

271070 愛情叛徒 覃飛宇 319413 愛情殺手 唐章勇

254779 愛情城堡 王心凌 268352 愛情殺手 劉嘉亮

263879 愛情城堡 謝容兒 327695 愛情深海 飄飄

234066 愛情宣言 齊秦 343817 愛情深海{Live}[HD] 飄飄

335979 愛情宣言{Live}[HD] 申鈺林,李致賢,中國好聲音 326260 愛情深淵 張聞君

308950 愛情指南 佳悅 310857 愛情速食 游美靈

300449 愛情故事 佚名 323195 愛情陷阱 輝仔

300731 愛情故事 李力 308532 愛情麻將 冷漠

257894 愛情故事 辛曉琪 291197 愛情傀儡 宋飛

282325 愛情故事 孫豆爾 289043 愛情傀儡 靳海濤

258224 愛情故事 鄭秀文 296384 愛情備胎 劉維剛

282109 愛情故事 儲毅 322510 愛情喜劇 日京江羽人

285701 愛情是毒 葉恒秀 284585 愛情單價 回來娶你

304424 愛情枷鎖 零峰 312246 愛情圍城 龔淑均

321257 愛情毒藥 曹錦 290927 愛情悲劇 茅小勇

311548 愛情毒藥 劉濤 284333 愛情換季 Hit-5

306751 愛情疫苗 玉面天使(吳霞) 278803 愛情散文 黃迎迎

325541 愛情砂礫 香香 346572 愛情渡口[HD] 文龍

293877 愛情背叛 阿ben,墨北 309682 愛情港口 凌毅

309178 愛情苦果 林雨 334465 愛情湯味[HD] 張涵雅

282908 愛情苦海 覃飛宇 344319 愛情結緣{Live}[HD] 張琳,王娜

231716 愛情飛蛾 韓磊 271198 愛情診所 趙真

320424 愛情原來 黃小琥 328537 愛情買賣{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272068 愛情旅程 鄒偉龍 287142 愛情買賣{Live} 龔琳娜

341961 愛情旅程[HD] 張韶涵 330164 愛情買賣{Live}[HD] 慕容曉曉

297252 愛情特賣 183Club 308750 愛情傳說 李果

349360 愛情真理[HD] 張赫宣 327694 愛情傳說 賀娜

309073 愛情神話 孟楊 265860 愛情傷悲 張可兒

265831 愛情迷霧 常艾非 322509 愛情傻瓜 西風

278656 愛情追兵 辛龍 316675 愛情傻瓜 李艾娜

309306 愛情配方 阿勇 233237 愛情傻瓜 黃征

297327 愛情假期 The Go-Go's,Me Me 294106 愛情煙火 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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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72 愛情當鋪 凌飛 297918 愛情錯覺 王婭

312889 愛情萬歲 姜淮海 294535 愛情錯覺 羅邏聖

317564 愛情萬歲 魏如萱 332881 愛情錯覺[HD] 李明翰

333964 愛情萬歲[HD] 玫瑰神話 284728 愛情謊言 張強

343184 愛情萬歲[HD] 鍾立風 325806 愛情獵手 S.I.N.G女團

321886 愛情落幕 呂梓銣 325807 愛情禮物 王羽澤

266866 愛情落幕 譚揚,李姝漫 233221 愛情關係 黃崇旭

331793 愛情解藥[HD] 楊建 232440 愛情難題 高原

233489 愛情跳棋 黃綺珊 312917 愛情騙子 紅月

278976 愛情遊戲 大哲 266892 愛情騙子 趙紫軒

266728 愛情遊戲 蔡曉 303656 愛情寶貝 程海星

309877 愛情過客 海生 334239 愛情懸崖[HD] 周杰倫

315484 愛情過客 鐘子炫 323191 愛情籌碼 張德力

293175 愛情違章 陳玉建 342745 愛情麵包[HD] 謝崢

321888 愛情電影{Live} 范冰冰,李晨 323194 愛情觀眾 張津涤

311302 愛情電影{Live} 滿江 256471 愛第三次{Live} 蕭亞軒

342211 愛情電影{Live}[HD] 愛嗑瓜子的貓,張碧晨,蒙面唱將 268135 愛被催眠 伍俊華

333134 愛情預約[HD] 馬劍芬,宋馬超 291311 愛被擱淺 楊楓

263370 愛情漩渦 孫興 307951 愛這麼難 天孿兄弟

311064 愛情網站 楊子一 289063 愛逝枷鎖 帶淚的魚

280386 愛情網語 李勇 322528 愛都走了 郎軍

320428 愛情舞步 陳泳潑 345108 愛都給你[HD] 張勝淼

307915 愛情誘惑 六仔 233096 愛都給我 黃嘉千,杜德偉

309010 愛情劇本 周敬 299251 愛就是你 佚名

312456 愛情劇終 安以軒 329365 愛就是你 葉曉紅

340620 愛情廚男[HD] 張志林 310889 愛就是愛 琪淇姐花

341741 愛情廢柴[HD] 周杰倫 325567 愛就這樣 龍梅子

341742 愛情廢柴{Live}[HD] 侯志斌,中國新歌聲 230668 愛就愛了 陳琳

271022 愛情廢墟 虎妞 275133 愛就愛吧 路陽陽

337473 愛情廢墟[HD] 儲毅 268513 愛就愛瘋 司徒蘭芳

339242 愛情廢墟{Live}[HD] 儲毅 330016 愛就對了{Live}[HD] S.H.E

266957 愛情模樣 郭靜 314893 愛無反顧 蕭敬騰

271362 愛情碼頭 鄭源 333011 愛無反顧[HD] 姚貝娜

303341 愛情請進 陳淑樺 266836 愛無所求 許浩

322138 愛情賭注 楊一郎 307160 愛無結局 望海高歌

256859 愛情輪廓 許慧欣 330695 愛無隔絕[HD] 斯琴高麗,顧峰

257895 愛情餘味 辛曉琪 231978 愛無盡頭 顧莉雅

268802 愛情餘數 孫歆亞 321270 愛短情長 劉曉東

317563 愛情導演 周興哲 318653 愛給了你 陳宛璐

336664 愛情戰場[HD] 許少峰 317574 愛趁現在 周游格

319417 愛情遺囑 莊心妍 349809 愛超給電[HD] 向洋

342744 愛情鋼索[HD] 動力火車 298095 愛愛不愛 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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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933 愛愛狂想[HD] 3秒樂團 292085 愛錯了人 劉佳成

305826 愛愛愛情 龐龍 298304 愛錯了你 伍天宇

333216 愛愛愛愛[HD] 吳莫愁 263992 愛錯了你 艷陽天

332704 愛愛愛愛{Live}[HD] 王洪迪 305346 愛錯的人 龍奔

325284 愛搭不理 暖男 347772 愛隨風飛[HD] 周恬熙

341563 愛搭不理[HD] 米文君 319751 愛隨風逝 紅薔薇

280368 愛會受傷 鄭宜涵 313596 愛斷了線 趙鬥堂

341744 愛溫暖愛[HD] 榮忠豪 309289 愛斷情殤 阿毛

325318 愛裡逃生 李日詹 230598 愛難永恆 陳濤

278420 愛路漫漫 李虎 341108 愛難抗拒[HD] 周詩雅

306755 愛遍十方 顧凱 284175 愛懸一線 莫熙兒

298050 愛過一場 王菲菲 318398 愛屬虛構 姜玉陽

303808 愛過了你 黃俊淵 282308 愛灑海天 孫佳,劉亮

323207 愛過了站 金池 308146 愛戀之美 王澤坤

328552 愛過了頭 鄭銘辰 307346 愛戀草原{Live} 肖亮

312539 愛過以後 冷漠,雲菲菲 324694 愛戀魔法 畢書盡

312665 愛過以後 李嘉石 325358 愛戀魔法 畢書盡

302318 愛過以後 袁樹雄 266086 感人的歌 李佳璐

271363 愛過的人{Live} 鄭源 316544 感受祖國 呂繼宏

330505 愛過的你[HD] 何潔 280715 感性的人 仲佐

289820 愛過留情 崔子格,劉雨潼 342751 感恩兄弟[HD] 張浩

313404 愛過就好 粟正奇 327717 感恩母親 范世澤

286959 愛過痛過{Live} 雷啟飛 325291 感恩有你 曾雨軒

317549 愛像大海 姚斯婷 349814 感恩有你[HD] 樹

333254 愛像小船[HD] 楊志 308601 感恩老師 吳娜

233911 愛像毒藥 黎齊 323209 感恩老師 郭喬伊

310535 愛像流星 許千千 284269 感恩爸媽 鄭源,鄭東

284889 愛滿人間 李強年 341747 感恩的人[HD] 董思蔓

233962 愛滿人間 黑鴨子演唱組 298330 感恩的心 因果兄弟

296403 愛滿人間 醉美 312609 感恩的心 李代沫

262695 愛與不愛 黃威爾 266014 感恩的心 易帆

231661 愛與不愛 韓晶 326279 感恩的心 陳佳

333763 愛與妒忌[HD] 阿悄 303723 感恩的心 陽一,劉雁

286369 愛與和平 Mr. 282493 感恩的心(主禱文) 暴風

333835 愛與和平[HD] Mr 316311 感恩的心{Live} 舒浩煬,向小康,楊鈺瑩

326275 愛與哀愁 郭宴 318506 感恩哈達 游美靈

316174 愛與被愛 雨鳴 343820 感恩哈達{Live}[HD] 游美靈

232524 愛與願違 高慧君 287023 感恩恩師 張滿強

328549 愛與願違 雲飛兒 324628 感恩無限 李殊

299922 愛誰是誰 佚名 278869 感恩媽媽 白雪

328550 愛誰誰誰 王馨 349812 感恩媽媽{Live}[HD] 朱潮勇

296423 愛錯了人 徐一鳴 327718 感悟人生 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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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86 感動人生 榮聯合 304333 新上海灘 葉麗儀

313857 感動中國 譚圳 292358 新女人花 岑曉路

263555 感情日記 吳昊 308396 新女兒情 朱芃菲

255285 感情生活{Live} 王菲 301221 新不了情 孟格格

299627 感情的債 佚名 302494 新不了情 庾澄慶

253237 感情核心 徐若瑄 255980 新不了情 萬芳

268358 感情備胎 劉子伊 281351 新不了情 羅中旭

321897 感歎人生 徐清波 349413 新不了情[HD] 泳兒

266300 感謝大地 殷秀梅 349859 新不了情[HD] 泳兒

287346 感謝月老 易展 331982 新不了情[HD] 陳明

303200 感謝有你 都市蒼狼 322155 新不了情{Live} 田維英

328553 感謝有你 黃宇濤,冼子晴 289983 新不了情{Live} 林凡,潘嘉麗,郁可唯

319344 感謝有你 群星 314530 新不了情{Live} 馬智宇

340627 感謝有你[HD] 安宇澤 264140 新不了情{Live} 張智霖

289068 感謝老爸 閻維文 275184 新不了情{Live} 陳明

348339 感謝苦難[HD] 王童語 313328 新不了情{Live} 陳思思

304463 感謝寂寞 廖昌永 287656 新不了情{Live} 蕭煌奇,楊培安

267271 感謝媽媽 高安 316313 新不了情{Live} 譚維維,楊宇,最美和聲

289067 感謝愛人 李佳薇 342805 新不了情{Live}[HD] 師鵬,蒙面唱將

230006 感謝親人 陳思思 336014 新不了情{Live}[HD] 陳冰,中國好聲音

340626 感懷天心[HD] 姜鵬 345642 新不了情{Live}[HD] 萬芳

301789 感覺特別 胡彥斌,郭凌霞 330265 新不了情{Live}[HD] 蔡琴

328555 慈航普渡 李暢俊 332379 新不了情{Live}[HD] 鄧育彬

329392 慈悲為壞 帥霖 330289 新不了情{Live}[HD] 謝安琪

308481 慈愛天地 西部牛仔 278215 新中國龍 子烽

302802 慌心假期 梁詠琪 306760 新天仙配 秋褲大叔,司徒蘭芳

314528 搖勒搖勒 八三夭 282958 新天仙配 趙小兵,司徒蘭芳

336708 搖勒搖勒[HD] 八三夭 305888 新月格格 蘇芮,鐘鎮濤

337607 搖勒搖勒[HD] 八三夭 298747 新木蘭辭 佚名

275134 搖搖宇宙 蹇紅 310828 新水滸傳 景崗山

317649 搖搖宇宙 簡紅 280254 新四季歌 李果

329456 搖滾女王{Live} 劉蕊綺 306761 新四季歌 莊妮,胡力

304684 搖滾芭蕾 趙詠華 326336 新四季歌 翟家瑤

319345 搖滾阿伯 旺福 317048 新四季歌 潘斯蒙

302407 搖頭至上 高凌風 305668 新四季歌 藍沁

300306 搖擺女郎 佚名 287261 新打工謠 吳光明

342417 搖擺節拍[HD] Snh48 230288 新打工謠 陳星

341765 搖擺節奏[HD] Snh48 300189 新正氣歌 佚名

258255 搞不懂愛 鄭秀文 299376 新生之歌 佚名

343514 搞定小姐[HD] 葛仲珊 327788 新好兄弟 阿勇,泓凱

263852 敬酒不吃 許嵩 264063 新好男人 張倫碩

265075 新三國戀 南鶴 294675 新好男人 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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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84 新年大吉 王曉敏,萬一 300567 新走西口 佚名

315592 新年大吉 祁隆 231491 新走西口 軍旅歌曲

340659 新年大吉[HD] 祁隆,山楂妹,任妙音,孟小笛,彭麗嘉 289150 新走西口 對唱

348399 新年大吉[HD] 凱宸 338702 新的心跳[HD] 鄧紫棋

290827 新年心願 游美靈 295420 新的回憶 蕭磊

308004 新年吉祥 牛欣欣 263973 新的夜晚 虞笙

286404 新年快樂 M -Girls 340662 新的夢想[HD] 林曉勇,凡口草

321354 新年快樂 Uniq 346135 新的夢想[HD] 騰宇

290016 新年快樂 水木年華 323262 新的舊的 王笠人

312405 新年快樂 司文,司徒蘭芳,鐵熱沁夫,韓雯淇 327249 新花怒放 胥拉齊

285776 新年快樂 年少 285389 新南飛雁 閻琰

298588 新年快樂 西單女孩 329468 新思蒙戀 舒清

327247 新年快樂 李雪萊 329469 新思蒙戀 舒清

329465 新年快樂 易琴 302917 新扁擔歌 莊學忠

231995 新年快樂 風雲幫 282947 新映山紅 譚晶

321918 新年快樂 張丹鋒 308223 新春佳節 四小福

326337 新年快樂 莫涵涵 310907 新春美好 程晨,劉芳菲

307008 新年快樂 善瑩 313631 新春頌獻 劉姝辰

233041 新年快樂 黃品源 307204 新秋望月 林余安

313478 新年快樂 楊東煜 302317 新郎新娘 袁震

321919 新年快樂 管康海 287605 新郎新娘 張啟靚

329466 新年快樂 鄧小龍 333581 新郎新娘[HD] 孟文豪,王曉娟

329467 新年快樂 鄧小龍,易琴 333989 新郎新娘[HD] 袁忠山,朱麗婷

321356 新年快樂 羅邏聖 331588 新套馬杆[HD] 烏蘭托婭

340660 新年快樂[HD] Uniq,宇宙少女 274613 新套馬杆{Live} 烏蘭托婭,秦勇

349417 新年快樂[HD] 張智勇,吳思怡,朱思蕊 317670 新娘阿花 金玟岐

292342 新年快樂{Live} 小虎隊,憂歡派對 304089 新時髦話{Live} 群星

323885 新年快樂{Live} 朱宇 286826 新桃花扇 苗苗

306762 新年來了 巧千金 328636 新祝酒歌 朱永飛

348990 新年旺旺[HD] 龔柯允 300967 新祝酒歌 李靜

263353 新年的窗 孫維良 310491 新笑紅塵 甜美真

342806 新年約定[HD] 郭峰 326338 新財神到 阿權

308222 新年歡歌 四小福 266163 新送情郎 李飛

319816 新江南岸 山子華 349414 新婚之囍[HD] 李敏

349420 新江南岸{Live}[HD] 山子華 300264 新婚快樂 佚名

306765 新西湖淚 林君羨 266899 新婚快樂 軍嫂組合

330936 新兵日記[HD] 許飛 339763 新雪中情[HD] 蔣思思

303733 新別亦難 隆熙俊 306767 新喀秋莎 安仕偉

327248 新牡丹亭 高義健,玉玲瓏 349421 新街之戀[HD] 阿普阿木

325833 新牡丹亭 楊桃 278265 新遊子吟 廖世儉

266663 新走天涯 花滿樓 323261 新滿江紅{Live} 富博洋

319818 新走西口 大星,郭婭麗 300146 新憂舊愁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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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70 新憂舊愁 高林生 312202 楓葉之戀 鐘麗燕

342807 新龍船調[HD] 晏菲,魏金棟 300436 楓葉飄飄 佚名

302747 新聲奪人 張瓊,萬新鑫,蔡馨 232795 楓葉飄飄 鳳飛飛

263997 新聲聲慢 閻琰 285332 楓葉飄飄 鄧麗君

299965 新鮮感受 佚名 309293 楚漢傳奇 阿正

233338 新鮮感受 黃格選 285691 極光之戀 韋海濤

279347 新瀏陽河 苗苗 233661 極光的愛 黃馨儀

327790 新疆味道 王洋 293904 極品前任 陳文浩

274738 新疆姑娘{Live} 孟文豪 331571 極度澎湃[HD] Super131

306058 新疆姑娘{Live} 顧海濱 311701 極限愛戀 鄭爽,張翰

232756 新疆玫瑰 鳳凰傳奇 345200 極速心跳[HD] 海華

270507 新疆素描{Live} 男人唐潮 333141 極速狂奔[HD] 黑龍,李芳蕾,關寅飛

304729 新蘭花草 趙薇 305535 極速的愛 謝金燕

279213 新歡舊愛 冷漠,晨熙 230444 極速青春 陳柏霖,張博涵,柯有倫

329470 新歡舊愛 曉依 303318 極速青春 陳柏霖,張博涵/柯有倫

332488 新歡舊愛[HD] 冷漠,奧迪 289599 極速夢想 丹戈爾

349419 新歡舊愛[HD] 靜默 304251 極道戰役 群星

327251 新讓我飛 周子軒 300172 極樂世界 佚名

292424 暉之不去 張岱 346167 極樂世界{Live}[HD] 冀行,中國新歌聲

342817 暖暖的心[HD] 李小薇 336260 極樂行事[HD] 左小祖咒

288391 暖暖的家 魏新雨 345665 榆林往事[HD] 薛銳

315596 暗夜如花 刀刀刀 327255 榆林秧歌 王瑩

327253 暗夜流星 孫艷 285022 歲月女孩 波拉

308802 暗夜留香 李梓菡 302139 歲月中秋 格日勒圖亞

310058 暗夜精靈{Live} 動感男孩 320581 歲月之河 許伊

263665 暗夜魔鏡 王翀 285011 歲月如今 沈慶

335205 暗室之後[HD] 魏如萱 298933 歲月如流 佚名

302955 暗淡的月 莊學忠 336414 歲月如煙[HD] 李研心

268206 暗藏後悔 信 293541 歲月如歌 常思思

262659 暗戀秘笈 花世紀樂團 265706 歲月如歌 嚴城

322623 會幸福嗎 蔡淳佳 343264 歲月如歌[HD] 阿毛

291553 會是你嗎 馬妮啦 279533 歲月年華(國) 王藝歌

299676 會飛的心 佚名 328702 歲月成碑 不才

289845 會飛的雨 張津涤 349904 歲月成歌[HD] 于海濤

332612 會飛的賊[HD] 曾軼可 346176 歲月有情[HD] 葛林

330768 會過去的[HD] 梁靜茹 299293 歲月依舊 佚名

233576 椰林大道 黃舒駿 300031 歲月的酒 佚名

298024 楊門女將 王晶華 253610 歲月的酒 曾淑勤

325854 楊梅之戀 晏敏敏 299926 歲月飛花 佚名

279565 楓林殘憶 伍華,俞文靖 230797 歲月飛花 陳紅

289887 楓思秋月 文君 345669 歲月神偷[HD] 周筆暢

310936 楓葉之歌 超躍 315191 歲月悠悠 吳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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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448 歲月深處[HD] 雨宗林 333632 滄桑情歌[HD] 張雷

342832 歲月無痕[HD] 王玉璽 314535 滄浪之歌 黃勇

308753 歲月輕狂 李治廷 337910 滄浪之歌[HD] 汪峰

330166 歲月輕狂{Live}[HD] 李治廷 319396 滄浪之歌{Live} 汪峰,中國好聲音

325096 歲月隨想 于海濤 319397 滄浪之歌{Live} 黃勇,中國好聲音

345670 歲月靜好[HD] 代樂樂 302007 滄海桑田 孫悅

338437 歲月縫花[HD] 陳學冬 233204 煙火現場 黃小琥

325193 歲末的風 孫曉宇 265162 煙花三月 吳滌清

301113 歲歲安好 卓依婷 293604 煙花三月 徐子崴

263854 毀人不倦 許嵩 308687 煙花姑娘{Live} 希亞

349927 源來是你[HD] 李娜 341102 煙花易冷[HD] 周杰倫

313423 溜溜的她 費翔 340690 煙花易冷{Live}[HD] 石頭

232818 溜溜的她 鳳飛飛 339059 煙花易冷{Live}[HD] 那英戰隊,中國好聲音

304598 溜溜的她(恰恰) 舞曲 331806 煙花易冷{Live}[HD] 林志炫

323314 溫存回憶 沈波 334615 煙花易冷{Live}[HD] 霍尊

263719 溫存記憶 魏晨 297372 煙雨 煙雨 Mini,Elly

233379 溫室的花 黃湘怡 308781 煙雨入夢 李昱和

230822 溫室花朵{Live} 陳綺貞 327259 煙雨中國 車曉菲

262938 溫柔一刀 李樹 342864 煙雨行舟[HD] 倫桑

313766 溫柔一刀 龍嘯 317809 煙雨西湖 曾敏

292598 溫柔心願 李易峰 343539 煙雨紅塵[HD] 孫藝琪

343925 溫柔的狼[HD] 孫安心 268950 煙雨迷離 少司命

234218 溫柔的愛 龍飄飄 317808 煙雨情懷 畫天

289244 溫柔的夢 郞軍 230761 煙雨斜陽 陳盈潔

314533 溫柔淘汰 張圳 309296 煙雨鳳凰 阿朵

230126 溫柔眼淚 陳慧琳 298206 煙雨濛濛 古巨基

332031 溫柔累了[HD] A-Lin 278419 煙雨濛濛 李虎

339082 溫柔最痛[HD] By2 268821 煙雨濛濛 孫露

325864 溫柔距離 曉田 300622 煙雨濛濛(國) 佚名

296732 溫柔傷懷 寒武紀 313689 煙消雲散 潘東亮

303088 溫暖一生 許美靜 271462 煙影如畫 重小煙,只有影子

321962 溫暖如初 鐘純妍 313271 煙霧彌漫 蛋堡

232101 溫暖的家 馬婕 286543 照亮希望 伍浩哲

258272 溫暖的淚 鄭秀文 284715 照顧自己 張含韻

323953 溫暖的雪 易本志 338455 照顧自己[HD] 張含韵

323315 溫暖歲月 王莉 295477 爺們喝醉 超人

309596 溫馨天使 胡梅 348492 犍為姑娘[HD] 阿香

274966 溫馨的家 沙莎 334175 瑜言又止[HD] 陳興瑜

280332 滄桑情人 龍庚 267165 當代雷鋒 陳笑瑋

268295 滄桑情歌 冷漠 283869 當地時間 龐龍

314534 滄桑情歌 秋褲大叔 314539 當有一天 田振達

264236 滄桑情歌 趙小兵 320671 當你老了 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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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837 當你老了 高夫 302057 聖地拉薩 容中爾甲

303725 當你老了 陽光 300402 聖潔的心 佚名

283988 當你老了 趙照 348565 聖誕又至[HD] 張藝興

341792 當你老了[HD] 莫文蔚 305892 聖誕之戀 蘇麥

327928 當你老了{Live} 高夫 336821 聖誕有你[HD] I.D.M

307364 當你老了{Live} 莫文蔚 299550 聖誕老人 佚名

317039 當你老了{Live} 譚維維,妙音漢子,最美和聲 329650 聖誕告白 宋孟君

337162 當你老了{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37101 聖誕的雪[HD] 鄭勁松

345699 當你老了{Live}[HD] 陳璐瑤,歌聲的翅膀 329651 聖誕童年 黃慈軒

343953 當你遠行[HD] 陳秋實,蔡照 318743 聖誕鈴聲 佚名

309822 當我在走 徐明忠 340967 聖賢故里[HD] 王玉璽

292432 當我走過{Live} 張恒遠 333433 腦海有浪[HD] 溫嵐

317841 當我穿著 戰犯,春艷 330732 腦袋拒載[HD] 李駿宇

349477 當我遠行[HD] 小旭音樂,柏凝 256513 萬人著迷{Live} 蕭亞軒

342878 當風過境[HD] 人衣大人 263768 萬山之巔 徐千雅

282902 當個啷當 西子 256873 萬中選一 許慧欣

290055 當時明月 清響 254057 萬世流芳 楊千嬅

285088 當愛成歌 王爵 343341 萬世塵緣[HD] 陳焱

327931 痴心不改 小倩 345328 萬古仙穹[HD] 騰格爾

288126 督察之魂 藝林,小滕 283503 萬古風流 蔡國慶

332721 睫毛彎彎{Live}[HD] 蘑菇兄弟 344799 萬年上山[HD] 何龍雨

270303 矮人看戲 熊胡傑 318883 萬年之夢 王劭臻

322745 碌碌有為{Live} 徐苑,中國好歌曲 297342 萬有引力 J3組合

314540 碎了的愛 太子鋒 270556 萬有引力 章小軍

331608 禁止回轉[HD] 亦帆 330782 萬有引力[HD] 汪蘇瀧

329617 禁止曖昧 孫昕欣 314542 萬有引力{Live} Snh48

233069 禁忌的愛 黃品源 297816 萬里之久 王子,愛樂公社

314541 禁忌的愛{Live} Snh48 348581 萬里挑一[HD] 孫子涵

327261 節日快樂 王宏偉 328869 萬事如意 王梵瑞

268543 節日的歌 呂繼宏 302952 萬事如意 莊學忠

270430 節日的歌{Live} 王莉,耿為華 301960 萬松書緣 倪巍

318302 節日的歌{Live} 曲丹 307037 萬物生長 宋冬野

302023 節日禮物{Live] 孫楠 290341 萬物歸巢 陸正信

308847 節日歡歌 李潮,吳瓊華 334060 萬泉河水{Live}[HD] 孫楠

284856 經典串燒{Live} 最美和聲八強學員 319953 萬家燈火 司小卉

291035 經彩人生 雷龍 312497 萬家燈火 艾歌

337612 罪不可恕[HD] 山西男孩 300033 萬家燈火 佚名

349503 罪不可赦[HD] 陳娟兒 269305 萬家燈火 徐千雅

310148 置身事外 張宇 292723 萬家燈火 潘陽

328004 義薄雲天 姜山 305046 萬家燈火 瘦人樂隊

311171 聖了個誕 群星 290852 萬家燈火{Live} 王宏偉

298463 聖地亞丁 次真降措 324567 萬家燈火{LIVE} 易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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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30 萬能鑰匙 張雷 319348 葡提果香 唐章勇

339838 萬馬奔騰[HD] 侯強 231685 葡萄美酒 韓森,葉璦菱

334214 萬馬奔騰[HD] 侯强 304492 葡萄情歌 甄秀珍,李安順

340227 萬馬奔騰{Live}[HD] 侯強 303622 葡萄童話 湯燦

256874 萬眾矚目 許慧欣 341816 葫蘆姐妹[HD] 神龍妹子團

298151 萬紫千紅 王麗達 270286 葬愛筆記 焰烽

318882 萬萬人迷 浩角翔起 267179 蛻變蝴蝶 陳蕊蕊

344800 萬福萬寧[HD] 康慷 322810 蛾舞闌珊 劉斯遠

329673 萬樹繁花{Live} 格格 319958 蜀山劍道 胡夏

321572 落地生根 王璐 268696 裕固家園 塔拉吉斯

310594 落玫之戀 郭媛媛 320767 補了一腳 Ayas

298280 落花 流水 任雪晴 346307 裝甲戰爭[HD] 尚雯婕

317980 落花之期 蘇寒 284130 裡面外面 范曉萱

305524 落花流水 謝采妘 336183 解放浪漫[HD] 柯有倫,安心亞

265298 落花流水{Live} 楊燕,黃仲崑,楊小萍,謝雷,尤雅,葉楓 311788 解放情人 蕭淑慎

269402 落花殘月 敏青 305314 試著忘了 賴雅妍

347458 落花滿天[HD] 白杏薇 308818 試著忘記 李琳

292276 落雨的秋 孫曉雨 255999 試著瞭解 萬芳

309320 落紅色調 阿峻飛貓 343355 詩人愚人[HD] Jason嘉

346738 落英神劍[HD] 曹宇擎 330895 詩人漫步[HD] 蔡依林

281352 落淚以前 羅賓 318011 詩心女人 游子組合

319164 落淚紅塵 月亮寶貝 346746 詩書故鄉[HD] 鄧文怡

303458 落單候鳥 陸鋒 292453 詩畫草原 張笑晟

283091 落單旅行 陳志朋 268653 詩意中國 周燕君

322803 落單戀人 歐陽朵,小小浩 291117 詩意中國 馮欣

317982 落葉的痛 望海高歌 345344 詩意少年{Live}[HD] 劉濟瑋,歌聲的翅膀

319955 落葉隨風 阿影 306779 詩意江南 林雨

296998 落葉隨風 楓舞,綠昕 314544 詩話小鎮 瀟夢臨,Critty

294172 落葉歸根 地里亞爾 287145 詩與胡說{Live} 何韻詩

342499 落葉歸根[HD] 王力宏 343356 詩韻成州[HD] 樊芳斌

325887 落葉歸根{Live} 阿蘭(Alan) 309597 詩韻江南 胡梅

330228 落葉歸根{Live}[HD] 王力宏 324264 話太普通 農夫,季欣霈

335994 落葉歸根{Live}[HD] 胡慧儀,中國好聲音 278719 話說從頭 阿杜

293933 落葉飄零 魏佳藝 232549 話說從頭 高明駿

300241 落葉飄飄 佚名 318269 該丟就丟 劉依純

232799 落葉飄飄 鳳飛飛 331049 該放手了[HD] 黃小琥

323427 落寞小鎮 歐霖 271742 該怎麼過 陳雅森

347081 落寞的雨[HD] 一葉蘭舟 297030 該怎麼辦 孫子涵

280527 落寞紅塵 朱立峰 269151 該是時候 張柏芝

311992 落幕之舞 簡迷离 316981 該清醒了 曾春年

270015 落榜那年 梁龍林 352120 該給的愛 呂方

280953 葉問霜天 屠洪剛 306780 該裝就裝 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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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40 誠信是福 許霖 266909 遇見快樂 辛曉琪

318012 誠實的心{Live} Snh48 332405 遇見幸福[HD] Ak

263012 誠實愛過 林昕陽 337618 遇見幸福[HD] 童可可

340748 資格不符[HD] 王大文 231909 遇見舊愛 順子

318297 跟上潮流 安崇藝 267993 遇到真愛 烏蘭托婭,高山林

283656 跟我出走 多亮 297096 遊子回家{Live} 游子組合

266697 跟我出發 董卿 313671 遊子的心 德龍

303912 跟我回家 黃鶴翔 328919 遊牧情歌 來國慶

324133 跟我走吧 孜瑪組合 269957 遊牧情歌 格格

284384 跟我瘋吧 東來東往 329721 遊牧情歌{Live} 格格

302231 跟著雨飛 真妮 342961 遊園驚夢[HD] 肖雪

306781 跟著節奏 葛仲珊 321432 遊愛民族 吉克雋逸

268100 跨向未來 任德勇 305749 遊遊蕩蕩 羅百吉

298983 跨越巔峰 佚名 298866 遊戲終止 佚名

308678 路人情歌 完瑪三智 327267 遊戲規則 紀曉斌

307292 路在前方 王旭鵬 265485 遍地狼煙 何晟銘

344033 路有多遠[HD] 郭文翰 324583 遍體鱗傷 有感覺

326582 路的呼喚 韓磊 319352 遍體鱗傷 彭箏

309266 路過人間 金花 341507 遍體鱗傷[HD] 有感覺

275003 路過夏天 王楊 257931 過了就好{Live} 辛曉琪

310457 路過愛情 梁又琳 314547 過了幾年 田振達

340750 路過愛情[HD] 彩貝與海 310212 過去的你 張袁媛

342959 跳吧跳吧[HD] 李曉光,胡鐵 324806 過好當下 祥帥

270219 跳到天亮{Live} 海鳴威 307219 過年過年 楊朗朗

291403 跳到北京 祁隆 312064 過完今天 羅志強

282216 跳槽之歌 司徒蘭芳,趙小兵 327268 過命兄弟 高韓

306782 跳槽之歌 秋褲大叔,司徒蘭芳 336852 過往南方{Live}[HD] 宋柏華

319991 躲了又躲 孫家山 274993 過往殘戀 王義

319992 躲了又躲 孫家山,門麗 285952 過往雲煙 阿習

304347 躲避的愛 葉麟 290468 過客角色 A.SA 樂團

318511 載歌載舞 隋一寧 335339 過客角色[HD] A.SA 樂團

345365 載歌載舞{Live}[HD] 盛希 265291 過站不停{Live} 楊坤

232896 辟哩啪啦 麻吉弟弟 270401 過得好些 王濤

307843 農夫漁夫 大喬小喬 255371 過眼雲煙 王菲

294539 農民兄弟 耿為華 323465 過眼雲煙{Live} 王柯心

347963 農民鍋鍋[HD] 朱大群 266068 過眼飄散 本兮,小偉

230574 逼得太緊 陳潔儀 311581 過期垃圾 摩斯特da.Mon.Ster

316925 遇見 再見{Live} 高原 344813 過節回家{Live}[HD] 明陽

333605 遇見不見[HD] 宋孟君 322865 道在何方 韓磊

318057 遇見永遠 東來東往,任韻淇 322866 道聽塗說 林芯儀

322862 遇見永遠{Live} 任韻淇 339347 達瓦更紮[HD] 阿吉太組合

340754 遇見永遠{Live}[HD] 任韵淇 306000 達亞波爾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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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03 違心愛情 單色凌,貫詩欽 290354 鼓聲若響{Live} 陳昇,潘越雲,曹啟泰

335818 違章動物[HD] 許嵩 317229 像你的人 紮西頓珠,王芳

280614 隔世之吻 浩軒 299294 像風一樣 佚名

309370 隔世情人 雨禾 297676 像個小孩 元衛覺醒

300738 隔海相望 李天華,方季惟 270140 像個孩子 汪峰

292313 隔窗相望 寒香 280970 像個孩子 張恒遠,汪峰

341008 隔壁女人[HD] 王旭鵬 331328 像個孩子{Live}[HD] 梁博

339358 隔壁的愛[HD] 心雨幽藍 335607 像個孩子{Live}[HD] 蕭敬騰,許一鳴

333384 隔壁某某[HD] 孔令奇 326033 像個瘋子 打擾一下樂團

289498 雋永之戀 菲麥爾 342216 像個瘋子{Live}[HD] 打擾一下樂團

309229 零下二度 祁哲西 266784 像草一樣 蘇陽

325357 零度火山 毒藥 298516 劃地為牢 羽泉

305258 零度愛情 蕭正楠 282571 厭倦紳士 楊葉倫

293917 零點快樂 零點樂隊 328356 嘁喀 嘁喀 黃騰

274852 零點零分 姜育恆,曉雪 309310 嘉絨姑娘 阿英

337619 零點電臺[HD] 金韓一 348825 嘉藝青春[HD] 李林翰

322905 雷雨公路 群星 312991 嘎達梅林 孫健

299338 雷雨-四鳳獨歎 佚名 233768 嘎達梅林 黎巖

230192 雷峰夕照 陳明 306027 嘎達梅林 騰格爾

299001 雷歐之歌 佚名 329215 嘎達梅林{Live} 格格

230172 雷鋒夕照{Live} 陳明 270019 嘎達梅林{Live} 梅林組合

231101 電子情人 陶晶瑩 340561 嘗試一切[HD] 九九

286597 電光水母 亂彈阿翔 233313 團團圓圓 黃曉明

308156 電音之王 王繹龍 304022 團團圓圓 楊洋,熊天平

349550 電音之王{Live}[HD] 王繹龍 349293 團團圓圓[HD] Sing女團

311519 電話占線 劉愉愉 298174 團團圓圓{Live} 付笛生,任靜

346358 電話占線{Live}[HD] 劉愉愉 290074 塵世情緣 王唯僑

338162 電話皇后[HD] 蔡依林 345974 塵封的街[HD] 謝常清

298300 電話情思{Live} 伊楊 308200 塵緣如夢 司文

342215 電臺情歌[HD] 鄧超 323679 塵緣有約 寂悸

303052 電臺情歌{Live} 莫文蔚 314552 塵緣情歌 劉坤

281557 電影情歌 陳浩民 344980 墊江墊江{Live}[HD] 路童

290982 電影票根 鄭虹,袁惟仁 347690 墊底英雄[HD] 宿涵

256529 電影預告{Live} 蕭亞軒 319621 壽光讚歌 葉俊華

329773 靖姑之歌 郭靜 308928 夢不落敗 赤雪

233389 預約幸福 黃湘怡 315535 夢中女孩 易帆

345416 預謀邂逅[HD] 阿肆 322389 夢中女孩 侯玉斌

318125 預謀懷念 郝婉彤 317348 夢中女孩 馬粮

322209 鼓動天地{Live} 王二妮 324980 夢中水鄉 陽藝

346787 鼓舞海南[HD] 林羽 310343 夢中回家 張雷

348696 鼓勵鼓勵[HD] 蜜蜂少女隊 306791 夢中男孩 玉面天使(吳霞)

346374 鼓聲若響[HD] 齊秦 321109 夢中的人 于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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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19 夢中的你(國) 佚名 341690 夢回唐朝{Live}[HD] 劉文天,中國新歌聲

337530 夢中的你[HD] 任妙音 289764 夢回草原 天亮

345982 夢中的你[HD] 任妙音 322392 夢回草原 朱永飛,祁玉梅

301257 夢中的我 易子含 302157 夢回草原 格格

288847 夢中的秋 望海高歌 313913 夢回草原 鐵木隆

282615 夢中的船 梁佳玉 278773 夢回崇陽 風蕭蕭

302159 夢中的湖 格桑 280304 夢回涪高 高英貴

349710 夢中的歌{Live}[HD] 曲比阿且 336112 夢回雄關[HD] 梁秋予

321108 夢中情人 王英俊 348230 夢回集安[HD] 王科

306793 夢中情人 秋褲大叔 262132 夢回雲南 白瑪多吉

280302 夢中情人 張磊 313289 夢回雲南 郭玲

313578 夢中情人 趙小兵 344991 夢回雲南[HD] 李明翰

271359 夢中情人 鄭源 342218 夢回傳奇[HD] 兔妃,貓芙琳

344986 夢中情人[HD] 陳彥允 342339 夢回傳奇[HD] 兔妃,貓芙琳,林陽堃,駱伍,李文琪

332208 夢中情人[HD] 鄭源,趙榮 349299 夢回瑤山[HD] 李彬,鄧婭娟

321808 夢中愛人 孫江楓 282833 夢回樓蘭{Live} 蘇勒亞其其格

279482 夢中新娘 天壇男孩 270483 夢回瀏陽{Live} 玖月奇跡

307136 夢中新娘 戈浪 271425 夢回隴南 郭蓉

270538 夢中新娘 祁隆 293419 夢在心上 劉晶

310887 夢中靈柩 焰烽 298825 夢在他鄉 佚名

338637 夢什麼想[HD] 信 333725 夢在彼岸[HD] 蘇青山

316594 夢幻之旅 何龍雨 317356 夢在前方 楊天銳

321112 夢幻佳期 楊洋 335202 夢在草原[HD] 高昆

311407 夢幻使者 遠方 347263 夢在草原[HD] 達摩澤仁

266703 夢幻修仙 董貞 296123 夢在想我{Live} 群星

266481 夢幻國度 王藝霏 349711 夢在路口[HD] 周承

262477 夢幻聊齋 馮靜恩 320276 夢在遠方{Live} 群星

302504 夢幻資江 張也 300986 夢見果凍 李巍

317353 夢回九一 姚甦 321110 夢到癲狂 楊郡

327580 夢回大山 海鑫 304399 夢和星星 訾娟

287899 夢回江南 天籟天 347700 夢的天空[HD] 歐陽娜娜,成龍

295428 夢回江南 葛維永 316242 夢的天空{Live} 周澎

317355 夢回老家 朱建明 304187 夢的地方 群星

312603 夢回拉薩 完瑪三智 282964 夢的希望{Live} 趙敬一

274676 夢回拉薩 葉俊華 329227 夢的幸福 張姄

344230 夢回長安[HD] 王晰 304683 夢的延續 趙詠華

340832 夢回長安[HD] 春雷 321810 夢的征程 付玉龍

310037 夢回南詔{Live} 高洪章 329226 夢的信仰 齊晨

326101 夢回故鄉 胡笛 262664 夢的怒放 華語群星

307759 夢回春秋 李玉剛 232685 夢的怒放 魏晨

326103 夢回軍營 甜妹紫煙 288406 夢的故鄉 書雲,倪明

326102 夢回軍營 劉建東 285552 夢的飛翔 龍鳳之約

Page 423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98448 夢的翅膀 朱樺 266282 夢想星球 機動現場

313515 夢的翅膀 群星 304627 夢想飛揚 蓉兒

313644 夢的翅膀 劉惜君 323685 夢想家園 劉子琪

338305 夢的翅膀{Live}[HD] 宋嘉其 341452 夢想家園[HD] 何正圓

320281 夢的起點 群星 349300 夢想時光[HD] 環宇少兒組合

283830 夢的起點 齊柒柒 334557 夢想翅膀[HD] 申鈺林

288509 夢的起點{Live} 許雲上 316920 夢想草原 賈孟昕

320280 夢的眼睛{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48844 夢想起飛[HD] 張藝興

333718 夢的眼睛{Live}[HD] 胡彥斌 282027 夢想起航 Tf Boys

333982 夢的堡壘{Live}[HD] 蔣瑤嘉 334031 夢想起航[HD] Tf Boys

341208 夢的窗口[HD] 格德群星 318161 夢想高飛{Live} Snh48

323686 夢的訴說 牛會龍 278747 夢想啟航 陳曉琪

327583 夢的嫁衣 淡然 342649 夢想啟航[HD] 歐華

349714 夢的暢想[HD] 林曉薇 331664 夢想啟動[HD] 周杰倫

320282 夢的遠方 戚威鵬 320279 夢想情人 莫莫

329228 夢約六一 董陽,金克成,格桑英妮 314561 夢想發光 符杰榮

274922 夢索草原 格根其木格 325156 夢想發財{LIVE} 吳樹雄

341566 夢帶你飛[HD] 群星 327581 夢想舞臺 俊鋒

293235 夢寐以求 馬常寶 343735 夢想廣州[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07760 夢寐以求 意玲 326105 夢痴者說 Smile小千

337531 夢寐以求[HD] 王力宏 340834 夢碎樓邊[HD] 范小倩

322120 夢寐以求{Live} 田維英 317363 夢裡有你 付俊杰

270628 夢寐以求{Live} 羅樺 331990 夢裡有你[HD] 陳瑞

308602 夢尋徽州 吳娜 310511 夢裡江南 符號

314556 夢無止境{Live} 雷佳 288536 夢裡老家 鄭璐

306795 夢圓中國 張也 330519 夢裡來過[HD] 倪安東

341917 夢想之城[HD] 林夕,林聖杰 326107 夢裡的你 隋萬里

328381 夢想之路 鴻飛 326108 夢裡的星 陳楚生

345984 夢想之巔[HD] 汪泓 340571 夢裡的淚[HD] 張赫宣

293870 夢想升級 郭美美 293885 夢裡客家 阿魯阿卓

272035 夢想天堂 齊旦布 341517 夢裡星光[HD] 李嘉珊

230590 夢想天堂{Live} 陳潔麗 305518 夢裡相思 謝采妘

325677 夢想天燈 羽泉,TF Boys 304992 夢裡相逢 潘秀瓊

344992 夢想日記[HD] 蜜蜂少女隊 266424 夢裡彩蝶 王亞平

344231 夢想加油[HD] YHBOYS 282785 夢裡彩蝶 紅薔薇

340570 夢想回歸[HD] 熊音樂團 322394 夢裡揚州 成于申

336599 夢想如初[HD] 雨木 326106 夢裡揚州{Live} 夢葦

311397 夢想成真 趙薇 323087 夢裡新化 子夕

233779 夢想成真{Live}(國) 黎明 340835 夢裡新化[HD] 子夕

347264 夢想的路[HD] 君子 344233 夢裡遠方[HD] 于海濤

308007 夢想前行 王乃恩 278427 夢裡邊城 李谷一

292181 夢想星光{Live} 周澎 262538 夢遊仙境 高玉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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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27 夢遊城市 王小韓 262650 對牛彈琴 胡靈

335065 夢遊飛行[HD] 汪睿 231915 對牛彈琴 領航者樂隊

288203 夢境三國 阿悄 304787 對牛彈琴{Live} 領航者

278102 夢與花期 劉舫 307897 對你告白 小賤

346506 夢語難言[HD] 佳灝,陳燁菲 303045 對你討好 莫文蔚

230712 夢醉西樓 陳瑞 349326 對我來說[HD] 山東

293931 夢醉荷塘 高安,雲菲菲 302452 對酒當歌 屠洪剛

302738 夢憶江南{Live} 張燕 319673 對唱情歌 冷漠,司徒蘭芳

319630 夢燕春回 薩頂頂 331046 對愛期待[HD] 黃小琥

309843 夢縈草原 格根其木格 333793 對愛期待{Live}[HD] 順子

265180 夢醒之後 溫碧霞 283340 對愛渴望 吳木藍

294515 夢醒時分 百歲臘肉組合 338659 對愛渴望{Live}[HD] 童予碩,中國好聲音

232341 夢醒時分 高勝美 329291 對號入座 張津滌

230498 夢醒時分 陳淑樺 271079 對話老師 許嵩

304580 夢醒時分(慢四) 舞曲 281431 對對錯錯 蔣蔣,胡丹丹

289623 夢醒時分{Live} 伍佰,Chinablue 309407 徹底死心 南迪

256058 夢醒時分{Live} 葉倩文 288984 徹底忘記 靳海濤

292912 夢醒時分{Live} 蘇琪繁 301718 慢四戀曲{Live} 後弦

331417 夢醒時分{Live}[HD] 英子 347774 慢慢老去[HD] 星月組合

335997 夢醒時分{Live}[HD] 蘇琪繁,中國好聲音 230962 慢慢長大 陳黎明

306024 夢隨風飄 騰格爾 296424 慢慢長大 熊寶貝樂團

305676 夢斷紅樓 藍星 344329 慢慢習慣[HD] 劉德華

283110 夢斷情殤 陳瑞 327277 慢慢等你 陳思思

342651 夢斷琴堂[HD] 雨露 336320 慢慢慢慢[HD] 趙露

268174 夢斷樓蘭 何龍雨 345110 慢慢變老[HD] Sun Beatzz

267239 夢歸何處 飄飄我心 332236 慣性冬眠[HD] 鍾欣桐

308627 夢歸漢唐 呂金蔓 345111 慣性取暖[HD] 宋念宇

341036 夢競時代[HD] 東來東往 343192 慣性背叛[HD] 蔡依林

343750 奪回天空[HD] 回聲樂團 282153 敲了一棒 劉子千

278458 嫣然一笑 格格 302733 旗開得勝 張學友,張靚穎,K'naan

344662 察隅姑娘[HD] 卓瑪央宗 346138 旗幟飛揚[HD] 王聆燕

280089 實心漢子{Live} 韓磊 328691 榮為之歌 岑天勇

280090 實現理想 胡杰夕 321945 榮耀召喚 小愛與花兒樂隊

305053 實現愛情 蔡依林 296664 榮耀歸來 王野

293429 實話實說 十三狼 298868 榴槤樹下 佚名

303956 實實在在 黑龍 286457 槐花兒香 雲鴿李霞

286949 實驗.色彩 群星 311389 槐樹花兒 趙琳

297874 寧靜孤島 王俊宇 301758 歌女之歌{Live} 秋波

327617 寧願我輸 孔媛 343905 歌手[HD] 何杰

233670 寧願相信 黃鶯鶯 309659 歌吟江南 風之琳

257015 寧願愛你 許茹芸 299088 歌唱姻緣 佚名

341303 對了錯了[HD] 羅時豐 303989 歌唱祖國 楊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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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47 歌唱祖國 賈璨璨 319360 漂流之歌 肖建軍

342829 歌唱祖國[HD] 張明敏 345683 漂流愛情[HD] Michael Learns To Rock,楊斯捷

298869 歌唱情侶 佚名 342857 漂浮的家[HD] 老狼

343904 歌從灕江來{Live}[HD] 張信哲,黃婉秋,鄧紫棋 270360 漂浮的雲 王子霆

268509 歌舞青春 葉時偉 266431 漂浮的雲 王子霆,王蓉

286222 滴水之恩 張曼 299481 漓水情歌 佚名

314564 滴血玫瑰 孫曉雨 293386 漫步月光 余哲

314565 滴血玫瑰 楓橋 282589 漫步雲端 林聖杰

270040 滴血傷口 夢成 309091 漫長情路 岳琦

307088 滴滴淚雨 張玲(滴滴) 327891 漫漫長路 黃綺珊

292128 滾滾紅塵 卓依婷 275086 漸行漸遠 蕭煌奇

232364 滾滾紅塵 高勝美 316247 漸漸習慣 李小薇

230507 滾滾紅塵 陳淑樺 274896 漸漸懂得 楊建

294381 滾滾紅塵 楊啟 268264 熊貓先生 冀濤

287424 滾滾紅塵{Live} 香香 349933 熙熙攘攘[HD] 金志文

287494 滾滾紅塵{Live} 常石磊,薩頂頂 279522 瑤族情緣 王思酈

326422 滾滾紅塵{Live} 瞿颖,張碧晨,蒙面唱將 318205 瑤都神韻 王瑩

342222 滾滾紅塵{Live}[HD] 吉克皓,中國新歌聲 318507 瑤鄉戀歌 湘齊萌

331441 滾滾紅塵{Live}[HD] 袁婭維 266449 瑤寨情緣 王思儷

288072 滿山杜鵑{Live} 吳瓊 290053 瑪卡瑞納 海龜先生

230675 滿天風雪 陳琳 265660 瑪尼情歌 吳紫涵

325004 滿心歡喜 陳紅伶 316414 瑪尼情歌{Live} 上官紅燕

315597 滿城花開 王俊凱 336785 瑪拉伊薩[HD] 何靜

336768 滿院落葉[HD] 周傳雄 297387 瑪格蓮娜 Mtv Vj

232665 滿溢的愛 高遠 289284 瑪域姑娘 蘭卡措

287644 滿滿的愛 滿文軍 287751 瑪雅古城 樸野

319875 滿滿的愛 龍智祥 325179 瑪麗瑪麗 大憨,二憨

332426 滿滿的愛[HD] 同桐 337397 瘋了瘋了[HD] 黑龍

327886 漁人碼頭 曾春年 339310 瘋上一把[HD] 李鑫

303114 漁港帆影 許嵐嵐 326454 瘋狂一次 航宇

334766 漂在北京[HD] 湯潮 327934 瘋狂的心 蓋璽

298298 漂泊流浪 伊揚 344768 瘋狂的愛[HD] 朱一龍

298870 漂亮一下 佚名 233358 瘋狂著迷 黃淇

332402 漂亮女人[HD] 龔玥菲 233592 瘋狂著迷 黃鈴

323316 漂亮女王 佩希 304006 瘋狂歌曲 楊東煜

316487 漂亮小妹 代岩 302745 盡情飛揚 張薔

312381 漂亮姑娘 王銳 339097 睡前故事[HD] 汪蘇瀧

268912 漂亮姑娘 封雷 317866 睡前童話 武藝

231923 漂亮姑娘 額爾古納樂隊 316799 碧水藍天 金姍姍

297714 漂亮東方 文欣 232821 碧城故事 鳳飛飛

316322 漂亮媽媽{Live} 譚晶 255993 碧海情天 萬芳

342453 漂亮寶貝[HD] 張斌 271058 磁場感應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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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78 福如東海{Live} 宋祖英 304906 綠樹變黃 劉惜君

297531 福星高照 于文華 291400 綠韻依依 田文靜

312412 福星高照 四小福 292821 綠韻依依{Live} 田文靜

299886 福星高照 佚名 263373 網情追憶 孫艷

233170 福星高照 黃安 269561 網情追憶 望海高歌

335027 福馬林[HD] 戚薇 280486 網情無悔 翁汕汕

233970 福滿人間 黑鴨子演唱組 324053 網路老婆 張勝淼

308809 福滿農家{Live} 李雪 295426 網路真情 葛維永,若惜

312744 福爾摩斯 周筆暢 321528 網路情歌 波拉

233383 福爾摩斯 黃湘怡 324052 網路情緣 朱英杰

280456 福爾摩斯 鄧福如 308952 網路情緣 侃侃

330875 福爾摩斯[HD] 蕭敬騰 230304 網路情緣 陳星

342891 福爾摩斯{Live}[HD] 林凱軒,夢想的聲音 233501 網路情緣 黃美詩

316797 福韻天香 金邁 267226 網路愛情 音樂走廊

284155 種下干擾 李魏西 310497 網路歌手 甜美真,藍顏

319918 種瓜得瓜 米衛強 301601 網路戰士{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317895 箐華浮夢 Winky詩 308773 網戀新歌 李建科

307935 精忠報我 天悅 335078 綺麗勇士[HD] 王宏恩

285977 精忠報國{Live} 春天 316776 綻放精彩 林霞,黃華,田磊,杜江等

313588 精忠報國{Live} 趙本水 306805 綻放精彩 蘭義,彭開勝

311001 精忠傳奇 黃曉明,譚晶 305660 綻放優雅 瞿穎

332228 精忠嶽飛[HD] 黑龍 308685 翠玉情緣 巫淑琳

271712 精創之路 陳永強 340441 翠蘭說[HD] 黃堃

324041 精衛填海 涓子 322777 翡翠心語 魏新雨

341802 精靈奇緣[HD] 田亮,田雨橙,葉一茜 342491 翡翠戀人[HD] 蘇新華

309837 綠皮火車 徐譽滕 266989 聚成精彩 鄭冰冰

309275 綠色中國 金婷婷,閻維文 320734 聚起來吧 小偉哥,大張杰,呂熙謹,棟棟

334824 綠色天使[HD] 葛雲文 293858 聞七起武{Live} 辰亦儒

262877 綠色心情 劉捷 329652 聞雞起舞 衛東

307910 綠色希望 山野 343555 聞雞起舞[HD] 群星

230688 綠色呼吸 陳琳 281438 聞雞起鳴 藍芷兒

281212 綠色玫瑰 梁佳杰 281529 腐草為螢 銀鱗

334113 綠色玫瑰[HD] 梁佳杰 332921 腐草為螢[HD] 銀臨

299912 綠色的雨 佚名 322787 與父相談{Live} 方毅,中國好歌曲

343321 綠色的歌[HD] 盛希 297904 與世隔絕 王祖賢

263920 綠色南山 易秒英 349510 與生俱來[HD] The Power Powder

310390 綠色背影 張邁 320744 與你分享 陳華生

304364 綠色家園 董冬 347929 與你白頭[HD] 羅旭陽

294455 綠色語言 王義 301289 與你共枕{Live} 林一峰

274621 綠的思念 于爽 328854 與你共醉 黃宇濤

294642 綠浪如海 閻鳳梅 318631 與你共醉 賴仔

307313 綠野仙蹤 田玉嬌 230463 與你同在 陳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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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70 與你同在 顧凱 266689 舞棍歌王 葉復台

303625 與你同在{Live} 無印良品 308533 舞臺背後 冷漠

315723 與你同行 流蘇 333972 舞魂再現[HD] 羅志祥

334650 與你同行[HD] 光引擎 322807 蒙古姐妹 阿木古楞,群星

231813 與你相依 韓紅 322019 蒙古姑娘{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36825 與你相約[HD] 羽泉 289403 蒙古姑娘{Live} 韓雷

347078 與你相逢[HD] 鄧開來 299030 蒙古牧歌 佚名

329660 與你相遇 Dk金大為,楊燕 279375 蒙古高原 齊峰

312121 與你相隨 關燕萍,蘇泉 281026 蒙古高原 德德瑪

298925 與我同行 佚名 346294 蒙古詞典[HD] 艾麗婭琪琪格

316567 與我無關 莊心妍 318464 蒙古感情 敖都

328855 與我無關 楊丞琳 268676 蒙古新郎 哈薩爾組合

334034 與我無關[HD] 喬任梁 266409 蒙古新娘 烏蘭托婭

346282 與我童行[HD] 群星 305637 蒙古騎手 韓磊

314571 與星共舞 陳冰 322020 蒲城情思 張軍

315722 與風同行{Live} 周澎 300400 蒼天有淚 佚名

283925 與眾不同 任浩銘 232226 蒼狼大地{Live} 騰格爾

318562 與愛共有 張星唯 342932 蒼狼大地{Live}[HD] 譚晶,蒙面唱將

265049 與愛別離 Js 349109 蓋世英雄[HD] GAI

345723 與愛無關[HD] Bobo 342500 蓋世英雄[HD] 王力宏

342223 與夢同路{Live}[HD] 李昱和 330230 蓋世英雄{Live}[HD] 王力宏

349996 與福同行[HD] Resound樂隊 329676 蓋世傳說 劉昱賢

300329 與誰共鳴 佚名 278426 蜘蛛爬牆 李虎

230180 與誰共鳴 陳明 300290 蜜月花車 佚名

290232 與誰起舞 謝珊 321582 蜜蜂女孩 Snh48

330459 舞池諜影[HD] S.P.Y 299666 蜜蜂做工 佚名

283996 舞伴淚影 呂珊 346300 蜜蜜宣言[HD] 張皓然

301665 舞伴淚影 姚乙 300724 蜻蜓點水 宋學毅

263061 舞所遁形 羅志祥 266896 裸愛時代 路童

307314 舞林盟主 田玉嬌 312498 裸愛情歌 艾歌,路童

344003 舞者[HD] 汪起正 263074 裸愛情歌 路童,珍美兒

319363 舞動未來 王子豪 340978 裸愛情歌[HD] 葛笑,琴琴

302530 舞動快樂 張心童 301806 製造奇跡 胡楊林

337627 舞動快樂[HD] 凌志輝 230129 製造浪漫 陳慧琳,鄭中基

310717 舞動奇跡 陳翔 340228 製造浪漫[HD] 王媛淵

309265 舞動軍營{Live} 金波 340736 製造浪漫[HD] 星弟

349511 舞動革家[HD] 楊勝美 304107 製造浪漫{Live} 群星

342040 舞動時代[HD] 海弦月 231455 認真的哭{Live} 青青涼

304966 舞動草原 德乾旺姆 346315 認真的雪{Live}[HD] 群星,明日之子

338499 舞動新年[HD] 李昱達 265372 認真愛過 周逸涵

264172 舞動精靈 張遠喆 316328 誓不低頭 萬乘齊

349101 舞動精靈[HD] 喵喵 315616 誓言成暉 嚴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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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07 誓言秋落 陳紹楠 348601 說散就散[HD] 艾福傑尼,黃旭,田羽生

347468 誘我深入[HD] 張小虎 348602 說散就散[HD] 袁婭維

312807 誘惑的街{Live} 林志炫 294319 說給大海 戴玉強

313254 誘惑的街{Live} 梁靜茹 332393 說愛不愛[HD] 陳思函

309678 誘敵之計(國) 凌志輝 334236 說愛就愛[HD] 吳建豪

280552 語感方舟 王薇茜 326568 說過的不 趙泳鑫

298184 說 我愛你 代小波 289430 說說愛情 陳玉建

230513 說，你愛我 陳淑樺 231291 說聲謝謝{Live} 零點樂隊

278006 說一句話 Fuying,Sam 284048 說謊 On Rock 糖兄妹

341104 說了再見[HD] 周杰倫 341372 豪情英雄{LIVE}[HD] 鄭允武

292416 說了誰懂 張學友 309941 豪情萬丈 袁野

304637 說不出口 趙一瑋 324129 豪情萬丈 蘭均

324114 說不出口 劉濤 307081 貌美如花 張瀚元

337421 說不出口[HD] 王丹 298711 趙氏孤兒 佚名

344509 說不出口[HD] 沈波 323452 趙州神曲{Live} 周占超

335134 說不出口[HD] 許少峰 233363 輕而易舉 黃淑惠

337422 說不出口[HD] 董昭 307801 輕夜留聲 刀刀刀

233071 說什麼好 黃品源 327290 輕描淡寫 愛啾

282444 說好不哭 徐洪剛 298992 輕煙寄情 佚名

287020 說你愛我 張睿,許藝娜 321623 輕輕守望 羅邏聖

303348 說你愛我 陳淑樺 318665 輕輕的歌 陳曉茵

305446 說你愛我 蟑螂合唱團 278469 輕聲的說 樊凡

341618 說你愛我[HD] S.H.E 292938 辣辣辣辣 蕭全

316723 說你愛我{Live} 楊坤,黃莉,最美和聲 349155 遙不可及[HD] 簡單

266557 說完就走{Live} 紅樂隊 299327 遙寄相思 佚名

315430 說我愛你 Twinko 345376 遙望千年[HD] 婭琳

326566 說走就走 信 310712 遙想梁祝 陳惠英

231035 說走就走 陶喆 300032 遠山含笑 佚名

233889 說走就走 黎沸揮 303004 遠山含笑 莊學忠

341823 說走就走[HD] 周杰倫 309925 遠方姑娘 索朗扎西

326567 說走就走{Live} 群星,中國新歌聲 297919 遠方的人 王強

340742 說來話長[HD] 鄭嘉穎 337356 遠方的你[HD] 雷杰

305023 說到做到 潘瑋柏 342962 遠方的我[HD] Von Lee

303782 說到做到{Live} 黃小琥 320820 遠走高飛 王矜霖

293485 說時依舊 好妹妹樂隊 262137 遠走高飛 白龍

300169 說時依舊 佚名 288113 遠走高飛 李澤堅

349123 說唱大帝[HD] VaVa,Kozay 322868 遠走高飛 昊麟

305558 說唱面譜 謝津 230339 遠走高飛 陳曉娟

311426 說唱情歌 齊鵬 347491 遠走高飛[HD] 金志文

345346 說唱臉譜{Live}[HD] 屈奕彤,歌聲的翅膀 348633 遠走高飛[HD] 金志文

342947 說唱藝術[HD] 人一大人 302559 遠走高飛{Live} 張杰

342050 說散就散[HD] Jc 347113 遠到永遠[HD] 明月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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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65 遠遠的愛[HD] 羅力威 329794 鳳凰花開 郝鵬鵬

314578 遠遠離開 孫恭慶 304176 鳳凰飛翔 群星

347114 遠遠關心[HD] 薛凱琪 322082 鳳凰情歌 嚴龍,門麗

271880 遠離毒品 馬雲龍 315044 鳳陽花鼓{Live} 陳麗媛

287245 酸辣部落 白晶 289710 鳳舞九天 呂雪

263723 酸酸甜甜 魏晨 297368 鳳舞迎春 M-Girls

330299 銀色公路{Live}[HD] 郭富城 262350 鳳鳴朝陽 丁曉紅

298383 銀色城堡 曲泉丞 289576 鳳鳴朝陽{Live} 丁曉紅

325348 銀色節奏 格西亞 319519 麼妹多情 吳歡,安妮

308779 銀杏樹下 李思琳 298575 齊天大盛 至上勵合

301753 銀碗高舉 格桑頓珠 325576 齊天大聖 任和

321660 銅陵戀歌 李智 328995 齊天大聖{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262704 銅興天下 黃琪 346375 齊天大聖{Live}[HD] 呂澤洲,明日之子

322894 閣樓紅妝 忢訫 269313 齊雲山上 徐千雅

328091 閨蜜甜心 Jvk 281300 齊頭奮進 王歌

284329 閨蜜樂園 By2 300684 儂本癡情 吳鶯音

322906 需要人陪 譚艷 334920 劇情殺青[HD] 孫子涵

322071 需要你陪 望海高歌 317276 劇場女神{Live} Snh48

327294 需要你陪 賈富营 405555 劈哩啪啦 麻吉弟弟

231327 領航中國 雷佳 299863 劉海砍樵 佚名

298257 魂縈舊夢 白光 323631 劍入行囊 孫浩然

301357 魂縈舊夢 林淑娟 341896 劍心飛揚[HD] 馬振桓,熊梓淇

279195 魂縈舊夢{Live} 孔蘭薰 265979 劍刺我心 成雲剛,王星星

301967 魂縈舊夢{Live} 倫永亮 311999 劍雨浮生 薩頂頂,吳青峰

265319 魂縈舊夢{Live} 楊燕 305605 劍俠情緣 韓紅

304318 魂縈舊夢{Live} 葉德嫻 279418 劍指江山 尚華

300682 魂斷藍橋 吳瓊 290818 劍指風流 流浪的蛙蛙,Assen捷

328125 鳳于九天 Aki阿杰,小曲兒 326052 劍斬滄桑 凌之軒

311823 鳳城之歌 閻琰 284526 劍嘯江湖 劍三

326661 鳳凰于飛{Live} 夢葦 294398 嘩啦啦啦 林義翔

285783 鳳凰之戀 成于申 233921 嘻哈不斷 黑棒組合

292993 鳳凰古城 謝軍 330081 嘻哈空姐{Live}[HD] 周杰倫

254310 鳳凰姑娘 楊鈺瑩 311254 嘿 好兄弟 嘉布·洛絨,千玖

278216 鳳凰於飛 孫儷 328357 嘿 你好嗎 李鑫

287959 鳳凰於飛 葉童 344639 嘿 瀘州[HD] 陳亭甫,虞舒然

302664 鳳凰於飛{Live} 張惠妹 271974 嘿!小女孩 黃建為

287238 鳳凰於飛{Live} 葉童 342637 嘿!岳父[HD] 何琪

268408 鳳凰於飛{Live} 劉歡 290010 嘿,哥們兒 歐豪

318137 鳳凰於飛{Live} 謝雷 301536 噓 讓我哭 阿妹妹

336000 鳳凰於飛{Live}[HD] 莫海婧,中國好聲音 270497 墜落都市 甜美真,東仔

339599 鳳凰於飛{Live}[HD] 費玉清,隱藏的歌手 329223 墨菲定律 謝佩吟

329793 鳳凰花開 李建科,郝鵬鵬 333640 墨綠指甲[HD] 戚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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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47 墮落天使 徐懷鈺 324465 憂傷的我 帶淚的魚

314583 嬉鬧荷塘 王馨 307875 憂傷倒數 小昔米

305865 嬉戲之後 蘇打綠 306815 憂傷情歌 李克

254261 嬌楊旅情 楊鈺瑩 334782 憂愁戀歌[HD] 滅火器樂隊

283393 寫一首歌 李秋澤 289069 憂鬱童話 沉珂

231898 寫一首歌 April 5 1969 順子 332593 憐香惜玉[HD] 蔡卓妍

287136 寫一首歌{Live} 順子 296426 憧憬的pop Star{Live} Snh48

315768 寫一首歌{Live} 蕭敬騰,游夢嬌,最美和聲 345153 摩天大樓[HD] 陳惠婷

333042 寫一首歌{Live}[HD] 李秋澤 315622 摩托情緣 玲兒

333635 寫一首歌{Live}[HD] 張韶涵 296553 摩的摩的 史不凡

320335 寫好中國 盛希 307912 摩梭人家 才仁巴桑,博瓦貢嘎

325267 寫曲的人 徐良 309611 摩梭男人 英中旺杰

339706 寫信回家[HD] 劉若英 309861 摩梭家園 桑娜央金

279251 廚師之歌 李志洲 349849 摩梭時光[HD] 格茸多杰

303036 廟宇朝拜 莊學忠,利慧君 298201 摩莉莎卡{Live} 北原山貓

325792 廟院鍾聲 青山 337633 摩登女郎[HD] 金韓一

231439 廟院鐘聲 青山 311692 摩登星願 鄭冰冰

336250 廢物利用[HD] 回音哥 319366 摩爾之戀 莫龍丹

265881 廣州的雪 張揮 267984 摯情摯愛 久久,于洋

286174 廣西姑娘{Live} 衛東 319393 摯愛情緣 張翠萍,趙紅軍

304081 廣角美女 溫嵐 345154 撐過黑暗[HD] 顧芮寧

342367 廣島之戀{Live}[HD] 師鵬,郁可唯,蒙面唱將 289663 撒浪嘿呦 劉佳

325332 廣場舞曲 楊光 282565 撕心裂肺 杜相權

294113 廣結善緣 劉子毅 280913 撕心裂肺 孫曉哲

328486 廣開先河 樊芳斌 348389 撕心裂肺[HD] 楊海彪

298384 彈琴遊戲 有為 331501 撕心裂肺[HD] 韓流

326201 影子身份 陳娟兒 234104 撕裂的愛 齊秦

324808 影子情人 秀蘭瑪雅 308263 播種希望{Live} 戊道子

278448 影子情人 林憶蓮 301906 撲啦啦飛 韋嘉

271525 影子愛人 鐘潔,袁曉婕 342804 敵人是誰[HD] 派偉俊

303480 徵婚啟事{Live} 雪村 305855 暫時失控 蘇打綠

321205 德善天下 高楠 303327 暫時別走 陳美鳳

315621 德善奇跡 戈浪 346149 暫時保密[HD] 魏然

308414 德欽姑娘 此追 256486 暫停戀愛 蕭亞軒

266440 慕士塔格 王宏偉 292867 暴雨將至 筷子兄弟

279043 慧心禪悟 顧凱 283214 暴雨將至 齊秦

230699 慶祝分手 陳瑀涵 270061 樂天情人 樊凡,李慧珍

329395 慶祝孤單 歐漢聲 266118 樂天情人{Live} 李慧珍

332038 慶祝寂寞[HD] Spexial 292379 樂在其中 莊心妍

311725 憂傷日記 黎明花 349018 樂此不疲[HD] 阿蘭(Alan)

308710 憂傷快樂 李永勝 324394 樂沐東風 天籟天

325810 憂傷來襲 Spexial 304191 樂活一下 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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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65 樂活女王 龍寬 326471 碼頭戀歌 喜波

296665 樂動全球{Live} 游子組合 262486 窮我一生 古巨基

296666 樂跑全城 群星 233528 線上遊戲 黃義達

293535 樓上樓下 師鵬 319430 緣去情深 萬乘齊

294324 樓蘭家園 敏敏 302018 緣份天空 孫楠

325687 樓蘭家園 許志剛 302019 緣份天空{Live} 孫楠

257055 標準配備 許茹芸 314592 緣份兄弟 緣分兄弟

339113 標準解題[HD] 慢慢說樂團 319934 緣份兄弟 衛東

343261 模範丈夫[HD] 傅曉 338743 緣份兄弟[HD] 王銘,于航

345201 模範男人[HD] 王瀧銳 300978 緣份的事 李麗翎

299932 模範情書 佚名 313469 緣份愛情 楊廷廷

346169 模範情書{Live}[HD] 陳思鏑,中國新歌聲 271235 緣份愛情 鄧小龍

283606 歐巴歐巴 宋慶琳 263798 緣份殿堂 曉月

319394 殤水癡夢 紅薔薇 283879 緣在風中 景崗山

308603 潤澤天下 吳娜 301082 緣自今生 那英

336769 潮汕姿娘[HD] 張夢弘 289589 緣來如是 丁琪媛

271775 潮河之戀 陶光才 262847 緣來是你 冷漠

282127 潮流串燒 六哲 271394 緣來是你 郭婭麗

342455 潮流冠軍[HD] Snh48 280483 緣來是你 寒武紀

311980 潮湧東方 韓磊 267350 緣來是你 龍梅子,黃勇

279088 潮湧蕭山 洪祿雲,陳水林 343322 緣來是你[HD] 陳瑋青

312472 潮濕的心 朱曉琳 280484 緣來緣去 王媛

307926 熱血 籃天 化學猴子 349502 緣來緣去[HD] 金燦

345689 熱血三國[HD] 阿蘭(Alan) 290135 緣定今生 肖磊

349934 熱血之城[HD] 賣血哥,小旭音樂 329643 緣定今生{Live} 馬智宇

346206 熱血少女[HD] 劉忻 267184 緣起緣散 陶慶友

311373 熱血少年 趙青岳 314596 緣盡世間 鞠婧禕

263343 熱血奔流 孫楠 337675 緣盡世間[HD] Snh48

324658 熱血無賴 林宥嘉 314595 緣盡世間{Live} Snh48

341533 熱血無賴[HD] 林宥嘉 338485 練習失去[HD] 萬芳

266897 熱血誓言 軌道 307899 練習約會 小賤

305830 熱血燃燒 龐龍 286474 練習愛情 王大文,陳芳語

265626 熱血藍天 化學猴子 342487 練習愛情[HD] 陳勢安

266309 熱門花招 江映蓉 331214 翦翦風兒[HD] 孟庭葦

343937 熱帶雨林[HD] S.H.E 324445 蓮兒悠悠 小甜兒

330021 熱帶雨林{Live}[HD] S.H.E 314598 蓮的故鄉 周彬

297779 熱情如火 水木年華 325638 蓮的情思 楊曉微

301521 熱情似火{Live} 阿朵 344014 蔓長[HD] 陳軒羽

329565 熱愛至上 群星 327297 蔓蔓青蘿 龍小葵,猪猫

269570 熱熱鬧鬧 朱麗婷 340974 蔚藍的夢{Live}[HD] 成誠

342865 熱戀過後{Live}[HD] 莊心妍 297001 蔚藍草原 鐵文太

332469 璀璨如星[HD] 趙詠華 317994 蝴蝶之吻 宋佳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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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22 蝴蝶自在 齊秦,齊豫 332957 談何容易[HD] 韓紅

267248 蝴蝶自在{Live} 馬上又,尹馨梓 317058 談何悲傷 蔣蔣

308357 蝴蝶姑娘 安東 257928 談情看愛 辛曉琪

233620 蝴蝶泉邊 黃雅莉 300105 談情說愛 佚名

297007 蝴蝶泉邊{Live} 李丹陽,孔慶學 282527 談情說愛 李俊英

297008 蝴蝶泉邊{Live} 游子組合 332079 請你快樂[HD] 歌浴森

231746 蝴蝶飛了 韓笑 305796 請你幸福 譚暢

316867 蝴蝶飛呀{Live} 胡鈺佳 304128 請你抬頭{Live} 群星

270711 蝴蝶飛飛 胡杰夕 304669 請你放心 趙詠華

282269 蝴蝶飛飛 圓圓 312893 請你原諒 春子

288381 蝴蝶飛飛 默契李智 298872 請你帶走 佚名

284810 蝴蝶神話 成雲剛,徐海芳 310506 請你愛我 盛大為

292717 蝴蝶迷咒 漁圈 305049 請我跳舞 蔡妍

269809 蝴蝶媽媽 楊佳茜 327301 請放輕鬆 李雪萊

309793 蝶化成繭 徐一丹 347955 請記住我[HD] 毛不易

318481 蝶舞流殤{Live} 郭津彤 299873 請跟我來 佚名

344015 蝶戀花{Live}[HD] 小豆 318016 請跟我來 周深,李維

297862 蝶戀花-答李淑一 王秀芬 324122 請跟我來 楚博仁,孫露

324554 蝸行時代 成成 298090 請說出來 王蓉

230145 蝸居奮鬥 陳振雲 322829 請說愛我 劉斯遠

338964 衝突的很[HD] 張惠妹 285136 諸葛武侯 章磊

317997 衝突得很 張惠妹 233182 賞味期限 黃小楨

305429 複刻回憶 薛凱琪,方大同 312016 賢妻良母 藍紫

341613 複製快樂[HD] 黃荻鈞 298642 賣花來呀 佚名

280555 誰太囉嗦 花世紀樂團 298761 賣花姑娘 佚名

295359 誰主沉浮 章小軍 335682 賣花姑娘{Live}[HD] 黃綺珊,崔蘭花

230749 誰伴嬋娟 陳瑞 311463 賭徒dj 劉明揚

304875 誰來愛我 劉畊宏 315578 賭徒心聲 葛笑

338512 誰的時代[HD] 范小倩 293121 賭鬼歪傳 阿權

319967 誰的寂寞 馬可謙 268993 踏平東京 川北

346316 誰的寵物[HD] 杜佳 302422 踏車小唱 高雄,劉美華

297039 誰是兄弟 牛雨霖 302942 踏車小唱 莊學忠

364224 誰是英雄 何龍雨 284410 踏破鐵鞋 亦帆

314603 誰是英雄 陳怡男 329707 踏雪思情 風語

307395 誰是英雄 蘇勒亞其其格 298402 踏雪尋梅 朱妍

341457 誰是英雄[HD] 侯拂明 301883 踏雪尋梅 韋秀嫻

313405 誰是誰非 紫浪 303830 踏雪尋梅 黃美詩

305744 誰是誰非 羅永娟 319990 踏雪尋梅 潘昱瑾

309349 誰能與共 阿溫 312220 踏歌而來 蘭旗兒

282842 誰愛上誰 英子 327302 踏歌尋方 小曲兒

298265 誰該愛我 石欣卉 286236 踏歌麗江 張繼心

278193 誰與爭鋒 大軍 279018 輝色天空 剛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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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46 輝煌中國{Live} 尹玉成功,金玥 303488 養犬指南 雪村

344517 輝煌之歌[HD] 楊子軍 341846 餘波蕩漾[HD] 田馥甄

299513 輝煌東方 佚名 329782 餘波蕩漾{Live} 蔣瑤佳,夢想的聲音

318040 輪回之境 Critty 233270 駐地姑娘 黃志堅

286814 輪回情歌 苗苗 302663 魅力十足 張惠妹

309700 適得其反 夏天alex 282909 魅力中國 覃飛宇

327359 鄭氏之歌 鄭志勇 308421 魅力天使 江南旭

342229 鄭州西站[HD] 徐聰 302335 魅力四射 閃亮三姐妹

338774 鄰家娃娃[HD] 王旭 314614 魅力冰城 曉安

308158 鄰家美眉 王繹龍 290005 魅力成縣 樊芳斌

285675 鄱湖情歌{Live} 王喆 318136 魅力汝城 韓曉輝

326610 醉了青春 王鑫,李澤,張家銘 343600 魅力昆明[HD] 董夏娟

292796 醉在今宵 王莉,師鵬 311976 魅力東方 韓琳

290348 醉在壯鄉 陸正信 339101 魅力東方[HD] 袁東方

309852 醉在雨河 格桑 310740 魅力海南 陳福庭

292838 醉後一夜 盛雲龍 292302 魅力湘西 宋祖英

293148 醉後一夜 陳興海 339363 魅力無限[HD] 芳蓉

283117 醉後之夜 陳瑞 280911 魅力無限{Live} 孫悅

280596 醉後放手 多亮 337843 魅力無雙[HD] 吳艾霜

289895 醉後的淚 曉楓 294609 魅力舞臺 趙紅富

289759 醉美中華 多元神話 258365 魅力燃燒 鄭秀文

232721 醉美天下 鳳凰傳奇 329792 魯蛇來夫 趙大格

321655 醉美天長 沈玉 268034 鴉片情歌 樂桐

314610 醉美青花{Live} 果子 309400 黎明之前 信

328933 醉美苗鄉 戴靜 233748 黎明出現 黃思婷

345764 醉美茶陵[HD] 飛翔 299103 黎明東方 佚名

291995 醉美草原 烏蘭河 318142 黎寨歌聲 王瑩,趙巨濤

313456 醉美草原 塔宏偉 231704 凝聚的愛 韓磊

345390 醉美酒城[HD] 唐伯虎 343720 噢 莎莉{Live}[HD] 趙傳

306825 醉美通化 醉美 295573 噢 愛人 陳瑞

349535 醉美郫筒[HD] 朵兒 287504 噢!甜美真 甜美真

337908 醉美撫順[HD] 楊卿儷 304697 噢!莎莉 趙傳

271104 醉美瀘州{Live} 謝珊 327559 噩夢無邊 Ssidol

324839 醉情酒歌{LIVE} 羅邏聖 347692 壁花女士[HD] 阿雅

289479 醉愛中國 烏蘭圖雅 313097 奮不顧身 崔子格

333580 醉愛草原[HD] 孟文豪,雲菲菲 316043 奮不顧身 楊勇

346343 醉裡紅塵[HD] 劉惜君 296172 奮不顧身 劉歡,吉克雋逸

310600 醉過以後 郭斯炫 282734 學習之歌 王鈞,張姚

270904 醉夢仙霖 董貞 336627 學習愛情[HD] 孫協志

322881 醉賞紅塵 司徒蘭芳 330723 學著寂寞[HD] 李沛瑋

281188 閬苑仙境 楊淑華 346920 學著習慣[HD] 潘柯夫

300229 靠你更近 佚名 271748 學會放下 陌小聰,曉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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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304 學會放下 萬一 347007 橋頭戀歌[HD] 姚金橋

285657 學會放棄 王成勇 348441 橘子姑娘[HD] 阿香

269475 學會放棄 曉月 233421 橘子紅了 黃磊

329277 學會原諒 雷雨哥 305693 橘子紅了{Live} 顏泉,詹千緣

344660 學會轉身[HD] 張淳媛 349443 橙色天空[HD] 許魏洲

336005 導師開場{Live}[HD] 那英,汪峰,楊坤,齊秦,中國好聲音 263531 橙色的雪 伍思凱

284083 導演她說 Ninetynine 329514 機車兄弟 梁鋒

265606 憑什麼說 劉心 345202 機場雷雨[HD] 棱鏡樂隊

308470 憶水江南 西子 346172 機器男友[HD] 王嘉誠

319789 戰士心願 韓曉輝 342230 機器娃娃[HD] 羅志祥

294133 戰中神話 單色凌 326381 橫衝直撞{Live} 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324253 戰友你好 佟娜 330859 歷史風雲[HD] 胥拉齊

279059 戰友你好 關彤 338438 歷歷萬鄉[HD] 陳粒

327306 戰友重逢 傅曉 298740 澳門故事 佚名

269272 戰友情歌 彭高平 284347 激流之戰 Snh48

310425 戰火父親 晨威 324635 激情你我 李飛

345145 戰火荒煙[HD] 熊梓淇 271859 激情飛揚 顏婷易蘭

310674 戰爭世界 陳姿彤 304088 激情飛越{Live} 群星

297707 戰爭終了 幻眼合唱團 300285 濃妝搖滾 佚名

304433 戰勝自己{Live} 零點樂隊 296781 熾熱胸膛 意玲

325825 戰無不勝 鄒文正 345236 燃情春秋[HD] 方丈

339490 戰艦世界[HD] T-Ara 311749 燃燒不盡 曉熊

314617 擁有輝煌 劉超 316898 燃燒翅膀 徐梵溪

295160 擁抱之地 意玲 234095 燃燒愛情 齊秦

296555 擁抱自己 蕭亞軒 306832 燈紅月圓 李思音,潘旭

231753 擁抱明天{Live} 韓紅 299931 燈紅酒綠 佚名

333106 擁抱森林[HD] 金波 320644 燈燈呆滴 逗吧三人組

288221 擁抱著你 洪暘 306834 燈籠情歌 陳瑞,冷漠

299939 擁抱陽光 佚名 297993 燒香姻緣 王雪晶,莊群施

262603 擁抱藍天 含瑞 288565 燕子飛去 陳瑞

327307 擁抱難得 高進 278313 燕子樓歌 徐譽滕

298803 擁軍秧歌 佚名 332049 燕窩城堡[HD] 台灣女孩,陳傑瑞

316698 擁軍秧歌 李政飛,崔苗 269163 獨上西樓 張玉霞

230007 擁軍愛民 陳思思 317827 獨上西樓{Live} 李玉剛,蒙面歌王

319807 擔當之歌 喬軍 302062 獨上西樓{Live} 容祖兒

336717 整夜的rock&Roll[HD] 夢樂團 317826 獨上西樓{Live} 朗嘎拉姆,中國好聲音

294419 整個八月 栗錦 344437 獨上西樓{Live}[HD] 王紫菲

268961 整裝待發 屈慧 347411 獨生子女[HD] 焦永輝

314619 暹羅之戀 東來東往 304046 獨立宣言 楊雅琳

315734 曆書烏衣 Mario 316123 獨守傷悲 雨中百合

289622 樹枝孤鳥{Live} 伍佰,Chinablue 325872 獨自k歌 曉田

297787 橄欖青春{Live} 火風,祖海 311630 獨自承受 潘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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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03 獨自旅行 廖孟君 298145 親吻祖國 王麗達

303270 獨自悲哀 陳奕迅 325696 親吻草原 超月組合

300668 獨自等待 吳金迪 262751 親朋好友 江濤

339807 獨佔神話[HD] 蔡依林 299782 親密的人 佚名

322707 獨你唯一 張翠萍 307782 親密愛人 尚雯婕

314622 獨吻天下 王亞東 232371 親密愛人 高勝美

343943 獨角際遇{Live}[HD] 陳籽允 313203 親密愛人 張敬軒

339527 獨身宣言{Live}[HD] 沈丹丹 326554 親密愛人 郭宴

309303 獨卒擒王 阿良偉 322028 親密愛人 蕭敬騰

274766 獨孤九劍 少司命 289813 親密愛人{Live} 小蟲

342869 獨孤求帥[HD] 宋宇寧 312355 親密愛人{Live} 王若琳

342870 獨家記憶{Live}[HD] 郁可唯,蒙面唱將 285122 親密愛人{Live} 田斯斯,胡海泉

308538 獨家情歌 冷漠 324965 親密愛人{LIVE} 金婷婷

279694 獨家舞步 張霖 265757 親密愛人{Live} 姜蓓莉

290755 獨缺一友 李成 288597 親密愛人{Live} 張惠妹

316124 獨唱情歌{Live} 周澎,吳為為 270855 親密愛人{Live} 蕭敬騰

230963 獨唱傷悲 陳黎明 290172 親密愛人{Live} 蕭敬騰,蘇丁琦,凌菱

334728 獨處一角[HD] 曾雨軒 340737 親密愛人{Live}[HD] 王晰,我是歌手

342014 獨善其身[HD] 田馥甄 339038 親密愛人{Live}[HD] 趙大格,段欣芮,中國好聲音

328763 獨飲獨醉 天籟天 330282 親密愛人{Live}[HD] 蔡琴

323333 獨當一面 海哲明 335103 親密愛人{Live}[HD] 蕭敬騰,凌菱,蘇丁琦

339311 盧溝曉月[HD] 後弦 278650 親愛的aloha 辛龍

299820 磨刀老頭 佚名 267935 親愛的人 丁曉紅

270902 禦劍江湖 董貞 287048 親愛的人{Live} 納蘭

274830 禦龍無雙 徐良 344023 親愛的老師[HD] 鄧文怡

319919 積功盡力 向涌,董明 321586 親愛的你 姜育恆,陳英杰

262133 築夢小丑 白雲 344506 親愛的你[HD] 卓依婷

312018 糖果炸彈 藍寶石少女 346311 親愛的你[HD] 張洪萱

311679 糖果發黴 蔣鑫怡 262608 親愛的我 回聲樂團

302447 翰墨中華 婉言 310410 親愛的黨 悠悠

274746 翰墨有緣 宋伶俐 284742 親愛晚安 張炚瑩

339104 翰墨鴻儒[HD] 袁東方 279891 親愛滴語 李勇

335577 興安四韻[HD] 策力木格 284411 親親老婆 任軍太

317984 蕎麥花開 望海高歌 314628 親親貝貝 鴻飛

257084 融化的心 許茹芸 331896 親親爸媽[HD] 蒙克

305864 融雪之前 蘇打綠 319189 親親草原 韓紫靈

315429 螞蟻力量 竹葉兒 262264 諾言隨風 陳幸子

232461 螞蟻之戀 高娜 314629 諾言謊言 王孟西

299191 螞蟻搬豆 佚名 330490 諾亞方舟[HD] 五月天

344017 螞蟻螞蟻[HD] 陳致逸 232638 諾思吉雅 高淑琴

311926 親人別哭 謝軍 298681 諾恩吉雅 佚名

309372 親吻西藏 雨禾 302201 諾恩吉雅 烏雲其木格,烏雲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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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99 諾恩吉雅[HD] 科爾沁姐妹 230016 錦繡年代 陳思思

320791 諾恩吉雅{Live} 烏蘭圖雅 271062 錦繡年華 覃春江,阿娜丹

301920 貓的未來 音樂貓 290960 錦繡江南 譚晶

303959 貓的未來 涂一 340136 錦繡前程[HD] 羅媛

321612 貓的夏天 Swap Diary 322889 錦繡荔浦 李思宇

280416 貓鼠之戀 閻琰 318086 錦繡瀟湘 張斌

257088 貓與鋼琴 許茹芸 344052 錫林郭勒夜色美[HD] 格格

349133 賴床公主[HD] Lulu 295265 錯上加錯 楓舞

312190 賴著不走 蘇晴 304978 錯上加錯 慕容曉曉

289941 輸掉自己 李翊君 300473 錯看了你 佚名

328911 輸掉所有 莊心妍 232421 錯看了你 高勝美

282280 輸給時間 夏后,小賤 295595 錯愛了誰 香蝶公主

338768 輸給時間[HD] 鄧福如 327317 錯愛的人 晨熙

299113 遲來的人 佚名 340768 錯愛情深[HD] 楊語蓮

292876 遲來的愛 紅薔薇 310520 錯愛情歌 莊心妍

234227 遲來的愛 龍飄飄 310698 錯過的人 陳飛彤

265067 遲來的愛{Live} 莫旭秋 289607 錯過的愛 于洋

344044 遲到{Live}[HD] 刁寒 311842 錯過的緣 龍奔

318062 遲到的愛 王菲,黃怡 345767 錯誤定義[HD] 王小予

334400 選你所愛[HD] 劉濤 282658 錯誤的愛 洪祿雲,楓舞

303543 選我的美 彭羚 313003 錯誤的愛 孫艷

301509 選擇分手 金澤 231637 錯誤的愛 韓寶儀

271651 選擇出色 陳坤 280604 錯誤節拍 單色凌,何藝紗

323470 選擇沉默 佩希 344533 錯錯對對[HD] 梁山山,陳信成

327316 選擇放棄 雨中紅豆 316384 隨之舞蹈 周子琰

282412 選擇放棄 張新 320025 隨心所欲 王進

268161 選擇原諒 何潔 333704 隨心所欲[HD] 羅琦

320008 選擇退出 柴強 280612 隨心搖擺{Live} 安與騎兵

311351 選擇無悔 趙丹 268485 隨手紀念 單色凌

337823 選擇犧牲[HD] 羽泉 306850 隨風而飛 星閣

298494 選擇犧牲{Live} 羽泉 298873 隨風而逝 佚名

316318 遺世獨立 張瑋 279510 隨風飄散 王鍵

322870 遺忘之前 徐佳瑩 291901 隨風飄散 新寶島康樂隊

289470 遺忘呼吸 陳羑 302022 隨風飄蕩 孫楠

302484 遺憾為止 常石磊 335236 隨時都在[HD] 品冠

311830 鋼槍玫瑰{Live} 閻維文 328096 隨時隨時 Boi!

345393 鋼鐵擔當[HD] 袁鶴 349545 隨堂測驗[HD] 孫燕姿

302408 錢不夠用 高凌風 297151 隨愛而安 張冬玲

331134 錦上添花[HD] 伊泓遠 233882 隨夢而飛 黎明,陳慧琳

342971 錦瑟流年[HD] 羅中旭 338536 隨夢飛翔[HD] 馮藝凡

308577 錦繡大地 吳雨桐 318099 隨夢騰飛 朗藝二隊

328940 錦繡未央 勾輝,歐陽俊 349167 隨緣遇見[HD] 李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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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86 隨機播放[HD] 黃鈴凱 344565 龍的力量[HD] 樊少華,江山

339857 雕刻結局[HD] 水鴻 264252 龍的信仰 軻然

308569 霓裳彩虹{Live} 吳介賢 304070 龍的故鄉 楊慶

313809 靜不下來 韓庚 283319 龍的傳人 中國好聲音

342066 靜不下來[HD] 張韶涵 279357 龍的傳人 中國最強音

263712 靜竹禪寺 霧影 281326 龍的傳人 玖月奇跡

344555 靜夜花語[HD] 龔玥 253123 龍的傳人 徐小鳳

284474 靜夜思鄉 劉其賢 342538 龍的傳人[HD] 王力宏

320039 靜待伊人 小豪 332222 龍的傳人[HD] 黃貫中

320865 靜待佳人 小豪 332568 龍的傳人[HD] 默客人聲

315619 靜美的花 陳明 274775 龍的傳人{Live} 尹光

322914 靜美雪夜 忢訫 305134 龍的傳人{Live} 鄭少秋

319365 靜音模式 高登 270633 龍的傳人{Live} 羅樺

344833 靜秘翁丁[HD] 羅成萍 306059 龍的傳人{Live} 顧海濱

318121 靜慧禪緣 紀曉斌 339602 龍的傳人{Live}[HD] 付安達,金子博

323491 靜靜的夜 天威 297226 龍泉姑娘 李康康

285490 靜靜的夜 韋浩軒 314639 龍商之歌 群星

346361 靜靜的花[HD] 彭清 328131 龍情世海 龍旭

322074 靜靜靜靜 王媛淵 267093 龍盛力量 阿龍

333960 靜靜靜靜[HD] 王媛淵 279508 龍電天下 汪繹龍

231205 靜聽傷感 難逢 349560 龍電天下{Live}[HD] 王繹龍

311527 靦腆男孩 劉程伊 328996 龍舞九天 何文雅

342067 頭號甜心[HD] 張韶涵 308665 龍舞吉祥 宋祖英

279772 頭髮甩甩 周川佰靜 322085 龍舞鳳凰 朱敏,呂笑笑

254384 頭髮濕的 汪佩蓉 301710 龍舞鳳凰 姜濤,張若玉

305754 駭客入侵 羅志祥 315144 龍鳳呈祥{Live} 龍鳳呈祥組合

284759 鴛鴦情歌 張郎 308672 龍蝦盛宴 宋熙銘

279006 鴛鴦情歌 樊少華 297225 龍戰江湖 阿悄

318138 鴨梨山大 付俊杰 330098 龍戰騎士{Live}[HD] 周杰倫

343414 黔北之戀{Live}[HD] 張遠喆 289614 龍耀東方 付玉龍

270301 黔江交響 熊立紅 291287 龍騰中國 李創

328991 默數傷悲 陳永強 300212 龜兔賽跑 佚名

300223 默默追憶 佚名 269725 嶺上公主 李玉剛

342537 默默愛你[HD] 李玟 344292 彌陀聲聲[HD] 龔玥

297223 默默離開 陰瀾兮 298874 彌度山歌 佚名

263810 龍之傳人 秀蘭瑪雅 269807 彌渡山歌 楊雲燕,劉寒冬

323501 龍心戰紀 Elsie 300976 彌渡山歌{Live} 李瓊

232635 龍生九子 高登 294451 懂你愛你 愛歌

322084 龍在天涯 王立成 282963 懂得珍惜{Live} 趙敬一

289543 龍在江湖 黑龍 348341 應不應該[HD] 駱俊宇

335410 龍在江湖[HD] 姬長樂 308706 應該愛了 李文樂

344085 龍在江湖{Live}[HD] 黑龍 392941 戲中有戲[HD] 周麗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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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193 戲比天大 大張凡 302714 瞬間移動 張韶涵

339491 戲如人生{Live}[HD] 彭三 303423 瞬間傾心{Live} 陶喆

286351 戲曲忐忑{Live} 龔琳娜 254040 瞭解太少 楊千嬅

270515 戲夢人生 白燕升 300614 禪院鐘聲 佚名

320496 戲說家鄉{Live} 郭保成 285210 禪意雲岡 蘇勒亞其其格

315194 戲說情傷 楊願明 282676 禪舞不二 潘瑋柏

310783 戲劇愛情 單九希 296925 縱使相逢 沐婷

331007 擦心而過[HD] 陳浩民 271216 縱情草原 連紅

279200 擦去的愛 蘭馨 292270 縱橫天下 孫宇

274606 擦身而去 Sally田田 346717 縱橫天涯[HD] 藍琪兒

303615 擦身而過 游鴻明 265936 縱橫江湖 彝人製造

298348 擦肩而過 宇桐非,胡雯 287210 縴夫的愛{Live} 王亮

323254 擦肩而過 媚兒菲菲,後來者 254400 縴夫的愛{Live} 汪明荃,羅家英

313811 擦肩而過 韓紅 297701 縴夫的夢 尹相杰,于文華

346604 擦肩而過[HD] 李旨伊 283746 總有一天 韋唯

329458 擱淺的人 康士坦的變化球constant,Change 302129 總有一天 徐譽滕

327324 曖昧的夜 賀敬軒,雨宗林 271714 總有一天 陳治

287365 曖昧氣息 花小賤,若小穎 349089 總有一天[HD] 吳汶芳

302406 濛濛煙雨 高凌風 329644 總有個人 宮閣

319877 濟公顯靈 金久哲 266385 總攻自傳 漠然

303482 濤哥你好 雪村 327997 繁花煙雲 王箏

349465 濤聲如歌[HD] 李玉嘯陽 323395 繁星點點 谷亞潼

318643 濤聲依舊 閻飛翔 282375 繁星點點 莊心妍

331783 濤聲依舊[HD] 李行亮 294600 繁華過後 貫詩欽

286905 濤聲依舊{Live} 高明駿 282091 翼京別了 佳小宇

287515 濤聲依舊{Live} 黃征 332592 聰明笨伯[HD] 蔡卓妍

342859 濤聲依舊{Live}[HD] 費玉清,天籟之戰 305024 聲東擊西 潘瑋柏

284487 濱海戀歌{Live} 劉孟哲 316357 聲律啟蒙 趙照

278644 燦爛如星 趙詠華 349993 聲律啟蒙{Live}[HD] 趙照,經典咏流傳

234197 燦爛年華 龍雨 335395 聲律啟蒙-東[HD] 哈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童聲合唱團

301899 燦爛星空{Live} 韋唯 324070 聲聲呼喚 馬常寶

298104 燦爛家園 王瑩 284834 臨水照花 晃兒,墨明棋妙

295179 燭光泛舟 晨熙 342920 臨安初雨[HD] 周深

338457 燭光泛舟[HD] 張津涤 311591 臨時女友 樓宏章

233101 燭光晚餐 黃國俊 313442 臨時演員 黃渤

320646 爵尼百年 肖雨蒙 333378 臨時演員[HD] 唐從聖

347041 環城巴士[HD] 喬任梁 322010 臨潼絕戀 張軍

304483 環島旅行 熊寶貝樂團 298425 舉手不回 朱茵

297678 環遊世界 元衛覺醒 285348 舉個栗子 鄭志立

324003 療傷的糖 帶淚的魚 234203 薔薇之戀 龍飄飄

318177 療傷客棧 小樹 298406 薔薇之戀{Live} 朱咪咪

317867 瞬間美麗 吳曼喬 303026 薪火相傳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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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645 薪火相傳 葉世榮 333412 還記得嗎[HD] 曹軒賓

298961 蟋蟀合唱 佚名 335742 還記得嗎[HD] 劉剛

292596 謊言背後 李明智 312629 還愛著你 李果

308304 謊言愛情 石磊 330968 還愛著你[HD] 郭采潔

284105 謊言蔓延 阿悄 338526 還愛還愛[HD] 張信哲

328048 謎底帝國 臥軌的火車 299253 還會再見 佚名

312998 謝天謝地 孫藝建 309397 還會想你 保定張洋

347956 謝謝收看[HD] 劉明湘 328074 還裝偉大 邱鋒澤

328050 謝謝有你 李根劍 331313 還過得去[HD] 楊冪

284122 謝謝有你 李煒 280575 還願拉薩 顏羽

336839 謝謝有你[HD] 蔣大紅 342524 鍾大小姐[HD] 鍾彩媚

336261 謝謝老師[HD] 左左右右,黃子佼 309723 鍾馗嫁妹 孫更俊

265026 謝謝你們 Atao 325913 闌珊夜思 凌子

311576 賺夠了沒 慕容曉曉 286019 隱形情人 容祖兒

265450 邀月同醉 久久 333570 隱身守候[HD] 孫子涵

291792 邁向前方 阿爍 330669 隱隱月光[HD] 張超

294947 邁向輝煌 雙鹿歌舞團 257934 隱隱寂寞 辛曉琪

327327 邂逅織金 謝震東 343591 霜降·雁歸[HD] 妖揚,卡修rui

315355 還不至於 莊心妍 322907 霜雪千年 蕭憶情

343378 還不夠遠[HD] 盧凱彤 305631 韓氏情歌 韓超

304885 還以顏色 劉若英 289512 韓流來襲 佑藍

325397 還在這裡 王錚亮,劉亦菲 322206 韓情蜜意 余飛,小樹

297106 還在愛你 鐘亞華 322928 駿馬飛騰 軌道

319170 還好有你 品冠 349191 鮮衣怒馬[HD] 金錿

262536 還好還好 高凌風 318187 鴻雁飛飛 雲飛

307348 還有半生 肖雨蒙 263627 黏黏黏黏 王心凌

314648 還有如果 陳子煜 300621 黛玉葬花 佚名

285080 還有朋友 王濤,馬鵬飛 297763 點一首歌 毛甯,張信哲

346762 還我自由[HD] 王玉璽 279167 點到為止 江映蓉

302791 還是朋友 梁文音 335473 點亮未來{Live}[HD] 張靚穎,金秀賢,張杰,噶麗婭

331808 還是想你[HD] 梁一貞 316121 點亮希望{Live} 鎬天

282135 還是想妳 冷子夕 346373 點亮夢想[HD] 時代少女

344527 還是想念[HD] 家家 320055 點贊楓橋 望海高歌

293882 還是愛你 阿悄 232554 叢林男孩 高明駿

316438 還是醉了 馬藝航 325759 叢林法則 楊寶心

280577 還要多久 未來腳踏車 306095 嚮往天堂 艷陽天

347493 還要多久[HD] 和匯慧 288429 嚮往幸福 孫顥榮

336855 還要多久[HD] 陳奕夫 317325 嚮往故鄉 斯琴巴圖

346763 還能擁抱[HD] 潘嘉麗 307890 嚮往家鄉 小貴子

292132 還記得他 單小源,孫羽幽 312073 嚮往草原 羅英初

282146 還記得嗎 劉剛,旭日陽剛 325536 嚮往貴州 韓曉輝

342517 還記得嗎[HD] 張韶涵 323072 嚮往陽光 護身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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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163 嚮往瀟湘 張艷君 334273 簡單的事[HD] 李代沫,畢夏

286995 嚮往隴南 孫媛 283384 簡單的事{Live} 李代沫

283667 彝家酒歌 吉杰,曲比阿烏,太陽部落 290108 簡單的歌 祁哲西

301670 彝家歡歌 姚林輝 344474 簡單是福[HD] 譚詠麟,劉德華

280138 彝鄉新貌 王可,張文靜 302519 簡單旅行 張丹鋒

290507 擼著擼著 任宇翔 311221 簡單浪漫 路綺歐

321921 斷了 算了 謝珊 233008 簡單情歌{Live} 黃品源

339070 斷了亂了[HD] 莊心妍 307936 簡單愛你 天悅

307889 斷了算了 小琴兒 280757 簡單愛情 冷漠

341986 斷了聯繫{Live}[HD] 海生 233609 簡單愛情 黃閱

308369 斷羽傲飛 安與騎兵 300664 簡簡單單 吳宗憲

311350 斷垣碑拓 趙小南 339319 簡簡單單[HD] 曹芙嘉

311634 斷橋吟月 潘寶新 283576 織女心絲 劉子菲

331687 斷橋離情[HD] 姚貝娜 341360 繡球飛飛{LIVE}[HD] 趙羽

330882 斷翼天使[HD] 葉熙祺 301720 翹課書童{Live} 後弦

319820 斷臂天使 朱業晉 309003 翻頁作廢 周湯豪

283497 檳榔西施 Timmy 233888 舊情如火 黎沸揮

324736 檸檬之戀 王一多 332536 舊情難了[HD] 樓宏章

300034 歸人沙城 佚名 337109 舊情難舍[HD] 大哲

304192 歸心似箭 群星 301828 舊傷新情 范怡文

300149 歸去來兮 佚名 317957 舊愛新疼 冷漠

266143 歸去來兮{Live} 李玉剛 300035 舊愛難了 佚名

267154 歸去的巢 陳清,胡紅利 343337 舊夢如昔[HD] 亨利

342833 歸於平淡[HD] 李儁浩 230780 舊夢難圓 陳紅

233628 歸鄉的路 黃露儀 298875 舊緣難了 佚名

327853 歸園田居{Live} 董俊,夢想的聲音 339564 薩瓦迪卡[HD] 南征北戰

285535 瞹瞹的家 魏新雨 231432 藍天白雲 佚名

321504 禮拜之歌 艾尼瓦爾江 279057 藍天衛士 關彤

345284 禮儀東方[HD] 夢葦 279583 藍天驕子 曉依

308863 禮樂人生{Live} 杜龍 278410 藍水之夢 李珊

263683 簡單女人 王雅潔 326547 藍水英雄 梅育秸

267208 簡單主義 青稞蕎麥 315631 藍色天空 蒼井空

305244 簡單生活 盧飛 341817 藍色天空[HD] 鄭俊峰

341801 簡單任務[HD] 沈丹丹 285422 藍色心情 陳一凡

264264 簡單回答 鄔禎琳 312475 藍色月光 朴一澤

271103 簡單快樂 謝珊 290011 藍色水母 歌者森

305569 簡單快樂 謝娜 294748 藍色回憶 黃琦雯

327332 簡單改變 蕭凡 348587 藍色房間[HD] 許含光

304655 簡單男人 趙星理 311682 藍色玫瑰 鄧小龍

263974 簡單朋友 虞笙 285602 藍色的血 七字輩

311956 簡單的人 韓庚 280529 藍色的愛 楊斯壬

333910 簡單的事[HD] 李代沫 278941 藍色的歌 陳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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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29 藍色風暴[HD] 周杰倫 310694 雙人體操 陳珊妮

263769 藍色海風 徐千雅 267824 雙月之夜 Exo-M

265441 藍色翅膀 丁噹 267341 雙卡雙待 黑龍

324454 藍色骨頭 崔健 311293 雙城印象 滿文軍

299609 藍色探戈 佚名 307147 雙城單心 曲婉婷

314655 藍色深情 佟鐵鑫 309526 雙面老爹 洪顏

329678 藍色深情{Live} 吳李紅 282003 雙面妲己 By2

306862 藍色理想 胡耀華 347131 雙倍心跳[HD] 何潔

231850 藍色雪花 韓雪 266777 雙核孤城 蘇晴

327334 藍色夢想 欣哲 291370 雙宿雙飛 王盛楠

293783 藍色榮耀 群星 305917 雙魚公主 鐘佳宜

298292 藍色憂鬱 任賢齊 348662 雙腳離地[HD] 蕭全

299603 藍色魅力 佚名 320026 雙劍合璧 玄鳥傳說

311997 藍色駿馬{Live} 薩頂頂 349171 雙雙對對[HD] 阿沁,方志友

328031 藍瘦 香菇 咪依魯江 343392 雞年大吉[HD] 龍奔

278576 藍橋幽夢 胡梅 343588 雞鳴東方[HD] 龔琳娜

316644 藍藍的夢 張咪,南征北戰 340474 離人節[HD] 蔡依林

230742 藍顏知己 陳瑞 254627 離不開他 溫嵐

308680 藏北草原 完瑪三智 279747 離不開你 中國好聲音

268277 藏家吉祥 冰雪姐妹 289500 離不開你 封語

348588 藏家姑娘[HD] 仁青卓瑪 322065 離不開你 葉俊岑

270511 藏族男人{Live} 登越頓珠 313667 離不開你 劉歡

308317 藏族姑娘 吉娜 271853 離不開你 韓雪

324092 藏族姑娘 鐵熱沁夫 294550 離不開你 騰格爾

274983 藏獒傳奇 火紅 334670 離不開你[HD] 吳勇濱

302451 藏龍臥虎 屠洪剛 281094 離不開你{Live} 朱克

262060 蟲族風暴 A One 285179 離不開你{Live} 肖灑,胡海泉

313378 覆水難收 彭麗麗 231145 離不開你{Live} 陸毅

294738 蹦的一聲 馬克白樂團 335428 離不開你{Live}[HD] 封語

328065 轉山路上 齊旦布 333577 離不開你{Live}[HD] 孫楠

319994 轉世桃花 司徒蘭芳 342526 離不開你{Live}[HD] 師鵬,蒙面唱將

281210 轉角悲歌 梁一貞 332016 離不開你{Live}[HD] 黃綺珊

284931 轉身以前{Live} 李果 338782 離不開你{Live}[HD] 楊光

292978 轉身離開 許佳慧 301976 離別的痛 剛輝

311772 轉動幸福 糖糖樂團,林宗興,朱俐靜 340771 離別的歌[HD] 蔣雪兒

301489 轉動幸福{Live} 金美兒 231620 離別前夕 韓寶儀

321624 轉眼不見{Live} 張陽陽 315546 離別草原 雲飛

256518 轉眼之間 蕭亞軒 282763 離別情歌 石雪峰

315354 轉眼秋近 東來東往 286907 離別機場 寂悸

287474 轉換格式 高瑜 280458 離家以後 胡夏

330457 鎖住時間[HD] S.H.E 297489 離家出走 丁噹

310353 鎖住浪漫 張睿 346350 離家在外[HD] 張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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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156 離家的人 浩東 294548 懷念戰友{Live} 騰格爾

234117 離家的路 齊秦 335211 懷念戰友{Live}[HD] 黃綺珊,玉散克里木

321676 離校時光 宋健 345611 懷念戰友{Live}[HD] 蔣沐函,歌聲的翅膀

281151 離婚女人 李猛 299683 懷裡心裡 佚名

317070 離得開你 魏語諾 345610 懷夢塞上[HD] 蒙克,魏君華

232379 離情依依 高勝美 341965 懷舊電影[HD] 冷漠

292744 離開&再見 牛奶咖啡 300246 曠野寄情 佚名

265435 離開以後 丁浩然 339522 瀘沽情思[HD] 姚貝娜

301448 離開以後 泳兒 265562 瀟湘神韻{Live} 劉一禎

342527 離開以後[HD] 梁一貞 282296 瀟傷一世 女駙馬

342240 離開北京{Live}[HD]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321965 瀟瀟灑灑 大平

301290 離開古城{Live} 林一峰 230795 瀟灑女兵 陳紅

339073 離開自己[HD] 徐浩 330911 瀟灑小姐[HD] 蕭亞軒

330558 離開昨天[HD] 周傳雄 232365 瀟灑的走 高勝美

305622 離愁別緒 韓超 232797 瀟灑的走 鳳飛飛

233114 離愛不遠{Live} 黃大煒 234219 瀟灑的走 龍飄飄

333032 離愛不遠{Live}[HD] 朱克 304620 瀟灑的走(中四) 舞曲

334081 離愛不遠{Live}[HD] 張宇 299073 瀟灑離開 佚名

303379 離線留言 陳嘉唯 299952 爆竹聲聲 佚名

349173 離線留言[HD] Nokey Band 324000 癡心不改 薛啟超

312740 額爾古納 周揚 309258 癡心不改{Live} 金池

295455 額爾古納 語錄 316316 癡心太累 王梓旭

344068 顏值時代[HD] 鄭茜勻 301222 癡心妄想 孟楊

314664 騎士少年 H2K 294407 癡心守侯 楓舞,囚鳥

334848 騎士精神[HD] 蔡依林 266922 癡心的我 邰正宵

320882 鯊魚鯊魚 王蓉 308439 癡心眼淚 百曦

348837 壞的好人[HD] 張惠妹 284352 癡男傻女 一東

348838 壞蛋特調[HD] J.Sheon 324001 癡笑今朝 薛啟超

290089 廬山戀歌 王瑩 267016 癡情男孩 金城

332614 懶人漫遊[HD] 戴佩妮 231607 癡情的愛 韓寶儀

349372 懶得去管[HD] 孫燕姿 309616 癡情苦戀 范孝洪

304533 懶得再說 臧天朔,孫小梅 230757 癡情苦戀 陳瓊

289072 懷念父親 秋水 311402 癡情苦戀 輕舞飛揚

279649 懷念白狐 葉曉紅 311733 癡情苦戀 曉月

289667 懷念青春 劉剛 290161 癡情旋律 苗鑫

314665 懷念秋天 馬常寶 327935 癡情絕戀 曹嘉豪

282361 懷念哥哥 小老頭 334815 癡情難忘[HD] 荒山亮,阿輪

342755 懷念祖母[HD] 張軍 304996 癡癡地等 潘秀瓊

298715 懷念媽媽 佚名 231461 癡癡地等{Live} 靜婷

312279 懷念戰友 子祺 301356 癡癡的等 林淑娟

269714 懷念戰友 李潮 302925 癡癡的等 莊學忠

314666 懷念戰友 廖昌永 305072 癡癡的等 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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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81 癡癡的等(慢四) 舞曲 320029 難·不難 沈騰,王祖藍,鄒市明

322174 癡癡的等{Live} 田維英 284635 難以入睡 孫紫晴

305825 癡癡等待 龐龍 306871 難忘今宵{Live} 李谷一,全國觀眾代表

310737 羅山初戀 陳漢 334143 難忘今宵{Live}[HD] 群星

266847 羅浮情深 謝曉燕 349548 難忘今宵{Live}[HD] 霍勇,劉雨欣,湯非,李谷一

266638 羅馬假期 胡彥斌 268655 難忘兄弟 周祥,劉海辰

311545 羅馬陽光 劉璇 297158 難忘母恩 王瑩

298876 羅莽湖邊 佚名 290165 難忘昨天 莫海翰

319957 藕斷絲連 陳瑞 287507 難忘昨天 莫海瀚

339565 藕斷絲連{Live}[HD] 陳瑞 316210 難忘時光 周澎

309926 蟹島乾杯{Live} 索朗扎西 280730 難舍的愛 佟宇

321642 邊卡情深 劉玉東 308607 難逃寂寞 吳斌

347978 邊走邊忘[HD] 文遠 349566 難得一見[HD] 孫燕姿

233426 邊走邊唱 黃磊 337504 難得孤寂[HD] A-Lin

330811 邊走邊唱[HD] 王兆祥 349174 難得幸福[HD] 朱俐靜

230161 邊做邊愛 陳旭 257936 難得糊塗 辛曉琪

284201 邊愛邊學 金池 346353 難得糊塗[HD] 舒曉龍

345760 邊境記號[HD] 徐良 344545 難得糊塗[HD] 龔玥

347977 邊緣朋友[HD] 嚴爵 299277 難訴相思 佚名

308666 邊疆頌歌 宋祖英 280616 難訴離愁 于全莉

271766 邊關有我 降央卓瑪 311750 難說分手 曉曉

306870 邊關軍魂 王琳玲 316944 難斷情殤 望海高歌

270496 邊關軍魂 甘萍 318106 難斷情緣 冷酷

331115 鏗鏘玫瑰[HD] 丁丁 324441 難題無解 小5

326615 鏡月凝思 巨敏 348668 霧中列車[HD] 李健,王俊凱

286831 鏡花水月 苗苗 290497 霧中雲海 于全莉

343582 關你鬼事[HD] 小旭auv 335543 霧都孤兒[HD] 汪蘇瀧

262402 關於小熊 蛋堡 330627 霧裡看花[HD] 容祖兒

312147 關於四季 蘇有朋 297171 霧裡看花{Live} 容祖兒

297142 關於生命 王旭 339134 霧裡看花{Live}[HD] 那英,中國好聲音

303645 關於我們 痞克四 233390 願打服輸 黃湘怡

315823 關於我們{Live} 周筆暢 299398 願君珍重 佚名

310656 關於男人 陳昇 279246 願賭服輸 李翊君

274951 關於幸福 湯加麗 297184 顛倒世界 夏天

336267 關於青春[HD] 張陽陽 256532 類似愛情 蕭亞軒

231037 關於陶喆 陶喆 324548 騙情騙愛 慕容曉曉

344538 關於愛情[HD] 王程程 303769 鵲橋七夕 馮雲飛

348653 關於夢想[HD] Mc小少焱 311734 鵲橋之戀 曉月

300036 關於離別 佚名 311716 鵲橋彩虹 鄭璐

340472 關掉腦袋[HD] Ice Lady 316422 麗江之歌 大慶小芳

298378 關懷方式 成龍,陳淑樺 316844 麗江之戀 姚貝娜

286537 關關雎鳩 任妙音 341020 麗江姑娘[HD] 彝海神韻

Page 44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7302 麗都益陽[HD] 鄧超予 343347 蘇州城外[HD] 陳焱

304542 麗達之歌(慢四) 舞曲 334621 蘇州情書[HD] 韓雪

299272 寶玉哭靈 佚名 348591 蘇武小鎮[HD] 雲菲菲

321174 寶貝不哭 阿軍 298861 蘇武牧羊 佚名

327618 寶貝之歌 劉嘉亮 303767 蘇武牧羊 馮志孝

296234 寶貝回家 鐘彩媚 299547 蘇珊娜(恰恰) 佚名

334335 寶貝老婆[HD] 軻然 342502 蘇區兄弟[HD] 張揚

308363 寶貝別走 安神 292964 蘋果愛情 薛啟超,王彩艷

343768 寶貝別走{Live}[HD] 黃大煒,沙寶亮 284751 蘑菇蘑菇 張萱

283831 寶貝晚安 侯皓中 335129 蘑菇蘑菇[HD] 蘑菇兄弟

323740 寶貝媽媽 張靚穎 338012 覺累不愛[HD] 柯有倫

310415 寶貝愛人 戚劍強 339843 觸控愛情[HD] 林佳音

327619 寶貝寶貝 陳一玲 316608 觸發無限 余楓

303442 寶貝寶貝 陸虎 319349 觸發無限{Live} 余楓,中國好聲音

347731 寶貝寶貝[HD] Teamspark 310789 觸碰純白 單色凌

317441 寶貝寶貝{Live} 洪曉源 293474 譬如朝露 奇然

264225 寶萊情緣 自由發揮 316477 贏在當前 王琨

329399 懸之又懸 薩頂頂 311625 釋放自己{Live} 潘瑋柏

282304 懸浮記憶 孔令奇 298746 鐘聲催歸 佚名

347333 懸崖縱馬[HD] 許軍 341002 鐘點情人[HD] 187INC

231048 爐火純青 陶喆 344559 飄向北方[HD] 黃明志,王力宏

282647 獻給母親{Live} 沈梓萌 339136 飄泊的人[HD] 袁東方

301567 獻給明天 阿魯阿卓 320869 飄雨的夜 李紫涵

265205 獻歌祖國 王相周 341016 飄雨的秋[HD] 安東陽

264115 繼續奔跑 張心傑 341315 飄零的秋[HD] 蘇瑋

334694 繼續的唱[HD] 對號入座 281593 飄零的愛 馬響

335407 繼續飛翔[HD] 姬長樂 314670 飄零的愛 葛笑

332764 繼續愛你[HD] 喬任梁 232387 飄蕩的我 高勝美

312128 繽紛年代 龐博 294433 饒陽神曲 江楓

263361 罌粟花開 孫翊軒 264184 馨之禪音 張馨戈

301044 耀! 出彩 男才女貌 271877 馨曦獨舞 馨曦獨舞

278203 蘆山杜鵑 央金 280503 騰飛中國 向榮

266261 蘆笙戀歌{Live} 楊鈺瑩 301779 攜手同心 胡東清

301159 蘇三起解 周治平 324904 攝影藝術 許嵩

306875 蘇三起解 徐良,付夢妮 341586 攝影藝術[HD] 許嵩

253098 蘇三起解{Live} 徐小鳳 329515 櫻花靜了 楊秀焜

300342 蘇州夜曲 佚名 306034 櫻桃可樂{Live} 櫻桃幫

231451 蘇州河邊 青山,美黛 271778 爛人情歌 陶轔竹

284021 蘇州河邊 楊燕,謝雷 345240 爛醉如泥[HD] 黃望二

286700 蘇州河邊{Live} 林志炫 310706 蘭州姑娘 陳啟泰

279403 蘇州河邊{Live}[ 青山,孔蘭薰 322809 蘭州蘭州 低苦艾樂隊

330280 蘇州河邊{Live}[HD] 蔡琴 317991 蘭亭舊夢 望海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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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48 蘭陵美酒[HD] 姚燕 309212 歡喜冤家 武笑羽

300678 蠟炬成灰 吳楊雨 328699 歡歌中華{Live} 彭高平

253248 蠟燭愛情 徐若瑄 326385 歡歌起舞 才讓洛桑

278315 鐵皮青蛙 徐譽滕 290621 歡聚一堂 孫剛

344534 鐵血丹心{Live}[HD] 王紫菲,湯子星 328700 歡聚一堂{Live} 鄒昌龍

322890 鐵血忠誠{Live}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 310510 歡聚青春 章麗

268284 鐵血柔情 冷漠,趙小兵 296671 歡聚時刻 1931女子天團

306877 鐵血柔情 秋褲大叔,冷漠 338144 歡聚時刻[HD] 檀歡

347498 鐵漢柔情[HD] 劉爽 299350 歡樂女神 佚名

256003 鐵罐咖啡 萬芳 290267 歡樂中國 趙靜

286766 霸王別姬 春天 304630 歡樂今宵 蓓蕾

302468 霸王別姬 屠洪剛 312935 歡樂今宵{Live} 胡美儀,呂珊,蘇姍

286093 霸王別姬 陶喆,王複蓉 288048 歡樂天地 余零

268221 霸王別姬 儲蘭蘭 304258 歡樂年年 群星

302473 霸王別姬{Live} 屠洪剛 299236 歡樂年華 佚名

333317 霸王別姬{Live}[HD] 陶喆,王復蓉 330496 歡樂開懷[HD] 任玲

305417 霹靂紅唇 薛家燕,Chips 281521 歡樂節日 金磊鑫

290294 霹靂特警 鄭俊海 299536 歡樂舞曲 佚名

281235 驀然回首 毛方圓 266659 歡聲笑語 舒婷

312682 驀然回首 李蔓怡 296670 歡歡喜喜{Live} 郭芳芳

326657 驀然回首 陳佳 304931 灑脫的愛 劉德華

254628 魔力high Q 溫嵐 300940 聽 我愛你{Live} 李聖傑

283617 魔力無限 王澤龍 271024 聽一首歌 蛋堡

312641 魔幻季節 李恭 317938 聽不明白 白舉綱

299382 魔幻藍天{Live} 佚名 290025 聽天由命 湯笛

281016 魔法兔菟 徐玉婷 330125 聽天由命{Live}[HD] 張學友

318207 魔法咒語 王雪懿 332880 聽他們說[HD] 李明翰

306917 魔法城堡 Tf Boys 339324 聽老子說[HD] 皓天

337679 魔法城堡[HD] Tf Boys 310349 聽你流浪 張夢弘

336354 魔法愛情[HD] 關詩敏 309569 聽你說過 胡東清(音樂大壯)

265937 魔鬼身材 Diva彩月團 328843 聽你聽我{Live} 李聖傑,夢想的聲音

233723 魔鬼身材 黃齡 333897 聽你聽我{Live}[HD] 張杰

327353 魔術先生{Live} 高瑞,天籟之戰 325882 聽我細訴 青山

330096 魔術先生{Live}[HD] 周杰倫 252975 聽見月光 張韶涵

342070 魔鞋女孩[HD] 林瑪黛 328014 聽見雨哭 張書瑤

303133 魔獸世界 許嵩,烏拉呆 322008 聽見夏至 S.I.N.G女團

341462 魔獸影票[HD] 兔妃,朵拉,貓芙琳 282221 聽見涼山{Live} 吉克杰拉,趙藝涵

280708 鶴髮童顏 雲鴿李霞 319057 聽到流星 楊梓文祺

268875 彎彎的歌 宋祖英 297474 聽風的歌 丁小芹

319858 權健情懷 成泉 255997 聽風的歌 萬芳

324707 權禦天下 洛天依 331393 聽風的歌[HD] 胡靈

329518 歡迎光臨 圈圈 290483 聽風無涯 Winky詩

Page 44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47450 聽風說你[HD] 蘇新華 311039 戀愛聲明 愛朵女孩

271214 聽寂寞說 辛曉琪 314915 戀愛轉機 劉容嘉

319944 聽歌的人 冷漠 334637 戀愛關鍵[HD] Sun Lady

349097 聽說 你說[HD] 凌川夏 284244 戀戀不休 張赫宣

342918 聽說聽說[HD] 藍又時 314683 戀戀不忘 袁玉峰

349507 聽聽我說[HD] 曾一鳴 294429 戀戀不忘 歐陽曹亮

320799 讀你如詩 于全莉 342756 戀戀不忘[HD] 蘆偉

319972 讀你如詩 韓曉輝 254151 戀戀今生 楊林

302299 讀過的詩 袁泉 270422 戀戀芳蹤 王紫伊

292820 驕陽似我 田亮,萬沛鑫,王柯達,亓航 299968 戀戀情深 佚名

346370 驕陽似我[HD] 李夏 232578 戀戀情深 高林生

287853 驕傲女孩{Live} Snh48 303716 戀戀情深 鄉村二人組

343822 戀人未滿[HD] S.H.E 232988 戀戀情深 黃名偉

335716 戀人未滿{Live}[HD] S.H.E 321278 戀戀情歌 孟楊,曾春年

339057 戀人未滿{Live}[HD] 關詩敏,中國好聲音 301999 戀戀癡情 孫安心

287037 戀人無雙 楊培安 263613 曬掉回憶 王堯

262606 戀人絮語 回聲樂團 325445 蘿卜不怕 蘿卜

290127 戀上麗江 羅曉然 341320 蘿卜不怕[HD] 蘿蔔

233836 戀之往事 黎明 345333 蘿莉精靈[HD] 廖夢心

339058 戀妹情歌[HD] 于晉 230584 變了真心 陳潔儀,潘協慶

311512 戀風戀歌 劉惜君 302271 變了模樣 翁虹

269583 戀愛天氣 朱浩 310790 變成回憶 單色凌,本兮

284212 戀愛世紀 李霄雲 292449 變身潮男 張皓然

311554 戀愛未遂 劉臘 336046 變得更好[HD] 葉楓

333191 戀愛危險[HD] Hope組合 264133 變速愛情 張新

325811 戀愛同步 韓放,黃瑋亦 340985 變臉之王[HD] 衛東

301477 戀愛至上 邵斯文 340986 變臉之王{Live}[HD] 衛東

342392 戀愛味道{Live}[HD] Snh48 326658 驚天動地 金玟岐

309517 戀愛咒語 洪辰,魏晨 302716 驚天動地 張韶涵

280161 戀愛季節 江志豐 302780 驚天動地 曹格

303019 戀愛季節 莊學忠 335817 驚鴻一面[HD] 許嵩,黃齡

280162 戀愛花語 絲小諾 319454 驛動的心 葉倩文

343196 戀愛信號[HD] 范玉陽 345419 驛動的心{Live}[HD] 陳建斌,跨界歌王

293011 戀愛恰恰 趙華 305589 體無完膚 謝霆鋒

312825 戀愛秘笈 花世紀樂團 330829 體無完膚[HD] 秀蘭瑪雅

269361 戀愛報告 成雲剛,王星星 325615 灞柳送別 尚桐

305885 戀愛窗口 蘇有朋 349985 罐頭工廠[HD] 林正

254784 戀愛節奏{Live} 王心凌 262642 讓子彈飛 胡明

280163 戀愛運優 花世紀樂團 336316 讓子彈飛[HD] 謊言留聲機

342244 戀愛達人[HD] 羅志祥,徐熙娣 314918 讓心自由 王柯心

254753 戀愛達人{Live} 王心凌,羅志祥 347099 讓它說去[HD] 雨霖楓

302336 戀愛預兆 閃亮三姐妹 283414 讓她降落 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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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440 讓自己high 庾澄慶,謝娜 262465 讓愛重生 飛兒樂團

301084 讓你去飛 那英 346749 讓愛重生[HD] F.I.R.飛兒樂團

234179 讓你去飛 龍曉飛 331028 讓愛重生[HD] 飛兒樂團

310170 讓你依靠 張杰 322035 讓愛重來 謝珊

297051 讓你幸福{Live} 羽田 324127 讓愛飛翔 天駿

307052 讓你幸福{Live} 常石磊,羽田,中國好歌曲 328896 讓愛飛翔 方寧

342951 讓你幸福{Live}[HD] 劉琪,天籟之戰 289439 讓愛飛翔 柳絮

284156 讓你明白 李魏西 233744 讓愛起飛 黃思婷

311347 讓我心碎 趙小兵 297767 讓愛做主 毛寧

307802 讓我們飛 刀刀刀 232563 讓愛做主 高明駿,韓紅

298937 讓我們醉 佚名 231815 讓愛做主 韓紅

268503 讓我跌倒 可晴 324125 讓愛停留 天愛

305656 讓我進來 彝人製造 309391 讓愛從來 侯奇才

338518 讓我想想[HD] 詹宇琦 309019 讓愛從頭 周曉鷗

330520 讓我愛她[HD] 倪安東 318022 讓愛深藏 袁玉峰

266633 讓我愛你 胡夏 290904 讓愛給我 群星

314684 讓我愛你 黃英 267144 讓愛綻放 陳慧嫻

304427 讓我愛你 零峰 232763 讓愛領舞 鳳凰傳奇

269060 讓我愛你 廖浩明 293266 讓愛隨風 黃綺珊

306886 讓風帶走 阿佳組合 304762 讓愛繼續 趙薇

308810 讓祝福飛 李雪 297052 讓夢冬眠{Live} 阿雲嘎,王藝潔

311553 讓蛋蛋飛 劉瀚升 232696 讓夢冬眠{Live} 魏斌,何潔

282394 讓愛升起 張寒,張媛媛 335417 讓夢冬眠{Live}[HD] 孫楠,余超穎

333559 讓愛冬眠[HD] 多亮 278506 讓夢飛翔 湘雨寒

287299 讓愛冬眠{Live} 李煒,江映蓉 324124 讓夢啟航 龍威

324126 讓愛出發 楊一郎 340745 讓夢綻放[HD] 王瀧銳

265584 讓愛去飛 劉嘉亮 322072 靈主不悔 汪蘇瀧

289634 讓愛再來 佟佳霖霖 298757 靈犀相通 佚名

312621 讓愛回來 李志敏 328103 靈魂出走 李日詹

234143 讓愛回來 齊豫 329768 靈魂伴侶{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11755 讓愛回家 澤旺多吉 344830 靈魂記憶[HD] 呂小毅

333788 讓愛回家{Live}[HD] 韓光 336870 靈魂夥伴[HD] 邱意淋

280546 讓愛回頭 蕭寶鐘 343401 靈魂歌手[HD] 梁博

271620 讓愛自由 阿超 338543 靈魂盡頭[HD] 張惠妹

230206 讓愛自由 陳明 320861 靈魂舞步 徐鑫,劉竹清

231197 讓愛自由 隆隆 308089 鷹之傳說 王梓旭

232565 讓愛作主 高明駿,韓紅 309040 鷺島吉祥 和妤婕

303216 讓愛走動 陳戈 343601 鹽山之戀[HD] 方順吉,魏嘉榆

300133 讓愛走開 佚名 263946 蠻荒情場 楊宗緯

233215 讓愛走開 黃小琥 278407 驢友之歌 李猛

323447 讓愛延續 曹雷,曉依 287852 鑽石呐喊{Live} Snh48

269961 讓愛放手 格登紮西 348944 戇甲有賰[HD] 秀蘭瑪雅

Page 448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3037 鸞鳳爭鳴 莊學忠,陳薇芝 318176 Hi男朋友 小七

263015 100分的幸福 林育群 287545 hold不住的愛 蒙面哥

334758 100分的朋友[HD] 林育群 278818 Hold不住的愛 龍梅子

293355 100米便利店{Live} Snh48 290457 Hold不住的愛 龍梅子,老貓

297360 123快樂滿天{Live} Lotte Girls 344099 I Am X A Loser[HD] 蘇盈之

305411 18愛不愛 翼勢力,企鵝 336027 I Believe I Can Fly{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284466 2013聖誕快樂 冷靜,M.C.A 336208 I Believe 愛不離[HD] 金貴晟

330408 2020愛你愛你[HD] By2 284151 I Believe不放手 李魏西

288434 20歲的眼淚{Live} 張宇 338893 I Don't Wanna Lose U[HD] 朱元冰

282993 23個情人節 邰正宵,亦帆 231118 I Gotta Let You Know 陶莉萍

330794 24個比利[HD] 潘瑋柏 282546 I Just Wanna Marry You 李玟

264221 3D舞力全失 自由發揮 338055 I Love Rock'n Roll{Live}[HD] 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301401 528天前 林劍衡 282706 I Love You Love Me 王捷

325515 7號登機口 陳潔儀 297367 I Love You No Haha Matzka樂團

322935 80後酒吧 齊晨 306078 I Need You Come Back 歡子

322210 80還有後 張磊 302108 I Wanna Be With You 徐婕兒

320887 Baby愛 愛戴 231888 If You Want My Love 順子

340241 Bang Bang Bang{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343004 I'm Here Waiting For You[HD] 李煒

337956 Be Cool!Be Good![HD] 林采緹 304658 I'm Not A Bad Girl 趙美彤

297563 Bling Bling過新年 大小姐,卜學亮 346392 I'm Not The Coming One{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230063 Boy I Think Of You 陳慧琳 297292 I'm Still Loving You Baby V.O.X

301857 B小調雨後{Live} 郁可唯 310695 Ktv傳奇 陳珊妮(19樂團)

304312 B小調雨後{Live} 葉蓓 282992 Life Is Still A Struggle 邪惡少年eb

299701 California 1992 佚名 334564 Love Is On The Way[HD] 紀文惠

330632 Can I Be Your Baby[HD] 山東 306116 Love愛 禤歌王

330183 Can You Feel My Word{Live}[HD] 王力宏 343008 Maxy 火力全開[HD] Acemax-Red

342250 Can You Feel My World[HD] 王力宏 331573 Michelle的第一天[HD] 萬芳

340242 Cat Girl[HD] 金大喜 294691 Money我需要你 青春老少年

281634 Cause My Music Comes Along 黃浩琳 233394 My Friend Please Come Back 黃烈傳

314931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張靚穎 266970 Mysecret 我的秘密{Live} 鄧紫棋

279800 Dear You And The Boy 陳珊妮,張懸 305130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鄭中基

284849 Dj風情萬種 曾雨軒 287225 Never Gonna Give You Up{Live} 東南

342545 Don't Say Goodbye To Me[HD] 王小娟 340247 Ok Ok[HD] 才娜旺姆

346388 Get It On The Floor{Live}[HD] VaVa,中國有嘻哈 325932 Once A Blue Forever Blue 劉金

340244 Give Me High[HD] 張文綺 314698 One Day At A Time Aga

334179 Good Girl趕快愛[HD] 陳芳語 279812 One Night In 塞外 華語群星

344098 G大調的悲傷{Live}[HD] 張靚穎 341859 Play 我呸&Bad Girls{Live}[HD] 艾菲,李斯丹妮,蓋世英雄

310273 High 咖 張惠妹 307844 Play！ 大嘴巴

314686 High 歌{Live} 賀東 298487 Qq的家 羽西

318462 High曲 掠瓊 291829 Raining On The Dance Floor Team H

325924 High歌{Live} 黃齡,張微,李博,霍上,我想和你唱 335465 Raining On The Dance Floor[HD] 張根碩

291078 Hit Hit 紅不讓 板凳甜八寶 336496 Rock N Roll Is Dead[HD] 陳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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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76 Save Your Heart For Me 高山峰 287534 一切會好的 覃沐曦

317100 Shn駕臨 {Live} Snh48 309825 一天一夢想 徐峰柏

337891 Sixteen Tons 靜心等{Live}[HD] 杜德偉 293163 一天又一夜 陳彥寧

253188 Sos For My Only Love 徐熙媛 283875 一天成永遠 景崗山,艾雨

279257 Take Me To The Star 中國最強音 310528 一天的回憶 莫莫

281201 Take Me To The Star 林軍 298236 一心為了你 甘薇

319464 Tell Me What You Want 韓庚 312725 一支小雨傘 來國慶,唐雅

254370 Treat Me Like A Lady 汪佩蓉 304616 一支小雨傘(倫巴) 舞曲

303740 Treat Me Like A Lady 雅立 254241 一片豔陽天 楊鈺瑩

285536 U Know I Need U 魏晨 267238 一世好兄弟 風蕭蕭

348718 We Want What We Want[HD] X玖少年團 315666 一世的紅顏 遙遠

346811 We Want What We Want{Live}[HD] 荷茲hez,X玖少年團,明日之子 291115 一半的一半 六哲,袁惜君

232482 What A Fool I Am 高山峰 232325 一去不回頭 高勝美

264255 Why Do You Say Goodbye 鄔禎琳 231569 一去不回頭 韓寶儀

348721 You Are By My Side[HD]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17111 一句好兄弟 大來

254762 You Are My Only Love{Live} 王心凌 292023 一生一起走 伊啦啦

309041 You Are Not The Loser 夜叉樂隊 349589 一生一闋歌{Live}[HD] 王錚亮,經典咏流傳

306089 ㄚ一ㄨㄟㄛ 龔柯允 302389 一生去守候 高安

326693 一人一旅途 馬天宇 336081 一生足夠了[HD] 龐龍,郭歡

324203 一人飲酒醉 MC菏澤小志 279831 一生的承諾 劉愉愉

344865 一人飲酒醉[HD] 大鵬,Mc天佑 295202 一生的朋友 朱天毅

320914 一千年以後{Live} 林俊傑 298397 一生的思念 朱妍

310862 一千次溫柔 湘東雨 279153 一生的故事(國) 黃馨可

287794 一千次凝眸 凱歌 272032 一生的飛翔 齊旦布

294168 一千個太陽 四個朋友 339880 一生的追求[HD] 彭銀

255072 一千個春天 王芷蕾 282659 一生的追憶 流蘇

263324 一千零一夜 孫仟一 320925 一生的唯一 梅朵

326694 一千零一夜{Live} 邰正宵,隱藏的歌手 310832 一生的牽掛 曾春年

314948 一千滴眼淚 魏宗武 285446 一生的等待 陳瑞

333251 一小節休息[HD] 楊丞琳 265195 一生的誓言 王旭

310108 一山好鋒光{Live} 張一山 314956 一生的賭注 劉爽

284195 一公分的海 柯佳青 312074 一生的選擇 羅時豐

348059 一分一秒鐘[HD] 馬睿菈 301245 一年八個月 房祖名

329030 一分不是愛 李東升 301367 一年又一年 林淑蓉

264153 一分鐘偶像 張皓然 303011 一年又一年 莊學忠

297836 一切為了你 王四妹 270882 一年又一年 董文華

313138 一切為了你 張洪波 305512 一年又一年 謝采妘

316635 一切都值得{Live} 張杰,吳汶芳 284077 一年又一年 謝雷

304442 一切都會好 零點樂隊 294475 一年級的歌 王愛奉

253306 一切都還好 于台煙 311149 一年勝一年 群星

349207 一切都寶貴{Live}[HD] 蘇子菲 308617 一年零一天 吳歡

282777 一切都變了 米凱,艾樂 300846 一曲寄知音 李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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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85 一曲情未了 林淑蓉 266727 一秒一瞬間 蔡明順

303293 一曲情未了 陳思安 233514 一秒的安慰 黃義達

305527 一曲情未了 謝采妘 274976 一秒都罕有 潘敬祖

348725 一曲梅山情[HD] 伍天宇 301041 一秒零七天 沙寶亮

334320 一次性愛上[HD] 舒鳴 305426 一個人失憶 薛凱琪

329042 一百次分開 單色凌 327392 一個人生活 姚懿娜

348728 一百次初戀[HD] 蛋總 313499 一個人生活 溫嵐

265365 一百次的傷 周詩雅 270765 一個人生活 艷陽天

288445 一百個放心 張津涤 347164 一個人生活[HD] Sophia

339152 一百個放心{Live}[HD] 張津涤 268607 一個人生活{Live} 吳莫愁

306136 一百個想你 陶馨州 231529 一個人回家 鞏賀

345834 一百種熱愛[HD] 李宇春 234380 一個人回家 龔賀

301151 一把小雨傘 卓依婷 268882 一個人死亡 家家,曉曉文

327400 一抓一蹦躂 余潤澤,徐銨 274630 一個人私奔 何玲玲

343025 一抓一蹦躂[HD] 大喇叭組合 284033 一個人咖啡 糖兄妹

258075 一步一步愛 鄭秀文,陳奐仁 309393 一個人波沙 侯國棟

254408 一見你就笑{Live} 汪明荃 286687 一個人的ktv 孟文豪

303652 一夜動真情 程科 336072 一個人的我[HD] 小喬

336505 一定有個你[HD] 胡夏 262303 一個人的夜 陳爽

280722 一定是晴天 余佳倫 302549 一個人的苦 張志林

234052 一定要有你 齊秦 274652 一個人的等{Live} 劉超華

265944 一定要快樂 后羿 270083 一個人的街 歡子

313488 一定要幸福 楊冪 323523 一個人的路 熊七梅

335926 一定要幸福{Live}[HD] 張江,中國好聲音 319470 一個人的歌 魏語諾

309077 一定要愛你 季小璐 339875 一個人的歌[HD] 徐浩

318863 一定要愛你 孫露 278563 一個人的錯 肖亮

285310 一定要愛你 趙鑫 278250 一個人冒險 崔子格

271944 一定要愛你 魏新雨 232037 一個人流浪 飛輪海,S.H.E

347560 一定要愛你[HD] 陶晶晶 284865 一個人旅行 朱宇

318866 一枚空信封 阿毛 302307 一個人旅行 袁泉

286442 一物降一物 門麗 256797 一個人浪漫 許哲珮

332034 一直一直愛[HD] Popu Lady 331917 一個人唱歌[HD] 許慧欣

308618 一直一個人 吳歡 264256 一個人寂寞 鄔禎琳

263786 一直在附近 星弟 257874 一個人甜蜜 辛曉琪

314958 一直在等你 唐古 311424 一個人喝醉 齊蕭

316814 一直往前闖 陳玉建,木子 323524 一個人等待 Qsmile組合

307995 一直很安靜{Live} 毛寧 298213 一個人買醉 司文

291574 一直很愛你 黑羽 328170 一個人想你 黃齡

256979 一直是晴天 許茹芸 279820 一個人跳舞{Live} 張目,周詩穎

284616 一直都是你 姜峰 320911 一個人跳舞{Live} 鳳凰傳奇

285778 一直想著他 莊心妍 262080 一個人對話 張惠妹

325135 一直愛著你 包偉銘 313178 一個人對話 張惠妹

Page 451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3180 一個人對話 張惠妹,張惠妹 311844 一萬次傷心 龍飛

310829 一個人遠走 晶迪 325251 一萬米距離 張安娜

305651 一個小微笑 韓寶儀 315658 一萬個委屈 曹海波

326704 一個好女人 朱貝貝 326705 一萬個幸福 張天龍

325351 一起去西藏 梅朵 321731 一萬個謊言 雲菲菲

335318 一起去西藏[HD] 阿斯根 340156 一萬個謊言[HD] 雲菲菲

332351 一起去幸福[HD] 王識賢 330843 一萬零一夜[HD] 羅志祥

305708 一起去旅行 魏如萱 328187 一萬點傷害 陳奕夫,阿布

330613 一起去跑步[HD] 宇宙人 338208 一路上有你[HD] 肖亮

342570 一起走天涯[HD] 唐薇,樊少華 295199 一路上有你{Live} 朱興東

349592 一起走過的{Live}[HD] 祁隆 321733 一路上有你{Live} 黃致列,我是歌手

270231 一起來跳舞 游美靈 286948 一路上有你{Live} 群星

343626 一起來跳舞{Live}[HD] 游美靈 335929 一路上有你{Live}[HD] 張碧晨,魏雪漫,中國好聲音

310378 一起的日子 張邁 295771 一路上有愛 華語群星

317128 一起的幸福 梁佳玉 341642 一路上有愛[HD] 田亮,葉一茜,何潔,赫子銘,張智霖,袁詠儀

346818 一起為祖國[HD] 閻維文 298362 一路北風吹 安東

349212 一起紅火火[HD] 鳳凰傳奇 295772 一路向前 李蕭杰

279834 一起做好人 陳遊標 322237 一路向前方 張冬玲

324865 一起唱歌吧 蘇勒亞其其格 307149 一路好風光 曹沁芳

318607 一起搖擺吧 許哲珮 319489 一路走下去 劉若英

338911 一起搖擺吧[HD] 許哲珮 267915 一路兩個人 梁靜茹

348072 一起跳舞吧[HD] 蜜蜂少女隊 286456 一夢成千年 雲鴿李霞

349213 一起飆高音[HD] 黃明志,李佳薇 340251 一對對山羊一串串走[HD] 賀國豐

280724 一隻哈巴狗 佚名 270925 一億個傷心 蒙面哥

324825 一帶一路情 羅邏聖 315664 一億個傷心 蒙面哥,彭清

293573 一張老照片 張明 346814 一樣不一樣[HD] 徐真真,楊溢升,Vyan

303745 一張電影票 雲兒非 308635 一樣的天空{Live} 呂珊,蘇姍

331967 一條舊圍巾[HD] 陳一暢 315672 一樣的月光 信

340498 一無所有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253010 一樣的月光 徐佳瑩

310043 一筆空心字 高貴強 349587 一樣的月光[HD] 丁噹

317123 一絲不掛念 羅憶詩 318868 一樣的月光{Live} 丁噹,蒙面歌王

294945 一飲盡千鐘 盧磊 270463 一樣的月光{Live} 王韻壹,趙可

271841 一飲盡千鐘 韓磊 288140 一樣的月光{Live} 周筆暢,信

331135 一想到你呀[HD] 伍佳麗 303874 一樣的月光{Live} 黃琦珊

329033 一想到你呀{Live} 楊炅翰,夢想的聲音 233487 一樣的月光{Live} 黃綺珊

335966 一想到你呀{Live}[HD] 樓沁,莉娃,中國好聲音 271169 一樣的月光{Live} 趙可,王韻壹

320929 一萬年愛你 曾春年,孟楊 287648 一樣的月光{Live} 蕭煌奇,楊培安

266753 一萬次心碎 藍琪兒 314962 一樣的月光{Live} 譚維維,段旭明

295766 一萬次再見 夏天 344873 一樣的月光{Live}[HD] 金志文,金曲撈

320930 一萬次呼喊 石筱群,鐘漢良 342079 一樣的月光{Live}[HD] 阿凡達妹妹蒙面唱將

283627 一萬次悲傷 逃跑計畫樂隊 334690 一樣的月光{Live}[HD] 孫楠,余超穎,夢然

341866 一萬次悲傷{Live}[HD] 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344872 一樣的月光{Live}[HD] 徐佳瑩,金志文,金曲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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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18 一樣的月光{Live}[HD] 黃綺珊 323550 九九八十一 西瓜kune

331930 一樣的月光{Live}[HD] 趙可,王韻壹,中國好聲音 343650 九九八十一[HD] Kbshinya

338205 一樣的月光{Live}[HD] 譚維維,段旭明,最美和聲 329081 九九乘法表 圈圈

335575 一樣的姑娘[HD] 童波花 300228 九九豔陽天 佚名

323527 一樣的雨季 羅燕秋 281316 九九豔陽天 玖月奇跡

332270 一樣的夏天[HD] 劉瑞琦 302510 九九豔陽天 張也

285081 一樣的想你 王濤 287203 九九豔陽天{Live} 王二妮,斯琴格日樂

330409 一樣愛著你[HD] By2 301506 九二年的夢 金德哲

289802 一輩子兄弟 安俊寧,恒少 313849 九月九的酒 羅時豐

345838 一輩子兄弟[HD] 冷漠,一飛 288494 九月的秋雨 紅薔薇

331741 一輩子朋友[HD] 張靚穎,楊坤 303535 九月愛情海 單良

274887 一輩子朋友{Live} 楊坤,張靚穎 348749 九州天空城[HD] 方木

271587 一輩子的傷 阿當 338010 九星天辰訣[HD] 姜潮

232962 一輩子的愛 黃勇 298137 九零後女孩 王藝霖

346426 一輩子愛你[HD] 張翼,王紫 318591 九寨的情懷 楊彬,張新民

269056 一醉解千愁 廖必勝 269848 九諾的力量 楊添

334817 一整夜 All Night[HD] 蕭全 355969 二十六個好 程幀

336067 一整夜不睡[HD] 天空樂隊,田斯斯 321748 二十四小時 華語群星

305508 一縷相思情 謝采妘 340519 二十年以前{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299604 一點也不留 佚名 299054 二小放牛郎 佚名

338910 一點都不痛[HD] 柳妍熙 308559 二小放牛郎{Live} 吳介賢

330300 一點點喜歡[HD] 鄧福如 305270 二月十四日 蕭淑慎

281084 一釐米之外 本兮 297991 人人笑顏開 王雪晶,莊群施

349597 丁布林甲克[HD] 格茸多杰 317175 人比黃花瘦{Live} 徐溢

290442 丁香花正香 黃詩榮 265187 人去心未去 孔繁濤

298346 七月七日記 宇桐非 278514 人民共和國 王麗達

256832 七月七日晴 許慧欣 329088 人民共和國 侯麗娟

271292 七月七的花 邱永傳 295136 人民共和國 張鶴

294284 七月七愛戀 張洪波 312087 人民的公僕 譚圳

325949 七月不是秋 王小榮 336970 人民的兒子{Live}[HD] 李高揚

265814 七月火把節{Live} 山鷹組合 333792 人民需要我[HD] 韓紅

270433 七月的草原 王瑩 313159 人生一條路 張祥洪

302220 七月的草原 烏蘭托婭 234267 人生一條路 龐龍

320934 七月的等待 羅耀 320969 人生二十年 五谷子

279843 七朵百合花 時嘉,龍庚 265771 人生下站見 孫子涵,小5

263400 七秒的記憶 尚芸菲 326712 人生大實話{Live} 十三狼

288650 七秒的記憶 楊葉卿 314752 人生不完美 王南

329048 七秒鐘記憶 張揚 325979 人生不容易 劉建東

330694 七個隆咚鏘[HD] 斯琴高麗,顧峰 338590 人生有相逢[HD] 賀金

345843 七彩中國夢[HD] 盛希,鄧力川 346835 人生的方向[HD] 杰歌

266498 七彩花兒開 王鶴錚 328225 人生的朋友 溫亞倫

347174 七彩童年夢[HD] 非凡star 342581 人生要漂亮[HD] 安心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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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874 人生真滋味[HD] 紫炫 310293 十五的月亮{Live} 張琪朗

284078 人生就是戲 謝雷 231103 十天又三天 陶晶瑩

231638 人生就是戲 韓寶儀 306155 十月第一天{Live} 張也

343048 人生超幽默[HD] 吳克群,莫安琪 339187 十周嫁出去[HD] 韋萱

317045 人生路漫漫 赫拉含青 332796 十秒的衝動[HD] 林俊傑

295851 人在心不在 郭嘉俊 231698 又一聲驚雷{Live} 韓磊

234288 人在世上飄 龐龍 303734 又見三月天 隆熙俊

313246 人在江湖漂 曹爾真 329192 又見山裡紅 周鼎棋

324923 人在江湖漂 趙斌 290793 又見山裡紅 楓舞,王馨

265239 人在江湖漂{Live} 小瀋陽 332355 又見山裡紅[HD] 祁隆

304132 人在青山在{Live} 群星 318404 又見北風吹 胡大亮,王二妮

347604 人走愛未涼[HD] 金鈺兒 331509 又見老情人[HD] 高安,馬睿菈

301376 人兒不能留 林淑蓉 305371 又見西柏坡 戴玉強

302996 人兒不能留 莊學忠 329193 又見那雨季 音樂走廊,歌一生

231572 人兒不能留 韓寶儀 291968 又見故鄉雲{Live} Suby

308346 人兒何處歸 安心亞 347665 又見映山紅[HD] 劉一塵

303519 人往高處走 凱璐,凱玥 328322 又見洪湖水 雨露

342080 人狗情未了[HD] 威廉布萊恩 263131 又見茉莉花 末裔樂隊

231454 人的一輩子 青蛙樂隊 308225 又見格桑花 央金次卓

303303 人約黃昏後 陳思安 311030 又見桃花開 愛朵女孩

263179 人魚的眼淚 南拳媽媽 295242 又見桃花運 李蕭杰

231724 人間四月天 韓磊 341673 又見高原紅[HD] 容中爾甲

312558 人間第一情{Live} 吳春燕 345933 又見高粱紅[HD] 暢丹江

344598 人黑心不黑[HD] 黑哥 340822 又見荷花開[HD] 後來者

284028 人隔萬重山 潘秀瓊 348184 又見雪花飛[HD] 索麗娜

310921 人醉秋風裡 紫蘅 325319 又見楊梅紅 李明明,安羽

295960 八一軍旗紅 劉廣 306156 又見楓葉紅 雲菲菲,樂倫

299815 八月桂花香 佚名 233577 又見煙雨樓 黃芳

305012 八個對不起 潘美辰 301166 又見濁月光 周程成

294219 八零後的歌 小武 346482 又見穆桂英[HD] 林羽

344938 刀劍蕩八方[HD] 趙毅,邊江 270838 又見豔陽天 草原兄妹

296020 十二月戰役 陳宇恒 232234 又是大旱年 騰格爾

312367 十二種顏色 王舒 349678 又是春風裡[HD] 龍梅子

230664 十二種顏色 陳琳 323642 又是秋雨夜 秋雨

320214 十八般武藝 寒武紀 294141 又是清秋雨 含煙

342316 十八般武藝[HD] 王力宏 317299 又唱好聲音 王娜

303970 十八般舞功 楊子姍 307232 又唱南泥灣 段紅

308059 十八歲 不哭 王佳東 282722 又唱紅梅贊 王莉

270101 十八裡相送 段婷婷,李樓 325376 又唱茉莉花 潘斯蒙

336972 十三之沙山[HD] 宮心 268678 又唱搖籃曲 唐煜航

232054 十五的月亮 馬亞麗 300957 又唱豔陽天 李曉杰

306087 十五的月亮 龔玥 343096 又聞桂花香[HD] 固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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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680 三十二封信 蕭煌奇 342083 下一個未來[HD] Erika

347175 三千個月亮[HD] 徐譽滕 329052 下一個永遠{Live} 田園,天籟之戰

319495 三不管地帶 韓庚 315685 下一個永遠{Live}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338920 三分鐘情歌[HD] 脫拉庫樂團 264065 下一個自己 張杰

307185 三月的溫柔 李玲玉 262504 下一個奇跡 郭靜

287533 三月桃花雨 童麗 278701 下一個秋天 金娃

315682 三利情相依 郝丹丹 293759 下一個約定 章麗

288655 三門邀您來 軍嫂組合 341246 下一個夏天[HD] 王巧

284286 三個人的錯 王菀之 233209 下一個期待 黃小琥

329049 三借芭蕉扇 歐霖 258110 下一個階段 鄭秀文

290266 三峽的思戀 趙靜 295785 下一個路口 鄧海

309343 三峽的記憶 阿華 231844 下一個轉角 韓雪

299441 三笑未留情 佚名 298573 下一站永遠{Live} 至上勵合

317136 三清山白茶 王瑩 309470 下一站吻別 後弦,米娜

314975 三朝淚化曲 彭浩 285319 下一站快樂 趙齊

334044 上下五千年{Live}[HD] 劉超華 344586 下一站幸福[HD] 孫華,居子涵

265171 上千個黎明{Live} 汪峰 314977 下一站美好 許鶴繽

300860 上官燕的詩 李悅 334980 下一條微信[HD] 夏天alex

315683 上帝的微笑 梁正 286423 下一道彩虹 丁噹

279785 上帝與螞蟻(國) 祝蘭蘭 327414 下次遇見你 賀敬軒

343433 上乘功夫面[HD] 洛天依 343435 下完這場雨[HD] 後弦

327412 上師祈禱文 阿蘭(Alan) 339155 下雨的夜晚[HD] 蘇打綠

324841 上海 我的愛 羅雨 341646 下雨的晚上[HD] 黃玠

320939 上海天長人 沈玉 342284 下面沒有了[HD] 肖旭,馮粒,唐柏寧

288163 上海的月亮 林育群 295640 下個路口見 陳昊宇

267994 上馬酒之歌 烏蘭托婭 327413 下個路口見{Live} 楊坤,天籟之戰

274615 上馬酒之歌{Live} 烏蘭托婭 335969 下個路口見{Live}[HD] 毛澤少,中國好聲音

344879 上學那幾年[HD] 劉子來 345850 下個路口見{Live}[HD] 李宇春,彭雅純,周君怡,劉思良,我想和你唱

288657 上癮的毒藥 李澤堅 336510 下個路口見{Live}[HD] 陳昊宇

303570 下一片天空 曾國輝 302206 下馬酒之歌 烏蘭

328198 下一次相遇 音樂走廊,歌一生 282451 下馬酒之歌 德德瑪

345849 下一次相遇[HD] 晨熙 317141 下輩子見吧 阿星

341644 下一次微笑[HD] 楊丞琳 309059 下輩子等我 孟楊

336509 下一次擁抱[HD] 朱俐靜 316760 下輩子等我 孟楊,江濤

256419 下一次戀愛 蕭亞軒 315693 久別的歡聚 翟旭琴,張斌

309268 下一秒幸福 金奕萱 312020 久違的清純 鄺含笑,蘇少明

263622 下一頁的我 王心凌 340259 也不是[HD] 符瓊音

329053 下一首情歌 吳建豪 288688 也好也不好 李佳薇

284532 下一首悲哀 單色凌,夢嵐 266129 也許有一天 李曉斌

323531 下一個天亮 盧勝林 312803 也許有一天 林亦妍

331466 下一個天亮{Live}[HD] 郭靜 313241 也許有一天 晨威

333947 下一個心願[HD] 梁一貞 293853 也許有答案 趙頌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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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96 也許你不懂[HD] 原子邦妮 338924 士兵去哪兒[HD] 湯非

264090 也許你知道 張婧 268955 士兵好兄弟 尤國通

254141 也許我不同 楊林 270990 士兵的桂冠 蔡國慶

349234 也許我愛你[HD] 王子奇,陳意涵 231566 夕陽山外山 韓寶儀

234108 也許就足夠 齊秦 303300 夕陽伴我歸 陳思安

329166 凡人歌&火{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230497 夕陽伴我歸 陳淑樺

342617 凡人歌&火{Live}[HD]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26726 夕陽最美麗 王秀茗

321779 凡爾賽之淚 王思佳 330412 大人的世界[HD] By2

323056 千年一般若 韓磊,黃曉明 338925 大刀迴響曲[HD] 孟文豪

287131 千年北盤江 韓磊 325329 大大到咱家 李鴻玉

279253 千年的狐仙(國) 李紫涵 326727 大大的夢想 大慶小芳

310675 千年的風沙 陳建 296138 大大的擁抱 鐘亞華

310411 千年的傷感 戚劍強 330403 大大的擁抱[HD] A-Lin

279316 千年食譜頌(國) 洛天依 310689 大女子主義 陳柔希

232336 千年等一回 高勝美 308087 大山的孩子 王梓旭

304603 千年等一回(快四) 舞曲 319633 大山的情懷 呂洪義

285180 千年等一回{Live} 肖灑胡,胡海泉 265556 大山的媽媽{Live} 劉一禎

287237 千年等一回{Live} 葉童 265776 大山的精神 孫榕

278043 千年等你回 喬楊,倪雅豐 347704 大不了aa[HD] 王蓉

296025 千年愛輪回 王愛華 297594 大不了是散 小宋佳

298401 千里共嬋娟 朱妍 256841 大手拉小手 許慧欣

293576 千里共嬋娟 張燕 344234 大地的孩子[HD] 龔玥

312100 千里走單騎 譚晶 282743 大好河山演{Live} 玖月奇跡

316948 千里祝平安 梁海洋 312149 大佛寺悠遠 蘇亞

314981 千金不換愛 王錚亮 288855 大叔也有愛 范宏偉

304947 千萬次地問{Live} 劉歡 292902 大叔不要跑 胡艾彤

268740 千萬次的問{Live} 姚貝娜 346508 大叔很溫柔[HD] 孫藝程,徐捷

320216 千萬次的問{Live} 劉歡,中國之星 307368 大叔想出軌 華東兄弟

282389 千萬個藉口 張啟輝 304195 大河的星光 群星

322336 千萬個藉口[Live} 張啟輝 334337 大雨的夜裡[HD] 邰正宵

311768 口水流下來 盧廣仲 306163 大雨無情下 木杰

256838 口紅指甲油 許慧欣 232458 大雨還在下 高夫

341905 口袋的天空[HD] 張韶涵 317373 大雨還在下 龍梅子

334552 口袋的溫度[HD] 田馥甄 321118 大俠葉良辰 葉良辰

299221 口琴的故事 佚名 290474 大約在冬季 Frank秋楓

323673 土耳其之戀 柯羽 232342 大約在冬季 高勝美

280027 土豆花兒開{Live} 火風 284059 大約在冬季 莫旭秋

320256 土家擺手舞{Live} 白致瑤 234061 大約在冬季 齊秦

288831 土豪也懂愛 耿樂 309121 大美珠江源 易小川

317330 土豪大咖秀 何龍雨 297566 大哲去南方 大哲

294256 土豪結婚吧 張伊慧 327586 大家一起唱 張冬玲

326089 土樓的春天 于文華 293766 大家一起嗨 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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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933 大家來找茶 李易峰 343476 女人是個寶{Live}[HD] 飄飄

297338 大家來唱歌 Ipis 305013 女人要有錢 潘美辰

297950 大家來環保 王雪晶 288880 女人啊女人 馮曉菲

298758 大家差不多 佚名 346516 女人就是家[HD] 周巍

308018 大家愛起來 王太利 285118 女人最癡情 珍美兒

323089 大海的顏色 齊浚羽 305710 女人經痛時 魏如萱

305171 大海啊故鄉 鄭緒嵐 280057 女人腫麼了 曹龍

300825 大海啊故鄉{Live} 李思琳 234147 女人與小孩 齊豫

314988 大海啊故鄉{Live} 程晨 336060 女大十八變[HD] 吳瑤

284480 大海啊故鄉{Live} 劉孟哲 330899 女大田力小[HD] 蔡旻佑,天心

345543 大海啊故鄉{Live}[HD] Ashley,歌聲的翅膀 281646 女大要出嫁 龍梅子,老貓

342655 大海啊故鄉{Live}[HD] 張金利 317393 女王的條件 曾靜玟

347705 大神抱一下[HD] 胡艾彤 304205 女生向前走 群星

319635 大秧歌序曲 孫楠 331408 女生的說話[HD] 蘇妙玲

321815 大秧歌序曲{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04017 女兒的呼喚{Live} 楊柳

325548 大航海時代 魔力大巴 347276 女兒國情歌[HD] 劉二車,巴桑拉姆

314989 大理山茶花 劉秀文 335764 女孩站出來[HD] 安心亞

283750 大眼睛姑娘 雲珩 332247 女孩當自強[HD] S.H.E

310094 大陸阿里山 常思思 270203 女孩學搖滾{Live} 洪辰

312763 大喜的日子 孟剛 333351 女神不說話[HD] Dewen和拖鞋

285964 大喜的日子{Live} 春天 340579 女神不說話[HD] 拖鞋,呆文

336989 大悲觀世音[HD] 王宏天 342667 女神你在哪[HD] 陳炫

274740 大概是天意 安香 294657 女神我的愛 陳依然

340575 大聖賀猴年[HD] 朱貝貝 296176 女神我愛你 曾春年

305375 大漠小夜曲 戴玉強 284926 女神受了傷 李艷傑

288856 大慶幸福謠 金久哲 266291 小二黑結婚 段紅

309618 大戲俏河南 范雨露 299066 小三子養豬 佚名

286899 大聲對你說 袁彬 269564 小三你好賤 本兮

232631 大聲說愛你 高瑞欣 305807 小三沒有錯 關健

319643 女人才最累 果然哥 267132 小三的心酸 陳宏慶

268512 女人不是妖 司徒蘭芳 310454 小三的表白 曹燕平

329247 女人多可愛 彭佳慧 267133 小三的眼淚 陳宏慶

309411 女人你太壞 咪依魯江 274700 小三的結局 周瑾

349722 女人沒有錯[HD] 王建榮 323131 小三的愛情 大哲

290278 女人的勇氣 鄧麗君 311065 小三惹的禍 楊小弈

332681 女人的秘密[HD] 曾軼可 339708 小小一個家[HD] 夢彤

271728 女人的眼淚 陳瑞 263390 小小一粒沙 宿雨涵

256061 女人的眼淚{Live} 葉倩文 300374 小小少年郎 佚名

304304 女人的眼淚{Live} 葉倩文,陳奕迅 298877 小小水仙花 佚名

331825 女人的選擇[HD] 沙寶亮 298727 小小百合花 佚名

317388 女人的選擇{Live} 孫楠,蒙面歌王 282311 小小兵之家{Live} 孫佳

327598 女人的選擇{Live} 師鵬,蒙面唱將 318592 小小足球夢 楊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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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101 小小和平鴿 鄭子寒 309728 小紅好姑娘 孫偉

284639 小小的太陽 孫露 286184 小英雄哪吒 孫楠

294693 小小的少年 韋昕辰 317451 小恐龍 斯帕 王愛奉

309573 小小的心願 胡彥斌 346928 小時候的夢[HD] 謝艾妮

325029 小小的幸福 馬健濤,劉雲麗 281489 小偉的情歌 鄧小偉

339709 小小的美好[HD] 夏克立,黃嘉千,夏天 308902 小涼山很小 沙瑪學鋒

344665 小小的哨所[HD] 馬旗 312646 小船在蕩漾 李強年

338330 小小的配角[HD] 王繹龍 285237 小船在蕩漾 菁菁

282268 小小的童話 圓圓 348279 小鳥不回來[HD] 小山

287447 小小的夢想 曉霖 281598 小鳥關不住 馬靚辳

326738 小小的蝸牛 王英俊 292325 小喬赤壁篇 小喬

338927 小小的螞蟻[HD] 萬塘路18號 292324 小喬初嫁篇 小喬

299129 小小的禮品 佚名 271543 小帽&十對花{Live} 閆學晶,董寶貴

263830 小小流浪狗 蕭閎仁 271545 小帽&小拜年{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39974 小小軍需官[HD] 趙冬變 271546 小帽&小看戲{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19674 小小新娘花 孫露 271547 小帽&打秋千{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12241 小小新娘花 聽月,楓舞 271548 小帽&放風箏{Live} 閆學晶,董寶貴

299052 小小螺絲帽 佚名 271551 小帽&看秧歌{Live} 閆學晶,董寶貴

289596 小丑的行李 東南 271553 小帽&茉莉花{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33935 小丑的姿態[HD] 楊乃文 271552 小帽&繡花燈{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44277 小丑的煩惱{Live}[HD] 劉維,厲害了我的歌 271544 小帽&雙回門{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30645 小丑與英雄[HD] 張杰 304651 小象與大象 趙芬妮

320340 小夫妻情歌 高夫 283725 小綿羊趕集 旺福

233486 小心女人香 黃維德,唐艾萱 295175 小貓和大豬 晏文彬

294624 小手拉大手 鄭湫泓 230335 小瀋陽哥哥 陳晨

321179 小手拉大手{Live} 梁靜茹 337954 小職員日記[HD] 旺福

346032 小手拉大手{Live}[HD] 常斌,明日之子 299064 小邋遢大王 佚名

326172 小手牽大手 陳心蕊 280099 小麗我等你 沉默

298787 小白兔請客 佚名 290177 小麗我等你 葛笑

344280 小白的夢想[HD] 馬仁業,鄭述鍵,班飛 318829 小驢和老鴨 佚名

318241 小尾巴之歌 鄧超,小臭臭 299181 山上的孩子 佚名

321182 小貝殼之戀 林淑蓉 312595 山不轉水轉{Live} 宋祖英

299614 小妹十不該 佚名 322444 山水中國美{Live} 劉濤,梁詠琪,林心如

299548 小妹喜歡誰 佚名 300530 山水天地間 佚名

298610 小妹等阿哥 何莉飛,黃紹成 299140 山地小姑娘 佚名

308173 小妹聽我說 王鐵峰 298643 山地門邁雅 佚名

331950 小妹聽我說[HD] 金久哲 286986 山和海的歌{Live} 馮珊珊

287139 小妹聽哥說 顏裕林 299533 山東出好漢 佚名

279764 小河淌水了 周艾傑 343485 山海默示錄[HD] 洛天依

299671 小花貓釣魚 佚名 283716 山楂樹之戀 冷漠

316610 小指勾勾勾 佟大為 301286 山楂樹之戀 東來東往

333014 小星星 The Star[HD] 尚雯婕 305461 山楂樹之戀 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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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945 山腰上的家 佚名 315008 不老的白髮 朱杰

294134 山裡的姑娘 葉俊華 266665 不老的草原 若思

310047 山裡的媽媽 高歌 344566 不老的傳奇[HD] 空氣之約

287381 山路十八彎{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24456 不老的媽媽 崔來賓

230001 山寨新故事 陳思思 295518 不自然男孩 閆鑫瀧

298640 工農革命歌 佚名 336325 不自然男孩[HD] 閆鑫瀧

314999 已過期的歌 沈小恒 286558 不別的約定 劉萱萱

323245 才藝德天下 東方紅艷,趙真 292137 不完美入戲 單色凌

303875 不一定快樂 黃雅莉 329056 不完美女孩 周冬雨

316411 不一樣的我 七朵組合 320945 不完美小孩{Live} Tf Boys

316816 不了的相思 陳興元 337008 不完美紳士[HD] Gentleman

265982 不只十二月{Live} 戴愛玲 307315 不忘老百姓 田野

233186 不只是朋友{Live} 黃小琥 279860 不忘你的名 小老頭

320944 不只是朋友{Live} 黃小琥,隱藏的歌手 298177 不走尋常路 代小波

333404 不只是情人[HD] 張睿,莫龍丹 320125 不那麼珍貴 張煜楓

340502 不可能失眠[HD] 符瓊音 263773 不夜城傳奇 徐小鳳

288045 不可能的人 何潔 344884 不怕一個人{Live}[HD] 蔣欣

279130 不可能是我 鄭宇伶 323537 不怕沒人愛 山子華

269156 不必的問候 張海 286021 不枉愛一場 徐申東

345854 不必過更好[HD] 李其遠 310401 不知名的花 張躍

230371 不必說感謝(國) 陳曉東 348740 不思議人生[HD] 金玟岐

336514 不再十八歲[HD] 張景宇 264089 不是一個人 張婧

266927 不再去愛誰 郎軍 338030 不是不幸福[HD] 趙仕瑾

310499 不再有關係 畢達 322092 不是不想念 任唯

322246 不再怕寂寞 曾沛慈 303149 不是不想念 這位太太

338929 不再是少年[HD] 猛虎巧克力 274664 不是不想嫁 包蔓

348080 不再是兄弟[HD] 鄒凱,楊登承 345462 不是不愛了[HD] 央措柯秀

303747 不再是誤會 雲菲菲 231302 不是不愛你 零點樂隊

263126 不再想著誰 慕容曉曉 279541 不是不愛你(國) 偉豪

335565 不再說分手[HD] 王菀之 332463 不是不愛我[HD] 謝沛恩

322247 不再說再見 張靚玫 326747 不是不願意 金小曦

309716 不同的日子 孫更俊 232975 不是你不好 黃可兒

284257 不在我身邊 袁惜君 339158 不是你的菜[HD] 姜小曼

305288 不好聽的話 蕭蕭 279862 不是你的錯 張衛健

348738 不如沒問過[HD] 戴愛玲,國蛋 330471 不是你的錯[HD] 丁噹

315007 不如做紅顏 趙真 308965 不是你情人 卓依婷

257876 不如這樣吧 辛曉琪 305695 不是我不乖 顏莞倩

279578 不如嫁給我(國) 小多 344135 不是我不累[HD] 南風

339624 不存在的你[HD] 阿悄,喬任梁 303078 不是我不愛 訪玉

336516 不安的靈魂[HD] 周傳雄 305216 不是我不愛 曉曉

299838 不朽的黃河 佚名 270447 不是說好嗎 王迪

347589 不老的山寨[HD] 羅成萍 274770 不流淚的愛 尚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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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36 不要不快樂 陳國寧 253850 不要說出去{Live} 楊乃文

348744 不要不要的[HD] A-Lin 297326 不要說再見 The Go-Go's,Me Me

320120 不要不愛我 崔蓮姬 335114 不要說再見[HD] 蔡恒

307466 不要太任性 關浩 230069 不要說抱歉 陳慧琳

327426 不要丟下我 六哲 313225 不要說愛我 張震嶽

286271 不要再打了 紀佳松,曾沛慈 303135 不要說愛我 許楚涵

310281 不要再沉默 張斯斯,李賀 312054 不要錯過愛 羅心潔,憲明

344140 不要再見面[HD] 田亞霍 297858 不要離開我 王宏恩

325727 不要再孤單 徐佳瑩 315717 不要離開我 李常超

285696 不要再想她 東野 285621 不要離開我 門麗

308025 不要再想你 王可 232486 不要離開我 高山林

279866 不要再騙我 晨熙 304898 不要離開我 劉海辰

313394 不要再騙我 湘東雨 349227 不要離開我[HD] 王峰

332290 不要忘記我[HD] 孟子焱,白露娜 347591 不要離開我[HD] 陳娟兒

334141 不要忘記我[HD] 紀佳松 282609 不要懷疑我 柳絮

347590 不要走太遠[HD] 泳兒,小賤 256036 不要關電視{Live} 葉倩文

334079 不要來找我{Live}[HD] 張宇 306192 不倦的情書 嵐戈

301355 不要拋棄我 林淑娟 293473 不悔的執著 天籟天

301687 不要拋棄我 姚蘇蓉 345861 不祝你幸福[HD] 邵星穎

301738 不要拋棄我 柯依雯 340504 不祝你幸福[HD] 雅希

232424 不要拋棄我 高勝美 288568 不能不想你 韓寶儀

302944 不要拋棄我 莊學忠 281046 不能不電子 新街口組合

279087 不要拋棄我(國) 洪祿雲,陳水林 333579 不能太勉強[HD] 孫江楓

279380 不要拋棄我{Live} 青山 310699 不能失去你 陳娟兒

305259 不要背對我 蕭正楠 349608 不能再等待[HD] 紀佳旺

264274 不要借我錢 鄭超 299367 不能再愛你 佚名

268416 不要氣身體 劉牧 343640 不能再愛你[HD] 小男孩樂團

269110 不要迷戀姐 張彥子 232397 不能忘記你 高勝美

334896 不要迷戀姐[HD] 韓一菲 305341 不能忘記你 駱超勇

292877 不要迷戀哥 紀曉斌 234243 不能忘記你 龍飄飄

312039 不要做離人 爍嘉 317153 不能沒有你 昊麟

348745 不要停下來[HD] 陳佳樂 270196 不能沒有你 洪煜祺

335776 不要唱情歌[HD] 方炯嘉 313366 不能沒有你 陸創

297513 不要惦記家 于文華 304779 不能沒有你 酷愛樂團

254593 不要愛上我 溫嵐 304936 不能沒有你 劉德華

269346 不要愛情了 思小妞 231540 不能沒有你 韓信

325963 不要對他說{Live} 李佩玲,中國新歌聲 322257 不能沒有你{Live} 季秋洋,中國好歌曲

256035 不要對他說{Live} 葉倩文 304924 不能沒有你{Live} 劉德華

295821 不要對我說 程响 256983 不能留住你 許茹芸

278964 不要對我說(國) 程響 323542 不能做朋友 金韓一

333055 不要睡懶覺[HD] 汪蘇瀧 324928 不能欺騙你 趙綱

271063 不要說分手 覃春江 286267 不能愛下去 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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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079 不能錯過你 張凌楓 315719 不想有遺憾 郭靜

331934 不能離開你[HD] 達坡瑪吉 281101 不想和你吵 李亮超,葉鐘晴

262158 不配說愛我 常艾非 338931 不想放棄你[HD] 伊龍

274781 不配說愛我{Live} 常艾非 338583 不想做決定[HD] 莊心妍

281299 不做花心男 王昊 347185 不想被打擾[HD] 伊雪

341869 不做陌生人[HD] 董又霖 279079 不想愛與恨(國) 昊龍

295795 不做黃臉婆 郭麗霞 295374 不想說太多 羅邏聖

329057 不得已的愛 小玉,姚天成 284281 不想說再見 房祖名,郭采潔

320111 不得不習慣 杜留香 306028 不想說再見 騰格爾

325520 不得不習慣 陳芳 339386 不想說再見[HD] 黃品源

284754 不得不想你 張越 345459 不想說再見{Live}[HD] 黃品源

320113 不接你電話 高夫 329059 不想錯過你 0086男團

326749 不接我電話 威仔,初晴 230661 不想騙自己 陳琳

253216 不敗的戀人 徐若瑄 254139 不想戀愛了 楊林

332582 不習慣喊痛[HD] 陳勢安 303360 不想讓你愛 陳崴

311764 不脫知女生 盧凱彤 348085 不愛你愛誰[HD] Gtm

231406 不被愛牽絆 霍經倫 293635 不愛我也對 曾一鳴

302965 不許他回家 莊學忠 291335 不愛的練習 沙寶亮

295527 不敢再說愛 阿文 306196 不愛高富帥 玉面天使(吳霞)

301353 不敢告訴你 林淑娟 267272 不愛高富帥 高維那

308364 不敢愛的淚 安琪 313951 不愛就滾開 劉蕊綺

292295 不敢說的愛 宋孟君,童可可 343639 不愛就滾開{Live}[HD] 劉蕊綺

335426 不敢說的愛[HD] 宋孟君,童可可 309257 不愛會怎樣 金池

315015 不敢靠近你 姚雨鑫 331848 不愛蒼井空[HD] 王昊

279199 不敢聽情歌 賴偉鋒 317151 不愛請走開 侯延彬

336519 不散, 不見[HD] 莫文蔚 256421 不愛請閃開 蕭亞軒

344888 不曾回來過[HD] 李千娜 320116 不會再放棄 望海高歌

308352 不曾忘記你 安宇 306197 不會告訴你 陳瑞

311518 不曾見過你 劉媛媛 291810 不會是朋友 劉依純

321736 不曾說分手 望海高歌 269814 不會說再見 楊培安

324885 不曾說分手 蔣嬰 349225 不滅的心燈[HD] 符貝一

268724 不痛不痛快 天悅 323541 不滅的尾燈 李萌

312255 不想一個人 大宇 341192 不滅的尾燈[HD] 李萌

293504 不想一個人 孫露 335604 不解釋親吻[HD] 蕭亞軒

344130 不想一個人[HD] 王大宇 294875 不該等的人 何龍雨,艾歌

285019 不想去想你 波拉 302792 不該愛上你 梁月榮

288666 不想去想你 孫艷 233655 不該愛上你 黃韻玲

263046 不想去遠方 盧廣仲 267060 不該愛的人 阿木

279861 不想失去你 劉愉愉 264187 不該愛的人 曾春年

311089 不想再愛了{Live} 楊海彪 342091 不過是分手[HD] 帥智軒

311464 不想再愛你 劉朋 325580 不過耶誕節 余憲忠

293356 不想多偉大{Live} Snh48 265462 不過情人節 井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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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38 不算大的雪[HD] 邊永城 293409 中了你的毒 劉嘉亮

289546 不管有多苦{Live} 張赫宣 329078 中山台灣情 陳姿

331528 不管有多苦{Live}[HD] 齊雯 233797 中毒的愛情 黎明

318903 不遠的情人 關詩敏 293603 中秋的月亮 徐千雅

359924 不需要太懂 黃家強 313954 中國山水畫{Live} 劉蕊綺

262697 不需要恨你 黃征 282700 中國少年郎 王崗崗

253218 不需要理由 徐若瑄 309102 中國在收穫 拉毛王旭

331198 不寬的肩膀[HD] 多亮 323548 中國好火鍋 屈建華

308980 不擅長的事 周休八日 295831 中國好兄弟 木傑,王覺,張宇軒

303207 不錯的決定 陳小春 285686 中國好兄弟 王覺

322971 不懂你的心 蘇唯 337712 中國好兄弟[HD] 木杰,王覺,張宇軒

303459 不懂愛的人 陸鋒 319515 中國好功夫 彭小龍

332814 不應該勇敢[HD] 蘇盈之 322259 中國好吉祥 胡大亮

288680 不離也不棄 小老頭 317163 中國好老婆 楊鴻

307156 不離也不棄 望海高歌 279544 中國好老婆 魏俫,小七仔

344142 不關你的事[HD] 八三夭 320959 中國好男人 楊軍

343040 不韻腳的愛[HD] 范玉陽 313113 中國好姑娘 張冬玲

284454 不願一個人{Live} 六弦,范瑋琪 344144 中國好姑娘{Live}[HD] 王紫菲

334132 不願一個人{Live}[HD] 滿文軍 305981 中國好時代 鐘麗燕

311013 不願你離去 黃鶴翔 291120 中國好情歌 冷漠

263510 不願想起你 譚圳 295832 中國好情歌 徐一鳴

337017 不願意想起[HD] 儲毅 290520 中國好歌曲 傲藝

316817 不願錯過你 陳藝搏 329076 中國好鄰居 于全莉

349230 不願讓你走[HD] 蘇芮 329077 中國好鄰居 韓曉輝

342575 不屬於的愛[HD] 呂彪 309046 中國有力量 孟文豪

279188 不變的守候 涓子 290674 中國我愛你 張可

288100 不變的承諾 李宥承 232729 中國我愛你 鳳凰傳奇

295825 不變的信仰 閻維文,付佳佳 315023 中國我愛你 鄭海燕,戴玉強

308154 不變的音樂 王繹龍 340509 中國我愛你{Live}[HD] 饒海明

233974 不變的情歌 黑龍 341875 中國東蘭美[HD] 張師羽

325355 不變的情緣 正雲 343043 中國的心跳[HD] 王一宇

345465 不變的情緣[HD] 張健 264008 中國的孩子{Live} 雲朵

270757 不變的鄉戀 騰格爾 292154 中國春常在 呂繼宏,張也

319512 不變的愛你 于金勝 304019 中國是我家 楊洋

340506 不變的愛你{Live}[HD] 于金勝 302680 中國情人節 張傲

294832 不變的愛戀 三多 291121 中國最強音 冷漠

318901 不變的誓言 唐章勇 304181 中國隊加油 群星

332212 不變的誓言[HD] 陳岩,青鳥 283034 中國圓舞曲{Live} 金婷婷

271986 不變的諾言 黃品戩 268036 中國新鄉村 喬軍

232462 不讓自己哭 高娜 312219 中國新詩篇 蘭旗兒

329066 不讓你孤單 劉子涵 270517 中國歌最美 皓天

316482 不讓淚水飛 風語 344596 中國舞起來{Live}[HD] 明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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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27 中國衝衝沖 含笑,蘇小花 308347 什麼都依你 安心亞

325968 中國壞大叔 李綱鋒 319525 什麼都會有 尹玉成功

308593 中國讚美詩 吳娜 308637 什麼最流行 呂雯

332478 中華一枝花[HD] 陶紅 232828 什麼樣的你 鳳飛飛

269766 中華大家園 李雪,鐵木隆 307176 什麼樣的愛 李創

320960 中華大家園 胡斌 313592 什麼樣的愛 趙洪濤

232719 中華大家園 鮑蓉 305057 什麼樣的愛 蔡依林

304105 中華大家園{Live} 群星 256040 今天不回家 葉倩文

346439 中華大舞臺[HD] 高安 304514 今天不回家{Live} 甄妮

347600 中華五千年[HD] 肖陽 310880 今天再相見 焦慶軍

290277 中華民族頌{Live} 鄧麗君 270229 今天你要走 溫博

320132 中華好少年 李言哲 288040 今天我瘋了{Live} 老錢

329079 中華好兄弟 司空雷,藍波 333975 今天我瘋了{Live}[HD] 老錢

307095 中華好兒孫{Live} 張豐毅,朱亞文,段奕宏 230977 今天沒回家{Live} 陶喆

305983 中華好明月 鐘麗燕 231323 今天的中國 雷佳

315724 中華好明月 鐘麗燕,廖昌永 256917 今天的太陽 許美靜

314763 中華好阿媽 郭瓦·加毛吉 303039 今天星期幾 莫文蔚

295833 中華好家風 劉和剛,戰揚 327452 今天愛了沒 愷樂

326756 中華孝道情 許曉杰 325984 今天愛了沒 簡愷樂

263633 中華我的家 王愛華 349622 今日我離別{Live}[HD] 毛不易,無限歌謠季

319518 中華我的家 耿為華 306207 今生不別離 陳舒創

230799 中華我的家{Live} 陳紅,張媛媛 306208 今生不別離 劉清渢

274620 中華兒女情 于洋 295858 今生太執著 高斌

348748 中華武術魂[HD] 陳海立 323556 今生只愛你 鄭仲

320133 中華情之歌{Live} 吳嬌 303373 今生永不忘 陳瑞

263586 中華第一樓 王亞平 324448 今生永相伴 尚雯婕

343044 中樂匯之家[HD] 楊臣剛,中樂匯 339392 今生好兄弟[HD] 趙斌,馮光

325207 丹頂鶴之戀 宏圖 230071 今生你作伴 陳慧琳

230136 五月二十日 陳振雲 323558 今生我等你 音樂走廊,歌一生

311513 五月來看花 劉捷 341879 今生我愛你{Live}[HD] 蔣鈺華

308282 五百次回眸 田躍君 271408 今生足夠了{Live} 郭歡,龐龍

288532 井岡杜鵑紅 鄭璐 284719 今生的兄弟 張嘯

307949 什麼叫做愛 天孿兄弟 295861 今生的唯一 陳小卿

311229 什麼叫做愛 鄒治平 313958 今生的唯一 陳後華

295856 什麼是兄弟 張洪濤 341490 今生的唯一[HD] 安東陽,東方紅艷

325231 什麼是兄弟 莊紅虎 320147 今生的過客 紅薔薇

338227 什麼是幸福[HD] 焦集 295859 今生是兄弟 二龍湖浩哥

293607 什麼是愛情 徐苑 278778 今生愛上你 高安,張渼壹

253902 什麼都不怕 楊千嬅 342095 今生遇見你[HD] 祁隆,任妙音

233311 什麼都可以 黃曉明 303880 今年我最紅{Live} 黃聖依

349620 什麼都別說[HD] 于安迪 311150 今年最特別 群星

285438 什麼都沒留 陳坤 302949 今年發大財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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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592 今兒個高興 謝曉東 269318 公主的誘惑 徐衫

335958 今夜二十歲{Live}[HD] 楊坤,中國好聲音 313023 公主的誘惑 徐彬

293462 今夜不分手 咖啡糖組合 332168 公主的魔咒[HD] 心瑤

325733 今夜不回家 青山 303605 公主表白記 游艾迪

310128 今夜午起來 張冬玲,榮聯合 301454 公仔面之歌 物樂團

325982 今夜好寂寞 王愛華 324594 公路冰淇淩 朱婧汐

327451 今夜我只想 媛媛 325297 公路霜淇淋 朱婧汐

269531 今夜我喝醉 曹爾真 304950 公道在人間 劉歡

322985 今夜的地鐵 歐霖 305694 六月 他和她 顏悅

302209 今夜的草原 烏蘭托婭 270916 六字真言誦 蔣姍倍

305219 今夜的滋味 樸樹 344930 六扇門風雲[HD] 路飛老濕,蘇伈塘

325983 今夜雨綿綿 王梓旭 284113 分不清的傷 單色凌,貫詩欽

300190 今夜雨濛濛 佚名 305714 分不開的手 魏佳慶

234230 今夜雨濛濛 龍飄飄 304444 分手一周年{Live} 零點樂隊

304617 今夜雨濛濛(倫巴) 舞曲 294114 分手了不哭 劉文安

279384 今夜雨濛濛{Live} 青山 285828 分手了以後 吳松發

254108 今夜雨濛濛{Live} 楊小萍 294241 分手又如何 崔廣杰

325735 今夜雨朦朦 青山 233027 分手也愛你 黃品源

345876 今夜留下來[HD] 成雷 322320 分手不分手 張天野

310120 今夜舞起來 張冬玲 288763 分手不回頭 李俊杰

310294 今宵月正圓{Live} 張琪朗 231133 分手五十天 陶莉萍

294485 今宵多珍重 王若琳 336561 分手日快樂[HD] 牙牙樂

253047 今宵多珍重 徐小鳳 268915 分手以後呢 小5

302481 今宵多珍重 崔萍 269420 分手在北京 新街口組合

303855 今宵多珍重 黃清元 295449 分手在雨夜 語錄

334546 今宵多珍重(This Precious Night)[HD] 王若琳 301974 分手在秋天 剛輝

304576 今宵多珍重(倫巴) 舞曲 305629 分手在秋天 韓超

312690 今宵多珍重{Live} 汪明荃 323038 分手那一夜 海威

302833 今宵多珍重{Live} 梅艷芳 298569 分手的季節 老貓

266850 今宵多珍重{Live} 謝雷,楊燕 299141 分手的時候 佚名

330245 今宵多珍重{Live}[HD] 蔡琴 317256 分手的時候 林少緯

300721 今宵屬於你{Live} 宋祖英,蔡國慶 230943 分手的理由 陳飛彤

288698 今晚好明月 董文華 308754 分手的距離 李玥銘

287013 今朝多美好 張曼 333424 分手的距離[HD] 李魏西

280981 允許我愛你 張睿 303205 分手的黑夜 陳久霖

343675 元宵吃貨節[HD] 洛天依 304663 分手的愛人 趙真

282033 內心的笑容 一綾 282634 分手的對白 湯加麗

280954 內衣的秘密 鞏新亮 301610 分手的擁抱 青蛙樂隊

331657 公公偏頭痛[HD] 周杰倫 280746 分手的邂逅 六哲

334748 公主也發威[HD] 楊謹 317255 分手後的事 蘇唯

335047 公主也發威[HD] 楊謹,沙灘寶貝 284459 分手後的傷 冷漠

301631 公主的迷信 信 284395 分手是解脫 九江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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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16 分手是解脫 余紅萍 288590 反擊的愛人 Golden

291401 分手紀念日 田鑫 295340 天一閣抒懷 王瑩

308373 分手時的話 安濤 292321 天上有星星 小喬

266019 分手做朋友 星弟 328398 天上的月亮 天愛

233373 分手第七天 黃湘怡 312486 天上的西藏 米綫

324579 分手這杯酒 曾羽飛 288860 天上的西藏 達爾吉

312280 分手就分手 小山 280042 天上的西藏{Live} 晟瑤

268138 分手無紀念 伍華 327588 天上的村莊 熱們澤

285404 分手說愛你 阿悄,王麟 323692 天上的亞丁 澤仁伍波

334181 分手說愛你[HD] 陳芳語 290331 天上的卓瑪 阿東

311530 分開了以後 劉超華 311478 天上的星星{Live} 劉春雲

263595 分開兩個我 Kent 332150 天上的雲兒[HD] 雲朵

327509 分開的心情 夜未眠樂團 348242 天下一家親[HD] 東方任靜

331706 分開的常理[HD] 家家 305792 天下父母心{Live} 譚晶,楊坤

326045 分開的理由 吳曼喬 292478 天下有情人 徐千雅

287410 分開的結果 鐘昀呈 329238 天下有情人{Live} 周華健,張碧晨

326759 分開的學問 邱鋒澤 232697 天下有情人{Live} 魏晨,郁可唯

301731 分開後的你 星弟 349302 天下老父母[HD] 于海霞

292318 分開還是愛 小喬 307011 天下孝為先 嚴當當

324947 勿忘父母恩 追風 337829 天下孝為先[HD] 嚴當當

315047 化不開的痛 馬旭東 312089 天下岳陽樓 譚圳

280681 化作櫻花樹 Snh48 311417 天下的女人 鳳凰傳奇,徐千雅

265878 化蝶永相隨 張岩峰 311418 天下的姐妹 鳳凰傳奇,徐千雅

313962 化蝶隨你飛 冷酷 336604 天下第一美[HD] 傲藝

274683 午夜的回憶 吳松發 343744 天下第一面[HD] 百靈

300575 午夜的吻別 佚名 279047 天下第一家 顧凱

303246 午夜的時候{Live} 陳明 341449 天下第一情[HD] 于文華

307834 午夜的酒吧 大哲 344240 天下第一媒[HD] 吳陌川

286138 午夜的旋律 陳羑 328399 天下第一鮮 苗嫣妮

232806 午夜的街頭 鳳飛飛 314767 天大的幸福 曾春年,麗菲

304862 午夜的邂逅 劉思偉 322402 天山的思念 王麗達

305578 午夜夢回時 謝雷 322403 天山的思念[Live} 玉米提

231582 午夜夢回時 韓寶儀 231139 天山瑪麗亞 陸君

279789 午夜夢回時(國) 莊學忠 331407 天才白癡夢[HD] 蘇妙玲

288783 午夜夢醒時 陳瑞 278121 天才碰麻瓜 華語群星

299203 午夜說再見 佚名 318928 天才與塵埃{Live} 李泉,蒙面歌王

299193 友情的安慰 佚名 306220 天天天想你 黃勇

324215 友誼的小船 三郎 312662 天天把歌唱 李嘉石

324556 友誼的小船 成泉 270737 天天把歌唱 胡紅艷

341448 友誼的小船[HD] 三郎 309213 天天情人節 武藝,付夢妮

279992 反正分開了 夏天alex 327589 天天情人節 陳勢安

338003 反正我信了[HD] 信 308293 天天想著你 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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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366 天天說愛我 Makiyo 317377 天使的微笑 劉程伊

326113 天台的月光{Live} 向洋,中國新歌聲 286043 天使的夢想{Live} 秦藝天

333277 天生不完美{Live}[HD] 萱萱,那英 230665 天使的選擇 陳琳

265813 天生我有才 尹春吉 333797 天使的選擇[HD] 馬天宇

304279 天生是女人 萬穎 307476 天使的聲音 阿軍

268102 天地任我行 任承浩 339206 天使旅行箱[HD] 趙薇

326761 天地任我行 張寒 334352 天使都哭了[HD] 飛兒樂團

268519 天地在我心{Live} 吉克雋逸,劉歡 285577 天使都哭了{Live} 飛兒樂團

345547 天地在我心{Live}[HD] 那英,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263369 天使與王子 孫興

332298 天字女一號[HD] 崔子格 290630 天使與魔鬼 孫艷

320294 天佑我中華 陳澤華 349303 天使與魔鬼{Live}[HD] 王繹龍

230562 天冷就回來 陳潔儀 326117 天的另一邊 徐薈喬

232613 天那邊的愛 高楓,辛欣 313967 天空的淚水 桑紫菲

297564 天使也寂寞 大美 348246 天空的顏色[HD] 程繼寬

312429 天使也寂寞 田躍君 333508 天空開始哭[HD] 七街小屋

311660 天使也累了 蔡華君 282974 天空會下雨 超泉rz組合

312233 天使也會哭 歡子 265228 天空會下雨 萬清泉

305083 天使不夜城 蔡琴,王柏泉 282880 天空裡的雲 蔡文晶

284796 天使在人間 慕容曉曉 318369 天空飄著雨 邁克鴻飛

305181 天使在身旁 鄭麗君 309603 天亮前消失 胡蘇

343746 天使在唱歌[HD] S.H.E 301234 天亮後分手 尚雯婕

294527 天使多美麗 糖糖樂團 309344 天亮說分手 阿華

309170 天使走過身 林依晨 230375 天亮說晚安 陳曉東

279711 天使的手臂(國) 張衛健 343126 天亮說晚安[HD] 藍又時

301447 天使的決定 泳兒 345548 天氣這麼熱{Live}[HD] 張澤,中國新歌聲

301799 天使的使命 胡杰夕 266516 天真的白羊 白龍

305723 天使的咒語 魏雪漫 344242 天真的預言[HD] 詹小櫟

303357 天使的幸福 陳勝嶼 302341 天真壞小孩 閃亮三姐妹

233683 天使的指紋 黃鶯鶯 340577 天堂的來信[HD] 林曉勇,蒲瑞

334249 天使的指紋[HD] 孫燕姿 234266 天堂的祝福 龐曉宇

267277 天使的約定 高韓 269839 天堂的媽媽 楊松

284131 天使的翅膀 范瑋琪 281022 天堂島樂園 徐良,劉丹萌

265959 天使的翅膀 徐健淇 267196 天堂裡的愛 雲菲菲

304404 天使的翅膀 賈文君 233552 天堂與地獄{Live} 黃舒駿

289671 天使的翅膀 劉妍 291976 天涯共此時 丁于

293727 天使的偏執 王心凌 313269 天涯共此時 莫文蔚,信,李宇春,林俊傑

335792 天使的偏執[HD] 王心凌 349719 天涯共此時{Live}[HD] 關喆,經典咏流傳

300815 天使的眼淚 李金澤 305136 天涯我獨行 鄭吟秋

301673 天使的眼淚 姚思思 271898 天涯明月刀 高瑜

295442 天使的眼淚 袁潔瓊 267038 天涯明月刀 鍾漢良

305401 天使的眼淚 縱貫線 307469 天涯遊子心 阿文

310774 天使的眼睛 陸鋒 310044 天涯遊子情 高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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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720 天淨沙思念 孫彭飛 337804 少一點天份[HD] 孫盛希

337742 天然的最好[HD] 盧廣仲 334630 少了一個你[HD] Io樂團

347274 天黑就想醉[HD] 羅時豐 349759 少女的幻想[HD] 劉增瞳

278721 天黑請閉眼 陸虎 339976 少女的祈禱[HD] 王心凌

316774 天黑還很遠 林渃晗 342362 少女進化論{Live}[HD] Snh48

301505 天路通拉薩 金歌 338662 少年三國志[HD] 陳赫

279740 天臺的月光 鄭毅 337756 少年中國強[HD] 田卓凱迪

334421 天臺的月光[HD] 周杰倫 283547 少年中國夢 黃呈成

271388 天賜蒙古包 郭婭麗 349760 少年中國說{Live}[HD] 張杰,經典咏流傳

267140 天邊有個你 陳思思 328473 少年去遊蕩 許飛

312041 天邊的西藏 瓊雪卓瑪 346037 少年西遊行[HD] 李常超

345999 天邊的果洛[HD] 東措 233570 少年狂想曲 黃舒駿

323095 天邊的阿媽 追風組合 345039 少年樂之旅[HD] 馮小大

318673 天邊的故鄉 韓冰 290249 巴了吧爸爸{Live} 賈盛強

289823 天邊的家鄉 布仁巴雅爾 299597 巴比倫花園 佚名

268731 天邊的浪漫 央金蘭澤 329303 巴爾虎姑娘 蒙古利亞樂團

262790 天邊的眷戀 金莎 291268 幻想的愛情 曾雨軒

293375 天邊的愛人 烏蘭托婭 310195 幻滅的承諾 張海

296161 天邊的駱駝 呼斯楞 308674 心上的姑娘 完瑪三智

316782 天邊的駱駝 羅海英 268145 心上的草原 何烏蘭

331849 天邊花正香[HD] 王歡 318393 心上的羅加{Live} 阿魯阿卓

344245 天韻搖籃曲{Live}[HD] 哈琳 317488 心不會說謊 張嘉桐

305372 太平洋的風 戴玉強 269139 心中一把火{Live} 張杰

335212 太平洋的風[HD] 黑莓車 270934 心中了一箭 蒙面哥

311720 太陽下的夢 魯恩濱 297764 心中只有你 毛甯,陳明

293615 太陽天空照 新聲一班 230214 心中只有你 陳明

300037 太陽出來了 佚名 306229 心中的女神 雲飛

268829 太陽出來了 孟庭葦 308644 心中的天堂 呂靜

336610 太陽和月亮[HD] 陳雅森 278933 心中的天堂(國) 陳秋迎

286024 太陽和月亮{Live} 徐晶晶 323765 心中的太陽 南拳媽媽

323704 太陽的後裔 張賢赫 304485 心中的太陽 瑪希

294679 太陽與月亮 陳雅森 341082 心中的太陽[HD] 南拳媽媽

300038 太陽驟成雨 佚名 321860 心中的太陽{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232427 太陽驟成雨 高勝美 302020 心中的太陽{Live} 孫楠

323096 太傻太愚蠢 王建榮 342373 心中的日月[HD] 王力宏

299008 太魯閣之戀 佚名 283407 心中的日月{Live} 王拓,葉秉恒

307846 夫妻那些事 大慶小芳 326773 心中的日月{Live} 李雨兒

323727 孔雀東南飛 天籟天 330204 心中的日月{Live}[HD] 王力宏

302453 孔雀東南飛 屠洪剛 346939 心中的月亮[HD] 易小川

338323 孔雀東南飛[HD] 毛一涵 293523 心中的仙女 將軍

333596 孔雀東南飛[HD] 宋孟君 303234 心中的安妮 陳汝佳

336636 少一分想你[HD] 黃征 288986 心中的西藏 王可,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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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96 心中的卓瑪 張天甫 328499 心底的中國 江濤

306957 心中的姑娘 劉子禾 282814 心底的天堂 肖雨蒙

308646 心中的武當 呂繼宏 342097 心底的溫柔[HD] 舒方

300568 心中的玫瑰 佚名 317494 心拔涼拔涼 劉佳成

269130 心中的玫瑰 張斯斯 266707 心的另一半 蒙哥,零零

304055 心中的玫瑰{Live} 楊鈺瑩 278707 心的最裡面 鍾漢良

310935 心中的花園 賀軍翔 257888 心是會痛的 辛曉琪

234034 心中的故鄉{Live} 齊峰,孟根其其格 263301 心為你而碎 Sara

309919 心中的約定 索朗扎西 269349 心為你等待 小龍

292735 心中的草原 燕尾蝶 323156 心苦的女人 浩軒

290460 心中的草原 龍梅 322469 心疼的印章 謝高峰

294680 心中的高原 降央卓瑪 335233 心疼的錯誤[HD] 周詩雅

265630 心中的唯一 千童,唯一燕 327650 心動的季節 田田

325797 心中的彩虹 袁小明 302288 心動的街角 袁元,林浩威

326775 心中的彩虹 張翠萍 292459 心情不太好 張道旺,崔強

326207 心中的梅朵 澤郎 341558 心被你左右[HD] 王寶磊

293176 心中的牽掛 陳瑞 230032 心就要飛了 陳慧嫻

343790 心中的雪蓮[HD] 才讓洛桑 299938 心湖雨又風 佚名

323766 心中的悲涼 王曉敏 232348 心湖雨又風 高勝美

295450 心中的愛人 語錄 284243 心痛的回音 張赫宣

320375 心中的圖畫 小男孩樂團 313738 心痛的滋味 穆言

307015 心中的夢想 大廚 305010 心痛的傷口 潘美辰

295487 心中的夢想 那仁朝格,韓靜,潘超,張元啟 285230 心痛的感覺 范逸臣

296310 心中的蔚藍 謝艷,馬俊 286111 心痛的感覺 黃綺珊

269878 心中的寶貝 林沖 331980 心痛的感覺[HD] 陳明

304075 心中常有我 楊麗珍 310601 心痛後明白 郭曉杰

306230 心太軟續集 秋褲大叔 345072 心想萬事成[HD] 劉航

313571 心太軟續集 趙小兵 317493 心愛的女孩 鍾應龍

269491 心向風隨去 晟瑤 299440 心愛的安娜 佚名

343792 心向黔東南[HD] 朵久央,潘興周 291346 心愛的百合 熊七梅

317491 心在為你跳 楓舞 285641 心愛的姑娘 尹寒

278271 心在草原飛 廖芊芊 298193 心愛的姑娘 代小波

267998 心在雲上飛 烏蘭托婭 294641 心愛的姑娘 閻鳳梅

301660 心有千千結 姚乙 346552 心愛的姑娘[HD] 王平

231764 心有你觸摸{Live} 韓紅 339992 心愛的姑娘[HD] 趙國相

270030 心系釣魚島 夢成 230350 心碎了無痕{Live} 陳曉東

266946 心肝大寶貝 郭彤,劉凱倫 298361 心碎了落花 安東

318475 心肝大寶貝 郭津彤,劉凱倫 300115 心碎的抱歉 佚名

298702 心事用歌唱 佚名 284375 心碎的寂寞 三多

299449 心事有誰問 佚名 293003 心碎的愛情 賀一航

330981 心和你約會[HD] 鐘心 288989 心碎的溫柔 小文

335594 心底那個人[HD] 胡建烽 274625 心碎的溫柔 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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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61 心碎的歎息 成銘 334101 日日紅上海[HD] 李玉剛

348304 心碎愛情戲[HD] 喬幼 287270 日日紅上海{Live} 李玉剛

329329 心裡有片天 王如華 270879 日本你聽著 葡桃

298358 心裡有個你 安宇 299691 日光城之戀 佚名

299330 心裡的天堂 佚名 298666 日落北京城 佚名

233307 心裡的火花 黃曉君 326784 月下的篝火 哈妮

331814 心裡的孩子[HD] 梁文音 338944 月下蓮花開[HD] 趙霏兒

274581 心裡的溫柔 譚雪 275165 月光上行走 阿佳組合

303697 心裡的魔鬼 絲襪小姐 285545 月光下的海 黃綺珊

309053 心裡是花園 孟庭葦 293836 月光下的淚 謝小雨

306239 心裡暖暖的 王煬,金豆豆 285714 月光下等你 玉面天使(吳霞)

325703 心裡暖暖的 金豆豆 326785 月光下等你 李勇森

315064 心裡裝著誰 佟鐵鑫 291024 月光下等待 陳瑞

295084 心裡裝著誰 廖昌永 331112 月光下想你[HD] Sara

285887 心裡總有你 周峰 268008 月光下氈房 烏蘭托婭

315065 心裡藏著你 柴強,田娟 302979 月光小夜曲 莊學忠

340345 心跳為你加快[HD] 廣智,沖兒 230890 月光小夜曲 陳芬蘭

339457 心酸的成熟[HD] 黃小琥 233217 月光我的愛 黃小蕾

231687 心酸的承諾 韓潮e族 257053 月光的祈禱 許茹芸

326208 心酸的過客 曾星瑜 325009 月光的憂傷 降央卓瑪

300679 心醉心碎後 吳滌清 300641 月光族的淚 冷漠

326780 心隨你遠行 王婧 325843 月光像情網 青山

328502 心靜聽炊煙 譚晶 333786 月老的情話{Live}[HD] 韓光

312234 心還是會疼 歡子 318942 月色映中天 山子華

330451 心還是熱的[HD] S.H.E 328670 月伴影相隨 花邱陽

335715 心還是熱的{Live}[HD] S.H.E 304013 月兒又彎彎 楊青倩,曹格

321211 心靈的天堂 梅朵 265347 月兒幾時園 郁可唯,陳昇

314772 心靈的呼喚 熊七梅 310658 月兒幾時圓 陳昇,郁可唯

335453 手上的煙火[HD] 張佑錢 231424 月兒像檸檬 青山

341979 手心的太陽[HD] 張韶涵 312909 月兒像檸檬 洪祿雲,陳水林

337053 手心的薔薇[HD] 林俊傑,鄧紫棋 230889 月兒像檸檬 陳芬蘭

231209 手心裡的海 雨天 234234 月兒像檸檬 龍飄飄

309977 手心裡的愛 馬郁,劉嘉亮 279400 月兒像檸檬{Live} 青山

303558 手心裡的寶 斯琴高美 254116 月兒像檸檬{Live} 楊小萍

271506 手指另一端 金莎 333542 月到天心處[HD] 吉克雋逸

331580 手貼手約定[HD] 嚴藝丹,何炅 290494 月夜思鄉情 于全莉

269482 手漸漸鬆開 曉月 291073 月夜相思情 龍飛,雲菲菲

337054 手寫的從前[HD] 周杰倫 333660 月夜相思情[HD] 李青,雲菲菲

344361 手機太瘋狂[HD] 寧新兵 317712 月亮又圓了 梁佳玉

326782 支持中國貨 大慶小芳 301570 月亮升起來 阿魯阿卓

322598 日子好好過 張琛 299067 月亮月光光 佚名

305968 日日是好日 鍾鎮濤 336415 月亮的思念[HD] 李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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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484 月亮的眼淚 西單女孩 343280 火火火起來[HD] 吳官輝

310482 月亮的眼睛 甜美真 303574 火火的中國 曾敏

301271 月亮花兒開 易秒英 280792 火火的中國 劉晶

293133 月亮啊月亮 阿香 279000 火火的姑娘(國) 東方紅艷,趙真

333623 月亮惹的禍[HD] 張宇 296743 火火的時代 郭麗霞

309337 月亮對我說 阿茹娜 296742 火火的情郎 東方紅艷,趙真

283047 月亮彎兒月 金岩 317794 火火的情歌 趙真,東方紅艷

338945 月是故鄉明[HD] 趙振岭 311860 火火的情歌 龍嘯

271329 月美人更美 郎郎(馬志鋒) 346656 火火的情歌[HD] 歐美

319840 月球暫住證 禇桐羽 293091 火把節之夜 金岩

285372 月圓相思後 金婷婷 331666 火車叨位去[HD] 周杰倫

322625 月圓相思後{Live} 王莉 325866 火車情人夢 洪敬堯

254793 木馬屠城記 王心凌 305542 火星有點燙 謝雨欣

326787 欠下的幸福 周鳳蘭 323318 火星情報局 華晨宇

303378 欠你的幸福 陳詩慧 233619 火星愛月亮 黃雅莉

285834 欠你的微笑 宋寧 312162 火紅的太陽 蘇勒亞其其格

303162 欠踹的背影 郭采潔 274982 火紅的日子{Live} 火紅

319862 比比亞ki 牙牙樂 323319 火紅的妹妹 肖亮

310621 比永遠更遠 陳小春 317796 火辣辣的愛 望海高歌

262101 比你好的人 阿超 286089 火辣辣的愛 郭玲

301926 比我更幸福 飛梵樂隊 339790 火熱的巴楚[HD] 西域胡楊

299366 比春更嬌豔 佚名 281071 火燒的寂寞 曾一鳴

230232 比寂寞善良 陳明真 294383 火燒的寂寞 楊寶心

310355 比從前快樂 張睿恩 287765 火燒的寂寞{Live} 何潔

344744 比夢更自由[HD] 鄧卓軒 324258 火燒的寂寞{LIVE} 信,朴惠子,我想和你唱

310351 比懷念快樂 張瑤 335937 火燒的寂寞{Live}[HD] 徐劍秋,中國好聲音

313114 毛主席語錄 張冬玲 335960 火燒的寂寞{Live}[HD] 楊寶心

295134 毛主席語錄 張雷 305755 火警119 羅志祥

347388 水下孔之戀[HD] 張子冉 267359 父母的恩情 龔向陽

319863 水兵思鄉情 韓曉輝 308785 父母的恩惠 李悟

311032 水果魔法棒 愛朵女孩 285331 父親兒想你 遙遠

315754 水是冰的淚 宋沛江 284836 父親兒想你 曉依

281273 水甜景如歌 潘媛媛 288222 父親的目光 流蘇

317751 水袖舞相思 畫天 308503 父親的希望 冷漠

318946 水墨醉江南 雨露 345241 父親的身影[HD] 覓雅樂隊

302662 水藍色眼淚 張惠妹 292922 父親的恩情 范海榮

337067 水靈靈的她[HD] 鄧超予 279564 父親的胸懷(國) 吳新宏

233859 火一樣的愛 黎明 318656 父親節快樂 陳林波

270441 火了火了火 王蓉,老貓 292756 父親對我說 王宏偉

282283 火火中國風 多元神話 287278 片片秋葉情 李炎

296741 火火中國夢 任軍太 295040 片片梨花開 孫曉涵

306249 火火中國夢[HD] 任軍太 342010 牙尖上的愛[HD] 蔡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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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12 牙刷愛牙膏 楊謹,沙灘寶貝 336301 他們的力量[HD] 約瑟翰 龐麥郎

296789 牛叉本命年 龍梅子,老貓 256984 他們的故事 許茹芸

318725 牛奶三明治 佚名 305867 他夏了夏天 蘇打綠

311208 牛奶泡餅乾 賈萬 322989 他對我很好 品冠

316354 牛奶健康歌 曹格,曹三豐,曹華恩 335629 仙女湖之戀[HD] 鄧超予

346211 牛郎織女情[HD] 陳威男,張渼壹 324691 仙俠傳 雪字 武藝

323985 王子一米七 夏婉安 262944 仡佬族酒歌 李泓瀅

327915 王子的新衣{Live} 童珺,夢想的聲音 320980 以前的以後 盛一倫

317026 王子的新衣{Live}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293457 以後再堅強 周菁

262773 王子與公主 解彬 313993 以後的日子 蔡道權

253244 王子變青蛙 徐若瑄 327454 以後的以後 易思葭

295076 王小二拜年 巧千金 313431 以後的以後 馮澤雨,裴紫綺

337966 且二且珍惜[HD] 楓子 334999 以後的以後[HD] 莊心妍

288681 且行且珍惜 云菲菲 339163 以後的以後{Live}[HD] 莊心妍

290632 且行且珍惜 孟文豪 320981 以後的我們 阿楠

289653 且行且珍惜 馮欣 333142 以後是我們[HD] 黑龍,李芳蕾

326789 且行且珍惜 楊佶霖 349627 以為很幸福[HD] 萬李剛

320955 且行且珍惜 樊海峰 309902 以播出為准 祝蘭蘭

288431 且愛且珍惜 張冬玲 283748 兄弟 幹一杯 雲珩

327432 世上只有你 江若琳 323016 兄弟 想你了{Live} 姜鵬,韓東

343646 世呂酒最美[HD] 孫安心 266258 兄弟一杯酒 楊浩龍

294272 世界太安靜 張希晨 343679 兄弟一家親[HD] 永浩

330560 世界未末日[HD] 周杰倫 348774 兄弟一起干[HD] 光線合唱團,貓眼合唱團

311775 世界末日前 蕭全 339176 兄弟一起吧[HD] 王冠予

300912 世界多美麗 李逸 329142 兄弟一起飛 宋潮

299704 世界多美麗(恰恰恰) 佚名 339177 兄弟一起唱[HD] 郭少杰,孟剛,杜歌

339627 世界那麼大[HD] 吳潔偉 287536 兄弟一起醉 覃浩

316517 世界的盡頭 任重 315764 兄弟一起闖 曹越

338588 世界的徽商[HD] 蔣大紅 307603 兄弟一起闖 傅松,李永順

297968 世界真細小 王雪晶 292527 兄弟一起闖 晶迪,金龍

310732 世界都知道 陳詩莉 323602 兄弟一輩子 火山

321741 世界準備好 張皓然,周晉進,厲敏 313995 兄弟一輩子 潘東亮

340512 主我尋求你[HD] 林曉勇 341543 兄弟一輩子[HD] 火山

321744 主要看氣質 魏菲兒 332227 兄弟大過天[HD] 黑龍,關寅飛

340513 主要看氣質[HD] 馬藝航,邵明慧,尹藝晴 343068 兄弟不分離[HD] 趙洪強

340511 主啊差遣我[HD] 林曉勇 293115 兄弟不容易 阿當,海心

295836 主播也很累 周越洪 292711 兄弟不容易 海心,阿當

266585 他已經走了 羅心潔 348776 兄弟回來了[HD] 于曉峰

303244 他不是我的 陳昇 346458 兄弟回來了[HD] 冀勇

333067 他不該妳愛[HD] 王謹軒 344622 兄弟在一起[HD] 曉安

230546 他不適合你{Live} 陳潔儀 348777 兄弟在一起[HD] 龍賀

310663 他們多幸福 陳冠霖 340535 兄弟在身旁[HD] 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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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495 兄弟在草原 青稞地組合 305742 加琳賽部落 羅永娟

315094 兄弟在路上 王鈺鈞 278208 北上的列車 好妹妹樂隊

326795 兄弟你好嗎 妙音兄弟 270687 北方天空下 胡斌

347221 兄弟別怕難[HD] 胡海洋 300423 北方的歌謠 佚名

338602 兄弟呀兄弟[HD] 三毛,藍羽 312017 北京下起雨 藍燕,莫熙兒

318956 兄弟快掙錢 飛翔 265762 北京不好混 子楓

347223 兄弟我和你[HD] 盧焱 332842 北京不孤單[HD] 黃征

313996 兄弟我挺你 海闊 230272 北京我的家 陳星

286720 兄弟我敬你 祁隆,趙小兵 326802 北京到台北 曾軼可

343684 兄弟辛苦了[HD] 張東朗 271893 北京到瀋陽 馬闖

317235 兄弟來喝酒 張勝淼 233984 北京呼喚你 黑龍

341610 兄弟兩個字[HD] 高一鋒 312490 北京的冬天 老狼

288745 兄弟抱一下 鄧小龍 279976 北京的冬天 郭新林

334462 兄弟抱一下[HD] 龐龍 328311 北京的冬天{Live} 趙雷

337940 兄弟抱一下{Live}[HD] 龐龍 330848 北京祝福你[HD] 群星

307154 兄弟爭口氣 曾春年,飛翔 268885 北京擠地鐵 容海

342612 兄弟哥頂你[HD] 扎西 304231 北京歡迎你 群星

343071 兄弟記得我[HD] 李輝,張文廣 234352 北京歡迎你 龔玥

310155 兄弟啊兄弟 張宇軒,于金勝 304154 北京歡頌你 群星

294441 兄弟常聯繫 浩陽 282070 北海任我行 任賢齊

266286 兄弟情最深 欒添翔 344943 北海道初晴[HD] 路飛老濕

342613 兄弟喝個夠[HD] 胡建烽,鄭浩南 265200 北極熊日記 王濱

323603 兄弟幹一杯 金丹,葉小青,笑天 256992 北緯66度 許茹芸

336553 兄弟幹一杯[HD] 劉尊,劉爽 267839 北戴河之歌 Gala樂隊

290780 兄弟幹一杯{Live} 楊鴻 320217 半米的距離 JKAI

348139 兄弟想你了[HD] 姜鵬,二驢子 310166 半透明的牆 張杰

291110 兄弟跟我走 余潤澤,徐銨 296027 半截神經病 孫子涵

342103 兄弟跟我唱[HD] 舒曉龍 292828 半調子人生 白安

294710 兄弟闖天下 馬智宇,趙洪濤 279983 卡拉永遠ok{Live} 李祥祥

347225 兄弟闖江湖[HD] 李陽 290143 卡拉是個girl 至上勵合

232089 冬天的故事 馬天宇 266264 卡納藍蝶戀 楚博仁

301941 冬天的星願 香香 296034 卡絲耀你美 彭子瀛

266386 冬天的陽光 潘傲峰 343703 卡農的幻想[HD] 羅中旭

348787 冬日的奇跡[HD] MERA 292341 卡農的旋律 小萌,Miumiu

262570 出走太平洋 何韻詩 293157 去你的愛情 陳小義

287767 出走太平洋{Live} 何韻詩 293125 去趟草原吧 阿茹娜,榮聯合

324510 出門旅個遊 張艷君 292491 去趟草原吧 思雨

347645 出門靠朋友[HD] 韓東辰 315106 去趟草原吧 高佳,阿如那

315100 出發吧愛情 黃洋 302956 古月照今塵 莊學忠

299824 加多一點點 佚名 230783 古老的故事 陳紅

348173 加油小壞蛋[HD] 耀樂團 305337 古老的誓言 駱超勇

338616 加油吧兄弟[HD] 鎬東,許鶴繽 308010 古運河之戀 王子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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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20 另一個天堂[HD] 王力宏,張靚穎 311934 只要你的愛 謝華,盧惠美

316595 另一個自己 何炅 333018 只要你的愛[HD] 干露露

327531 另一個結尾 陳寶怡 303282 只要你記得 陳思安

315109 另一個噪音 胡夏 279998 只要你愛我 劉雨潼

315110 另一種永遠 蘇小艾 279615 只要你願意 許諾

231584 另一種鄉愁 韓寶儀 266772 只要你願意 蘇晴,程實

310942 另一種溫柔 隆隆 325392 只要我長大{LIVE} 王匯筑,中國好歌曲

332662 另一種溫柔[HD] 姜佑澤 300773 只要愛上你 李孝利,潘瑋柏

298267 另一種溫暖 石康鈞 320225 只差一點點 正午

254372 另外一個你 汪佩蓉 332936 只能更愛你[HD] 龍飛

348185 只一次從前[HD] 馬亞維 301242 只能這樣了 弦子

351813 只友情不變 古巨基 263821 只能想念你 蕭敬騰

328326 只因你太美 Swin-S組合 328330 只能想念你{Live} 蕭敬騰

310514 只有你知道 莊之影 304687 只能說遺憾 趙詠華

233354 只有你最真 黃淇 305294 只能靠想像 蕭蕭

263667 只有我自己 王菲 314007 只想把你愛{Live} 楊峰

266390 只有愛存在 潘曉峰 330988 只想抱著你[HD] 陳乃榮

309809 只忘了一些 徐立 349277 只想愛你呢[HD] Tor Saksit,劉明湘

329195 只怪這場雨 張津滌 309613 只想對你說 英倫希

310325 只是太愛你 張敬軒 311600 只想對你說 潘成

282392 只是好朋友 張婧 348809 只想對你說[HD] 那對夫妻-林京燁

285350 只是好朋友 鄭志立 336575 只想對你說[HD] 倪子越

256923 只是這人生 許美靜 263282 只想聽你說 戎梵

279994 只為你心動 劉維剛 301722 只愛火星人{Live} 後弦

313694 只為你心動 潘龍江 332007 只愛到一半[HD] 魏晨

288796 只為你回眸 菲麥爾 255227 只愛陌生人 王菲

321054 只為你傾城 莊偉斌 280870 只愛陌生人 墨綠森林

308762 只為這一次 李青,元元 348188 只愛陌生人[HD] 方木

264194 只為遇見你 朱丹 333089 只愛高跟鞋{Live}[HD] 葛泓語

316355 只要一分鐘 徐佳瑩 292009 只愛這一次 雲菲菲,龍飛

347243 只要一個你[HD] 孫瀾瀾 293975 只愛這一次 龍飛,雲飛兒

336577 只要外星人[HD] CS晨悠 256996 只說給你聽 許茹芸

231896 只要在一起 順子 284677 叫一聲爸媽 寶少

349278 只要在一起[HD] 後弦 308661 叫一聲爸媽{Live} 宋祖英

346883 只要有你我[HD] 唐伯虎,鞠紅川 270551 叫你聲哥哥 秋水

301351 只要有個他 林淑娟 343707 叫醒這地方[HD] 王建國

254373 只要你快樂 汪佩蓉 278153 叮叮的聲音 周小君

268418 只要你快樂 劉牧 314780 叮咯嚨咚嗆 群星

279997 只要你幸福 張磊 300583 可以不可以 佚名

287683 只要你幸福 陳佳 296056 可以不可以 姚貝娜

264188 只要你幸福 曾春年 332362 可以不流淚{Live}[HD] 老五

348193 只要你幸福[HD] 趙鑫 282350 可以原諒嗎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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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64 可以原諒嗎 馬常寶 333057 台北沉睡了[HD] 炎亞綸

283595 可以原諒嗎 馬常寶,小娟 255074 台北的天空 王芷蕾

310405 可以這樣愛 張靈敏 304323 台北紅玫瑰 葉璦菱

252943 可以愛很久 張韶涵 309689 台商的心聲 唐飛

345521 可我不想走[HD] 宿涵,劉祖君 269699 司馬光砸缸{Live} 李木子

322348 可念不可說 崔子格,盛一倫 284584 囚禁你的愛 回來娶你

340293 可念不可說[HD] 崔子格 292944 囚禁你的愛 葛維永

342321 可念不可說{Live}[HD] 崔子格,郁歡,我是直播歌手 281280 四川更美麗 熊立紅

314008 可是你不在 王藝 311043 四川歡迎你 感恩奮進

285351 可是對不起 鄭志立 315780 四次元愛情 陸翊

258154 可能不可能 鄭秀文 253222 四次我愛你 徐若瑄

300948 可惜不是你 李維 347683 四季的秘密[HD] 鄭思雨

269184 可惜不是你 張翰廉 349288 四點四十四{Live}[HD] 林俊傑

330704 可惜不是你[HD] 曹軒賓 294033 外面的世界 8090組合

322349 可惜不是你[Live} 李克勤,我是歌手 267119 外面的世界 陳奕迅,莫文蔚

284360 可惜不是你{Live} 丁澤強,陳羽凡 266889 外面的世界 超人特工隊

315116 可惜不是你{Live} 張杰,鄞雅茹 234102 外面的世界 齊秦

328336 可惜不是你{Live} 張信哲,天籟之戰 305746 外面的世界 羅永娟

340550 可惜不是你{Live}[HD] 李克勤,我是歌手 285191 外面的世界{Live} 胡海泉,劉綠葉

331720 可惜不是你{Live}[HD] 尚雯婕 303062 外面的世界{Live} 莫文蔚,齊秦

338276 可惜不是你{Live}[HD] 張杰,鄞雅如,最美和聲 230472 外面的世界{Live} 陳汝佳

289838 可惜不是我 張子瑄 287757 外面的世界{Live} 齊秦,齊豫

321060 可惜沒如果{Live} 林俊傑 336037 外面的世界{Live}[HD] 齊秦,中國好聲音

342104 可惜沒如果{Live}[HD] 貓黛麗赫本,蒙面唱將 336007 外面的世界{Live}[HD] 鄭心慈,胡慧儀,中國好聲音

334620 可惜總是你[HD] 韓小薰 263189 外灘十八號 男才女貌

325761 可愛的人生 青山 302291 外灘十八號 袁成杰,戚薇

231586 可愛的人生 韓寶儀 325470 夯Girl 趙奕歡

279386 可愛的人生{Live} 青山 304839 失去一個人 劉江

313517 可愛的人生{Live} 萬飛 341924 失去全世界[HD] 馬忠偉

270624 可愛的人生{Live} 羅樺 321130 失去的天空 曾夢翎

313534 可愛的中國 雷佳 278130 失去的年華 吉杰

300337 可愛的早晨 佚名 323705 失去的味道 劉溪

262882 可愛的男人 劉柏延 309812 失去的真愛 徐羽澤

269219 可愛的男孩 張迎丹 290552 失去的戰場 劉祖棟

298678 可愛的茉莉 佚名 345009 失明的城市[HD] 付豪

288535 可愛的家鄉 鄭璐 299071 失眠的早晨 佚名

310131 可愛的祖國 張可 253945 失眠的原因 楊千嬅

313033 可愛的新娘 栾添翔 267047 失控的愛情 閆旭

332630 可愛的寶貝[HD] 伊能靜 309670 失敗的分手 倪安東

311596 可憐沒人愛 歐陽玲玲 326124 失敗的高歌 張芸京

253221 台北下了雪 徐若瑄 308190 失散的孩子 史小龍

347670 台北下的雨[HD] 鄭興 233282 失落地平線 黃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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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50 失落的令旗[HD] 閃靈樂團,Randy Blythe 300594 平安的風景 佚名

283743 失落的雪花 膨大海 328479 平安就是福 張家成

288875 失落的愛頻 李若楓 287796 幼稚的果敢 凱歌

271097 失落的感覺 謝有才 317481 弗美克 奇跡 馬克

294752 失憶中等你 黃英 269413 弘吉剌姑娘 斯日其瑪

336612 失憶的金魚[HD] 楊丞琳 312737 打工十二月 周阿惠

333250 失憶號地鐵[HD] 杜樹志 326323 打工好男人 牛歌

266947 失戀28天 郭易 326812 打工好男人 阿權

309471 失戀33天 后羿,淳子 320499 打工的妹妹 浩林

320304 失戀一百次 Under Lover 292958 打不倒男孩 蔡旻佑

289560 失戀來唱歌 QS組合 298179 打死也不信 代小波

338019 失戀的兄弟[HD] 秋褲大叔,樓宏章 346119 打我啊笨蛋[HD] 阿達,呂士軒

332535 失戀的兄弟[HD] 樓宏章 265204 打的去內蒙 王相周

311601 失戀後遺症 潘成 254789 打起精神來 王心凌

312236 失戀排行榜 歡子 321338 打馬回草原 木杰

348252 失戀第二天[HD] 伊晗 290694 打結的毛衣 張祖誠

305407 失戀圓舞曲 翼勢力 301109 打漁的兒郎 卓依婷

254767 失戀歌迷黨 王心凌 326813 扔掉高跟鞋 楊航

342663 失戀聽情歌[HD] 六哲,賀敬軒 302136 未了的塵緣 書畫

296178 奶奶我愛你 鐘彩媚 352465 未成年主張{Live} 失控

232071 奶粉與便當 馬兆駿 341992 未完不待續[HD] 戴佩妮

254147 尼羅河女兒 楊林 334777 未完的承諾[HD] 溫詩巸

326184 左手摸右手 陳玉建 333449 未完的承諾[HD] 羅志祥

303096 左半邊翅膀 許飛 285928 未來一直來 羅文裕

303679 巧克力女孩 童星 300769 未來更精彩 李西

304713 巧克力女孩 趙默 256489 未來的未來 蕭亞軒

310544 巧克力之吻 許哲珮 325848 未來的氧氣 杜忻恬

329302 巨人的肩膀 林宥嘉 233575 未來的街頭 黃舒駿

310680 布依的春天{Live} 陳思思 325849 未來的進擊 TF Boys

290253 布拉布拉嘭 趙姝 349894 未來的樂章[HD] Snh48

334837 布拉格廣場[HD] 蔡依林 342824 未來的禱告[HD] 姜般若

316935 布林津情歌 崔子格 349439 未來練習曲[HD] 易安音樂社

305255 布達拉之戀 糖糖樂團 317728 未來還未來 羅力威

311079 平凡也榮光 楊宗華 282859 未來還有夢 葛小虎

282786 平凡的幸福 紀曉斌 265081 未拆的禮物 品冠

332409 平凡的美麗[HD] Jpm 291272 未知的明天 曾雨軒

347297 平凡的結局[HD] 張謀 323926 未知的星球 粗大band

326809 平凡的夢想 宇桐非 333512 未知的黑暗[HD] 王彙筑

343159 平凡的夢想[HD] 華語群星 290754 未曾真愛我 李成

326810 平凡的精彩 娜樣子 262641 未滿十八歲 胡彥斌

348908 平凡最偉大[HD] 順鵬 330270 未識綺羅香{Live}[HD] 蔡琴

323749 平山等你來{Live} 舞真 331292 末日不孤單[HD] 李代沫,陳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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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561 末日後相愛 吳鑫桐 266032 永恆的愛戀 曉依

342826 末日派熱舞[HD] Mario,俺醬 288367 永恆的愛戀{Live} 燕羽

266285 本草女人香 櫻子 334494 永恆的精彩[HD] 易展

233750 正想考考你 黃思婷 297749 永恆的誘惑 毛阿敏

297233 正當你年輕  劉文正 254283 永恆的誘惑 楊鈺瑩

271138 母愛天地間{Live} 譚晶 257058 永恆的轉眼 許茹芸

254727 母親我愛您 王夢麟 325538 永隔一江水{LIVE} 韓紅,我想和你唱

300039 母親我愛您 佚名 338059 永遠十八歲[HD] 蘇妙玲

326815 母親的心聲 凌波 292597 永遠不分開 李易峰

326388 母親的心聲 媚兒菲菲 312896 永遠不回頭 柯震東,陳妍希,郝劭文,蔡昌憲,鄢勝宇,彎彎

348450 母親的叮嚀[HD] 徐丹,康志雄 296692 永遠不回頭 楊培安

311028 母親的呼喚 微風 347392 永遠不回頭[HD] 君子

325637 母親的炊煙 楊曉微 285161 永遠不回頭{Live} 羽泉,蕭敬騰,范瑋琪

289212 母親的草原 侯強 304213 永遠不回頭{Live} 群星

321949 母親的草原 烏雲娜 337807 永遠不回頭{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22647 母親的草原 葛小虎 305483 永遠不更改 謝采妘

268813 母親的眼淚 孫艷 270629 永遠不更改{Live} 羅樺

270803 母親的眼淚 蘇峰 298724 永遠不能忘 佚名

300717 母親的眼睛{Live} 宋祖英 266432 永遠不聯絡 王子鳴

345204 母親是中華[HD] 褚海辰 319864 永遠太遙遠 彭三,任妙音

298791 母鴨帶小鴨 佚名 290618 永遠向前走 威龍

278700 民工的嚮往 金久哲 256804 永遠在一起 許哲珮

327856 民以食為天 崔來賓 292890 永遠在一起 群星

338441 永久的回憶[HD] 胡艾蓮 296693 永遠在一起 緣分兄弟

301975 永久的記憶 剛輝 340922 永遠在一起[HD] 白若溪,吳俊澤

232609 永不說再見 高楓 338716 永遠多遙遠[HD] 丁宇祥

331525 永夜的愛情[HD] 黃英 293277 永遠好兄弟 龍嘯

347391 永城我愛你[HD] 陳宏慶 284024 永遠守著他 楊燕

330497 永恆小步舞[HD] 任玲 274942 永遠守著他{Live} 森森,斑斑

302493 永恆的一天 庾澄慶 303819 永遠有多遠 黃品源

317756 永恆的大唐 李双松 309697 永遠伴相隨 唐儷,吳俊宏

347850 永恆的印記[HD] 張信哲 289218 永遠我和你 蔡獻華

316731 永恆的回憶 靈心 318976 永遠放心上 緣分兄弟

339287 永恆的快樂[HD] 嚴爵 300143 永遠的一天 佚名

313296 永恆的承諾 郭新龍 336757 永遠的永遠[HD] 張洪量

234286 永恆的信念{Live} 龐龍 330640 永遠的快樂[HD] 張惠妹

231316 永恆的起點 零點樂隊 330141 永遠的快樂{Live}[HD] 張惠妹

270741 永恆的旋律 胡量,張燕 347015 永遠的我們[HD] 1022女聲

269160 永恆的旋律{Live} 張燕,胡量 308940 永遠的沉默 阮以偉

323935 永恆的眷戀 德德瑪 310553 永遠的承諾 許雅涵

278911 永恆的童話 常石磊 233339 永遠的朋友 黃格選,安雯

300972 永恆的愛戀 曾彭飚 290851 永遠的思念 王唯僑

Page 47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2252 永遠的思念 祖海 265943 犯錯的理由 程响

230021 永遠的相約 陳思思 298798 玉堂春-起解 佚名

230141 永遠的海港 陳振雲 303908 玉蘭溪之戀 黃麗卿

304094 永遠的祝願 群星 270564 甘甜的美酒 李谷一

319865 永遠的草原 孟文豪 306038 甘德爾希裡 鐵木爾

320589 永遠的草原 柏文 284488 生日快樂歌{Live} 劉孟哲

311141 永遠的記憶 瑞雪 286139 生日的暮棰 陳羑

286050 永遠的牽掛 袁雙洋 348501 生日祝福歌[HD] 格格

306068 永遠的港口 顧凱 345696 生日祝福歌{Live}[HD] 格格

325254 永遠的鄉愁 張德力 263553 生日最快樂 吳文煜

280322 永遠的媽媽 楊斯壬 299572 生存的自由 佚名

300983 永遠的微笑 李麗菁 316506 生死在一起 鄧海

338717 永遠的微笑[HD] 湯唯 231800 生命不言敗 韓紅

313681 永遠的微笑{Live} 潘秀瓊 312716 生命中的愛 肖琬露

315791 永遠的愛人 周雨剛 232501 生命中的愛 高峰

302059 永遠的愛人 容祖兒 327922 生命中的歌 王振楠

308870 永遠的感動 汪峰 314021 生命在於愛 東方聖劍樂團

230104 永遠的福氣 陳慧琳 231428 生命如花籃 青山

284469 永遠的戰士 刀郎 232410 生命如花籃 高勝美

279729 永遠的豐碑 趙芳 327923 生命有過你 陳潔儀

314019 永遠的懷念 媛媛 299384 生命的花環 佚名

294435 永遠的驕傲 湯俊軍,張瑩 316461 生命的挑戰 水木年華

350304 永遠垮不掉 EQ群星 296803 生命的故鄉{Live} 阿雲嘎

313510 永遠垮不掉 群星 297518 生命的紅燭 于文華

326394 永遠是兄弟 李道鵬 323989 生命的飛翔 黎俊麟

282815 永遠是兄弟 胡東清,米衛強 304783 生命的旅者 銀霞

328710 永遠是兄弟 高貴鵬 314022 生命的彩虹 王愛華

302176 永遠是朋友 殷秀梅 289285 生命的訴說 夏川

338127 永遠做兄弟{Live}[HD] 曾春年,秀才 324613 生命的遠行 李季

258268 永遠都不夠{Live} 鄭秀文 303720 生命的樂章 陽一,劉雁

291328 永遠陪著你 歐陽俊 285065 生命的樂園 王利,張文博

310595 永遠愛不完 郭富城 278590 生命的曙光 蘇富權

287147 永遠愛不完{Live} 郭富城 304115 生命的驕傲 群星

321413 永遠愛你的 陳玉建 344765 生查子·元夕[HD] 胡婷婷

315792 永遠愛著你 冉青霞 336786 生活必備曲[HD] Frank秋楓

279177 永遠愛著你 金果 314023 生活在地下{Live} 謝天笑

315793 永遠愛著你 鄧小龍,冉青霞 290638 生活在寧波 家蔚

347014 永遠愛著你[HD] 白瑪拉姆,次旺桑布 348503 生活普及課[HD] 騰格爾

269715 永遠跟黨走 李潮 311654 生銹遊樂場 蔡健雅

299370 永遠難忘你 佚名 308475 生靈的呼喚 西部牛仔

263114 犯賤的溫柔 孟愛英 274702 用一生回憶 唐嫣,羅晉

338462 犯賤的誓言[HD] 周律 296810 用愛贏天下 徐新軍,劉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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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173 用餘生去愛[HD] 張學友 279487 光陰的故事 田維英

278191 用聲音守望 聲音樂團 298483 光陰的故事 百合二重唱

296812 甩掉游泳圈 孫莞 278800 光陰的故事 黃曉明,鄧超,佟大為

299434 田野靜悄悄 佚名 304572 光陰的故事(快三) 舞曲

334952 由我們主宰[HD] 五月天 333095 光陰的故事{Live}[HD] 蘑菇兄弟

298521 白天的思念 羽泉 315822 光棍也要愛 阿文

323346 白日夢相機 艾夕皓 334096 光榮與夢想{Live}[HD] 總政歌舞團

292980 白日夢飛行 許哲珮 348780 全世界心酸[HD] 朱興東

311886 白毛女對唱 儲蘭蘭,張建峰 317240 全世界的冷 安小頓

301152 白色帆布鞋 卓定濤 297355 全世界戀愛 Kent

301494 白色問候卡 金海心 328286 全民社會搖 龍奔

268983 白色情人節 崔偉亮 318570 全國都在跳 張萍

267252 白色情人節{Live} 馬健濤 344928 全部都是你[HD] Dragon Pig,Cloud Wang,CNBALLER

321478 白色情人夢 石筱群 345907 全部都是你{Live}[HD] 連淮偉,明日之子

321981 白色聖誕夜 夏拉 330543 全部都給你[HD] 吳克羣,鐘欣桐

265029 白兔兒乖乖 By2 347228 全都給你了[HD] Lulu

289305 白度母心咒 印能法師 346864 全都給你了[HD] 黃路梓茵

291838 白首不相離{Live} 海生,蔣鈺華 301904 共有的家園 韋唯,劉歡

298420 白蛇傳-合缽 朱祝芬 300547 共和國之戀 佚名

269444 白雲的心情 易影峰 314784 共和國之戀 廖昌永

301210 白雲的故鄉 呼格吉樂圖 303802 共和國禮贊 黃卓

326458 白雲的訴說 賀燕 288751 共圓中國夢 王麗達

318698 白鵝學唱歌 佚名 321027 共圓中國夢 孫曉雨

318979 石頭在歌唱{Live} 汪峰,貝貝,中國好聲音 343081 共圓中國夢[HD] 王瑩

317042 石頭在歌唱{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34964 共圓中國夢[HD] 劉晶,閻維文

305713 石頭的外衣 魏佳慶 338143 共圓中國夢{Live}[HD] 檀歡

230899 石頭剪刀布 陳藝鵬 326039 共築中國夢 莊秋玉,劉偉龍

328217 丟不下的緣 楓舞 306287 共築中國夢{Live} 廖昌永,殷秀梅

279099 丟失的夢想 洪煜祺 317246 共築中國夢{Live} 戴玉強,殷秀梅

309480 丟掉的幸福 星君 233756 再一次入夢 黎婭

310631 丟棄的玫瑰 陳玉建 298289 再一次好嗎{Live} 任賢齊

349628 仰天問蒼穹[HD] 吉雅瑞德 295962 再一次幸福 鄭心羽

314027 仲夜夏之夢 王子碩,王圓圓 271643 再一次相見 陳信宏

317184 任性的流星{Live} Snh48 283478 再一次相見 陽帆

301073 仿佛是昨天{Live} 辛曉琪,趙傳 303453 再一次起飛 陸鋒

322096 伊人何時歸 趙光輝 282541 再一次愛我 李梓菡

288699 伊百度傳奇 路童,珍美兒 302786 再一次落空 梁大海

319531 伊甸園蘋果 吉那罐子 234372 再一次擁有 龔詩嘉

302604 伊豆的舞娘 張洪量 271280 再一秒就好 邰正宵

339408 先生有事嗎[HD] 蔡健雅 279731 再也不可能 趙仕瑾

256434 先問你自己 蕭亞軒 343688 再也不能夠[HD] 金光燦

270222 光明的彼岸 塗先農 321028 再也不愛了 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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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11 再也不錯過 趙凱磊 301890 再看你一眼 韋唯

345911 再也看不見[HD] 郭峰 300040 再看我一眼 佚名

326824 再多停一秒 邱晨悅 346466 再看我一眼[HD] 孫藝程

232574 再次走近你 高林生 327503 再重來一次 邵大倫

307151 再次遇見你 曹與歡 330628 再唱老班長[HD] 小曾

302909 再吻我一次 莊學忠 325542 再唱姑娘山 馬常寶,于蘭

341894 再快樂一點[HD] 張韶涵 338608 再唱映山紅[HD] 胡齡月,蘭雨

315826 再見 不再見 茜拉 340541 再唱洪湖水[HD] 葉思言

321776 再見 我的愛 唐美華 302240 再唱為了誰 祖海

282273 再見 那時光 夏后 322314 再唱紅梅贊 張斌

345503 再見18歲[HD] 隔壁團樂隊 321029 再唱紅梅贊 賈永久

334881 再見了同學[HD] 阿爾法 311474 再唱新年好 劉姝辰

265054 再見了單純 Kingstar,小5 344626 再唱鄧美人[HD] 郭景玲

344627 再見了童年[HD] 鄭子悅 288754 再唱藍寶石 蔡獻華

349656 再見十九歲[HD] 李文琦 279956 再唱灞橋柳 孫曉雨

327500 再見小時候 六哲 290900 再敘東北情 紅正

304668 再見再不見 趙媛媛 307825 再牽你的手{Live} 大剛

349655 再見你一面{Live}[HD] KZ譚定安,歌手 325610 再等等鴿子 小老虎,Soulspeak

271630 再見你的愛 陸麒蔚 318172 再給點時間 大隸

303100 再見吧 媽媽 許飛 311893 再愛一萬年 燦爛阿龍

298218 再見吧! 惡魔 四分衛 348785 再愛你一回[HD] 牟德冰,畢文婷

299783 再見吧!媽媽 佚名 295967 再愛你一次 冷漠

345504 再見吧脂肪[HD] 顏裕林 318988 再愛我 Ok 汪起正

308177 再見吧愛情 王麟 349263 再愛我一天[HD] 陳芳語

298291 再見我的愛 任賢齊 232804 再會吧原野 鳳飛飛

330877 再見我的愛[HD] 葉熙祺 310450 再過五分鐘 曹震豪

286390 再見我愛你 Dreamgirls 309124 再燃一根煙 易帆

308497 再見東京塔 冷冰 312215 再歡五十年 蘭天(男)

282971 再見的童年 超泉rz組合 275196 冰冷七月天 雨宗林

322315 再見美人魚 陳一玲 319569 冰冷的回憶 無傷

292884 再見陌生人 羅志祥 349659 冰花孩子高[HD] 望海高歌

333453 再見冥王星[HD] 胡慧儀 283514 冰封的記憶 陳魁

348786 再見萊茵河[HD] 姚甦 268274 冰雪的思念 冰雪姐妹

332082 再見葫蘆娃[HD] 王祖藍 233442 冰點與沸點 黃磊,曾寶儀

282642 再見蒲公英 汪峰 311312 印象武夷山 熊立紅

342113 再見蒲公英{Live}[HD] 汪峰,中國新歌聲 265419 危險女人香 丁國琳

340815 再見摩天輪[HD] 聆杰 327536 吃梨不分離 俊鋒

255215 再見螢火蟲 王菲 321793 吃貨進行曲 童可可

324811 再見螢火蟲{LIVE} 秦海璐,跨界歌王 281539 吃喝嫖賭抽 阿權

334070 再見親愛的[HD] 崔子格 336580 合肥我愛你[HD] 劉棟升,李娜

336149 再抱緊一點[HD] 魏楚沅 296060 吉春的故事 金玲

265107 再度重相逢 孫露 344204 吉祥大舞臺{Live}[HD] 張琳,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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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503 吉祥六鼎山 洛桑尖措 328341 向幸福奔跑 岑天勇

310796 吉祥六鼎山 富博洋 294073 向南的窗子 代茜,龐龍

348198 吉祥扎賚特[HD] 包永勝 337724 向春天出發[HD] 王貞心

308226 吉祥的日子 央金拉姆 318993 向陽光飛翔 陳漢

284642 吉祥的西藏 孝天 307360 向嵩山問好 范瀟憶

320232 吉祥的祝服 耿蓮鳳 293522 向愛情呐喊 將軍

321063 吉祥的祝福 耿蓮鳳 304008 向歌友拜年 楊迎

323649 吉祥的馬鞭{Live} 張靜 323065 向黎明出發 劉明輝

338279 吉祥的高原[HD] 拉毛王旭 311786 回不去了嗎 蕭亞軒

274838 吉祥的高原{Live} 拉毛王旭 341682 回不到昨天[HD] 溫亞倫

326828 吉祥花兒開 項玉 288825 回不到從前 陳瑞,長江

286396 吉祥蹲馬步{Live} Hope組合 290327 回不到最初 聞美茜

267305 吉隆玻下雪 黃明志 322112 回來吧 藍天 余洋

262372 同一片天空 大合唱 342640 回來吧藍天[HD] 余洋

313511 同一片天空 群星 326085 回來吧寶貝 吳潔偉

335141 同一片星空[HD] 趙恩世 321801 回來我的愛 謝珊

321064 同一個心願 曾春年,孟楊 335836 回來我的愛[HD] 風雷

328340 同一個月亮 黃佩舒 324827 回來我的愛{LIVE} 羅邏聖

320233 同一個答案 Hush 324428 回到十年前 孟楊

334960 同一個節拍[HD] 劉坤山 340563 回到你面前[HD] 林曉勇

336366 同一種調調[HD] 周杰倫 262746 回到我身邊 峻一傑

262271 同在陽光下 陳思思 316625 回到那一天 宋琦林

289577 同在藍天下{Live} 丁曉紅 309951 回到那一天 郝云

297924 同志們的歌 王盛智 292977 回到那時候 許佳慧

304376 同抽一根煙 董赫男 285733 回到香巴拉 龍澤索南

234192 同唱一首歌 龍軍 322113 回首才知道{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36246 同頂一片天[HD] 華音群星 312349 回首夢已遠 王杰

291248 同圓中國夢 徐子崴,彭立 299108 回首夢已遠 佚名

308998 同慶新年來 周張弛 321802 回家 異鄉人 陶燕青

282440 同樣的愛情 徐洪剛 263192 回家的欲望 那日松

344205 同學未了情[HD] 于海濤 293566 回家的路上 張揮

339191 同學你好嗎[HD] 賀金 290781 回家看爸媽 楊鴻

320234 同學會之歌 晨露 349292 回家看爸媽[HD] 原子霏

287218 名利皆雲煙 王愛華 271387 回家看媽媽 郭婭麗

323651 吐魯番風情 張艷君 348214 回家陪陪您[HD] 靜曼

308447 向上人生路 羽泉 314037 回家過大年 王鐸

286924 向上吧少年 黃敏莎 326833 回望少年路 柴超

298525 向世界盡頭{Live} 羽泉 309103 回報父母恩 拉毛王旭

296063 向快樂出發{Live} 群星 346491 回憶那些年[HD] 鄭順鵬

231272 向快樂出發{Live} 零點樂隊 327563 回憶那麼傷 孫子涵

334121 向快樂問好[HD] 沈凌雲 319000 回憶到永遠 張平

333856 向快樂問好[HD] 凌雲 232774 回憶的夏季 鳳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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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50 回憶的滋味 陳岩 319614 在你的身邊 齊晨

331948 回憶的閣樓[HD] 郭靜 267158 在你旗幟下 陳笑瑋

309444 回憶裡的你 姜玉陽 331766 在我想起來[HD] 李代沫,吉克雋逸

308044 回憶裡的吻 王孝輝 347257 在那一瞬間[HD] 伊雪

284366 回憶裡的愛 丁維偉 320258 在和平年代{Live} 王雅潔

346893 回憶總想哭[HD] 南宮嘉駿,姜玉陽 345972 在彼岸盛開[HD] 高蘭薩朵

288828 回頭望一望 李思音 330623 在時間面前[HD] 容祖兒

309581 回頭望草原 胡紅艷 294384 在草原等你 楊波,陳彩林

332838 回頭最寂寞[HD] 黃小琥 302728 在清晨道別 張學友

330430 回歸k-Pax星球[HD] 王健 278044 在這個夜裡 九江天空

324291 回顧鄧麗君{LIVE} 劉濤,跨界歌王 332243 在這裡等你[HD] F4

346492 因你而精彩[HD] 白洋 266069 在悲傷之後 本兮,許嵩,單小飛,單小源

322375 因為太愛你 晨熙 345535 在最後之前[HD] 王飛雪

304461 因為有了你 廖昌永 305544 在愛人身邊 謝雨欣

313822 因為有了你 藍冰 330252 在愛我一次{Live}[HD] 蔡琴

331544 因為有你在[HD] Dreamgirls 296105 在愛裡等你 梁靜茹

296093 因為你來過{Live} 趙浴辰 292376 在舞臺中間 平安

268489 因為你美麗 卞義 269540 在銀杏樹下 曹芙嘉,湯子星

255102 因為你愛我 王若琳 339196 在樹上唱歌[HD] 郭靜

304265 因為我在乎 群星 303940 地球你好嗎 黑鴨子演唱組

304267 因為我相信 群星 233967 地球你好嗎 黑鴨子演唱組,屠梅華,楊婕

266448 因為我愛你 王岩 279041 地球孝心村 顧凱

326087 因為我愛你 林夕 294426 地球沒有家 棉花糖

279095 因為我愛你 洪祿雲,陳水林 300884 地圖上旅行 李媛希

266530 因為我愛你 秦詠 344975 地震安全歌{Live}[HD] 唐子桐,歌聲的翅膀

311117 因為我愛你{Live} 楊燕 326094 地藏菩薩頌 金燦

323671 因為是微商 老光 287567 地鐵五號線 樊桐舟

341685 因為是醫生[HD] 王雪霏,林進 328373 多一克溫暖 好妹妹樂隊

278753 因為相信你 陳雅欣 288256 多一點時間 泰歌,小臭臭

309338 因為看穿愛 阿茹娜 342648 多少 你我[HD] 左成

314042 因為喜歡你{Live} Snh48 302809 多少個夜晚{Live} 梁雁翔,蔣志光

340303 因為愛上[HD] 劉清渢 315175 多多萌萌噠 李知遙

279520 因為愛著你 王乃恩 270884 多米諾骨牌 董永鵬

312414 因為愛著你 央宗卓嘎 303372 多雨的城市 陳瑞

317328 因為愛著你 蘇勒亞其其格 339427 多雨的秋天[HD] 沈丹丹

335848 因為愛著你[HD] 龍梅子 303657 多倫多雨季 程爽

344218 因為遇見你[HD] 阿悄,朱元冰 284659 多彩的生活 宋孟君,李雪,蔡忻如,吳碩

318498 在一起好嗎 黃詩麒 333595 多彩的生活[HD] 宋孟君

296104 在天涯等你 聶琳峰 314789 多彩的哈達 郭瓦·加毛吉

341564 在地球漫步[HD] 羅力威 268730 多彩的哈達{Live} 央金

337927 在你耳邊說[HD] 周興哲 282775 多彩的春天 符麗莉

309227 在你的天堂 祁哲西 341588 多彩的時光[HD] 謝羽潔,何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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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997 多情多煩惱 梁雁翔 346005 好好喝頓酒{Live}[HD] 馬智宇

317014 多情的土地{Live} 廖昌永 271535 好好愛父母 鐵木隆

311960 多情的土地{Live} 韓紅 312297 好好過日子 小駱駝,海榮

270703 多情的女孩 胡楊嵐 275079 好好過日子{Live} 范海榮,小駱駝

313484 多情的女孩 楊詩語 332768 好好說再見[HD] 關詩敏,陶喆

311840 多情的小偷 龍奔 326130 好好談戀愛 山大,天城

270663 多情的小溪{Live} 耿為華 317398 好吧你贏了 喜公公

311016 多情的打擾 黑龍 301129 好事樣樣來 卓依婷

299619 多情的眼睛 佚名 285598 好姑娘不多 丁楠皓

301270 多情苗家妹 易秒英 300199 好花不常開 佚名

310014 多情傷離別 高安,司徒蘭芳 278610 好美的古藺 袁雙洋

304752 多情應笑我 趙薇 316589 好想再愛你 艾歌

322384 多想你愛我 顧芮寧 314050 好想再愛你 潘廣益

325772 多想留住你{Live} 任妙音 267228 好想再愛你 顏亞濤

322385 多想對你說[Live} 雷佳 334257 好想再愛你[HD] 張佳

326838 多愛你一天{Live} 呂方,隱藏的歌手 314051 好想好想你 九九

311138 多愛我一點 溫嵐 317402 好想好想你 任妙音

262378 多麼想念你 戴佩妮 346008 好想好想你{Live}[HD] 任妙音

307615 多慶倖有你 王若希 274684 好想成個家 吳松發

322386 多慶倖有你 王若希,Bonnie,Wild 343478 好想有個他[HD] 孫藝琪

344984 多餘了溫柔[HD] 孫藝琪 267146 好想有個家 陳振雲

303576 多餘的流星 曾軼可 340317 好想你[HD] 蔡依林

303580 多餘的流星{Live} 曾軼可 331944 好想你也在[HD] 郁可唯

309853 多餘的理想 格楊 312344 好想告訴你 王羽臣

310420 她不愛我了 敖令 325503 好想告訴你 阿杜

346004 她早已不是[HD] 錢玖洲 270198 好想告訴你 洪煜祺,方靖苡

304640 她有你要的 趙之璧 316815 好想抱著你 陳偉霆

290792 她的他的她 林沫辰 302258 好想為你哭 神木與瞳

337964 她的他的她[HD] 林夏 326133 好想對你說 益佳

329251 她是什麼妖 邵杰 313250 好想對你說 梁建成

325242 她是有多好 張書瑤 262326 好想對你說 陳興瑜

298878 她像個孩子 佚名 263822 好想對你說 蕭敬騰

292350 她對我說謊 小賤 312826 好想談戀愛 邵雨涵

322413 好久不見面 郭峰 314052 好想談戀愛 許佳慧

313315 好久沒回家{Live} 陳坤 263789 好想聽你說 星弟

348858 好久都沒有[HD] 潘美辰,Joanna Moon 332035 好想變蘋果[HD] Popu Lady

343755 好友創可貼[HD] Snh48 305285 好運的男人{Live} 蕭煌奇

315843 好兄弟姐妹 東方傳奇 322415 好運猴急來 蒙面哥,彭清,妲己

319006 好好去珍惜 倪金威 343757 好運當頭彩[HD] 偉明

268103 好好在一起 任承浩 267255 好運跟我來{Live} 馬智宇

304678 好好的過吧 趙詠華 302888 好運跟著來 莊學忠

281597 好好喝頓酒 馬智宇 326129 好像彌勒佛 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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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900 好夢變回憶 李逸 343135 如果有一天[HD] 付春霞

265764 好歌大家唱 孔子雯 338648 如果有一天[HD] 高利虹

348262 好聚不好散[HD] 孫晨 342118 如果有一天{Live}[HD] 張智勇

232607 好戲在後頭 高楓 232538 如果有如果 高昊

294603 好膽你就來 賴儀雯 313687 如果有如果 潘東亮

330134 好膽你就來{Live}[HD] 張惠妹 262407 如果有如果 鄧福如

270121 如今的從前 湯浩平 309549 如果有那天 胡杰夕

282239 如水的思念 吳超 323716 如果有來生 王小升,上官承諾

282473 如水的思念 敏敏 317409 如果有來生 蒲悅,中國好聲音

298503 如此愛過你 羽泉 327606 如果有來生{Live} 朱婷婷,天籟之戰

288891 如何你才肯 李行亮 328428 如果有來生{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11460 如何忘記你 劉宗 338826 如果有來生{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300030 如何解釋愛 佚名 309465 如果你不愛 帥霖,韓晶

402374 如何說出口 林玉英 331430 如果你不愛[HD] 蔡俊濤

230923 如果下一秒 陳辰 280069 如果你不愛{Live} 帥霖,韓晶

314055 如果不在意 Singer 267092 如果你是我 何宗龍

314056 如果不在意 瑤瑤 346524 如果你相信[HD] 華語群星

314057 如果不是你 朱榀少,張瑋琪 312576 如果你愛他 吳憲

279742 如果不是你 至上勵合 266051 如果你愛我 曹軒賓

270242 如果不是你 游美靈 264269 如果你愛我 鄭棋元

266912 如果不是你 游藝湉 330865 如果你愛我[HD] 艾怡良

283573 如果不是你 黎冰冰 342678 如果你愛我{Live}[HD] 吳皓卿,天籟之戰

332345 如果不是你[HD] 游藝湉 346011 如果你愛我{Live}[HD] 李碩,中國新歌聲

287709 如果不是愛 辦桌二人組 288394 如果你說不 叢浩楠

285606 如果不愛了 萬金龍 282704 如果你還在 王慧美

314058 如果不愛我 張津涤 313245 如果你願意 曹雷

306306 如果不愛我 楊守衛 345556 如果你願意[HD] Dj輝仔

340318 如果分開我也愛你[HD] 關喆,我是歌手 287025 如果我有錢 權施文

349316 如果再抽煙[HD] 于海霞 258184 如果我是你 鄭秀文

292889 如果再相見 美霖 348871 如果我是你[HD] 吳心緹,邱鋒澤

332193 如果再遇見[HD] 羅藝 349731 如果我是你[HD] 邱鋒澤,吳心緹

302110 如果在天堂 徐華鳳 311846 如果我想你 龍飛

323111 如果早知道 苑紫盈 342681 如果我離去[HD] 荊濤

338319 如果早知道[HD] 劉嘉亮 312698 如果我離開 汪賢祖

312446 如果有一天 冰封 257009 如果我離開 許茹芸

322421 如果有一天 肖雨蒙 317410 如果沒了你 張曼玉

325780 如果有一天 張可 347281 如果沒如果[HD] 羅娟

257011 如果有一天 許茹芸 326846 如果沒有她 陳瑞

265116 如果有一天 舒方 294042 如果沒有你 Jodie(裘蒂)

314060 如果有一天 舒曉龍 288901 如果沒有你 林天愛

313618 如果有一天 劉忻 279183 如果沒有你 金楨勳

292888 如果有一天 羅藝 319653 如果沒有你 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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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59 如果沒有你 貢尕達哇 288199 如果還有愛 阿ken,林琳

265257 如果沒有你 蕭敬騰 328430 如果還有夢 胡連凱

317411 如果沒有你 龍影雲 345560 如約桃花開[HD] 任靜

333016 如果沒有你[HD] 山野 326141 如皋等你來 大勇

331287 如果沒有你[HD] 李代沫 269342 如憶玉兒曲 心然

337155 如果沒有你[HD] 李昊瀚 332073 存在的力量[HD] 朱俐靜

329264 如果沒有你{Live} 任柏儒,楊坤,天籟之戰 282822 宅女也很high 胡曉黎

269689 如果沒有你{Live} 李昊瀚 274765 宅男狂想曲 小賤

286642 如果沒有你{Live} 李豪 286243 宅家的女人 楊麗

271371 如果沒有你{Live} 鄭虹,李代沫 333505 宅無處不在[HD] 丁少華

335694 如果沒有你{Live}[HD] Jodie(朱迪) 274809 宇軒e時代 張宇軒

331774 如果沒有你{Live}[HD] 李昊翰 317427 守一份執著 秦立新

338649 如果沒有你{Live}[HD] 舞思愛·羔露,中國好聲音 318604 守一份執著 蔣嬰

334163 如果沒有你{Live}[HD] 鄧紫棋 326848 守住這份情 吳沙

300793 如果沒有愛 李佳 265767 守候的溫柔 孟利

318452 如果那一天 高利虹 326849 守望格爾木 王瑩

348265 如果那一年[HD] 劉增瞳,伊晗 338975 安心的溫柔[HD] 楊洋

262745 如果或可是 季欣霈 311843 安全感的愛 龍思雨

340583 如果的事情[HD] 侯玉斌 308118 安妮 法蘭克 王菀之

285048 如果哪一天 湘唯一 301683 安妮不要哭 姚蘇蓉

323113 如果能再見 張可兒 326149 安撫的謊言 曾春年

320318 如果能再見 劉偉男 321161 安靜的小孩 許書豪

290295 如果寂寞了 鄭曉填 334558 安靜的張揚[HD] 管罄

346013 如果寂寞了[HD] 鄭曉填,陳西洋 284868 年少的漂泊 朱雨軒

316437 如果這是命 馬旭東 313369 年年有今日{Live} 麥穗

257012 如果雲知道 許茹芸 311970 年年走紅運 韓琳

232848 如果雲知道 麥子傑 317466 年輕不服輸 張恒遠

294524 如果雲知道 簡紅 343780 年輕到永遠[HD] Lunar

301862 如果雲知道{Live} 郁可唯 326851 年輕的告白 劉天助

318310 如果雲知道{Live} 孫楠,蒙面歌王 292346 年輕的英雄 小虎隊

286107 如果雲知道{Live} 黃洋 268940 年輕的英雄{Live} 小虎隊

315846 如果雲知道{Live} 譚維維,張旻華,最美和聲 232556 年輕的喝采 高明駿

336018 如果雲知道{Live}[HD] 陳永馨,劉珂,中國好聲音 289840 年輕的戰場 張恒遠

332025 如果雲知道{Live}[HD] 齊秦 295010 年輕的戰場{Live} 唐寶

335897 如果雲知道{Live}[HD] 劉洋 317467 年輕的戰場{Live} 張杰,吳汶芳,最美和聲

284392 如果愛死了 樂天樂團 300663 年輕無極限 吳奇隆

331792 如果愛老了[HD] 楊冪,劉愷威 328508 忙著說再見 顏力妃

263237 如果愛忘了 戚薇 323826 成化石的愛 賴劍勇

314064 如果愛個人 羅百吉 342758 成功靠自己[HD] 成成

288289 如果愛輪回 曹瀟續 343197 成功屬於你[HD] 路童

267168 如果遇見你{Live} 陳翔 306316 成功屬於我 張平

309324 如果說離別 阿悄 342759 成長小煩惱[HD] 蜜桃蜜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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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565 成長的約定 賀美琦 257054 有你的天堂 許茹芸

300448 成長的歲月 佚名 278058 有你的天晴 任和

328564 成長的煩惱 陳建 315196 有你的世界 沈小勇

343823 成長的夢想[HD] 吳坤揚,何浩威,謝心羽,羅苑文 323916 有你的目光{Live} 許鶴繽

344332 成長進行曲{Live}[HD] 金志文,沈凌,厲害了我的歌 328678 有你的快遞 趙英俊

338686 成熟的孤獨[HD] 唐寧 255104 有你的快樂 王若琳

344711 托萊多小鎮{Live}[HD] 李騰一 287739 有你的快樂 莊心妍

283341 早安晨之美 吳木藍 328677 有你的快樂{Live} 許一鳴,肖懿航

325835 早安夢幻島 Snh48 342822 有你的城市{Live}[HD] 李雨倫

327795 早到的秋天 夢然 262770 有你的從前 蔣鑫怡

319824 早就該忘記 牙牙樂 312180 有你的畫面 蘇晴

344720 早發白帝城[HD] 胡婷婷 263735 有你陪著我 向鼎

280265 早開的晚霞 林宥嘉 331125 有你陪著我[HD] 三支羽毛

337990 有一位姑娘[HD] 阿俊 265809 有你就足夠 小軍

300643 有一些記憶 冷漠 314073 有你就足夠 王中平,余皓然

317716 有一個地方 朱建明 326857 有你就足夠 王瀚

336163 有一個地方[HD] 吳亦凡 296635 有你就足夠 祁隆

284211 有一個姑娘 李榮浩 325451 有你就足夠 袁姍姍

303828 有一個姑娘 黃美詩 292094 有你最幸福 劉思偉,屈珂羽

339510 有一個班級[HD] 群星 337171 有你最幸福[HD] 二龍

266722 有一個擁抱 蔡孟臻 330659 有形的翅膀[HD] 張韶涵

284665 有一群孩子 宋孟君,邱芳思 336742 有我也有你[HD] 常健鴻

333601 有一群孩子[HD] 宋孟君 271932 有沒有搞錯 高登

336327 有一種心跳[HD] 陳文浩 330667 有那麼難嗎[HD] 張婧

310320 有一種傷口 張傾城 349436 有事好商量[HD] 周澎

317718 有一種錯覺 張瀟逸 302423 有事就言語{Live} 高楓

302592 有一點動心{Live} 張信哲,泳兒 283109 有幸曾愛過 陳瑞

322162 有一點寂寞 楊一郎,衛薇兒 332563 有朋遠方來[HD] 陶紅

331995 有人在等我[HD] 韋禮安 293568 有空請Call我 張揮

349010 有人愛著你[HD] 張雷,閆鹿楊 269779 有風唱著歌 李韋

345185 有心唱情歌[HD] 汪佩蓉 230778 有個小姑娘{Live} 陳紅

344395 有她才有家[HD] 趙仰瑞 323289 有家不能歸 張彬

328675 有位好姑娘 王愛華 331887 有愛到就好[HD] 蕭亞軒

328676 有你 就足夠 Dk金大為 324642 有愛的世界 杜蕾

267268 有你才有我 高因 293393 有愛的世界 儲毅

270110 有你才幸福 永光 323920 有愛的地方 張譯文

325454 有你不會老{LIVE} 西域胡楊 348433 有愛就有家[HD] 魯璨

323915 有你在身旁 郭天祥 326860 有愛會結緣 蘇勒亞其其格

271565 有你在身旁 閆旭 269088 有過的美麗 張可兒

312049 有你在身邊 羅小虎 347375 有夢不覺累[HD] 壯聲,Mc天佑

307826 有你更精彩 大剛 301788 有夢好甜蜜 胡彥斌,李彩樺

303642 有你來加油 痞克四 297411 有夢有朋友{Live}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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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051 有夢有遠方 顧凱 267291 江水向東流{Live} 黃仲昆

321938 有夢你就來 于洋,葉俊華 329526 江河萬古流 廖昌永

323288 有夢別放下 張含韵 280323 江南一枝花 王宏偉

348431 有夢的天空[HD] 牛欣欣,華語童星 317762 江南第一家 何龍雨

287323 有夢的兄弟 周子軒 336759 江南第一家[HD] 朱丹萍

335016 有夢挺快樂[HD] 彭佳慧 334987 江南煙雨時[HD] 孫宇

298705 有寡人離了 佚名 348456 江湖好兄弟[HD] 阿佳,高乾赫

327831 有種你就來 袁寶川 297636 江湖啊 江湖 小瀋陽

343252 有種你就來{Live}[HD] 袁寶川 265226 灰太狼之歌 某網友

315870 有種你愛我 王麟 299032 灰色西雅圖 佚名

307251 有種你愛我 沙寶亮 318249 灰色的天空 龍澤雨

315201 有緣的結局 戈浪 317797 灰色的舞臺 阿賴

349012 有誰在乎你[HD] 銥晨 298603 灰色星期天 何金超

317720 有誰在思念 川子 311387 灰姑娘的屋 趙翊民

299019 有誰知道他 佚名 347402 灰姑娘的傷[HD] Bobo

343889 有錢就沒事[HD] 唐志星 303411 百分百的你 陳龍

303222 有錢就愛你 陳玉建 284370 百分制魔法 丁維偉

278376 有點不習慣 朱雅 280432 百年同仁堂{Live} 雷佳

318486 有點兒意思 鹿晗 346236 百年的宿命[HD] 孔浩浩

338980 有點兒意思{Live}[HD] 鹿晗 321479 百姓比天大 何鵬

265284 有點捨不得 楊冪 329599 百鬼陰陽抄 西瓜kune

326862 朱氏一家親 群星 294052 百善孝為先 丁曉紅

327851 此生難遺忘 阿燈爾里 345270 百善孝為先[HD] 黑哥

288083 此地不留爺 李亞軍 338145 百善孝為先[HD] 檀歡

327850 此後的我們 不辣 327938 百億兆狂熱 洛天依

316469 此時的月光 王藝潔 347050 百變驚嘆號[HD] BEJ48

309054 此情可問天 孟庭葦 335320 米亞羅公主[HD] 阿斯根

284980 此情何時休 柳絮 317896 米蘭的大雨 張赫宣

304037 死了怎麼愛 楊竣 310577 羊羊頂呱呱 郭易

305462 死了都要愛 謝宏 338490 老了怎麼辦[HD] 童立安

332126 死了都要愛[HD] 沙寶亮 343554 老了就回家[HD] 宗義博

326386 死了都要愛{Live} 秦海璐,孫楠,跨界歌王 230930 老二要出頭 陳雨霈

317743 死了都要愛{Live} 楊坤,旦增尼瑪,最美和聲 307959 老公你很累 天籟回音

328704 死了都要愛{Live} 鄧紫棋 310856 老公我愛你 游美靈

341058 死了都要愛{LIVE}[HD] 信,何璽,朴惠子,李思音,我想和你唱 326521 老王很傷心 蒙面哥

340395 死不回頭[HD] 崔健 294222 老同學qq見 小琢

340920 死心了沒有[HD] 蕭煌奇 230719 老地方的雨 陳瑞

346640 死心的理由[HD] F.I.R.飛兒樂團 349992 老地方等你[HD] 高信

349905 死去的愛情[HD] 青海華少 292920 老男人的愛 范宏偉

301295 死去的溫柔 林中杰 232131 老房東查鋪 佚名

291497 汕頭啊汕頭 鐘木清 311295 老朋友的歌{Live} 滿江

310521 江山春好處{Live} 莊妮 289376 老哥愛小妹 陳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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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81 老家的味道{Live} 雲飛 303053 耳朵要解渴 莫文蔚

341224 老家的味道{LIVE}[HD] 段蘇珊 345721 肉夾饃來了{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292679 老家的媽媽 栾薇 341812 臣妾做不到[HD] 楊蓉

328007 老家是山東 項玉 315208 自己的太陽 群星

324067 老師去哪兒{Live} 吳歌,群星 234114 自己的沙場 齊秦

318169 老師你好嗎 于文華 312264 自己的英雄 大哲

298108 老師我想你 王瑩 292278 自己的英雄 孫楠

304127 老師我想你{Live} 群星 310266 自己的英雄{Live} 張寒

309675 老師的目光 倪裳 312181 自己的革命 蘇晴

328840 老鬼心不死 謝雲,朱克,鄔立強,郭桓宇,鄒軍 343334 自己的傳奇[HD] 周怡然

346276 老鬼心不死[HD] 老鬼團 314088 自由的靈魂 波拉

341810 老婆 老婆[HD] 王建榮 262754 自由換傷口 焦慶軍

320731 老婆有交待 望海高歌 404879 自行車之戀 陳小雲

293629 老婆你好煩 曉楓,歌韻 304719 自從有了你 趙薇

310143 老婆你真美 張吉 262151 自從你走後 初瑞

323403 老婆你真傻 李建強 319035 自從你走後 黃艷磊

320730 老婆你最美 孫銘澤 268552 自從遇見你 呂雯

326515 老婆別整容 王立荐 326524 自從遇見你 彭文華

324065 老婆別整容 王立薦 304720 自從離別後 趙薇

315888 老婆我能行 林雨 265024 自掛東南枝 Amuro

311380 老婆我想你 趙真 324982 自然交響曲 阿吉太組合

269330 老婆我愛你 徐海濤 311493 自廢的承諾 劉剛

345311 老婆我愛你[HD] 陳兆飛 278040 至少我有我 嚴爵

338034 老婆我愛你[HD] 鄭觀松 307928 至少我愛過 天心

349504 老婆辛苦了[HD] 趙鑫 340970 至少愛過你[HD] 常健鴻

326871 老婆美美噠 趙偉勝 287395 至少還有你 姚貝娜

293595 老婆對我說 徐一鳴 348573 至少還有你[HD] 方木

325262 老婆說了算 張鵬 334157 至少還有你[HD] 謝安琪

316892 老畢的飯局 徐國人 268634 至少還有你{Live} 周華健

314795 老就老了吧 老虎歐巴 296968 至少還有你{Live} 阿來

312464 老鄉見老鄉 旭日陽剛 312904 至少還有你{Live} 洪卓立

300723 老鄉見老鄉 宋雪萊 285221 至少還有你{Live} 范瑋琪,任韻淇

280497 老椰子樹下 馬常寶 296967 至少還有你{Live} 孫楠

303688 老鼠愛大米 童星 287613 至少還有你{Live} 張遠

328841 老鼠愛大米{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317954 至少還有你{Live} 莫鎮賢

305152 老麼的故事 鄭智化 230055 至少還有你{Live} 陳慧琳

306339 老闆的心聲 秋褲大叔 326527 至少還有你{Live} 夢葦

313573 老闆的心聲 趙小兵 287792 至少還有你{Live} 蔡妍,阿蘭(Alan)

342913 老闆的承擔[HD] 荊濤 256511 至少還有你{Live} 蕭亞軒

299216 老雞說小雞 佚名 288599 至少還有你{Live} 謝安琪

299659 老鷹捉小雞 佚名 335889 至少還有你{Live}[HD] 余楓,中國好聲音

325881 而立吧 三十 余天助 337809 至少還有你{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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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94 至少還有你{Live}[HD] 劉文傑 313922 但願人長久{Live} 龔琳娜

232030 至少還有我 飛輪海 345880 但願人長久{Live}[HD] 王竟力,明日之子

263917 至少還有愛 易秀明珠 330236 但願人長久{Live}[HD] 王菲

308552 至少還有夢 君子 338984 但願人長久{Live}[HD] 朱強,中國好聲音

300628 血染的風采 佚名 333914 但願人長久{Live}[HD] 李偉

306088 血染的風采 龔玥 340807 但願人長久{Live}[HD] 郝萌

313184 血染的風采{Live} 張琪朗 344603 但願人長久{Live}[HD] 曾韻融

304510 血染的風采{Live} 甄妮 342299 但願人長久{Live}[HD] 劉美麟,蒙面唱將

275106 行走在新疆 西域胡楊 330288 但願人長久{Live}[HD] 謝安琪

297832 衣櫥的秘密 王心凌 255202 但願你會懂 王菲

314094 西口趕牲靈{Live} 王二妮,紅都組合 330544 住在心裡面[HD] 吳克羣

298879 西風的故鄉 佚名 348107 住進你心裡[HD] Tor,Saksit

299559 西風的聲音 佚名 263318 住進你心窩 三朵花

298812 西班牙女郎 佚名 299018 何日才相會(華爾滋) 佚名

304622 西班牙女郎(快三) 舞曲 302741 何日君再來 張燕

337187 西班牙女郎[HD] 呂雅芬 325994 何日君再來 郭宴

298880 西班牙姑娘 佚名 230871 何日君再來 陳美鳳

292384 西班牙的牛 約瑟翰 龐麥郎 323565 何日君再來 黃琦雯

306001 西部恍惚惚{Live} 騰格爾 231575 何日君再來 韓寶儀

279467 西部是故鄉 譚學勝 305662 何日君再來 簡美妍

286304 西湖千古情 趙姝 312585 何日君再來{Live} 呂珊

252921 西湖印象雨 張靚穎 268467 何日君再來{Live} 單紫寧

306348 西藏的祝福 敬紫琦 317190 何日君再來{Live} 楊燕

325736 伴侶哪裡找 青山 313523 何日君再來{Live} 葉麗儀

293341 伸出你的手 Com'z 313638 何日君再來{Live} 劉家妏

312293 伸出你的手 小臭臭 268389 何日君再來{Live} 劉惜君

344602 但是又何奈[HD] 向蕙玲 305123 何日君再來{Live} 鄧麗君

318589 但是又何奈{Live} 楊宗緯,蒙面歌王  330246 何日君再來{Live}[HD] 蔡琴

312272 但願人長久 子祺 297544 何日君回來 于立成

281304 但願人長久 王菀之 314097 何以笙簫默 黃曉明

300328 但願人長久 佚名 294273 何必太在意 張希晨

312989 但願人長久 孫健 230866 何必去燒香 陳美娥

302513 但願人長久 張也 348108 何必在一起[HD] 孫露

304357 但願人長久 董文華 330643 何必在一起[HD] 張杰

302730 但願人長久(96新版){Live} 張學友 347608 何必要這樣[HD] 王鍵

347204 但願人長久[HD] 小旭rmx 309910 何必唱情歌 笑天

315215 但願人長久{Live} 周安信,唐子宜 345478 何必等以後{Live}[HD] 陳文浩

230036 但願人長久{Live} 陳慧琳 292145 何時才相見 印玉蓮

313355 但願人長久{Live} 陳潔麗 301657 何處不飛花 姚乙

268466 但願人長久{Live} 單紫寧 348110 何處是天涯[HD] 周深

305457 但願人長久{Live} 謝安琪 299326 何處是歸程 佚名

305787 但願人長久{Live} 譚晶 325995 佛教教什麼 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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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702 佛說萬物生 印能法師 307200 你向我笑過 枕雲聽月

322273 你 有沒有過{Live} 林俊傑 233312 你在我心上 黃曉明

340264 你{Live}[HD] 李玟,我是歌手 255204 你在我心中 王菲

320151 你上網了嘛 珊瑚格格 311142 你在我夢裡 瑞雪

268461 你已經離開 卓君陽 311730 你在我夢裡 曉月

310278 你不必回頭 張斯斯 264121 你在看我嗎 張惠妹

279068 你不必多說 郭斯炫 315224 你在看我嗎{Live} 張惠妹

333663 你不再孤單[HD] 杜德偉 307049 你在追什麼 崔天琪

348759 你不再愛我[HD] 孫沐,李林平 345883 你在等什麼[HD] 孔雀眼

333733 你不再愛我[HD] 蔡妍 330779 你在等什麼[HD] 汪東城

333411 你不在北京[HD] 曹軒賓 324749 你好 花木蘭 王巧

270671 你不在身邊 胡丹丹 335558 你好,花木蘭[HD] 王巧

263436 你不在的夜 舒心翼語 342590 你好,瘋子![HD] 陳嘉樺

347206 你不在南京[HD] 南遊記樂隊 339633 你好00後[HD] H2K

266701 你不在秋天 董貞 343660 你好久沒來[HD] 莊心妍

320154 你不知道我 寒武紀 343053 你好灰姑娘[HD] 胡夏

315900 你不是女神 李人杰 344608 你好陌生人[HD] 蔣明

269592 你不是王子 朱雅,小焦 295300 你好傑克遜 海華

325738 你不准愛我 亦帆 349632 你好嗎少年{Live}[HD] 霍尊,歌手

332346 你不能愛我[HD] 牛奶咖啡 311597 你好劉若英 歐陽輝

336222 你不能瞭解[HD] 克麗絲叮 307489 你安靜起來{Live} 陳夢莉,中國好歌曲

302312 你不愛我了 袁詠琳 338597 你有沒有過[HD] 林俊傑

292405 你不愛說話 張力超 312543 你行我也行 君子

231749 你不會回來{Live} 韓紅 348761 你別恁們說[HD] 姚志堅

233877 你不會孤單 黎明 292774 你弄丟了我 王熹蠻

231852 你不會知道 韓雪 320161 你快樂就好 司徒蘭芳

282249 你不會愛我 周帥 340523 你我好兄弟[HD] 郯城小朱

333677 你不瞭解我[HD] 王健 265196 你我的未來 王旭

336533 你不瞭解我[HD] 張然聹 300041 你我的約定 佚名

283742 你太有才了 膨大海 325540 你我的愛情 風語

347614 你少在那邊[HD] 旺福 318283 你我是兄弟 華羽

338038 你牛什麼牛[HD] 唐古 339396 你我是兄弟[HD] 阿權

295879 你去了何方 冷風 285762 你把我灌醉 動力火車

319534 你去了哪裡 明月微風 233118 你把我灌醉 黃大煒

319535 你去了哪裡 曉曉 331248 你把我灌醉[HD] 張赫宣,黃大煒

310833 你只在乎他 曾春年 332914 你把我灌醉[HD] 鄧紫棋

300885 你只在乎你 李蕙敏 331152 你把我灌醉[HD] 關喆

325110 你只是路過 劉嘉亮 287311 你把我灌醉{Live} 沙寶亮,黃綺珊

329102 你可知珍貴 楊東偉 269211 你把我灌醉{Live} 張赫宣

310754 你永遠不懂 陳興瑜 279918 你把我灌醉{Live} 許明明

320158 你向我走來 于全莉 233188 你把我灌醉{Live} 黃小琥

319536 你向我走來 韓曉輝 286521 你把我灌醉{Live} 鄧紫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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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247 你把我灌醉{Live} 關喆 312879 你是我兄弟 姚成駿

332517 你把我灌醉{Live}[HD] 尹熙水 284173 你是我的superman 胡靈

331824 你把我灌醉{Live}[HD] 沙寶亮 278863 你是我的superman{Live} 艾怡良

330152 你把我灌醉{Live}[HD] 張敬軒 316609 你是我的山 余潤澤,徐銨

344906 你把我灌醉{Live}[HD] 陳建斌,王珞丹,跨界歌王 319543 你是我的天 朱業晉

342124 你把我灌醉{Live}[HD] 陳曉東,蒙面唱將 349247 你是我的伴[HD] 王雅寧,高安

343662 你把我灌醉{Live}[HD] 黃大煒 349248 你是我的伴[HD] 高安,王雅寧

326014 你沒有聽錯 張煜楓 345887 你是我的妞[HD] 老貓

338987 你沒愛過我[HD] By2 335782 你是我的妞[HD] 李金澤

313840 你走了以後 瀟鋒 312452 你是我的命 宇桐非

319042 你走你的路 汪峰 268753 你是我的毒 姜濤

232328 你走你的路 高勝美 269464 你是我的毒 晏雨冰

326883 你走你的路{Live} 汪峰,中國新歌聲 323581 你是我的美 陳柏睿

268362 你走的時候 劉宇 309098 你是我的家 念白,張薇

301389 你那麼愛她 林隆璇,李聖傑 283638 你是我的海 張大偉

317192 你並不孤單 邁克鴻飛 270402 你是我的神 王源

279358 你並不愛我 默契李智 319048 你是我的神 王驀騫

330411 你並不懂我[HD] By2 292340 你是我的眼 小臭臭

310383 你來自何方 張邁 312331 你是我的眼{Live} 毛寧

322992 你來花就開 雷一鳴,蘇瑩惠 288107 你是我的眼{Live} 李琦

293617 你來過北京 新街口組合 262369 你是我的眼{Live} 動力火車

342303 你來過這裡[HD] 陳雅森 307385 你是我的眼{Live} 蕭煌奇,我是歌手iii

270621 你到底愛誰{Live} 羅樺 287651 你是我的眼{Live} 蕭煌奇,楊培安

307080 你命中缺我 張瀚元 342125 你是我的眼{Live}[HD] 張碧晨,蒙面唱將

297561 你和我的愛 大大朋 338596 你是我的眼{Live}[HD] 楊光

338988 你幸福就好[HD] 炎亞綸 337210 你是我的眼{Live}[HD] 蕭煌奇,我是歌手

275209 你抱著我哭{Live} 高安 317204 你是我的魚 海心

322287 你的人在哪 趙昊楓 307625 你是我的痛 萬心

315227 你的心太野 曾春年 349634 你是我的等[HD] TC

284752 你的愛太貴 張虎 325741 你是我的菜 王可

284535 你知不知道 南天,謝珊 266502 你是我的菜 王麟

333213 你怎麼知道[HD] 吳建豪 327468 你是我的菜 周湯豪

330711 你怎麼看我[HD] 曾靜玟 304036 你是我的夢 楊程凱,雪蓮兒

288709 你怎麼能夠 阿悄 295903 你是我的歌 胡梅

268650 你是一片天 周燕君 334912 你是我的緣[HD] 龍飛,郭玲

302030 你是一個迷 孫嘉敏 315915 你是我的誰 李東學

234206 你是好朋友 龍飄飄 279622 你是我的豬 雪十郎

325660 你是否知道 田田 279922 你是我的豬 雪十郎,冬冬

322996 你是否知道 李佳樂 336207 你是我的糖[HD] 金莎

341292 你是否知道[HD] 田田 293335 你是我的藥 紫海

292583 你是我大哥 李剛,余潤澤 314109 你是我唯一 唐杰

263668 你是我王子 王薇茜 337916 你是我唯一[HD] 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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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12 你是我愛的{Live}[HD] 張學友 307317 你從未離去 白挺

300961 你是朋友嗎 李曉東 315221 你從哪裡來 都市蒼狼

252989 你是春日風{Live} 張鳳鳳 281626 你從哪裡來 黃征

330247 你是春日風{Live}[HD] 蔡琴 284085 你現在好嗎 Pchy

325742 你是負心人 青山 310780 你現在好嗎 傅斯彥

271511 你是個男人 鍾鎮濤 270247 你現在好嗎 潘柯夫

331479 你是個男人[HD] 鍾鎮濤 294405 你現在哪裡 林道華

323576 你是哪一種 淺藍,徐真真 332918 你眼中的我[HD] 郭靜

307223 你是真不同 樊凡 327478 你眼角的淚 海弦月

284434 你是寂靜的 佳寧組合 233805 你都不愛我 黎明

322999 你是最好的 馬蹄幫樂團 233025 你都在身邊 黃品源

262752 你是愛我的 江美琪 322098 你都聽不到 楊丹

290643 你是愛我的 尚芸菲 328258 你陪我長大 陳佳樂

340265 你是愛我的{Live}[HD] 關喆,我是歌手 275116 你就是英雄 譚晶

335256 你是對的人[HD] 戚薇,俊昊 315917 你就是夢想 吳莫愁,Gala樂隊

264098 你是壞孩子 張小覺 324603 你敢我就敢 李佳薇

326892 你為誰而來 李雨 345885 你敢我就敢{Live}[HD] 毛雨張,中國新歌聲

294333 你為誰隱身 暴林 284603 你曾是少年 好妹妹樂隊

305922 你看得見嗎 鐘欣桐 338235 你曾是少年[HD] S.H.E

342601 你背叛了我[HD] 張平 328246 你曾愛的人 王紫璇

288067 你背叛了我{Live} 吳瓊 293517 你曾對我說 宋孟君,寶藍

325068 你要好好的 1931女子偶像組合 266316 你給我力量(國) 江若琳

262597 你要好好的 侯湘婷 278001 你給我的愛 Bii(畢書盡)

347621 你要忘了我[HD] 王晰 333194 你給我的愛[HD] 樂桐

258132 你要我勇敢 鄭秀文 334604 你給我聽好[HD] 陳奕迅

319049 你要我微笑 方宏亮 343060 你給的故事[HD] 何嘉深

282140 你要的未來 冷漠 301823 你給的堅強 苗圃

262910 你要的未來 李克勤 314113 你給的傷痕 小陸

315916 你要的幸福 李小薇 320172 你給的溫柔 趙穎

281134 你要的幸福 李慧珍 314115 你想怎麼愛 江波,太陽花

231202 你要的幸福 雅鋒 314114 你想怎麼愛 望海高歌

288279 你飛哪去啦 崔天琪,彭泓鳴 232963 你想怎麼說 黃勇

294505 你們的城市 琦峰 348117 你想娶我嗎[HD] 袁詠琳

278247 你真的走了 小賤 338233 你想幹什麼[HD] 張惠妹

308510 你真的很好 冷漠 265914 你愛上了誰 張義傑

316804 你真的要走 阿火 310284 你愛上的我{Live} 張智成

285044 你真的要走 湘唯一 317195 你愛他更多 張俊天

292844 你能聽見嗎 童可可 348118 你愛我多久[HD] 駱俊宇

344913 你能聽見嗎[HD] 郭美美 332760 你愛的口味[HD] 喬任梁

283062 你唯一的郎 阮以偉 341546 你愛哪一個[HD] 熊照華

295304 你從未走遠 海鑌 295031 你會回來嗎 孔雀哥哥

320990 你從未走遠 郭歡 347619 你會更快樂[HD] 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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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87 你會想我嗎 阿毛 270373 你讓我動心 王強

299690 你會愛上它 佚名 230023 你讓我感動 佚名

309443 你會愛我嗎 姚劍 279341 你讓我感動 苗苗

311639 你溫暖著我 練創文 316550 兵心伴草原 孫建華

270098 你過得好嗎 歪小九 344190 冷冷的告白[HD] 吳陌川

319533 你像一朵花 風雷 266105 冷冷的被窩 李國志

302927 你像一個謎 莊學忠 308467 冷漠的謊言 西子

331953 你對他的好[HD] 金志軒 304527 別一種美麗 臧天朔

344164 你對我的好[HD] 褚桐羽 340544 別了馬蹄蓮[HD] 蘇小艾

232550 你說你想我 高明駿 295987 別人的女人 陳大天

232056 你說你愛我 馬佳偉 323040 別人的生活 董永鵬

295916 你說我太帥 余文樂 290142 別人的故事 至上勵合

320173 你說走就走 徐子謙 309226 別太小看我 的歌老蓋

275077 你說的永遠 英姆草 233408 別太晚回家 黃燦

310189 你導演的戲 張若玉 317263 別太晚回家 碧娜

231805 你隨風散去 韓紅 262331 別叫我寶貝 Diva彩月團

267965 你幫不了我 東來東往 311919 別再來夢裡 謝沛恩

233880 你懂我的愛 黎明,章子怡 312237 別再挽留我 歡子

322994 你懂我就好 武藝 311631 別再欺騙我 潘龍

297452 你應該知道{Live} Toro 300545 別再跟著我 佚名

338239 你還在心上[HD] 傲藝 280918 別再說分手 孫藍

266567 你還是沒變{Live} 紫薇 336076 別再說分手[HD] 小賤

288723 你還記得嗎 金潤吉 298276 別再說愛我 任立佳

301614 你還記得嗎 青蛙樂隊 313691 別再說愛我 潘廣益

269436 你還記得嗎 時悅宸 345508 別再說愛我[HD] 夏莉

265141 你還記得嗎 譚鵬飛 233028 別忘記聯絡 黃品源

292574 你還記得嗎 權振東 280658 別找我麻煩 Hope組合

280677 你還愛我嗎 Sara 266712 別找我麻煩 蔡健雅

263889 你還愛我嗎 于修曼 320203 別找我麻煩{Live} 蔡健雅,隱藏的歌手

298465 你還愛我嗎 江山 338613 別找我麻煩{Live}[HD] 王帝,中國好聲音

286280 你還愛我嗎 蔣旭 342127 別找我麻煩{Live}[HD] 愛嗑瓜子的貓,馴鹿,蒙面唱將

334533 你還愛我嗎[HD] 海威 339656 別找我麻煩{Live}[HD] 蔡健雅,隱藏歌手

333427 你還愛我嗎[HD] 樊凡 271049 別把毒品摸 袁春雷

303527 你還愛著他 喬洋 254143 別把夢帶走 楊林

337206 你還愛著她[HD] 袁惜君 290887 別走我的愛 程鳴

231794 你離我而去 韓紅 338615 別走的太快[HD] 丁宇祥

325287 你願不願意 曹格 233944 別來糾纏我{Live} 黑豹樂隊

332164 你攤上事了[HD] 張雷 318485 別來糾纏我{Live} 譚維維,蒙面歌王

289969 你聽見了嗎 楊子鋒 338612 別來糾纏我{Live}[HD] 林燕,中國好聲音

303349 你變了沒有 陳淑樺 231312 別和他一樣 零點樂隊

231742 你變了沒有 韓磊,劉婕 304431 別和他一樣{Live} 零點樂隊

265230 你讓我心醉 韋唯 294620 別怕我傷心 鄭興琦

Page 492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8295 別怕我傷心{Live} 田園,天籟之戰 335397 別讓愛迷路[HD] 姚晨

316642 別怕我傷心{Live} 張杰,高振銘 279966 別讓愛錯過 楊斯壬

343690 別怕我傷心{Live}[HD] 張信哲,岳雲鵬,我們的挑戰 343691 別讓愛擱淺[HD] 陳鍵鋒

349663 別怕我傷心{Live}[HD] 張信哲,陳沁,白瑪多吉,異口同聲 284364 努力再努力 丁維偉

336562 別怕我傷心{Live}[HD] 鄭興琦 311195 君生我未生 董貞

304200 別放棄希望 群星 232400 含淚的分手 高勝美

345918 別為她哭了[HD] 成雷 231587 含淚的別離 韓寶儀

339181 別哭了寶貝[HD] 皓天 265527 含淚的祝福 冷漠

333022 別哭小女孩[HD] 張震嶽 305360 含淚的微笑 龍飄飄

319580 別笑我光棍 宋曉峰 310632 含淚做朋友 陳玉建

287128 別送我回家 陳綺貞 322355 含淚說再見 三寶

297403 別偷我的菜 Q熊妹妹 285220 吳山點點幽 范月明

341200 別問我何求[HD] 楊清明 348200 吸引力法則[HD] 趙天宇,周震南

317262 別問我是誰{Live} 胡小寶 288493 吻住你的眼 馬麗

254248 別問我是誰{Live} 楊鈺瑩 293685 吻住你的眼 楊梓

345509 別問很可怕[HD] J.Sheon 318586 吻得太逼真{Live} 張瑋,蒙面歌王  

257881 別問舊傷口 辛曉琪 330481 吾在場證明[HD] 嚴爵

347651 別傷女人心[HD] 大哲 326897 呆萌的一天 畢程漉

314124 別傷害媽媽 焦靖峰 314801 告白趁現在 Snh48

299821 別愛的太多 佚名 314129 告白趁現在{Live} Snh48

267102 別碰我的人 陳小春 284440 告別的時代 信

267103 別碰我的人{Live} 陳小春 339926 告別的時代{Live}[HD] 信,我是歌手

334374 別像個男孩[HD] SKG女團 338994 告別的時代{Live}[HD] 譚軒轅,中國好聲音

318268 別對我想念 劉依純 309270 告別愛的夏 金莎

323623 別對我說謊 黑龍 321071 告訴我未來 郭俊辰

315923 別管那麼多 海鳴威 298501 坎達哈黎明{Live} 羽泉

307373 別說你愛我 葉憶鈴 285459 坎達哈黎明{Live} 陳羽凡,賈劍龍

265395 別說我不懂 曾靜玟 253223 坐在月亮上 徐若瑄

285001 別說我愛你 湯興路 332235 坐地鐵回家[HD] 蕭賀碩,冷笑話樂團

339182 別說沒愛過[HD] 韋禮安 302932 坐看雲起時 莊學忠

345919 別說沒愛過{Live}[HD] 王振諾,中國新歌聲 304853 坑人的麻將 劉牧

288768 別說等太久 劉立群 342335 坑蒙拐騙偷[HD] 阿權

317266 別說感情累 周占超 286419 妖精的尾巴 一東

327515 別輕易說愛 程欣 310133 孝順是什麼 張可

327513 別勸我放手 張冬玲 321154 孝敬不能等 馬瀟瀟

305158 別讓我失望 鄭進一,秀蘭瑪雅 340324 孝道行天下[HD] 金霖,劉一禎,陳雅琪

281285 別讓我孤單 猛虎巧克力 309381 孝道記心上 青山

309204 別讓我孤獨 林嵩 323729 孝道記心上 蘇青山

303987 別讓我知道 楊克強 314130 完美治療者 林思彤

230559 別讓我恨你 陳潔儀 349321 完美的一天[HD] 孫燕姿

299835 別讓我寂寞 佚名 346026 完美的一天{Live}[HD] 顏力妃,中國新歌聲

310472 別讓我難過 梅南林 263611 完美的表演 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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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67 完美的愛情 劉朋,蕭熙 299220 忘也忘不了 佚名

263506 完美的感動 糖果酒 302911 忘也忘不了 莊學忠

271739 完美的演技 陳勝嶼 308436 忘不了的人 江楓

307112 完美的錯覺 徐健淇 280150 忘不了的你 崔琰

297345 完美的謊言 Js 360005 忘不了的你 黃耀明

317428 完整的殘缺 郝婉彤 234271 忘不了的你 龐龍

270683 巫山小三峽 胡文明 281483 忘不了的你{Live} 達明一派

287901 巫婆的預言 心瑤 305890 忘不了的你{Live} 蘇珊

330819 希望你開心[HD] 王識賢 336473 忘不了的你{Live}[HD] 黃耀明

293061 希望你懂我 鄭源,鄭東 264241 忘不了的情 趙真

311098 希望的種子 楊培安 230201 忘不了的雪 陳明

304270 希望的種子 群星 293225 忘不了的傷 馨予

280115 希望亮起來{Live} 毛寧 266268 忘不掉的海{Live} 樊凡

347745 床上的黑洞[HD] 陳奕迅 322476 忘不掉的痛 安熠格

297745 彷徨異鄉人 毛阿敏 309304 忘記你太難{Live} 阿里郎

297861 忍不住回頭 王秀如 304041 忘記你的臉 楊絲怡

316428 忍不住流淚 子龍 282851 忘記你的臉 蕭寶鐘

321212 忍不住流淚 周子龍 345074 忘記忘不記[HD] 吳丹妮

330792 忍不住原諒[HD] 溫嵐 366603 忘記謝謝你 阮兆祥

287027 忍不住想他 權施文 304569 忘情森巴舞(迪斯可) 舞曲

334924 忍不住想念[HD] 李佳薇 320380 忘情森巴舞{Live} 陸思恒,王鈺威

281599 忐忑的季節 高麗 321214 忘情森巴舞{Live} 鳳凰傳奇

308545 志摩和徽因 冷漠,雲菲菲 338838 忘情森巴舞{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307862 忘了又如何 小ㄚ 337224 忘掉你的美[HD] 凌志輝

340857 忘了去記得[HD] 戚薇 308898 快快走進你 沙莎

305626 忘了你以後 韓超 288998 快快說愛我 李佳薇

302702 忘了你的好 張嘉杰 288996 快來找你妹 晨熙

287445 忘了你的臉 曉依 346060 快到碗裡來[HD] 恩寵

290634 忘了你是誰 孟楊 321863 快說你願意 九九

274939 忘了你是誰 夢然 301680 快樂又消遙 姚蘇蓉

297902 忘了我是誰 王海玲 337982 快樂小宇宙[HD] 金豆

286451 忘了我是誰 馬常寶,王雅嫻 340190 快樂小舞臺[HD] 群星

283345 忘了我是誰 塔斯肯 258208 快樂不快樂 鄭秀文

305441 忘了我是誰 蟑螂合唱團 297362 快樂不思議 Lotte Girls

305467 忘了我是誰 謝言 271043 快樂不過是 袁成杰

334109 忘了我是誰[HD] 楊永聰 308729 快樂向前沖 李志洲

290085 忘了我是誰{Live} 王海玲 348923 快樂向前沖[HD] 張俸華

233539 忘了我是誰{Live} 黃耀明 299099 快樂向前走 佚名

340607 忘了該忘的[HD] 石小琳 329334 快樂向前走 圈圈

299910 忘了說再見 佚名 303043 快樂在哪裡 莫文蔚

256069 忘了說再見 葉倩文 327661 快樂妄想症 張書瑤

328505 忘了說愛我 原子霏 291865 快樂似神仙{Live} 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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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026 快樂你我他[HD] 苗梓楓 349376 我也很想他[HD] 孫燕姿

262817 快樂你懂的 快樂家族 317592 我也是醉了 周占超

323776 快樂我決定{Live} 金池 294057 我也是醉了 東來東往

300131 快樂每一天 佚名 325181 我也是醉了 姚天成

304018 快樂每一天{Live} 楊柳 340358 我也曾深深愛著你[HD] 暴林,喬玲兒

262853 快樂拍手歌 劉剛 325338 我不再相信 林峯

308381 快樂的一家 成學迅,米穎,袁寶 233758 我不在巴黎 黎亞

298949 快樂的小魚 佚名 302630 我不怕寂寞 張啟靚

299190 快樂的小鳥 佚名 292133 我不放棄你 單曉亮

324889 快樂的六一 蔡詩雨 305593 我不知道風 謝曉東

296332 快樂的胖子 伍凌楓 312477 我不是小三 江伊涵

283986 快樂的時光 譚傑希 270225 我不是小三 淳子

299696 快樂的晚上 佚名 266931 我不是小丑 郎軍

299130 快樂的猴子 佚名 232740 我不是公主 鳳凰傳奇

322481 快樂的新年 朱躍明 322534 我不是反派 譚耀文

298720 快樂的新年 佚名 292153 我不是宅男 後舍男生

298744 快樂的節日 佚名 286214 我不是男神 張亮,張悅軒

301602 快樂恰恰恰{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320445 我不是垃圾 覃浩

292079 快樂無極限 鳳凰傳奇 310648 我不是孟非{Live} 陳依然

270935 快樂新年好 蒙面哥 342393 我不是明星[HD] 閩北阿牛

280152 快樂酷筆娃 陳依桐,陳俊亦 332349 我不是花瓶[HD] 王璐岢

284144 快樂練習曲 丁丁 298083 我不是美女 王蓉

256855 快樂靠自己 許慧欣 329404 我不是徐崢 馮雪剛

307285 快樂糖果屋 王巧 294950 我不是偶吧 葉小凱

341249 快樂糖果屋[HD] 王巧,王文昱 326904 我不是黃渤 劉牧

285913 快點告訴你 林依婷 303673 我不是黃蓉 童星

291256 我tm不願意 新街口組合 306084 我不是黃蓉 龔玥

337944 我一定會來{Live}[HD] 龐龍 298091 我不是黃蓉{Live} 王蓉

327725 我一直往前 不辣 308427 我不是裝傻 江映蓉

292668 我一直都在 林稷安,程于倫 311342 我不是歌手 趙小兵

337837 我一直都在[HD] 余志祥 333631 我不是歌手[HD] 張雷

343824 我一直都在[HD] 孫健康 335601 我不是歌手[HD] 蘇醒

348946 我一個人醉[HD] 土豆 263546 我不要自由 吳建豪

339247 我一無所有[HD] 柳戈 267905 我不要改變 Tf Boys

328567 我一讓再讓 涓子 262951 我不要承諾 李猛

329414 我又想你了 李棟偉 337228 我不要醒來[HD] 鄭勁松

345120 我又想你了[HD] 陳信喆 262649 我不做英雄 胡歌

296457 我又想起你 解偉苓 230093 我不夠愛你 陳慧琳,劉德華

285884 我上大名府{Live} 周華健 316986 我不夠愛你 溫昇豪

263575 我也不知道 汪蘇瀧 230043 我不夠愛你{Live} 陳慧琳

289077 我也不捨得 陳娟兒 338387 我不等你了[HD] 陳一玲

290925 我也在乎你 茅小勇 325080 我不想上班 T.O.B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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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938 我不想再哭 楊輝 331633 我只在乎你[HD] 劉惜君

335743 我不想再醉[HD] 劉爽 285972 我只在乎你{Live} 春天

321280 我不想相親 淼淼 285192 我只在乎你{Live} 胡海泉,徐林

306376 我不想過年 曉楓 315952 我只在乎你{Live} 孫睦涵,徐小清

340012 我不想寫歌[HD] 阿悄 313015 我只在乎你{Live} 徐若瑄

302567 我不愛你了 張芸京 315953 我只在乎你{Live} 張杰,宋宇寧,最美和聲

343825 我不會回頭[HD] 王俊熙 313293 我只在乎你{Live} 郭書瑤

334310 我不會回頭[HD] 王峻熙 313357 我只在乎你{Live} 陳潔麗

308941 我不會忘記 阮以偉 271793 我只在乎你{Live} 雷安娜

308400 我不會胡鬧 朱俐靜 287758 我只在乎你{Live} 齊秦,齊豫

358428 我不會唱歌 關淑怡 349829 我只在乎你{Live}[HD] G.E.M.鄧紫棋

340013 我不會傷心[HD] 吳若希 336683 我只在乎你{Live}[HD] 朱興東

308375 我不該錯過 安濤 337242 我只在乎你{Live}[HD] 吳思思

282514 我不適合你 朱雅 337240 我只在乎你{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262156 我不懂愛情 常石磊 316358 我只是個人 蘇芮

308850 我不願再醉 李蕭杰 323836 我只是影子 蘇唯

299303 我不願錯過 佚名 258239 我只要現在 鄭秀文

233838 我太傻了嗎 黎明 257036 我只能愛你 許茹芸

269511 我心上的人 曲姆措 289874 我只能愛你 彭青

317607 我心中的佛 斯琴巴圖 335590 我只想快樂[HD] 糖兄妹

303708 我心生愛苗 費玉清 337854 我只想唱歌[HD] 張學友

283071 我心在草原 阿斯滿 320458 我叫大長臉 王振涵

310075 我心為誰動{Live} 屠洪剛 321295 我叫呼韓邪 航宇

300835 我心若玫瑰 李玲玉 312143 我叫糾結倫 蘇仨

349834 我心常自在{Live}[HD] 李曉東,歌手 340634 我叫草泥馬[HD] 任飛揚

298881 我心屬於你 佚名 333893 我叫幹露露[HD] 干露露

348371 我比不上他[HD] 漁淵 311913 我叫謝有才 謝有才

321908 我比他愛你 JKAI 329415 我叫魏淑芬 代理仁

232994 我比較愛你 黃名偉,甄俐 302102 我可以忍受 徐婕兒

330629 我以為,我能[HD] 小賤 278999 我失去了你[流行版] 丁永毅

263749 我以為我能 小賤 278998 我失去了你[搖滾版] 丁永毅

305218 我去兩千年 樸樹 257042 我永遠記得 許茹芸

297299 我只在乎你 Bobo 254613 我全都相信 溫嵐

263275 我只在乎你 Rubberband 325134 我吃得起苦 動力火車

280949 我只在乎你 尹熙水 309565 我向草原走 胡東清(音樂大壯)

294350 我只在乎你 朱興東 231421 我在你左右 青山

284768 我只在乎你 彭佳慧 279404 我在你左右{Live} 青山,孔蘭薰,呂珊

303944 我只在乎你 黑鴨子演唱組 289087 我在你身旁 羅美玲

340020 我只在乎你[HD] 邰正宵 258240 我在的地方 鄭秀文

331877 我只在乎你[HD] 胡琳 302857 我在黑夜裡 章鵬

343206 我只在乎你[HD] 黃凱芹 315260 我在黑夜裡 童安格

332149 我只在乎你[HD] 齊秦 330506 我多麼懷念[HD] 何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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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32 我好喜歡你 肖寶 306050 我依然愛你 顧建華

320463 我好想念你 莫莫 257033 我依然愛你{Live} 許茹芸

308871 我如此愛你 汪峰 270452 我受不了了 王鐵

328577 我如此愛你{Live} 許一鳴 304751 我和上官燕 趙薇

329421 我如此愛你{Live} 許一鳴,夢想的聲音 310432 我和你同在 曹沁芳

335974 我如此愛你{Live}[HD] 王凱琪,中國好聲音 263339 我和我不同 孫楠

284948 我有一片心 楊慶煌 232148 我和林妹妹 馬蕊

303856 我有一段情 黃清元 230874 我始終愛你 陳耀川

303898 我有一段情 黃曉君 324539 我所需要的 徐佳瑩

279345 我有一段情(國) 苗苗 301656 我抬頭望天 姚乙

265305 我有一段情{Live} 楊燕 322562 我的一年級 邢菲

313524 我有一段情{Live} 葉麗儀 333843 我的大草原[HD] 烏蘭圖雅

330264 我有一段情{Live}[HD] 蔡琴 270299 我的大黃河 熊立紅

299507 我有一個謎 佚名 316813 我的小女人 陳玉建

348370 我有我自己[HD] 閻奕格 265588 我的小奴隸 劉建軍

232024 我有我的young 飛輪海 336698 我的小生活[HD] 朱俐靜

293259 我有我的young{Live} 黃星羱 284867 我的小白楊 朱躍明

278471 我有我夢想 歐陽澤蘭 285283 我的小白楊 許曉傑

310327 我有我態度 張暄祺 263484 我的小村莊 田一龍

314145 我有個秘密 高勝美 290084 我的小村落 王澤奇

337247 我行你也行[HD] 楊響華,韋小天 313852 我的小村落 羅漢

299427 我伴彩雲飛 佚名 310329 我的小乖乖 張瑋伽

298882 我住長江頭 佚名 295112 我的小青馬 張曼

271501 我住集裝箱 金波 336697 我的小時代[HD] 梁佩穎

264275 我忘不了你 鄭超 307419 我的小時候 賀東

304817 我找到自己 齊秦 338695 我的小氣鬼[HD] 葉俊亨,周周

305581 我找到自己 謝雷 309908 我的小情歌 秧瑞鴻

348965 我把我灌醉[HD] 唐藝 323857 我的小夥伴{Live} 王磊

303500 我沒有犯錯 雪狼 282784 我的小寶貝 紫琴

289109 我沒有忘記 袁野 302933 我的中國心 莊學忠

323227 我沒有騙你 冷漠,鄧麗君 325313 我的中國夢 李揚光

292377 我沒有騙你 莊學忠 289110 我的中國夢 馬麗

303290 我沒有騙你 陳思安 342781 我的中國夢[HD] 張明敏

254178 我沒有騙你{Live} 楊燕 336695 我的中國夢[HD] 雷艷

308614 我沒忘了你 吳憲 334082 我的中國夢{Live}[HD] 張明敏

290345 我來自壯鄉 陸正信 321318 我的心上人 李鴻玉

268001 我來到西藏 烏蘭托婭 296495 我的心上人 高佳

274616 我來到西藏{Live} 烏蘭托婭 278633 我的心上人 譚小靜

344336 我依然是我[HD] 吳瑕 314150 我的心在飛 周旋

232714 我依然愛她 鮑國 268661 我的心好累 周艷泓

312631 我依然愛你 李金臻 271160 我的心好痛 賈真

289078 我依然愛你 劉雷,瑤瑤 313529 我的心好痛 路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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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960 我的他加她 王博文 256477 我的男朋友 蕭亞軒

233596 我的另一半 黃鑫 292427 我的那個她 張平

308620 我的外婆家 吳歡 333598 我的初戀呀[HD] 宋孟君

338072 我的布達拉[HD] 蘇瑋 349838 我的姑娘啊[HD] 阿紅

330809 我的未來式[HD] 愛情公寓片頭曲 342787 我的朋友圈[HD] 余洋

285658 我的正能量 王宏健 278522 我的林黛玉 王子鳴

323863 我的白馬井 鄧海 321327 我的長白山{Live} 呂宏偉

341368 我的白馬井[HD] 鄧海 311899 我的哈爾濱 薛丹

305103 我的交響曲 蔣榮宗 328602 我的玻璃心 張可兒

345139 我的名字叫{Live}[HD] T-Ara 323864 我的相思河 楊萍

319779 我的回憶裡 馬可謙 314154 我的科爾沁{Live} 包青山

268359 我的好大哥 劉子毅,曹龍 296499 我的格桑花 魯文嘉措

301800 我的好心情 胡杰夕,陳彩萍 262426 我的秘密 鄧紫棋

332989 我的好父母{Live}[HD] 劉大成 343215 我的草原夢[HD] 吳官輝

322564 我的好兄弟 洪立,嘉懿 310984 我的張家界 黃格選

316928 我的好兄弟 高斌 281581 我的張家港 雷佳

306385 我的好兄弟 劉方慶 296507 我的都教授 葉熏

287976 我的好兄弟 鄧小龍 303118 我的圓舞曲 許景淳

342404 我的好兄弟[HD] 大樂團 307152 我的愛很累 曹越

349837 我的好兄弟[HD] 李嘉龍 316360 我的愛是緣 王語心

340030 我的好兄弟[HD] 趙國相 315265 我的愛給你 嚴當當

291038 我的好老婆 韓哲 294447 我的愛碎了 熊七梅

322148 我的好妹妹 小琢,獵人 311930 我的愛還在 謝容兒

283661 我的好姑娘 大慶小芳 314157 我的滑板鞋 沈夢辰

271653 我的好朋友 陳天紅 293775 我的滑板鞋 約瑟翰,約瑟翰 龐麥郎

231346 我的好朋友 雷樂隊 336193 我的滑板鞋[HD] 約瑟翰 龐麥郎

347799 我的好朋友[HD] 王瀧銳 271143 我的當兵哥 譚英

290641 我的好媽媽 少兒歌曲 325369 我的萬人迷 游長江

321316 我的好媽媽 雪十郎 265710 我的歌聲裡 回音哥

313536 我的好媽媽 雷佳 269513 我的歌聲裡 曲婉婷,李代沫

346590 我的好媽媽[HD] 周巍 330703 我的歌聲裡[HD] 曲婉婷

347800 我的好閨女[HD] 吳英緒 335005 我的歌聲裡[HD] 張智霖

314151 我的灰姑娘 張津涤 336699 我的歌聲裡[HD] 梁漢文

326308 我的老大哥 袁泉 313434 我的歌聲裡{Live} 黃小琥

284557 我的老爸爸 吳松發 286368 我的歌聲裡{Live} 雷琛瑜

324573 我的老情人 曹越 329439 我的歌聲裡{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268729 我的老媽媽 天駿 341762 我的歌聲裡{Live}[HD] Snh48,蓋世英雄

317631 我的老媽媽 曾敏 331290 我的歌聲裡{Live}[HD] 李代沫,中國好聲音

340643 我的老媽媽[HD] 楊五琴 312165 我的蒙古王{Live} 蘇勒亞其其格

296506 我的老領導 顧凱 335363 我的蒙古馬[HD] 烏蘭圖雅

314805 我的自卑感 劉容嘉 320488 我的蒙古馬{Live} 烏蘭圖雅

282729 我的我自己 王詩安 307393 我的蒙古舞 蘇勒亞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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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55 我的豬哥哥[HD] 張佳彤 265928 我是中國人{Live} 張邁

302755 我的憨哥哥 悠悠 270627 我是中國人{Live} 羅樺

306012 我的興安嶺 騰格爾 344346 我是中國人{Live}[HD] 王紫菲

336700 我的親愛的[HD] 邱比 330072 我是中國人{Live}[HD] 呂方

282491 我的瀾滄江 普詩淇 288216 我是中國龍 姚雨鑫

345142 我的魔術師[HD] 梁雨恩 326921 我是化德人 劉曉東

341753 我很想念你[HD] 黃玠 283186 我是主小孩 魚兒

306947 我很想知道 光前 285259 我是向陽花 藍漪

301338 我很想愛他 林俊傑 347346 我是好娃娃[HD] 范秋伶

302798 我很需要你 梁朝偉,楊千嬅 314162 我是江小白 小白哥,陶樂,馬鑫,張爍

305014 我怎麼可以 潘美辰 296485 我是西北人 劉志丹

296470 我怎麼哭了 八三夭 334366 我是你的radio[HD] Anita歐

303296 我怎麼哭了 陳思安 306051 我是你的人 顧峰

336688 我怎麼哭了[HD] 八三夭 314164 我是你的花 曉依

337263 我怎麼哭了[HD] 八三夭 310198 我是你的海 張海

322145 我怎麼哭了{Live} 田維英 320476 我是你的眼 李德永

282049 我思念草原 烏蘭齊齊格 230175 我是你的夢 陳明

303595 我思念草原 朝魯 230095 我是你的誰 陳慧琳

304810 我思念草原 齊峰 233466 我是你的誰 黃立行

294480 我恨我愛你 王暢唱,姚偉濤 294537 我是你的誰 群星

294191 我恨我愛你 姚偉濤,王暢唱 327744 我是你的糖 俊鋒

289093 我恨我愛你 基地小虎 331578 我是你最壞[HD] 東南

311642 我恨我愛你{Live} 蔡依林 348367 我是我自己[HD] 李興龍

233540 我是一片雲 黃耀明 305843 我是男子漢 糯米

232777 我是一片雲 鳳飛飛 279235 我是男子漢dj 李清坡

343839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HD] 趙傳 290874 我是幸福的 石梅,圓圓

316519 我是一隻羊 劉子璇 290597 我是幸福的 圓圓,石梅

308488 我是一隻虎 西單女孩 313699 我是幸福的 蔡黃汝

318625 我是一隻船 譚維維 346106 我是延長人[HD] 鎬天

346101 我是一隻魚{Live}[HD] 謝慧嫻,中國新歌聲 271613 我是東方龍 阿玻

339483 我是大主宰[HD] 黃子韜 284881 我是東北人 李創

317617 我是女漢子 蘇小花 313383 我是東北人 晶迪

308185 我是小人物 古品 318529 我是河南人 戴向前

342774 我是小公主[HD] 伍語涵 321309 我是阿牛哥 阿牛

340026 我是小保安[HD] 張爭 296483 我是客家妹{Live} 鐘彩媚

310371 我是小保安{Live} 張錚 340891 我是客商人[HD] 廖芬芳

275146 我是山東人 鄭超 279612 我是怎麼了 許恒

299881 我是中國人 佚名 263231 我是怎麼了 喬洋

322558 我是中國人 梁劍東 313865 我是怎麼了 譚維維

303020 我是中國人 莊學忠 308083 我是洗腳妹 王恩叢

267285 我是中國人 鳳飛飛 345136 我是重慶人[HD] 西域胡楊

300772 我是中國人{Live} 李克勤 269932 我是個騙子 林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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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29 我是益陽人[HD] 龍奔 311890 我要去澳門 濤子

342775 我是神經病[HD] 小亮 307819 我要去賺錢 大民原創

403756 我是推銷員 菜鳥VS.董ㄟ,董ㄟ 323868 我要打老闆{Live} 劉銘

315975 我是笨男人{Live} 王為念 336302 我要打敗你[HD] 約瑟翰 龐麥郎

319772 我是彭小龍 彭小龍 303477 我要回唐山 雪村

265370 我是棉花糖 周逸涵 348379 我要回農村[HD] 常笑

328592 我是鄉里人 光前 326929 我要你回家 錢紅

339484 我是開心果[HD] 三娃子 278287 我要你快樂 張萌

230058 我是陽光的 陳慧琳 294215 我要你幸福 宏亮

321308 我是葉良辰 葉良辰 327760 我要你的吻 鈕勁涵

326926 我是農民工 周子軒 328605 我要你的愛 原子霏

309663 我是寧蒗人 風信子組合,彝組合 233200 我要你的愛 黃小琥

302775 我是認真的 曹方 278111 我要你的愛 劉雅麗

233239 我是誰的誰 黃征 326314 我要你的愛 顧建華

266761 我是誰的誰 藏獒組合 230034 我要你的愛{Live} 陳慧珊

310445 我是豬八戒 曹爾真 318490 我要你的愛{Live} 黃小琥,蒙面歌王

337266 我是賽車手[HD] 銘鑫 338698 我要你的愛{Live}[HD] 楊光

233843 我為你而來 黎明 331931 我要你的愛{Live}[HD] 趙可

301369 我為你祈禱 林淑蓉,李嵐風 289125 我要你相信 言野

285787 我為你歌唱 曲婉婷 317636 我要你愛人 喜公公

333908 我為你歌唱[HD] 曲婉婷 322568 我要你愛我{Live} 任韻淇

300981 我為你癡迷 李麗菁 340646 我要你愛我{Live}[HD] 任韵淇

298405 我為你癡迷{Live} 朱咪咪 325432 我要忘記他 臧恰

309429 我為草原來 姚成駿 230188 我要找到你 陳明

290528 我為您高歌 劉亞芹 304151 我要秀自己 群星

308726 我看見了你 李宏偉 264104 我要見上帝 張小覺

342788 我背後的你[HD] 孫伯綸 325823 我要妳歌唱 青山

326928 我若是遊子 河圖 234313 我要抱著你 龐龍

311326 我要上春晚{Live} 蒙克 337946 我要抱著你{Live}[HD] 龐龍

328608 我要大聲唱{Live} 高貴鵬 268098 我要拍電影 任德勇

312435 我要去西藏 白瑪多吉 232073 我要的不多 佚名

302211 我要去西藏 烏蘭托婭 306397 我要的天空 高原

282045 我要去西藏 烏蘭圖雅 297912 我要的未來 王婧

266167 我要去延安 李龍 346116 我要的幸福[HD] 孫燕姿

292368 我要去拉薩 巴桑拉姆 338402 我要的幸福[HD] 張瑤

312669 我要去紅河 李維真 230097 我要的是你 陳慧琳

266696 我要去紅河 董冬 303094 我要的飛翔 許飛

340898 我要去迪拜[HD] 張計畫 233997 我要的感覺 黑龍

279277 我要去旅行 凌加峻 342412 我要帶你飛[HD] 孟飛

330663 我要去旅行[HD] 弦子 309501 我要掛科了 洛天依

291975 我要去淮陽 一然 340033 我要這樣唱[HD] 閆莉

309868 我要去遠方 殷紫嫣 308645 我要陪著你 呂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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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22 我要喝咖啡 余天 327733 我們那首歌 黃予然

335198 我要結婚了[HD] 馬浚偉 348953 我們的一起[HD] 李婉銘

308458 我要給的愛 艾莉莎 329408 我們的上海 力量之聲組合

266294 我要嫁給你 段紅 335290 我們的天空[HD] 羅鈞滿,鄭世豪,姚兵,Kt

233928 我要愛的好 黑澀會美眉 284918 我們的心願 李玉波

270550 我要當老闆 秋果 299320 我們的心願{Live} 佚名

280229 我要謝謝你 吳楊雨 304989 我們的世代 潑猴

327763 我要闖天涯 賈富營 307480 我們的世界 陳卿

310986 我要離開你 黃猛 232864 我們的世界 麥田守望者

300837 我倆在一起 李茂山 339475 我們的主場[HD] Mp魔幻力量

300042 我倆多美好 佚名 321287 我們的主場{Live} Mp魔幻力量

309541 我倆的愛情 紅薔薇 300213 我們的田野 佚名

310443 我倆的愛情 曹雷 230027 我們的田野{Live} 陳思思

289080 我們一起走 俞灝明,徐真英 315945 我們的田野{Live} 群星

279652 我們一起走(國) 葉曉紅 342761 我們的田野{Live}[HD] 張金利

280190 我們一起來 邵靜然 348347 我們的光芒[HD] 南征北戰nzbz

315941 我們一起來{Live} 張雷 269920 我們的回憶 林泰燊

312510 我們一起飛 西單女孩 303281 我們的回憶 陳彥坤,3Ny

267080 我們一起飛 阿里郎 234309 我們的初戀 龐龍

340359 我們一起追夢[HD] 董家輝 338105 我們的明天[HD] 鹿晗

302670 我們一起逃 張智亮,方子璇 296453 我們的明天{Live} 楊子姍

322537 我們一起愛 牧蘭,貢布 268773 我們的空間 孔朝,李璇

348952 我們一起闖[HD] 土豆 346092 我們的信仰[HD] 大勇

349825 我們不一樣[HD] 大壯 324672 我們的故事 柳岩

290328 我們不合適 聞美茜 315947 我們的故事 徐子崴

304145 我們中國人 群星 265894 我們的故事 張濤,張妍

286534 我們分手吧 任飛揚 284261 我們的故事 許鶴繽

343828 我們出發了[HD] 崔秀麗 356871 我們的故事 陳崴

297776 我們去遠方 水木年華 231046 我們的故事 陶喆

284995 我們正年輕 毅光年組合,張欣奕 233219 我們的故事 黃崇旭

311704 我們正年輕{Live} 鄭源,鄭東 304693 我們的故事 趙詠華

312756 我們在一起 和妤婕,林松茂 321289 我們的故事 羅藝達

304249 我們在一起 群星 333366 我們的故事[HD] 光良

292108 我們在一起 劉琪 314168 我們的星光 Fm102.9

342395 我們在一起[HD] 何潔 335353 我們的星光[HD] Star

312926 我們在一起{Live} 胡世明 340632 我們的紀念[HD] 呂斌

288137 我們在成長 周杰倫 331056 我們的約定[HD] 龍俊祺

333332 我們在改變[HD] 魏晨 349826 我們的倔強[HD] 程皓

323830 我們在路上 李姍殷 321898 我們的時代 H2K

326930 我們在路上 李雪萊 313009 我們的時代 師鵬

262159 我們好好愛 成林江措,嘉央曲珍 292124 我們的時代 華語群星

265078 我們有武功 歐弟 329410 我們的時代 董陽,金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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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31 我們的時代[HD] 王琨 329407 我們是太陽 筷子兄弟

349379 我們的時光[HD] Tf Boys 337236 我們是太陽[HD] 廣家偉,蘇牧瑤,王安琦,王澤萱

308935 我們的秘密 邢迪,吳雨霏 286578 我們是兄弟 朱明

342762 我們的秘密[HD] 徐藝嘉 328573 我們是兄弟 程歡

289084 我們的翅膀 汪思妍 265583 我們是兄弟 劉嘉亮

298454 我們的國歌 朱鵬飛 345117 我們是兄弟[HD] 兄弟印象

256472 我們的寂寞 蕭亞軒 346964 我們是兄弟[HD] 張偉

287160 我們的情歌 Mabel美寶 344701 我們是兄弟[HD] 鄭旭

289082 我們的情歌 高婭媛,潘恩蓓 294864 我們是未來 京晉jucie

349828 我們的旋律[HD] 華語群星 312923 我們是朋友 紅薔薇

338388 我們的曾經[HD] 林少緯 323213 我們是朋友 曹格

328574 我們的最後 任賢齊,梁漢文 304477 我們是朋友 滿江

312281 我們的童話 小手 306060 我們是朋友 顧海濱,金波

253472 我們的童話 曾寶儀 346091 我們是朋友[HD] 任德勇

346580 我們的童話[HD] 魏然 310436 我們是情人 曹海波

253980 我們的答案 楊千嬅 279333 我們是瑤族 蒙鸝君

267891 我們的結局 Shelly 佳 266779 我們是瑤族 蘇曉慶

292595 我們的結果 李明宇 266616 我們是戰友{Live} 聶建華

297470 我們的隊伍 Yo-Yo 317069 我們是翼友 翼友會群星

297462 我們的愛情 W.H.Y 315256 我們相愛吧 賀敬軒

292573 我們的愛情 朱雅 314169 我們相愛吧 鄭淳元

312494 我們的愛情 至上勵合 336681 我們相愛吧[HD] 李聖傑

265174 我們的愛情 汪峰 234018 我們要幸福 齊子旭

301033 我們的愛情 沈凌 326294 我們能不能 羅震環

327732 我們的愛情 許霖,陳詩妮 320448 我們做夫妻 陳詠,陳嬌

329409 我們的愛情 鄢青 233681 我們啊我們 黃鶯鶯

316962 我們的愛情 鴻飛 321286 我們畢業了 艾尼瓦爾江

349827 我們的愛情[HD] 王鍵,瞿英 281340 我們這一代 秦勇

282922 我們的過往 許晉杭 233942 我們這一代{Live} 黑豹樂隊

347338 我們的態度[HD] 朵女郎大咖 366347 我們這一家(國) 梁佑嘉

262478 我們的歌謠 鳳凰傳奇 323834 我們這一輩 歌道

288451 我們的舞臺 張家源 270329 我們這一輩{Live} 王佑貴

270132 我們的劇本 汪東城 287606 我們都一樣 張藝于

296452 我們的戰鬥 冉六爾 339011 我們都一樣[HD] 陳學冬

324860 我們的總和 艾怡良 349381 我們都一樣[HD] 華語群星

341571 我們的總和[HD] 艾怡良 338389 我們都一樣{Live}[HD] 張杰,吳汶芳,最美和聲

253473 我們的顏色 曾寶儀 339251 我們都不壞[HD] 喬任梁

321899 我們的驕傲 盧笛 347785 我們都老了[HD] 吳瑕

320455 我們長大了 弭愷 340019 我們都老了[HD] 鄭源

309946 我們怎麼了 袁樹雄 264369 我們都別哭 梁文音

324520 我們是一家 張藝 316830 我們都沒錯 陳翔

302875 我們是天使 莊瑩 337238 我們都沒錯[HD] 劉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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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846 我們都孤單 Js 344338 我們說好的{Live}[HD] 張靚穎

263217 我們都怕痛 潘瑋柏 306407 我們還年輕 劉波

329412 我們都很忙 張宥倫 292328 我們戀愛吧 小喬

280197 我們都要安 蹇紅 274884 我值得擁有 李雅微

294216 我們都寂寞 容祖兒 265096 我哪裡不好 潤土

257035 我們都寂寞 許茹芸 302244 我家在中國 祖海

343205 我們都寂寞[HD] 陳奕迅 311269 我家在中華 寧可

317597 我們都寂寞{Live} 曹格,蒙面歌王 304511 我家在那裡{Live} 甄妮

340885 我們都寂寞{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42400 我家在河源[HD] 鐘彩媚

341967 我們都寂寞{Live}[HD] 向洋,中國新歌聲 301698 我家在哪裡{Live} 姜育恆

336004 我們都寂寞{Live}[HD] 鄧小巧,中國好聲音 342769 我家在崇陽[HD] 風蕭蕭

230051 我們都愛你{Live} 陳慧琳 306408 我家好有福 謝曉燕,高宇,汪海娟,黃罡

306406 我們都愛過 郁可唯 312213 我家的花兒 蘭天

324674 我們都愛過 欒軍 304883 我真不習慣 劉耔彤

233684 我們都錯了 黃鶯鶯 232966 我真的在乎 黃勇

308694 我們都變了 李心潔 308080 我真的好累 王迪

331333 我們都變了[HD] 梁曉雪 323236 我真的好累 初晨

282276 我們就到這 夏后 346978 我真的好累[HD] 雨霖楓

347784 我們就到這[HD] 桃十五 232500 我真的哭了 高峰

266812 我們曾愛過 袁攀 321911 我真的愛你 唐冰冰

313441 我們曾愛過 黃悅聲 232937 我真的愛你 黃仲昆

303973 我們曾愛過 楊小弈 340201 我真的愛你[HD] 唐冰冰

323833 我們結婚了 海生 230567 我真的愛錯 陳潔儀

306924 我們結婚吧 于清龍 335991 我真的需要{Live}[HD] 耿斯漢,中國好聲音

298277 我們結婚吧 任立佳 318257 我真的醉了 光頭老韓

271481 我們結婚吧 金志文 299887 我真的願意 佚名

267026 我們結婚吧 金莎,劉佳 289126 我配不上你 夏天alex

266653 我們結婚吧 胡量 345123 我唱哎沙嗎{Live}[HD] 林欣鍇,聲音的翅膀

292471 我們結婚吧 彭清 288014 我唱故我在 吉克雋逸

336682 我們結婚吧[HD] 何潔 262921 我唱啦啦啦 李宇春

292004 我們結婚啦 于新娜 314808 我唱瀏陽河 音樂走廊,十一妹

322540 我們結婚啦 吉吉,劉沖 279063 我問洞庭湖 郭建寧

289655 我們結婚啦 冷漠,楊小曼 308473 我從天山來 西域胡楊

317594 我們傻傻的 許嵩 271508 我從未改變 金龍

332811 我們會不會[HD] 胡夏 323841 我從哪裡來 馬上又

336186 我們會再見[HD] 梁文音 262479 我從草原來 鳳凰傳奇

348350 我們路建人[HD] 湯宇龍 323217 我從陝北來 1314

292701 我們跳舞吧 沈聖哲 309367 我從高原來 雨禾

289810 我們說好了 小宇 267192 我從雪山來 雪山朗瑪組合

290636 我們說好了 宋念宇 345127 我從雪山來[HD] 雲飛,澤仁央金

323214 我們說好的 王馨 318223 我捨不得你 冉青霞

265961 我們說好的 徐健淇 268826 我淡淡的藍 孟庭葦,南方二重唱,張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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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34 我終於明白 星弟 347343 我想去見他[HD] 央金措

305192 我這樣愛你{Live} 黎明 231672 我想去桂林 韓曉

266764 我陪你去瘋 藤兮 324682 我想成個家 梧桐雨組合,蔡獻華,王麗,王薪博

336705 我陪你唱歌[HD] 陳希郡 284139 我想有個人 高書磊

271703 我就在這裡 陳柔希 323220 我想有個家 郝祺

342401 我就是土豪[HD] 大通 334334 我想有個家[HD] 趙鑫,干露露

296465 我就是大哥 大張雨 315987 我想有個家{Live} 吳子安,莊前

306411 我就是中國{Live} 劉和剛 317610 我想有個家{Live} 曹格,蒙面歌王

308308 我就是天才 吉吉 331869 我想有個家{Live}[HD] 羽泉

315983 我就是炮哥 曹越 323218 我想你中國 山子華

285226 我就是這樣{Live} 范瑋琪,胡維納 349387 我想你中國{Live}[HD] 山子華

290767 我就是想妳 楊子鋒 303520 我想你的夜 博毅

306412 我就是愛你 史嘯吟 258242 我想我可以 鄭秀文

289092 我就是愛你 蕭敬騰 340023 我想我可以[HD] 蔡旻佑

305232 我就喜歡你 燕妮 339747 我想我可以{Live}[HD] 蔡旻佑

299841 我曾深愛過 佚名 233419 我想我是海 黃磊

299562 我曾經來過 佚名 316714 我想我值得 楊小艷

322560 我曾親愛的 陳零九 304676 我想那是你{Live} 趙詠華

312865 我最愛的人 青青涼 346097 我想和你唱{Live}[HD] 群星,我想和你唱

306414 我最愛的人 徐新軍 287585 我想念的她 嘵z

294337 我最愛的人 曹雷 278996 我想的是你 丁思忖

279563 我最愛的人(國) 吳松發 304000 我想為你醉 楊坤

316666 我最愛的你 李小璐 327740 我想要的愛 王麟

326933 我最愛的家 小玉玉 345625 我想要知道[HD] 盧軍

297720 我最親愛的 方文琳 303546 我想喝一杯 彭羚

270354 我最親愛的 王子月 292096 我想結婚時 劉思涵

264123 我最親愛的 張惠妹 317609 我想對你說 郎凱亦

341757 我最親愛的[HD] 李代沫 327739 我想對你說{Live} Snh48

340640 我最親愛的[HD] 秦博 263490 我想談戀愛 田芯兒

288211 我最親愛的{Live} 品冠 313870 我想談戀愛 蘇小花

335956 我最親愛的{Live}[HD] 李致賢,中國好聲音 321306 我想變成我 Cozy Diary 輕日記樂團

330139 我最親愛的{Live}[HD] 張惠妹 302440 我愛x足球 動力火車,快女5強

348969 我無法懂得[HD] 安那 299807 我愛人民幣 佚名

287985 我無能為力 關書寶 311940 我愛上了你 賽婭,徐健淇

264079 我無路可退 張冬玲 327741 我愛大中國{Live} 侯旭,雲朵

233846 我等不到你 黎明 295505 我愛大星山 郭術軍

263943 我絕不會輸 楊天寧 288254 我愛大草原 格桑英妮

307942 我給你的傷 天意 313539 我愛大草原 雷龍

281063 我給你的愛 曹龍 317614 我愛小菜園 甜妹紫煙

338393 我媽是我媽[HD] 大慶小芳 347793 我愛不到你[HD] 彭進成,楊沁霓

265533 我想去台灣 冷漠 280217 我愛中國話 楊東鑫

323844 我想去印度 林沛涌 282420 我愛全放價 張萱妍

Page 50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57858 我愛灰太狼 鄧麗欣 319104 我愛的是你 佚名

300784 我愛你,中國 李谷一 330019 我愛雨夜花{Live}[HD] S.H.E

325380 我愛你三沙 熊七梅 343837 我愛洗澡[HD] 朱予涵

292126 我愛你中國 卓依婷 317613 我愛孫悟空 劉倧洲

288255 我愛你中國 殷秀梅 286810 我愛格桑花 苗苗

262157 我愛你中國 常石磊 263191 我愛梅蘭芳 納蘭

329428 我愛你中國 智慧女孩,智慧爸爸 288343 我愛這土地 廖昌永

306416 我愛你中國 廖昌永 339748 我愛這支筆[HD] 王瑩

297786 我愛你中國{Live} 火風 340024 我愛這支筆[HD] 葉俊華

274783 我愛你中國{Live} 平安,阿普薩薩,許藝娜 233927 我愛黑澀會 黑澀會美眉

319103 我愛你中國{Live} 好聲音全體學員 293645 我愛廣場舞 望海高歌

283036 我愛你中國{Live} 金婷婷 341971 我愛廣場舞[HD] 李清影

269974 我愛你中國{Live} 梁博 348363 我愛錯了你[HD] 常笑

329429 我愛你中國{Live} 許一鳴,夢想的聲音 284278 我會再回來 姚貝娜

280218 我愛你中國{Live} 黃英,平安 296487 我會再想你 陳芳語

275203 我愛你中國{Live} 韓磊 254787 我會好好的 王心凌

231969 我愛你中國{Live} 顧莉雅 328593 我會好好的 蔡若妍

331228 我愛你中國{Live}[HD] 平安 331976 我會忘了你[HD] 陳寶欣

335970 我愛你中國{Live}[HD] 汪峰,中國好聲音 302607 我會更勇敢 張禹凌

345132 我愛你中國{Live}[HD] 徐貝涵,歌聲的翅膀 299800 我會很快樂 佚名

295230 我愛你中華 李潮 312650 我會很快樂 李硯琴

319769 我愛你中華{Live} 王傳越 349392 我會很勇敢[HD] 小雪

311921 我愛你姑娘 謝流宣 288481 我會記得你 楊紫,霍建華

283651 我愛你要你 多亮 300043 我該怎麼做 佚名

342134 我愛你媽媽[HD] 支譯晨 313139 我該怎麼做 張洪波

309420 我愛你蘭花 河東勳 282142 我該怎麼辦 冷漠

311849 我愛我中華 龍梅子 303018 我該怎麼辦 莊學忠

323849 我愛我自己 袁詠琳 322152 我過的很好 莊心妍

282498 我愛我自由 曹海波 341494 我過的很好[HD] 莊心妍

322557 我愛我的家 陳心蕊 322570 我過得很好 莊心妍

281486 我愛我的家 鄧寶山 230203 我過得很好 陳明

342771 我愛我的家[HD] 王彥坤 311123 我夢中的人 楓舞

286604 我愛我家鄉 何為國 266511 我對不起我{Live} 田馥甄

289100 我愛李時珍 張也 310659 我對你的愛 陳明順,珈佳

232882 我愛周星星 Machi 314177 我說親愛的 王藝

316987 我愛朋友圈 游美靈 321329 我說親愛的 冉青霞

233996 我愛的女人 黑龍 335853 我說親愛的[HD] 龍梅子,楊海彪

290999 我愛的中國 閻維文 313085 我需要安慰 高勝美

315980 我愛的男人 姚貝娜 323242 我請你吃飯 韓信

312657 我愛的姑娘 李貴府 299846 我踏浪而來 佚名

325253 我愛的姑娘 張平 282705 我親愛的人 王慧美

263446 我愛的姑娘 蘇泉 297910 我親愛的你 王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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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78 我選擇原諒 莊心妍 301931 找幸福給妳 飛輪海

337274 我醒著做夢[HD] 張學友 282954 找個人來疼 賀世哲

311651 我錯在哪裡 蔡建東 329447 找個人愛吧 吳歡

331432 我錯在哪裡[HD] 蔡曉 310190 找個人愛我 張倩

293104 我應該可以 鍾舒漫 319792 找個好姑娘 風雷

258243 我應該得到 鄭秀文 254377 找愛的空位 汪佩蓉

304153 我應該這樣 群星 303742 找愛的空位 雅立

292351 我還不習慣 小賤 348386 把心交給你[HD] 阿香

326316 我還在找你 張芸京 306425 把心交給你{Live} 莫華倫,呂薇,中國傳媒大學合唱團

287705 我還在期待 穎寶兒,宋馬超 256481 把心放進來 蕭亞軒

330468 我還是一樣[HD] 丁噹 319106 把心留給你 唐唐

281390 我還是不懂 艾菲 311819 把心還給我 閻琰

349402 我還是不懂[HD] 蔡文智 321342 把手又鬆手 魏金棟,于文華

344709 我還能愛誰{Live}[HD] 杜麗莎,金曲撈 341980 把世界握緊[HD] 群星

344710 我還能愛誰{Live}[HD] 許志安,杜麗莎,金曲撈 315993 把自己灌醉 冰凌花少

256479 我還記得你{Live} 蕭亞軒 317645 把自己灌醉 徐在明

336704 我還想念你[HD] 畢書盡 310626 把自己灌醉 陳戈

269333 我還想要愛 徐瑩 326327 把自己灌醉 陳詩妮

270617 我還愛著她 羅志強 323247 把你放心上 祁隆

280663 我還愛著你 Mic男團 289131 把你帶回家 王皓寧

312526 我還愛著你 冷漠 293640 把你還給我 曾一鳴

326317 我還愛著你 零點樂隊 278387 把我抱起來 李婷婷

314180 我還愛著你 雷婷 310032 把我送給你{Live} 高洪章

305223 我離不開你 燕羽 305472 把我帶回家 謝朋舉,超女

349846 我離不開你[HD] 歐陽莎莎 314809 把我愛個夠 欣新

305102 我懷念媽媽 蔣榮伊 280909 把我還給我 孫子涵

325203 我願去當兵 宋玉鵬 305717 把事情看淡 魏佳藝

233158 我願為你錯 黃安 311904 把夜晚染黑 謝天笑

315986 我騙了自己 星弟 312871 把幸福給你 侯旭

285856 我聽見的愛 李震 263341 把幸福給你 孫楠

326939 我變成了我 陳思函 301036 把陌生趕走 沙寶亮

347354 我讚美中國[HD] 王紫 271112 把酒問青天 譚詠鳴

348383 戒不掉的你[HD] 喬玲兒 332374 把傷心打碎[HD] 袁詠琳

270024 戒不掉的愛 夢想年代 284129 把愛全給你 瘦人

300818 戒不掉思念 李俊旭 283887 把愛送給你 羅中旭

327772 扯淡的承諾 馬旭東 266283 把愛圈起來 機動現場

270938 扶不起的你 蒙面哥 271741 把愛寄回家 陳茗加

289130 扶桑花女孩 拾參樂團 267162 把愛帶回家 陳笑瑋

299016 找一個雨天 佚名 285669 把愛帶回家{Live} 王喆

285512 找不回的愛 順子 309872 把愛情打包 海生

305189 找不到依賴 黎明 293174 把愛給了你 陳玉建

305420 找到天使了 薛凱琪 313361 把愛給了你 陳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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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329 把愛還給我 迪克牛仔 291353 決定忘記你 王子月

287446 把愛藏心裡 曉曉 278854 決定離開你 阿毛

317644 把愛藏起來 程恢弘 288154 決堤的愛情 尚芸菲

296537 把歲月點亮 格桑英妮,董陽 329528 決絕的信仰 蕭敬騰

289132 把歲月點亮 雷龍 327860 汽車吥吥吥 洛嘉

291034 把歲月點亮 雷龍,呂飛,董陽,格桑英妮 319115 沁園春 咋整 尹玉成功

306943 把夢想點亮 依淼 319866 沁園春 近平 尹玉成功

293072 把錢賺美了 郭少杰 265560 沁園春長沙 劉一禎

296538 把錢賺美了 郭少杰,干露露,干毛毛,干媽媽 290735 沁園春湖南 曹志強

340649 抒情歌最美[HD] 姜鵬 282313 沂蒙山小調 孫佳

316877 抗災英雄夢 鄭允武 308127 沂蒙山小調{Live} 王源

319109 折迭式愛情 佚名 319116 沂蒙山小調{Live} 王驀騫

253825 折迭的愛情 楊丞琳 287036 沈睡的野獸 楊培安

293567 折翼的天使 張揮 324680 沉溺在孤單 夢然

289936 更上一層樓 李琛 287627 沉睡的野獸 楊培安

328654 更好的以後 雨宗林 334358 沉睡的野獸[HD] 楊培安

342430 更好的自己[HD] 劉雪婧,曾敏傑,鄭迦文,李瑞軒 263637 沉默別失落 王文瞳

348415 更好的我們[HD] 關喆 300546 沉默的羔羊 佚名

317701 更衣室男孩{Live} Snh48 271342 沉默的羔羊 鄭智化

288212 更寬的肩膀 品冠 302594 沉默的緣份 張信哲,謝雨欣

293864 李柯男之歌 鄭一帆,張本煜 258269 沉默的縱容 鄭秀文

279249 村長的新娘 李澤堅 282069 沒了心的愛 任盈盈

297666 每一天走過 什樂 257059 沒人能管你 許茹芸

335786 每一次戀愛[HD] 梁文音 316834 沒什麼不好 陳瑞

231027 每一面都美 陶喆 230656 沒收你的愛{Live} 陳琳

284238 每一顆星辰 左立 339779 沒有人知道[HD] 劉博慶

290560 每一顆星辰 華語群星 284125 沒有人像你 梁靜茹

344407 每一顆星辰{Live}[HD] 群星 310451 沒有大不了 曹震豪

333457 每天一點新[HD] 蕭敬騰 345211 沒有不可能[HD] 江美琪

233525 每天的每夜 黃義達 232508 沒有帆的船 高峰

269417 每天都精彩 斯琴高麗,顧峰 278059 沒有你以後 任和

346180 每次都忘記[HD] 張智成 283732 沒有你以後 李浪

256491 每次想到你{Live} 蕭亞軒 232083 沒有你以後 馬博

300106 每夜唱不停 佚名 310956 沒有你的天 馮銘潮

299125 求你再愛我 佚名 308434 沒有你的夜 江風

322653 求你饒了我 王立東 309472 沒有忘掉他 思小妞

305635 求求老天爺 韓陽子 346646 沒有我自己[HD] 51(伍冠諺X易桀齊),易桀齊

343913 求婚{Live}[HD] 李文華 300669 沒有那一天 吳雨霏

320590 求婚進行曲 Under Lover 284300 沒有那麼累 侯旭

343531 求愛複刻版[HD] 可米小子 297586 沒有很會唱 小宇

306426 決不讓你走 李姝漫 299523 沒有家的人 佚名

342845 決定一個人[HD] 陳大天 317769 沒有徐志摩 陳永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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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54 沒有捨不得[HD] 花漾年華 341594 男人 辛苦[HD] 趙鑫,宋曉鋒

309468 沒有這首歌 後弦 270147 男人也很傻{Live} 汪正正

310376 沒有愛的人 張謙卑 265404 男人也是人 趙小兵

263366 沒有說再見 孫耀威 263438 男人也脆弱 舒方

326402 沒有錯的人 崔子格 313410 男人也脆弱 舒放

231905 沒有醜女人 順子 342874 男人也會累[HD] 李清

298317 沒你的日子 光良 231403 男人也會痛 霍正奇

292510 沒你的日子 無印良品 290311 男人不好當 金久哲

320591 沒你的夜晚 江波 278959 男人不是神 晨熙

331343 沒你的週末[HD] 汪小敏 331681 男人不是神[HD] 奧迪

289825 沒完成的路 幕小柒 279180 男人不流淚 金霖

262182 沒那麼堅強 程響 325388 男人不容易 王強

289800 沒那麼愛我 宇桐非 321978 男人不容易 浩天

271485 沒那麼簡單 金志文 294457 男人不能慣 王偉

263143 沒那麼簡單 馬闖 332730 男人不能慣[HD] 趙奕歡

233203 沒那麼簡單 黃小琥 320666 男人不說累 紀曉斌

326403 沒那麼簡單{Live} 夢葦 339533 男人不說累[HD] 紀曉斌

331471 沒那麼簡單{Live}[HD] 金志文 343541 男人的一生[HD] 姜欣欣

333719 沒那麼簡單{Live}[HD] 胡彥斌 344446 男人的一生[HD] 趙扞東,史顏江,韓清武,闞艷超,姜欣欣

341419 沒那麼簡單{LIVE}[HD] 黃小琥,杜明雅,我想和你唱 343950 男人的一生[HD] 趙捍東,史顏江,韓清武,闞艷超,姜欣欣

339781 沒那麼簡單{Live}[HD] 黃小琥,隱藏的歌手 292205 男人的心思 夏冰

341997 沒時間後悔{Live}[HD] 呂俊哲,中國新歌聲 311806 男人的告白 賴劍亮

336760 沒啥大不了[HD] 朱浩 322172 男人的承諾 傷感一哥

268981 沒啥傷不起 崔偉亮 347887 男人的疲憊[HD] 京城龍少

267181 沒啥傷不起 陳雅森 345256 男人的胸膛[HD] 陳雅森

280834 沒雪的冬天 司徒昌磊 319906 男人的堅強 柴俊

322657 沒想到的夢{Live} 羅藝恒,中國好歌曲 271894 男人的情歌 馬闖

282760 沒說不愛你 石梅,何龍雨 349945 男人的理由[HD] 陳宏

307233 沒說不愛你 段紅 300840 男人的眼淚 李茂山

269329 沒錢也快樂 徐海濤 303858 男人的眼淚 黃清元

232618 沒錢也瀟灑{Live} 高歌 347044 男人的眼淚[HD] 雨霖楓

321959 沒錢沒人愛 羽哲 344766 男人的眼淚[HD] 齊樂

303650 沒錢的滋味 程星 296816 男人的尊嚴 藍波

298932 沒頭的生活 佚名 319121 男人的悲傷 曹智

347851 沒聽過的歌[HD] 鄭中基 266030 男人的無奈{Live} 暴林

325612 沖天一聲吼 尚桐 316568 男人的傷悲 成成

341396 沙坡頭之戀[HD] 陳麗媛 268982 男人的傷悲 崔偉亮

325855 沙塔斯月光 Lunar 266262 男人的傷悲 楓舞

315292 沙漠流星雨 高佳 291114 男人的劇本 六哲,蔡曉

336274 狂奔的天空[HD] 李煒 311770 男人的藉口 糖糖樂團

331146 狂風裡擁抱[HD] 信,A-Lin 322716 男人要堅強 大來

231847 狂想的旅程 韓雪 317832 男人要戰鬥 胡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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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76 男人容易嗎 周曉磊 289574 走了這麼久{Live} 丁曉紅,韓磊

346226 男人真命苦{Live}[HD] 迪克牛仔 326955 走不出的城 林曉薇

341050 男人真是難[HD] 伊龍 300289 走不完的愛 佚名

284577 男人啊男人 哈琪 289442 走不近的愛 帶淚的魚,周小呆

299942 男人這本書 佚名 324764 走向內蒙古 王愛華

332302 男人這東西[HD] 干露露 348609 走在冷風中[HD] 劉思涵

230621 男人就是累 陳玉建 316018 走在春光裡 孫麗英

311210 男人最癡情 路童 232103 走在春風裡 馬尼婭

262245 男人愛麻煩 陳奐仁,余文樂 310447 走自己的路 曹爾真

285791 男人萬萬歲 朱明 281175 走近卓瑪拉 杜廣增

306430 男人算個球 秋褲大叔 286162 走後的思念 薛小毅

271180 男人算個球 趙小兵 301817 走馬仙女山 胡靈

309176 男人靠自己 林雨 326578 走進了草原 邵永華

330607 男人靠得住[HD] 好弟 316020 走進沙坡頭 郝明晗

314190 男兒要自強 龍影雲 282184 走進咖啡屋 劉罡,雪伶

325077 男兒當自強{LIVE} Monsta X,蓋世英雄 328903 走進阿爾山 蔣嬰

315297 男兒當自強{Live} 吳子安 291325 走進康立方 夢然

316989 男神女神搖 童波 324482 走進筆架山 張俊芬

290678 男神你愛誰 張可兒 324547 走進筆架山 愴然

278684 男懂女人心 邰正宵 319127 走進新農家 孫維良

317878 秀才遇到兵 沙溢 231099 走路去紐約 陶晶瑩

230863 私奔到月球 陳綺貞,五月天 300046 走路的女孩 佚名

337284 究竟誰的錯[HD] 大張雨 282657 走過咖啡屋 洪祿雲,楓舞

340955 系統不支援[HD] 黃荻鈞 230744 走過的時候 陳瑞

300045 良夜不能留 佚名 303321 走過長安街 陳紅

300841 良夜不能留 李茂山 279722 走慢一點點 張震嶽

301377 良夜不能留 林淑蓉 331303 走鋼索的人[HD] 李泉

303859 良夜不能留 黃清元 329705 走鋼索的人{Live} 于選龍,曹雅鑫,夢想的聲音

313270 良夜不能留{Live} 莫旭秋 328904 走鋼索的人{Live} 曹雅鑫

326553 見面再說吧 Better Man組合 342955 走鋼索的人{Live}[HD] 曹雅鑫,夢想的聲音

231365 豆芽菜的愛{Live} 雷龍 329709 身心靈不全 奇哥,自然卷

340455 豆漿[HD] 陳零九 231659 身邊沒人陪 韓春

266096 貝加爾湖畔 李健 326959 身邊的幸福 顏楚杉

326575 貝加爾湖畔 郭宴 297630 身邊的媽媽 小龍

325895 貝加爾湖畔{Live} 王奕程 287770 車裡的糖果 李萌

326576 貝加爾湖畔{Live} 夢葦 328927 那一年的你 梁春光

337074 貝加爾湖畔{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08766 那一次邂逅 李俊旭

335952 貝加爾湖畔{Live}[HD] 李維,周深,中國好聲音 344045 那一夜在想你[HD] 王偉杰

345360 貝加爾湖畔{Live}[HD] 姚晨,跨界歌王 309449 那一夜好冷 姜育恆

342138 貝加爾湖畔{Live}[HD] 塔斯肯,譚晶,蒙面唱將 343575 那一段日子{Live}[HD] 光良,我是歌手

298286 走了千萬裡 任賢齊 323473 那一場離殤 阿美

340749 走了那麼久[HD] 劉舒東 337988 那女孩可愛[HD] 阿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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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85 那天愛離開 黃維德 323590 來不及牽手 羅小虎

294128 那片土地上 力維 302870 來不及愛你 莊妮

286566 那片海海海 呂瑩晶 293927 來世不相愛 馬海生,金瑞璘

337294 那年二十三[HD] 鄭勁松 289934 來去夏威夷{Live} 李炳輝,伍佰

348639 那年我五歲[HD] 汪峰 315287 來生一起走 高安

283520 那年的故事 陳魁 308371 來生在一起 安靜

335535 那年的夏天[HD] 林昕陽 311632 來生還繼續 潘攀,劉君

285078 那年的煙花 王濤,劉峰 307950 來吧 快來吧 天孿兄弟

297113 那年的願望 好妹妹樂隊 321005 來吧 來跳舞 蘇瑩惠

294899 那夜有點疼 六折真人 323007 來吧!冠軍 陳嘉樺,賈乃亮

298670 那是我家鄉 佚名 286245 來來一起來 楊麗

318069 那個人是你 羅憶詩 266003 來到布達拉 方小菲

300305 那個不多情 佚名 328259 來到你身邊 反光鏡樂隊

271540 那個不眠夜 門麗,阿郎 320176 來杯莫吉托 韓嵐,薛曉楓

294459 那個他是我 王博文 349641 來甦·秋思{Live}[HD] 胡德夫,經典咏流傳

309598 那家的姑娘 胡斌 291473 來電是有緣 鄧麗君

311771 那時的你我 糖糖樂團 339402 依依國酒香[HD] 費薇

314199 那時的我們 王藝 263742 依偎著我哭 小彭

275095 那時的我們 董潔 322292 依然向前走 馬彬咏

322874 那時候的你 蔡明,黃洋 232088 依然在一起 馬天宇

311510 那時候的我 劉惜君 323591 依然在這裡 楊沐

332634 那時候的樹[HD] S.H.E 269632 依然在路上 李健

299684 那根藤纏樹 佚名 232941 依然是朋友 黃仲齊

297114 那根藤纏樹 解曉偉 279526 依然愛著你 王梟杰

340133 那就叫想念[HD] 阿悄 325385 兒女已長大 王喆

280812 那就這樣吧 劉雨潼,楊承熹,趙謹儼,朱晨辰 321021 兒時的村莊 梅朵

310799 那就算了吧 寒月 321773 兒時的記憶 皮特,楊清宇

345386 那畫面太美[HD] 樂繽靈,韋小天 344181 兒時的夥伴[HD] 馬雲龍

322876 那雲那時光 梁帥 306448 兔俠功夫操 鳳凰傳奇

299605 那裡出了錯 佚名 263182 兩寸半舞曲 女孩與機器人

333350 那旗袍[HD] 虞霞 230829 兩天的尾巴 陳綺貞

331271 里約熱內盧[HD] 戴月,楊坤 297574 兩吋半舞曲 女孩與機器人

303993 里約熱內盧{Live} 楊坤 311773 兩年的約定 縋臆

318081 里約熱內盧{Live} 楊坤,人聲兄弟,最美和聲 306449 兩年的時光 王震辛

338224 乖乖大小姐[HD] 賈一諾 269268 兩岸一家親 彭立,師鵬

337862 乖乖吃飯歌[HD] 張晶晶 265825 兩岸一家親{Live} 師鵬,彭立

262464 亞特蘭提斯 飛兒樂團 309710 兩秒的對望 孫子涵

348750 亞特蘭蒂斯[HD] 三杰神話 256435 兩個人生活 蕭亞軒

347603 亞麻色的信[HD] 張文成 299465 兩個人的罪 佚名

299858 佳人歡迎我 佚名 288037 兩隻小山羊 百川

349638 佳木斯的雪[HD] 趙真 321025 兩隻小山羊 艾尼瓦爾江

340268 來了就是璧山人{Live}[HD] 馬麗 314812 兩隻小山羊 斯琴格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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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154 兩當這地方 王國慶 330774 刺蝟的擁抱[HD] 楊冪

288752 其實不想走 歐豪 324541 卑微的存在 徐浩

340813 其實不想懂[HD] 王旭鵬 303524 卑微的承諾 喬洋

297425 其實早知道{Live} Saya 336086 卑微的榮耀[HD] 張恒遠

325467 其實你還在 賴偉鋒 349272 卑微與高貴[HD] 王矜霖,陳聖侖

338256 其實我也怕[HD] 林昕陽 309849 卓瑪你別哭 格桑

292101 其實我不賴 劉沛洋 270620 卓瑪的草原 羅桑

318158 其實我不懂 King Star 312044 卓瑪的眼淚 瓊雪卓瑪

343083 其實我很好[HD] 臧文 307264 卓瑪的眼睛 澤旺多吉

349652 其實我牽掛[HD] 謝文欣 268241 卓瑪的愛戀 蘭卡措

325750 其實我想醉 徐彪 343704 卷珠簾&Scarborough Fair{Live}[HD] 林志炫,歌手

309398 其實我還好{Live} 俞灝明 298920 卸妝的女人 佚名

294482 其實很想你 王聃葳 323060 受傷的女人 黎丹

341893 其實很愛你[HD] 張韶涵 269572 受傷的男人 朱天毅

282505 其實很簡單 月星海 313844 受傷的男人 羅天宇

326040 其實很簡單 陳沁揚 297542 受傷的羔羊 于玄子

331788 其實都沒有[HD] 楊宗緯 308943 受傷的翅膀 阮以偉

344933 其實都沒有{Live}[HD] 楊宗緯楊旭,于東然,范甲君,我想和你唱 311328 受傷的眼淚 蓉兒

344932 其實還愛你[HD] 沙靖杰 265464 受傷的傷口 付首勇

314206 初一的心願 林思彤 300956 受過傷的人{Live} 李曉杰

279408 初升的太陽 企業員工 299571 周記與日記 佚名

278604 初升的太陽 藍紫 290287 周傑倫組曲 邱蔓綾

288766 初吻給了誰 靳海濤 233815 呼吸不說謊 黎明

341668 初見愛已晚[HD] 香香 345525 呼吸和想你[HD] 張傲

255954 初夏的房間 萬芳 339020 呼吸就想你[HD] 蔣卓嘉

338263 初醒的秋天[HD] 一晨 319141 呼和浩特情 奇力格爾,阿麗瑪

278568 初戀那小事 勝嶼 325763 命中的過客 余天助

255218 初戀的地方 王菲 311189 命運的方向 葛本軍

254247 初戀的地方{Live} 楊鈺瑩 297346 命運的重逢 Js

324602 初戀的味道 李佳樂 348815 命運這把槍[HD] 陳冰

323621 初戀的姑娘{Live} 祁隆 271133 和平進行曲{Live} 譚晶

326968 初戀的滋味 石雪峰 304209 和未來有約 群星

343090 到東蘭睡覺[HD] 花青燕 281371 和回憶生活 勝嶼

284226 到南邊走走 謝安琪 342326 和自己旅行[HD] 唐藝昕

274836 到處走一走 戴佩妮 296065 和自己跳舞 田維英

295998 到處都是愛 蕭敬騰 323655 和自己競賽 樓蘭

233616 到這裡就好 黃雅珉 307330 和你一起舞 約瑟翰 龐麥郎

342621 到愛的距離[HD] 靳東 322358 和你在一起 王二妮

342622 刷刷朋友圈[HD] 李清 287684 和你在一起 陳佳

325107 刷爆朋友圈 劉中省 230834 和你在一起 陳綺貞

296002 刺蝟的擁抱 吳宏彬 269465 和你在一起 曉依

338084 刺蝟的擁抱[HD] 袁詠琳 349686 和你在一起[HD] 汪蘇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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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85 和你在一起[HD] 格茸多杰 233968 奉獻一份愛 黑鴨子演唱組

341910 和你在一起{Live}[HD] 李志 293716 奉獻你的愛 游美靈

341357 和你唱山歌{LIVE}[HD] 趙羽,費新新,綠野小子樂隊 278560 奔向風雨中 群星

341056 和我一起唱{LIVE}[HD] 侯旭 328409 奔向最前方 南建雄

284576 和我回湛江 周阿惠 348855 奔跑吧少年[HD] 譚傑

263783 和原來一樣 劉剛 322405 奔跑吧兄弟 秦禦峰

292232 和時光賽跑{Live} 太陽部落 316044 奔跑吧兄弟 張德力

307916 和寂寞有染 六折真人 295253 奔跑吧兄弟 楊朗朗

336581 和從前一樣[HD] 黃勇 317002 奔跑吧兄弟 筷子兄弟

314724 和華麗有約 華語群星 315318 奔跑吧青蛙 莫艷琳

281429 和諧大中國 蔣大為 345011 奔跑的力量[HD] 張剛

303122 和諧大中國{Live} 許琴 319641 奔跑的兄弟 馬藝航

270316 和諧大家庭 王麗達 339435 奔跑的兄弟{Live}[HD] 馬藝航

312104 和諧大家園{Live} 譚晶 316045 奔跑的幸福 趙斐

314814 和諧百步亭 郭瓦·加毛吉 321132 奔跑的淚滴 張姄

263808 和諧的春天 熊立紅 342665 奔跑的蝸牛[HD] 胡建烽

233966 和諧的家園 黑鴨子演唱組 316046 妳應該飛的 張信哲

311515 和諧是一家 劉祥杰 326977 妹妹比花俏 任妙音

309661 和諧家園美 風信子組合 292115 妹妹你別走{Live} 劉超華

316042 和諧圓舞曲 常思思 307648 妹妹你別拽 孤心淚(李江)

306457 和諧新大陸{Live} 李丹陽 336623 妹妹你別拽[HD] 孤心淚

310925 咖啡裡的淚 華強 333702 妹妹你真美[HD] 紀曉斌

270087 咖啡裡的淚 歐陽尚尚 295348 妹妹別斷線 百靈鳥

347689 垃圾別煩我[HD] 周深 319148 妹妹我想你 阿文

304405 夜已那麼深 賈靜雯 233167 妹妹我愛你 黃安

336371 夜的第七章[HD] 周杰倫 305667 妹妹我愛你 藍羽

339685 夜空的星點[HD] 張優 313730 妹妹我愛你{Live} 曉華

346505 夜空的憂傷[HD] 愛樂團王超 310476 妹妹找哥哥 清源

347261 夜晚的女孩[HD] 徐睿軒 310033 妹妹找哥哥{Live} 高洪章

349298 夜晚思念你[HD] 李必志 268412 妹妹來看我 劉海辰

255960 夜照亮了夜 萬芳 294489 妹妹的花兒 王瑩

233817 夜變得透明 黎明 290577 妹妹的牽掛 周思佳

336150 奇幻的旅程[HD] 魏楚沅 303444 妹妹等等我 陸萍,火風

310545 奇幻精品店 許哲珮 292609 妹妹跟我走 李理

302912 奇妙的約會 莊學忠 302628 妹妹跟我來 張健

308490 奇妙的旅行 西單女孩 339440 妹妹像朵花[HD] 楊天,馬明

291417 奇妙的旅程 胡耀華 321145 妹妹像朵花{Live} 楊天,馬明

299906 奇妙的感覺 佚名 286944 妻子的雙手 雅麗

316368 奇妙能力歌 陳粒 312140 姐不是傳說 蘇小花

299565 奇怪不奇怪 佚名 333381 姐不做小三[HD] 姚瑤

348852 奇跡的相遇[HD] 王一多 253228 姐你睡了嗎 徐若瑄

348853 奇遇的起點[HD] 王力宏 285555 姐弟戀很好 龍智祥,呂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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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907 姐妹大過天 徐瑩,果果 346530 孤單的海島[HD] 井宿

286556 姐姐不好惹 劉爽 308440 孤單的愛人 米貝

323719 姐姐我知道 徐棟 233032 孤單愛情海 黃品源

306967 姐姐我愛你 劉沛洋 331031 孤單摩天輪[HD] 飛輪海

323720 姐是很美貌 劉夢涵 270418 孤獨不寂寞 王禹錫

287216 姐要的在乎 王菲兒 308342 孤獨的半音 安又琪

320320 姐要愛一場 李小薇 344657 孤獨的生活[HD] 陳芳

309241 姑娘90後 肥貓大隊長 233342 孤獨的吉他 黃棟

346016 姑娘已長大[HD] 尼瑪扎西 233343 孤獨的吉他 黃楝

310011 姑娘不要走 高安 297545 孤獨的回憶 于洋

342143 姑娘好美麗{Live}[HD] 帥霖 344658 孤獨的老狼[HD] 甄強

330831 姑娘你真美[HD] 紅笛 342688 孤獨的男人[HD] 沈旭升

283630 姑娘你漂亮 尤文斌 305283 孤獨的和絃 蕭煌奇

262491 姑娘呀姑娘 岡林 302297 孤獨的花朵 袁泉

329266 姑娘我等你 李志鋒 321156 孤獨的國王 江洋

344260 姑娘我等你[HD] 江央扎西 308693 孤獨的感覺 李天平

317417 姑娘我愛你 包伍,米綫 348881 孤獨的歌手[HD] 李林平

288910 姑娘我愛你 降央卓瑪 340588 孤獨的歌者[HD] 蘇小艾

302267 姑娘我愛你{Live} 索南扎西 318325 孤獨的總和 吳汶芳

270508 姑娘貝瑪措{Live} 登越頓珠 345563 孤獨是種病[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321147 姑娘最漂亮 劉建輝 266787 官封弼馬溫{Live} 蘇陽

282650 姑娘給點愛 泉鑫 347728 宛在水中央[HD] 南楚兒

283010 姑娘嫁給我 郭斯炫 334445 尚好的青春[HD] 孫燕姿

271035 姑娘想嫁人 袁哲 289862 岩石般的愛 張鎬哲

311570 姑娘愛情郎 慕容曉曉 347298 幸好遇見你[HD] 丹尼.翁

329267 姑娘跟我走 成學迅 325787 幸神在這裡 青山

348268 姑娘跟我走[HD] 常笑 332825 幸福 前進吧！[HD] 路嘉欣,藍正龍

310898 姑娘親親嘴 登格爾 305837 幸福1加1 寶貝小雨

341931 委曲的劇本[HD] 朱紫嬈 257017 幸福一秒吧 許茹芸

305488 委屈為了你 謝采妘 270233 幸福一家人 游美靈

341124 季節的呼喚[HD] 孫漁 231668 幸福一輩子 韓晶

266828 孤孤單的走{Live} 許嘉文 297933 幸福千萬點 王莉

233266 孤枕難入夢 黃心懋 265926 幸福小螞蟻 張藝曦

343138 孤芳不自賞[HD] 水鴻 339452 幸福不設限[HD] 郭靜

342689 孤芳不自賞[HD] 霍尊 294135 幸福中國年 葉俊華

274724 孤飛的候鳥 天籟天 316051 幸福中國年 曉依

302818 孤單北半球 梁靜茹 296284 幸福吉祥年 皆大歡喜

345025 孤單布娃娃[HD] Sunshine 317470 幸福吉祥年{Live} 王二妮,阿寶

318305 孤單的木偶 朱貝貝 265495 幸福在中國 何苗

317425 孤單的快樂 趙榮 300122 幸福在哪裡 佚名

288919 孤單的勇敢 冰芳雪 279110 幸福在哪裡 胡雪盟

340846 孤單的城市[HD] 李明翰 270948 幸福在哪裡 蒲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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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430 幸福在哪裡 劉璐 280126 幸福的約定 李慧珍

317471 幸福在這裡 胡夏 343490 幸福的重量[HD] 解婕翎

266216 幸福在這裡{Live} 林沖 346047 幸福的笑臉[HD] 王慧雯

281209 幸福有多遠 查可欣 285582 幸福的翅膀 Mabel美寶

285026 幸福你和我 波拉,張渼壹 263909 幸福的起點 尹航

321195 幸福吧 媽媽 朱星潼 306925 幸福的條件 付夢妮

298883 幸福那裡來 佚名 331249 幸福的牽掛[HD] 張雷

323752 幸福到永久 張平 281525 幸福的理由 鍾漢良,郭凌霞

281029 幸福到永遠 黛妮 334662 幸福的理由[HD] 卓文萱

298620 幸福到百年 何龍雨 297637 幸福的眼淚 小瀋陽

335179 幸福夜未眠[HD] 陳彥允 323756 幸福的眼淚 紀昀

299937 幸福拍手歌 佚名 233657 幸福的眼淚 黃馨

290243 幸福拍手歌 賈璨璨 327634 幸福的終點 曾婕

304555 幸福拍手歌(恰恰) 舞曲 348910 幸福的滋味[HD] 向蕙玲,陳隨意

305043 幸福的d弦 潘曉峰 286323 幸福的答案 陳柔希

302591 幸福的力量 張信哲,Olivia Ong 325789 幸福的答案 蔡黃汝,林逸欣,管罄,曾詠熙

264075 幸福的女人 張冬玲 304874 幸福的距離 劉畊宏

349773 幸福的小孩[HD] 張婉兒 309796 幸福的開始 徐一鳴,王奕心

270660 幸福的不舍 翊馨 341718 幸福的開關[HD] 周迅

321853 幸福的方向 何晟銘 287880 幸福的陽光 小臭臭,曾妮娜,泰歌

302877 幸福的方向 莊瑩 284270 幸福的微笑 閆肅

320354 幸福的代言 姜育恆,周瀟瀟 340597 幸福的想哭[HD] 彭琳

333506 幸福的可能[HD] 丁噹 327633 幸福的意義 貫詩欽

296286 幸福的可能{Live} 丁噹 268091 幸福的愛情 以東[吳德華]

256453 幸福的地圖 蕭亞軒 326985 幸福的愛戀 夢琪

336083 幸福的守望[HD] 龐龍,郭歡 346046 幸福的感覺[HD] 陳奕天

302109 幸福的位置 徐杰 269412 幸福的感覺{Live} 文章

305271 幸福的形狀 蕭淑慎 263241 幸福的源泉 清源

333821 幸福的忘記[HD] 孫耀威,梁文音 317474 幸福的節拍 楊丞琳

230056 幸福的快車 陳慧琳 234378 幸福的圖形 龔詩嘉

298169 幸福的味道 王麟 326197 幸福的夢想 肖陽

313258 幸福的味道 甜美真 319688 幸福的歌謠 張優

320355 幸福的味道 曾雨軒 345053 幸福的模樣[HD] 思衛

292503 幸福的味道 搖滾高天,泡椒小姐 296287 幸福的樣子 林佑威,趙韓櫻子

256851 幸福的味道{Live} 許慧欣 253233 幸福的輪廓 徐若瑄

349774 幸福的弧度[HD] 唐一嘉 304907 幸福的擁抱 劉惜君

315324 幸福的承諾 李萱 256853 幸福的糖e 許慧欣

233923 幸福的泡泡 黑澀會美眉 287746 幸福的選擇 樸野

282275 幸福的勇氣 夏后 333474 幸福的遺憾[HD] 鄭嘉穎

305568 幸福的流淚 謝娜 346934 幸福的錯覺[HD] 任重

257018 幸福的相遇 許茹芸 280124 幸福的聲音 林佑威

318217 幸福的約定 王瑋杰 320356 幸福的螺旋 朱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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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308 幸福花兒開 曾春年,劉宜 317484 征服太平洋 Gala樂隊

346048 幸福花兒夢[HD] 花兒夢組合 268265 忠誠於黨歌 軍歌

280120 幸福前進吧 路嘉欣 232144 忽然好想你 馬蕊

330753 幸福很突然[HD] 林凡 323161 忽然好想念 唐古

331929 幸福很簡單[HD] 賈斯文 320383 忽然的心跳{Live} 陳雅森

320353 幸福是什麼 白致瑤 256856 忽然很想你 許慧欣

288962 幸福是什麼 朱美璇 309681 忽然想到你 凌晗

288963 幸福是什麼 阿任 327665 忽然想起你 秦威

316055 幸福是什麼 陳明 317508 怕什麼孤單 孫露

340596 幸福是什麼[HD] 溫馨,曲藝 324476 怕黑的超人 廖鈴惜

234278 幸福是什麼{Live} 龐龍 283819 怪人馬戲團 鄭毅

269820 幸福流行歌 楊小弈 307655 怪獸不跳舞{Live} 簡迷離,中國好歌曲

271650 幸福要來到 陳詠 314221 或許的幸福 桑紫菲

315325 幸福哪去了 張名揚 320497 所以我離開 周予天

306472 幸福家家有{Live} 陸毅,鮑蕾,陸雨萱 321335 所以我離開 周予天

339979 幸福時光機[HD] 王錚亮 268920 所有的忘記 小5

345051 幸福時光機{Live}[HD] 王錚亮 299084 所有的往事 佚名

305842 幸福迷了路 糯米 302695 所謂的理由 張聖全

263283 幸福都一樣 戎梵 315331 所謂音樂人 韓東旭

309665 幸福最終話 飛魚 346601 抱我一分鐘[HD] 宋沛江

310012 幸福等你來 高安 314223 抱的太用力 雷諾兒

348295 幸福等你來[HD] 郭創永 祖海 327775 抱團打天下 羅嘉俊

268777 幸福著愛你 孫中亮 230673 抱緊我別走 陳琳

279348 幸福萬年長 苗苗 303376 抽煙的女人 陳瑞

318266 幸福跟你走 劉東明 328619 抽煙的女人 黃睿銘

305166 幸福路一段 鄭新瑋 315333 拉著我的手 書雲

320357 幸福製造者 許煥松 231797 拉薩的天堂 韓紅

330960 幸福難不難[HD] 郁可唯 341097 拉薩的月亮{LIVE}[HD] 周子博

315323 幸虧遇到你 許鶴繽,傘子紅 307656 拉爆豆拉爆 璨樂團

301259 弦子的傳說 易帆 338700 拍出個未來[HD] 蘆偉

343785 彼此的未來[HD] Snh48 232973 拔根蘆柴花 黃卓,王寶珍

299228 往日的痕跡 佚名 315334 拔根蘆柴花{Live} 柏文

301679 往日的愛情 姚蘇蓉 333912 拔根蘆柴花{Live}[HD] 李偉,左煒

299202 往日的舊夢 佚名 295016 放下你的槍 夜叉樂隊

303895 往日的舊夢 黃曉君 309014 放下的力量 周慧敏

279395 往日的舊夢{Live} 青山 349851 放下的時候[HD] 劉燁

312023 往生的湖泊{Live} 額爾古納樂隊 303972 放不下的你 楊小弈

319151 往事不再提 何龍雨 288246 放不下的你 曉月

296295 往事的往事 董事長樂團 306476 放不下的痛 吳康

300542 往事的河流 佚名 349852 放不下的愛[HD] 謝濤

326990 往事鎖心中 葛笑 311044 放不開的痛 新秀團隊

299400 往事難追憶 佚名 342420 放不過自己[HD] 方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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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46 放手 Let It Go 梁立昂 302036 明天的記憶 孫燕姿

292560 放手你的愛 望海高歌 349865 明天情人節[HD] 李艾倫

332491 放手的幸福[HD] 冷漠 324776 明天就回家 王覺

311468 放手的勇氣 劉欣 321361 明天會更好{Live} 宋祖英

323881 放手讓你走 王曉敏 310681 明天會更好{Live} 陳思思

316604 放手讓你走 何遇程 316063 明天會更好{Live} 群星

300775 放手讓你走 李志洲 296585 明天會更美 群星

269484 放手讓愛走 曉月 311533 明天會怎樣{Live} 劉愷威

300047 放在我心上 佚名 319160 明月印草原 高佳

256941 放你在心裡 許美靜 337334 明月印草原[HD] 烏蘭托婭army

310916 放我去旅行 紫琴 298749 明月照母心 佚名

319157 放棄的理由 歐姐 285087 明月照秋還 王愛華

342422 放開你的心[HD] 王力宏 293956 明白我的愛 黎明

330218 放開你的心{Live}[HD] 王力宏 265436 明年情人節 丁噹,何潤東

314226 放開你的手 程芳 316065 明明不是我 阿嫖

271098 放開你的手 謝有才 320536 明明很愛你{Live} 品冠,汪小敏,隱藏的歌手

274970 放開你的痛 清源 323267 明明是唯一 佩希

288371 放開那三國 霍尊 328642 明明喜歡我 陳雅森

280247 放肆的勇氣 RTA少年組 340049 明明還相愛[HD] 袁一唯

301884 放過我的愛 韋東明 325704 明知不可以 金豆豆

345157 放歌千山外[HD] 李念 267364 明知我愛你 龔芝怡

331587 放歌大草原[HD] 烏蘭托婭 299538 明亮的眼晴 佚名

286900 放歌兩合岩 趕馬哥 301604 明星不如你 青梅竹馬組合

337333 放歌草原上[HD] 烏蘭吉雅 270674 明星的火種 胡小寶

321349 放歌黃鶴樓 周燕君 319161 明朗俱樂部 雷光夏

327782 放歌竇王岭 張生艷,張艷君 268844 易碎的玻璃 宇桐非

348391 放輕鬆些吧[HD] 杜青,王旭 323268 易燃易爆炸 陳粒

255299 放縱的舞步 王菲 328644 易燃易爆炸{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295066 旺夫的女人{Live} 小青島 349426 易燃易爆炸{Live}[HD] 華晨宇,歌手

327796 昂貴的眼淚 吳恒 311525 昔日的夥伴 劉程伊

328640 昆都侖之戀 趙紫龍 318513 朋友 你好嗎 董冬

333739 明天不上班{Live}[HD] 謝帝 282817 朋友一起唱 胡堯峰

271219 明天你愛誰{Live} 迪克牛仔 313585 朋友你好嗎 趙本水

335830 明天的太陽[HD] 陳一玲 327003 朋友的肩膀 楊子揚

233640 明天的太陽{Live} 黃韻玲 325486 朋友的肩膀 鄭永波

294108 明天的自己 冷漠,馮曉榮 301304 朋友的電話 林立

290393 明天的自己 雅希 299378 朋友真重要 佚名

332417 明天的自己[HD] S.H.E 346159 朋友乾一杯[HD] 袁鋒

335718 明天的自己{Live}[HD] S.H.E 335241 朋友啊朋友[HD] 巫啟賢

335019 明天的事情[HD] 徐佳瑩 333138 朋友啊朋友[HD] 馬智宇,劉嘉亮

298182 明天的昨天 代小波 314232 朋友啊朋友{Live} 巫啟賢,馬智宇,武明

346139 明天的秘密[HD] 蕭亞軒 316068 朋友您好嗎 郎郎(馬志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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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512 朋友陪你醉[HD] 紀曉斌 302256 武裝的薔薇 神木與瞳

280296 朋友最珍貴{Live} 宋偉峰 302879 河山萬里情 莊學忠

269643 朋友最珍貴{Live} 李利依 309816 油瓶子怕摔 徐沛東

349890 朋友萬萬歲[HD] 歐陽尚尚 289228 油菜又花開 藍天

292470 朋友謝謝你 彭傲星 290882 油菜花兒開 祝健

322629 朋友還好嗎 志鵬 307310 油菜花兒開 璇兒

327005 朋友聽我說 唐志星,鄧雲霞 296710 油菜花兒開 魯文嘉措

290640 服務是天職 對唱 333207 油菜花兒黃[HD] 劉若穎

265859 東3環的夜 張博 337336 沿街的城堡[HD] 孫莞

298255 東山一把青 白光 308741 法海很懂愛 李承峰

343256 東山島之戀[HD] 劉佳 287040 法國老畫家{Live} 湯小康

337079 東方不夜城[HD] 呂雅芬 291498 泛白的記憶 鐘潔

308824 東方中國龍{Live} 李貴府 302114 泡沫美人魚 徐熙媛

340918 東方太極風[HD] 朱海龍,張婷,劉金丹,林海 298612 泡面的幸福 何慕男

317733 東方失樂園{Live} 東山少爺 285852 泡面的幸福 李泉,蔡妍

329507 東方茉莉花 李志宇 332056 爸我回來了[HD] 周杰倫

314236 東北二人轉 王小利 333269 爸爸去哪兒[HD] 群星

317732 東北二人轉 劉和剛 299505 爸爸回來了 佚名

308030 東北亞童話 王冰洋 347407 爸爸的吉他[HD] 姜德慧

341514 東北的爺們[HD] 朱明 290604 爸爸的背影 圓圓

343897 東北話{Live}[HD] 杜海濤,賈乃亮,于洋 304547 爸爸的祝福(慢三) 舞曲

306002 東去的列車 騰格爾 300479 爸爸的草鞋 佚名

348435 東四環之歌[HD] 孫旭 303831 爸爸的草鞋 黃美詩

296656 東江紅都頌 梁向明 307300 爸爸的假期 王詩齡,Kimi,天天,石頭

336748 東京下雨了[HD] 棉花糖 346210 爸爸的情話[HD] 陳心蕊,龍飛

317730 東京不太熱 洛天依 269872 爸爸的雪花 林依婷

327007 東京不太熱 龍奔 345691 爸爸的寶貝[HD] 波拉

233172 東南西北風 黃安 340412 爸爸媽媽[HD] 李榮浩

305065 東南西北風 蔡國慶,殷秀梅 321457 爸媽回來啦 李沁洋

293483 松林的低語 好妹妹樂隊 322699 爸媽辛苦了 扎西多吉

300430 松林的低語 佚名 274819 牧人的天堂 張芯

232813 松林的低語 鳳飛飛 347036 牧人的天堂[HD] 周揚

342441 松鼠魔法祭[HD] 洛天依 327008 牧人的本色 烏蘭娜

295586 板藍花兒開{Live} 雷佳 311249 牧人的兒子 嘉布·洛絨

348436 枕頭下的紙[HD] 順鵬 298668 牧人的童年 佚名

299144 林中的小路 佚名 294454 牧人的樂園 王麗蘭

304051 林中的小路{Live} 楊鈺瑩 311501 狐狸下的毒 劉海辰

327837 林芝桃花香 函亭 346215 狐狸愛上熊[HD] 張軒銘

344736 林芝桃花香[HD] 王瑩 327009 狗眼看人低 秦博

316757 武松愛武功 孟楊 278963 玩火的女人 晨熙

321403 武家灣秋韻 柴強 346219 玩伴的身影[HD] 張軒銘,胡大亮

325058 武神趙子龍 龍軍 299187 玩具的音樂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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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86 玩夠了沒有{Live} 零點樂隊 344466 空巢老媽媽[HD] 王愛華

311405 玫瑰已枯萎 遠方 308987 空等的承諾 周明輝

323986 玫瑰好妹妹 火山 300429 糾纏一輩子 佚名

269116 玫瑰色的你 張懸 233143 糾纏一輩子 黃大軍

278063 玫瑰的眼淚 任盈盈 314822 羌藏感恩歌 郭瓦·加毛吉

230737 玫瑰花又開 陳瑞 256870 肯定就是你 許慧欣

329581 玫瑰花兒香 勾輝 253835 芥末巧克力{Live} 楊丞琳

268050 玫瑰花兒香 雲丹久美 317959 芬芳的山谷 胡德夫

308911 玫瑰花兒開{Live} 男人唐潮 308936 芭比主題曲 邢慧瑩

290251 玫瑰香&歡顏{Live} 趙詠華 314244 芭比的眼淚 陳利

318377 玫瑰與小鹿 周深 330455 花又開好了[HD] S.H.E

280419 玫瑰與露水 郭新林 335723 花又開好了{Live}[HD] S.H.E

323348 直到有一天 逃跑計畫樂隊 281490 花心大蘿蔔 鄧小偉

322727 直到那一天 劉惜君 331737 花心大蘿蔔[HD] 張梅梅

264207 直到流幹淚 朱青 289388 花心的男人 蘇小花

351841 直到愛上你 古巨基,張柏芝 291160 花心蘿蔔菜{Live} 吳貞

322726 直到遇見你 金玟岐 298438 花仙子之歌{Live} 朱曉琳

283653 知己不知彼 多亮 332583 花吃泡面男[HD] 陸虎

321498 知己長相伴 花樹 329663 花兒朵朵開 梁海洋

320688 知己長相伴 望海高歌 343559 花兒和少年[HD] 薛之謙

306483 知心好朋友 楓舞 321558 花兒為你開 吳貴平

286813 知道不知道 苗苗 346283 花兒為你開[HD] 賀宣

303666 知道不知道 童一首歌 315350 花兒與少年 毛阿敏,許晴,寧靜,陳意涵,鄭爽,井柏然,楊洋

255992 知道不知道 萬芳 298157 花兒與少年 王蘇芬

284490 知道不知道 劉孟哲 314824 花兒與少年 郭瓦·加毛吉

294757 知道不知道 劉松霞 342042 花兒與少年[HD] 馬忠偉

234365 知道不知道 龔玥 233402 花兒與少年{Live} 黃燦

304560 知道不知道(倫巴) 舞曲 284470 花海的世界 劉偉

288196 知道不知道{Live} 金婷婷 284047 花都開好了 糖兄妹

313189 知道不知道{Live} 張琪朗 330024 花都開好了{Live}[HD] S.H.E

252997 知道不知道{Live} 張鳳鳳 275118 花就要開了 譚雪

294920 知道不知道{Live} 劉松霞 295461 花開千萬朵 譚晶

344461 知道不知道{Live}[HD] 王紫菲 314247 花開不等待 斯蘭

316076 知道你愛我 萱萱 231725 花開在眼前 韓磊

311863 社會不好混 龍嘯 327013 花開在眼前{Live} 韓磊,隱藏的歌手

285579 空中的戀人 Hush! 345724 花開在眼前{Live}[HD] 韓磊,王小小,我想和你唱

300048 空白的日子 佚名 233424 花開的地方 黃磊

333946 空白的緣份{Live}[HD] 柳重言 306485 花開的季節 順子

298680 空白錄音帶 佚名 335584 花開的時候[HD] 策力木格

325381 空竹抖起來 熊七梅 266389 花開的聲音 潘小芬

299364 空氣中的迷 佚名 341314 花開的聲音[HD] 蘇瑋

256953 空氣中的迷{Live} 許美靜 299265 花開迎新年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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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705 花開相愛吧 夏濱 328944 長大的童話 林宥嘉

290125 花開情更濃 紅薔薇 336254 長大會孤單[HD] 宋孟君

300683 花開等你采 吳鶯音 268270 長白山神韻 馮鴻源

298439 花間的露珠 朱樺 326618 長城相思鏈 王維平

340446 花間遊[HD] 成于申 327019 長情的告白 糖糖樂團

328860 花落相思夢 風語 268601 長鼓敲起來 吳碧霞

296976 花落紅葉飛 紅薔薇 310932 長髮的女郎{Live} 費玉清

319947 花落情難留 戴登仲 328947 長髮為君留{Live} 蔣姍倍

310883 花摘夜孤城 焰烽 299097 長髮為君剪 佚名

317962 花樣的年華{Live} 黎蕙蘭 349164 長髮綰君心[HD] 汪川

269120 芳草碧連天 張惠妹 230642 長頭髮的狗 陳珊妮

303164 虎門迎賓曲 郭春梅 302822 長藤掛銅鈴 梅艷芳

230808 表面的和平 陳綺貞 297143 阻止你哭泣 約瑟 龐麥郎

291185 迎戰中國夢 媛媛 297144 阻止你哭泣 約瑟翰 龐麥郎

230121 邱比特笑了 陳慧琳 311281 阿古拉情歌 榮聯合

302070 金木水火土 徐立 292010 阿瓦爾古麗 雲飛

334485 金光閃閃亮{Live}[HD] 徐千雅 319179 阿妹等哥來 圖椏格

254077 金曲當年情{Live} 楊千嬅 297145 阿姆的擂茶{Live} 鐘彩媚

347988 金色日喀則[HD] 龍澤索南 316681 阿宗三件事{Live} 李宗盛

308227 金色的太陽 央金拉姆 278728 阿拉慈溪人 陳佳喆

293747 金色的田野 田野 269388 阿拉寧波style(江南style寧波版) 揚煬

268026 金色的牧場 烏蘭托婭 320845 阿朋友再見 侃侃

234340 金色的胡楊 龐龍 316091 阿爸的馬鞍 王瑩

298742 金色的童年 佚名 335587 阿爸的馬鞭[HD] 策力木格

290868 金色的夢想 王瑩 404601 阿爸的菜園 鍾興睿

323480 金色的夢想 王麗達 285874 阿哥你別走 沙瑪爾西

280835 金色的輝煌 司徒昌磊 281595 阿哥的眼淚 馬希爾

299313 金色的駱駝 佚名 283163 阿哩咕呢呀 馬寧

287093 金花茶之歌 陸正信 292992 阿根廷不哭 許罡

308254 金馬侖高原 巧千金 309328 阿勒泰蒼狼 阿格爾

287419 金庸群俠傳 面具 312081 阿媽的火塘 羅勤穎

232055 金梭和銀梭 馬亞麗 289767 阿媽的奶茶 天亮

298430 金梭和銀梭{Live} 朱逢博 328954 阿媽的佛珠 央金卓嘎

262758 金魚的眼淚 紀佳松 311758 阿媽的眼神 澤爾丹

297128 金魚躍龍門 金鑫 347998 阿媽的期盼[HD] 周揚

323479 金猴迎新春 媚兒菲菲,後來者 270519 阿媽的歌謠 益初措

293007 金銀花之歌 賈堂霞 330500 阿媽煮的茶[HD] 任玲

329750 金蓮開開門 華少瑞明 319180 阿媽請放心 認真

340468 金錢與真愛[HD] 阿權 341840 雨下一整夜{Live}[HD] 黃俊杰,中國新歌聲

331426 金錢與愛情[HD] 藍雨 341105 雨下一整晚[HD] 周杰倫

310072 金龜子暢想 宿雨涵 330095 雨下一整晚{Live}[HD] 周杰倫

338025 長大有多大[HD] 苗梓楓 289590 雨下的時候 丁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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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97 雨中的女郎 李逸 346359 青春的約定[HD] 陳柯帆

299270 雨中的失落 佚名 291356 青春的馬桶 王開煜

339034 雨中的姑娘[HD] 李曉杰 349552 青春的痕跡[HD] 李婭藝

300049 雨中的故事 佚名 271810 青春的誓言{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297736 雨中的歉意 木吉他 265261 青春的嚮往 許浩

321679 雨中的戀曲 徐子洺 268817 青春的邊緣 孫遜

314252 雨中動物園{Live} Snh48 328106 青春肩並肩 BEJ48

230854 雨天的尾巴 陳綺貞 343593 青春紀念冊[HD] 可米小子

297831 雨季請開窗 王心凌 303508 青春真偉大 麻辣鮮師

316092 雨後的夕陽 李翊君 283668 青春問答卷 杜元竣

232503 雨後的天空 高峰 304384 青春備忘錄 解曉東

293838 雨後的彩虹 謝金晶 319187 青春集結號 劉倧洲

266941 雨後的彩虹{Live} 鄭源 286418 青春愛最大 Timez

298884 雨傘的故事 佚名 348011 青春酸甜口[HD] 伍語涵

280617 雨傘是媒紅 莊蕙茹 230681 青菜雞蛋面 陳琳

281448 雨傘是媒紅 裘海正 323490 青蛙會唱歌 鮑安可

322902 雨還下不停 蔣卓嘉 309787 青蛙與少年{Live} 容中爾甲

269655 青青小河邊{Live} 李利依 310800 青澀的愛情 寒月

232381 青青河邊草 高勝美 304568 青蘋果樂園(迪斯可) 舞曲

267986 青青的草原 久久 338544 青蘋果樂園[HD] 譚維維,趙哲,最美和聲

306492 青青草原上{Live} 張英席 279795 青蘋果樂園{Live} 九九,蘇夢玫

345412 青青馬桑樹[HD] 山水組合 316096 青蘋果樂園{Live} 譚維維,趙哲

318119 青青菩提樹 楊洋 333883 青蘋果樂園{Live}[HD] 周筆暢

282381 青青菩提樹 廖昌永 345782 青蘋果樂園{Live}[HD] 凌岑,宋佳霖

271126 青青菩提樹 譚建軍 341013 青蘋果樂園{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334129 青青菩提樹[HD] 沈凌雲 339360 非一般的痛[HD] B.Gs

333864 青青菩提樹[HD] 凌雲 268772 非常愛選秀 子楓

287264 青春不下線 吳莫愁 298088 非想非非想 王蓉

339037 青春不走樣[HD] 黃城城 349616 亭亭山上松{Live}[HD] 孫楊,經典咏流傳

308703 青春不停留 李文樂 336458 俄羅斯娃娃[HD] 陳大天

345409 青春不畢業[HD] 韓夢雨 263456 俄羅斯輪盤 Tizzy Bac

320862 青春不散場 許煥松 311462 信仰你懂的 劉明揚

314253 青春不散場 群星 324596 信仰的力量 朱潔儀,楊承華

341518 青春不落幕[HD] 李思霖 323592 信仰的力量 耀陽

290769 青春白日夢 楊程鈞 306495 信息化之歌 李強

335517 青春白日夢[HD] 楊程鈞,LamiGirls 282246 信燕的信念 周天然

304170 青春同路人 群星 343693 前方的世界[HD] YHBOYS

347137 青春住了誰[HD] 楊丞琳 267111 前方的前方 陳勇

286466 青春的老酒 幻眼樂隊 306496 前世今生情 沈志仲

320038 青春的告白 S.I.N.G女團 316510 前面路口停 鄧福如,小宇

321685 青春的花瓣 Snh48 316100 前海的春天 張德力

314254 青春的約定 Snh48 335459 前進烏托邦[HD] 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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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01 勇者沒意見[HD] 子蘇 232654 哎呀我的神 高進

334644 勇者的浪漫[HD] 中孝介,Rake,范逸臣,舒米恩,羅美玲 293336 哎呀我的愛 紫海

334566 勇者的浪漫[HD] 羅美玲 327569 城市的夜空 杜歌

305654 勇氣的理由 叢浩楠 298199 城市拳擊手 功夫派

340283 勇敢一點[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232998 城市情人夢{Live} 黃品源

347658 勇敢向前方[HD] 喬韶麗 336594 城市黃玫瑰[HD] 夜郎金鑫

262896 勇敢的力量 劉香慈 302764 城市稻草人 曹方

284141 勇敢的代價 丁丁 281388 城裡的月光 胡海泉,田斯斯

285169 勇敢的狂奔 老貓 256926 城裡的月光 許美靜

266157 勇敢的傻瓜 李鑫雨 305995 城裡的月光 馨梓

285113 勇敢的夢想 王麟 287165 城裡的月光{Live} 丫蛋

332060 勇敢的靈魂[HD] 品冠 345010 奎妮的情歌[HD] 徐大樂

310764 勇敢愛下去 陳曦 340321 姻緣[HD] 馬麗

330156 勇敢與美麗[HD] 張靚穎 256847 威尼斯迷路 許慧欣

325101 勇闖新境界(國) 傅超華,劉曉華 299219 娃娃的故事 佚名

349668 勇闖新境界[HD] 劉曉華,傅超華 314264 孩子的天堂 群星

321788 南日島之戀 周玉芳,周華安 344659 孩子的淚水[HD] 牛歌

270164 南京 我愛你{Live} 沈菁 316711 孩子對不起{Live} 楊子軍

290737 南湖菱花開 曹芙嘉 263778 客官不可以 徐良,小凌

299753 南陽關-我的韓伯父 佚名 278227 客家足跡行 孫楠

268487 南寧江南style 南寧柒仔 310682 客家迎客來{Live} 陳思思

269270 咱可愛的人 彭高平 344267 客從遠方來[HD] 五色石南葉

327540 咱老爸老媽 莫小浪 270318 宣誓的畫面 王麗達

319196 咱要賺大錢 徐彪 323138 屋頂的藍天 李泰

342327 咱們中國人[HD] 阿權 306933 屌絲生日歌 任栩麟

342633 咱們相愛吧[HD] 楊宗緯 271298 屌絲的寂寞 邵雨涵

325422 咱們穿越吧 群星 285340 屌絲的寂寞 邵雨涵,老貓

317311 咱們習大大 鄭允武 333473 屌絲的寂寞[HD] 邵雨涵,老猫

285550 咱們結婚吧 齊晨 332165 屌絲的夢想[HD] 張雷

310310 咳嗽的夜鳥 張萌萌 339221 屌絲的夢想{Live}[HD] 張雷

337367 品玉滿堂紅[HD] 李克 310966 屌絲很疲憊 黃征

284387 品牌中國龍 中國交響樂團合唱團 283507 屌絲誰來愛 賁小偉

335332 哈尼出發吧[HD] 陳赫,許婧,劉璇,王廮,文薇,王錚亮 343487 帥哥去哪兒[HD] 陳梓沫

341679 哈尼麼麼噠[HD] 潘柯夫,蘑菇 343779 帥都去哪了[HD] 歌武傳奇

300676 哈拉金山梁 吳清明,烏仁娜 301359 待嫁女兒心 林淑娟

310095 哈爾濱之夏 常思思 301366 待嫁女兒心 林淑蓉

310093 哈爾濱姑娘 常來 312940 待嫁女兒心{Live} 胡錦

332314 哈爾濱姑娘[HD] 朱明 313493 待嫁女兒心{Live} 楊燕

296066 哈囉 孔子 盧廣仲 293014 待嫁的女人 趙小南

322362 哎呀 跌倒了[Live} 宋宇寧,中國好歌曲 291124 待嫁的新娘 鳳凰傳奇

266771 哎呀,別再減 蘇晴,小拇指 346051 待嫁的新娘{Live}[HD] 鳳凰傳奇

337370 哎呀小涼山{Live}[HD] 阿四龍組合 343786 很久沒回家[HD] 梁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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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12 很久沒哭了 符瓊音 346945 怎麼走散了[HD] 朱興東

346052 很多事要唱{Live}[HD] 廖俊濤,明日之子 312830 怎麼唱情歌 金志文,朱娜

333314 很扯的雨天[HD] 陸虎 262871 怎麼唱情歌 劉惜君

343788 很純很曖昧[HD] 敖犬 298029 怎麼會寂寞 王菀之

347300 很晚的晚安[HD] 孫盛希 328511 怎麼會這樣 藝濤

339229 很開很開心[HD] Frank秋楓 319201 怎麼說分手 崔雲飛

298167 很傻很天真 王麟 262761 怎麼辦才好 聚點翻轉

327034 很傻很天真 宋孟君 339231 怎麼還不愛[HD] 楊凱琳,余楓

326205 很傻很天真 岳浩 292691 怎樣的女人 毛俊杰

298372 很想很想你 年少 312695 怒放的生命{Live} 汪峰

321857 很想很想你 謝震廷 285247 怒放的生命{Live} 蕭敬騰,肖懿航

334510 很想討厭你[HD] 林夏薇 332340 怒放的生命{Live}[HD] 沈根龍

344294 很想帶你走[HD] 王程程,趙嘉偉 345076 怒放的豆芽[HD] 潘柯夫

343787 很想對你說[HD] 陳雅森 262661 怒放的花朵 花兒朵朵成都十強

337801 很愛很愛你[HD] 孫羽希 269944 思念在夢裡 楓橋,流蘇

339228 很愛很愛你[HD] 劉若英 284196 思念的方向 玖月奇跡

289686 很愛很愛你{Live} 劉若英,伍佰 314272 思念的方向{Live} 玖月奇跡

330070 很愛很愛你{Live}[HD] 劉若英 310873 思念的日記 湯媛媛

339718 很愛很愛的[HD] 李行亮 295363 思念的別離 紅薔薇

310422 律動的心跳 敖令 320385 思念的汪洋 徐詣帆

346549 後來才知道[HD] 張智成 301436 思念的雨滴 波拉

315159 後來才發現 莊心妍 301193 思念的翅膀 周蕙

284110 後來你好嗎 A-Lin 348310 思念的情淚[HD] 林良歡,翁立友

323149 後來你好嗎 張磊 275025 思念的晚上 王鍵

330870 後來你好嗎[HD] 蘇醒 330509 思念的距離[HD] 何炅

336648 後來我才懂[HD] 王麟 317510 思念的傷痛 冷酷

327036 後來的你我 賀敬軒 309401 思念的極限 信樂團

325794 後來的我們 林佳音 301560 思念象火燒 阿當

341723 後來的我們[HD] 五月天 233561 思念進行曲 黃舒駿

324580 後悔來不及 曾羽飛 271588 思念像火燒 阿當

302981 後悔愛上你 莊學忠 298886 恒河那一端 佚名

254114 後悔愛上你 楊小萍 297660 恒星的恒心{Live} 五月天

234209 後悔愛上你 龍飄飄 300050 恨你不回頭 佚名

325404 後海的晚風 田野 231595 恨你不回頭 韓寶儀

234211 怎能再回頭 龍飄飄 232172 恨我還想你 馮德倫

301896 怎能沒有你 韋唯 326220 恨幸福來過 金鍾國

328510 怎能無所謂 秦博 330516 恨愛不成鋼[HD] 信

340347 怎能遺忘鄧麗君[HD] 馬麗 231876 恰好的寂寞{Live} 順子

317506 怎麼又哭了 Puzzletoe 345150 拜託了冰箱[HD] 王嘉爾

346062 怎麼不可以[HD] 不靠譜組合 263209 拜託別愛我 樸一澤

325800 怎麼不是我 王羽澤 305767 拜訪我的愛 羅密歐

306993 怎麼好意思 周興哲 328622 拼命的回憶 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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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72 拼搏永不敗 阿麗瑪 279397 星夜的離別{Live} 青山

319801 拾起的記憶 王愛華 321363 星夜裡的人 先知瑪莉

231386 指甲上的花 霍建華 301213 星空下的愛 孟子焱,黃一琳

305907 指尖的星光 鐘汶 293819 星城長沙美 袁冰

285105 指尖的愛情 王箏 340665 星星不眨眼[HD] 平安

329451 指尖的蝴蝶 蔣義玲 293872 星星在唱歌 鄞雅茹

291263 挑到花了眼 曲雨桐 340666 星星的世界[HD] 任靜

319803 挑戰了不起 李琦 340667 星星的爸爸[HD] 華語群星

232940 故事的真象 黃仲昆,楊林 346142 星星的約定[HD] 李青闌

299499 故事背後 佚名 337387 星星的約會{Live}[HD] 伊爾盼,艾菲

318443 故事都一樣 袁東方 270246 星星的祝福 潘曉峰

318444 故事都一樣{Live} 袁東方 335159 星星的眼淚[HD] 鐘欣桐,羅力威

311543 故事裡的你 劉慧湘 289154 星星的媽媽 華子,周子琰,回音哥,張楚,侯磊

303778 故事裡的樹 馮藍,李蓉 334684 星星的媽媽[HD] 回音哥,華子,周子琰,張楚,侯磊

289147 故事像朵花 格桑英妮 333600 星星的路口[HD] 宋孟君

308024 故鄉在丹江 王月華 266037 星星的誓言 曉月

317663 故鄉在草原 任譜旭 297925 星星的願望 王羚柔

278601 故鄉的小河 范春梅 300511 星星知我心 佚名

315391 故鄉的小河 耿玲亞 234249 星星知我心 龍飄飄

287956 故鄉的小河 葉俊華 253864 星星堆滿天 楊乃文

322153 故鄉的少年 許舞 289967 星星堆滿天{Live} 楊乃文

343226 故鄉的月光{Live}[HD] 盛希 321365 星期六深夜{Live} 張陽陽

317665 故鄉的老屋 喜公公 343872 春之歌{Live}[HD] 郝開心

298952 故鄉的老家 佚名 298974 春天在哪裡 佚名

286317 故鄉的春天 陳文姝 327802 春天在哪裡 貝瓦兒歌

269642 故鄉的牽掛{Live} 李利依 269492 春天我等你 晟瑤

327045 故鄉的眷戀 蔣嬰 263397 春天和孩子 宿雨涵

233769 故鄉的親人 黎巖 297663 春天的呐喊 五月天

294461 故鄉是北京 王喆 316551 春天的芭蕾 孫建華

294322 故鄉是北京 改編對唱 282201 春天的故事 卓依婷

328632 故鄉是北京 彭寶澤 230888 春天的故事 陳艾玲

305235 故鄉是北京 燕妮 234123 春天的故事{Live} 齊豫

316111 故鄉是北京{Live} 舒浩煬,程晨 269959 春天的約會 格登紮西

309568 故鄉是草原 胡東清(音樂大壯) 321366 春天的家鄉 卞英花

289148 故鄉啊故鄉 劉雅 321926 春天的家鄉 佟敏

341151 故鄉啊故鄉[HD] 張洪濤 298453 春天的問候 朱鵬飛

297599 故意忘記你 小峰峰 306513 春天的旋律 巧千金

299797 星仔走天涯 佚名 289672 春天的訴說 劉媛媛

301440 星光遊樂園{Live} 泳兒 293772 春天的歌謠 紅薔薇

348994 星夜的呼喚[HD] 譚詠麟 303979 春天的模樣 楊妃

301138 星夜的離別 卓依婷 301348 春天花會開{Live} 林健輝

232406 星夜的離別 高勝美 299790 春天真美麗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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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86 春天跳起來 玉面天使(吳霞) 296596 是否愛過我{Live} 孫楠

304494 春去春又回{Live} 甄妮 341988 是否愛過我{Live}[HD] Vc組合,蓋世英雄

300685 春光無限好 吳鶯音 337811 是否愛過我{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231799 春光無限好 韓紅 323895 是我不夠好 李毓芬

308053 春光圓舞曲 王亞平 341188 是我不夠好[HD] 李毓芬

290706 春江花月夜 彭麗媛 309588 是我先開口 胡夏

316116 春江花月夜 鄭培欽 287406 是我沒有用 胡海建

304994 春來人不來 潘秀瓊 270835 是時候啟程 范逸臣

308664 春來沙家浜{Live} 宋祖英 300408 是酒也是淚 佚名

304902 春花開滿山 劉海明 349898 枯魚過河泣[HD] 諾言jason

234316 春秋愛美麗 龐龍 308123 枯萎的玫瑰 王愛華

305617 春秋戰國夢 韓策 309474 枯萎的玫瑰 思豪

347367 春風也知道[HD] 張繼心 344399 枯萎的玫瑰[HD] 吳陌川

293890 春風大酒店 陳昇 290114 柏拉圖永恆 秦御峰

342812 春風吹又生[HD] 龍梅子 343898 柔情歲月[HD] 孫藝琪,張津滌

309583 春風吹啊吹 胡紅艷 311762 柔道龍虎榜{Live} 盧海鵬,呂珊

320541 春風醉江南 葉俊華 342153 查令十字街[HD] 侯博遠

291074 春暖花又開 龍飛,張冬玲 324988 泉水叮咚響 陳麗媛

290063 春嬌和志明{Live} 潘越雲,陳昇 302497 泉水響叮咚 張也

274977 昨天的今天 潘星雅 310782 泉州小姑娘{Live} 傅瀅瀅

317691 昨日的行李 姜育恆 326404 泉州好兄弟{Live] 昊麟,吳僑

264132 昨夜又夢你 張新 304794 洋派的男孩 鳳飛飛

274760 昨夜西湖雨 小多 309504 洛桑的故鄉 洛桑尖措

299034 昨夜的溫柔 佚名 349918 洛寶貝來啦[HD] 屠夢榕

234200 昨夜夢見你 龍飄飄 327056 洞庭漁米鄉 尹嘯

304338 昨夜夢魂中{Live} 葉麗儀 292534 洞庭漁郎歌 曹志強

231423 昨夜夢醒時 青山 333602 活力大沖關[HD] 宋孟君

279402 昨夜夢醒時{Live} 青山 323308 活出好滋味 王馨

329474 是不是有病 怕胖團 326408 活在朋友圈 姬楚楚

300439 是不是這樣 佚名 311793 活在故事裡{Live} 蕭敬騰

302348 是不是愛我 閃亮三姐妹 232599 活得像個人{Live} 高楓

330507 是不是愛情[HD] 何潔 347854 活著為了帥[HD] 王大痣

323270 是心做佛祖 李娜 315399 活該我認真 東來東往

298314 是你變了嗎 光良 303134 流血的尾巴 許嵩,韓彌可

285252 是否&Love Is Over{Live} 蕭敬騰,馬達 297843 流血的承諾 王冰洋

319825 是否，你還記得 陳昇,吳蓓雅 332664 流星的願望[HD] 姜佑澤

330121 是否在戀愛{Live}[HD] 張學友 270917 流浪主題歌 蔣姍倍,潘龍江

300231 是否真愛我 佚名 299699 流浪的承諾 佚名

233693 是否真愛我 黃鶯鶯 278957 流浪的情人 晨熙

297729 是否愛過我 方夢誠 332289 流浪的情人[HD] 奧迪

270039 是否愛過我 夢成 349920 流浪的終點[HD] 周華健

348407 是否愛過我[HD] 孫楠 283524 流浪的愛情 何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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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929 流浪的溫柔 唯嘉 342860 為自己加油[HD] 荊濤

286386 流浪的夢想 A+ 樂團 270383 為自己喝彩 王昊

299794 流浪的燕子 佚名 340689 為自己鼓掌[HD] 銳印組合

230941 流浪的燕子{Live} 艾敬 303619 為自己療傷 湯潮

325088 流浪者之歌 丁薇 309203 為何你要走 林勝天

298287 流浪者之歌 任賢齊 267344 為何要傷害 齊蕭

333485 流浪者之歌[HD] 陳綺貞 291549 為何離開我 飛鷹(邢國英)

262333 流淚也要美 Dreamgirls 299395 為你再等待 佚名

270740 流淚到天明 胡記成 233904 為你活下去 黎瑞恩

297881 流淚的女人 王冠 306523 為你祝福新{Live} 劉國強

347855 流淚的太陽[HD] 陳娟兒 293028 為你做的菜 趙雨

315400 流淚的玫瑰 冷酷 320621 為你動了心 小龍女

309238 流淚的紅燭 祁隆,阿斯滿 308228 為你唱首歌 央金拉姆

334703 流淚的情人[HD] 張冬玲 308879 為你唱首歌 汪蘇瀧

323309 流淚時買醉 張北北 310897 為你唱首歌{Live} 痛仰樂隊

298244 流逝的年華{Live} 田震 313702 為你唱情歌 蔡獻華,湘佛蓮

311724 流逝的青春 黎明花 281524 為你唱情歌 鐘子炫

279743 炫彩朋友圈 至上勵合 266049 為你著了迷 曹越

289250 炸雞和啤酒 韓信 316983 為你傻到底 曾春年,麗菲

300412 為了小秋香 佚名 316740 為你傻到底 麗菲,曾春年

271673 為了我哭過 陳慶聰 263565 為你寫的歌 吳釔道

265221 為了這一天 王錚亮 322688 為你寫的歌 孟飛

293382 為了這面旗 何剛 317805 為你寫的歌 鄔俊楠

349466 為了等候你[HD] 蔡佩軒 316739 為你寫首歌 阮以偉

289251 為了遇見你 薛之謙 312115 為你醉一回 鏡熹

332120 為了遇見你[HD] 楊宗緯,戚薇 279882 為我們喝彩 OMG

302371 為了遇見你{Live} 馬海生,馬璐 278980 為我們喝彩 鄧芳麗,雍鑒君

344757 為了遇見你{Live}[HD] 薛之謙,李好,金曲撈 323965 為我們喝彩{Live} 任娟

301167 為了認識你 周筆暢 322690 為朋友乾杯 金花

286030 為人民幸福 徐晶晶 323966 為爸媽點贊 趙天照,趙天賜

312388 為人民服務 王藝清 343284 為青春點贊[HD] 樊芳斌

300260 為人民服務 佚名 232637 為青春歡唱 佚名

275060 為人民服務 耿為華 286313 為祖國守歲 閻維文

326425 為中國爭光 大慶小芳 298109 為祖國祝福 王瑩

311680 為什麼離開 鄧小偉 319380 為祖國高歌 郭建寧

314285 為友誼乾杯 李昱和,劉君俠 298125 為祖國乾杯 王霞

293558 為友誼乾杯 張大偉 298696 為祖國乾杯 佚名

343281 為友誼歌唱[HD] 王佳佳 313622 為祖國乾杯 劉和剛

325461 為文明點贊 謝岑,羅佳翔 232901 為祖國乾杯{Live} 麼紅,鄭詠,黃越峰,金永哲

311611 為母親喝彩 潘辰 262327 為祖國喝彩 陳茗加

231823 為生命喝彩 韓紅,羽泉 283987 為祖國喝彩 趙娜

308257 為自己加油 布朗 313827 為祖國喝彩 藍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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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87 為祖國點贊[HD] 劉晶 328788 相忘于江湖 左有順

311459 為華誕而歌 劉蕊绮 303369 相忘於江湖 陳楚生

308598 為奧運喝彩 吳娜 303870 相見不恨晚 黃清元

300989 為愛犯了罪 李艷冰 231467 相見不恨晚 靜婷

281488 為愛向前沖 鄧小偉 268095 相信我的心 任和

282986 為愛向前跑 迪克牛仔 297753 相信那一天 毛阿敏

304738 為愛而等待 趙薇 299949 相信那一天 佚名

339302 為愛我在漂[HD] 正華 270695 相信玫瑰花 胡斌

308086 為愛求支簽 王晨銘 321486 相信愛很美 姚貝娜

230119 為愛放心上 陳慧琳 304927 相思一陣風 劉德華

290467 為愛活一遍 A.SA 樂團 317853 相思化蝶飛 冷酷

335338 為愛活一遍[HD] A.SA 樂團 299837 相思比夢長 佚名

300056 為愛流過淚 佚名 311641 相思在秋天 蔡自剛

334162 為愛哭一次[HD] 軻然 280437 相思伴我憂 王愛華

278261 為愛唱情歌 龐梅 303009 相思夜夜深 莊學忠

231821 為愛牽起手 韓紅,李春波 303863 相思夜夜深 黃清元

282173 為愛無尊嚴 劉有名 280439 相思的夜裡 李青,王愛華

311282 為愛醉一回 榮聯合 329604 相思的淚水 紅薔薇

307960 為愛闖天涯 天籟回音 307827 相思的眼淚 大剛

309979 為愛闖天涯 馬健濤 288569 相思的滋味 韓寶儀

334992 為夢想領跑[HD] 容中爾甲 253337 相思的種子 于台煙

263491 為戀愛充電 田芯兒 301278 相思的纏繞 杭嬌

267069 狠心丟下我 阿毛 311732 相思知多少 曉月

290768 狠心丟下我 楊梓 311283 相思紅豆情 榮聯合

317824 狠心的女人 阿賴 294373 相思紅棉樹 李藝明

335673 狠心說出口[HD] 馬山虎 267893 相思淚易醒 Shelly 佳

302551 狠毒的女人 張志政 309985 相思萬物煙 馬常寶

280794 狠毒的女人 劉浩楠 295063 相思萬縷情 小老頭

263899 狠狠失去你 元嘉 311908 相思與苦酒 謝世超

315402 狠狠愛死你 楊願明 308328 相思賦予誰{Live} 好妹妹樂隊

233084 珍惜我的愛 黃品源,梁詠琪 339314 相看兩不厭[HD] 劉若英

319215 珍貴的兄弟 九緣兄弟 341557 相約久久淘[HD] 王勇

344769 皇冠在閃耀[HD] 程飛鳴 341237 相約去草原[HD] 海霞

321982 皇帝叫外賣 格子兮,潘成 284984 相約玉龍洞 梁佳玉

269400 皇帝的新衣 摩登咖啡 325530 相約在一起 雷雨哥

274637 皇帝的煩惱 冷漠,趙小兵 321984 相約在冬季 張津涤

306528 皇帝的煩惱 秋褲大叔,冷漠 325654 相約在冰城 王一琪

313579 皇帝的煩惱 趙小兵,冷漠 341242 相約在冰城[HD] 王一琪

295154 相伴在紅塵 恒輝 263793 相約在雨季 星弟

325352 相伴走一生 梅朵 302144 相約在草原 格格

268375 相伴到永遠 劉思偉,春天 310524 相約老地方 莫凡

349954 相伴征途路[HD] 黑龍 311132 相約的車站 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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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07 相約桃花島[HD] 馬菀營 289698 相戀在紅塵 原鄉,高音

269965 相約海螺溝 桑娜央金 270943 省略一萬句 蒙面哥

304114 相約新北京{Live} 群星 331592 看了你一眼[HD] 烏蘭托婭

308109 相約雷鋒城 王喆 266877 看不了你哭 賀一航

345275 相約雷鋒城{Live}[HD] 楊卿儷 335677 看不見的愛[HD] 黃啟銘

286507 相約儒之堂 甘晴 281596 看不清的愛 馬旭東,貫詩欽

286990 相約儒之堂 孫艷 304699 看我 別回頭 趙學而

327944 相約竇王嶺 張艷君 333487 看我72變[HD] 陶喆

342472 相逢 送別[HD] 上海交大emba合唱團 285178 看我72變{Live} 肖灑,王琪瑋

321489 相逢在中年 孫漁 279794 看我72變{Live} 胡夢周,王洪迪

309035 相逢在草原 呼斯楞 286097 看我72變{Live} 陶喆

263550 相愛不到老 吳彤,羅憶詩 344456 看我72變{Live}[HD] 艾倫,李玉剛,厲害了我的歌

307539 相愛不能見 魏晨 292310 看屋簷滴雨 寂悸

319912 相愛六十年 阿勇 290907 看透你的心 翁立友

324837 相愛在春天 羅邏聖 349061 看透的謊言[HD] 韓伊

347418 相愛多幸福[HD] 徐海燕 310263 矜持的偽裝 張雪琴,陳冠鋒

293402 相愛到永遠 冷漠 326478 秋之別離時 影子樂隊

327063 相愛到永遠 門麗 299053 秋天多麼美 佚名

313494 相愛到永遠 楓橋 310653 秋天的月光 陳幸子

262870 相愛到永遠 劉思偉,春天 319223 秋天的依戀 楓舞,相容

309235 相愛到放棄 祁隆 292991 秋天的玫瑰 許強

327943 相愛的力量 齊雅 230739 秋天的玫瑰 陳瑞

343306 相愛的方法[HD] 楊丞琳 320694 秋天的思念 忢訫

309388 相愛的地方 青蛙樂隊 270487 秋天的思念 琪琪格

338471 相愛的勇氣[HD] 陳麒安,杜忻恬 301217 秋天的眼淚 孟庭葦

309300 相愛的淚水 阿杜,胡楊林 305623 秋天的眼淚 韓超

255989 相愛的運氣 萬芳 347425 秋天的眼淚[HD] 劉一塵

332609 相愛的模樣[HD] 朱俐靜 313126 秋天的童話 張杰

325464 相愛恨逍遙 謝知言 296871 秋天的等待 彩貝與海

285295 相愛是個錯 豆子民 295332 秋天的楓葉 王愛華

314294 相遇在紅塵 一飛 320695 秋天的舞會 彭婼蘭

289674 相遇的季節 劉心 297528 秋天的諾言 于文華

342473 相遇的季節{Live}[HD] Snh48 310394 秋天的邂逅 張鵬

317859 相遇的美麗 楊冰瀅 310486 秋水戀伊人 甜美真

324014 相遇的結局 賈富營 306535 秋夜的思念 安仕偉

254182 相聚不容易{Live} 楊燕 320696 秋雨倚簾瓏 楓舞,相容

301894 相聚在龍年 韋唯 314296 秋思情更濃 陳文清

332118 相親不相愛[HD] 李澤堅 336408 秋風的訴說{Live}[HD] 李大衛

300051 相識不相戀 佚名 342893 秋風知月明[HD] 雲の泣

336437 相識的緣份[HD] 王娜 268044 秋風寄相思 于淼

317857 相戀一年多 孫輝,藍若兮 321507 秋風掃落葉 航宇

324013 相戀一萬年 韓春雨 300292 秋意上心頭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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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28 秋意上心頭 陳淑樺 310962 紅豆醉相思 黃永平

255083 秋潮向晚天 王芷蕾 313602 紅花襟上插 鳳飛飛

331898 科爾沁姑娘[HD] 蒙克 340956 紅紅好中國{Live}[HD] 喬冬宇,劉芳

346247 科爾沁浪漫[HD] 香子 309735 紅紅的火把 孫偉

288057 科爾沁草原 吳松發 336809 紅紅的玫瑰[HD] 林沛涌

309754 穿軍裝的人{Live} 孫維良 319930 紅酒和香水 徐夢晗

325424 穿越大英雄 群星 314300 紅高粱組曲{Live} 王二妮,紅都組合

337745 突然好想你{Live}[HD] 古巨基,我是歌手 327070 紅梅白雪知 雲之泣

340952 突然好想你{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233321 紅莓花兒開 黃曉芳

327966 突然好想哭 高夫 304557 紅莓花兒開(中四) 舞曲

233195 突然的自我{Live} 黃小琥 318265 紅毯上的你 農三妹,王爍巽

346254 突然的幸福[HD] 譚艷 310884 紅絲恨月老 焰烽

284776 突然的想念 徐方 263248 紅絲帶之歌 群星

336131 突然的愛情[HD] 貢維特 316570 紅塵中有你 成林江措

331321 突然很幸福[HD] 林凡 268282 紅塵永相伴 冷漠,司徒蘭芳

231812 突然想流淚 韓紅 230741 紅塵永相伴 陳瑞

323369 突然想起你 洪杰 289899 紅塵有過你 曹與歡

256501 突然想起你{Live} 蕭亞軒 342029 紅塵的你我[HD] 冷漠

294193 突然想愛你 姚偉濤 282905 紅塵相思情 西子

257077 突然想愛你 許茹芸 317902 紅塵陌上花 中國龍

296879 突然想愛你{Live} 吳思思 314302 紅塵裡的花 冷漠,雲菲菲

323368 突然想愛你{Live} 容祖兒,我是歌手 307687 紅塵夢一場 楊浩龍

313127 突然想愛你{Live} 張杰 269792 紅旗萬年飄 杜春梅

313519 突然想愛你{Live} 葉一茜 265429 紅歌中國行{Live} 丁曉紅

338861 突然想愛你{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289351 紅歌繼續唱 紅哥

342024 突然想愛你{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00354 紅蜻蜓的夢 佚名

346252 突然想愛你{Live}[HD] 謝娜,跨界歌王 324046 紅蝴蝶飛了 馬忠偉

338742 紀曉嵐戒煙[HD] 阿權 270365 紅樹林之歌 王宏偉

232548 約在某一天 高明駿 291251 紅燈二十秒 徐鑫,金鵬

337814 約定在海邊[HD] 宇威 266730 紅薯花兒開 蔡獻華,朱險峰

307224 約定的永遠 樊凡 281118 紅顏空成灰 李佳

315883 約定的永遠 樊凡,任重 312811 紅顏為誰紅 林雨

290862 約定的地方 王朝國 289353 紅顏為誰紅 譚晶

328812 約會王圖艾 低調組合 301766 紅蘋果樂園 紅蘋果樂團

305329 紅十字方隊 閻維文 349091 美了還要美[HD] 李琦(女)

328813 紅包拿過來 康康 279066 美人魚傳說 郭斯炫

297987 紅包特別多 王雪晶,莊群施 308355 美女不要走 安宇

347065 紅色文家市[HD] 周楠 271689 美女與野獸 陳斌,徐海星

278125 紅色的中國 葉曉紅 280493 美女與野獸{Live} 徐海星,陳斌

257078 紅色愛情海 許茹芸 280487 美不過成都 譚學勝

289352 紅色警戒區 劉艾迪 297970 美少女戰士 王雪晶

310913 紅豆生南國 童麗 292693 美伊步之歌 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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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48 美好在人間 金岩 328831 美麗的世界 戰斧樂隊

326510 美好的生活 高斌 304937 美麗的回憶 劉德華

267288 美好的夜晚{Live} 鹿角樂團 305101 美麗的地方 蔣雪兒

314304 美好的昨天 胡夏 263434 美麗的西藏 索南扎西

265040 美好的時光 Ever樂隊 267193 美麗的壯鄉 雯雯

325497 美好的意外 金鐘大,金俊勉 314307 美麗的姑娘 中國人

268127 美好的瞬間 伊人佳人組合 300052 美麗的姑娘 佚名

347918 美好新時代[HD] 陳思思 301518 美麗的姑娘 阿布

336816 美妙的寂寞[HD] Eva 302958 美麗的姑娘 莊學忠

333007 美味的想念[HD] 唐禹哲 271993 美麗的姑娘 黃平

314305 美美小日子 任娟 305091 美麗的姑娘 蔣大為

234239 美酒加咖啡 龍飄飄 347070 美麗的姑娘[HD] 劉坤

231609 美酒加咖啡 韓寶儀 289601 美麗的姑娘{Live} 樂飛揚

313412 美酒加咖啡{Live} 舒雅頌 314835 美麗的宜州 王瑩

319231 美酒加咖啡{Live} 劉清渢 288147 美麗的拉毛 周強

340963 美酒加咖啡{Live}[HD] 金志文,我是歌手 309107 美麗的拉毛{Live} 拉毛王旭

348559 美酒的誘惑[HD] 唐拉 298885 美麗的拒絕 佚名

348560 美酒的誘惑[HD] 孫陌言 274930 美麗的金川 格桑旺真

279242 美榔姐妹塔 李楊飛 342908 美麗的南沙[HD] 李葵航

307106 美榔姐妹塔 彩貝與海 323399 美麗的故事 廖文強

312644 美麗大中國 李偉(女) 303958 美麗的故鄉 黑龍

287012 美麗大中國 張美晨 268967 美麗的星空 山子華

290949 美麗大西北 袁忠山 310352 美麗的春天 張睿

310122 美麗大草原 張冬玲 286011 美麗的相遇 修竹

348561 美麗中國人[HD] 馮杰 299255 美麗的約定 佚名

282377 美麗中國年 康慷 316918 美麗的紅河 袁冰

314306 美麗中國夢 馬智宇,田甜 328832 美麗的茁山 劉錦

335564 美麗中國夢[HD] 王芳 317925 美麗的軌跡 冷酷

346271 美麗中國夢{Live}[HD] 馬智宇,楊子一 299029 美麗的香港 佚名

311961 美麗心世界 韓紅 298677 美麗的夏天 佚名

233538 美麗在心頭{Live} 黃耀明 232453 美麗的家鄉 高向鵬

263009 美麗的力量 林志玲 275200 美麗的家鄉 雪蓮三姐妹

294286 美麗的上思 張玲玲 279667 美麗的家鄉 游美靈

313656 美麗的女人 劉嘉亮 254451 美麗的時光{Live} 汪明荃

230631 美麗的女生 陳珊妮 301811 美麗的神話 胡歌,白冰

303319 美麗的女生{Live} 陳珊妮 343326 美麗的神話[HD] 成龍,Mic男團

270636 美麗的女孩 羅百吉 330306 美麗的神話[HD] 韓紅

269101 美麗的天使 張宇軒 289790 美麗的神話{Live} 孫楠,王逸潔,朱婷婷

355403 美麗的心情 梁雁翔 326512 美麗的神話{Live} 夢葦,鄭世勛

270243 美麗的心情 湛藍的海 316138 美麗的神話{Live} 霍尊

299494 美麗的心靈 佚名 286728 美麗的神話{Live} 羅中旭,紀敏佳

254805 美麗的日子 王心凌 334989 美麗的神話{Live}[HD] 孫楠,朱婷婷,王逸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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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413 美麗的神話{Live}[HD] 鄭興琦,馬海生 230511 美麗與哀愁 陳淑樺

234164 美麗的笑臉 龍奔,果果 284445 美麗瀏陽河 元元,李青

268018 美麗的草原 烏蘭托婭 296945 耶利亞女郎{Live} 胡彥斌

343985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Live}[HD] 烏蘭圖雅 338862 耶利亞女郎{Live}[HD] 胡彥斌,我是歌手

340440 美麗的馬湖我來了[HD] 陳辰,周攬月 311497 背叛的女人 劉原龍

327079 美麗的情傷 Better Man組合 281164 背叛的理由 李果

274848 美麗的深圳 春城阿海 293708 背叛的理由 沈世愛

306549 美麗的痕跡 沈志仲 278636 背叛的感受 賁小偉

283686 美麗的眼睛 華峰 314314 背後的女人 許罡

256509 美麗的插曲 蕭亞軒 279427 背後的愛人 誓言

290336 美麗的貴州 阿彪 314315 背對背沉默 袁弘

230107 美麗的新娘 陳慧琳 341196 致未來的你[HD] 楊千嬅

299431 美麗的夢神 佚名 309711 致命的甜蜜 孫子涵

304551 美麗的夢神(中三步) 舞曲 344000 致姍姍來遲的你[HD] 林宥嘉,阿肆

333588 美麗的夢想[HD] 宋孟君,黃華 279134 致敬李天平 黃海永

324838 美麗的誓言 羅邏聖 309637 致敬劉德華 郎郎(馬志鋒)

258324 美麗的誤會 鄭秀文 329659 致敬鄧麗君 杜佳瑤

305760 美麗的誤會 羅志祥 315422 苗山鬱金香 周昌翠

280491 美麗的緣份 甜美真 346287 苗家歡迎你[HD] 羅俊

268684 美麗的錯誤 回來娶你 343339 若只如初見[HD] 楊紫

312224 美麗的錯覺 蘭鴿 320749 若你是我的 JKAI

309305 美麗的嶽西 阿里郎 301537 若爾蓋姑娘 阿勇澤讓

315419 美麗的謊言 王馨 306003 苦苦的思戀 騰格爾

302415 美麗的謊言 高勝美 328862 苦苦尋覓你 江濤

306551 美麗的謊言 魏晨 327083 苦澀的回憶 成銘

340964 美麗的謊言[HD] 鄭婷婷 289392 苦澀的記憶 江波

292035 美麗的邂逅 余華利 298246 苦澀的意志 田震

289809 美麗的額吉 寒風 344006 英雄[HD] 刺客先生

299162 美麗的寶島 佚名 322794 英雄大中國 王家霖

285520 美麗香巴拉 香巴拉組合 321564 英雄大中國 佳林

316607 美麗笨女人 余飛 318366 英雄出少年 玖月奇跡

280492 美麗笨女人 吳莫愁 349106 英雄的後代[HD] 小摩梭

342490 美麗笨女人[HD] 李玟 327084 英雄護國心 中華兒女

324254 美麗新天地 佟娜 279454 要了我的命 孫協志

232608 美麗新世界 高楓 298185 要我怎麼說 代小波

324993 美麗新世界 陳惠婷 231392 要命的迷人 霍建華

233133 美麗新世界 黃大煒 289419 要拉你的手 王宏偉,譚晶

321535 美麗新世界{Live} 痛仰樂隊,中國之星 233648 訂做一個他 黃韻玲

335721 美麗新世界{Live}[HD] S.H.E 291337 負心的女人 浩軒

339553 美麗新世界{Live}[HD] 陸雨軒,陸雨婷 274989 負心的女人 愛相隨

232925 美麗嘉年華 黃亞 323454 軍人的抉擇 龍紹潔,樂天晨

330675 美麗與勇敢[HD] 張靚穎 322847 軍人的情懷 呼斯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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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555 軍人的情懷 韓婷 323493 風中的額吉 哈琳

269406 軍人的媽媽 文博 289514 風中花雨樓 瑞雪,祁隆

285282 軍人的榮耀 許曉傑 270492 風中花語樓 瑞雪

315151 軍中臘梅花 許曉杰 310646 風吹來的沙 陳佳薪

283997 郎如春日風 呂珊 348014 風吹過山崗[HD] 龍澤索南

305501 郎如春日風 謝采妘 293407 風吹過竹林 劉之爍

311145 重上煙雨樓 瑞雪 305929 風狂雨又大 鍾偉

316370 重返十七歲 華語群星 289680 風走 情未丟 劉春愛,童祀傑

316145 重返十七歲 群星 315082 風來了又走 丁春秀

268097 重做一個夢 任家萱 318126 風來了又走 董芹

304124 重陽九月九 群星 311259 風兒在微笑{Live} 圖椏格

349536 重新認識你[HD] 陳娟兒 311613 風兒陣陣吹 潘杰明

341836 重新認識我[HD] 楊丞琳 263697 風雨人生路 王鵬

344819 重慶的味道[HD] 肖依依 346366 風雨好兄弟[HD] 甄強

322886 重複的謊言 陳雅森 308660 風雨為情殤 宋娜

347123 重機狂想曲[HD] 先宇yu,洪敬堯 326647 風雨黃鶴樓 景廣雲

300082 重歸蘇蓮托 佚名 333530 風雨漫天飛[HD] 冷漠

312677 重歸蘇蓮托 李潮 304345 風留給春天{Live} 葉歡

230609 重歸蘇蓮托 陳熙然 307333 風起的日子 羅大安

304074 重歸蘇蓮托{Live} 楊鴻基 346365 風起的時候[HD] 荒山亮

266184 陌生老朋友 林俊傑 230464 風起時想你 陳楚生

300331 陌生而熟悉 佚名 309499 風乾的憂傷 段玫梅

338777 陌生的地方[HD] 陳彥允 302994 風從那裡來 莊學忠

348000 陌生的城市[HD] 妲己 312320 風從那裡來{Live} 方伊琪

315432 陌生的緣份 夜小淚 275083 風從那裡來{Live} 莫旭秋

329759 陌陌情哥哥 咪依魯江 306563 風從哪裡來 王琳玲

340776 面對現實吧[HD] 紀曉斌 265278 風從哪裡來{Live} 尤雅

268923 音樂自白書 小5 234198 風從哪裡來{Live} 龍飄飄

312183 音樂的力量 蘇晴 315083 風雪夜歸人{Live} 田維英

279102 音樂的代價 侯曉松 342988 風景舊曾諳[HD] 韋禮安,郭靜

346364 風一樣的我[HD] 葉炫清 348015 風給我力量[HD] 董萬基

321689 風不停的吹 趙國相 338948 風搖風鈴響[HD] 鄧靈

267075 風中的水瓶 鄧廣福 333606 風箏與彩虹[HD] 宋孟君

300548 風中的早晨 佚名 293067 風箏斷了線 鄭源

290415 風中的早晨{Live} 馬宜中 329779 風輕輕的吹 吳玉林

311251 風中的依靠 嘉布·洛絨 282927 風還輕輕吹 許諾

348676 風中的花蕊[HD] 林良歡 405960 飛入你夢裡 黃思婷

266278 風中的英雄{Live} 樊凡 324564 飛天的琵琶 施麗君

233747 風中的迷霧 黃思婷 308299 飛去的蝴蝶 石梅

289513 風中的媽媽 巴圖 278537 飛向更遠方 王迪

254233 風中的蝴蝶 楊采妮 262482 飛行員之歌 Gala樂隊

283528 風中的額吉 呼斯楞 299679 飛吧我的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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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37 飛來的花瓣 佚名 325374 凌晨兩點半 潘廣益

341504 飛往夢之家[HD] 才文穎 329165 凍成鼻子了 王洋,蘇菲婭琦琦

316902 飛鳥的夢想 格格 302181 剛好的不夠 殷悅

292360 飛鳥與射手 岑曉路 278280 剛好的幸福 張棟樑

339362 飛鳥與射手[HD] 良光 346474 剛好遇見你[HD] 李玉剛

290761 飛翔201 李玉波 344197 剛好遇見你[HD] 黑崎

309202 飛翔的勇氣 林爽 345511 剛好遇見你{Live}[HD] 李玉剛,徐天意,我想和你唱

302443 飛翔的翅膀 國巍,徐志強 339416 原來你都在[HD] 丁噹

318899 飛翔的翅膀 群星 345931 原來我以為[HD] 王滔

336249 飛翔的絲帶[HD] 周蕙 327092 原來都是夢 李行亮

322077 飛翔的葉子 葉雲 347664 原來愛是你[HD] 向銀瑩

340482 飛翔的鷹{Live}[HD] Haya樂團,我是歌手 285492 原是木棉紅 韓傳芳

289517 飛機去哪了 苗偉 335147 原諒不美好[HD] 郁可唯

231038 飛機場的10：30 陶喆 334523 原諒我一次[HD] 歡子

320872 香山楓葉紅 音樂走廊,歌一生 266023 原諒我好嗎 晏雨冰

303496 香巴拉女孩 雪兒達娃 316803 原諒我的錯 阿文

308477 香巴拉天堂 西部牛仔 348817 員警的眼淚[HD] 宋建軍

308379 香巴拉峽谷 成林江措,瓊雪卓瑪 344209 哢嚓指甲刀[HD] Mc天佑

312047 香巴拉峽谷 瓊雪卓瑪,成林江措 279561 哥不是帥哥 吳松發

271875 香巴拉戀曲 香巴拉組合 297877 哥不想寂寞 王俊宇

265999 香巴格里拉 斯美塔 321076 哥沒有喝多 趙斌

342991 香香的幻想[HD] 蘇運瑩 271575 哥是光棍光 闞杰

318131 香檳與軟木 姚甦 315440 哥是純爺們 阿權

343442 乘風破浪歌[HD] 鄧超,韓寒,董子健,高華陽 268707 哥是農民工 大軍

310757 個性的一面 陳興瑜 265457 哥是窮光蛋 于金勝

341658 倍兒爽&Gangnam Style{Live}[HD] Snh48 322363 哥是窮光蛋[Live} 于金勝

348130 倒退幾萬年[HD] 雨霖楓 340556 哥是窮光蛋{Live}[HD] 于金勝

262109 倒數三二一 Babe First 310644 哥要找老婆 陳宏慶

278155 倒數的幽默 周旭風 316150 哥要闖一闖 田培良

256835 倔強的背後 許慧欣 262381 哥們你累嗎 杜歌

295506 倔強的背影 郭歡 314338 哥們聽我說 鴻飛

305295 倔強的堅強 蕭蕭 323658 哥哥必須帥 胡艾彤

285844 倔強的夢想 李行亮 234185 哥哥你真帥 龍梅子

295929 倔強的夢想 音魔團 285716 哥哥我愛你 玉面天使(吳霞)

338242 倔強的螞蟻[HD] 周渝民 333112 哥特式吻別[HD] 阿慶,胡亞暄

310487 候鳥與留鳥 甜美真 264272 哥特式寂寞 鄭毅

310579 借用愛的人 郭品超 269532 哥就這麼唱 曹爾真

289900 借我一輩子 曹格 323660 哦那就是你 天愛

300652 借我一點愛 含笑 305124 哪奴娃情歌 鄧麗君

344175 借來的愛情[HD] 范小倩 336584 哪兒都一樣[HD] 何超與海膽仔

267806 倫敦黑死你 A-Linsun 339671 哪怕我很小[HD] 楊培安

346468 凌晨三點鐘[HD] 張智成 349283 哪怕我很小{Live}[HD] 李泉,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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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128 哪個不多情{Live} 華娃 319242 夏洛特煩惱 冷碗碗

293141 哪個捨得你 阿魯阿卓 319622 夏洛特煩惱 沈騰,馬麗

333218 哪裡都是你[HD] 周杰倫 339426 夏洛特煩惱[HD] 金志文

317315 哭了一萬遍 浩軒 341689 夏洛特煩惱{Live}[HD] 陳晨,中國新歌聲

310339 哭泣的女孩 張雷 349735 娘的恩情長[HD] 崔來賓

284503 哭泣的小魚 劉曉 319244 娘娘我錯了 鄧超

316933 哭泣的男人 鬼仔 340845 娛樂圈 9[HD] 群星

308285 哭泣的咖啡 田躍君 300616 娜奴娃情歌 佚名

301919 哭泣的玫瑰 音樂貓 232384 娜努娃情歌 高勝美

271726 哭泣的紅顏 陳瑞 287385 娜魯灣情歌{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08522 哭泣的情人 冷漠 315448 娜魯灣情歌{Live} 茸芭莘那

288814 哭泣的童話 陳瑞 233580 娜魯灣情歌{Live} 黃英

234134 哭泣的駱駝 齊豫 333192 宮商角征羽[HD] 七朵組合

330941 哭的像小孩[HD] 趙又廷 311267 害怕失去妳 夢凱

411245 哭得像小孩 趙又廷 278968 害怕想起你 楚緒鵬

319239 哭都不痛快 趙鑫 299855 害怕愛一回 佚名

266457 唐山我愛你 王梓旭 230666 害怕愛上你 陳琳

299060 唐老鴨之歌 佚名 263519 害怕愛上你 譚維維

303825 唐詩三百首 黃美詩 232072 害羞的太陽 馬兆駿

306970 唐僧也有愛 劉爽 299410 家在山那邊 佚名

306576 唐僧也瘋狂 秋褲大叔 267115 家在北極村 陳昇,郁可唯

297316 夏天的尾巴 Enno 309316 家在我心上 阿娜丹

303099 夏天的味道 許飛 317430 家在草原上 斯琴巴圖

284396 夏天的思念 九江天空,侯麗娜 326151 家和萬事興 張強

289988 夏天的海邊 林玉英 270122 家和萬事興 湯浩平

330947 夏天的秘密[HD] 鄔禎琳 307502 家和萬事興 雲鴿李霞

335711 夏天的微笑{Live}[HD] S.H.E 270809 家和萬事興 蘇泉

339424 夏天的愛戀[HD] 林小龍 289572 家和萬事興{Live} 丁曉紅,張英席

333175 夏天的影子[HD] 袁潔瓊 301870 家和萬事興{Live} 鬱鈞劍,張也

297329 夏天結束前 The Go-Go's,Me Me 269581 家鄉的小河 朱永飛

309757 夏天說分手 孫語諾 301089 家鄉的小河 那順

310494 夏日的回憶 甜美真,任丙偉 321165 家鄉的小河{Live} 朱永飛

328372 夏日的思念 賀敬軒 299954 家鄉的小溪 佚名

321105 夏日真心話 Snh48 265765 家鄉的月亮 孔子雯

344981 夏日檸檬船[HD] Snh48 284699 家鄉的米酒 常穎

291990 夏日羅曼史 嚴爵 271796 家鄉的味道 雷艷

231853 夏末的回憶 韓雪 309922 家鄉的姑娘 索朗扎西

284506 夏末浣溪沙 劉正淳 270958 家鄉的牧場 藍琪兒

311643 夏宇的愛情 蔡卓妍 296228 家鄉的情人 扎扎

343728 夏夜星空海[HD] 張信哲 302148 家鄉的蒙泉 格格

316856 夏季的拉薩{Live} 洛桑扎西 233989 射中丘比特 黑龍

321104 夏娃的蘋果{Live} 于湉 321190 差一步距離 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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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07 差一站是我[HD] 王浩然 343518 時間的玫瑰[HD] 盧庚戌

346042 差不多先生{Live}[HD] 張震嶽,Mc Hot Dog,中國有嘻哈 336729 時間的差距[HD] 藍喬鋒

230332 庭前玉蘭花 陳星,周虹雨 257051 時間的秘密 許茹芸

291030 恩施等你來 雷淑敏 231340 時間的密語 雷光夏

310245 恩情永不忘 張祥洪 290807 時間的漩渦 樊凡

349790 恭呀恭喜你[HD] 阿伊米拉 332765 時間的漩渦[HD] 任重

299573 恭喜大家好 佚名 321928 時間的曙光 王錚亮

298996 恭喜大發財 佚名 329481 時間惹的禍 宋靖宇

307967 恭喜好運來 少女部落格 290926 時間說的話 茅小勇

307309 恭喜呀恭喜{Live} 玖月奇跡 230753 書生與白狐 陳瑞,剛輝

306582 恭喜發大財 至上勵合 262884 朗格裡格朗 劉洲

330737 悄悄地離開[HD] 楊小曼 315453 校園的早晨{Live} 向小康阿迪雅

333276 悄悄告訴你[HD] 范瑋琪 345194 校園的早晨{Live}[HD] 謝娜,歌聲的翅膀

289007 悄悄愛上你 阿悄 269644 校園點歌台 李利依

289885 悄悄愛上你 戴妮,怕黑 296657 格子裙妖精{Live} Snh48

317647 拿什麼可能 樊凡 294062 格桑花兒開 樂桐

306583 拿走了什麼 A-Lin 341152 格陵蘭情書[HD] 張洪量

278157 拿破崙式愛 周旭風 319853 格瑞林之歌 羅勤穎,楊洪

329452 挪威的木頭 朱頭皮 266026 桂花樹之戀 景心妍

289621 挪威的森林{Live} 伍佰,Chinablue 290220 桃花阿妹頻 袁冰

279596 挽留的藉口 新秀團隊 307828 桃花為你開 大剛

338703 旅行中忘記[HD] 袁婭維 299902 桃花為誰紅 佚名

281004 旅行的意義 徐佳瑩 299163 桃花舞春風 佚名

331000 旅行的意義[HD] 陳綺貞 308570 桃樹的故事 吳朵曼

317676 旅行的意義{Live} 李泉,蒙面歌王 300059 桑塔 露琪亞 佚名

346136 旅行的意義{Live}[HD] 王柏龍,明日之子 315455 桑塔 露琪亞{Live} 徐小清

339275 時代的力量[HD] 藍米联盟 304462 桑塔 露齊亞{Live} 廖昌永

306584 時代的勇氣{Live} 張英席,王莉 304593 桑塔露琪亞(慢三步) 舞曲

329478 時代的春天 葛鎮狄 291070 氣管炎男人 黑撒樂隊

349872 時代的蒼藍[HD] 洛天依 323934 氣質迷倒人 金久哲

344386 時光的夏天[HD] 姜潮 341333 浚縣 浚縣[HD] 薛松

265198 時光的氧氣 王旭 274846 浩蕩草原風 易靈汐

289160 時光的牽掛 曹瀟續 302881 浪子的眼淚 莊學忠

326348 時光像流水 張津涤 233081 浪花一朵朵{Live} 黃品源,任賢齊

346991 時光與青春[HD] 趙志兵 258271 浪花一朵朵{Live} 鄭秀文

340671 時尚大贏家[HD] 齊航 329539 浪漫的回憶 龍彬

305250 時速240 糖果槍樂隊 300401 浪漫的星星 佚名

302697 時間丟了我 張萱妍 230208 浪漫的星星 陳明

348410 時間告訴我[HD] 秋褲大叔 288549 浪漫的夏天 陳岩

342814 時間的力量[HD] 尚雯婕 298326 浪漫的夏夜 因果兄弟

269608 時間的小偷 機動現場 286308 浪漫的草原 趙曦鵬

335655 時間的孤島[HD] 陳惠婷 349456 浪漫的情歌[HD] 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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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23 浪漫的夢想 陸虎 302464 烏蘇裡船歌 屠洪剛

310739 浪漫電單車 陳福庭 305089 烏蘇裡船歌 蔣大為

300053 浮生千山路 佚名 303191 烏蘇裡船歌{Live} 郭頌

266108 海上的月亮 李宇春 337746 特別的時光[HD] 葉一茜

346190 海上的月亮{Live}[HD] 祝子杰,明日之子 322703 特別想念你 李行亮

337452 海上花兒開[HD] 呂雅芬 230296 特別想念你 陳星

307989 海天的盡頭 木子欣 340413 特務j[HD] 蔡依林

301653 海水清又藍 姚乙 317829 珠璣路晨光{Live} 東山少爺

321960 海尼根情歌 李德筠 311455 班長告訴我 劉和剛

297399 海平面的雪 One Fifth 309963 琉球的眼淚 酒吧傷心人

324396 海角石之戀 天籟天 321979 留下來好嗎 歡子

280341 海南歡迎你 田豐 231635 留不住斜陽 韓寶儀

323944 海星的約定 劉銘 300770 留什麼給你 李克勤

321426 海星的訴說 連天 320668 留什麼給你{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24714 海洋的士高 海洋 267235 留在你身邊 顧峰

317779 海風的請柬{Live} Snh48 281484 留在我身邊 遲玉昊

294570 海風輕輕吹 董偉 347888 留在故事中[HD] 樊凡

290844 海峽月光曲{Live} 王麗達 323339 留守的呼喚 王鶴錚

288508 海豚灣故事{Live} 許雲上 290532 留住你多好 劉天助

280343 海棠的凝望 曉月 232641 留個電話吧 高菲

319250 海棠為誰開 吳瓊 320673 疼你的責任{Live} 品冠,隱藏的歌手

338725 海盜大船長[HD] Lf兄弟 310173 疼愛你的人 張芸瑞

298887 海裡來的沙 佚名 268049 真心來愛我 于金勝

271872 海螺溝之戀 香巴拉組合 268796 真心來愛我 孫曉雨

347859 海邊的告白[HD] 羅旭陽 326468 真心的祝願 張杉弟

291045 海鶄落之歌 顏羽,賀世哲 329609 真心喜歡你 邱永傳

283625 海蠣愛上魚 許晉杭 310776 真心換真情 雪兒

304487 海鷗在飛翔 甄秀珍 324726 真心換真情 漫步,鑰侊

292937 消失了彩虹 蕭全 311121 真心愛著你 楊麗

318354 消失的月光 李健 267833 真心愛過你{Live} Free Party

292195 消失的村莊 唐濤 327951 真正男子漢 宋旭

334840 消失的城堡{Live}[HD] 蔡依林 320684 真正的朋友 小青島,李志洲

327105 消失的昨天 華晨宇 324571 真正的朋友 曹星

319251 消失的風景 趙鑫 329610 真正的輝煌 秦廣澤

324240 消失海平面 五公子 263120 真的不可以 孟楊

310638 烏巴火箭風 陳光忠 234320 真的不同了 龐龍

302205 烏日根草原 烏雲高娃 293547 真的不容易 莊心妍

323967 烏鴉和麻雀 洪啟 293055 真的不想老 郎郎(馬志鋒)

299463 烏鴉配鳳凰 佚名 345704 真的不想嘴[HD] 聖結石,聖嫂dodo

321449 烏氊帽情緣 冷漠 265535 真的不應該 冷漠

312276 烏蘇裡船歌 子祺 347056 真的不離開[HD] 雨霖楓

289259 烏蘇裡船歌 降央卓瑪 348526 真的好可惜[HD] 蔣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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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853 真的好孤單 楊朗朗 266474 真誠的美麗 王莉

287516 真的好想你{Live} 黃征 313437 真實的自我 黃征

266025 真的好愛你 晟瑤 283455 真實的模樣 蔡孟臻

280966 真的好愛你 張啟輝 268225 破碎的芬芳 傲藝

234005 真的好愛你 黑龍 278621 祖母的鏡子 許雲上

344459 真的好愛你[HD] 邰正宵 232537 祖先的陰影{Live} 高旗

325577 真的沒再見 何守建 309329 祖先的歌謠 阿格爾

293022 真的沒騙你 趙真,祁隆 307312 祖國大花園 田玉嬌

265289 真的很在乎 楊坤 327956 祖國在點名 劉若穎

324018 真的很在乎 劉雷 270317 祖國好江南 王麗達

282213 真的很想你 可風 301267 祖國年年好 易秒英

231143 真的很愛你 陸平 268962 祖國我想你 屈慧

230299 真的要走了 陳星 311036 祖國的花朵 愛朵女孩

264243 真的傷不起 趙真 265587 祖國的哨兵 劉媛媛

289314 真的想回家 湯潮 312389 祖國的海洋 王麗達,湯子星

338473 真的想回家[HD] 倪金威 289325 祖國的海洋 陳思思,劉和剛

319914 真的想回家{Live} 小瀋陽 湯潮 328796 祖國春常在{Live} 宋紅曆

313273 真的愛上你 許佳慧 293689 祖國是媽媽 林妙可

310340 真的愛不起 張雷 315493 祖國新春到 耿玲亞

316193 真的對不起 喬嘉 317872 祝你們幸福 喜公公

283896 真的需要你 丁汀 266297 祝福你中國 段紅

324286 真相的枷鎖 劉文傑 292213 祝福你兄弟 大哲,蕭全,郎軍,海哲明

325874 真情比酒濃 青山 317873 祝福你兄弟 董陽

302982 真情比酒濃 莊學忠 323360 祝福你兄弟{Live} 天星董陽,金克成

232798 真情比酒濃 鳳飛飛 302222 祝福你草原 烏蘭雪榮

279401 真情比酒濃{Live} 青山 316195 祝福送給你 楓舞,李琪

304165 真情暖人間 群星 297935 神州共舉杯 王莉

326469 真想忘記你 康武軍 286023 神州東方紅 徐經倫,阿逗

328793 真愛才動心 朕威 345283 神州舞起來[HD] 多元神話

315492 真愛在哪裡 陸超 310886 神舟焰烽號 焰烽

289313 真愛在夢中{Live} 許雲上 329614 神奇牧人寨 雲飛

287990 真愛好難求 劉立峰 313544 神奇的九寨 夢之旅

312384 真愛你的雲 王錚亮 289824 神奇的小河 布仁巴雅爾

233102 真愛你的雲 黃國俊 317875 神奇的古榆 孫儷心

324015 真愛我做主 任盈盈 270914 神奇的地方 蔣大為

231970 真愛每一天{Live} 顧莉雅 319256 神奇的西藏 次仁桑珠

264178 真愛的味道 張靚穎 232750 神奇的松原 鳳凰傳奇

300372 真愛看不到 佚名 298418 神奇的草原 朱海龍

278199 真愛無情人 大哲 342475 神武三世橋[HD] 晨悠組合

279472 真愛等一下(國) 陶喆,蔡健雅 309326 神武雨霖鈴 阿悄

284275 真愛惹麻煩 呂雯 309654 神武笑春風 韋萱

294917 真愛斷了弦 劉新財 270555 神武樂逍遙 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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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456 神秘的夜晚 佚名 349977 純愛世代x[HD] 陳惠婷

299189 神秘的森林 佚名 310434 紙上的新娘{Live} 曹芙嘉,周強

292095 神馬都給力 劉思思 322762 紙包不住火 夏婉安

266743 神馬都給力 蕭全 284671 紙印記的愛 宋孟君,蔡忻茹

314846 神啊 救救我{Live} 陳小春 333585 紙印記的愛[HD] 宋孟君,蔡忻如

317874 神啊 救救我{Live} 陳小春,鄭伊健,謝天華,林曉峰,錢嘉樂 303240 缺一半的愛 陳依然

338477 神聖的地方[HD] 孫浩雨 311609 缺少一根繩{Live} 潘秀瓊

300550 站在你背後 佚名 287188 耗子愛上貓 六仔

268713 站在高崗上 大山,陳俊彤 287217 耗子愛上貓 王菲兒

284020 站在高崗上 楊燕,謝雷 297596 能不能幸福 小宋佳

287386 站在高崗上{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11495 能有多少天 劉剛

312942 站在高崗上{Live} 胡錦,謝雷 232463 能夠愛多久 高婭媛

315496 站在高崗上{Live} 張惠妹 301577 脆弱的男人 雨天

313220 站在高崗上{Live} 張韶涵 311713 脆弱的感情 鄭曉飛

282917 站在高崗上{Live} 許千千 345319 航海體育場[HD] 王維哲

304336 站在高崗上{Live} 葉麗儀 230398 般若波羅蜜 陳曉東

329625 站在高崗上{Live} 熱地樂隊,夢想的聲音 299329 茫茫天涯路 佚名

266853 站在高崗上{Live} 謝雷,甄秀珍 282046 草原一枝花 烏蘭圖雅

336801 站在高崗上{Live}[HD] 玉恩明瑪 326536 草原上的愛 賈孟昕

334116 站在高崗上{Live}[HD] 汪小敏 349107 草原中國心[HD] 東方紅艷

342477 站在高崗上{Live}[HD] 郁可唯,蒙面唱將 290301 草原天堂美 郭宏杰

339547 站在雲端上[HD] Makiyo 291530 草原四季美 陳洪

331675 笑我不浪漫[HD] 大哲 337491 草原在等你[HD] 德龍,陶格蘇

291985 笑著哭最痛 三寶,柔情 269463 草原多麼美 春雷

268285 笑著說分手 冷漠,西單女孩 314371 草原好姑娘 音樂走廊

312688 笑著說分手 杜國龍 310874 草原呀啦嗦 湯媛媛

340102 笑著說再見[HD] 安又琪 268705 草原我的家 多哇·才吉

230368 笑著說再會 陳曉東 271758 草原夜色美 降央卓瑪

232414 笑擁江山夢 高勝美 317016 草原夜色美 廖昌永

289588 粉色的沙灘 丁琪媛 289396 草原姑娘美 鴻雁組合

343320 粉紅太陽花[HD] 蔡詩芸 309423 草原的人們 哈琪

269727 粉紅的回憶 李玲玉 296989 草原的月亮 阿拉泰

316980 粉筆和塗鴉 曾沛慈 285623 草原的月亮 雲飛

343319 粉筆做的手[HD] 楊乃文 271197 草原的月亮 趙真,昂格麗瑪

288523 納木措情歌 贊拉龍兒 296988 草原的冬季 何烏蘭

333395 納木措戀人[HD] 巴桑拉姆 328865 草原的味道 烏蘭托婭

322183 納木錯情歌 旺姆 330499 草原的味道[HD] 任玲

310793 納西 啊哩哩 媛媛 321569 草原的味道{Live} 朱永飛

289737 納西三部曲 和文軍 301209 草原的呼喚 呼格吉樂圖

311677 紐約的冬天 蔣雪兒 309424 草原的姑娘 哈琪

291900 純情天婦羅 新寶島康樂隊 310116 草原的姑娘 張火

302812 純情豔陽天 梁靜茹 342930 草原的孩子[HD] 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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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504 草原的孩子{Live}[HD] 哈琪 332058 記得我愛你[HD] 周渝民

309108 草原的思念 拉毛王旭 330954 記得我愛你[HD] 鄔禎琳

296990 草原的秋天 鐵文太 329698 記得咱的家 望海高歌

324082 草原的祝福 敖都 336253 記得要幸福[HD] 安俐娜

288232 草原的傳說 唐冰冰 349120 記得要微笑[HD] 蕭亞軒

317970 草原的歌謠 斯琴巴圖 310989 記得發如雪 黃智博

310117 草原的漢子 張火 270370 記著你的好 王岩

326539 草原花夜月 澤旺多吉 309352 記憶的天空 鄧廣福

271762 草原迎賓曲 降央卓瑪 233871 記憶的花園{Live} 黎明

302214 草原迎賓曲 烏蘭托婭 320780 記憶的碎片 陳永強

349516 草原迎賓曲[HD] 小美sunny 347948 記憶裡的人[HD] 陳俊彤

346290 草原迎賓曲[HD] 張濤,張妍 340747 財神麼麼噠[HD] 吳樾,王崗崗

305369 草原阿里拉 戴玉強 322838 財源來來來 劉航

321568 草原是故鄉 追風駿馬組合 331835 起風的季節[HD] 潘辰

274747 草原是首歌 宋伶俐 283890 起風的黃昏 羅中旭

293381 草原秋色美 何烏蘭 302904 迷人的夜晚 莊學忠

306980 草原風吹過 吉雅 324135 迷失了自我 雨中百合

317972 草原飛情歌 張冬玲 311583 迷失的女人 暴林

327111 草原香姑娘 紅陌 344518 迷失的季節{Live}[HD] 程琳,崔健

332975 草原情哥哥[HD] 烏蘭圖雅 297278 迷失的祝福 阿蘭(Alan)

294101 草原情歌飛 冀貞貞 302645 迷失的純真 張祥洪

335586 草原等你來[HD] 策力木格 288009 迷失的愛情 劉傳彬

314374 草原想念你 奧雲格日樂 287002 迷茫的理想{Live} 張明遠

272030 草原敬酒歌 齊峰 291801 迷途的羔羊{Live} Haya樂團

299348 草原新故鄉 佚名 271226 迷路的男人 迪克牛仔

331899 草原請你來[HD] 蒙克 305811 迷路的幸福 龐曉宇

317033 草原請你來{Live} 蒙克 300054 迷霧中共舞 佚名

323424 草原癡情郎 索南扎西 309773 追我愛的人 孫寶奇

285068 草根也給力 王子豪 288058 追求的夢想 吳松發

317973 草根與巨人 丁克森 300350 追到外太空 佚名

304961 草編的戒指 嘻哈江南 230421 追到外太空 陳曉東

335538 荒涼的記憶[HD] 歌一生 232375 追風的女兒 高勝美

263045 荒無中起舞 盧凱彤 339345 追風的駿馬[HD] 追風駿馬組合

311765 荒蕪中起舞 盧凱彤 278159 追逐的天賦 周旭風

324549 討厭下雨天 慢慢說樂團 305105 追魚-觀燈 蔣靈靜,陳男

341502 討厭下雨天[HD] 慢慢說樂團 322851 追尋的愛戀 紅薔薇

231034 討厭紅樓夢 陶喆 280584 追夢赤子心 2013快樂男聲全國10強

270827 記住我的心 若思 262481 追夢赤子心 Gala樂隊

309721 記住那場雪 孫更俊 283369 追夢赤子心 張恒遠

347466 記得回家鄉[HD] 蔡浩 337661 追夢赤子心{Live}[HD] Gala樂隊

332833 記得有我在[HD] 陳虎 341828 追夢赤子心{Live}[HD] 徐歌陽,中國新歌聲

292599 記得我愛你 李易峰 349529 追夢赤子心{Live}[HD] 張韶涵,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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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498 追夢的孩子 段林希 325907 酒醒夢已殘 青山

349144 追夢的星星[HD] 張倩茹,莊雅妍,劉宇鑫 234228 酒醒夢已殘 龍飄飄

342960 追夢的翅膀[HD] 廖夢心,張芮嘉,鄒知樂 279385 酒醒夢已殘{Live} 青山

308563 追夢的寶貝{Live} 吳介賢 305480 針線本相連 謝采妘

344037 送你一首吉祥的歌{Live}[HD] 烏蘭圖雅 346345 閃光的回憶{Live}[HD] 邵元,中國新歌聲

337906 送你走天涯[HD] 楊卿儷 341003 閃光的肩章{Live}[HD] 白思雪

345369 送你走天涯{Live}[HD] 楊卿儷 302344 閃亮一顆星 閃亮三姐妹

299453 送你花一朵 佚名 349165 閃亮我舞臺[HD] 許磊

289457 送郎當紅軍 馬玉濤 230111 閃亮每一天 陳慧琳

289458 送郎當紅軍 馬蕊 307335 閃亮的女孩 羅百吉

315508 送郎當紅軍{Live} 王歡 300363 閃亮的日子 佚名

309952 逃跑的木偶 郝云 320839 閃亮的日子 汪峰

330664 逆風的薔薇[HD] 弦子 320840 閃亮的爸爸 潘瑋柏,黃子韜,陳一冰,高雲翔

319262 逆時光的浪 畢書盡 314852 閃亮的酒杯 郭瓦·加毛吉

291193 逆襲吧少年 宋孟君,童可可 302329 閃亮的節奏 閃亮三姐妹

328932 酒干倘賣無 孫露 307707 閃亮的夢想 葳宣,葳安

344529 酒干倘賣無{Live}[HD] 程琳 338159 閃亮的夢想[HD] 葳萱,葳安

271459 酒吧傷心曲 酒吧傷心人 256523 閃閃惹人愛 蕭亞軒

271460 酒吧傷心淚 酒吧傷心人 307531 陝北女娃娃 馮曉榮

324156 酒杯裡的淚 紅薔薇 301741 除夕闔家歡 柳博,魏依曼

300382 酒矸倘賣無 佚名 342535 馬上有人愛[HD] 高夫

268217 酒後更想你 倪爾萍 332758 馬尾與發圈[HD] Snh49

325283 酒後更想你 晨熙 312872 馬車夫之戀 信樂團

292517 酒後更想你 曉曉 302978 馬車夫之戀 莊學忠

325282 酒後更想你{DJ} 晨熙 305088 馬車夫之戀 蔣大為

294065 酒紅的眼淚 九江天空 270241 馬背上漢子 游美靈

334890 酒幹倘賣無[HD] 陳迪雅 284711 馬背的風景 張久新

318349 酒幹倘賣無{Live} 李克勤,蒙面歌王 321699 馬雲的女人 大喇叭組合

308856 酒幹倘賣無{Live} 李麗霞 331027 馬頭琴戀曲[HD] 額爾古納樂隊

271273 酒幹倘賣無{Live} 那英 263139 馬戲團公約 棉花糖

287387 酒幹倘賣無{Live} 阿魯阿卓,程琳 311984 馬戲團運動 麋先生

287391 酒幹倘賣無{Live} 南方二重唱 287453 馬蘭花兒開 海威

288013 酒幹倘賣無{Live} 動力火車 278383 骨子裡的我 李代沫

319264 酒幹倘賣無{Live} 湯晶錦 263772 高山有好水 徐千雅

256140 酒幹倘賣無{Live} 葉倩文 232755 高山槐花開 鳳凰傳奇

332307 酒幹倘賣無{Live}[HD] 彭佳慧,順子 324190 高冷的范兒 大嬌嬌

266128 酒醉的男人 李曉兵 341115 高冷的範兒[HD] 大嬌嬌

294127 酒醉的探戈 刺蝟組合 309093 高坪山水畫 岳菲

303297 酒醉的探戈 陳思安 268873 高個兒姑娘 宋熙銘

231618 酒醉的探戈 韓寶儀 322929 高原top{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254117 酒醉的探戈{Live} 楊小萍 335323 高原上的夢[HD] 阿斯根

301373 酒醒夢已殘 林淑蓉 300419 高原的陽光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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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51 高跟鞋先生[HD] 王蓉 324562 做你的馬丁 方琳涵,方泳懿

293395 高興的顏色 關關,張揮 270777 做你的雪蓮 艾歌

328221 乾了這杯酒 高夫 306937 做你的雪蓮 何龍雨,艾歌

325973 乾了這杯酒 常生 323596 做你的雪蓮 馬常寶

343651 乾了這杯酒[HD] 史通,崔莉珺 295933 做你的微光 Mi2

343444 乾啦 乾啦[HD] 八三夭,任賢齊,五月天阿信 313796 做你的愛人 謝軍

344918 假如有一天[HD] 肖丫丫 305992 做你的愛人 饒天亮

309358 假如我是你 阿魯阿卓 334119 做你的愛人[HD] 沈凌雲

253219 假扮的天使 徐若瑄 333854 做你的愛人[HD] 凌雲

334927 假面的告白[HD] 蔡依林 309497 做你的愛人{Live} 柳影虹

303236 假裝不在意 陳妤 311925 做你的愛人{Live} 謝軍

332041 假裝不認識[HD] 東南 317220 做你的新娘 童可可

347214 假裝不難過[HD] 晴小晴 334177 做我的男人[HD] 陳嬌

279698 假裝我很好 張霖 313479 做我的情人 楊林

292934 假裝男朋友 蕭全 312723 做我的愛人 來國慶

309653 假裝很堅強 韋剛 269293 做我的愛人 徐健淇

346454 假像的圓滿[HD] 51(伍冠諺X易桀齊),易桀齊 303237 做我的愛人{Live} 陳志朋

293491 偉大中國夢 姬長樂 339404 做我的新娘{Dj}[HD] 路逍遙

315145 偉大的肩膀 何瑤 342173 做男人好難{Live}[HD] 呂品,天佑

326029 偉大的信仰 聶艷 349256 做個好女人[HD] 夢然

346455 偉大的旅行[HD] 魏妙如 320182 做個朋友吧 岡林,喜悅

315815 偉大的新鋼 汪成龍 304328 停不了的愛 葉璦菱

328261 偏偏不流淚 郭宗祐 309428 停止吧時間 姚光庭

347216 偏偏喜歡你[HD] 王亦心 266763 停留的瞬間 藤兮

283691 偏偏遇見你 艾歌 312051 停滯的時光 羅友生

262460 偏愛水中月 費玉清 284225 停轉的木馬 謝安琪

334928 做一天的你[HD] 蔡依林 347632 健康走出來[HD] 蘇勒亞其其格

349255 做一個好人[HD] 于海霞 343671 健康動起來{Live}[HD] 井柏然,張藝興

271336 做了一個夢 鄭國鋒 329135 偶然的相遇 鄧麗君

291973 做人民公僕 Walker 306609 偶然與巧合 陳綺貞

294179 做好嵩縣人 大張凡 330462 偶像萬萬歲[HD] Timez

319558 做你心上人 孫露 348770 偶像練習生[HD] 許歌淳一

302290 做你的一半 袁成杰,戚薇 330949 偶爾哭一場[HD] 鄔禎琳

309672 做你的小狗 倪明 323011 偶爾想起你 軍哥

282492 做你的小豬 暖暖笑 345492 偶爾會想他[HD] 莊心妍

285387 做你的天使 聞美茜 302689 偷故事的人 張敬軒

266016 做你的手機 易欣 347634 偷故事的人[HD] 張惠妹

329134 做你的兄弟 Mc阿哲,Q哥 286039 偷偷做情人 海濤

327487 做你的男神 許先 323012 偷偷喜歡你 S.I.N.G女團

323595 做你的朋友 羽森 306610 偷偷喜歡你 郭經緯,謝晶

304836 做你的秒鐘 劉亦菲 311938 偷閒的翅膀 謝馨儀

295158 做你的風箏 意玲 265579 偽裝的成全 劉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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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427 剪刀石頭布 方小菲 302929 問你在那裡 莊學忠

300993 剪刀石頭布 杜奕衡 304993 問你在那裡 潘秀瓊

323052 剪不斷的線 陶然 331992 問媽媽好嗎[HD] 陳翔

310582 動了我的情 郭玲 265508 問題與回答 來吧!焙焙!

308244 動人的部分 左小祖咒 327549 啥是好兄弟 莫小浪

333048 動人的傳說[HD] 杭嬌 301756 啦啦啦情歌 珍美兒

302573 動物的悲歌 張雨生 318284 國王與乞丐 華晨宇,楊宗偉

304309 動情的眼淚 葉楓 339022 國王與乞丐[HD] 華晨宇,楊宗緯

339186 匿名的好友[HD] 楊丞琳 329218 國王與乞丐{Live} 費玉清,劉琪,夢想的聲音

296019 匿名的好友{Live} 楊丞琳,王心凌 288836 執著的形狀 單色凌

331844 匿名的安慰[HD] 王心凌 286242 堂堂大中國{Live} 楊陽

233517 匿名的寶貝 黃義達 348223 堅持愛到底[HD] 喬幼,莊振凱

312085 唯一的奇跡 羅鐘寅 321100 堅持與勝利 古亞鵬

328347 唯一的渴慕 李宏卓 289968 堅強女人心 楊千嬅

317316 唯一的新娘 抱抱 266524 堅強的石頭 石頭

269722 唯一的選擇 李煒 308387 堅強的信仰 旭日陽剛

285643 唯一的寶貝 尹寒 325629 堅強的理由 王旭

310946 唯一的戀人 馮紹峰 332599 堅強的理由[HD] 王旭

301014 唯你懂我心 汪蘇瀧 290162 堅強的理由{Live} 莫文蔚,伍佰

294739 唱一首情歌 黃亮華 317339 堅強的夢想 姬長樂

262461 唱一遍一遍 費玉清 279083 夠不著的吻(國) 賀世哲

281097 唱的不是歌 朱玉明 345012 奢侈的幸福[HD] 賀宣

284912 唱首什麼歌 李漫荻 282556 奢侈的愛你 李鴻達

297985 唱首新年歌 王雪晶,莊群施 339963 婆婆也是娘[HD] 曉丹

270565 唱得幸福來 米靚 262525 婆婆也是媽 高娜

335287 唱情歌的人[HD] 王覺 267273 婆婆也是媽 高維那

271146 唱給你姑娘 貢尕達哇 315518 婆婆就是媽 譚晶

233547 唱給男朋友 黃聖依 314394 婚禮串燒歌{Live} 馬智宇

265569 唱給流浪者 劉偉 296210 婚禮的祝福 解偉苓

232238 唱給黃河聽 騰格爾 301181 寂寞 沙洲 冷 周傳雄

336206 唱過什麼歌[HD] 金海心 301908 寂寞人行道 韋嘉

297951 唱歌又舞蹈 王雪晶 333997 寂寞三個人[HD] 金志文

268681 唱歌到天亮 喜波 316224 寂寞小神仙 孫曉雨,劉雷

345956 唱歌給你聽{Live}[HD] 陳赫,跨界歌王 338327 寂寞才說愛[HD] 張丹鋒

313427 唱歌給誰聽 辜櫻櫻 298191 寂寞犯的錯 代小波

231666 唱歌給誰聽 韓晶 332923 寂寞犯的錯[HD] 雷婷

347677 唱響中國夢[HD] 韓旭 304711 寂寞在唱歌 趙默

322111 商海女英贊 尹紅 339444 寂寞守望者[HD] 陳惠婷

265368 啊你呀誰喲 周逸涵 282623 寂寞守護者 樊凡

269712 啊我的太陽 李潮 302377 寂寞有多長 馬條

316222 啊朋友再見{Live} 吳俊飛,朱振銘 341936 寂寞有多長{Live}[HD] 蘇立生,中國新歌聲

346888 啊嘻獺之歌[HD] Odyssey組合 301380 寂寞伴柔情 林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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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67 寂寞沙洲冷 孫露 296232 寂靜的天空{Live} 孟根花,張赫宣

232979 寂寞沙洲冷 黃可兒 269438 寂靜的春天 明明

336631 寂寞刮胡刀[HD] CS晨悠 329285 寄居蟹的家 圈圈

330802 寂寞咖啡杯[HD] 火星熊 348892 將愛放水流[HD] 唐儷

298675 寂寞的小花 佚名 311363 尉村鼓車歌 趙仰瑞

339705 寂寞的月亮[HD] 譙帆 321186 屠夫愛上豬 彭浩

302727 寂寞的包圍 張學友 316802 崖介月光光 金嗓子

270171 寂寞的刺蝟 波拉 300457 崖畔上開花 佚名

326155 寂寞的季節 郭宴 230002 崖畔上開花 陳思思

231012 寂寞的季節 陶喆 349767 崖畔上開花{Live}[HD] 李政飛,徐莉娜

310489 寂寞的流淚 甜美真 267159 帶上愛飛翔 陳笑瑋

321839 寂寞的紅伶 司徒蘭芳 334493 帶佛的姑娘[HD] 易展

268767 寂寞的飛鳥 子楓 348905 帶你去吃雞[HD] Dj喜愛福

297857 寂寞的飛鼠 王宏恩 338336 帶你去重慶{Live}[HD] 胡艾蓮

284029 寂寞的晚上 潘秀瓊 274624 帶你去旅行 亦勛,夏后

299575 寂寞的淚影 佚名 348291 帶你去旅行[HD] 校長張馳

324222 寂寞的雪蓮 烏蘭托婭 322129 帶你去草原 扎西多吉

284523 寂寞的黃昏 劉雷 288955 帶你去草原 蒙克

325136 寂寞的溫度 包偉銘 322446 帶你去溫泉 牧斯

321168 寂寞的煙火 石琦 301535 帶我去月球{Live} 阿妹妹

254262 寂寞的解藥{Live} 楊鈺瑩 321194 帶我去西藏 龐龍

317438 寂寞的螃蟹 王繹龍 312724 帶我去草原 來國慶

343765 寂寞的驕傲{Live}[HD] 趙傳 293459 帶我去草原 呼斯楞

314397 寂寞空虛冷 劉蕊綺 341329 帶我去遠方[HD] 蔡佳瑩

336630 寂寞保齡球{Live}[HD] 賴儀雯 292235 帶我到山頂 太陽部落

231993 寂寞星期天 風之翼 292781 帶我到山頂{Live} 王睿卓

323737 寂寞相思濃 曹敏 268524 帶我到山頂{Live} 吉克雋逸

285710 寂寞剛剛好 正歌 324730 帶我到山頂{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312139 寂寞時的痛 糯米 317036 帶我到山頂{Live} 譚維維,妙音漢子,最美和聲

296230 寂寞動物園 Connie(呂莘) 335973 帶我到山頂{Live}[HD] 王凱琪,中國好聲音

337658 寂寞動物園[HD] Connie(呂莘) 344289 帶我到山頂{Live}[HD] 王紫菲,太陽部落

310952 寂寞唱情歌 馮聖雅 337375 帶我到山頂{Live}[HD] 玉恩明瑪

302333 寂寞惹的禍 閃亮三姐妹 280116 帶我帶山頂{Live} 吉克雋逸

330880 寂寞愛情海[HD] 葉熙祺 310809 帶來我的愛 彭柯

310248 寂寞數煙圈 張祥洪 313146 帶刺的玫瑰 張凌楓

263257 寂寞暴風雨 青鳥飛魚 279441 帶刺的玫瑰 蘇路

291224 寂寞稻草人 張媛媛 330441 帶刺的玫瑰[HD] Nova

314398 寂寞鋼琴手 劉榮 336639 帶刺的玫瑰[HD] 何靜

305280 寂寞還是你 蕭敬騰 317463 帶毒的玫瑰 悊剛

311795 寂寞還是你{Live} 蕭敬騰 321851 帶著愛回家 阿利

288931 寂靜的天空 侃侃 324511 常山趙子龍 張艷君

287159 寂靜的天空{Live} Haya樂團 300619 常回家看看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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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58 常回家看看 龔玥 306628 情人也是人 秋褲大叔,司徒蘭芳

230773 常回家看看{Live} 陳紅 313575 情人也是人 趙小兵

304229 常回家看看{Live} 群星 278257 情人不可靠 廣智

298888 康城賽馬歌 佚名 300472 情人不要哭 佚名

298709 張五可觀花 佚名 300914 情人不要哭 李逸

281290 張家港之戀 王宏偉 278961 情人的情人 晨熙

320363 彩色千紙鶴 龔雲舒 332288 情人的情人[HD] 奧迪

338168 彩色的童年[HD] 薛銘慧 290134 情人的眼淚 肖家永

325327 彩虹上的光 李雨純 284063 情人的眼淚 莫旭秋

342717 彩虹的形狀[HD] 群星 230938 情人的眼淚 陳靜允

312519 彩虹的約定 佚名 232851 情人的眼淚 麥子傑

289647 彩虹的約定 兒童歌曲 304814 情人的眼淚 齊秦

271239 彩虹的美麗 鄧文昕 304563 情人的眼淚(慢三) 舞曲

254771 彩虹的微笑 王心凌 334294 情人的眼淚[HD] 林寶

349335 彩虹的微笑{Live}[HD] 孫如宣,異口同聲 317515 情人的眼淚{Live} 李泉,蒙面歌王

263939 彩虹的盡頭 楊培安 320387 情人的眼淚{Live} 金志文

232347 彩雲伴海鷗 高勝美 301902 情人的眼淚{Live} 韋唯

307039 彩龍舞東方 宋祖英 331371 情人的眼淚{Live}[HD] 王韻壹

321856 彩龍舞東方 謝珊 339066 情人的眼淚{Live}[HD] 馬吟吟,舞思愛·羔露,中國好聲音

269586 得不到名份 朱英 330119 情人的眼淚{Live}[HD] 張學友

231967 從一數到十{Live} 顧莉雅 330261 情人的眼淚{Live}[HD] 蔡琴

293428 從小賣蒸饃 十三狼 305980 情人的眼睛 鐘鎮濤,章小蕙

344681 從早忙到晚[HD] 張嘉旭 302963 情人的陽光 莊學忠

301482 從沒離開過 金子楊 268475 情人的關懷{Live} 單紫寧

312126 從沒騙過你 龐博 286384 情人節日記 A+ 樂團

292959 從來不在乎 蔡曉 231948 情人節的吻 顧建華

343164 從前有座山[HD] 王凱 306629 情人節的風 曉月

310034 從前有座山{Live} 高洪章 312197 情人節故事 蘇醒

346053 從前那座山[HD] 小亮 310504 情人節戀曲 盛大為

302263 從前的從前 秦詠 305494 情人夢&夢 謝采妘

288981 從這裡走來 倪彬 333648 情人靠不住[HD] 晨熙

348917 御龍將軍台[HD] 袁婭維 284301 情人鶴頂紅 葉貝文

327648 御龍華胥引 劉惜君 278205 情比花還瘦 奕心

343789 御龍銘千古{Live}[HD] 林志炫,歌手 296342 情在草原飛 東方紅艷,趙真

333639 悠悠杜康情[HD] 怡然 318480 情在粥之源 郭津彤

284975 悠悠桃花情 楓舞,芸若 316671 情系大東北 李東,王小寶

278202 悠悠草原情 天駿 315529 情系五峰山 張艷君,郭峰

323780 悠悠報恩曲 王瑩 290662 情系老百姓 常思思

349792 悠悠象鼻河[HD] 劉舫 292620 情系武功山 李藝明

280165 悠悠黃土情 張志良 319714 情系美人松 韓傳芳

278462 患難好兄弟 梁曉宇 311253 情系高原紅 嘉布·洛絨

346946 患難見真情[HD] 曹權權 291413 情系華城門 納蘭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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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85 情定380 黃海 308054 情醉瀏陽河 王亞平

339068 情花為誰開[HD] 干露露 280171 情斷誓言灘 張可兒

310930 情花遍地開 覃浩 280830 情歸九連山 葉潔章

287274 情郎啊情郎 李佳倩 301220 情願一個人 孟庭葦

230004 情哥去南方 陳思思 317517 情戀大草原 徐子洺

230005 情哥回家鄉 陳思思 320391 情戀大草原 盤欣蕾

335385 情書不包郵[HD] 後弦 281053 惜別的校園 曉月

345597 情寄大草原[HD] 烏蘭吉雅 312911 惜別的海岸 洪祿雲,陳水林

321229 情深怎麼辦 陳奕迅 234247 惜別的海岸 龍飄飄

308524 情場如戰場 冷漠 231597 惜別的海岸 韓寶儀

297516 情愛第三人 于文華 266803 惟愛你許嵩 袁攀,夕落

320389 情感面對面 惠子 305564 捧你在手心 謝娜

344308 情義好兄弟[HD] 陳玉建,木子 290858 捨不得你走 王建芳

349797 情義好兄弟[HD] 劉鑫 262261 捨不得你走 陳小濤

233223 情話全天候{Live} 黃征 230324 捨不得你走 陳星

336431 情路透春光[HD] 柳岩 313400 捨不得你走 焦慶軍

322488 情歌一起唱 晨熙 332895 捨不得忘記[HD] 武藝

322489 情歌大聲唱{Live} 烏蘭托婭,趙洪濤 292707 捨不得放手 洪逸齊,宋鳳佳

299457 情歌不好唱 佚名 335546 捨不得放手[HD] 洪逸齊,Shelly 佳

288088 情歌天下唱 李佳丹 284342 捨不得離開 Sara

323784 情歌在草原 馬雨梵 287535 捨不得離開 覃沐曦

336655 情歌如何唱[HD] 唐古 309810 掏空了快樂 徐立

303179 情歌兩三首 郭頂 338412 接下來如何[HD] Hello Nico

319279 情歌怎麼唱 王可兒 299210 接受我的愛 佚名

286887 情歌為你唱{Live} 索南扎西 268039 接風洗塵歌{Live} 于海燕

336654 情歌唱不完{Live}[HD] 張瑋 321914 接個手機吧 黃兆麟,孫生

293015 情歌唱不停 趙小南 278962 推銷員之死 晨熙

267992 情歌唱到老 烏蘭托婭,石焱 332513 推銷員之死[HD] 奧迪

323783 情歌唱起來 冷漠 316234 敖包又相會 大慶小芳

293728 情歌寫太多 王晟軒 292027 敖包再相會 何烏蘭

333851 情歌繼續唱[HD] 冷漠,龍梅子 309895 敖包再相會 烏蘭托婭,蒙克

291173 情歌戀草原 夏淑萍 267188 教你說壯語 陸正信

290903 情滿華鎣山 羅蓉 335777 教你彈吉他[HD] 方炯嘉

345082 情與愛相約[HD] 吳健,楊一方 309373 旋轉的悲傷 雨兒

330206 情敵貝多芬{Live}[HD] 王力宏 280259 旋轉的童話 楊俊傑

320398 情緣何所求 望海高歌 293116 旋轉音樂盒 阿悄,童可可

314406 情緣兩茫茫 張德力 293760 旋轉音樂盒 童可可,阿悄

279779 情誼似酒濃 周晉進 303431 晚歸的男人 陶晶瑩

266512 情醉大草原 登格爾 346620 曼哈頓戀人[HD] 子芙

331935 情醉女兒國[HD] 達坡瑪吉 305650 望月怕團圓 韓寶儀

327670 情醉日光城 滿馨蔚 321394 梁祝化蝶飛 徐子洺

291425 情醉漢源湖 菁菁 343901 梅子青時[HD] 羅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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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737 梅洛斯之路{Live} Snh48 297421 深呼吸 S.H.E

320571 梅洛斯之戰 Snh48 267186 深夜地下鐵 陶鈺玉

301128 梨山癡情花 卓依婷 333129 深夜的咖啡[HD] 陳瑞

326377 梨花又開放 陳梓清 319292 深秋的女人 三寶

286112 梨花又開放 黃綺珊 295350 深秋的西藏 百靈鳥

332214 梨花又開放[HD] 陳明 315541 深秋的香夢 小琢

289793 梨花又開放{Live} 孫楠,黃綺珊 233858 深秋的黎明 黎明

296660 梨花又開放{Live} 韓紅 300952 深海的孤單 李慧珍

345198 梨花又開放{Live}[HD] 金志文,黃綺珊 230417 深情的眼睛 陳曉東

335209 梨花又開放{Live}[HD] 黃綺珊,孫楠 343921 深情相擁{Live}[HD] 辛曉琪,張國榮

338710 梨花又開放{Live}[HD] 蒲悅,中國好聲音 300245 深情看世界 佚名

338870 梨花又開放{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302055 深深的祝福 容中爾甲

309032 梨花滿天開 周艷泓 301664 深深的戀情 姚乙

299663 梭羅河流水 佚名 278942 深深的戀情 陳水林

330787 梵古的耳朵[HD] 洪卓立 340685 深深愛過你[HD] 熊照華

301531 梵谷的左耳 阿沁 322674 淵泰的小路 郭賽偉

308197 殺了我的愛 司文 297994 添丁又發財 王雪晶,莊群施

230103 殺掉舊名單 陳慧琳 270950 清水江上月 蒲紫微

330660 淋雨一直走[HD] 張韶涵 280350 清明上河圖 馬麗

329542 淒美的回憶 陳瑞 295115 清明上河圖 張曼

318199 淒美的城市 王西 313398 清明上河圖 湯燦

282921 淒美的傳說 許強 313762 清明上河圖 鮑樂樂

304841 淒美的謊言 劉宏杰 312996 清明上河圖{Live} 孫維良

322670 淘寶淘老公 帥兒 339787 清唱的留戀[HD] 曹越

274849 淚水的故事 曉依,楓舞 327142 清淨快樂歌 許椿苗

335553 淚水的重量[HD] 愛晴 280351 清清楠溪江 潘媛媛

332092 淚水的盡頭[HD] 許慧欣 323968 烽火揚州路 吳彤

328729 淚流太平洋 張津涤 305112 烽火揚州路{Live} 輪回樂隊

282062 淚流的灑脫 小亮 346200 烽火揚州路{Live}[HD] 韓帥,中國新歌聲

323947 淚痕中無奈 周子龍 329569 爽食莆仙齋 陳諾

265974 淚滴在琴上 思小妞 322702 爽爽的貴陽 孫楠

300551 淚灑愛河橋 佚名 308643 牽了誰的手 呂曉

234235 淚灑愛河橋 龍飄飄 230120 牽手一分鐘 陳慧琳

311470 淚灑愛情海{Live} 劉牧 291156 牽手走高原 吳紫涵

316835 淚灑愛琴海 陳瑞 287306 牽手的幸福 沈世愛,陳婷婷

232134 淡呀淡的光 馬玉芬 320652 牽手看日落 莊子軒

347863 淡定人生路[HD] 秋褲大叔 289280 牽起愛的手 苗偉

283057 淩晨三點半{Live} 鎖曼麗 296794 牽絆一生情 阿影

289238 淩晨兩點半 顏亞濤 317822 牽著你的手 丁春秀

343922 深水炸彈[HD] 阿猛 327143 牽著你的手 于洋

269621 深圳的早晨 李享 300055 牽著你的手 佚名

311160 深圳歡迎您 群星 300834 牽著你的手 李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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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49 牽著你的手 阿茹娜,烏日格 306654 眼淚中的愛 王琳玲

266553 牽著你的手 紅宇 270204 眼淚太年輕{Live} 洪辰

274675 牽著你的手 葉俊華,宋健 332106 眼淚在笑我[HD] 凌志輝

333603 牽著你的手[HD] 宋孟君 333297 眼淚的名字[HD] 謝安琪

339802 牽著你的手[HD] 阿香 274752 眼淚的骨氣 宋靖宇

349937 牽媽媽的手[HD] 陳心蕊 296856 眼淚的傷悲 瞿江鋒

306648 猛虎和薔薇 由美 311161 眼淚的錯覺 群星

323981 猜不透的你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0946 眼淚的錯覺[HD] 喬海清

347409 猜猜我是誰[HD] 葉子淇 301292 眼淚流回去 林凡

289283 現在才明白 蕭賀碩 303414 眼淚為你流 陳鵬

305302 現在的我們 蕭薔 309533 眼淚為誰流 秋風

275027 現在就出發 王雨琪 287846 眼淚深呼吸{Live} Snh48

305733 現實不重要 羅力威 280826 眼淚都在笑 單色凌

343948 理智與感情[HD] 鄭秀文 311394 眼淚碰石頭 趙潔瑩

323987 甜美的繩索 李千娜 280446 眼淚算什麼 張磊

341186 甜美的繩索[HD] 李千娜 311638 眼睛會撒謊 潘贏,楊子一

267107 甜甜的小妹 陳雅森 281034 眼鏡朦朦的 插班生

230008 甜甜的山歌 陳思思 286403 祥瑞慶豐年 M -Girls

297527 甜甜的蓮霧 于文華 327147 第n次印象 常定晨

323988 甜蜜在夢裡 亦心 265664 第一天失戀(國) 吳若希

322712 甜蜜具現式 S.I.N.G女團 267014 第一次心碎 酒吧傷心人

325079 甜蜜具現式 Sunshine 287537 第一次心跳 楚博仁

266625 甜蜜協奏曲 胡丹丹 327973 第一次失戀 關詩敏

253245 甜蜜的折磨 徐若瑄 345293 第一次喝醉[HD] 歐陽尚尚

348499 甜蜜的味道[HD] 毛澤少,汪聰 292040 第一次愛情 余文樂

319293 甜蜜的故鄉 阿拉泰 305051 第一次聽見 蔡依林

293773 甜蜜的邂逅 紅薔薇 285654 第一次戀愛 王宇鵬

346229 畢業三十年[HD] 陶燕青 342897 第一百個我[HD] 容祖兒

319395 畢業季之歌 熊志鵬 266329 第一首情歌 汪蘇瀧

339307 畢業紀念日[HD] 韓偉 233384 第一個冬季 黃湘怡

301321 畢業紀念冊 林志炫 256866 第一個找你 許慧欣

334938 畢業紀念冊[HD] City魅 311866 第一個知道 龍嘯

339535 異類的同類[HD] 蔡健雅 329628 第一個約定 初晨

234004 盛世大中國 黑龍 327972 第一個問題 張藝德

339814 盛夏好聲音[HD] Snh48 330225 第一個清晨{Live}[HD] 王力宏

278095 盛夏的天空 劉愷威 315548 第一隻兔子{Live} Snh48

279654 盛夏晚晴天 一東 309297 第九次初戀 阿杜

322725 盛開的牡丹{Live} 王瑩 294813 第二次人生 Sara

310551 盛開的紅蓮 許強 317888 第二次分手 童立安

324271 盛開的寂寞 冷漠 324687 第二次相遇 正雲

266341 眼淚不快樂 泳兒 336330 第二次愛情[HD] 香香

311573 眼淚不值錢 慕容曉曉 325684 第二次機會 許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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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698 第二個太陽 佚名 324462 被馴服的象{LIVE} 巴圖,跨界歌王

230765 第二道彩虹 陳秋霞 295563 被馴服的象{Live} 陳昊宇

233213 第十三個月 黃小琥 322026 被遺忘的海 鄭源

282039 第三個心願 東于哲,陳威全 281432 被遺忘的街 蔣蔣

334380 第三個心願[HD] 東于哲 318010 訣別的束縛{Live} Snh48

346257 第三類接觸[HD] 潘瑋柏 292637 許一個天涯 楊子

322755 第六次分手 夏天alex 266883 許一個願望 賈靜雯

336804 第幾次溫柔[HD] 盧軍 339336 許多年以後{Live}[HD] 趙鑫

301153 粗心的阿哥 卓瑪拉初 308525 貪就一個字 冷漠

304110 紮曲河之戀 群星 300604 這一片熱土 佚名

310805 累了就放手 寒武紀 265031 這一次愛你 Color Band

328818 終於我哭了 薇妮 332643 這一刻 愛吧[HD] 付辛博

349980 終於等到你[HD] 張靚穎 278433 這一路走來 杜奕衡

322763 終於等到你{Live} 張靚穎 332181 這一路走來[HD] 楊宗緯

349499 終於等到你{Live}[HD] 金婷婷 322855 這才叫做愛 胡大亮,單藝

345302 終於等到你{Live}[HD] 張靚穎,李秉成,我想和你唱 297088 這不是情歌 王苗

297587 終於說出口 小宇 291817 這不是情歌 盧煥剛

291011 終於說出口 陳以桐 278021 這不是愛情 Pu,B2

284579 終於說出口{Live} 唐一嘉,蕭敬騰 298893 這次來真的 佚名

296909 終極小蘋果 群星 300064 這次離開你 佚名

340434 終點[HD] 程響 230341 這次離開你 陳曉娟

347071 羞羞的鐵拳[HD] 蕭敬騰 304090 這城市有愛 群星

262623 習慣一個人 海鳴 330588 這是你的歌[HD] 周湯豪

282181 習慣一個人 劉繼業 285515 這是我的島 顏羽

305779 習慣一個人 譚坤 278919 這是我故鄉 陳宏斌

297794 習慣了寂寞 牛奶咖啡 311399 這秘密真美 趙壘

349094 習慣了想你[HD] 小她 339346 這就是生活[HD] 王冠予

324086 荷花情未了 小琢 326593 這就是老師 蘇平生

278752 莆商壯志揚 陳諾 311323 這就是物流 網路歌手

344010 莆陽踏歌行{Live}[HD] 陳超 270484 這就是草原 琪琪格,格里傑夫

298987 莫忘今宵情 佚名 341380 這裡是新疆{LIVE}[HD] 郭鑫

299460 莫忘我的愛 佚名 252924 這該死的愛 張靚穎

287042 莫把心弄丟 紅薔薇 322859 這麼多年了 威仔,胡艾彤

299311 莫斯科之窗 佚名 323463 這麼那麼難 夏天alex

234367 莫愁啊 莫愁 龔玥 231789 這樣的女人 韓紅

298889 處處聞啼鳥 佚名 303744 這樣的我們 雲天組合

298370 術士的領域 安蕾爾 320814 這樣的結果 張平

328876 被中立拖累 周筆暢 234265 這樣的愛你 龐曉宇

335784 被自己綁架[HD] 楊丞琳 318053 這輩子的愛 張凡

231545 被拋棄的人 韓信 287404 這輩子愛你 胡藝

281058 被禁止的愛 曹智賢 268747 逝去的回憶 姜佑澤

333280 被馴服的象[HD] 蔡健雅 313428 逝去的回憶 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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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658 逝去的青春 英倫希 313239 陪你走天涯 悠悠

274978 逝去的時光 潘林峯 262166 陪你走天涯 曹維

285215 逝去的愛情 若言 289496 陪你走天涯 鞠佳航

327154 速食式戀愛 田娟 334468 陪你走到底[HD] 張靚穎

344039 造船造船[HD] 陳致逸,沈達威,楊歐,徐慧,駱妍倩 301253 陪你到天亮 明聖凱

301235 連卡佛小姐 尚雯婕 313565 陪你到天亮 誓言

297382 部落格冬天 Mon Mon 233164 陪你到天涯 黃安

275135 都不算什麼 辰傑 349543 陪你到火星[HD] 蔡文智

342060 都只因為你[HD] 張韶涵 283525 陪你到永遠 何廣才

271564 都市外鄉人 閆學晶 329762 陪你到永遠 初晨

283923 都市和村莊 高楓 280905 陪你到終點 孫子涵,陸瑤

326607 都市夜歸人 郭宴 278135 陪你到最後 吳儀君,王萊

321648 都市的原民 王小愚 305761 陪你到最後 羅志祥

298379 都市桃花源 成龍,藤原紀香 266873 陪你唱情歌 貢布才讓

309938 都市樂翻天{Live} 袁哲 311699 陪我去宇宙 鄭國鋒

304526 都在等著你 臧天朔 333477 陪我去流浪[HD] 阿悄

328080 都走到了這 詹森淮 264135 陪我好不好 張智成,陳佳薪

319305 都怪我不對 波拉 308022 陪我到以後 王心凌,羅志祥

278880 都怪我不對{Live} 波拉 311626 陪我到最後 潘嘉麗

322878 都是一家人 大勇 324632 陪我到最後{LIVE} 李菓

297827 都是因為你 王心如 333009 陪我看日出[HD] 回音哥

285580 都是你害的 Hush! 309142 陪妳到最後 易桀齊

325359 都是你害的 畢書盡 294237 陪祖國過年 尤國通

324696 都是你害的 畢書盡 266618 陪祖國過年 聶建華

326608 都是我的錯 冰城愛歌,蘇青山 233171 陪著我流浪 黃安

256964 都是夜歸人 許美靜 307852 陪著我離開 子安聖皓

301272 都是為了你 易秒英 347130 陰天的秘密[HD] 先宇yu

267045 都是為了愛 門麗 290691 陸游與唐婉 張津涤

307905 都要好好的{Live} 小瀋陽,沈春陽 297956 雪人不見了 王雪晶

336858 都給我快樂[HD] 朱俐靜 286392 雪人的眼淚 Dreamgirls

293562 都對也都錯{Live} 張惠妹 318110 雪下了等待 陳義正

344050 野生遊樂園[HD] 麋先生 321681 雪山千年戀 楊皓楠,楊幸

308250 野合萬事興 左小祖咒,寶羅 286221 雪花那個飄 張曼

301333 野蠻的女友 林俊傑 344550 雪花的問候[HD] 余詩云

271513 釣魚島之歌 釣魚島組合 279763 雪海香梅盡 重小煙

344824 閉上眼看見[HD] 凡恩 348666 雪做的天堂[HD] 潘寶新

341168 閉上眼睛愛[HD] 戴愛玲 280885 雪域的祝福 央金蘭澤

265624 陪在你身邊 化學猴子 344060 雪域情歌{Live}[HD] 游美靈

325295 陪你一起嗨 望海高歌 299615 雪鄉-(倫巴) 佚名

344539 陪你一輩子[HD] 鳳凰傳奇 300162 魚兒水中游 佚名

308479 陪你去拉薩 西部牛仔 256880 魚兒水中游 許慧欣

343391 陪你去拉薩[HD] 扎西華旦 297954 魚兒那裡來 王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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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44 魚兒哪裡來 佚名 335430 單純的想法[HD] 小喬

329791 魚兒戀著水 音樂走廊,歌一生 329214 單眼皮女生{Live} 張小七,夢想的聲音

314427 麥娘的守望 葉俊華 347680 單單喜歡你[HD] 沈丹丹

305563 麻將進行曲 謝娜 310926 單親怎麼了 華強

282113 麻雀提意見 兒歌 232921 單戀一枝花{Live} 黃中原,傅薇

308343 傘下的天空 安又琪 343146 富春山居圖[HD] 趙姝

231385 傘下的幸福 霍建華 288932 富婆與屌絲 晨熙

320198 凱裡親愛的 龍智祥 231592 寒冬望春風 韓寶儀

263958 剩下的幸福 泳兒 298671 寒夜的街燈 佚名

318167 剩下的盛夏 Tf Boys,嘻遊記 298890 寒星與流雲 佚名

339079 剩下的盛夏[HD] Tf Boys 263715 寓言斯朵利 魏佳慶

281600 剩女的誘惑 高維那 314436 尋你不曾留 袁宇

272000 剩我一個人 黃海永 336474 尋找西門慶[HD] 龔玥菲

329176 創業者之歌 王冠然 332276 尋找茱麗葉[HD] 吳建豪

280501 勝女的時代 江語晨 271148 尋找愛之路 貢尕達哇

231486 勝利在前頭 軍旅歌曲 341940 尋找愛蜜莉[HD] 張韶涵

308549 勞力士男人 冷漠,趙小兵 305035 尋找瑪依拉 潘曉峰

266786 勞動和愛情{Live} 蘇陽 309949 尋愛的翅膀 貢米

327520 勞動最光榮 貝瓦兒歌 309850 尋夢大山包 格桑

303386 喂 ,有人在嗎 陳慧琳 315563 就不要再說 花世紀樂團

288820 善良的姑娘 覃春江 232658 就在這一刻 高進

268511 善意的謊言 司徒蘭芳 304233 就在這一刻 群星

284581 善意的謊言 唐古 286539 就是因為愛 伍佰

268079 喊一聲青藏 付曉婷 279073 就是因為愛 郭心

231104 喊我的名字 陶晶瑩 303536 就是我愛你 彭于晏

312108 喜慶的日子 譚晶 339449 就是要歌唱[HD] 中國小童星

288280 喜慶農家人 崔來賓 339977 就是孫悟空[HD] 郭富城

313720 喜歡一個人 鞏新亮 303526 就是這麼喬 喬洋

328353 喝了酒的歌 詹森淮 315565 就是這雙手 大張凡

331692 喝下這杯酒[HD] 孫江楓 310106 就是這雙手 康艾威

346488 喝酒唱著歌[HD] 陳群 338332 就是喜歡你[HD] 四個朋友

310787 單色霜淇淋 單色凌 332915 就是想著你[HD] 邱永傳

338289 單行的軌道[HD] 鄧紫棋 263221 就是想愛你 潘美辰,Joanna Moon

317321 單行的軌道{Live} 蘇浩,中國好聲音 327165 就是讓你美 龍梅子

325767 單身≠失戀 孫盛希 299662 就要愛了嗎-(倫巴) 佚名

326081 單身不是罪 曾春年 332988 就要愛到底[HD] 劉沖

347248 單身狗go[HD] 孫偉雄 255966 就值得了愛 萬芳

320250 單身狗之歌 譚杰希,劉心,張陽陽,左立 232776 就從今夜起 鳳飛飛

319609 單身狗情歌 徐子崴 336637 就這個調調[HD] 王繹龍,VaVa

340560 單身狗情歌{Live}[HD] 徐子崴 343153 就這麼一說[HD] 柳絮

302590 單車與跑車 張信哲,Mc Hot Dog 347294 就這麼任性[HD] 格桑英妮

279423 單飛的蝴蝶 沈志仲 330258 就這麼約定{Live}[HD] 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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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624 就這樣分手 范學斌 290491 悲傷的情歌 喬嘉

343775 就這樣分手[HD] 梁凱 342190 悲傷的結局[HD] 項正貴

344288 就這樣好了{Live}[HD] 張靚穎 302583 悲傷的嗜好 張信哲

293363 就這樣抱著 丁于 278570 悲傷專賣店 勝嶼

305075 就這樣約定{Live} 蔡琴 283059 悲傷圓舞曲{Live} 鎖曼麗

274685 就這樣愛了 吳蔚 290254 悲傷輪舞曲 趙姝

268364 就這樣愛了 劉尊,郭彤 285547 惠東迎賓曲 黃蓉

329300 就這樣愛你 郭向華 314440 惡魔不要啊 約瑟翰 龐麥郎,陳瀟

298181 就這樣愛吧 代小波 304609 惱人的秋風(迪斯可) 舞曲

271884 就等你來愛 馬力,常艾菲 287313 惱人的秋風{Live} 沙寶亮,黃綺珊

296257 就想告訴你 李咏梅 322137 惱人的秋風{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49328 就想陪著你[HD] 張江 308858 掌心裡的海 杜雯媞

327166 就愛廣場舞 大慶小芳 232780 掌聲響起來 鳳飛飛

318293 就算沒有她 安崇藝 296551 掰扯 掰扯 陳小宇

299958 就戀這把土 佚名 283479 揚帆流浪記 陽帆

348282 就戀這把土[HD] 董一帆 294020 換一個心動 Spexial偉晉

280109 就讓你開心 花世紀樂團 308600 換上新軍裝 吳娜

311029 就讓我喝醉 微微 308277 換不回的愛 田田

305838 就讓我離開 糯米 332225 換個地方住[HD] 黃雅莉

233015 就讓這過去{Live} 黃品源 262986 握不住的他 林俊傑

280822 幾十平國王 華少 305298 握不住的他 蕭蕭

328484 幾年後的他 莊心妍 320513 握緊我的手 姜育恆,李壽全

232346 幾度又幾度 高勝美 303090 揮手道別離 許美靜

299890 幾度夕陽紅 佚名 262765 揮灑一滴淚 蔣冰

325790 幾度花落時 青山 347813 敢來就敢愛[HD] 潘辰

304797 幾度花落時 鳳飛飛 348395 敢玩才會爆[HD] 黃旭

283147 幾度花落時 韓寶儀 306675 敢為天下先 張靚穎

320359 幾度煙雨濃 寒武紀 263996 敢為愛情死 閻琰

302957 幾時再回頭 莊學忠 340658 敢要敢不要[HD] 王心凌

234253 幾時再回頭 龍飄飄 306951 敢唱你就紅 冷漠

279383 幾時再回頭{Live} 青山 346607 敢愛的衝動[HD] 徐雲霄

288970 幾顆小星星 日京江羽人 329463 散了就散了 劉雨key,蘇一音

305204 復活的靈魂 曉月 317047 散文式紀念 潘芸

347757 悲哀的愛過[HD] 帶淚的魚 301958 散場的擁抱 倪安東

332294 悲催的姐妹[HD] 安又琪 301402 散落的城牆 林德榮

331359 悲傷已成曲[HD] 王媛淵 325279 散落的情緣 曉東

314439 悲傷四十度 郭歡 337571 斑馬 斑馬{Live}[HD] 姜興琦

317513 悲傷失落感 鐘明藝 294218 斑馬與蝴蝶 小城星電台

284251 悲傷的李白 徐良 316865 普羅米修詩 胡夏

303403 悲傷的玩笑 陳曉蓁 305818 晴天月兒明 龐龍

333367 悲傷的香味[HD] 蘭馨 293076 晴天裡的雨 郭慧敏

265823 悲傷的神曲 崔澤飛 291874 晴天裡的雨{Live} 郭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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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190 智取威虎山{Live} 孫楠 334114 最好的夜晚{Live}[HD] 梁家輝,陳慧琳

327812 智者行天下 蔡國慶 230674 最好的朋友 陳琳

349002 智商二五零[HD] 方木 304256 最好的朋友 群星

325214 智愛狂想曲 尚雯婕 304935 最好的朋友 劉德華

230204 曾經快樂過 陳明 338708 最好的朋友[HD] 賴偉鋒

327813 曾經我愛過 張書瑤 346152 最好的相伴[HD] 孟文豪

321931 曾經的大哥 大哲 291125 最好的時代 鳳凰傳奇

329486 曾經的少年 鄭源 313661 最好的時光 劉濤

307083 曾經的心跳 張玲(滴滴) 280280 最好的情人 鄭宇伶,蘭馨

323276 曾經的兄弟 邵杰 332266 最好的結局[HD] 八三夭

309736 曾經的你我 孫偉 323278 最好的遇見 雷一鳴

319316 曾經的那天 徐進靈 339278 最好的道歉[HD] 朱元冰

280277 曾經的幸福 陳靈強 349431 最好的舞臺{Live}[HD] 陳偉霆,黃渤,張藝興

288334 曾經的唯一 塔宏偉 296613 最好的禮物 金娃

292881 曾經的曾經 緣軒 304163 最好的禮物 群星

275239 曾經的等待 龍奔 320546 最好的禮物 藝人大合唱

296609 曾經的愛情 阿譯 343520 最好的禮物[HD] Rain

309421 曾經的感動 河東勳 324411 最自由的笑 威仔,夏凌兮

308704 曾經的夢想 李文樂 328659 最冷的冬季 不辣

283973 曾經的誓言 小山 348418 最佳男主角[HD] A-Lin

314441 曾經的纏綿 柔情 310588 最佳男朋友 郭書瑤

294733 曾經為了你 鴻飛 230363 最佳男朋友{Live} 陳曉東

323900 曾經美麗過 家家 304886 最初的地方 劉若英

321930 曾經深愛過 嚴輝 280278 最初的年華 張婧

319834 曾經愛過誰 孫露 289169 最初的自己 菲麥爾

333380 替我珍惜她[HD] 聲音樂團 284154 最初的快樂 李魏西

338024 替我照顧她[HD] 胡夏 327172 最初的信仰 原子霏

334970 最大的缺點[HD] 吳思賢 333954 最初的信仰[HD] 沙寶亮

299178 最心疼是你 佚名 338424 最初的信仰[HD] 孫浩雨

284941 最心愛的人 李鵬飛 346622 最初的記憶[HD] 徐佳瑩

285764 最牛幸福年 華語群星 230846 最初的起點 陳綺貞

278867 最可愛的人 敖長生 309600 最初的最美 胡楊林

312668 最好不相見 李漠 298595 最初的童話 何永俊

291216 最好不相見 廖昌永 295053 最初的溫柔 安香,徐子策

295443 最好吃的飯 西單女孩,梁帥 346621 最初的溫柔[HD] 趙乃吉

294265 最好的一站 張國立 327816 最初的夢想 許霖

271431 最好的天氣 郭采潔 345177 最初的夢想{Live}[HD] 范瑋琪,張雲凌,楊超毅,顧藝璇,我想和你唱

334261 最好的未來[HD] 張靚穎,韓庚 288153 最初的擁抱 尚芸菲,藍雨

348419 最好的未來[HD] 譚蒲舒童 342432 最初的擁抱[HD] 尚芸菲,蘭雨

296612 最好的未來{Live} 陳偉霆,李美錫 304049 最初的選擇 楊鈺瑩

324455 最好的自己 崔子格 332189 最孤單的人[HD] 炎彬

311935 最好的我們 謝楠 392429 最幸運的人[HD] 林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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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67 最幸福的人 黃芳 262082 最後的約定 阿悄

266061 最幸福的人{Live} 曾春年 262843 最後的夏天 冷漠

321933 最幸福的歌{Live} 李昀澤,陳飛好 329488 最後的疼愛 栗錦

336135 最近比較煩[HD] 鄭希怡,容祖兒,蔡卓妍,鍾欣潼 336732 最後的航班[HD] 劉惜君

335824 最近比較煩[HD] 鄭希怡,容祖兒,蔡卓妍,鐘欣桐 304806 最後的討伐 鳳凰傳奇

230390 最近的距離 陳曉東 319836 最後的寄託 牙牙樂

341614 最近的遙遠[HD] 齊旦布,蘭卡措 292905 最後的彩虹 舒鳴

343522 最近的遠方[HD] 熊汝霖 316932 最後的情歌 高斌

330020 最近還好嗎{Live}[HD] S.H.E 323904 最後的晚安 夏婉安,江潮

332781 最近還好麼[HD] 孫子涵 301390 最後的晚餐 林聖男

316701 最長的旅途 李琦 290605 最後的港口 夜郎野貓

336378 最長的電影[HD] 周杰倫 340914 最後的無言[HD] 王旭鵬

290168 最長的電影{Live} 蕭敬騰,勞曉音,谷微 300057 最後的傷悲 佚名

317711 最長的電影{Live} 蘇浩,孫伯倫,中國好聲音 231717 最後的傾訴 韓磊

318440 最長的電影{Live} 蘇浩,孫伯綸,中國好聲音 290184 最後的微笑 蔣雪兒

342434 最長的電影{Live}[HD] 向洋,中國新歌聲 271413 最後的愛人 郭歡

334150 最長的電影{Live}[HD] 茜拉 230717 最後的楓葉 陳瑞

335106 最長的電影{Live}[HD] 蕭敬騰,谷微,勞曉音 266508 最後的溫柔 田元

342192 最長的電影{Live}[HD] 薩頂頂,蒙面唱將 300209 最後的溫柔 佚名

319320 最帥的逆行 王可兒 283754 最後的溫柔 莊心妍

319835 最後一分鐘 克拉克(Mr.C) 313552 最後的溫柔 滿江

319318 最後一支煙 高進騰 312835 最後的溫柔{Live} 阿正

316275 最後一支煙 顧峰 328661 最後的歌曲 不辣

325842 最後一首情 蘇琛 295326 最後的敷衍 王健,趙彤

325174 最後一首歌 嘴哥樂團 342433 最後的請求[HD] 獅子合唱團

282944 最後一首歌 譚天昂 328662 最後的請求{Live} 陳辰,夢想的聲音

314444 最後一個人{Live} 謝天笑 346154 最後的請求{Live}[HD] 獅子合唱團,虞雨舟,我想和你唱

279761 最後一個吻 中華音 344394 最後的請求{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287771 最後一根煙 李萌 330573 最後的戰役[HD] 周杰倫

230244 最後一場雨 陳明真 325372 最後的擁抱{LIVE} 湘浩雨

320548 最後一場雨 熊磊 343240 最後的選擇[HD] 查亮

270460 最後一絲光 王雅 316278 最後的謊言 彭三

279610 最後尾班車 許富凱,曹雅雯 308269 最後的懸念 本兮

231360 最後的天使 雷諾兒 280279 最後的戀人 邰正宵

340913 最後的兄弟[HD] 劉川楓 233851 最後的戀愛 黎明

270768 最後的冬天 艷陽天 335439 最後的讚歌[HD] 尚雯婕

262390 最後的光景 東城衛 263883 最後情人節 謝華

311108 最後的回憶{Live} 楊紫燃 262143 最後這一課 Circus

323903 最後的安慰 宋孟君,格子兮 337575 最是李商隱[HD] 董貞

308144 最後的呐喊 王曉娟 322618 最炫小蘋果 蕭磊

338425 最後的表白[HD] 小山 337576 最炫小蘋果&小萍果{Live}[HD] 筷子兄弟,鳳凰傳奇

320551 最後的紀念 閔國銀 285406 最炫中國夢 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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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43 最炫民族風 鳳凰傳奇 312211 最美的情郎 櫻子

341991 最炫民族風{Liv}[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316832 最美的情書 陳意涵

280283 最炫民族風{Live} 李秋澤,葉瑋庭 266450 最美的情歌 王愛華

287191 最炫民族風{Live} 鳳凰傳奇 270597 最美的情歌 紅笛

341065 最炫民族風{LIVE}[HD] 鳳凰傳奇,李明霖,李艷恰,劉洋,董雪一家,我想和你唱 286994 最美的情緣 孫博

265635 最炫南寧風 南寧柒仔 313050 最美的情緣 胭脂雪飄飄,愛相隨

311025 最炫草原風 塔宏偉 284739 最美的眷戀 張洪量

339281 最炫廣場舞[HD] 玄鳥傳說 284790 最美的眷戀 情歌依依

327823 最美&彩虹{Live} 節奏部落,夢想的聲音 268938 最美的尋覓 小琢

314446 最美大陝北 賀東 322621 最美的等候 郭靜

263998 最美女兒心 閻琰 310152 最美的傷口 張宇軒

327174 最美女醫師 林曉薇 289175 最美的意外 李尚尚

329493 最美中國人 老貓 323282 最美的愛戀 風芝韻

322619 最美中國心 施強 349880 最美的愛戀[HD] 李嘉龍

278691 最美中國心 郎郎(馬志鋒) 331964 最美的新娘[HD] 阿茹娜

311951 最美中國紅 韓旭 289176 最美的溫柔 戴鳳鑫

341394 最美中國夢[HD] 陳麗媛,李嘉石 262471 最美的遇見 馮文女

322620 最美在溫州 史小祺 333886 最美的遇見[HD] 天堂飄雪

283613 最美江南水 水仙夢寒 286568 最美的遺忘 回音哥

280287 最美的女人{Live} 侯夢亮 347837 最美的瞬間[HD] 莊心妍

308492 最美的天空 西單女孩 263512 最美的戀曲 譚圳

270578 最美的天堂 索南扎西 286045 最美是故鄉 耿為華

336734 最美的天堂{Live}[HD] 張瑋 278974 最美是家鄉 大軍

289174 最美的太陽{Live} 張杰,林俊傑 346624 最美是高原[HD] 劉航孟

310513 最美的名字 紮西卓瑪 338426 最美鄉里人[HD] 洛奇

323912 最美的自己 彭偉家 341776 最美銅川紅[HD] 任靜

291521 最美的夜晚 陳幸子 332479 最美頤和園[HD] 陶紅

293161 最美的夜晚 陳幸子,吉祥 270424 最美麗的花 王繹龍

307298 最美的姑娘 王覺 299237 最重要的人 佚名

311738 最美的花季 曉依 325675 最重要的人 群星

311111 最美的相遇 楊鈺瑩 231561 最差的時光 韓寒

329494 最美的相遇 楓舞,相容 262084 最浪漫的事 阿木

314447 最美的茉莉 桑紫菲 304690 最浪漫的事 趙詠華

349881 最美的風景[HD] 子墨清漓 334207 最浪漫的事[HD] 丁少華

279770 最美的時光 周筆暢 331470 最浪漫的事[HD] 金志文

312769 最美的時光 尚琪祺 285195 最浪漫的事{Live} 胡海泉,毛妮卓瑪

288007 最美的時光 劉萱萱 306679 最真的幸福 高原

286341 最美的時光 韓晶 267286 最真的承諾 鴻偉,樂萱

311301 最美的時光{Live} 滿江 342819 最真的朋友[HD] 阿權

308028 最美的祝福 王玉 304674 最真的期待 趙詠華

334974 最美的問候[HD] 品冠 301516 最動聽情歌 門麗

328666 最美的婚紗 蒙面哥,李姝漫 346623 最寂寞的人[HD] 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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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115 最甜蜜的愛 王麟 307301 最遠的距離{Live} 王錚亮

321934 最笨的男人 大哲 309261 最遠的遠方 金志文,朱娜

262393 最最喜歡你 東于哲 329495 最遠的遠方 舒北

317706 最棒的自己 姬長樂 328669 最酷的天才 譚詠麟

348421 最痛的倔強[HD] Spexial 294102 最親密的人 岡林,丁曉松

342820 最貴是健康[HD] 孫曉磊 338427 最親密的人[HD] 孫江楓,王雲鶴

346157 最貴是健康{Live}[HD] 孫曉磊 330872 最親愛的你[HD] 范瑋琪

313384 最傷心的人 曾春年 340674 最懂我的人[HD] 鐘盛忠,鍾曉玉

302163 最傷心的歌 桐雨 253475 最懂得愛你 曾寶儀

263819 最傷心的歌 蕭全 314448 最糟糕的事 黃樂其,黃政

307867 最傷感的人 小山 298119 最壞的寶貝 王靜瑩

309859 最傻的傻瓜 栾添翔 255077 最難忘的人 王芷蕾

265602 最愛上海灘 劉德華 300058 最難忘的人 佚名

264114 最愛不是我 張心傑 289178 最難唱的歌 林育群

275045 最愛民族風 紅月 307932 朝未來出發 天悅

283903 最愛你的人 李浩民 349892 朝聖去拉薩[HD] 哈尼

313101 最愛你的人 常艾非 289189 朝聖的阿媽 格讓妹

294111 最愛你的人 劉傳彬 296648 期待的歌謠 龍梅

305349 最愛你的人 龍奔 297274 棒子 老虎 雞 520女子演唱組

233263 最愛你的心 黃得偉 348439 棒棒的告白[HD] 孟一飛

335124 最愛你的笑[HD] 蔡恒 308817 森林的顏色 李智

346995 最愛宋小寶[HD] 常小寶 299539 欺騙你的心 佚名

262781 最愛的女人 金城 338712 殘忍的傷痛[HD] 王旭鵬

234163 最愛的女人 龍奔 280773 殘忍的纏綿 劉忻

312267 最愛的女孩 大哲 343909 殘留[HD] 何杰

319837 最愛的女孩 小豪 296679 殘留的昨天 吳宏彬

282114 最愛的女孩 元強 270675 殘留的溫柔 胡小寶

316281 最愛的女孩 朱子峰 337450 殘留的諾言[HD] 蘭旭陽

323905 最愛的姑娘 吳亞榮 310055 殘缺的完整 動力火車

308691 最愛的姑娘 李子杰 268972 殘缺的美麗 山野

334084 最愛的姑娘[HD] 張曉明 302188 殘缺的溫柔 浩瀚

326360 最愛的是你 陳喆,張庭銳 304322 殘缺的溫柔 葉璦菱

335434 最愛的是你[HD] 小喬 292356 殘缺的歌謠 山鷹組合

269082 最愛的情歌 張凌楓 332114 殘酷的溫柔[HD] 彭佳慧

305628 最愛的寶貝 韓超 233193 殘酷的溫柔{Live} 黃小琥

343883 最新民族風[HD] 赫拉含青 293767 殘酷的離別 紫海

329490 最溫柔的你 婳詩詩,格子 303189 渴望你的愛 郭琬

335195 最當初的心[HD] 顧芮寧 335613 渴望就一塊[HD] 蔡依林

328667 最該圓的夢 張信子 231073 湖心草深長{Live} 陶晶瑩

297344 最遠的位置 Js 326417 湖光水色調 戴荃

338428 最遠的身邊[HD] 游鴻明 230527 湖邊含羞草 陳淑樺

254278 最遠的旅行 楊鈺瑩 318595 湘西小阿妹 湯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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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863 湘西攔門酒 陳思思 291861 無悔的選擇{Live} 蔡國慶,林萍

232938 無人的海邊 黃仲昆 306684 無悔的選擇{Live} 戴玉強

344426 無人證現場[HD] 吳旻欣 340410 無悔這一生掙扎[HD] 成于申

327178 無心的男人 天芯 284558 無悔愛一場 吳松發

284987 無心傷害你 夢龍 326431 無眠的夜裡 賈富營

306682 無止盡的路 Connie(呂莘) 234318 無情的背叛 龐龍

300060 無水的彩筆 佚名 319889 無情的情人 孫露

327179 無休的結局 王愛華 271114 無情的情書 譚詠麟,杜麗莎

284762 無名的情歌 張震嶽 289789 無情的情書{Live} 孫楠,李沅幫,叢浩楠

322692 無名的情歌{Live} 張震嶽 316634 無情的情書{Live} 張杰,王思遠

322168 無字的墓碑 心瑤 334091 無情的情書{Live}[HD] 張杰

300061 無言的山丘 佚名 314454 無情的情歌 丁紫

233078 無言的山丘 黃品源 306686 無情的情歌 秋褲大叔

232432 無言的吶喊 高勝美 310147 無聊的告白 張圳

230524 無言的表示 陳淑樺 231606 無聊的遊戲 韓寶儀

296774 無言的思念 沈昊飛 402378 無結局的愛 林玉英

410360 無言的眼淚 張蓉蓉,李明洋 271895 無煙每一天 駱容溶

301135 無言的結局 卓依婷 306688 無盡的別離 唐美華

256104 無言的結局{Live} 葉倩文 288261 無盡的旅途{Live} 璽兒

231917 無言的訴說 額爾古納樂隊 284260 無盡的煙火 許志安

231628 無言的溫柔 韓寶儀 305289 無語的送你 蕭蕭

315071 無奈的四季 姚貝娜 232436 無語問蒼天 高勝美

307455 無奈的守望 金木 348481 無憂的藍天[HD] 小柯,老狼

307379 無奈的守望 蔡雯君 295417 無敵大乞丐 蕭磊,馮曉榮

295421 無奈的放手 蕭磊 284160 無敵開心果 陳曉東

231634 無奈的思緒 韓寶儀 321453 無糖的咖啡{Live} 楊樂,中國之星

300062 無奈的相思 佚名 344761 無聲的世界[HD] 盧篤昕

308768 無奈的紅塵 李姳 264094 無聲的吉他 張學友

319887 無奈的執著 萬乘齊 328749 無聲的守護 汪與軒

300410 無奈的淚滴 佚名 303257 無聲的春雨 陳俊華

316582 無奈的牽掛 紅薔薇 270873 無聲的歲月 葛本軍

319888 無奈的牽掛 香玲 308181 無邊的孤單 包胡爾查,李玲玉

272052 無奈的結局 龍梅子,閆旭 311190 無邊的寂寞 葛本軍

298216 無奈的傷悲 囚鳥 253171 無邊際的夢 徐懷鈺

323969 無奈的愛戀 吳沙 280422 琪琪的問題 陳雅琪

324246 無奈的歎息 伍樂吉 310977 琴鍵上的淚 黃勇深

265500 無奈的選擇 何龍雨 336788 番茄狂想曲[HD] 魯士郎

338064 無果花兒開[HD] 蘇瑋 329590 番茄炒黃瓜 趙真

308388 無法忘記的 旭日陽剛 316074 畫一些美好{Live} 胡鈺佳

271502 無限的奇跡 金澤 256496 畫一道彩虹 蕭亞軒

332588 無限度自由[HD] 鄧福如 347413 畫下年少然[HD] 任然

323971 無悔的歲月 趙維琦 308055 畫中的媽媽 王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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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09 畫仙入蝶魂 熊七梅 336258 童年的機場[HD] 崔子格

333015 畫出我世界[HD] 尚雯婕 318598 童年海盜船 蕭傑

268871 畫板上的夢 宋熙銘 346701 童年最美麗[HD] 鄧文怡

275022 畫裡的仙遊 王瑩 294965 童真與夢想 吳長英

288114 痛了還想愛 李澤堅 342478 童裝高跟鞋[HD] 陳明憙

348511 痛心的唯一[HD] 楊帥帥 309835 童話大夢王 徐麗萩莎

340701 痛心的領悟[HD] 李帥威 294473 童話啊童話 王愛奉,張偉

327930 痛快的哀艷{Live} 蘇詩丁,天籟之戰 266012 童話裡奔跑 施星伊

339309 痛快的哀豔[HD] 蘇打綠 347429 筆墨紙硯情[HD] 雁南飛

310300 痛快哭一場 張皓宇 347430 等下一個他[HD] 習譜予

348512 痛快醉一回[HD] 賀一航 281301 等不到的愛 王愛華

234074 痛並快樂著 齊秦 280470 等不到的愛 易帆

349057 痛並快樂著[HD] 孫有為 270068 等不到的愛{Live} 樊凡

320674 痛並快樂著{Live} 齊秦 324553 等不起的人 成成

340094 痛並快樂著{Live}[HD] 齊秦,中國之星 286254 等你一千年 楊青

336031 痛並快樂著{Live}[HD] 魏然,中國好聲音 266757 等你一句話 藍紫

311812 痛到不會哭 錢紅 254291 等你一萬年{Live} 楊鈺瑩

301065 痛苦的回憶 貝司 306692 等你一輩子 劉方慶

291047 痛苦的網戀 香香 305699 等你一輩子 顏楚楚

309247 痛苦算什麼 邱永傳 309332 等你在草原 阿桑.格萊鵬措

311075 痛埋在秋天 楊亞林 338137 等你在敖包[HD] 韓婷

334516 痞子遇到愛[HD] 林逸欣 324034 等你來小寨 雪域格桑

302665 發生什麼事 張惠妹 287239 等你來疼我{Live} 平安

233479 發生什麼事 黃立行 309848 等你來草原 格格

305935 發生什麼事 鐘盛忠 319325 等你的回答{Live} 湯媛媛

348515 發光的星體[HD] Swin 313655 等你的季節 劉詩詩

297986 發財又興旺 王雪晶,莊群施 288396 等你的季節 嚴藝丹

346234 發現心樂園[HD] 左左右右 331180 等你的季節{Live}[HD] 吳奇隆,劉詩詩

315774 發現你喜歡 關心帥 270951 等你對歌來 蒲紫微

264105 發燒的感覺 張小覺 324036 等你說分手 沈千依

253338 短暫的等待 于台煙 269312 等我一輩子 徐千雅

256503 窗外的天氣 蕭亞軒 300908 等我那一天 李逸

282945 窗外的霓虹 譚天昂 324039 等我遇見你 李健

266132 窗臺看火車 李楊飛 341185 等我遇見你[HD] 李健

327181 童年的月亮 小月亮組合 308085 等我賺了錢 王基飛

309970 童年的村莊 馬雨賢 305681 等到天已老{Live} 雙hic組合

278681 童年的故鄉 邢繼光 309638 等到你回來 郎郎(馬志鋒)

341037 童年的星星[HD] 之妙董凱與點樂團 342197 等到那一天[HD] 小劉歡

271092 童年的家園 諾恩吉雅 269040 等到桃花開 龐龍

308566 童年的時光 吳介賢 285140 等咱有錢了 粥稀稀

317886 童年的時光 李晨 342028 等待你出現[HD] 小野麗莎

323371 童年的時光 夏川 303631 等待你回航 無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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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73 等待你的心{Live} 高林生 325379 給自己的歌{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344473 等待我的船[HD] 左小祖咒 342198 給自己的歌{Live}[HD] 官靈芝,中國新歌聲

269010 等待的沉默 常艾非 310184 給你一個吻 張政,李硯琴

319925 等待的季節 梁川宇 327988 給你安全感 覃楨

265374 等待與期待 嵐馨樂團 263733 給你我的愛 兄弟聯

347904 等候你的愛[HD] 李必志 302125 給你的年紀 徐譽滕

292528 等哥有了錢 智濤 314461 給你的幸福 王藝

323373 等哥有錢了 高少華 328820 給你個春天 音樂走廊,李晶

294103 等著你回來 馮碧雲 324048 給你們的歌 郝祺

278114 等著你回來 劉雅麗 341379 給你們的歌[HD] 郝祺

344782 等著你回來[HD] 小男孩樂團 307128 給快樂加油 徐新軍

346259 等著你回來[HD] 劉濤 298279 給我一支煙 任坤

317894 等著你回來{Live} 莫旭秋 269569 給我一首歌 朱丹

346260 等著我來愛[HD] 雲丹久美 328823 給我一個吻 囚鳥

312458 等愛的女人 安琪 230870 給我一個吻 陳美鳳

324223 等愛的姑娘 烏蘭托婭 296914 給我一個吻 楊子姍

232751 等愛的玫瑰 鳳凰傳奇 294782 給我一個吻{Live} Emily(Chinese)

287503 等愛的孩子 甜美真 312694 給我一個吻{Live} 汪明荃

282834 等愛的新娘{Live} 蘇勒亞其其格 327188 給我一個吻{Live} 萬妮達,中國新歌聲

296888 等愛的鳳凰 郭麗霞 304334 給我一個吻{Live} 葉麗儀

302230 紫色的玫瑰 真妮 317913 給我一個吻{Live} 謝雷

349498 紫薇啊紫薇[HD] 那對夫妻 336811 給我一個吻{Live}[HD] 李安梅

310409 紫鵲界戀歌 悠悠 330278 給我一個吻{Live}[HD] 蔡琴

266497 結婚狂想曲 王雯 285902 給我一個贊 旺福

292117 結婚那麼貴 劉陽 328824 給我你的愛 原子霏,冷中易

302092 結婚對不對 徐若瑄 313032 給我你的愛 格格,辛健

285514 絕望的等候 顏羽 331735 給我你的愛[HD] 張杰,林宥嘉

327987 絕望的離開 不辣 274906 給我你的愛{Live} 林宥嘉,張杰

352467 絕戀帝女花{Live} 夾子道 299404 給我的不夠 佚名

256954 絢麗的霓虹 許美靜 314464 給我的永遠 王聃葳

279117 給不了承諾 花哥 304366 給我的弟弟 董映言

334046 給不了的愛{Live}[HD] 劉超華 317914 給我的快樂 胡夏

314877 給少年的歌 程璧 291116 給我個理由 六哲

298142 給心放個假 王麗達 280481 給我個理由 劉明輝

346714 給句痛快話[HD] 趙星翔 327189 給我個理由 鄭娟

302707 給另一個你 張韶涵 314465 給我麥克風 賀東

341804 給它一個家[HD] 華語群星 302330 給我幾秒種 閃亮三姐妹

342904 給未來的我[HD] 陳貝貝 282721 給我愛的你 王若希

345304 給自己的信[HD] 好妹妹樂隊 233268 給我寫封信{Live} 黃志堅

332285 給自己的歌[HD] 夏雨 312112 給我雙翅膀 譚藝萱

300796 給自己的歌{Live} 李宗盛 319427 給奇怪的你 猛虎巧克力

287322 給自己的歌{Live} 卓義峰 335413 給妳的情書[HD] 孔雀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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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148 給朋友的話 張棟樑 343365 貴州我愛你[HD] 猴子

265885 給爸爸媽媽 張揮 297058 買買買買買 鯨魚島樂隊

265969 給某某的信 徐譽滕 284178 買還私奔的 郝雲

270345 給家捎個話 王喆 306702 賀呀賀新年 巧千金

282690 給家捎個話 王麗達 313513 賀呀賀新年 群星

313391 給家捎個話 曾擎 328054 賀歲賀吉祥 群星

284108 給特別的你 陳赫 334402 趁你還年輕[HD] 華晨宇

334304 給從前的歌[HD] 洪凱律 291963 超人打怪獸 Pop Corn

317912 給您拜個年 曾敏 321616 超自然現象 蘇盈之

280480 給悲傷機會 樊凡 271444 超完美地獄 郭采潔

328822 給媽媽的信 胡莎莎 282332 超完美極品 安心亞

332470 給媽媽的話[HD] 趙詠華 282545 超時空的你 李梓菡

293060 給媽媽的歌 鄭志立 301790 超時空愛情 胡彥斌,蘇永康

289361 給媽媽的歌 薛炳進 319330 超級大市場 夏嘉偉

293442 給愛點個贊{Live} 葉恒秀 342956 超級大話精[HD] Ageboy

313082 羡慕嫉妒恨 高林生 263234 超級自戀男 喬洋

290772 羡慕嫉妒恨 楊謹,莊京京,成琅,董方啟,周維佳 233072 超級星期天 黃品源

274975 羡慕嫉妒恨 瀟瀟 336264 超短裙車模[HD] 張希晨

332441 羡慕嫉妒恨[HD] 張藝瀟 269401 超越的列車 摩登咖啡

334913 羡慕嫉妒恨[HD] 龍飛 334405 超跑情人夢[HD] 卜學亮

324074 舒心的日子{Live} 王宏偉 308699 越冷越想你 李戈

331813 舒適的牢籠[HD] 梁心頤 305881 越吻越傷心{Live} 蘇永康

314467 菊花滿山爆 龍奔 321617 越走越相信 莊偉斌

293472 菊花爆滿山 天堂飄雪 304888 越來越美麗 劉若英

339087 菊花爆滿山[HD] 馬博 233873 越夜越寂寞 黎明

339561 菩薩 菩薩[HD] 李強 318033 越看越尬意 四個朋友

279045 菩薩不會老 顧凱 318034 越笑越難過 莊心妍

268667 菩薩的笑容 和尚兄弟 267129 越唱越寂寞 陳娟兒

339329 菩薩的笑容[HD] 任承浩 291032 越痛越想你 雷諾兒

347939 華夏五千年[HD] 李昕翰 263213 越想越心痛 潘子華

232186 華夏春滿園{Live} 馮曉飛 334066 越愛越明白[HD] 尚雯婕

335189 華麗的牢籠[HD] 雷應婕 316295 越愛越美麗 徐浩峻

230819 華麗的冒險{Live} 陳綺貞 328059 越愛越陌生 六哲

265100 華麗的獨秀 Super Junior M 319988 跆拳道之戀 希琪

333434 華麗進行曲[HD] 潘瑋柏 266603 跑出一片天 群星

329672 萌萌在哪裡 高夫 279717 跑車與坦克 張震嶽

298955 蛤蟆跳下水 佚名 284817 跑馬山情思{Live} 擁江帆

331736 街角的祝福[HD] 張杰 284115 距離的擁抱 周覓

328036 街角的祝福{Live} 戴佩妮,隱藏的歌手 292582 辜負你的情 李克勤

265641 註定的結局 司馬原野 290211 週三的情書 蔡健雅,周三

270529 註定離不開 石梅 335112 週三的情書[HD] 蔡健雅,周三

349132 貴州我的家[HD] 謝世超 347968 週末快樂吧[HD] 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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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28 週末要休息[HD] 朱思蕊 310035 雄鷹翅膀上 高洪章

234032 鄂爾多斯戀 齊峰 265186 雅魯藏布江 烏蘭圖雅

343384 鄉情甜又美[HD] 王瑩 320850 雅魯藏布江 馬亞維

302557 鄉間的小路 張明敏 280761 雲上的誘惑 劉偉

314979 鄉間的小路{Live} 周安信 281580 雲南好地方 雷佳

339584 鄉間的小路{Live}[HD] 閆旭輝 346778 雲貴高原美[HD] 王平,吳小剛

324935 開口說愛你 趙采兒 302687 雲裡的月光 張敬軒

347992 開什麼玩笑[HD] 謝崢,Zama,阿男 299461 雲霧中的你 佚名

271638 開心小員警 陳偉 299109 黃色的玫瑰 佚名

349539 開心干一杯[HD] 張民山 256535 黃色耶誕節{Live} 蕭亞軒

343581 開心不起來[HD] 熱斑樂隊 234242 黃昏的故鄉 龍飄飄

300541 開心幸福年 佚名 336292 黃昏練習曲[HD] 海哲明

340770 開心的化妝[HD] 徐夢晗 286320 黃果樹瀑布{Live} 陳昕

323483 開心的日子 王妮娜 321708 黃河口兒女 牛燕

347128 開心的果實[HD] 袁宇 299275 黃河船夫曲 佚名

333371 開心唱著歌[HD] 呂雯 333815 黃河船夫曲{Live}[HD] 龔琳娜

347994 開心就足夠[HD] 徐真真 304096 黃葉舞秋風{Live} 群星

338171 開心過大年[HD] 豪豪(謝昊軒) 294643 黑土地之愛 閻鳳梅

304726 開水或愛情 趙薇 318144 黑土地之戀 王瑩

304646 開車不喝酒 趙本水 334375 黑白格子裙[HD] Snh48

322893 開車別喝酒 無悔 309042 黑白鍵交錯 奇易安

326621 開車別喝酒 劉繼業 310903 黑色的花心 程勃森

271628 開始了寂寞 陸瑤 324194 黑色星期天 陳佳

332802 開始下雨了[HD] 樊凡 293498 黑色曼陀羅 婭琪朵

302304 開始連結吧 袁泉 327194 黑色曼陀羅 張寒

324650 開的比花香{LIVE} 楊紫 348693 黑夜問白天[HD] 林俊傑

303474 開開開出租{Live} 雪村 289536 黑夜裡的光 張靚穎

341004 開落的幸福[HD] 范小倩 234116 黑暗的沉思 齊秦

291971 開學第一課{Live} Tf Boys 345790 黑暗的社會[HD] 玖壹壹,黃立成

329756 間諜的名字 守夜人 Night Keepers 316303 黑貓的計謀 魏如萱

318472 陽光七彩夢 獵人 320967 亂世三國殺 路飛老濕

344542 陽光小鬼頭[HD] YHBOYS 299831 傲慢與偏見 佚名

274728 陽光在身邊 姚越 230517 傲慢與偏見 陳淑樺

312882 陽光在身邊 姚越,金志文 333305 傲慢與偏見[HD] 郭靜

297983 陽光和小雨 王雪晶 344179 傲嬌與偏見[HD] 迪麗熱巴,張雲龍

328961 陽光空氣水 同恩 336097 傳奇 東莞[HD] 曾巍

284371 陽光音樂生 丁維偉 268694 傳奇的草原 塔拉吉斯

345773 陽光圓舞曲[HD] 張淑虹 323600 傳遞正能量 梁海洋

300631 雁兒在林梢 佚名 311949 傷了我自己 韓冰

232839 雁兒在林梢 鳳飛飛 279902 傷了我的心 孫露

348661 雄雄想起你[HD] 許富凱 232682 傷了我的心 魏文超

336868 雄鷹的翅膀[HD] 曲爾登 279250 傷了我的眼 李澤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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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940 傷心人的淚 天雲 312217 傾城的月光 蘭花指

344180 傷心太平洋[HD] 汪東城 348824 嗚ouuu[HD] 孔令奇

309071 傷心火玫瑰 孟楊 311705 嗨還記得嗎 鄭嘉陽

300711 傷心牛角尖 夾子樂團 311275 圓圓的思念 廖昌永

263117 傷心代言人 孟楊 295360 圓夢大中華 竹鄉哥

326031 傷心的一天 范龍 293545 圓夢大中華 莊上榮

327196 傷心的女人 田娟 326088 圓夢的時代 莊秋玉

345896 傷心的月台[HD] 陳兆飛 305160 塑膠玫瑰花 鄭鈞

308360 傷心的月臺 安東陽 300116 塔里的女人 佚名

278032 傷心的玫瑰 丁童 346500 塔拉諾特格[HD] 李郡一

289656 傷心的城市 冷漠 341247 塔頂上的貓[HD] 王巧

315817 傷心的陌陌 喬嘉 231914 奧林匹克星{Live} 順子,齊秦

329138 傷心的記憶 湯非 304248 奧林匹克情{Live} 群星

233026 傷心的婚紗 黃品源 269637 奧運中國結{Live} 李利依

275120 傷心的情歌 賀一航 231366 奧運狂歡夜 雷龍

253601 傷心的港口 曾淑勤 230000 奧運的微笑 陳思思

326032 傷心的滋味 閆穌 308128 媳婦你真好 王瑛淇

322298 傷心的愛情 東方依依 306713 媳婦當車模 何鵬

290855 傷心的過往 王建芳 269598 媽 我想你了 朱雅

307129 傷心的寶貝 徐新軍 349737 媽在家就在{Live}[HD] 王賀

264095 傷心雨在下 張寧益 342354 媽咪媽咪轟{Live}[HD] Snh48

301830 傷心耶誕節 范思威 311880 媽祖的祝福{Live} 儲蘭蘭

305634 傷心酒吧街 韓超 298356 媽媽 我很好 安以軒

282214 傷心愛情雨 葉時偉 312096 媽媽,下雪了{Live} 譚凌風

230435 傷心樂傷心 陳柏圻 340322 媽媽[HD] 樂天

310672 傷心證明書 陳奕迅 339109 媽媽在哪裡[HD] 斯琴高麗

342609 傷害的理由[HD] 沈志仲 347725 媽媽好想你[HD] 六郎

278450 傷情的月亮 林爽 323724 媽媽你好嗎 梁川宇

284382 傷愛的理由 上官曉懿,常聞迪 311239 媽媽別擔心 雷佳

344922 傷愛的理由[HD] 上官曉懿,常文迪 312455 媽媽我很好 安以軒

299421 傷感的電影(倫巴) 佚名 231524 媽媽我很好 鞏新亮

317225 傷感排行榜 鍾應龍 348878 媽媽我陪你[HD] 張學慧

301623 傻瓜也有愛 侯歌 262780 媽媽我想你 金城

321018 傻瓜的信仰 丁克森 265475 媽媽我愛你 任軍太

306946 傻瓜的冒險 信 323119 媽媽我愛你 岳太陽

287541 傻瓜的問候 雷諾兒 232860 媽媽我愛你 麥子傑,黎亞

253462 傻笑的照片 曾寶儀 304601 媽媽呼喚你(快三) 舞曲

295941 傻傻的女人 藍若兮 295325 媽媽的心願{Live} 王麗達

288330 傻傻的哥哥 紫夢格格 308971 媽媽的年菜 卓依婷

282428 傻傻的等候 彤傑 346918 媽媽的村莊[HD] 王藝曉

263673 傻傻的愛你 王藝霖 325478 媽媽的味道 車曉菲

310769 傾城的月光 陶慶友 328438 媽媽的味道 紀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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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85 媽媽的恩情 佚名 308493 微笑著堅強 西單女孩

284389 媽媽的恩情 烏蘭圖雅 253857 微笑著揮手 楊乃文

314481 媽媽的恩情{Live} 包青山 310009 微笑說再見 高玉玫

323120 媽媽的恩惠 劉玉東 285526 微笑說離開 馬旭東

284542 媽媽的眼淚 吉杰 288402 微笑離開你 樂一

287171 媽媽的眼睛 小臭臭 264035 微涼的記憶 周傳雄

300155 媽媽的眼睛 佚名 306716 微甜的回憶 楊子姍

333656 媽媽的眼睛[HD] 朱麗婷 310668 微博分手記 陳奐仁

292176 媽媽的微笑 周佳 324791 想不到是你 田維英

335362 媽媽的歌謠[HD] 烏蘭圖雅 234379 想不想自由 龔詩嘉

341143 媽媽的舞步[HD] 張丹鋒 319336 想你 你就在 曹芙嘉

311120 媽媽的餃子 楊鯤 233273 想你一秒鐘 黃志瑋

339110 媽媽的懷裡[HD] 王旭鵬 314488 想你一萬遍 掠瓊

344261 媽媽是超人[HD] 伊能靜,胡可,馬雅舒,包文婧 333667 想你不想你[HD] 楊歡

323118 媽媽就是家{Live} 黃華麗 343173 想你心會痛[HD] 雨宗林

282836 媽媽對不起 蘇富權 280176 想你比蜜甜 劉慧湘

340586 媽媽對不起[HD] 秋褲大叔 299551 想你在夢裡 佚名

288916 嫁個好老公 河靜靜,劉沖 338676 想你在麗江[HD] 賀金

339215 嫁就嫁了吧[HD] 陳偉 310949 想你好遙遠 馮瑞萍

308899 嫁給大西北{Live} 沙莎 349347 想你我不煩[HD] 溫建林

309883 嫁給他的錢 海峰 347760 想你我不說[HD] 丁思忖

304984 嫁給有錢人 歐陽明琪 327206 想你的時光 莫小浪

270400 嫁給我好嗎 王濤 284202 想你的時候 金貴晟

285360 嫂子祝福你 郭術軍 307086 想你的時候 張玲(滴滴)

327203 嵩陽那些年 柴超 317527 想你的時候 萬子良

315000 幹了這一杯 盧星燦,唐曉童 306719 想你的時候 謝作健

307198 幹了這杯酒 杜歌,二龍湖浩哥 326229 想你的時候 鐘盛忠,鍾曉玉

310270 幹了這杯酒 張寒 299212 想你的理由 佚名

303515 幹掉你的胃 傅珮嘉 297590 想你的習慣 小宇

315001 幹嘛那麼累 光頭阿興 332876 想你的距離[HD] 戴愛玲

233991 廉價的愛情 黑龍 280177 想你淚兒流 戰素傑

304734 微小的部分 趙薇 341235 想你就寫信[HD] 浪花兄弟

311050 微信不能信 新街口組合 327673 想你想到痛 阿悄

309416 微信情妹妹 咪依魯江 329345 想你想哭了{Live} 馬智宇

310141 微信惹得禍 張可兒 297284 想你想瘋了 B.A.D

327204 微信搖一搖 王馨 294418 想你想瘋了 栗錦

296304 微信搖一搖 陳依然 286848 想你想瘋了{Live} 郁可唯

309406 微笑吧 中國 南建雄 304612 想你想斷腸(慢三) 舞曲

349780 微笑見面禮[HD] 李東樺,唐曉武,蔡若蕾 348317 想你會落淚[HD] 張煜楓

311621 微笑的眼淚 潘翔小豆 289689 想忘不能忘 勤琴

256454 微笑的預感 蕭亞軒 329348 想忘忘不得 馬雨梵

304727 微笑等著我 趙薇 256458 想找一條船{Live} 蕭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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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08 想改變今晚 孫子涵 294202 想著你的好 孫中亮

302353 想到和做到 馬天宇 306960 想著你的好 劉愷

330734 想幸福的人[HD] 楊丞琳 314491 想著你的好{Live} 祁隆

307933 想念一個人{Live} 天悅 287073 想媽的日子 譚晶

319721 想念在心裡 馬可謙 321235 想愛一瞬間 陳岩,花樹

317535 想念你 媽媽 劉麗娟 262058 想對你們說 A One

309209 想念你的人 欣哲 290570 想對爸媽說 吳曉榮

333928 想念你的夜[HD] 李玟 310192 想說給你聽 張娜拉

343804 想念你的夜[HD] 銀紗 340614 想戀一個愛[HD] 丁噹

297434 想念你的歌 Saya 335454 想讓你回來[HD] 張凱

323792 想念你媽媽 蘇青山 317537 想讓你快樂 阿軍

300872 想念的幸福 李彬 311278 想讓你幸福 榮楊

289016 想念的重量 拾參樂團 296353 想讓你驕傲 黃美珍

288059 想念的愛人 吳松發 303040 愈夜愈美麗 莫文蔚

254375 想念是笨的 汪佩蓉 331047 愈愛愈明白[HD] 黃小琥

256457 想念耶誕節 蕭亞軒 296357 意外的邂逅 張杰

308130 想念陌生人 王瑞淇 330611 愚人的國度[HD] 孫燕姿

309715 想念愛的你 孫中亮 286906 愚昧的付出 高韓

323177 想念愛的你 劉偉光 294732 愚蠢的幸福 鴻飛

316585 想的全是你 紅薔薇 296358 愛 不簡單 張杰

310461 想流浪的魚 梁文音 309674 愛 你怎麼看 倪新宇

263675 想為你做的 王野 294089 愛 這件事情 傅又宣

319343 想為你唱歌 陳泳潑 283877 愛 閉上眼睛 景崗山

298892 想要忘了你 佚名 269146 愛,我不敢說 2014中國小童星演唱會童星代表

278638 想要和你飛 費玉清 301182 愛,無所不在 周傳雄

326234 想要的自己 李貞瑤 290773 愛2013 楊謹,徐曄,秦潔

325003 想要的浪漫 陳瑞 270554 愛一刀兩斷 程欣

257025 想要的感覺 許茹芸 343177 愛一次不夠[HD] 阿毛

232765 想要跟你飛 鳳飛飛 347761 愛一次就好[HD] 王奕心

321876 想要夢見你 李德筠 327678 愛一百萬次 陳傑瑞

262657 想要認識你 花世紀樂團 319723 愛一定很累 王旭鵬

349800 想要靠近你[HD] 韓雍杰 323794 愛一直存在 吳芊興

320402 想哭就哭吧 朱業晉 319404 愛一直存在 吳梓涵

317530 想哭就微笑 郝婉彤 333999 愛一直都在{Live}[HD] 金錿

309761 想家的幸福 孫輝 289659 愛一個也錯 冷漠

315586 想起老爸爸 杜春梅 337951 愛了一輩子{Live}[HD] 龐龍

297536 想起老媽媽 于文華,鬱鈞劍 265852 愛了不後悔 流浪歌手

313874 想起老媽媽 蘇青山 327681 愛了你好久 不辣

286260 想起你的好{Live} 楊鈺瑩 309610 愛了別放手 苗偉

291113 想起你的美 傲藝 264113 愛了就沉倫 張心傑

297418 想做少奶奶 S.H.E 336659 愛了就知道[HD] 順子

303217 想牽你的手{Live} 陳戈 300063 愛人去不回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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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915 愛人似蜜糖 莊學忠 314495 愛已成習慣 任賢齊

311483 愛人你好嗎{Live} 劉春雲 314496 愛已成罪過 姜青濤

263915 愛人的肩膀 易秀明珠 263473 愛已經離開 天孿兄弟

324609 愛人的酒杯 李創 323796 愛不用說話 林意涵

302935 愛人的婚禮 莊學忠 290524 愛不再回來 冉青霞

232794 愛人頂呱呱 鳳飛飛 328523 愛不再回來 孟楊

313177 愛人離開我 張勝淼 284950 愛不再回來 楊廷廷

267807 愛上一個人 Av芭比 287977 愛不再回來 鄧小龍

405104 愛上一個人 陳盈潔 335352 愛不再呼吸[HD] Spexial

230087 愛上一個人 陳慧琳 232811 愛不完的你 鳳飛飛

254150 愛上一個人 楊林 230366 愛不是一切 陳曉東

231977 愛上一個人 顧莉雅 298623 愛不是佔有 何麗麗

262181 愛上一個夢 程響 232768 愛不是佔有 鳳飛飛

344312 愛上了驕傲[HD] 吳陌川 341736 愛不是遊戲[HD] 胡大亮,單藝

268296 愛上三清山 冷漠 278629 愛不要遺憾 謝佳見,謝慧嫻

310465 愛上下雨天 梁詠琪 334591 愛不要曖昧[HD] 鄒文正

280863 愛上大草原 唐冰冰 286249 愛不能寄存 楊麗

309481 愛上大眼睛 星君 303095 愛不曾離開 許飛

329353 愛上小男人 苑紫盈 268850 愛不會停電 守望,譚小利

343808 愛上水仙花[HD] 泳兒 230431 愛不會寂寞 陳柏全

316650 愛上幼稚園 張庭,鐘麗緹,王祖藍 303057 愛之初體驗{Live} 莫文蔚

315463 愛上幼稚園 鐘麗緹,嚴稚棱 340350 愛之初體驗{Live}[HD] 李玟,我是歌手

309145 愛上民族風 杭嬌 320412 愛什麼稀罕{Live} 谷嘉誠,伍嘉成

327214 愛上你不悔 天芯 280367 愛什麼稀罕{Live} 劉雅婷,張欣奕

270214 愛上你不悔{Live} 浩軒 288443 愛什麼稀罕{Live} 鄭智勛

325019 愛上你姑娘 韋小波 342205 愛什麼稀罕{Live}[HD] 曾敏杰

298509 愛上你的美 羽泉 331167 愛什麼稀罕{Live}[HD] 劉振宇

301585 愛上你的美 雨天 335358 愛什麼稀罕{Live}[HD] 叢浩楠

285188 愛上你的美{Live} 梁佳杰 332776 愛心大無限[HD] 大小姐

305173 愛上你的假 鄭毅 314883 愛比誓言冷 李秋實

280364 愛上你的愛 梁佳杰 299805 愛火在燃燒 佚名

333950 愛上你的愛[HD] 唐杰 314498 愛火在燃燒 賈孟昕

233499 愛上你的網 黃美詩 267174 愛只是傳說{Live} 陳興瑜

329354 愛上我所有 彭佳慧 342737 愛只為你寫[HD] 陳永馨

310250 愛上妳的謊 張祥洪 257029 愛只剩一秒 許茹芸

312155 愛上油菜花 蘇泉 280376 愛失去香味 一綾

320407 愛上狼的羊 何凡 347324 愛正在發生[HD] 邱勝翊

301541 愛上狼的羊 阿振 306727 愛在八萬里 火雅

274929 愛上草原郎 格根珠拉 348934 愛在下雨天[HD] 章古

328522 愛上處女座 韓東 232405 愛在夕陽下 高勝美

340869 愛上礦泉水[HD] 朱宇 345088 愛在大草原[HD] 歌武傳奇

330771 愛久見人心[HD] 梁靜茹 307555 愛在小巷裡 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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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49 愛在天地間 祖海 231598 愛你一萬年 韓寶儀

309647 愛在天地間{Live} 降央卓瑪 289620 愛你一萬年{Live} 伍佰,Chinablue,陳昇

318622 愛在天地間{Live} 謝名 313636 愛你一萬年{Live} 劉若英

332658 愛在日出前[HD] 吳昊 330050 愛你一萬年{Live}[HD] 劉德華

345091 愛在月照河{Live}[HD] 黃思思 233895 愛你一輩子 黎瑞恩

326249 愛在左手邊 賈孟昕 307495 愛你千百歲 陳雷

268733 愛在布達拉 央金次卓 315473 愛你不放棄 程芳

326248 愛在回憶裡 趙建林 300403 愛你不後悔 佚名

305598 愛在地下鐵 韓一磊 262912 愛你不後悔 李創

330576 愛在西元前[HD] 周杰倫 314503 愛你不後悔{Live} 包青山

330083 愛在西元前{Live}[HD] 周杰倫 265483 愛你不容易 何宗龍

300173 愛在你身邊 佚名 344314 愛你不能說[HD] 大哲

304234 愛在你身邊 群星 285402 愛你不愛你 阿悄

343178 愛在我身邊[HD] 吳映潔 290124 愛你不覺累 紅薔薇

286056 愛在每一次 高峰 285801 愛你不覺累 網路歌手

310575 愛在每一季 郭文俊 311465 愛你比你多 劉朋

284884 愛在空氣裡 李詠梅 310008 愛你必須的 高山林

322508 愛在花水灣 王曉雪,張劍 296370 愛你在心間 曉依,大約冬季

301654 愛在花園裡 姚乙 266891 愛你在心裡 趙紫軒

309992 愛在春天裡 馬智宇 321880 愛你在身邊 小琢

280375 愛在這一秒 張洋 319727 愛你在秋天 彭文華

319733 愛在網路裡 楓舞 346954 愛你多甜蜜[HD] 紅薔薇

280895 愛在黔東南 子夕 328527 愛你好疲憊 陳哲

266305 愛在離別時 永邦 310929 愛你百分百 覃飛宇

349805 愛在瀘沽湖[HD] 格茸多杰,達坡瑪姬 313147 愛你每一天 張凌楓

269849 愛在懸崖邊 楊玉平 319728 愛你每一天 陳興瑜

333046 愛她沒得救[HD] 杜德偉,品冠,阿牛,曹格 296374 愛你沒商量 白小飛

280891 愛如水中月 姚貝娜 268063 愛你那麼久 雲龍

271094 愛如甲骨文 謝容兒 266074 愛你那麼多 本兮

315471 愛如此狼狽 劉爽 315474 愛你那麼多 易帆

309608 愛如此脆弱 苑紫盈 269077 愛你那麼多 張冬玲

334459 愛如指間沙[HD] 崔羽明 349352 愛你那麼深[HD] 吳亞君

230411 愛有了影蹤 陳曉東 300875 愛你兩輩子 李猛

289681 愛死了昨天 劉科 300931 愛你到永遠 李逸

269682 愛伴我成長 李志宇 313021 愛你到永遠 徐健淇

296368 愛你 是我 覃楨 323797 愛你到永遠 賀小花,劉建民

320413 愛你，不是我的 Under Lover 233037 愛你到永遠 黃品源

280370 愛你一兆年 旺福 230906 愛你所愛的 陳西貝

333620 愛你一百歲[HD] 張可兒 309149 愛你枕邊暖 林二汶

312341 愛你一萬年 王少峰 305887 愛你的一切 蘇兒真

320414 愛你一萬年 卓依婷 323183 愛你的方式 佩希,馬健南

280369 愛你一萬年 楊麗 266320 愛你的方式{Live} 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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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43 愛你的日子{Live} 騰格爾 332824 愛我的人收[HD] 賴淞鳳

319730 愛你的秋天 彭文華 262559 愛我的理由 何歡

308642 愛你的翅膀 呂瑩晶 233896 愛我就疼我 黎瑞恩

319729 愛你的宿命 孫露 316183 愛我就給我 夏天播放

337857 愛你的宿命[HD] 張信哲 309828 愛我說出來 徐海濤

307451 愛你的宿命{Live} 鄭淳元,我是歌手iii 310584 愛我請打卡 郭美美

335928 愛你的宿命{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280871 愛我請舉手 墨綠森林

338375 愛你的宿命{Live}[HD] 鄭淳元,我是歌手 270323 愛我還是他 王乃恩,李昊瀚

338374 愛你的宿命{Live}[HD] 蕭敬騰,王呈章,最美和聲 231017 愛我還是他 陶喆

271066 愛你的情歌 覃春江 295026 愛我還是他{Live} 姚偉濤

287749 愛你的理由 樸野 312906 愛我還是他{Live} 洪卓立

332984 愛你的理由[HD] 全芳 327217 愛我還是他{Live} 陶喆,隱藏的歌手

333701 愛你的理由[HD] 米雅 339116 愛我還是他{Live}[HD] 李安,中國好聲音

340871 愛你的語言[HD] 孫藝程 340877 愛把我包圍[HD] 王馨

257028 愛你的樣子 許茹芸 304142 愛把愛傳遞 群星

307274 愛你的證據 王中平,劉蕎溪 329377 愛每一個我 白鶴

281246 愛你的證據 汪妤凌 331202 愛沒有盡頭[HD] 多亮

231131 愛你很快樂 陶莉萍 314507 愛走了以後 王藝

285523 愛你很專心 馬力 267151 愛那麼自然{Live} 陳楚生

302183 愛你恨自己 殷悅 318432 愛並不完美 濤子

331561 愛你為什麼[HD] Mixion 315477 愛來的太晚 團風依依

266149 愛你真好難 李玲玉 338376 愛來的太遲[HD] 廖孟君

297410 愛你啦 High Party Rita 301502 愛來的時候 金莎

329358 愛你情意深 袁曉明 302668 愛來得剛好 張智成

329357 愛你情意深 張翠萍 326246 愛到一百度 江波

347764 愛你都給你[HD] 吳英緒 298391 愛到不再愛 朱妍

306733 愛你發了瘋 侯延彬 310407 愛到不敢愛 張靈敏

305630 愛你發了瘋 韓超 339464 愛到不會愛[HD] 楊鳴軒

263338 愛你愛不夠 孫楠 287076 愛到此為止 賀世哲

280371 愛你愛得深 朱虹 344693 愛到忘了我[HD] 索麗娜

286971 愛你請別裝 樊少華 310251 愛妳的罪人 張祥洪

233828 愛你擁有你{Live} 黎明 270170 愛的dna 出錯 河莉秀

321247 愛你錯錯錯 路童,李泓瀅 314508 愛的一樣多 刀刀刀

309436 愛別無選擇 姚禹,雁銘 302442 愛的二人轉 國巍

316180 愛呀愛不夠 余潤澤,徐銨 231343 愛的不是我 雷婷

342387 愛我久一點[HD] 李玟 313550 愛的不是我 廖浩明

330647 愛我不敢說[HD] 陶喆,岳定輝 327221 愛的不歸路 小劉歡

299868 愛我在今宵 佚名 289053 愛的不歸路 李軍

303008 愛我在今宵 莊學忠 254781 愛的天靈靈 王心凌

234248 愛我在今宵 龍飄飄 340625 愛的太狼狽[HD] 熊照華

232478 愛我好不好 高山峰 309364 愛的太寂寞 雨天

311577 愛我沒有錯 慕容曉曉,趙鑫 305620 愛的太認真 韓超

Page 565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9118 愛的太認真[HD] 李雨倫 287195 愛的就是你{Live} 孔令奇

232451 愛的心不變 高向鵬 316632 愛的就是你{Live} 陳晨,姜萌軒,喏喏,萱萱

290631 愛的心好痛 孫艷 335376 愛的替代者[HD] 劉海

231846 愛的水晶鞋 韓雪 303914 愛的詠歎調 黃鶴翔

294096 愛的主打歌 六人行組合 230503 愛的進行式 陳淑樺

335293 愛的主打歌[HD] 群星 312308 愛的進行曲 天籟天,許諾

335187 愛的主打歌{Live}[HD] 陶喆,菩菩,路默依 326274 愛的進行曲 張紫瑤,科雲桓

330845 愛的主場秀[HD] 羅志祥 254783 愛的滑翔翼{Live} 王心凌

314510 愛的加速器{Live} Snh48 320437 愛的號角聲 吳莫愁

284368 愛的生日歌 丁維偉 322522 愛的緊箍咒 龍梅子

266367 愛的地平線 海哲明 315482 愛的蒙了圈 劉爽

291005 愛的多米諾 阿悄 345106 愛的鋼琴手{Live}[HD] 伍思凱

271469 愛的好心痛 金城 279784 愛的優先權 朱雅

233975 愛的好辛苦 黑龍 347325 愛的舊電影[HD] 沈丹丹

308192 愛的守護神 史智,侍宣如 294736 愛的癡情人 鴻飛

308546 愛的血淚史 冷漠,雲菲菲 289057 愛的羅曼蒂 帶淚的魚,安澤澤

282243 愛的告別式{Live} 周傳雄 270357 愛的魔法師 王子皓

231105 愛的我變了 陶晶瑩 347769 愛的魔法師[HD] 任重

312058 愛的那麼累 羅百吉 285784 愛直至成傷 成于申

300882 愛的初體驗 李翊君 309157 愛花的男孩 林立

289864 愛的初體驗{Live} 張震嶽,Free9 297450 愛花的葬禮 Tkd家族

327708 愛的初體驗{Live} 曹格天籟之戰 266930 愛怎麼挽留 郎軍

233083 愛的初體驗{Live} 黃品源,品冠 319408 愛怎麼會錯 汪蘇瀧

270861 愛的坦蕩蕩 蕭蕭 326264 愛拼才會贏 余潤澤,徐銨

282793 愛的附加值 緣分心兒 343185 愛拼才會贏[HD] 大喇叭組合

262718 愛的契約書 J3組合 287762 愛拼才會贏{Live} 齊秦,齊豫

330426 愛的契約書[HD] J3組合 301164 愛是一支箭 周渝民

312256 愛的相思雪 大雨點兒 271577 愛是一束光 阿佳組合

263475 愛的相思雪 天龍 279289 愛是一首詩 劉隋山

335270 愛的省略號[HD] 沙寶亮 347323 愛是一座城[HD] 楊樂

326268 愛的剛剛好 誓言 269494 愛是一根針 晟瑤

304912 愛的起跑線 劉超華 298068 愛是一種香 王箏

331699 愛的動名片[HD] 安心亞 233524 愛是自私的 黃義達

265735 愛的排行榜 大芭 327702 愛是否願意 張星唯

339739 愛的第五季[HD] 安瑞甜 280398 愛是我所有 謝有才

294046 愛的就是你 Shine Day組合 306744 愛是那麼浪 司徒蘭芳

302293 愛的就是你 袁忠宜 305541 愛是空心菜 謝雨欣

319747 愛的就是你 張杰,趙俊 309698 愛是為什麼 唐儷,吳俊宏

328547 愛的就是你 程歡 285489 愛是個傻瓜 韋小天

313620 愛的就是你 劉佳 345097 愛是彩色的[HD] 周柏豪

342389 愛的就是你[HD] 王力宏 301522 愛是救心丸{Live} 阿朵

332541 愛的就是你[HD] 王璐岢 319410 愛是萌萌噠 孟小迪

Page 56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6283 愛是超魔力[HD] 柯有倫 312124 愛情vip 關鍵

263785 愛是種寂寞 星宇 337856 愛情一加一[HD] 張遠喆

233606 愛是誰的錯 黃閱 262437 愛情一百年 付笛生,任靜

335343 愛是懂你的[HD] Fantaz 318510 愛情一條線 菲菲,冰點

328543 愛為你燃燒 王愛華 289044 愛情刀斧手 李澤堅

328542 愛為你燃燒 望海高歌 281207 愛情上上簽 林雨,陳尚依

298178 愛若是個圓 代小波 320421 愛情下一秒 杜留香

311122 愛要火辣辣 楊麗 304745 愛情大魔咒 趙薇

233834 愛要去哪裡 黎明 304755 愛情大魔咒{Live} 趙薇

294921 愛要向前沖 劉棟升 334669 愛情小胡同[HD] 吳勇濱

296421 愛要多麼燙 崔天琪 312200 愛情已走遠 鍾應龍

333729 愛要安心呀[HD] 蕭閎仁,安心亞 297626 愛情不打折 小龍

331113 愛要坦蕩蕩{Live}[HD] 丁丁 340875 愛情不完美[HD] 喬玲兒

267009 愛要怎麼走 鄭耿 289632 愛情不辛苦 佟佳霖霖

333633 愛要怎麼唱[HD] 張雷 320423 愛情不是菜 門麗

230385 愛要怎麼說 陳曉東 349357 愛情不是夢[HD] 白立強

307830 愛剛剛開始{Live} 大剛 333812 愛情不能買{Live}[HD] 龔琳娜

335474 愛旅行的人[HD] 張韶涵 268030 愛情不買單 樂天樂團

253236 愛笑的眼睛 徐若瑄 286438 愛情不愛我 小毅

330748 愛笑的眼睛[HD] 林俊傑 312398 愛情心跳跳 王麟

332321 愛笑的眼睛{Live}[HD] 李鼎 286142 愛情毛毛雨 慕容曉曉

323204 愛能有多久 山丁 323810 愛情火龍果 趙真

307860 愛國奉獻歌 子祺 285024 愛情他來過 波拉

303385 愛得不一樣 陳慧琳 291824 愛情北極圈 孫家山

298311 愛得不快樂 光良 316429 愛情去哪了 子龍

256462 愛得太坎坷{Live} 蕭亞軒 321255 愛情去哪了 周子龍

271746 愛得太沉默{Live} 陳飛彤 314518 愛情去哪了 趙梓軒

230502 愛得比較深 陳淑樺 327231 愛情四步曲 胡艾蓮

328533 愛得火辣辣 布格 265798 愛情平行線 寒武紀

265407 愛得好狼狽 軻然 313868 愛情平行線 鏡喜

270954 愛得好狼狽 藍宇 312462 愛情休止符 安濤

301797 愛得好疲憊 胡杰夕 333849 愛情合夥人[HD] 冷漠,樓宏章

313043 愛得好疲憊 涓子 318487 愛情向前進 鹿晗

308350 愛得好寂寞 安心亞 295013 愛情在草原 夏蘭

310549 愛得那麼苦 許浩 283895 愛情在說謊 丁汀

298616 愛從未走遠 何靜 282525 愛情多美妙 李俊英

321254 愛從未遠走 琴瑟組合 317562 愛情多甜蜜 馬常寶

306745 愛從草原來 烏蘭托婭 342386 愛情多惱河{Live}[HD] 熊天平,隱藏的歌手

349356 愛從零開始[HD] 孫燕姿 297682 愛情好無奈 六哲

308978 愛情1+1 周子軒 323807 愛情成熟時 趙鑫

325112 愛情123 劉子千 325658 愛情有多美 王鵬

279692 愛情2分鐘 張霖 341288 愛情有多美[HD] 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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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674 愛情有點怪[HD] 馬思純,劉立 332668 愛情的秋天[HD] 孫露

289040 愛情似蜜甜 柳絮 343818 愛情的海洋[HD] S.H.E

294198 愛情似蜜甜 婉如璞玉 346956 愛情的眼淚[HD] 張瑞軍

307750 愛情吻吻吻 超人 292304 愛情的傀儡 宋飛

267319 愛情告訴我 黃聖依 327696 愛情的傀儡 張沛

310316 愛情走私販 張萌萌 278559 愛情的期限 羅藝

296393 愛情走走走 超人 301504 愛情的滋味 金莎,洪俊揚

285170 愛情那首歌 耿斯美娜 294086 愛情的滋味 信

299126 愛情那裡來 佚名 319416 愛情的傳說 望海高歌

294787 愛情那麼美 Free Party 291183 愛情的傷口 威龍

336665 愛情那麼傻[HD] 品冠 337475 愛情的傻瓜[HD] 鄭勁松

282302 愛情那點事 子楓 265252 愛情的微光 蕭亞軒

289048 愛情防火牆 宋飛 290527 愛情的路上 冷漠

280646 愛情來找碴 By2 287950 愛情的路口 史煜潔

308199 愛情來敲門 司文 319739 愛情的盡頭 鴻宇

288433 愛情來點贊 張可兒 289626 愛情的盡頭{Live} 伍佰,Chinablue

311345 愛情兩個字 趙小兵 283739 愛情的輪椅 王萌

331251 愛情兩個字[HD] 張雷 341743 愛情的顏色[HD] 楊丞琳

324552 愛情受了傷 成天龍 289805 愛情的灑脫 安俊寧

316188 愛情和香煙 陳雅森 322512 愛情的變遷 劉航

289609 愛情朋友圈 雲菲菲 291273 愛情保衛軍 曾雨軒

285424 愛情玫瑰花 陳依然 309884 愛情保質期 海峰

347321 愛情的力量[HD] 唐薇,樊少華 340876 愛情封鎖區[HD] 包秋波

298492 愛情的天窗 羽泉 334521 愛情怎麼了[HD] 梁敘甜

300851 愛情的代價 李茂山 308411 愛情思密達{Live} 朴一澤

284073 愛情的代價 莫旭秋 293391 愛情是什麼 余零

301414 愛情的余溫 林憶蓮 316670 愛情是什麼 李天平,朱敏

322511 愛情的快樂 王覺 280382 愛情是什麼 甜美真

314520 愛情的例外 陳利 317060 愛情是蝦米 蔡炆天

334685 愛情的味道[HD] 多亮 282410 愛情是魔鬼 張新

339243 愛情的味道[HD] 曹芙嘉 280383 愛情毒藥語 甜美真

298499 愛情的定義 羽泉 265499 愛情流行歌 何龍雨

262612 愛情的城堡 歡子 310125 愛情玻璃牆{Live} 張冬玲

299828 愛情的故事 佚名 265243 愛情紅綠燈 徐一鳴

312788 愛情的故事 易帆 310049 愛情苦肉計 高維那

326261 愛情的故事 潘美辰 270535 愛情苦咖啡 石磊

304587 愛情的故事(慢四) 舞曲 315485 愛情陌路人 鐘芹

269425 愛情的故事{Live} 方季惟 290429 愛情限時批{Live} 黃妃,伍佰

346955 愛情的春天[HD] 張翼 327697 愛情限量版 夏天alex,臧恰

324983 愛情的流沙 阿姐組合 309485 愛情哩咯啷 星燦

299829 愛情的流言 佚名 290503 愛情哪去了 雲菲菲

268553 愛情的秋天 君子 343816 愛情哪有真[HD] 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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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506 愛情桃花源 甜美真 316189 愛情潛力股 王俊宇

285864 愛情桃花運 李蕭杰 311575 愛情靠不住 慕容曉曉

270367 愛情海的海 王小堯 319736 愛情戰爭號 酒窩樂團

325561 愛情真奇妙 齊浚羽,聶詩 233238 愛情諾曼第 黃征

309138 愛情神馬價 易欣 303804 愛情諾曼第{Live} 黃征

282516 愛情馬拉松 朱雅 307751 愛情錯錯錯 超人

292497 愛情高八度 戚寶 285390 愛情彌勒佛 閻琰

331057 愛情專屬權[HD] 龍梅子,老貓 285363 愛情臨時工 郭瑞

326257 愛情排行榜 賀世哲 230623 愛情斷了線 陳玉建

265847 愛情第一課 弦子 310067 愛情羅曼蒂 培源

295466 愛情這道菜 趙婧怡 271883 愛情騙了我 馬健濤,尹歆怡

309915 愛情麻辣燙{Live} 納蘭珠兒 253607 愛情鐵達尼{Live} 曾淑勤

288234 愛情幾毛錢 唐志星 310204 愛情魔幻記 張真菲

292887 愛情復活節 羅琦 290731 愛情變了質 曉依

305438 愛情換日線 蟑螂合唱團 297913 愛情變奏曲 王婧

288011 愛情曾來過 劉愷威 269834 愛情釀的酒 楊願明

294513 愛情無所謂 白洋 305766 愛情釀的酒 羅時豐

308548 愛情無間道 冷漠,夢然 289863 愛情釀的酒{Live} 張震嶽,Free9

334666 愛情發的光[HD] 吉克雋逸 318634 愛被傷害著 趙洪濤

305895 愛情華爾滋{Live} 蘇慧倫 262637 愛都是對的 胡夏

265106 愛情進行曲 孫輝,藍芳 310827 愛閉上眼睛 景崗山

266366 愛情黑白鍵 海哲明 349807 愛就一個字{Live}[HD] 張信哲,劉健,黃喜春,張超凡,異口同聲

271826 愛情傷不起 韓信 339466 愛就一個字{Live}[HD] 張信哲,隱藏歌手

331547 愛情微波爐[HD] Dreamgirls 295410 愛就大聲唱 榮聯合

302352 愛情惹的禍 閃亮三姐妹 336270 愛就在一起[HD] 敵日布都

292274 愛情新感覺 孫曉雨,劉雷 263678 愛就在身邊 王錚亮

306752 愛情當遊戲 孫家山 309639 愛就在這裡 郎郎(馬志鋒)

329370 愛情經緯線 S I N G女團 310933 愛就是快樂 費陽

328536 愛情經緯線 S.I.N.G女團 286717 愛就是花朵{Live} 歐陽銘芮

279086 愛情萬萬歲 洪祿雲,陳水林 319418 愛就要快樂 阿勇,李卓陽

313079 愛情萬萬歲 高安 339467 愛就要抱抱[HD] 董字萱

282071 愛情躲避球 任賢齊 310643 愛就做出來 陳旭,張鈞雅

305482 愛情像汽球 謝采妘 327237 愛就愛到底 齊霖

307254 愛情像杯酒 海風 303322 愛就像旅行 陳紅

288570 愛情像流星 韓寶儀 298351 愛就像微風 安又琪

282048 愛情對對碰 烏蘭托婭,石焱 280991 愛就說出來 張郎

295475 愛情對對對 超人 269127 愛就說出來 張振超

271566 愛情漂流瓶 閻琰 316744 愛曾經來過 周晉進

266801 愛情睡醒了 袁成杰 323814 愛曾經來過 音樂走廊,歌一生

287478 愛情算什麼 高進 328544 愛無以復加 余楓

302014 愛情麼麼曲 孫笑一 284450 愛無所不在 光良,群星

323808 愛情模仿秀 司徒蘭芳 296404 愛無法挽留 逍遙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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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91 愛無怨無悔 星宇 304120 愛轉了一圈 群星

325303 愛無處不在 李京坤,陳翔瑞 301496 愛轉了一圈{Live} 金海心

317572 愛給我堅強 婭琳 262191 愛贏才會拼 蔡卓妍

271891 愛給的傷害 馬曲辰 341574 愛贏才會拼[HD] 蔡卓妍

349368 愛著你到老[HD] 過客 269371 愛戀你的人 成林江措

322525 愛著你最好 陳瑞 299781 愛讓人為難 佚名

310342 愛傷的粉碎 張雷 231135 愛讓人無力 陶莉萍

309408 愛碎了癡心 南風(姜海龍) 314894 愛讓人難懂 熊七梅

332826 愛過 錯過[HD] 鄧子霆 300244 愛讓我犯錯 佚名

301893 愛過才明白 韋唯 230583 愛讓我犯錯 陳潔儀

285816 愛過才錯過 冷漠 264064 愛讓我明白 張倫輝

343499 愛過不傷心[HD] 周蕙 327242 愛讓我勇敢 汪蘇瀧

306756 愛過多少人 高原 338684 愛讓我疲憊[HD] 袁浪

270770 愛過多少人 艷陽天 305923 愛讓我發燒 鐘芹

284727 愛過我就好 張宇軒 303542 愛讓我傷心 彭羚

278382 愛過那張臉 李代沫 267004 感受你的傷 鄭源

349811 愛過的記憶[HD] 葉松 309640 感受我的愛 郎郎(馬志鋒)

322527 愛過的痕跡 劉曉東 282346 感恩的吟唱 小俊

270118 愛過就值得 湯曉菲 347328 感動不了你[HD] 紫洛藍

342736 愛像一把刀[HD] 彭三 297510 感動你的美 于文華

266000 愛像一首歌{Live} 方伊琪 304260 感動每一刻 群星

280372 愛像一條河 王愛華 322141 感動的淚花 鄭源

269685 愛像手中沙 李志洲 321896 感動的淚花 鄭源,鄭東,王強

336660 愛像手中沙[HD] 祁隆 266545 感動就不遠 范瑋琪

231381 愛像棉花糖 霍建華 289065 感動就行動 軍嫂組合

274967 愛對了的人 瀧澤 317576 感情的世界 Betty Jong

328541 愛漸漸離開 原子霏 309402 感情的形狀 信樂團

301983 愛漸漸離開 原梓霏 312206 感情的漩渦 飄灑的心雨

256468 愛熄滅之前 蕭亞軒 297810 感情的舞臺 王力宏

313083 愛與夢同行 高林生 268919 感情追悼會 小5

284913 愛與夢飛翔 李漫荻 312022 感謝你 媽媽{Live} 雙子組合

321274 愛需要練習 陳明 309095 感謝你深圳 岳菲

332012 愛輸給了誰[HD] 黃勇 321276 感謝你陪伴 孟楊

315487 愛錯一個人 白龍傳說 306758 感謝你雙軌 劉國強

305725 愛錯的女人 魏駿傑 262292 感覺不一樣 陳曉東

325141 愛隨你走遠 南風 303201 感覺不到你 野孩子

282206 愛隨你遠走 南風(姜海龍) 334569 感覺不到你[HD] 羽泉

316646 愛隨你遠走 張津涤 230124 感覺多麼美 陳慧琳

233249 愛隨身攜帶 黃征 311177 感覺葉貝文 葉貝文

269960 愛隨秋葉落 格登紮西 302579 感覺隨風飛 張信哲

263605 愛總在徘徊 王冠杰 343500 慈恩橋情思[HD] 潘倩

347771 愛還有多久[HD] 陳瑞 301875 慈祥的母親 降央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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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28 慈祥的阿爸{Live}[HD] 哈琳 316746 新步步驚心 周筆暢

324513 慈愛普天下 張艷君 311881 新京劇寶寶{Live} 儲蘭蘭

315589 搖曳的玫瑰{Live} 龍鳳呈祥組合 327789 新版李什麼 李天平

340653 搖曳的風鈴[HD] 莉莉 294436 新花好月圓 湯燦

410008 搖到外婆橋 芭比 328638 新阿瓦古麗 胡斌

321347 搖個女朋友 蘭均 318193 新南海姑娘 方炯鑌

330214 搖滾怎麼了{Live}[HD] 王力宏 267892 新後會無期 Shelly 佳

269605 搖滾校園S.O.R. 機動現場 302891 新春好預兆 莊學忠

335286 搖滾壞姐姐[HD] 王蓉 311471 新春喜洋洋 劉芳菲

318179 搭上你明天 門麗 303038 新春結良緣 莊學忠,劉燕燕

289798 敬你一杯酒 孟文豪 310802 新紅塵情歌 寒月,子夕

313660 敬你一杯酒 劉緣 303269 新美人主義 陳奕迅

346133 新一曲紅塵[HD] 黃可門,天籟天 303274 新美人主義{Live} 陳奕迅

300827 新一封家書{Live} 李春波 279192 新郎不是我 軻然

316713 新七十二變 楊子軍 262497 新娘上錯床 葛星

266447 新二十四孝 王小堯 339761 新娘不是我[HD] 程響

314529 新人面桃花 大廚 302885 新恭喜發財 莊學忠

310036 新小河淌水{Live} 高洪章 334003 新時代女兵[HD] 阿魯阿卓

270918 新不了情&Laura{Live} 蔣慶龍 348400 新時代之光[HD] 陳香水

286006 新天龍八部 鍾漢良 336719 新浪人情歌[HD] 李克

330416 新少女祈禱[HD] By2 327250 新問心無愧 周子軒

316454 新玉環之歌 孔丹丹,吳林峰 280257 新採茶舞曲 朱麗婷

320528 新光輝歲月 李秋實 286827 新敖包相會 苗苗

319815 新光輝歲月 酒窩樂團 329464 新喜結良緣{Live} 馬智宇

233999 新回心轉意 黑龍 311264 新單身情歌 夢成

308216 新年主打歌 四千金 315595 新揚州八怪 龔銘

308005 新年來做客 牛欣欣 304597 新湖雨又風(慢三) 舞曲

308973 新年來做客 卓依婷 284277 新貴妃醉酒 吳克羣

338170 新年真快樂[HD] 譚珮妮 313921 新貴妃醉酒 龔玥菲

307842 新年爽歪歪 大張偉 330167 新貴妃醉酒{Live}[HD] 李玉剛

343227 新年這一刻[HD] Snh48 345644 新貴妃醉酒{Live}[HD] 李玉剛,徐天意,祝頌皓,楊姣,我想和你唱

313514 新年喜洋洋 群星 344375 新貴妃醉酒{Live}[HD] 霍尊,楊樹林,厲害了我的歌

286857 新年新希望 鐘盛忠,鍾曉玉 312132 新煙花易冷 龐曉宇

308221 新年新時代 四小福 309132 新農村小調{Live} 易秀成,王藝聞

302889 新年新氣象 莊學忠 305168 新滾滾紅塵 鄭源

337863 新年樂陶陶[HD] 張晶晶 311703 新滾滾紅塵{Live} 鄭源

349418 新年樂嗨天[HD] Dxt,最強練習生 325453 新樓蘭姑娘{LIVE} 西域胡楊

340661 新成吉思汗[HD] 老貓 307444 新編龍船調 鄧超予

295034 新竹樓情歌 孔雀哥哥 268042 新蝴蝶泉邊 于淼

323263 新羊愛上狼 華林 304291 新聯新希望 葉民志

308925 新老婆最大 豆子民 339497 新疆兒娃子[HD] 楊超,馬可謙

311263 新自由飛翔 夢成 297801 新疆的英孜 牛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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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28 新饒陽神曲[HD] 江楓 310678 溫柔的滋味 陳後華

318298 新霸王別姬 莊心妍 283723 溫柔的傷害 孫彭飛

285867 新歡與舊愛 杜振祥 298767 溫柔的傾訴 佚名

339277 暖男製造機[HD] Spexial 265161 溫柔的傾訴{Live} 吳滌清

342213 暖場男朋友[HD] 陳大天 319874 溫柔的慈悲 孫露

345172 暖暖的依靠[HD] 莊心妍 301280 溫柔與霸道 杭嬌

346148 暗戀的味道[HD] 李小薇 327882 溫暖的天堂 崔博涵

349883 會走路的樹[HD] 王宏恩 328734 溫暖的秋天 馬常寶

263757 會呼吸的痛 徐健淇 232983 溫暖的秋天 黃可兒

331759 會呼吸的痛{Live}[HD] 曹寅 279708 溫暖的寒意 張斯斯

320555 會飛的野馬{Live} 吉克雋逸,中國之星 266031 溫暖的擁抱 曉依,蘇富權

296627 會飛的野馬{Live} 裸兒 233732 溫暖的雙手 黃思婷

307408 會飛的野馬{Live} 裸兒,楊宗緯,中國好歌曲 306010 溫暖是故鄉 騰格爾

230429 會飛的溫柔 陳松齡 285440 溫馨的廣陵 陳小霞

310743 會哭的禮物 陳赫 310354 滄桑的浪漫 張睿,李晟

318248 會笑的孩子 龍澤雨 233347 滄海一聲笑 黃霑

297481 會笑的昨天 丁爽 338152 滄海一聲笑[HD] 蕭敬騰

336735 會痛的石頭{Live}[HD] 魏巡 280333 滄海一聲笑{Live} 洪辰

335996 會痛的石頭{Live}[HD] 蘇琪繁,中國好聲音 313706 滄海一聲笑{Live} 鄭少秋

327840 椰林人之歌 鄧力,曾凡苡 317030 滄海一聲笑{Live} 蕭敬騰,宋宇,最美和聲

299435 楊基嘟得兒 佚名 342003 滄海一聲笑{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281271 楠溪江戀歌 鄭迪 345682 滄海一聲笑{Live}[HD] 劉歡,那英,周杰倫,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287975 極品屌絲哥 石雪峰 325547 滔滔北部灣{LIVE} 高峰

308323 極品星座論 多亮,于莎莎 343935 煙火[HD] 陳翔

349903 歲月不待人{Live}[HD] 侯明昊,經典咏流傳 293224 煙火的光芒 香香

299947 歲月的眼淚 佚名 263165 煙火的光芒 馬天宇

334752 歲月這把刀[HD] 林凡 325867 煙雨醉江南 音樂走廊,歌一生

324831 歲月催人老{LIVE} 羅邏聖 328753 煙酒不分家 韓冰

331510 歲月像條河[HD] 高暢 310154 煩惱惹的禍 張宇軒

345672 毀滅馬戲團[HD] 鄭興琦 289276 爺們的心聲 阿權

308449 準備好了嗎 老兵 330577 爺爺泡的茶[HD] 周杰倫

345226 準備好了嗎[HD] 李昀澤 341788 爺爺的情書[HD] 洪金寶,劉楚恬

266627 準備好要愛{Live} 胡夏 318220 爺爺的過往 王錚亮

302404 溜溜的情歌 高保利 263734 瑞雪兆豐年 向上

232748 溜溜的情歌 鳳凰傳奇 322711 瑞雪兆豐年 阿權

323954 溫柔女人嘴 薛啟超 257916 當大雨過後 辛曉琪

309379 溫柔犯的罪 雨霖 322718 當代小青年 吳慶國

327257 溫柔的一刀 石雪峰 302035 當冬夜漸暖 孫燕姿

279500 溫柔的回眸 歪小九,康智煒 331732 當瓜愛上豆[HD] 張嘉旭

288341 溫柔的冷酷 靳海濤 332925 當有天老去[HD] 韓雯雯

301307 溫柔的拒絕{Live} 林志炫 304796 當作一刹那 鳳飛飛

231156 溫柔的冒犯 陸毅 332636 當你離開我[HD] M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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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98 當你離開後 劉依純 231509 義勇軍進行 軍旅歌曲

289295 當你聽我說 胡夏 313263 聖潔的心繩 紮西尼瑪

263936 當兵有多苦 楊善波 296947 聖潔的西藏 巴桑拉姆

308861 當兵的滋味 杜磊 266762 聖潔的高原 藏獒組合

328777 當我在這裡 陳粒 317937 聖潔的藏女 李清坡

310919 當我們老去 紫琴 299057 聖誕快樂歌 佚名

297884 當我想起你 王思思 298479 聖誕的天氣 江凱文

280135 當我想起你 冷漠 344489 腦洞超級大[HD] 十二星宿風之少年

283838 當我數到三 楚緒鵬 307378 腳趾都發燙 蔡阿嘎

289301 當我靠近你{Live} 梁博 308961 腳踏車之戀 刺桐花開組合

285322 當我繼續唱 路嘉欣 297848 腳踏兩隻船 王冰洋

312084 當初的花開 羅藹軒 346278 腳踏兩隻船[HD] 暴林

327260 當初的時光 葉雨欣 328870 萬事孝為先 李克

293690 當時年紀小 林子祥 314543 萬事都如意 啟明星

255334 當時的月亮 王菲 309113 萬物的等待 旺姆

321474 當時的月亮{Live} 央吉瑪,中國之星 292562 萬般皆是空 木杰

280136 當時的月亮{Live} 侯磊,丁克森 338919 萬聖節之夜[HD] Snh48

345265 當時的月亮{Live}[HD] 王珞丹,姚晨,跨界歌王 337703 萬萬大紅包[HD] 小愛

338734 當時的我們[HD] By2 337759 萬萬沒想到[HD] 白客,叫獸易小星

308148 當時的約定 王錚亮 322802 萬萬沒想到{Live} 沙楠杰,中國好歌曲

232411 當掌聲過後 高勝美 282053 落在回憶裡 于瀚

256948 當陽光變冷 許美靜 283591 落花夢中醉 柳絮

311096 當愛已不在 楊罡 297687 落淚的玫瑰 天籟天

323343 當愛已走遠 海威 310205 落單的愛情 張真菲

299230 當愛已錯時 佚名 332744 落單的戀人[HD] 香香

319021 當愛在靠近 胡虹瑞 266257 落葉一片片 楊梓

278278 當愛有倦意 張杉弟,丁春秀 300126 落葉不歸根 佚名

342877 當愛來敲門[HD] 張碧晨 344498 落葉的季節[HD] 吳陌川

254798 當愛情來了 王心凌 312063 落葉的優傷 羅志強

334911 當愛離別時[HD] 龍梅子 232789 落幕的時候 鳳飛飛

230412 當夢被看見 陳曉東 303287 葡萄成熟時 陳思安

342017 痴心的痴情[HD] 冷漠 230904 葡萄成熟時 陳蘭麗

303202 碎心的等待 閆偉偉 307237 董永的傳說 段紅

232606 碰卡拉恰恰 高峰 231673 葵花點穴手 韓曉

290019 經不起的愛 江海泉 321581 蛻變的蝴蝶 陳詩妮

306773 經不起的愛 胡海泉 304881 裝作不在乎 劉耔彤

268862 經濟適用男 宋亦陽 230601 解放區的天 陳熙然

300385 罪人的眼睛 佚名 349117 解脫的自由[HD] 趙傳

230887 罪人的眼睛 陳艾玲 348596 解憂雜貨店[HD] 陳雅森

319935 罪惡的溫柔 王澤太 324112 試著去接受 陳雅森

325000 群主麼麼噠 陳洪 341402 試著去接受[HD] 陳雅森

328833 群暢賺賺賺 龍梅子,老貓 301979 試著忘記你 原始林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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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562 詩人的眼淚 張可兒 280569 跟著感覺走{Live} 鄧小坤

328886 詩意的土地 來國慶 332018 跟著感覺走{Live}[HD] 黃綺珊

280550 該不該走開 袁攀,夕落 338522 跟著感覺走{Live}[HD] 楊坤,譚維維,張杰,蕭敬騰,最美和聲

332627 該不該長大[HD] 劉美麟 297289 跟著影子走 Baby

309076 該不該愛你 孟瑤 311172 跨越新世界 群星

231342 該死的溫柔 雷婷 303275 路...一直都在 陳奕迅

324113 該死的懦弱(國) 勝嶼 303115 路長情更長 許景淳

270450 該你的幸福 王野 328909 路過的雨滴 韓春雨

343357 該忘的日子[HD] 郭靜 315602 路過的憂傷 張冬玲

339125 該和誰打聽[HD] 許罡 326583 路遙知馬力 趙偉勝

328888 該怎麼繼續 安梓雪,蘇一音 284507 路遙無人語 劉正淳

280551 該遺忘的人 李果 321620 路轉人不轉 許書豪

327262 誅仙青雲志 魏紫祺 303811 路邊一枝草 黃品源

328060 跟他拚了吧 四分衛 347961 跳舞的梵谷[HD] 孫燕姿

343370 跟自己合唱[HD] 動力火車 307401 農民工小孩 衛潤普

269302 跟你一輩子 徐千雅,孫楠 286686 農民老大哥{Live} 孟文豪,朱之文

265104 跟你一輩子{Live} 孫楠,徐千雅 311364 農民的自豪{Live} 趙仰瑞

309612 跟我一起飛 英姆草 311365 農民的幸福 趙仰瑞

325697 跟我一起跳 超月組合 289455 農業重金屬 阿寶,山花樂隊

336841 跟我去旅行[HD] 四個朋友 336239 遇見,一朵雲[HD] 何賢忠

324701 跟我來仙居 汪德能 280866 遇見對的人 唐笑

263771 跟我到新疆 徐千雅 347971 遊子念爹娘[HD] 時杰

342958 跟我返廣西[HD] 許華升 281057 遊戲的婚禮 曹智賢

316903 跟我約會吧 格格 329722 遍地是情歌 龍梅子

319351 跟我跳起來 舞真 298922 過去的春夢 佚名

231294 跟我跳起來{Live} 零點樂隊 320817 過去的照片 白小白

303985 跟我談戀愛 楊臣剛 347488 過去的過去[HD] 關鍵

280568 跟往事乾杯{Live} 孟鵬,塔斯肯 344524 過去過不去[HD] 王磊

332356 跟往事乾杯{Live}[HD] 秦妮 314548 過年就回家 郭蓉

334265 跟著太陽走[HD] 徐浩,朱元冰 332089 過我的生活[HD] 蕭煌奇

333439 跟著我狂歡[HD] 王璐岢 297631 過夜的眼淚 小龍

300150 跟著我飛翔 佚名 337290 過往的溫柔[HD] 張佑錢

283394 跟著感覺走 李秋澤 311173 過的比我好 群星

304571 跟著感覺走(中四) 舞曲 302887 過個快樂年 莊學忠

287816 跟著感覺走{Live} A-Lin 332195 過得比我好[HD] 群星

315599 跟著感覺走{Live} 朱振銘 332206 過得比我好[HD] 鄧麗欣,何炅

281387 跟著感覺走{Live} 胡海泉,丁于 285480 過期的愛情 雨宗林

321618 跟著感覺走{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09677 過期的溫柔 凌志輝

302466 跟著感覺走{Live} 屠洪剛 328921 過期荷爾蒙 趙照

275226 跟著感覺走{Live} 黃綺珊 289466 達不到的愛 好妹妹樂隊

315600 跟著感覺走{Live} 楊坤,譚維維,張杰,蕭敬騰 303820 達令我愛你 黃品源

326581 跟著感覺走{Live} 夢葦 309755 達板城夜曲{Live} 孫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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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44 違心的情話 唐古 303089 夢中的天空 許美靜

299146 鈴兒叮噹響 佚名 317349 夢中的天堂{Live} 牛妞

297964 鈴兒響叮噹 王雪晶 299344 夢中的古城 佚名

304584 鈴兒響叮噹(吉特巴) 舞曲 343120 夢中的地方{Live}[HD] 吳凡

326629 隔世的思念 王小娟 318605 夢中的男神 蔣嬰

338049 隔壁家老王[HD] 徐曉杰 312900 夢中的卓瑪 洛桑尖措

318098 隕石的機率{Live} Snh48 290983 夢中的卓瑪 郭建寧

270775 零下三拾度 艷陽天 307873 夢中的姑娘 小壯

254163 零下幾度c 楊林 315536 夢中的姑娘 那仁朝格

309181 零度的親吻 林俊傑 311287 夢中的姑娘 榮聯合

303371 雷雨-盤鳳 陳瑜,陳蘇萍 321809 夢中的思念 炫風

282411 電話相思情 張新 267022 夢中的故鄉 金磊鑫

298306 頑石的飛行 伍佰 282832 夢中的胡楊{Live} 蘇勒亞其其格

328994 鼎力創輝煌 吳炫豪 298409 夢中的風鈴 朱虹

306789 鼓浪嶼之波 王琳玲 268801 夢中的家園 孫榕

343673 像一把刀子{Live}[HD] 崔健 311558 夢中的海灣 劉歡(女)

311038 像天使一樣{Live} 愛朵女孩 268040 夢中的草原 于海燕

314551 像孩子一樣 劉坤山 335755 夢中的草原[HD] 周鼎棋

345897 像孩子一樣[HD] 林依婷 325167 夢中的草原{LIVE} 周鼎棋

320187 像是一個夢 陳振 309685 夢中的高原 唐冰冰

288742 像針錐一樣 帶淚的魚 302595 夢中的情人 張勇

345495 像傻瓜一樣[HD] 張冪涵 316236 夢中的窗臺 紅薔薇

279942 像媽媽一樣 王麗萍 328378 夢中的媽媽 黑子

333651 像瘋了一樣[HD] 曾一鳴 344987 夢中的媽媽[HD] 秦川

329141 像瘋了一樣{Live} 許鶴繽,夢想的聲音 312097 夢中的媽媽{Live} 譚凌風

339095 像瘋了一樣{Live}[HD] 孫伯綸,中國好聲音 267954 夢中的愛情 世藝楊

288741 像影子的人 阿悄 299928 夢中的蝴蝶 佚名

301381 像霧又像花 林淑蓉 281284 夢中的額吉 狼的誘惑

325747 像霧又像花 青山 316237 夢中的額吉 雲飛

282737 劃過的流星 王飛躍 339686 夢中的額吉[HD] 紅孩兒

255232 嗶一聲之後 王菲 339429 夢中的額吉{Live}[HD] 麥莉莎

285899 嘟嘟嘟嘟嘟 怕胖團 294428 夢中香巴拉 榭霖

348218 圖牧吉之夏[HD] 包永勝 327270 夢中想著你 門麗

327574 塵封的苦戀 花樹 279594 夢中還有你 新浪秀才哥

230715 塵埃裡的花 陳瑞 302376 夢中藍月亮 馬晨光

320267 塵埃裡的詩 司徒蘭芳 290555 夢幻小夜曲 劉罡,邱瑩

345981 夢一樣自由[HD] 胡承東 322393 夢幻的國度 馬睿瑄

281523 夢千年之戀 金莎 328383 夢未完待續 于朦朧

283506 夢不在遠方 蔡明順 312169 夢回大草原 蘇勒亞其其格

348840 夢中去草原[HD] 白江 282043 夢回到秋天 東方聖劍樂團

327579 夢中的女孩 森森森 317354 夢回乾坤灣 藥小雲

344988 夢中的小狗{Live}[HD] 熊翎好,歌聲的翅膀 281270 夢回楠溪江 胡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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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79 夢回嘉峪關 蘇瑋 325127 夢想與明天{LIVE} 劉輝兵

274785 夢在你懷中 莊學忠 341076 夢想與明天{LIVE}[HD] 劉輝兵

234208 夢在你懷中 龍飄飄 334226 夢想擴音機[HD] 劉美麟

231630 夢在你懷中 韓寶儀 254145 夢裡也纏綿 楊林

296131 夢見有一天 小老鷹樂團 309131 夢裡回故鄉 易秀成

302709 夢見你回來 張韶涵 321115 夢裡見到你 郅飛

349717 夢見走西口[HD] 李政飛 285711 夢裡的天堂 正歌

271784 夢的第一章 隋超 323688 夢裡的天堂 皆大歡喜

339203 夢的新起點[HD] 赤龍 271065 夢裡的天堂 覃春江

232656 夢帶我旅行 高進 347701 夢裡的月光[HD] 安蘇羽

265689 夢想大不同 周筆暢,柳博 326109 夢裡的月亮 喜波

325114 夢想大草原 劉彤,劉志成 266929 夢裡的姑娘 郎軍

312188 夢想不會癢 蘇晴 349715 夢裡的姑娘[HD] 漁淵

308974 夢想在前方 卓依婷 286575 夢裡的思念 成銘

309240 夢想在前方 肥狼 285660 夢裡的背影 王金成

314557 夢想在前方 舒曉龍 316241 夢裡的背影 孫曉雨

340173 夢想在飛翔[HD] 群星 263642 夢裡的家園 王梓旭

288848 夢想在哪裡 群星 308088 夢裡的校園 王梓旭

337534 夢想在遠方[HD] 李克 267191 夢裡的桃花 雨柔

314559 夢想成真版 韓廣英 328386 夢裡的顏色 不辣

288849 夢想自行車 李行亮 288401 夢裡青草香 烏蘭托婭

325221 夢想明月曲 崔子格 339430 夢裡秋水長[HD] 王山

324349 夢想的力量 吾尊 317362 夢裡常相伴 望海高歌

293777 夢想的力量 羅嘉俊 321116 夢醉三千年 梅朵

337536 夢想的力量[HD] 楊皓天 331819 夢醉愛情河[HD] 歐陽袁源

336600 夢想的天空[HD] CS晨悠 265293 夢醒不了情 楊小萍

306796 夢想的宇宙 劉杰洛 344993 夢斷三生緣[HD] 婭琳

296129 夢想的旅程 含瑞 334588 嫦娥有話說[HD] 趙斌

342219 夢想的時代[HD] 張美晨 281379 嫦娥看哥哥 胡月亮

343123 夢想的翅膀[HD] 種子群星 300422 實在不應該 佚名

262852 夢想的符號 劉偉 342694 寧可信其有[HD] 鄧卓軒

307283 夢想的顏色{Live} 王宏恩,中國好歌曲 230262 寧願一個人 陳星

307284 夢想的顏色{Live} 王宏恩,羽泉,中國好歌曲 295313 寧願不想你 煙雨憾

319629 夢想者聯盟 夢想者聯盟 278830 對了，我錯了 Olivia Ong

338119 夢想星天地[HD] 廈門年曆寶貝 314562 對上帝的愛 袁宇

264011 夢想紀念日 郁可唯 317444 對不起 媽媽 蔣永軍

317359 夢想紙飛機{Live} Snh48 262075 對她好一些 艾歌

334661 夢想動起來[HD] 華語群星 257016 對自己說謊 許茹芸

323085 夢想最閃亮 劉宇軒 230081 對你太在乎 陳慧琳

341250 夢想遊樂場[HD] 王巧 309439 對你太想念 姚瑤

342650 夢想遊樂園[HD] 沈靖怡 299718 對你沒辦法 佚名

336601 夢想與少年[HD] 雨木 316728 對你的思念 沈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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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3 對你的習慣 趙阿光 316321 歌聲與微笑{Live} 群星

263489 對你唱情歌 田芯兒 306801 歌還做不做 Jaki

281136 對你愛不完 李昀聲 337668 歌還做不做[HD] JKAI

317448 對你愛不完 泳兒 317787 滴答的落寞 高佳依

331955 對你愛不完[HD] 金池,魏語諾 300065 滾熱的咖啡 佚名

284998 對你愛不完{Live} 江映蓉,李煒 289246 滿天煙花雨 李全偉

287292 對你愛不完{Live} 李煒,江映蓉 340403 滿座[HD] 李榮浩

315785 對你愛不完{Live} 張杰,徐嘉葦,最美和聲 317788 漂亮的妹妹 熊七梅

233822 對你愛不完{Live} 黎明 322677 漂亮的姑娘 任飛揚

313839 對你愛不完{Live} 魏語諾,金池 316951 漂亮的姑娘 深海

313853 對你愛不完{Live} 羅熙傑 311896 漂亮的姑娘 燦爛阿龍

332317 對你愛不完{Live}[HD] 李昀聲 349463 漂亮重要嗎[HD] 岳雲鵬,郭麒麟

342360 對你愛不完{Live}[HD] 郁可唯,王太利,蒙面唱將 327887 漂流的方向 張皖

335909 對你愛不完{Live}[HD] 夏恒,中國好聲音 311194 漂流的青春 董朋

330298 對你愛不完{Live}[HD] 郭富城 327889 漆黑的海上 丁可

269080 對你愛不夠 張凌楓 311176 演壞了自己 聖雨

309667 對你說再見 修美娜 342858 漢末群雄錄[HD] 孫翔,Smile小千,橙翼,貳嬸

268784 對待壞女孩 孫子涵 291255 漢源花兒紅 新生

338658 對得起自己[HD] 姚可傑 323957 漫天相思雨 笑天

233893 對愛不放心 黎沸揮,劉嘉玲 341562 漫天相思雨[HD] 笑天

309139 對愛死了心 易欣 279093 漫步月色中 洪祿雲,陳水林

253316 對愛情讓步 于台煙 343279 漫漫人生路[HD] 謝霆鋒,鐘鎮濤

280185 慢慢靠近我 華帝 344422 漫漫人生路{Live}[HD] 樂飛揚

297715 摸著良心說 文奎,斯琴高麗 304842 漫漫紅塵路 劉宏杰

271970 敲起大紅鼓 鮑國 311097 熄滅的愛火 楊罡

270097 敲痛我的心 歌浴森 349932 熊貓伴我行[HD] 鍾新陽

230869 敲醒我的心 陳美鳳 271471 熊貓與傻瓜 金娃娃

314563 旗袍的誘惑 劉蕊綺 285355 瑪麗進行曲 鄭志立

308732 暢遊黃河口 李志洲 298766 瑪麗諾之歌 佚名

321944 榮成等你來 車曉菲 327932 瘋一樣的活 程欣

332621 槍神的榮耀[HD] 婁藝瀟 284268 瘋人院二樓 鄭毅

230626 槐樹花兒香 陳玲玉 328782 瘋狂去搖擺 正雲

303255 歌飛大西部 陳俊華 280429 瘋狂的存在 任賢齊

299118 歌唱井崗山 佚名 333833 瘋狂的季節[HD] Lbc

265883 歌唱你潛江 張揮 343301 瘋狂的雨點[HD] 李文玉

349445 歌唱新時代[HD] 劉媛媛 294686 瘋狂的旋風 雨金

311974 歌從心中來 韓琳 317845 瘋狂的週末{Live} 謝雷

302725 歌從雪山來{Live} 張黎玲 339537 瘋狂的嗓子[HD] 李強

282948 歌聲永不落 譚晶 262498 瘋狂哆來咪 谷朴

289583 歌聲別樣紅{Live} 丁曉紅 311579 瘋狂愛愛愛{Live}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298894 歌聲滿行囊 佚名 290515 瘋夠了沒有 余潤澤,徐銨

320578 歌聲與微笑{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295591 盡情的歌唱 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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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68 睡眠的航線[HD] 許含光 262818 綻放的微笑 快樂家族

293492 睡醒的獅子 姬長樂 326506 緊握你的手 許嘉文,杜春雷

345278 瞄著你就愛[HD] 鳳凰傳奇 301764 緊緊跟隨你{Live} 約書亞樂團

310091 碧水灣情歌 常安 303105 聚散倆依依{Live} 許茹芸

340950 福安我愛你[HD] 陳蕭蕭 270296 聚陽歡迎你 熊峰

328797 福從中國來 烏蘭圖雅 304390 與世界聯網 解曉東

326477 福慧如何修 顧凱 320745 與香港同行 徐浩峻

328808 算了吧，忘了吧 梁春光 349100 與真情同行[HD] 羅爾吾

302192 算了忘了吧 浩瀚 290679 與祖國有約{Live} 張大偉

299842 算不算可惜 佚名 263608 與愛情無關 王可心

268635 算不算可惜 周子寒,李富興 311906 與聲音跳舞 謝天笑

230533 算不算可惜 陳淑樺 263736 舞王與high歌 向鼎

327977 算什麼男人 向洋,潘嘉麗 266688 舞棍大帝國 葉復台

336807 算什麼男人[HD] 周杰倫 333675 蒲公英在飛{Live}[HD] 塗議嘉

327286 算什麼男人{Live} 周杰倫,羽田,中國新歌聲 322021 蒸發太平洋 迪克牛仔

300066 管不住自己 佚名 281594 蒼天一滴淚 馬希爾

325258 管他誰是誰 張靜 294314 蒼天笑我狂 成于申

327978 管你的擁抱 陳芳語 299864 蒼白的記憶 佚名

314568 管你愛不愛 佟麗婭 344013 蒼白的溫柔[HD] 楊瑤

284820 綠色的呼喚 接厚芳 309561 蒼白的諾言 胡杰夕

307874 綠色的青春 小杜 299205 蜜蜂與花朵 佚名

320717 綠色的家園 崔來賓 311324 蜜蜂與蜂蜜 臺灣女孩

324772 綠色的祝願 王瑩 268142 認真的謊言 何東

299473 綠色的草地 佚名 313495 認識你真好 楓橋

234180 綠色的草原 龍梅 286849 認識你真好 鐘天富

288312 綠色的記憶 黃文武 336460 認識你真好[HD] 陳奕夫

230594 綠色的旋律{Live} 陳潔麗 347094 誓言已破裂[HD] 雨霖楓

289365 綠度母心咒 印能法師 270210 誤以為愛情 洪辰

232628 綠軍裝的夢 高歌,楊柳 345345 說一個理由[HD] 楊森

300932 綠島小夜曲 李逸,謝玲玲 285096 說不出再見 王爵

304561 綠島小夜曲(慢四) 舞曲 265553 說句心裡話{Live} 劉一禎,劉和剛

304509 綠島小夜曲{Live} 甄妮 345347 說好一起走[HD] 許佳慧

330279 綠島小夜曲{Live}[HD] 蔡琴 302051 說好了不哭 孫艷,鄒芳武

336814 維特式主角[HD] 沈世愛 301483 說好不分手 金子楊,高進

347914 維密你開場[HD] 洛天依 318013 說好不分手 張丹鋒

230303 網上玫瑰花 陳星 318494 說好不分手 黃勇

322000 網上這段緣 曉曉 306807 說好不分手 楊洺

308361 網路一線牽 安東陽 305611 說好不分手 韓偉

321527 網路不了情 紅薔薇 297605 說好不分離 小榮

307812 網路有真情 千童(張海松) 268680 說好不放手 唐煜航

307472 網路新情緣 阿文 343358 說好不許哭{Live}[HD] 盛希,鄧力川

314569 綻放的玫瑰 劉藝淼 330650 說好不想你[HD] 張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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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82 說好去看花 次仁拉宗 297101 遙遠的思念 董陽

324115 說好在一起 左東川 272041 遙遠的思念 龍奔,攸浟

339126 說好在一起[HD] 孫健康 297102 遙遠的思念{Live} 格桑英妮

322823 說好的幸福{Live} 丁毅 268834 遙遠的故鄉 孟根琪琪格

292670 說好的約定 林董 290333 遙遠的重逢 阿蘭(Alan)

316590 說好的約定 許藝娜 319447 遙遠的家鄉 雅麗

332787 說好就算了[HD] 弦子 265699 遙遠的媽媽{Live} 哈琳

230061 說你不愛我 陳慧琳 300873 遙遠的愛情 李彬

329699 說你喜歡我 胡丹丹 347112 遙遠的諾言[HD] 毛曉彤,Mike.D.Angelo

265636 說你需要我 南拳媽媽 232420 遙遠寄相思 高勝美

302068 說吧 你說吧 徐子涵 324148 遠方老媽媽 吳永飛

295091 說我很愛你 張佑錢 293571 遠方我的愛 張揮

285817 說唱中國紅 吳文煜 329729 遠方的兄弟 李超

294159 說給男人聽 唐古 324145 遠方的姑娘 馮光

341824 說過的不算[HD] 趙泳鑫 311987 遠方的朋友 彝 組合

262086 說聲對不起 阿毛 324146 遠方的孩子 韓紅

303288 說聲對不起 陳思安 311563 遠方的思戀 德龍

232826 說聲對不起 鳳飛飛 305677 遠方的情郎 藍馨

231614 說聲對不起 韓寶儀 304484 遠方的愛人 爾瑪豪鷹

328042 說聲謝謝你{Live} 劉沖,衝擊力樂隊 319175 遠方的鼓聲 雷光夏

257926 說謊的女人 辛曉琪 329730 遠方的戀人 田麗穎

271365 說謊的流星 鄭源 320818 遠方的戀人 李葵航

284415 說謊的眼淚 任軍太 324147 遠方的戀人 張平

286126 說謊的愛人 舒心翼語 231174 遠方飄著霞 陸蘋

348603 說謊的證人[HD] 黃宥傑 323467 遠去的背影 曉東

293005 說變就變了 賀世哲 292997 遠去的笑聲 謝藝

335069 說變就變了[HD] 波拉 322867 遠去的記憶 愛歌

288358 豪情大草原 豪圖 284896 遠去的雲朵 李曉

302242 趕上好時候 祖海 230207 遠空的呼喚 陳明

302147 趕路的月光{Live} 格格 298786 遠飛的大雁 佚名

274883 趙州禪茶頌 李美麗 289468 遠飛的大雁{Live} 降央卓瑪

300915 輕輕呼喚你 李逸 347976 遠飛的燕子[HD] 余萍

335437 輕輕的放下[HD] 小柯 308534 遠處的燈火 冷漠

287339 遙遠的天涯 尚芸菲 300247 遠揚的夢舟 佚名

298822 遙遠的地方 佚名 234377 遠遠在一起 龔詩嘉

327291 遙遠的地方 劉和剛 344048 酷瓜樹{Live}[HD] 崔健

293673 遙遠的孤單 李維 305067 銀白色月光 蔡淳佳

315617 遙遠的彼岸{Live} Snh48 266776 銀白色宮殿 蘇晴

230309 遙遠的承諾 陳星 318752 銀色小木舟 佚名

348632 遙遠的牧歌[HD] 阿斯滿 298994 銀色的聖誕 佚名

270701 遙遠的思念 胡斌 274622 銀鷹處處飛 于爽

329728 遙遠的思念 格桑英妮 294876 餅乾的味道 余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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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71 骯髒的惡魔 約瑟翰龐麥郎 265582 憤怒的小鳥 劉嘉亮

314581 魂不吝r,B{Live} 曹軒賓 347810 摩西撲克牌[HD] 郝婉彤

311898 鳳凰花又開 繆杰 309502 摩的大飆客 洛天依

298440 鳳凰與蝴蝶 朱樺 336303 摩的大飆客[HD] 約瑟翰 龐麥郎

305570 鳳梨菠蘿蜜 謝娜 278074 摩的叨位去 佚名

308743 鳳舞豔陽天 李昊 301212 摩羯的愛情 奔奔

304129 齊唱新年好 群星 317651 摩羯座女孩 曉夏

339175 僵屍全明星[HD] 蕭敬騰 297456 撒哈拉沙漠 Toro

268663 億萬中國心 周艾傑 231997 撒哈拉沙漠 台風組合

307461 厲害的角色 閆強 328627 撒哈拉的花 金志文

255233 嘩一聲之後 王菲 313088 撕了那封信 高雅娜

321799 嘻哈莊腳情 玖壹壹,Lulu 271020 撕了那封信 薛凱琪

312061 嘿 Baby 羅百吉,寶貝 270289 撕心的呐喊 熊七梅

297383 嘿 幸福快樂 Mon Mon 320515 撕碎的承諾 覃浩

316741 嘿 嫁給我吧 Dj 凱 322582 撥一通電話 沈志豪

297659 嘿!我要走了{Live} 五月天 308641 撫仙湖戀歌 呂微

295261 嘿光腚娃娃 楓橋 349409 撫摸你的臉[HD] 李必志

266358 噗嚨共之歌 浩角翔起 310522 撲火的飛蛾 莊妮

318319 墨寫你的美 冷漠 338416 敵不過想念[HD] 游鴻明

345562 嬉戲大作戰[HD] 宋孟君,童可可 310940 敷衍的承諾 軻然

300271 寫不完的愛 佚名 307892 敷衍怎麼演 小瑩兒

333945 寫的是夏天[HD] 林靖雨 266630 數到三不哭 胡夏

366002 寫給ck的歌 C 1 K 338417 數星星的人[HD] 吳克羣

230895 寫給ck的歌 陳蔚 256865 暫時一個人 許慧欣

268371 寫給方大同{Live} 劉心 317699 暴風雨之夜{Live} Snh48

287017 寫給你的歌 張莫晗 339776 樂清灣之戀[HD] 李昱和

290014 寫給你的歌 畢書盡 342225 樂清灣之戀{Live}[HD] 李昱和

289657 寫過的情詩 冷漠 303815 樓上的人兒 黃品源

317478 廢棄這段情 Xku小酷 331640 歐拉拉呼呼[HD] 盧廣仲

335623 彈指一揮間[HD] 許嵩 301956 歐芭勒舞鞋 修美娜

285718 影子的影子 田馥甄 328697 歐詩漫之歌 梅瑞東

256798 德國下雪了 許哲珮 327892 潔白的哈達 齊旦布,次仁桑珠,索朗扎西,雪蓮三姐

297576 憂傷的小妹 子力 289249 潘朵拉星球 印能法師

296425 憂傷的公主 鐘亞華 233380 潛入深海裡 黃湘怡

324641 憂傷的沉默 杜留香 290472 潛意識失憶 Clown

301802 憂傷的秋千 胡雯 291787 潛意識沉默 Gj蔣卓嘉

310552 憂傷的離去 許強 334581 潛意識沉默[HD] 蔣卓嘉

312834 憂傷華爾滋 阿毛 285058 熟悉的路口 焱彬

270494 憂傷華爾滋 璐菲 289271 熟悉的擁抱 好妹妹樂隊

293147 憐憫的快樂 陳乃榮 232510 熱情的太陽 高峰

312533 憤怒的小鳥 冷漠 253091 熱情的沙漠 徐小鳳

313614 憤怒的小鳥 劉冬 284027 熱情的沙漠 樊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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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233 熱情的沙漠{Live} 古巨基,李泉 303581 複習小情歌{Live} 曾軼可

296780 熱情的沙漠{Live} 李安梅,朱興東 324116 誰下的情毒 韓春雨

319399 熱情的沙漠{Live} 庾澄慶,中國好聲音 298399 誰也不欠誰 朱妍

280358 熱情的沙漠{Live} 庾澄慶組學員 233959 誰也不欠誰 黑雨

313368 熱情的沙漠{Live} 麥德羅 254300 誰也不知道 楊鈺瑩

304519 熱情的沙漠{Live} 甄妮 286152 誰也別恨誰 潘世科

266858 熱情的沙漠{Live} 謝雷 300995 誰在乎永遠 杜德偉

331871 熱情的沙漠{Live}[HD] 羽泉 325663 誰在想念我 田田

335536 熱情的沙漠{Live}[HD] 夢然 341295 誰在想念我[HD] 田田

334522 熱情的沙漠{Live}[HD] 夢然,孫楠 312082 誰在感動我 羅漢

319400 熱場甩賣歌 劉爽 322825 誰在聽情歌 丁思忖

320643 熱愛人民歌 呂繼宏 290496 誰伴我雙飛 于全莉

344763 熱愛的故鄉[HD] 朱小發 280556 誰把我拯救 劉愉愉

309354 熱辣關東人 鄧廣福 303116 誰把誰忘記 許景淳

280359 熱線你和我 楊麗 293619 誰沒年輕過 新街口組合

305931 熱線你和我 鍾偉 292729 誰沒有過去 焦艷敏

278348 窮二代心聲 暴林 294404 誰沒受過傷 林澤豐

308535 窮人也是人 冷漠 308176 誰來救救我 王鶴錚

289338 窮人富貴夢 阿權 322824 誰和我同醉 忢訫

269862 窮的只有愛 楊謹,張智成 305479 誰是心上人 謝采妘

309243 窮追不捨夢 花世紀樂團 269840 誰是我的郎 楊梓

233752 糊塗女人心 黃思婷 334026 誰是我的郎[HD] 楊梓

327995 緣份一道橋 王力宏,譚維維 274795 誰是我的菜 弘岩

310610 緣份在哪裡 郭歡 327299 誰是真的愛 馬常寶

316290 緣份的女孩 曹海波 307777 誰是誰的菜 閆鳳梅

309641 緣份的奇跡 郎郎(馬志鋒) 297040 誰是誰的菜 閻鳳梅

265790 緣份惹的禍 安東陽 340128 誰是誰的菜[HD] 與歐

230965 緣來一家人 陳龍 312495 誰是誰的誰 艾莉莎

310470 緣定的愛人 梅朵措 319966 誰是誰的誰 孫露

306820 緣盡是背叛 沈志仲 293338 誰是誰的誰 紫海

340108 練習不害怕[HD] 詹宇琦 282906 誰是誰滴菜 西子

311088 練習不想他 楊青倩 315505 誰為我停留 孫露

266646 蔚藍的故鄉 胡東清 310255 誰為誰難過 張祥洪

230905 蔡鳴鳳辭店 陳衛國 300909 誰要你理睬 李逸

336834 蔬菜裡的花[HD] 崔子格 305487 誰要你理睬 謝采妘

333582 蝴蝶的愛情[HD] 孟文豪 337495 誰家的姑娘[HD] 張庚萱

325285 蝴蝶泉之戀{LIVE} 曲丹 311146 誰能說明白 瑞雪

308037 蝴蝶愛上花 王成勇 293371 誰唱的情歌 上官曉懿

308201 蝴蝶翩翩飛 司文,司徒蘭芳 309738 誰帶我回家 孫偉

322811 蝶戀花 春景 曹沁芳 321599 誰殺了阿春 日京江羽人

265564 蝶戀花母親{Live} 劉一禎 328045 誰都沒有錯 陳娟兒

318477 衝動的錯愛 郭津彤 303849 誰敢相信你 黃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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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041 誰會改變我 楊宗緯 316947 請讓我愛你 梁寶強

344026 誰會記得我[HD] 黃凱芹 342954 賣空氣的人[HD] 盧凱彤

328044 誰綁架了誰 王覺 310548 賣笑的傻瓜 許哲珮

275090 誰說你可以 蕭煌奇 290418 踏上江湖路 高乾赫

319442 誰懂女人花 陳瑞 234334 踢球的孩子 龐龍

325438 誰懂我的殤 花樹 297555 踩在夕陽裡 于櫻櫻

325565 誰懂我的殤 龍影雲 301378 踩在夕陽裡 林淑蓉

334397 誰關了陽光[HD] 劉偉德 319370 踮起腳尖愛 洪佩瑜

297322 誰讓你流淚 F4 332127 躺著也中槍[HD] 潘裕文

300426 誰讓我流淚 佚名 286063 輝煌中國夢 常思思

336838 談錢傷感情[HD] 余潤澤,徐銨 288329 輝煌的足跡 程楚喻

266232 請比我愛她 柯震東 325234 輝煌的春天 莊紅虎

322827 請全部留下 唐禹哲 269177 輪椅上的愛 張磊

316606 請你不要走 何遇程 324155 鄰家小丫丫 平湖秋月

263437 請你別再說 舒心翼語 318074 鄰家小丫丫 望海高歌

300225 請你別忘記 佚名 316089 鄰家小丫丫 蔣嬰

232433 請你別忘記 高勝美 312325 醉了千古愛 方瓊

310191 請你告訴我 張倫輝 278520 醉了千古愛 王喆

283941 請你忘了他 楊楓 321652 醉了千古愛 陳俐俐

298320 請你忘了我 冰與火組合 337734 醉了千古愛{Live}[HD] 王瑤

343418 請你忘了我[HD] 何建清 306032 醉了我的心 櫻花姊妹

324121 請你走草原 天駿 312901 醉人的花香 洛桑扎西

328891 請你來喀什 西域胡楊 342965 醉在愛情裡[HD] 趙雨航

320789 請你來新疆 曹菲兒 318075 醉後一首歌 趙心雨

306091 請你放了我 艷陽天 278201 醉後的心碎 大慶小芳

271345 請你陪我走 鄭源,林可昕 269004 醉後的心碎 常健鴻

308537 請你等等我 冷漠 297118 醉美大中華 衛東

309118 請你嫁給我 明聖凱 340999 醉美大中華{Live}[HD] 衛東

316202 請你嫁給我 曹海波 280597 醉美百草園 何晶

308157 請你講中文 王繹龍 326612 醉美的地方 阿娜丹

300067 請你讓我走 佚名 346341 醉美酒城宮[HD] 王喆

316379 請別再想我 朱佳希 329743 醉美酒宮城 王喆

233979 請別離開我 黑龍 292196 醉美蝴蝶穀 啡啡

262554 請到草原來 呼斯楞 344530 醉美轎子山[HD] 何佳

314606 請到草原來 綠野清風組合 344531 醉美轎子山[HD] 祖海

280553 請到瀘州來 耀暢組合 287276 醉夢故人謠 李波

310256 請妳別忘記 張祥洪 298074 鋒利的記憶 王箏

263356 請祖國檢閱 孫維良 284921 閬苑女仙圖 李珊

311783 請停止冷漠 蕭全 343405 靠近你的心[HD] 宇宙少女

343360 請問丘比特[HD] 范玉陽 337642 鞋子特大號[HD] 周杰倫

334996 請嫁給我吧[HD] 帥霖 332424 餘生一起過[HD] 劉德華

320790 請跟我聯絡 李易峰 343408 餘生的美好[HD]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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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521 餘留的溫柔 洪煜祺 285455 整晚的音樂{Live} 陳羽凡,耀樂團

232067 駝背的爸爸 馬健濤 346131 整整兩年了{Live}[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297205 鬧啥子嘛鬧{Live} 張杰,謝帝 335080 樹下潘朵拉[HD] 王彙筑

332726 鬧夠了沒有[HD] 賴偉鋒 304732 樹葉的崇拜 趙薇

349189 魅力中國城[HD] 梁永斌,阿魯阿卓 290256 樹葉的夢想 趙姝

349557 魅力堯頭窯[HD] 張民山 327308 橋驛聽雨落 洛天依

300353 黎明的時候 佚名 320577 機會與命運 Hush

344841 黎明的翅膀[HD] 周深 288573 歷史的天空 韓磊

324840 黎明的梅花 羅邏聖 274946 歷史的天空{Live} 毛阿敏

336885 黎明的梅花[HD] 羅邏聖 290257 激情馬婁卡 趙姝

318143 黎明的梅花{Live} 羅邏聖 345684 濃情淡如你[HD] 周深

268164 黎明的曙光 何瑤 288539 濃濃百姓情 鄭璐

309119 黎明前的夢 明聖凱 306831 熾熱的青春 賈乃亮

290899 黎明破曉後 紫菱 299080 燃燒吧!火鳥 佚名

289893 凝固的傷悲 曉月 316597 燃燒吧青春 何潔

335401 奮鬥的力量[HD] 姬長樂 337647 燃燒吧蔬菜[HD] 白肯南

317386 奮鬥的青春 鄭源,鄭東 336779 燃燒吧蔬菜[HD] 白凱南

233988 學不會放手 黑龍 338149 燃燒吧蔬菜[HD] 群星

257013 學琴的孩子 許茹芸 299438 燃燒的激情 佚名

265880 學著忘記你 張揮 325868 燈火闌珊處 朱妍

309745 學會不愛你{Live} 孫敬媛 347874 燈火闌珊處[HD] 夏天alex

322127 導師開場曲{Live} 陶喆,范曉萱,劉歡,胡海泉,中國好歌曲 264284 燕兒翩翩飛 鍾舒祺

268689 戰士的渴望 國巍 345238 燕雀的理想[HD] 新蛋糕樂隊

278396 戰士與母親 李暉 286300 燕趙兄弟情 趙小兵,王業星

287799 戰友啊兄弟 孫銘澤 322708 獨自唱情歌 莊心妍

306829 戰友啊戰友 金波 316443 獨特的芬芳 馬淑媛

316108 戰友圓舞曲 向愛平 314623 獨愛一枝花 崔天歌

319787 戰友離別情 張爭 309894 獨舞的楓葉 涓子

230230 戰爭與和平 陳明真 309182 禦龍三國志 林俊傑

342790 戰魂英雄劫[HD] 墨明棋妙 311511 禦龍品青梅 劉惜君

310652 擁有你的美 陳岩 348533 禦龍將軍台[HD] 袁婭維

291338 擁你在懷中 淮梓倫 309163 禦龍銘千古 林志炫

346125 擁抱中國夢[HD] 正負極組合 331628 禦龍歸字謠[HD] 鳳凰傳奇

347360 擁抱你離去[HD] 張北北 281251 禦龍鏡中隱 汪蘇瀧

275103 擁抱到最後 袁成杰 331192 禦龍耀九天[HD] 周筆暢

301495 擁抱的印記{Live} 金海心 312310 穆桂英掛帥 孔瑩

302300 擁抱的問號 袁泉 230919 穆桂英掛帥 陳輝玲

312311 擁抱的理由 尹熙水 349490 穆桂英掛帥{Live}[HD] 金婷婷

284901 擁抱的理由 李泰 299737 穆桂英掛帥-我家住山東 佚名

314618 擁抱的理由 趙齊 316337 篝火圓舞曲 呼斯楞

333484 擁抱的溫暖[HD] 陳楚生 311450 糖果的味道 劉忻,Dl組合

322588 整夜大雨後{Live} 邱比,中國好歌曲 294833 興安敬酒歌 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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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731 融化的愛意 孫曉雨 341470 親愛的老婆[HD] 劉航

293000 融進一份愛 譚晶 344507 親愛的老婆{Live}[HD] 吳周勝

275002 螞蟻的幸福 王楊 324105 親愛的自己 徐向立

298980 螞蟻愛做工 佚名 313470 親愛的別哭 楊廷廷

302606 螢火蟲女孩 張禹凌 305039 親愛的走吧 潘曉峰

331405 螢火蟲的夢[HD] 艾歌 349115 親愛的姐姐[HD] 楊大勇

343350 螢火蟲長大[HD] 彭博 313340 親愛的姑娘 陳詠

311610 褪了色的夢{Live} 潘秀瓊 337363 親愛的姑娘[HD] 宋曉峰

340121 親密的疏離[HD] 冼佩瑾 342232 親愛的姑娘[HD] 侯旭

309312 親情的呼喚 阿英 348595 親愛的姑娘[HD] 施文彬

304974 親情的家園 德德瑪 312957 親愛的朋友 郎郎(馬志鋒)

349521 親愛ed你[HD] 賴慈泓 326557 親愛的朋友 鴻飛

306837 親愛的大叔 秋褲大叔 340739 親愛的朋友{Live}[HD] 孫江楓

275125 親愛的大叔 趙小兵 290078 親愛的爸爸 王宇京

335449 親愛的女人[HD] 張佑錢 270561 親愛的哥哥 竹子

331390 親愛的女孩[HD] 胡靈 333515 親愛的草原[HD] 雲菲菲

343354 親愛的小妹[HD] 胡蘇 327312 親愛的晚安 Better Man組合

294349 親愛的小孩 朱興東 321590 親愛的晚安 許雲龍,阿娟

293024 親愛的小孩 趙薇,黃渤,佟大為,郝蕾,張譯 322817 親愛的媽媽 王不火

268367 親愛的小孩 劉德華 290077 親愛的媽媽 王宇京

332145 親愛的小孩[HD] 辛曉琪 313397 親愛的媽媽 湘東雨

287295 親愛的小孩{Live} 李煒,江映蓉 233637 親愛的愛人 黃靖紘

287390 親愛的小孩{Live} 俞灝明 332999 親愛的路人[HD] 劉若英

297021 親愛的小孩{Live} 張赫宣 316097 親愛的夥伴 顏丙燕

297022 親愛的小孩{Live} 彭佳慧,美聲四季 339039 親愛的戰友[HD] 高尚征

268370 親愛的小孩{Live} 劉心 332416 親愛的樹洞[HD] S.H.E

313747 親愛的小孩{Live} 蕭敬騰 336342 親愛的樹洞{Live}[HD] S.H.E

317031 親愛的小孩{Live} 蕭敬騰,徐詣帆,最美和聲 315377 親愛的寶貝 大張凡

269610 親愛的小孩{Live} 權振東 294497 親愛的寶貝 王鍵

337362 親愛的小孩{Live}[HD] 朱興東 345738 親愛的寶貝[HD] 居山植

340738 親愛的小孩{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345739 親愛的寶貝[HD] 陳雅森,蘇勒亞其其格

279650 親愛的父親 葉曉紅 309361 親親小妹子 阿寶

327311 親愛的兄弟 望海高歌 268953 親親老百姓 尤國通

291364 親愛的再見 王爍巽 331897 親親西北風[HD] 蒙克

313780 親愛的再見 戴佩妮 312400 親親的草原 冉燃

297019 親愛的回來 木杰 335361 親親的草原[HD] 烏蘭圖雅

326558 親愛的老師 陳杉雨 312221 親親紅蓋頭 蘭旗兒

329697 親愛的老婆 阿賴 346312 親親海思羽[HD] 海思羽群星

309886 親愛的老婆 海浪 324107 親親富水湖 萬莉

311487 親愛的老婆 劉洋 344024 親親熙和灣[HD] 潘倩

324298 親愛的老婆 劉航 308812 諷刺的生活 李斌豪,吳彤

342941 親愛的老婆[HD] 張坤 231380 貓咪愛上魚 雷龍,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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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050 貓愛上老鼠 康茜 280605 錯過你的人 周韋杰

292041 賴孩和孬哥 余潤澤,徐銨,張明 316452 錯過的幸福 六哲

270669 輸的很徹底 膨大海 291104 錯過的風景 任和

309455 輸給了寂寞 姜青濤 300647 錯過的風景 冷漠

294571 輸給了距離 董偉,蕭萌 312853 錯過的風景 鄧廣福

295431 輸給了距離 董偉,瀟萌 268303 錯過的情人 冷漠,石梅

267081 辦公室之歌 阿該 265770 錯過的情緣 孫中亮

298930 遲到的男孩 佚名 307490 錯過的牽手 陳雅森

274932 遲到的幸福 梁一貞 321663 錯過的牽手{Live} 陳雅森

307076 遲到的溫柔 張津涤 316912 錯過的溫柔 蘇青

323469 遲到的誓言 張若昀 280938 錯過的緣份 小山

343377 遲到的醒悟[HD] 范玉陽 322199 錯過就不再 雨宗林

305135 選擇你的愛{Live} 鄭伊健,章子怡 302104 錯誤的相遇 徐婕兒

270405 選擇性失憶 王熙然 310344 錯誤的相戀 張雷

292966 選擇跟她走 袁惜君,蔡曉 283191 錯誤的情緣 黃軍

330914 遺失的心跳[HD] 蕭亞軒 289487 錯誤的網緣 歌一生,楓舞

342058 遺失的美好[HD] 張韶涵 305649 錯誤的戀曲 韓寶儀

320821 遺失的美好{Live} 張韶涵,隱藏的歌手 268988 錯錯錯的人 崔偉亮

321637 遺失的美好{Live} 張韶涵,隱藏歌手 232052 雕花的馬鞍 馬丹

302746 遺失的情歌 張鎬哲 288359 雕花的馬鞍 豪圖

318063 遺失的聲音 鄧紫棋 309649 雕花的馬鞍{Live} 降央卓瑪

312119 遺忘了以往 關菊英 344551 霍元甲不假[HD] CV王胖子

265978 遺忘的春天 慕容曉曉 286315 霍城 走天涯 陸鋒

324213 遺忘的時光 萬梓晴 316339 霓裳羽衣曲 王瑩

257933 遺忘的結晶 辛曉琪 310452 靜止的回憶 曹震豪

344526 遺忘的遺憾[HD] 金南玲 315618 靜夜思鄉曲 安東陽

232676 遺棄的玫瑰 高隆 289508 靜夜裡的美 黃文武

340995 遺棄的花海[HD] 范小倩 230151 靜等一份緣{Live} 陳文浩

303446 遺憾的美麗 陸瑤 347508 靜寧好地方[HD] 張蓉

341392 遺憾的美麗[HD] 陸瑤 298998 靜靜的月夜 佚名

321639 遺憾的藝術 張棟樑 230856 靜靜的生活 陳綺貞

271768 遼闊的草原 降央卓瑪 308149 靜靜的夜晚 王錚亮

336860 醒來再做夢[HD] 莫艷琳 305484 靜靜的河邊 謝采妘

234166 醒來我的愛 龍寬 256530 靜靜的看你 蕭亞軒

289481 醒來就忘記 林曉培 348672 靜靜望著你[HD] 苑國傑

310259 醒悟的滋味 張祥洪 324182 頭大的愛情 丁冠森

300068 鋼琴後的人 佚名 281045 頸上胭脂紅 新街口組合,Mona

231619 錢來去匆匆 韓寶儀 294583 頹廢的孤獨 蔣蔣

269337 錫林郭勒美 德德瑪 233475 鴕鳥式沉默 黃立行

291211 錯放你的手 常健鴻 347513 鴨綠江之夜[HD] 馬晶

335744 錯放你的手[HD] 劉爽 324195 黔東南 醉美 唐美華

308119 錯過了地址 王菀之 304629 默默的相思{Live} 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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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18 默默祝福你 青山 312679 舉杯吧朋友 李潮

316340 默默祝福你 梁佳玉 315373 舉起這杯酒 師紅飛

307984 默默祝福你{Live} 方伊琪 285145 薔薇花兒開 紅薔薇

324197 龍人好領袖 醉美 256878 謊言太甜蜜 許慧欣

293572 龍津風雨橋 張斌 345352 講不出再見{Live}[HD] 木森,譚詠麟,我想和你唱

294263 龍津風雨橋 張衛華 342051 講愛的地方[HD] 任靜,付笛生

338550 龍族的節日[HD] 李昱遂 289873 謝謝你 朋友{Live} 彭麗媛

315812 龍騰大湖灣 邢高瑗 324324 謝謝你再見 吉克雋逸

304314 優氧深呼吸 葉蓓 320793 謝謝你來過 戴登仲

311506 優傷小夜曲 劉婭婷 320794 謝謝你和我 邢傲偉,童苡萱

322371 嚇死寶寶了 周艷泓 285494 謝謝你朋友 韓冰

320252 嚇死寶寶了 許嘉文 349127 謝謝你朋友[HD] 呼和浩楠

324320 嚇死寶寶了 葉貝文 314645 謝謝你的狠 陳後華

343107 嚇死寶寶了[HD] 阿譯 285135 謝謝你的愛 祝建林

265035 懂我再愛我 陳嘉樺,Tank 303392 謝謝你的愛 陳慧嫻

253859 懂還是不懂 楊乃文 313424 謝謝你的愛 費陽

345636 戲曲大聯唱{Live}[HD] 閻維文,王子辰,屈奕彤,侯欣悅,侯欣然,歌聲的翅膀 338515 謝謝你的愛[HD] 伊能靜,秦昊

231047 戴帽子的你 陶喆 340982 謝謝你的愛[HD] 群星

266496 擦亮你的眼 王雯 322034 謝謝你的愛{Live} 李克勤,我是歌手

317654 擦掉你的味 洪曉源 330068 謝謝你的愛{Live}[HD](國) 劉德華

307958 曖昧的味道 天籟天 303213 謝謝你捧場 陳仁豐

315633 殭屍全明星 蕭敬騰 337695 謝謝你愛我[HD] 于文文

303483 濤哥我愛你 雪村 342948 謝謝你愛我[HD] 謝和弦

267321 燦爛的行走 黃英 337780 謝謝我的我[HD] 劉品言

334373 爵士日與夜[HD](國) Project Ace 323445 謝謝我媽媽 陳心蕊

339799 牆外的風景[HD] 蘇打綠 328049 謝謝妳愛我 謝和弦

287871 環保小衛士 于子洋 299591 賽萊姆姑娘 佚名

311612 環遊你的心 潘辰 274631 邂逅丘比特 何玲玲

330579 療傷燒肉粽[HD] 周杰倫 311368 還不了的愛 趙仰瑞

298434 瞬間的愛戀 朱曉玲 299115 還不清的債 佚名

335151 瞬間與永遠[HD] 郭蘅祈 306955 還在你身後 劉力豪

304268 總在我身旁 群星 335821 還在夏天呢[HD] 辰亦儒

340716 總是那麼傻[HD] 孫子涵 345758 還好在這裡[HD] 李行亮,崔子格

302757 總是那麼親 敖長生 278582 還好有你在 至上勵合

340717 總會幸福的[HD] 小軍,王鈺鈞 332966 還好遇見你[HD] Pchy

314642 總會想起你 流蘇 274804 還有一個你 張勇

231650 繁榮的中華 韓延文 345383 還有八百年[HD] 徐向東

289381 聰明的傻瓜 金潤吉 300758 還有我疼你 李宇春

338746 聰明的選擇[HD] 趙傳,Jennifer 335172 還有我愛你[HD] 陳奕夫

230512 聰明糊塗心 陳淑樺 283921 還有路要走 高楓

298896 臨走的誓言 佚名 314649 還沒 來得及 王錚亮

307382 臨走這一刻 蕭洋 297109 還沒說的話 歌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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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816 還是好朋友 王心凌 333033 還會等著你[HD] 李亮超,漁圈

299944 還是好朋友 佚名 346336 還懷念什麼[HD] 楊帆

269397 還是有媽好 拉毛王旭 318089 鍵盤上的愛 張翠萍

300531 還是你最好 佚名 320019 鍵盤上的愛 潘七魁

230680 還是你最好 陳琳 332944 隱形去看你[HD] 林采緹

336854 還是你最好[HD] 陳浩民 312791 隱形的翅膀 易帆

336463 還是你最好[HD] 陳浩明 281491 隱形的翅膀 鄧小龍

328926 還是沒回來 秦浩 314651 隱形的翅膀 盧小愛

285132 還是沒想到 叫獸易小星 344827 隱形的翅膀[HD] 王雪懿

337760 還是沒想到[HD] 白客,叫獸易小星 342062 隱形的翅膀[HD] 張韶涵

337711 還是那個人[HD] 天賜 316298 隱形的翅膀{Live} 林志炫,徐小清

345759 還是放不下[HD] 莊心妍 316297 隱形的翅膀{Live} 張杰,吳汶芳,最美和聲

268038 還是放開手 書雲 320849 隱形的翅膀{Live} 張韶涵,隱藏的歌手

308604 還是很愛你 吳淑敏,梅東生,簡語卉 321673 隱形的翅膀{Live} 張韶涵,隱藏歌手

263496 還是要幸福 田馥甄 328097 隱形的翅膀{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314650 還是要幸福 剪影姐 333814 隱形的翅膀{Live}[HD] 龔琳娜

309933 還是家溫暖{Live} 耿為華 297308 隱形的清流 Connie

324431 還是做朋友 孟楊 297210 鮮花屬於你{Live} 宋祖英

324578 還是做朋友 曾春年 297928 鴿子的悲傷 王羚柔

337353 還是想著你[HD] 黃文星 278349 點情借點愛 曹越

319171 還是愛著你 伊雪 256536 點給我的歌{Live} 蕭亞軒

331017 還是愛著你[HD] 韋禮安 318151 點燃一支煙 海燕兒

230853 還是會寂寞 陳綺貞 299848 點燃一根煙 佚名

263648 還是會想你 王樂昌 286054 點燃一根煙 高勝美

293035 還是會想你 車子 309016 點燃我的愛 周樂天

329731 還是會想你 原子邦妮 347249 嚮往烏托邦[HD] 丁一

336439 還是會想念[HD] 王立荐 332183 斷了線+回家[HD] 林志炫

283825 還是算了吧 門麗 280252 斷翅的小鳥 張磊

307798 還要一起沖 Lollipop F 268376 斷翅的天使 劉思偉

266247 還要一起沖 棒棒堂 319819 斷腸相思淚 楓舞

287836 還要更快樂 Pop Corn,洪敬堯 326340 斷腸相思淚 楓舞,何文秀

334529 還要更快樂[HD] 洪敬堯,Pop Corn 316496 斷線的風箏 田杰

324150 還要等多久 蘇青山 300069 朦朧的眼睛 佚名

318064 還差一公里 City魅 231871 朦朧的眼睛 頂尖拍擋

306928 還能怎麼辦 代理仁,劉星宏 232407 朦朧的燈光 高勝美

232466 還能怎麼辦 高子洋 300373 檳榔村之戀 佚名

318190 還記得那年 少杰 282241 檸檬的味道 吳鑫桐

347492 還剩一個人[HD] 邵星穎 265371 檸檬草戒指 周逸涵

298004 還痛的傷口 王傑 339285 檸檬甜甜的[HD] 何維健

310777 還給我幸福 雪楓 230290 歸來吧愛人 陳星

297920 還給我的錢 王敘然 327331 歸來的星光 廖昌永

295095 還愛 還愛 張信哲 278245 歸來的燕子 小娟,山谷裡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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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30 歸鄉的駿馬 溫都蘇 325651 蟲蟲飛呀飛 洪凱,張瑩

348473 瀋陽八卦街[HD] 葛巍 348614 蹦沙卡拉卡[HD] 蕭全

327893 瀏陽河之戀 羅琳 299349 轆轤 女人 井 佚名

320677 癒合的傷口 單小發 319996 轉角遇到你 孫露

312072 簡單 我喜歡 羅相宜 326587 轉身的距離 蔣雪兒

328810 簡單的 忘了 關德輝 330718 轉身看到你[HD] 李唯楓

311990 簡單的快樂 簡丹 347962 轉身遇見愛[HD] 趙真

332088 簡單的快樂[HD] 蕭煌奇 318042 轉身說愛你 樊凡

347906 簡單的幸福[HD] 陳小虎 341221 轉身說愛你[HD] 樊凡

339318 簡單的幸福{Live}[HD] 沈志仲 274811 轉身還愛你 張恩夏

336324 簡單的微笑[HD] 鐘明藝 285851 轉眼一瞬間 李建復

295424 簡單的愛情 蕭磊 262169 轉載你的愛 曹雷

256507 簡單的戀愛 蕭亞軒 328942 鎮上來等你 歐霖

297607 織女改嫁了 小榮 307838 闖碼頭續集 大哲

344483 繞著地球轉[HD] Connie呂莘 348005 雙十一快樂[HD] 小旭auv

325263 翻身吧姐妹 弦子 299218 雙星報雙喜 佚名

266090 翻轉壞未來 李依瑾 233058 雙魚的責任 黃品源

331361 舊愛與新歡[HD] 王媛淵 270099 雙魚座女孩 歪小九

307985 舊夢何處尋{Live} 方伊琪 289499 雙溪桃源情 胡章飛

291883 薩爾銀多的夢 韓磊 285218 雙慶堂之歌 范大海

291603 藍色一首歌{Live} 李緒杰 343586 雞年吉吉操{Live}[HD] 劉維

347082 藍色北京夢[HD] 李天華 299788 雞蛋變足球 佚名

311927 藍色巧克力 謝娜 322066 離人煙雨樓 北方狼

304548 藍色多瑙河(快三) 舞曲 281381 離不開的人 胡月亮

317985 藍色的回憶 曉月 319297 離石遊擊隊 胡睿

298999 藍色的姑娘 佚名 295048 離別的車站 安東陽

309607 藍色的思念 胥蘭英 312999 離別的車站 孫露

324089 藍色的思念 蘇唯,海哲明 304767 離別的車站 趙薇

317986 藍色的故鄉 姜麗娜 345403 離別的車站[HD] 唯莎,Dj何鵬

317988 藍色的故鄉 羅海英 278223 離別的表白 孫建偉

266406 藍色的故鄉{Live} 烏蘭圖雅 322899 離別的青春 單小發,吳爽

232227 藍色的故鄉{Live} 騰格爾 309779 離別的秋天 孫露

231803 藍色的雪山 韓紅 232639 離別的秋天 高航

324090 藍色的憂鬱 阿力 328099 離別的秋季 淡然

336835 藍色耶誕節[HD] 徐若瑄 279091 離別的海岸 洪祿雲,陳水林

303810 藍色計程車 黃品源 335854 離別的眼淚[HD] 龍梅子

233644 藍色啤酒海 黃韻玲 302920 離別的鐘聲 莊學忠

295231 藍色愛情海 李潮 316913 離別陰雨天 蘇寒

297932 藍色愛情海{Live} 王莉 297560 離家500浬 凡人二重唱

290248 藍精靈之歌 賈璨璨 345404 離家的少年[HD] 馬雨陽

265745 藏家小夥子 央金蘭澤 300335 離家的孩子 佚名

286888 藏漢一家親{Live} 索南扎西 282148 離家的時候 劉和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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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692 離家的羔羊 陳星 345229 瀟灑走一回{Live}[HD] 葉倩文,陶思哲,黃楒燦,丁弼洲,我想和你唱

343589 離開以後想[HD] 飛燕 232787 瀟灑的季節 鳳飛飛

287942 離開你以後 王鈞赫 267340 瀟灑愛一回 黑龍

271688 離開你以後 陳文清 331464 爆炸的沉默[HD] 郭采潔

326634 離開即歸來 周曉鷗 275006 爆炸的玫瑰 王浩(Mic男團)

297496 離開我以後 刀郎 299549 癡心的小妹 佚名

271976 離開的時候 A-Lin 279608 癡心等待你 許富凱

303907 離開的時候 A-Lin 297584 癡妹與王兩 小宇

263184 離開的理由 牛奶咖啡 297512 癡情小妹妹 于文華

231988 離開的眼淚 顏爵 285530 癡情犯的錯 高信

278062 離開的瞬間 任和 333798 癡情犯的錯[HD] 高信

326635 離開海的魚 李若思 304307 癡情愛著你 葉勝欽

290989 離愛很遙遠 金志文 258296 癡癡為你等 鄭秀文

307947 額吉的太陽{Live} 天駿 230967 禱告良辰歌 陶喆

279411 額吉的呼喚 任強 280461 穩穩的幸福 孫儷,張譯

294044 額吉的草原 M.Y樂團 343314 穩穩的幸福[HD] 王茜麟

302203 額爾古納河 烏雲其米格 332390 穩穩的幸福[HD] 陳奕迅

271597 騎車到拉薩 阿斯滿 299340 臘月過小年 佚名

283834 騎摩托的人 曾軼可 327340 藥師佛心咒{Live} 李雨兒

296109 壞人都是我 雪無影 305500 襟上一朵花 謝采妘

294561 壞得沒人愛 莫智欽,趙曼 324236 證明我愛你 于海龍

294880 懷念的日子 依剛 270221 證明我愛你 海龍

268611 懷念的故鄉 吳進法 333944 邊愛邊胡鬧[HD] 林采緹

311192 攏勿會歹勢 董事長樂團 271521 邊關好男兒 鐘麗燕

309662 瀘沽湖之夜 風信子組合 316695 邊關烽火情 李政飛,王二妮

308895 瀘沽湖之戀 沙林 318093 鏡子裡的你 高斌

308043 瀘沽湖的美 王利 333238 鏡子裡的我[HD] 彭佳慧

278152 瀟瀟雨未歇 周華健,蘇慧倫 326616 鏡花水月情 杜堯

342006 瀟灑去遠方[HD] 思予,金久哲 327342 關山牧馬還 趙紫龍

291955 瀟灑走一回 Frank秋楓 325914 關不住的鳥 王不火

304700 瀟灑走一回 趙學而 303243 關心永遠在{Live} 陳昇

341785 瀟灑走一回[HD] 徐佳瑩 349541 關你屁事啊[HD] 彭佳慧

254444 瀟灑走一回{Live} 汪明荃 332093 關於你的好[HD] 許飛

307239 瀟灑走一回{Live} 段紅 338776 關於你的我[HD] 王思遠

285194 瀟灑走一回{Live} 胡海泉,柳枝 322061 關於我和你 羅文裕,前進樂團transition

321966 瀟灑走一回{Live} 常石磊,中國之星 333757 關於那件事[HD] 阿悄,莊心妍

327894 瀟灑走一回{Live} 曹格,天籟之戰 300070 關達娜美拉 佚名

256099 瀟灑走一回{Live} 葉倩文 254119 關達娜美拉 楊小萍

285703 瀟灑走一回{Live} 葉慧婷 302079 關燈的時候 徐良

344423 瀟灑走一回{Live}[HD] 王紫菲 301368 難忘一段情 林淑蓉,李茂山

336770 瀟灑走一回{Live}[HD] 伊爾盼 335819 難忘你的人[HD] 謝作健

333272 瀟灑走一回{Live}[HD] 胡彥斌 232677 難忘你的臉 高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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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67 難忘那一天 佟娜 288934 寶貝我愛你 郭力凡

305119 難忘的一天 鄧麗君 270232 寶貝我愛你 游美靈

344546 難忘的一天{Live}[HD] 迪瑪希,歌手 266773 寶貝我愛你 蘇晴

301342 難忘的記憶 林美音,李茂山 271524 寶貝我愛你 鐘木清

271006 難忘的記憶 蔡柱 333785 寶貝我愛你{Live}[HD] 韓光

324171 難忘的旋律 佳君 287377 寶貝的我寶 阿牛

297159 難忘青杠坡 李丹陽 334363 寶貝的我寶[HD] 阿牛

326636 難忘茉莉花{Live} 雷佳 307078 寶貝麥西西 張津涤,香香

286993 難忘這份情 孫博 270600 寶貝結婚吧 紀曉斌

348665 難為情·義[HD] Spexial 281419 寶貝對不起 草蜢

284372 難眠的雨夜 丁維偉 280088 寶貝親親我 榮聯合

257091 難得好天氣 許茹芸 291184 寶貴的北京 媛媛

291254 難得有情人 搖滾高天 327347 寶寶心裡苦 徐清波

299477 難得啊相逢 佚名 288158 寶寶搖籃曲 杺緣

349175 難得幾回醉[HD] 張良 284461 懸崖上的花 冷漠

282923 霧裡的小花 許藝娜 267061 懸崖上的愛 阿木

335423 霧霾的天空[HD] 孫藝程 300071 獻上我的心 佚名

327345 願做如來使{Live} 李雨兒 308297 獻出一份愛 石小倩

319357 願做你手機 陳泳潑 268266 獻身使命歌 軍歌

348013 願做你的淚[HD] 舒曉龍 324040 籃球後的痛 黃浩波

269755 願得一人心 李行亮 311804 繼續向前走 賴子健

284932 願得一人心 李行亮,雨宗林 324093 蘇州河之戀 王佳佳

320044 願得一人心 孫露 312062 蘇偉在哪裡 羅百吉,寶貝

231623 願嫁漢家郎 韓寶儀 298891 蘇羅河流水 佚名

330285 願嫁漢家郎{Live}[HD] 蔡琴 292025 觸不到的愛 伍華

301929 願意不愛你 飛輪海 318080 釋迦牟尼說 皓天

285617 願意愛著你 小老鷹樂團 339352 釋迦牟尼說{Live}[HD] 皓天

297182 願意讓你走 傲藝 320046 飄雨的日子 鄭立影,鄭通禮

316300 騙人的愛情 曹海波 274748 飄香的月光 宋伶俐

344563 麗江怎麼樣[HD] 左成 310816 飄動的篝火{Live} 彭麗媛

344211 嚴重的時刻[HD] 盧庚戌 322923 飄雪的故鄉 雷蕾

338655 寶貝 回家[HD] 華語群星 297188 飄散的美麗 秋水

328454 寶貝不要哭 小俊熙,路逞坤 263794 飄散的溫馨 星弟

286561 寶貝去哪兒 華語群星 297190 飄零的日子 融兒

342242 寶貝向前飛{Live}[HD] 王予曈 328116 飄零的晚秋 天籟天

318565 寶貝你別哭 張洪濤 301978 饑餓的靈魂 原始林合唱團

271182 寶貝你最美 趙小南 326655 騰飛中國夢 丁艷

342696 寶貝別害怕[HD] 張勝淼 311310 騰飛中國龍 熊七梅

269827 寶貝呀寶貝 楊廷廷 326656 騰飛吧海口 莊秋玉

266964 寶貝呀寶貝 鄧小龍 266154 騰飛防城港 李直

230222 寶貝我的心 陳明真 280504 騰飛的翅膀 張俊

286744 寶貝我的寶 阿牛 268691 騰格裡大漠 圖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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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813 騷動的青春 黑龍 283054 歡樂的帳房 鐘麗燕

328984 鹹魚啪啪啪 張智勇 299117 歡樂的新疆 佚名

328985 麵包的故事 范曉萱,劉維 310709 歡樂的跳吧 陳雪君

322933 麵包的故事{Live} 劉維,中國好歌曲 308857 歡樂客家人 杜雪峰

347514 黨務紅辣椒[HD] 羅娟 345203 歡樂狼人殺[HD] MC九局

335131 囂張的蝴蝶[HD] 許千千 265905 歡樂喜相逢{Live} 張濤

316465 巍巍興隆塔 王玉璽 308976 歡樂滿天下 卓依婷

317655 攜手走一生 干露露,葛笑 313516 歡樂滿春天 群星

295191 櫻花的眼淚 本兮 269646 歡樂慶團圓{Live} 李利依

312860 櫻花的眼淚 阿蘭(Alan) 327848 歡樂衝擊波 1931組合

337638 櫻桃小丸子[HD] 孫莞 300556 聽不懂的話 佚名

283706 櫻桃小公主 賈璨璨 233572 聽不懂的話 黃舒駿

266806 續曲玫瑰花 袁攀,李涵 341583 聽老婆的話[HD] 袁寶川

294190 纏綿的日記 姍姍 305607 聽我的聲音 韓紅

306005 纏綿的思念 騰格爾 288554 聽我唱首歌 陳娟兒

325494 驀山溪 匆匆 醉美 297800 聽我對你說 牛奶咖啡,功夫

325152 驀然想起你 含紫煙 337221 聽爸爸的話[HD] 周杰倫

325266 驀然想起你 徐羽澤 287593 聽這一首歌 孫艷

264106 魔力減肥咒 張小覺 286977 聽這一首歌 黎毅

345421 魔都 魔都[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317942 聽著你的歌 翁航融

326663 鶴舞醉浮萍 倪爾萍 348569 聽著我唱歌[HD] 解偉苓

348695 黯然銷魂掌[HD] 李代沫 334417 聽媽媽的話[HD] 周杰倫

304834 彎彎的小路 劉玉婉 320736 聽媽媽的話{Live} 焉栩嘉

312667 彎彎的月亮 李嘉石 297618 聽說 你愛他 小賤

303005 彎彎的月亮 莊學忠 317941 聽聽我的心 昊麟

280133 彎彎的月亮 溫嵐 253196 聽聽我的心 徐熙媛

327354 彎彎的月亮{Live} 呂方,隱藏的歌手 231544 聽聽我的心 韓信

271039 彎彎的月亮{Live} 袁婭維 314679 讀書那點事 趙雲飛

230213 彎彎的月亮{Live} 陳明 300599 顫抖的傷痛 佚名

303250 彎彎的月亮{Live} 陳明,林志炫 284516 驕傲的沉默 劉賢維

316104 彎彎的月亮{Live} 楊坤,人聲兄弟,最美和聲 308913 驕傲的男人 男人唐潮

329312 彎彎的月亮{Live} 楊坤,田園,天籟之戰 303689 驕傲的海盜 童話演唱團

317483 彎彎的月亮{Live} 詹小櫟,中國好聲音 300828 驕傲的駱駝 李春波

333320 彎彎的月亮{Live}[HD] 陶喆 330764 戀人的祝福[HD] 梁一貞

336646 彎彎的月亮{Live}[HD] 閻奕格 349816 戀上水底山[HD] 曾憲元,朱晶慧

344405 權力與榮耀[HD] 南征北戰 316758 戀上你的吻 孟楊

292755 歡笑的日子 王宏偉 264096 戀上你的床 張寧益

301749 歡樂中國年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開克爾曼尼 313599 戀上你的床 遠方

336898 歡樂同盟會[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258233 戀上你的床 鄭秀文

299199 歡樂在今宵 佚名 340356 戀上你的美[HD] 彭偉家

349021 歡樂谷粒多[HD] 于樹臨峰 326284 戀上你的淚 張杉弟

302596 歡樂的海洋 張勇 309879 戀上網的魚 海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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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855 戀愛666 至上勵合 342950 讓世界毀滅[HD] 林宥嘉

316158 戀愛ing{Live} 譚維維,劉鵬遠,最美和聲 335640 讓世界聽見{Live}[HD] 阿蘭(Alan)

332967 戀愛元氣彈[HD] Popu Lady 312192 讓世界聽到 蘇晴

327358 戀愛百分百 孟楊 309492 讓生命重來 柯以敏

317584 戀愛那點事 羅維帥 300994 讓自己快樂{Live} 杜德偉

346087 戀愛協議書[HD] 龍梅子 293771 讓自己崇拜 紅色漿果樂隊

349817 戀愛的季節[HD] 劉辰希 310955 讓你跟她走 馮聖雅

270881 戀愛的滋味 董冬 309251 讓我去死心 邵振鋒

307831 戀愛保守黨{Live} 大剛 299844 讓我自己走 佚名

271699 戀愛耶誕節 陳柔希 281347 讓我告訴你 維民聲樂中心

314682 戀愛捉迷藏{Live} Snh48 297268 讓我忘了你 2個女生

336671 戀愛烘焙中[HD] 黃雅莉 279557 讓我更愛我 吳建豪

233554 戀愛症候群{Live} 黃舒駿 308916 讓我抱著你 肖亮

348943 戀愛脫線時[HD] 林思意 346750 讓我怎麼樣[HD] 杜佳

328561 戀愛無效期 小峰峰,譚欣懿 304313 讓我看著你 葉蓓

233623 戀愛絕句選 黃雅莉 300495 讓我們堅強 佚名

268613 戀愛感動曲 吳迪 282966 讓我陪著你{Live} 趙敬一

317583 戀愛躲避球{Live} Snh48 230849 讓我想一想 陳綺貞

258236 戀愛像表演 鄭秀文 331936 讓我愛上我[HD] 鄧福如

280650 戀愛實驗課 Fun4 樂團 230582 讓我愛下去 陳潔儀

296431 戀愛說明書 朱雅 263110 讓我罩著你. 魔幻力量

330620 戀愛應援團[HD] 安心亞 322834 讓我說愛你 金波

304398 戀歌 大山包 訾娟 288541 讓青春激揚{Live} 鄭璐

281232 戀戀大草原 正月十五 321609 讓時間說愛 古巨基

231691 戀戀女人香 韓真真 308270 讓寂寞別走 本兮

270936 戀戀紅塵夢 蒙面哥 338764 讓愛住你心[HD] 王慧睿,吳琦

333965 蘿莉的魔力[HD] 琳琳 304649 讓愛住我家{Live} 趙明,麥瑋婷

324273 蘿莉塔標本 冼佩瑾 331889 讓愛飛起來[HD] 蕭亞軒

319974 變了心的人 孫露 230198 讓愛情優先 陳明

305812 變了心的人 龐曉宇 345356 讓愛傳出去[HD] 蔡依林

308937 變幻的年代 那英 306887 讓愛醉千年 馬嵐

310076 變心的玫瑰 崎君 232699 讓夢東南行 魏洪

230239 變心的翅膀 陳明真 311311 讓夢想去飛 熊七梅

331845 變成陌生人[HD] 王心凌 346318 讓夢想飛翔[HD] 劉習軍

297623 變味的咖啡 小龍 339863 靈兒想叮噹[HD] S.I.N.G女團

332843 變奏的浪漫[HD] 黃鴻升 330751 靈魂的共鳴[HD] 林俊傑

233531 變質的感情 黃義達 330148 靈魂的重量{Live}[HD] 張惠妹

308429 變壞的好人 江映蓉 328970 靈魂擺渡人 Rap大軍

349186 體面的收場[HD] 韓俊林 312751 觀世音菩薩 周艷泓

314917 蠶娘的憧憬 小琢 230306 觀世音菩薩 陳星

338763 讓一切簡單[HD] 金貴晟 289423 觀音菩薩偈 印能法師

312001 讓心跳停了 藍又時 288309 觀音菩薩偈 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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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86 鱷魚的眼淚 羅心潔 320063 Hold不住{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331335 100個太陽月亮[HD] 棉花糖 288077 I Am Yes I Am No 宋媛媛

308309 100個快樂{Live} 吉杰 309335 I Dont Wanna Cry No More{Live} 阿茹娜

328135 101號公路{Live} G.Z光澤 303934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黑豹樂隊

345794 101滴點滴[HD] 李宣榕 233943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Live} 黑豹樂隊

305052 11樓的日記 蔡依林 279804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劉雅婷

345795 123木頭人[HD] Sing女團 275001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王捷

314738 123新年好 三少,Crayon Pop 302770 Icy是淑女 曹方

307281 123新年好 王博文,魏一甯,陳驍,Crayon Pop 330656 If I'm The One For You[HD] 張韶涵

303787 15秒練習曲 黃小楨 310670 Jumi啾咪 陳奕,沈建宏

317074 16人姐妹歌{Live} Snh48 314939 Kiss喵喵 Cicy

310362 2012來了 張嘯 314920 Love Me For Who I Am Killersoap

301155 2月14的夜 周明輝 300996 Mama好屌 杜德偉

232036 2月30號見 飛輪海,田馥甄 266234 Merry Christmas Good Bye For You 格楊

332100 2月30號見[HD] 飛輪海 297377 Momo帶我去飛翔 Momo姐姐

302080 321對不起 徐良,小凌 232105 Mr.18 十八先生 馬念先

308803 32場演唱會 李猛 297297 My Name我是寶兒 Boa

278453 34公里的愛情 柏敏傑 305567 Na Na 主義 謝娜

342246 38號大迪曲[HD] 好妹妹樂隊,陳粒 231348 Never Too Young To Rock'n' Roll 雷樂隊

304104 5000分鐘 群星 323518 Qq中的愛人 薛啟超

230702 500年情緣 陳瑞 284087 Rock Like You Never Rock Before S.E.C

347146 50米的蔚藍[HD] 于湉 338197 Rumble Tumble Dance隆隆滾舞[HD] 趙炫棋

316995 520我愛你 覃楨,李雨奚 297693 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 孔令奇

230827 80%完美的生活 陳綺貞 332687 Stuck On U 偷心賊[HD] 李玟

302561 8090的歌 張杰 231004 Sula與lampa的寓言 陶喆

309453 80後我最牛 姜青濤 301168 Susan說{Live} 周筆暢

342247 80後的我們[HD] 孟飛 317103 S隊首推之歌 {Live} Snh48

311260 80後的無奈 壽君超 294961 Thank You & Love You 吳祥,張照娣

233180 9.8公尺/每秒2 黃小楨 308078 The Adventures Of Bernie The Schoolboy 王若琳

317075 A譯show 阿譯 312353 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 王若琳

286083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夢琪 338904 This Is How A Heart Breaks[HD] 戴愛玲

341854 Beat It&一起搖擺{Live}[HD] 阿瑞,中國新歌聲 349581 This Is How We Said Goodbye[HD] 李玉璽

320889 Bpmf寶拉 張洪量 329023 Undo 拆掉 守夜人 Night Keepers

297602 Bubble 5我愛泡泡 小魚兒,廖子褕 289770 Yolo同一個節奏 天天

297321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Live} F4 335346 Yolo同一個節奏[HD] Karey天天

335668 Cold Cold Night 夜涼涼[HD] 顏培珊 345825 You Look Good 你棒棒[HD] 馬靚辳

286999 Dj微信惹的禍 張可兒 297929 一二三木頭人 王羚柔

340243 Dr.戀愛[HD] 陳惠婷 298021 一人一份想念 王晶

305439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 蟑螂合唱團 305068 一人卡拉ok 蔡琴

263201 Happy New Year 這個贊 Playboyz 322952 一人我飲酒醉 高迪

335391 Hey 需要你的美[HD] 周湯豪 345827 一人我飲酒醉[HD] 任宇翔

233352 Hold Me Now握緊我 黃淇 303791 一千年的承諾 黃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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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83 一千萬個擁抱 溫碧霞 348063 一定會追到你[HD] 聖結石

338906 一口氣全念對[HD] 周杰倫 304297 一杯水的愛情 葉玉卿

300144 一小勺的溫柔 佚名 316858 一直在你身旁 胡丹丹

231679 一小勺的溫柔 韓曉 256416 一直有個秘密 蕭亞軒

230438 一公升的眼淚 陳柏宇 336962 一花引萬花開{Live}[HD] 胥拉齊

284780 一公里的幸福 徐良 232423 一封難回的信 高勝美

336252 一分錢一分貨[HD] 孫博 328189 一首回憶的歌 許鶴繽

347559 一切不再純真[HD] 王奕心 264142 一首歌一段情 張桐瑋

338569 一切不能重頭[HD] 小5 319493 一首歌的時間 陳瑞

265207 一切都沒發生{Live} 王箏 325948 一首熱血的歌 白舉綱,于湉

279492 一切都會過去(國) 田維英 342283 一首簡單的歌[HD] 王力宏

232155 一天死去一點 馬鬱 330190 一首簡單的歌{Live}[HD] 王力宏

348064 一心一意愛你[HD] 沈波 301786 一個人 兩個人 胡彥斌

342075 一心動就輸了[HD] 胥拉齊 233165 一個人一個夢 黃安

314950 一支愛你的歌 望海高歌 284842 一個人一座城 曹寅

289830 一支難忘的歌 廖昌永 341486 一個人一座城[HD] 夏天Alex

298442 一日情夢十年 朱樺 281083 一個人也不錯 本兮

332211 一加一我和你[HD] 陳岩,天籟天 330537 一個人不可能[HD] 丁噹

325939 一加一等於愛 趙可那 336501 一個人去海邊[HD] 羽泉

328173 一加一等於愛 蔣姍倍,劉凱歌 281482 一個人在途上{Live} 達明一派

338907 一加一等於愛[HD] 蔣姍倍,潘龍江 319467 一個人好好過 楊瞻

233018 一去不回的人 黃品源 270542 一個人的七夕 祝健

318858 一台琴兩個人 田尊銘 234276 一個人的公園{Live} 龐龍

314955 一生有你有我 杜春梅 340496 一個人的日子[HD] 王心凌

279830 一生別無所求 柳雲龍 286800 一個人的月亮 苗苗

319481 一生幸福有你 張偉燕 307962 一個人的世界 孔朝

270512 一生的太陽雨 白燕升 230454 一個人的冬天 陳楚生

330517 一生的好朋友[HD] 候旭 285772 一個人的北京 好妹妹樂隊

300557 一生的愛給你 佚名 347165 一個人的北京[HD] 王如華

342568 一生為你感動[HD] 祁隆 336502 一個人的北京[HD] 海鳴威

309530 一生情 百萃緣 眉佳 324716 一個人的生日 涓子

319482 一生情一生憶 艾正正 328171 一個人的回憶 雲飛兒

306134 一生都愛著你 張平 282666 一個人的守候 湘佛蓮

312819 一生最愛的人 祁隆 342078 一個人的行囊[HD] 胥拉齊

232157 一生愛的是你 馬雲龍 348724 一個人的快樂[HD] 于藝術

230432 一字愛一字恨 陳柏全 298278 一個人的折磨 任坤

256976 一有愛就走吧 許茹芸 328172 一個人的私奔 威仔,格子兮

295761 一百萬個可能 Christine 287744 一個人的孤單 朴野

332945 一百萬種親吻[HD] 梁文音 283561 一個人的雨夜 涓子

311477 一見鍾情的美{Live} 劉春雲 284679 一個人的雨夜 寒武紀

307861 一夜後還想念 小5 305669 一個人的亮點 藍芷兒

342563 一定要忘了我[HD] 袁野 329028 一個人的冒險 顏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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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60 一個人的城市 金志文,朱娜 301098 一碗酒的故事 亞東

315660 一個人的春天 田維英 307574 一萬句對不起 祥帥

295751 一個人的秋天 大張雨 324577 一萬年的愛你 曾春年,孟楊

334981 一個人的秋天[HD] 大雨 230485 一萬次為什麼 陳浩民,陳瑀涵

293672 一個人的旅行 李維真 279672 一萬個不願意(國) 宇海文,娜日

312947 一個人的旅行 郎恒 317124 一萬個我愛你 馬文博

304643 一個人的旅行 趙之璧 269029 一萬個捨不得 莊心妍,祁隆

308996 一個人的旅途 周哲 313454 一萬個捨不得 塔宏偉

313149 一個人的時候 張真菲 285149 一萬個捨不得 羅志強

313376 一個人的時候 彭宇焱 332159 一萬個捨不得[HD] 莊心妍

337755 一個人的堅強[HD] 田華 328186 一萬個捨不得{Live} 莊心妍

347557 一個人的堅強[HD] 陳星,張藝豪 285010 一萬個傷不起 沈世愛

283640 一個人的婚禮 張志林 332709 一萬個對不起[HD] 祁隆

279491 一個人的寂寞(國) 田維英 344875 一路上的兄弟[HD] 京城龍少

287403 一個人的情歌 流蘇 275128 一路走一路唱{Live} 趙鑫

324439 一個人的情歌 寶藍 308696 一路都是陽光 李戈

315661 一個人的眼淚 朱敏 303877 一滴未幹的淚{Live} 黃義達

347558 一個人的陰天[HD] 陳信喆 265047 一億元的日落 Js

344866 一個人的朝聖[HD] 徐大樂 295774 一輩子一起走 劉苓,李莉

318180 一個人的滋味 飛翔 297734 一輩子不改變 木子俊

297903 一個人的琴聲 王珞瑋 275215 一輩子不放手 鮑國,徐雯婷

301707 一個人的街頭 姜洋 285556 一輩子守候你 龍智祥

307557 一個人的傷悲 龍浪 322238 一輩子的兄弟 居山植

335754 一個人的微笑[HD] 周韋彤 312056 一輩子的兄弟 羅百吉

319468 一個人的感受 梁川宇 348731 一輩子的兄弟[HD] 潘長江,韓兆

329029 一個人的感動 曾咏熙 333044 一輩子的幸福[HD] 李鑫雨

298585 一個人的腳步 艾歌 345840 一輩子的朋友[HD] 群星

256414 一個人的精彩 蕭亞軒 268272 一輩子的浪漫 冰雪姐妹

256396 一個人的精彩{Live} 蕭亞軒,何韻詩 262313 一輩子的真愛 陳瑞

233233 一個人的戰役 黃征 306148 一輩子的新娘 杜廣增

338202 一個人的戰爭[HD] 張文綺 309230 一輩子的賭注 祁隆

288635 一個人的療傷 帶淚的魚,MC諾 338209 一輩子的諾言[HD] 安然

284457 一個人的麗江 冷漠 346427 一輩子陪著你[HD] 張健

301037 一個人的戀愛 沙寶亮 349595 一輩子愛不夠{Live}[HD] 陶鈺玉

286200 一個人唱情歌 帶淚的魚 288645 一輩子愛著你 祁隆,戊道子

230453 一個人唱情歌 陳楚生 317113 一整夜不睡覺 田斯斯,天空樂隊

328168 一個也不能少 李克勤 318572 一整夜不睡覺{Live} 張楠,中國好聲音

342276 一個都不能少[HD] 李克勤 313582 一顆心的距離 趙丹

279836 一起閃亮時代{Live} 朱聰聰 327410 一顆愛你的心 央金卓嘎

343627 一起愛一起嗨[HD] 胡艾蓮 284518 一顆糖兩種味 劉辰希

230468 一條日光大道 陳永龍 278566 一點都不想你 勝嶼

320094 一條繩倆螞蚱 高信 324436 一釐米的距離 宋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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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785 一戀愛就亂了{Live}[HD] 林凡 334495 十二月的奇跡[HD] 曹軒賓

270588 丁香開過山崗 紫琴 342627 十八歲的天空[HD] 蘆偉,姜穎橋

267327 七十億分之一 黃鴻升 270970 十三號星期舞{Live} 蔡依林

336967 七十億分之一[HD] 王力宏 233177 十五秒練習曲 黃小楨

341867 七夕那點事兒[HD] 解曉慧 305879 十分鐘離開你 蘇永康

231407 七夕愛情故事 靈鳳 302021 十月裡的回憶 孫楠

309821 七秒鐘的記憶 徐良,孫羽幽 296023 十萬個我想你 倪鋒

311280 九十九朵玫瑰 榮聯合 288781 十萬個為什麼 大慶小芳

308278 九十九個日夜 田娟 323635 十萬個為什麼 誠峰

278619 九三年的六月 許雲上 333459 十萬毫升淚水[HD] 蔡健雅

293477 九月的高跟鞋 好妹妹樂隊 325333 十萬毫升淚水{LIVE} 楊博,中國新歌聲

234135 九月的高跟鞋 齊豫 326716 十萬毫升淚水{Live} 楊搏,中國新歌聲

230824 九份的咖啡店 陳綺貞 343700 十點半的地鐵{Live}[HD] 李健,歌手

294105 九尾狐的眼淚 冰川 233447 又不是真的愛{Live} 黃立行

282197 九寨溝的春天 卓依婷 232829 又見溜溜的她 鳳飛飛

271554 二十四節氣歌 閆學晶 231696 又是一聲驚雷{Live} 韓磊

344150 二大爺的憂傷[HD] 左成 342572 三十七度 伴[HD] 趙晨宇

342293 二次元大冒險{Live}[HD] Snh48 328192 三十七度男人 陳鍾

264244 二沙島的夜晚 趙繼偉 320936 三十歲的女人 趙雷

317172 人工衛星導航 脫拉庫樂團,蔡黃汝(豆花妹) 339154 三十歲的女人[HD] 譚維維

338914 人工衛星導航[HD] 脫拉庫樂團,蔡黃汝 290375 三十歲的男人 陳才超

310029 人比人氣死人{Live} 高洪章 305159 三分之一理想{Live} 鄭鈞

295373 人民的好公僕 羅福祥 267199 三月三上華山 雷佳

317176 人生沒有如果 張棟樑 344585 三月的一整月{Live}[HD] 李健,歌手

314968 人生幾度相逢 閆薇薇 233323 三月裡的小雨{Live} 黃格選

318655 人在外心在家 陳林波 304060 三月裡的小雨{Live} 楊鈺瑩

347197 人至健則無敵[HD] 張煒 278299 三個人去旅遊 彭青

286572 人走了茶涼了 成銘 231120 三個人的拔河 陶莉萍

328227 人的命天註定 張冬玲 270892 三個人的時光 董貞

312809 人海中遇見你 林育群 292795 三個人的晚餐 王若琳

288695 人海中遇見你 胡夏 233654 三個人的晚餐 黃韻玲

317177 人類呀愛我吧 李盈盈 315681 三個人的愛情 安葉

348782 八大公山之戀[HD] 張莎莎 306157 三家店&奔跑{Live} 陳羽凡,胡海泉,于魁智

292749 八百里大秦川 王亞洲 300974 三峽我的家鄉 李瓊

322319 刀子嘴 地雷心[Live} 張希,中國好歌曲 298828 三笑-點秋香 佚名

319591 十一月的空氣 王進 346429 上一次下一次[HD] 謝霆鋒

305147 十一郎-法場 鄭枝 305596 上天祝福四川 賽日

301352 十七八的姑娘 林淑娟 317138 上世紀的情歌 洛嘉

341536 十七歲的雨季[HD] 林志穎 231357 上世紀的童話 雷諾兒

230991 十七歲的愛情{Live} 陶喆 307971 上有老下有小{Live} 尹相杰

234184 十七歲的新娘 龍梅子 338922 上帝早有預備{Live}[HD] 劉銘

333352 十二月的奇跡[HD] EXO 283545 上帝是個女孩 郭美美

Page 59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2052 上海一九四三[HD] 周杰倫 313754 大紅袍志中情 遲雲

297558 上海愛情故事 凡人二重唱,齊秦 283868 大紅袍志中情 龐龍

303377 上輩子的絕情 陳義正 308471 大哥你少喝點 西狂

310786 下一站去哪裡 單色凌 296137 大哥你還好嗎 沈昊飛

293078 下一站再愛你 郭美美 302939 大家過開心年 莊學忠

263533 下一站的幸福 伍義 285346 大時代 小訪客 鄭少秋

315686 下一站的美好 許鶴繽 305133 大時代小訪客 鄭少秋

279851 下一站的愛情 木子爍 294932 大秦兵馬雄風{Live} 十三狼

263760 下一站是幸福 徐千雅 269437 大草原小情歌 旺姆

266807 下雨天我哭了 袁攀 320290 大草原的女兒 醉美

300072 下雨天的週末 佚名 288859 大草原的情歌 大慶小芳

295792 下雨的星期天 彩貝與海 323091 大院兒不了情 洪祿雲,宋健

295788 下墜或天上飛 陳奐仁 269343 大眼睛的姑娘 志瑪

262453 下輩子再愛你 范思威 278340 大細漢差彼多 施文彬

303169 下輩子再愛你 郭玲 299079 大雪飄撲人面 佚名

307328 下輩子再還你 紀曉斌 292161 大森林的早晨 吳娜

310400 下輩子愛個夠 張躍 309956 大學生自習室 郝雨

316706 下輩子遇見你 楊子軍 282351 大聲說我愛你 小山

336979 下輩子說愛你{Live}[HD] 周賽剛 300502 女人不是月亮 佚名

324425 下輩子還等你 孟楊 287450 女人不是羔羊 海心

326721 下輩子還愛我 潘惠茹 308465 女人心女人情 西子

308922 也許我不夠帥 肖劍 328411 女人心女人淚 音樂走廊,歌一生

231042 也許會有眼淚 陶喆 336613 女人何苦太累[HD] 陳寶欣

313927 千年後的輪回 王藝 278518 女兒城的傳說 王利

311800 千年後會更美 蕭磊 311008 女朋友 男朋友 黃韻玲

341900 千里眼順風耳[HD] 張津涤 271973 女孩別再憂愁 鹿角樂團

318539 口袋裡的彩虹 樂小菲 316996 女孩妳知道嗎 謝和弦

342644 土耳其冰淇淋[HD] 周杰倫 299468 女孩與四重奏 佚名

333593 夕陽下的我們[HD] 宋孟君 322409 女為悅己者容 曹沁芳

313931 夕陽下的約定{Live} Snh48 296175 女神別來無恙 胡桐語

339688 大大的一棵樹[HD] 田毅 335174 小人物大公主[HD] 陳彥允

366593 大女生小往事 鍾舒漫 346924 小人物的夢想[HD] 慶釗

279549 大不了不愛你(國) 聞美茜 264226 小太陽的願望 自由發揮

344995 大世界小世界[HD] 范逸臣 309278 小心眼的男人 長春蟲子

317368 大布蘇的泉水{Live} 孫儷心 310806 小王子的憂傷 寒若珉

286195 大布蘇的笑聲 孫儷心 299182 小白兔愛跳舞 佚名

316524 大男人大女人 劉品言,安鈞燦 292642 小志向大胸懷 楊景皓

338308 大男人大女人[HD] 劉品言,安鈞璨 270857 小男人大男孩{Live} 蕭敬騰

294840 大男人要堅強 二兵 290875 小男人小女人 石淼

278417 大男人臭男人 李虎 262964 小刺蝟撿蘑菇 李秋思雨

334853 大朋友小朋友[HD] 蘑菇兄弟 268979 小妹你聽我說 崔偉亮

346904 大姨媽會傳染[HD] Natalie,楊紫 292501 小妹妹來看我 打工青年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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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36 小明你還好嗎 徐譽滕 330783 不分手的戀愛[HD] 汪蘇瀧

299065 小朋友手把手 佚名 345852 不可能不愛你[HD] 林亭翰

298899 小雨中的回憶 佚名 232059 不可能的可能 馬健濤

298408 小城有一支歌 朱虹 330192 不可能錯過你{Live}[HD] 王力宏

233269 小紅帽大蓋帽{Live} 黃志堅 320942 不再忽冷忽熱 李紹雄

316750 小英雄大肚腩 周游格 313091 不再為你改變 高藝菲

234301 小眼睛的姑娘 龐龍 267357 不再為你改變 龍飛

299321 小荷花回老家 佚名 344880 不再為你流淚[HD] 晨熙

271549 小帽&月牙五更{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09935 不再為愛而退{Live} 袁哲

316392 小傾心大爆炸 Easy Shen 323534 不再期待的愛 周昊天

338329 小傾心大爆炸[HD] 沈簡單 253597 不再等待天堂 曾淑勤

292135 小歲月太著急 單色凌,伽菲珈而 318314 不再與你聯繫 齊霖

299495 小路(慢四步) 佚名 328202 不再懂得愛你 雨柔,望海高歌

324466 小夢想大夢想 平安,汪小敏 292206 不再聯繫續集 夏天alex

339710 小螞蟻大夢想[HD] 嚴璞 297608 不再癡心等你 小鳳鳳

309869 小薇你在何方 海生 270107 不再讓你孤單 水木年華

346036 小雞咕嘰咕嘰{Live}[HD] 黃鯤,明日之子 333684 不再讓你孤單[HD] 王晨光

291870 小蘋果 大鳳梨{Live} 郎郎(馬志鋒) 286904 不再讓你孤單{Live} 高明駿

349763 山一程水一程{Live}[HD] 柯潔,經典咏流傳 313321 不再讓你孤單{Live} 陳奕迅

335310 山谷裡的回聲[HD] 鄧超,羽泉 295798 不再讓你孤單{Live} 趙浴辰

324907 山谷裡的思念 謝軍 338578 不再讓你孤單{Live}[HD] 任柏儒,中國好聲音

300962 山坡上的村莊 李曉東 290592 不再讓你流淚 團風依依

284527 山果果金黃黃 化學 301177 不再讓你哭泣 周傳雄

315706 山風一樣自由 瓦其依合 290164 不好不壞的愛 莫智欽

280113 山風一樣自由 阿魯阿卓 285333 不存在的存在 鄧紫棋

335780 山陰路的夏天[HD] 李志 286520 不存在的存在{Live} 鄧紫棋

326182 山陰路的夏天{Live} 李志 330745 不存在的情人[HD] 林俊傑

324848 山裡山山外山 肖雪 330445 不作你的朋友[HD] S.H.E

299351 山裡來的女孩 佚名 293528 不作就不會死 山野

270218 工體愛情故事 海鳴威,胡楊林 329055 不完整的存在 郁可唯

349330 已經到了時候[HD] 何維健 342286 不完整的旋律[HD] 王力宏

265850 已經結束了嗎 張信哲 331939 不忍心讓你走[HD] 鄒宗翰

265834 巾幗英雄李娜 廖名揚 313946 不忘又能怎樣 熊七梅

348907 干了這杯波本[HD] 楊坤 330844 不具名的悲傷[HD] 羅志祥

336513 不一樣又怎樣[HD] 蔡依林 295803 不孤單的孤單 李魏西

253189 不一樣的天使 徐熙媛 233789 不怕你不愛我 黎明

322966 不一樣的月光 華永芳 291570 不承認還有傷 黃小琥

300901 不一樣的愛情 李逸 290726 不抽煙 不喝酒{Live} 新街口組合,Mona

266997 不小心犯的錯 鄭源 282123 不知道為什麼 六哲

305627 不小心愛上你 韓超 312178 不客氣三部曲 蘇晴

275033 不分手的愛情 祁哲西 233411 不後悔的決定 黃玉榮,祝釩剛,明道

333754 不分手的戀人[HD] 阿慶,熊文利 290743 不後悔愛上你 朱明,李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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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18 不按套路去愛 塔宏偉 337014 不能拋棄夢想[HD] 林聖杰

263169 不按牌理出牌 魔幻力量 325962 不能飛的機票 夏天alex

344134 不是一般的戲[HD] 程琳 301263 不能停止想你 易欣

265140 不是不想不願 譚鵬飛 280656 不能說的秘密 Hope組合

270062 不是不愛你了 樊凡 345862 不能說的秘密{Live}[HD] 卓猷燕,中國新歌聲

322251 不是我不在乎 王梓旭 332174 不能廝守的愛[HD] 李澤堅

268068 不是我不在乎 亮劍 280898 不能錯過的人 孫中亮

300512 不是我不明白 佚名 232069 不起眼的吉他 馬兆駿

266244 不是我不明白 梁靜茹,盧廣仲 316656 不做你的風箏 張煜楓

336285 不是我不明白[HD] 畢夏 232189 不做你的情人 馮曦妤

318904 不是我不明白{Live} 畢夏 286148 不做你的備胎 樊少華

266462 不是我不想愛 王源 336052 不做你的煙火[HD] 修美娜

318905 不是我不想愛 王驀騫 306194 不做孤獨塵埃 國巍

339887 不是幸福的淚[HD] 秦博 270192 不淡定的戀愛 洪煜祺,Shelly 佳

349221 不是真的愛我[HD] 孫燕姿 233543 不許惹我生氣 黃聖依

288672 不是說好了嗎 齊蕭 303879 不許惹我生氣{Live} 黃聖依

271694 不要再找藉口 陳楊,劉轉亮 318195 不喜歡補習班 王大文

268442 不要再找藉口 劉轉亮 325958 不敢停止想你{Live} 趙小熙,中國新歌聲

328210 不要再纏著我 莊心妍 311069 不敢說的懷念 楊丞琳

303141 不要回來找我 許慧欣 310160 不傷心的理由 張利寬

308153 不要告訴媽媽 王繹龍 323538 不想吃魚的貓 益佳

309547 不要把愛帶走{Live} 胡世明 263679 不想為愛再哭 王鐵峰

269596 不要見 不要賤 朱雅 301578 不想看見你哭 雨天

289990 不要見不要賤 林董 271196 不想看到你哭 趙永

306191 不要問為什麼 王琳玲 309190 不想讓你失望 林峯

313141 不要這樣對我 張倫輝 325626 不想讓你生氣 徐真真

311858 不要嫁錯男人 龍嘯 294430 不想讓你知道 畢夏

323544 不要說離開我{Live} 蘭志剛 294623 不想讓你知道 鄭湫泓

272012 不要輕言別離 黃鶯鶯 343439 不想讓你知道[HD] 周蕙

320122 不要輕易放棄 正午 339387 不想讓你知道{Live}[HD] 周蕙,隱藏的歌手

343642 不要輕易說愛[HD] 明月微風 301513 不愛了就分手 金邁

302402 不要讓你知道 高林生 303452 不愛也無所謂 陸鋒

266521 不要讓我知道 石梅 335214 不愛你的時侯[HD] 龔柯允

302962 不要讓我難過 莊學忠 268738 不愛我告訴我 姚天成

305891 不要讓愛塞車 蘇勒亞其其格 341871 不愛我放了我[HD] 許茹芸

327415 不值得我去愛 張潔 319505 不愛就請離開 胡艾蓮

301730 不浪漫的浪漫 星弟 289629 不愧兄弟一場 何杰

268827 不消失的回憶 孟庭葦 301456 不會再讓你哭 祁隆

317152 不能回家的人{Live} 田寶 328213 不解釋的結局 吉佑社

322256 不能忘不能愛 曹越 295822 不該再是舊的 孫子涵

304754 不能和你分手{Live} 趙薇 320124 不該把你來愛 冷酷

263401 不能承受的愛 尚雯婕,付辛博 309532 不該把你放棄 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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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11 不該把你放棄 陳喆喆 285305 中國龍中國夢 赤龍

230958 不該相遇的人 陳黎明 266871 中國護士之歌 護士合唱團

305926 不該相遇的人 鐘芹 298565 中華力量i Believe 羽泉,李永波

268171 不該這樣想你 何龍雨 344895 之所以是你我[HD] 盧凱彤

343643 不該愛上的牛[HD] 楊星星 317169 五公分的距離 聶子軒

302339 不該讓我哭泣 閃亮三姐妹 230748 五百年的情緣 陳瑞

292139 不過是場失戀 南宮苡彤 310092 五百次的回眸 常君

270926 不管你信不信 蒙面哥 288692 井岡山的月亮 王麗達

327430 不遙遠的距離 王旭鵬 255197 什麼也不知道{Live} 王菲

255194 不需要抱著你 王菲 327449 什麼是好兄弟 俊鋒

322973 不潮不用花錢{Live} 李玟,我是歌手 342583 什麼都不必說{Live}[HD] 比莉

328209 不潮不用花錢{Live} 劉鳳瑤,夢想的聲音 285312 什麼都不想要 趙鑫

342092 不潮不用花錢{Live}[HD] 萬妮達,中國新歌聲 322983 什麼樣的世道 佩希

265385 不懂也不想懂 張暄祺 330836 今天你最漂亮[HD] 羅志祥

310854 不懂你的溫柔 渠懷龍 299305 今天我不回家 佚名

301583 不懂浪漫的人 雨天 284702 今天就要回家 莊心妍

300905 不講理的姑娘 李逸 310558 今天開始永遠 許慧欣

263365 不屬於我的淚. 孫耀威 318921 今生有緣相遇 潘潤康

310372 不屬於我的愛 張靜 323554 今生來世的緣 周利劍

346829 不顧一切愛你[HD] 孫文 326757 今生為你著迷 王馨,石雪峰

328214 不讓眼淚說謊 秦影 320146 今生最愛的人 劉大鵬

324216 中恒亞的美麗 叢萌遠 315037 今生最愛的你 後來者

302853 中脈我的精彩{Live} 章小軍 315038 今生最愛的你 曉曉

290018 中國人 中國心 水果哥 325988 今生愛你無悔 初晨

326754 中國人東方龍 范美 297988 今年比去年好 王雪晶,莊群施

332566 中國心中國夢[HD] 黑龍 286505 今夜不醉不歸 正歌

308023 中國字中國畫 王月華 262085 今夜不醉不歸 阿毛

290719 中國字中國畫{Live} 悠悠 313040 今夜不醉不歸 涓子

286628 中國年萬萬年{Live} 李思,劉寧娜 287783 今夜不醉不歸 都市蒼狼

304130 中國足球戰歌 群星 279897 今夜天使降臨 馬蘇,劉濤,李小冉

326755 中國是我家鄉 張博文 303174 今夜伴陪寂寞 郭峰

347597 中國美中國夢[HD] 楊軍 315039 今夜我又喝醉 冷漠

294332 中國夢 我的夢 景志剛 300288 今夜我想喝醉 佚名

325969 中國夢 搖籃曲 莊秋玉 290104 今夜就想要你 白雅彤

315025 中國夢中國福 孫雷,龔丹 292243 今後一個人走 姚東耀

306203 中國夢少年強 雲飛 269005 今宵如此美麗{Live} 常思思

306204 中國夢少年強 蔣大為 325985 今宵酒醒何處 周傳雄

279878 中國夢我的夢 君子 306216 元芳 你怎麼看 秋褲大叔,冷漠

318915 中國夢飛起來 張柏菡 279432 元芳你怎麼看 司文

329075 中國夢華夏情 冬雨 331622 元芳你怎麼看[HD] 冷漠,趙小兵

344595 中國夢騰鯉情[HD] 紀綺昭 322307 內蒙古大草原 葛小虎

315024 中國選擇了你 鄭培欽 256990 公主徹夜未眠 許茹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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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40 公主戀愛手冊 南拳媽媽 291543 天長地久的夢 風雷

267328 六十億分之一 黃鴻升 326766 天亮後說晚安 小北

307099 分了就分了吧 彩貝與海 291040 天姿呼和浩特 韓磊

335085 分了就分了吧[HD] 紅日藍月 297759 天時地利人和 毛惠茹

233190 分不到你的愛{Live} 黃小琥 288866 天時地利人和 龔玥

231354 分手也在秋天 雷罡 296163 天馬座的幻想 曾恩琦,丞妮,言言

263399 分手有害健康 尚樂心成 288863 天堂上的媽媽 唐古

312129 分手別說理由 龐曉宇 345995 天堂不是想像[HD] 黃霆睿

308502 分手依然愛你 冷漠 347273 天堂中的父親[HD] 月蘭

262367 分手的那一天 丁銳 305889 天堂裡的來信 蘇俊

313961 分手的那一夜 劉杰 311247 天堂裡的阿媽{Live} 嘉央曲珍

310222 分手的這些天 張啟靚 346513 天堂裡的哥哥[HD] 李曉舟

279962 分手後還愛你 丁思忖 299908 天涯海角珍重 佚名

281011 分手時的我們 徐安則,微光 257005 天涯海角珍重 許茹芸

281254 分手該說什麼 沈丹丹 298669 天蒼蒼海茫茫 佚名

308374 分享身邊的事 安濤 231711 天藍藍海藍藍 韓磊

306218 分開的太久了 秦浩 315055 天藍藍海藍藍{Live} 吳子安

307194 化身孤島的鯨 李逸朗 302618 天鵝遇上蛤蟆 張峰

329180 化身孤島的鯨 周深 343747 天邊已微微亮[HD] 王檀

294472 午夜的咖啡廳 王愛華 344244 天邊的牧羊人[HD] 龔玥

233198 午夜的單人床 黃小琥 265496 天邊的格桑花{Live} 何靜

345934 友愛地久天長[HD] 劉佳 311996 天邊的勒勒車 聶建亮

304596 友誼天長地久(慢三) 舞曲 281378 太陽月亮相思 胡月亮

312406 友誼地久天長 司徒蘭芳 285270 太陽為你升起 褚喬

329194 友誼地久天長 黑鴨子組合 339695 太愛出色的你[HD] 李若嫣

304393 友誼地久天長{Live} 解曉東 305140 少了一個人在 鄭希怡,李凱年

269271 天上的布達拉{Live} 彭高平 344285 少了你的時間[HD] 李泫憙

271900 天上的長白山 高子童 337757 少年心中國夢[HD] 田卓凱迪

307294 天上的黃石寨 王珂邇 311257 巴丹吉林放歌{Live} 圖椏格

286013 天上星七色花 凌波 269749 心已被你偷走 李自強

232568 天也蘭夢也蘭 高林生 335451 心不停的徘徊[HD] 張佑錢

313964 天山下的彩虹 阿爾法 290969 心中的九龍溪 趕馬哥

299050 天地之間的歌 佚名 230281 心中的山茶花 陳星

230792 天有情天亦老 陳紅 278292 心中的月亮船 張雅培

334594 天使也看見了[HD] 郭蘅祈 310060 心中的火鳳凰 啡啡

330830 天使在你身後[HD] 素墨 309858 心中的好姑娘 栾添翔

313966 天使經過身邊 林依晨 326774 心中的格桑花 趙壘

304703 天使暫時離開 趙靜怡 290572 心中的桃花源 吳碧霞

256449 天使暫時離開 蕭亞軒 295320 心中的馬頭琴 燕尾蝶

313789 天知道我愛你 謝有才 280145 心中的雪蓮花 鳳凰傳奇

297606 天空下的約定 小榮 270304 心中的薩日朗 熊英

300522 天空沒有下雨 佚名 274815 心中唯一的花 張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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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927 心太冷 夢太真 佚名 274744 月牙泉鳴沙山 宋伶俐

271284 心太冷夢太真 邰正宵 324586 月牙彎.月亮船 望海高歌

317490 心只剩下苦澀 海威 314773 月光下的女孩 蒙克

284230 心在指引方向 龍神道 288383 月光下的思念 戴妮

293119 心在痛淚在流 阿文 308082 月光下的童話 王家宇

232580 心有千言萬語 高林生,劉小鈺 346627 月兒圓念雙親[HD] 趙真

336650 心肝妹心肝郎{Live}[HD] 黃齡 234360 月亮走我也走 龔玥

254264 心相印手牽手 楊鈺瑩 324634 月亮般美的你 李葵航

321210 心相守 夢相見 牛仔酷 294275 月亮般美的你 張平

254148 心疼地不是你 楊林 308795 月亮想你的夜 李偉文

331033 心疼你的心疼[HD] 飛輪海 320556 月亮裡的草原 Ou組合

278623 心疼你的過去 許嵩 282472 月亮灣的姑娘 拉毛王旭

303611 心被傷得太深 游鴻明 321380 月影殘荷花落 楓舞,何文秀

263738 心痛2011 小山 299813 月朦朧 鳥朦朧 佚名

268927 心痛2013 小山 304789 月朦朧 鳥朦朧 鳳飛飛

338350 心痛2015[HD] 小山 303301 月朦朧鳥朦朧 陳思安

319704 心痛2016 劉德斌 282608 木魚石的傳說 柳石明

336074 心痛有幾克拉[HD] 小喬 341780 欠你一個婚禮[HD] 張博

289598 心痛留給自己 東方健 268647 欠你一場婚禮{Live} 周游格

278852 心痛無人打掃(國) Xun 346173 欠我一次旅行[HD] 趙霏兒

262835 心傷2010 六哲 290647 止不住的思念 尚芸菲

230349 心傷心痛不痛{Live} 陳曉東 298051 比第三者可憐 王超

297873 心碎2010 王俊宇 315753 比悲傷更悲傷 夏天alex

297878 心碎2011 王俊宇 347848 比想像中愛你[HD] 格子兮

309811 心碎2012 徐羽澤 310063 比想像還要美 國巍

231400 心碎了也會痛 霍正奇 344743 比夢想走更遠[HD] 張贏心

327652 心碎無情的愛 常紅剛 298102 水立方的傳奇 王慶爽

345073 心裡裝著百姓{Live}[HD] 楊平 230613 水是冰的眼淚 陳玉建

294415 心跳跳愛動動 柳佳佳 301055 水靈靈的眼睛 肖燕

327654 心與心的距離 唐古 268651 水靈靈的麗水 周燕君

325375 心靈豬湯無敵 潘斌龍 317793 火一樣的情歌 蘇小花

326781 手心裡的寂寞 美廷 315755 火了就火了吧 張德力

298232 手心裡的溫柔 玉薩 322680 火把節的火把{Live} 王麗達

334122 手心裡的溫柔[HD] 沈凌雲 268870 火車開往哪裡 宋熙銘

333857 手心裡的溫柔[HD] 凌雲 339298 火紅的薩日朗[HD] 烏蘭托婭

309643 手心裡的溫柔{Live} 降央卓瑪 308230 火塘旁的摩梭 央金蘭澤

285158 手把手心連心 群星 319879 火辣辣的日子{Live} 陳子琳

299780 手挽手心連心 佚名 308647 父母在家就在{Live} 呂繼宏

319791 手牽手一起走 孫峰 308844 父親 我記住了 李潮

323244 手貼手的約定 何炅,嚴藝丹 268356 父親我記住了 劉大成

337831 手貼手的約定[HD] 何炅,嚴藝丹 319893 父親河 母親河 梁召今

324318 日子這樣就好 葉秉桓 289999 父親的口頭禪 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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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974 父親給的幸福 李娣 343680 兄弟你還好嗎[HD] 鄭俊峰,承偉

338459 牙買加的檳榔[HD] 張惠妹 340534 兄弟別太累了[HD] 歐陽曹亮,密哥,周建華,陳高

280718 牛車我的爸媽 何剛 326797 兄弟祝你幸福 張景擎

268146 世上最美的歌 何嘉樂 292164 兄弟情兄弟義 吳曉榮,楊春明

336522 世上最懂我的[HD] 羽泉 344623 兄弟情風雨行[HD] 雨陽

233458 世界只有我們 黃立行 313998 兄弟還記得嗎 邱凱偉,柯有倫

327434 世界如此冷漠 黃兆宇 268106 冬不爾的琴聲 任明

338949 世界我們來了[HD] 黃瑤 297646 冬天的耶誕節 山野

332328 世界唯一的你{Live}[HD] 楊承熹 348153 冬天裡的冬天[HD] 黑白

338221 世界唯一的你{Live}[HD] 蕭敬騰,李一平,最美和聲 296011 加油 中國{Live] 龐龍

279872 世界第一麥方 高盟傑,黃鐙輝,邱凱偉 338269 加油!加油![HD] 嘉嘉姐弟

292373 世界等我出發 常石磊 320209 加油吧好兄弟 彭運鋁

262995 丘比特的蝦米 林天愛 318958 匆匆那年的你 樂洋

320961 主要是看氣質 蘇勒亞其其格 283082 北大荒人的歌 陳俊華

310208 他一定不愛你 張祖成,王熙強 283583 北大荒人的歌 彭麗媛

326790 他一定很愛你{Live} 阿杜,隱藏的歌手 321041 北方的天空下 胡斌

327453 他一定很愛你{Live} 孫楠,蒙面唱將 232926 北京2008 黃亞

342297 他一定很愛你{Live}[HD] 周麒,隱藏的歌手 294188 北京的金山上 奈熱組合

344158 他一定很愛你{Live}[HD] 金志文,汪正正,千斤組合,厲害了我的歌 270686 北京的金山上 胡斌

322270 他比我更適合 胡夏 314775 北京的金山上 郭瓦·加毛吉

303092 他在那裡站崗 許飛 284451 北京的金山上{Live} 六弦,徐林

256426 他和她的故事 蕭亞軒 293475 北京的金山上{Live} 奈熱樂隊

303416 他的我,我的你 陶莉萍 315103 北京的金山上{Live} 雪蓮三姐妹

295418 他是你的幸福 蕭磊 297559 北京愛情故事 凡人二重唱,劉若英

348103 他對你還好嗎[HD] 包茂均 312262 北京愛情故事 大哲

289636 他離開我認輸 佩希 266339 半公開的秘密 泳兒

346838 以分手為前提[HD] 戴愛玲 303774 半城山半城水 馮曉泉

310404 以兄弟的名義 張鐵,長春蟲子 232337 半夢半醒之間 高勝美

335752 以後別做朋友[HD] 周興哲 299286 卡片上的諾言 佚名

329097 以後別做朋友{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16883 去他媽的脆弱 鄭斌

332795 以後要做的事[HD] 林俊傑 315104 去伊犁的路上 刀郎

317183 以後留給以後 姚可傑 309967 去你妹的愛情 馬旭東

286326 以為簡單就好 陳喆 315105 去看苗鄉侗寨 唐美華

333767 以為簡單就好[HD] 陳哲 342319 古風2016[HD] 卡修rui,妖揚

268946 以劍之名血薇 少司命,重小煙 343462 古風2016[HD] 洛天依

327493 兄弟 你還好嗎 常紅剛 278246 古董店的娃娃 小峰峰,王媛淵

268677 兄弟 沒你不行 唐人街樂隊 302578 只因為愛著你 張信哲

329147 兄弟永遠不變 葛林,高陽 233121 只有一個自己 黃大煒

343681 兄弟好久不見[HD] 大雷 347242 只有月光的街[HD] 寇原熏

328270 兄弟你在哪裡 楊海彪,杜軍 299779 只有永遠的情 佚名

349647 兄弟你在哪裡[HD] 秋褲大叔 279363 只有我不快樂 歐豪

311675 兄弟你還好嗎 蔣建明,張峰 269816 只有我做得到 楊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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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63 只有活在夢裡[HD] 張峽浩 232772 可愛的玫瑰花 鳳飛飛

265410 只有夢裡來去 鄭少秋,陳松齡 302947 可憐的落魄人 莊學忠

307343 只怪自己活該{Live} 羽田,中國好歌曲 305060 台北21度c 蔡旻佑

302801 只是因為愛你 梁詠琪 311272 四川是我的家 廖名揚

341677 只是沒有如果[HD] 張靚穎,王錚亮 308265 四日愛情軌跡 末希

314003 只是怕你寂寞 王孟西 290996 四個人的掙扎 鐘潔

274673 只為你一個人 古品 300911 外婆的澎湖灣 李逸

314005 只要心中有愛 邢荷英 344225 外婆的澎湖灣{Live}[HD] 王紫菲

300552 只要你想到我 佚名 345539 外婆的澎湖灣{Live}[HD] 樂樂,媃媃,歌聲的翅膀

340825 只要明天還在[HD] 甯新兵 347693 外婆從未離去[HD] 朱大群

339664 只要明天還在[HD] 寧新兵 233987 失去你的黃昏 黑龍

314006 只能到這裡了 孫恭慶 253815 失眠的睡美人{Live} 楊丞琳

317301 只喝可樂的貓 范曉萱 346003 失控的玩具熊[HD] 謝子圻

316611 只想一個人過 冷漠 310741 失敗者的飛翔{Live} 陳綺貞

285056 只想把你找到 焱彬 304872 失落的入場券 劉畊宏

341907 只想念不聯繫[HD] 齊霖 293195 失戀是一種病 韋琪

344202 只想給你幸福[HD] 王大宇 304566 失戀陣線聯盟(恰恰) 舞曲

301062 只愛我一點點{Live} 谷峰 345008 失戀陣線聯盟{Live}[HD] 陳建斌,任嘉倫,跨界歌王

301937 只對你有感覺 飛輪海,田馥甄 331695 失戀這件小事[HD] 安又琪

308843 只需要一首歌{Live} 李慧珍,樊凡 315787 尼泊爾的微笑 李霞兒

312195 只談心不貪心 蘇醒 293712 尼羅河的眼淚 洪一平

343464 只願和你相愛[HD] 動力火車,閻奕格 299415 尼羅河的歌聲 佚名

328327 只屬於你的歌 穎寶兒 262662 左上角的心跳 范瑋琪

311348 叫一聲二奶奶 趙小兵,司徒蘭芳 287176 左岸的咖啡館 才讓措

266151 叫一聲我的哥 李瓊 315122 左眼淚右眼笑 張可兒

320229 叫一聲我的哥{Live} 白致瑤 310071 平安夜 好平安 宿雨涵

288798 叫你一聲好人 李艷雲,張曙亮,趙麗潔,尹艷偉 307606 打一輩子光棍 崔皓,田娃

269555 叫你一聲老婆 曾春年 333481 打死不再戀愛[HD] 陳昇

271109 叫你一聲親人 譚雙劍 301991 打死我都不幹 唐率

312880 叫你如何懂我 姚雨鑫 327834 未完成的素描 S.I.N.G女團

328335 叫我拿什麼還 飛翔 338434 未完成的愛情[HD] 光良

311615 可以再狠一點 潘東亮 300754 未來的主人翁{Live} 李宇春

327535 可我還是想你 紀曉川 305095 未來是否繼續 蔣志光

311217 可笑的木偶戲 路綺歐 233325 未來需要等待{Live} 黃格選

330806 可能你還愛我[HD] 炎亞綸 302413 未曾留下地址 高勝美

320231 可惜你不心疼 劍鴻 335656 末日求生守則[HD] 陳惠婷

322350 可惜我不是他 Xun 290081 末日前的使壞 于青

293636 可惜陰晴圓缺 曾一鳴 303302 母親你在何方 陳思安

269711 可愛的母親城 李潮 305002 母親你在何方 潘秀瓊

299580 可愛的老地方 佚名 299025 母親你真偉大 佚名

257882 可愛的玫瑰花 辛曉琪 299005 母親教我的歌 佚名

286706 可愛的玫瑰花 林淑娟 306018 母親湖的淚水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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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74 永不拆遷的窩 黃勇 292960 用一生的時間 蔡曉

309635 永不放棄的夢 馬藝航 325630 用生命感受愛 曹權權

326817 永生的和平鴿 仲南 304904 用愛改變現在 劉耕宏

257908 永遠&夢醒時分{Live} 辛曉琪 326819 用盡一生愛你 唐古

231281 永遠不說再見{Live} 零點樂隊 334908 用盡一生癡情[HD] 黑龍

298900 永遠永遠不變 佚名 280425 用盡全部的愛 王雅潔

329525 永遠在你身旁 陳姿 322171 田納西華爾豬 日京江羽人

292127 永遠在我心中 卓依婷 329598 白月亮白姐姐 小阿鵬

344410 永遠別說永遠[HD] 徐子崴 299537 白月亮紅臉膛{Live} 佚名

340396 永遠的1996[HD] 王江發,小璇 303512 白蛇傳-斷橋 傅幸文

281091 永遠的女主角 朱業晉 331956 白蛇愛情物語[HD] 金莎

315127 永遠的兄弟情 李寧 282464 白開水的情緣 成銘

317758 永遠的忘了吧 江海泉 317850 白雲下的愛情 游牧人組合

317757 永遠的忘了吧 李佳穎 300440 白嘎拉山情歌 佚名

336758 永遠的那達慕{Live}[HD] 黃齡 343304 白薔薇的眼淚[HD] 劉嘉亮

268011 永遠的香巴拉 烏蘭托婭 344453 皮皮蝦我們走[HD] 李雨壽

303199 永遠的馬頭琴 郭麗茹 349952 目光裡的祖國[HD] 付潔

302584 永遠的第一天 張信哲 267090 石壁,我的家園 阿魯阿卓

330219 永遠的第一天{Live}[HD] 王力宏 285774 示愛誓愛逝愛 安苛

314018 永遠的奧特曼 Line 231412 丟不了的情意 青山

338442 永遠的愛麗斯[HD] 曾詠欣 338963 交錯的平行線[HD] 許罡

325223 永遠的瀘沽湖 崔來賓 301819 仰望天空的愛 胡靈

306069 永遠都有希望 顧凱 330473 仰望天空的愛[HD] 丁祥威

292331 永遠愛你的我 小軍 341654 任性的想和你[HD] 吳是閎

280417 玉妃情君王淚 胡梅 333544 任逍遙&心太軟{Live}[HD] 吳克羣,任賢齊

271100 玉林風 玉林情 謝有才 300513 伊人在水一方 佚名

336291 玉屏我們的歌[HD] 洪立 278212 伊黎河的月夜 姚東耀

348500 生不來死不走[HD] 王大痣 339644 先生有事嗎？[HD] 蔡健雅

343294 生日快樂寶貝[HD] 鄭莉莉 316549 光榮的後勤兵 孫建華

301054 生命中的天使 肖燕 285929 全世界的孤單 羅文裕

345252 生命中的過客[HD] 李志洲 326821 全世界的晚霞 褚喬

322715 生命沒有如果 徐向立 300405 共有一份溫柔 佚名

308682 生命站立成樹 完瑪三智,譚晶 232331 共此花月春風 高勝美

346223 生命被你照亮[HD] 楊宗緯 271132 共和國的春天 譚晶

304438 生命就是這樣 零點樂隊 298018 共和國的旗幟 王媛媛

334286 生命像塊石頭[HD] 楊坤 343080 共和國圓舞曲[HD] 趙育聞

335959 生命像塊石頭{Live}[HD] 楊坤,中國好聲音 288753 再一次的再見 好妹妹樂隊

348502 生活在和平里[HD] 周芷諾,浮克 325603 再一次想起你 孫江楓

320664 生活就是這樣 宋健 341123 再一次想起你[HD] 孫江楓

311317 生活就是舞臺 綜藝主持人 279955 再一次說愛你 嚴寬

323337 用一生去等待 龍梅子 271845 再叫一聲媽媽 韓紅

342466 用一生去愛你[HD] 趙東俊 348148 再多愛我一次[HD] 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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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16 再別再別康橋 黃磊 329188 印地安老斑鳩{Live} 呂程程,夢想的聲音

329160 再見 再也不見 歡子 278865 印第安老斑鳩 艾怡良

340814 再見,我的愛人{Live}[HD] 王晰,我是歌手 343465 吃太飽 Check The Ball[HD] 朱莉葉

342616 再見,孤獨的心[HD] 果味vc 312019 合不來 分不開 藏古西烈

282402 再見2013 張崢 313559 合不來分不開 蒙古西烈

294228 再見了大別山 尤國通 335537 合不來分不開[HD] 樓沁

297760 再見了大別山 毛惠茹 309111 吉他寂寞了嗎 拉熱吉

269708 再見了大別山 李潮 297958 吉隆玻好風光 王雪晶

305234 再見了大別山 燕妮 319601 同人民在一起 宋祖英

293746 再見了大別山{Live} 田野 317061 同學聚會之歌 蔡雯君

307941 再見了心上人 天意 266423 吐魯番的歌聲 王亞平

308827 再見不用抱歉 李賀 315835 向日葵的約定 金貴晟

342112 再見再也不見[HD] 胥拉齊 312031 向日葵的微笑{Live} 魏晨

285663 再見吧 喵小姐{Live} 王曉天 298256 向王小二拜年 白光

333682 再見吧 喵小姐{Live}[HD] 王曉天 285337 向左看,向右轉 鄔禎琳

318985 再見吧好兄弟 壯哥們組合 343098 向著太陽飛翔[HD] 銀河少年合唱團

285756 再見我的姑娘 劉維維 314034 向著未來奔跑 肖楗,史浩宇,別致純,殷簫妤

302457 再見我的愛人 屠洪剛 323653 向著光亮那方 許魏洲

366157 再見我的愛人{Live} 周慧敏 301888 向著春天訴說{Live} 韋唯

268468 再見我的愛人{Live} 單紫寧 324669 向錢看 向厚賺 果然哥

279957 再見我的愛人{Live} 鄒宏宇,尼克 325341 向錢看向厚賺 果然哥

315150 再見面的時候 黃雅莉 295083 回不去的時光 庾澄慶

297498 再見烏魯木齊 刀郎 343108 回不去的從前[HD] 周毅

315828 再見雪花飄下 雪莉 326832 回不去的曾經 馬旭東

262336 再見超級女聲 丁于 332729 回不去的過去[HD] 趙奕歡

318987 再為你醉一回 涓子 345963 回不去揮不去[HD] 李柏霖

339650 再為你醉一回[HD] 火龍 320255 回車諾比的夢 蘇打綠

290606 再為你醉一次 大哲,蘇唯 318332 回來吧 別走了 宋旭

279592 再苦也要幸福 辛龍 294335 回到最初時光 曹越,司徒蘭芳

271899 再唱心中的歌 高子童 282345 回家 我要回家 小俊

326041 再陪我說說話 黃菁 309162 回家&斷了線{Live} 林志炫

331487 再痛也沒關係[HD] 陳勢安 311729 回憶一次一次 曉月

349264 再給我一分鐘[HD] 陳慶 332705 回憶是快樂的[HD] 王立薦

334308 再給我放一首[HD] 王嘯坤 316602 回憶裡的祝福 何遇程

311432 再給我點時間 劉子毅 328360 回憶裡的愛情 帶淚的魚

333690 再愛也沒有用[HD] 王璐岢,冷漠 332767 回憶裡的瘋狂[HD] 光良

284793 再愛我好不好 慕容曉曉 269384 回歸巴拉格宗 紮西尼瑪

232426 再會吧心上人 高勝美 296094 因為有你{Live] 王喆

285793 再說一次愛我 機動現場samuel 330545 因為你是女人[HD] 吳克羣

315829 再遙遠的距離 光良 289637 因為我們相愛 佩希

283861 再談一次戀愛 孫國慶 317329 因為我還愛你 門麗

280926 冰是睡著的水 孟文豪 328365 因為愛我存在 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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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296 因愛存在&My Dear{Live}[HD] 宋嘉其 348857 她在雨天想他[HD] 許明明

346495 在ktv過夜[HD] 張智成 322410 她在睡前哭泣[Live} 任韻淇,柯以敏

332223 在分手的地方[HD] 黃雅莉 285529 她在睡前哭泣{Live} 馬達,林惠敏

290582 在天亮前離開 周程成 340580 她在睡前哭泣{Live}[HD] 任韵淇,柯以敏

279452 在天亮前離開 孫思怡 298242 她和她的房間 田原

338967 在日記裡等你[HD] 張佑錢 309785 她和別人睡了 家家(男)

317331 在火光中唱歌 高夫,趙照 294577 她是一個女孩 蔣蔣

309819 在回憶中死去 徐良,小暖 328416 她說她沒喝醉 Mc魏小然

335781 在你放手瞬間[HD] 李玉璽 321827 好一朵女人花 司徒蘭芳

257884 在你背影守候 辛曉琪 322412 好一朵茉莉花 溫霖

312290 在你離開之後 小徐兒 302898 好一個大新年 莊學忠

296102 在你離開之後 化學猴子 318613 好一個中國夢{Live} 謝名

345536 在沒有你以後[HD] 謝和絃,張智成 302239 好一個花鼓燈 祖海

315169 在那東山頂上{Live} 雲飛 280063 好人一生平安 楊麗

334478 在旅行的路上[HD] 徐佳瑩 334009 好人一生平安{Live}[HD] 韋唯

326836 在記憶裡流浪 蔣墨安,孟欣涵 312101 好人就在身邊{Live} 譚晶

234092 在第六對相遇 齊秦 349725 好人就有好運{Live}[HD] 扎西

305030 在悲傷中想妳 潘廣益 328417 好久不見的你 施易男

298777 在晴朗的夏天 佚名 300781 好久好久不見 李玖哲,黃立全,李鈞天

297955 在森林和原野 王雪晶 299114 好久好久以前 佚名

303278 在森林和原野 陳建彬 300279 好久沒有淋雨 佚名

308426 在黑暗中漫舞 江映蓉 293188 好日子慢慢過 雷佳

308848 在燦爛陽光下 李潮,韋蕊 323712 好兄弟 真情意 暴林,甄強

344642 地球人醒來吧[HD] 譚詠麟,孫楠 324589 好兄弟一輩子 木童

265940 地球上的愛人 後弦 307386 好兄弟一輩子 蕭磊,樊少華

341688 地球好危險啊[HD] 鄭志立 323105 好兄弟在一起 卞義

320262 地獄就是天堂 譚維維 336284 好兄弟在一起[HD] 梁秋予,張樂

307016 多年以後的你 大廚 343754 好兄弟我敬你[HD] 唐志星

344645 多年前的兄弟[HD] 盛雲龍 341172 好兄弟真情義[HD] 暴林,甄強

281107 多我一個不多 李亮超 306936 好兄弟幹一杯 何森

234019 多彩的阿拉善{Live} 齊峰 317397 好兄弟醉一回 伊龍

267996 多情的蒙古人 烏蘭托婭 341049 好兄弟醉一回[HD] 伊龍

343731 多想再見到你[HD] 彭子帥 302045 好好的愛自己 孫藝程

232655 多想把你抱住 高進 344249 好好愛個女孩[HD] 張信哲

344227 多想把你抱住[HD] 千百順 230798 好年頭好兆頭 陳紅,景崗山

264186 多想把你留住 曾春年,六哲 335402 好男人在路上[HD] 姬長樂

256447 多愛自己一下 蕭亞軒 311428 好姑娘等著我 劉一鳴

304756 多愛自己一些 趙薇 317401 好姑娘等著我 劉凱倫

297270 她一定很愛你 2個女生 332239 好朋友的祝福[HD] A-Lin

286435 她不是你新娘 小小浩,Jenny伊 298760 好爸爸壞爸爸 佚名

254146 她比我更好嗎 楊林 345014 好爸爸壞爸爸[HD] 大鵬,梁龍

336617 她扔了根火柴{Live}[HD] 王菀之 299076 好孩子要誠實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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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842 好美的中國夢 天亮 234296 如果你嫁給我 龐龍

342671 好哥們乾一杯[HD] 路遙,楊林,大佛 302133 如果你會快樂 時金鈺

253227 好眼淚壞眼淚 徐若瑄 336621 如果你說抱歉[HD] 江美琪

299735 好隊長-馬二牛學剃頭 佚名 314063 如果你擁抱我{Live} Snh48

231134 好想再聽一遍 陶莉萍 263837 如果你還喜歡 薛恒泰

296193 好想好好愛你 解偉苓 315848 如果你還愛我 蔡曉

343477 好想好好愛你[HD] 周蕙 307865 如果我們分開 小山

339437 好想好好愛你{Live}[HD] 周蕙,隱藏的歌手 338971 如果我答應你[HD] 羅晉

256451 好想遇見愛情 蕭亞軒 338647 如果我答應你[HD] 嚴藝丹

230762 好運來發大財 陳祥平 232287 如果沒有明天 高以愛

233819 好像在我耳旁 黎明 325301 如果沒有離開 朱晨辰,楊承熹

308466 如今心有不甘 西子 232953 如果沒遇見你 雅立

281020 如此懦弱的我 徐良 309034 如果和你相愛 周艷泓,馬旭成

314054 如你一般的人 陶晶瑩 302363 如果和你相愛{Live} 馬旭成

258183 如果一個女人 鄭秀文 283364 如果風不再吹 張恒遠,汪峰

314059 如果天還沒黑 星弟 231727 如果風不再吹 韓磊

302569 如果只是如果 張虎 308873 如果風不再吹{Live} 汪峰,張恒遠

294853 如果可以不愛 雲菲菲 341698 如果時光倒流[HD] 汪蘇瀧

325403 如果可以重來 田梓橙 234137 如果真的不要 齊豫

319649 如果可以選擇 柴俊 306311 如果真的可以 陳斌

282403 如果再次相遇 張崢 317412 如果能不愛你 譙帆

334248 如果回憶能死[HD] 孫子涵 336438 如果這就是愛[HD] 王立荐

274741 如果有下輩子 安香 304496 如果曾經擁有 甄妮

313701 如果有下輩子 蔡獻華,李晶 300820 如果愛好好愛 李俊旭

333086 如果有那一天[HD] 范煒,程渤智 320315 如果愛有天意 鄧華升

341929 如果有兩個你[HD] 原子霏,胡譯仁 288898 如果愛是星光 李佳薇

354736 如果有話要說 林子祥 288375 如果愛能回頭 默契李智

333026 如果你也愛我[HD] 承偉 346525 如果愛情是海[HD] 馬昕

340842 如果你也聽說[HD] 洪杰 266156 如果愛請深愛 李翔

318379 如果你也聽說{Live} 尚雯婕,蒙面歌王 269500 如果愛請深愛 晨熙

315186 如果你也聽說{Live} 張惠妹 333825 如果說不愛你[HD] 羅力威

338646 如果你也聽說{Live}[HD] 孫伯綸,中國好聲音 338000 如果牆會說話[HD] 陳綺雯

283853 如果你不愛我 冷漠 270821 如果還有如果 苗偉

262382 如果你不愛我 杜歌 285151 如果還有如果 羅志祥

313751 如果你不愛我 諾諾 312922 如果還有來世 紅薔薇

348867 如果你不愛我[HD] 李林平 278243 如果還有來世 寒武紀

329259 如果你是李白{Live} 華晨宇,范媛媛,天籟之戰 338650 如果還有來生[HD] 超月組合

255256 如果你是假的 王菲 301529 如果還有明天 阿杜

300313 如果你要離去 佚名 301634 如果還有明天 信樂團

348263 如果你真愛我[HD] 田露 317413 如果還有明天{Live} 丁噹,蒙面歌王

292046 如果你能幸福 俊歌 335441 如果還有明天{Live}[HD] 崔蘭花

329258 如果你喜歡我 宋孟君,劉浩航 332047 如果還有時間[HD] 盧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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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584 如果還有機會[HD] 趙喜同 342823 有賊心沒賊膽[HD] 王偉

293053 如果還能再見 郎郎(馬志鋒) 314793 有過很多的夢 Kent王健

336332 宅男和怪蜀黍[HD] 高永泰,町安扣 344728 有夢不覺夜長[HD] 王佳佳

310456 守候你的情緣 曹蕾 329500 有夢想的鹹魚 李國超

325172 守著我的承諾 唐美華 270739 有緣無份的愛 胡鶯瑛

329279 守護麗人 終於 何流 284737 有緣無份的愛 張月

282011 安徒生的劇本 Jang,Shelly 佳 287669 有錢兒沒錢兒 趙斌

336073 安順愛情故事[HD] 小喬 314076 有錢就是任性 梅少民

296265 州界女孩 State Line Nora Says,鄭宏澧 296640 有錢就是任性 龍奔

307908 年三十的電話{Live} 山野 296641 有錢就是任性 龐錕

231064 年紀大了一點{Live} 陶晶瑩 339282 有關你的地方[HD] 品冠

299353 年輕人的心聲 佚名 327849 此刻你聽好了 劉嘉亮

326287 成功需要什麼 顧凱 283169 此刻讓愛永恆 駱容溶,駱爸

302145 成吉思汗舞曲{Live} 格格 310784 此昵稱不存在 單小源

302661 早已習慣孤單 張惠妹 349452 汝是我的心肝{Live}[HD] 伍佰

305245 早安,晨之美! 盧廣仲 312796 江山如此多嬌 杭嬌

323889 早到的秋天軌 光前 306324 江西風景獨好 宋祖英

278809 有一天你會懂 黃鶴 286318 江南女 花中花 陳麗媛

322626 有了你的思念 阿淚哥 309969 灰太狼的悲傷 馬雨賢

284848 有可能的夜晚 曾軼可 340926 灰色的小紅帽[HD] 曾詠欣

314070 有多遠滾多遠 韓東 254795 灰姑娘的眼淚 王心凌

343248 有你 就足夠[HD] Dk金大為,蔡旻佑 280471 米斯特悶先生 齊天三喜

283108 有你不再孤單 陳瑞 332057 米蘭的小鐵匠[HD] 周杰倫

266527 有你我才有家 祝磊 324056 羊卓雍湖的藍 趙維琦

285420 有你陪伴真好 陳一凡 308131 老人家別擔心 王電

266830 有你陪著我哭{Live} 許嘉文 338745 老子馬上有錢[HD] 李垚坤

315868 有你就有幸福 杜歌,東方依依 283532 老公你辛苦了 弓秀麗

288017 有你就很幸福 後弦 289818 —老公你辛苦了 山楂妹

315197 有你愛的力量 黃騰 334322 老公你真討厭[HD] 蘇小花

323921 有沒有一首歌 左立 294714 老王子的新歌 馬海生

306320 有沒有那一天 王璘楓 328005 老去的那本書 牛會龍

297937 有朋自遠方來 王莉 328006 老司機帶帶我 北桑

269994 有個樂隊叫beyond 梁傑 317933 老朋友喝杯酒 楓舞

294231 有娘叫最幸福 尤國通 326518 老爸 老公 老闆 董義

317719 有娘叫最幸福 高崗 285014 老虎愛上刺蝟 沈昊飛

232812 有真情有活力 佚名 326516 老師你最偉大 陳杉雨

303306 有真情有活力 陳思安 309628 老爹的回鄉路 迪克牛仔

305763 有真情有活力 羅時豐 288178 老婆你辛苦了{Live} 祁隆

293593 有彭自遠方來{Live} 彭運鋁 282891 老婆你聽我說 袁晨

304150 有愛就有一切 群星 336819 老婆你聽我說[HD] 勾輝

304179 有愛就有可能 群星 311105 老婆別離開我 楊程凱

326369 有愛就有希望 納蘭珠兒 307929 老婆變成老狼 天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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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51 老掉牙的愛情 后羿 347207 你也會想我嗎[HD] 譚臻臻

289378 老掉牙的憂傷 沈慶 305096 你已離開了我 蔣承龍

305999 老爺子老太太{Live} 騰格爾 342586 你不在的風景[HD] 呂家聲

340444 老闆回家吧[HD] 李長紅 342122 你不在屬於我[HD] 周裔平

319942 老闆苦老闆累 王偉 292357 你不來 我不好 岑曉路

255998 自己照顧自己 萬芳 319532 你不來 我不老 高安,西單女孩

338116 自以為我以為[HD] 黃鴻升 320152 你不來我不老 高安

292812 自由不是理由 王麟 339395 你不來我不老[HD] 高安

270475 自由不是理由 王麟,楚博仁 290816 你不知道的事 泳兒

287489 自由行走的花{Live} 常石磊,薩頂頂 269278 你不知道的事 徐亮,劉柏延

270868 自由行走的花{Live} 薩頂頂 284169 你不知道的事 桂雨濛

296965 自拍是一種病 楊航 339166 你不知道的事[HD] 王力宏

304793 自個兒去打坐 鳳飛飛 320155 你不知道的事{Live} 王鈺威

314090 自從遇見了你 徐松濤,黃容 285229 你不知道的事{Live} 范瑋琪,鮑丹

310382 自豪的建設者 張邁 313035 你不知道的事{Live} 桂雨濛

288266 至少被你愛過 蘇唯 289871 你不知道的事{Live} 張馨月

321553 舌尖上的中國 稅山洲 336019 你不知道的事{Live}[HD] 陳永馨,中國好聲音

265734 舌尖上的愛情 大慶小芳 325999 你不是一個人 梁詠琪

303055 艾美麗 愛美麗 莫文蔚 232959 你不是一個人 黃健翔

338507 血腥愛情故事[HD] 張惠妹 270284 你不是我的菜 焰烽

329685 血腥愛情故事{Live} 蘇詩丁,天籟之戰 315219 你不要再說謊 劉廣偉

265246 西大街的夜晚 玄樂隊 330958 你不要我了嗎[HD] 郁可唯

304098 西元一九九七 群星 328237 你不要的天堂 黃佩舒

270314 西安愛情故事{Live} 玄樂隊 315899 你不問我不說 小九

230608 西江月井崗山 陳熙然 288706 你不愛我了嗎 基地小虎

268762 西江愛情故事 子夕 297266 你不懂 我不同 2個女生

304010 西門慶的眼淚 楊青 305942 你不懂我的心 鐘嘉欣

233387 西班牙狂想曲 黃湘怡 282292 你不離我不棄 天籟天

231692 西班牙野玫瑰 韓真真 284680 你不離我不棄 寒武紀

324960 伸出你我的手 金三 302266 你不屬於我了 粉紅教父小甜甜

334534 低潮人生oh Life![HD] 溫偉傑 338595 你什麼都想要[HD] 權振東

343656 何必當初相識[HD] 孫藝琪 288710 你手中的江湖 陳妍希

311751 何時了卻牽掛 曉曉,雨巷 254371 你以為你是誰 汪佩蓉

288701 佛母准提神咒 印能法師 326881 你出現的那天 梁家郡

345480 佛前最美的蓮[HD] 千百順 324937 你只愛你自己 趙鑫

349241 你,這個小東西[HD] 小男孩樂團 322284 你永遠不知道 梁劍東

312042 你一定很恨我 瓊雪卓瑪 343666 你永遠不知道{Live}[HD] 林志炫,歌手

311022 你一定很愛他 黑龍,王璐苛 336540 你永遠看不到[HD] 廖蔚蔚

304864 你一定要幸福 劉思偉 327458 你向北我向南 張子孝

291411 你一定會成功 筷子兄弟 344606 你向左我向右{Live}[HD] 鄭莉莉

320150 你一直在心中 吳莫愁 343052 你在終點等我[HD] 王菲

253459 你一直存在著 曾寶儀 231762 你在雪夜離開{Live} 韓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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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22 你在煩惱什麼[HD] 蘇打綠 344169 你的愛在遠方[HD] 力鵬

322274 你在聽我的歌 張力超 288339 你的愛忘不了 靳海濤

295886 你好 傑克遜 海華 318553 你的愛是毒藥 張龍珍

324699 你好! 歷史君 江思靜,李晟 266915 你的愛是傷害 邢曉斌

309063 你有你的天空 孟楊 286036 你的愛是傷害 曉依

334609 你有我的快樂[HD] 陳威全 262309 你的愛給了誰 陳珧

326012 你有沒有想過 徐浩 231269 你的愛給了誰{Live} 零點樂隊

310688 你有沒有聽過 陳柏宇 307470 你的愛還在嗎 阿文

230122 你有事瞞住我 陳慧琳 297790 你的愛讓我來 牛小龍

233138 你何不留下來 黃大煒 262104 你的夢我的路 阿迪,鄭望華

324500 你何時才回來 張津涤 303391 你知道我知道 陳慧萍

289782 你快樂的時候 孫思怡 233434 你知道我愛你 黃磊

232954 你我的平安夜 黃偉麟 293418 你長得像我嗎 劉晶

315907 你找什麼理由 Ven陳斌 288518 你是一片紅葉 譚晶

274823 你把心給了誰 彭亮 300571 你是一面旗幟 佚名

263068 你把我心吃掉 羅百吉 347616 你是不是……[HD] 許明明

262468 你把愛給了誰 馮文女 270503 你是不是在笑 田野

271906 你把愛還給我 高安 335207 你是另一個我[HD] 黃征

323582 你沒那麼愛我 Mc天佑 300922 你是你我是我 李逸

349637 你走了好多年[HD] 王瑩 231577 你是否還記得 韓寶儀

297389 你走後的日子 Nbc 330080 你是我的ok蹦{Live}[HD] 周杰倫

347623 你身邊還有我[HD] 阿里郎 271509 你是我的一半 鍾嘉欣

314103 你其實很幸福 陳愛 271522 你是我的一半(國) 鐘嘉欣

275208 你到底在哪裡 高信 285098 你是我的女人 王理想

323568 你到底為誰累{Live} 劉超華 306358 你是我的女人 沈志仲

279490 你到底要什麼 田維英 266825 你是我的女人 許嘉文

313123 你到底要什麼 張明明 270287 你是我的女人 熊七梅

334045 你到底愛上誰{Live}[HD] 劉超華 286193 你是我的女王 孫耀威

320159 你和你的ta 章磊 278136 你是我的天使 吳佩佩

264120 你和我的時光 張惠妹 290456 你是我的天使 齊豫

303226 你幸福我快樂 陳玉建 282102 你是我的天使 儲毅

293062 你幸福我快樂 鄭源 344166 你是我的天使[HD] 吳詩曼

278903 你幸福我幸福 曾軼可 317007 你是我的月亮 董陽

255206 你的心已不見 王菲 283629 你是我的四季 姚貝娜

301486 你的心我最懂 金城 293454 你是我的未來 周柏豪

311289 你的心給了誰 歌一生,楓舞 326007 你是我的江南{Live} 納蘭珠兒

269360 你的名 我的姓 成雲剛,王星星 314106 你是我的老婆 張明遠

299560 你的美我的累 佚名 340808 你是我的李白[HD] 丁丁

283555 你的情我的愛 李玲玉,章鵬 231665 你是我的男人 韓晶

301312 你的愁我的夢{Live} 林志炫 289733 你是我的男神 周艷泓

310861 你的愛太囂張{Live} 游藝湉 288010 你是我的依靠 劉愷名,楊小曼

311929 你的愛太囂張{Live} 謝容兒 316897 你是我的姐妹 徐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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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26 你是我的幸福 王可 290469 你要我愛什麼 Adrian符致逸

309100 你是我的幸福 怕黑,天籟天 343062 你要的我沒有[HD] 余潤澤,徐銨

288714 你是我的房子 韓磊 295914 你要的是什麼 尚芸菲

313065 你是我的知己 馬常寶 264161 你值得我等待 張衛健

288716 你是我的知己 蘇賢文 284383 你真的不懂愛 東來東往

337845 你是我的星球[HD] 吳克羣 312986 你真的愛我嗎 孫偉

295448 你是我的英雄 語錄 313803 你真的愛我嗎 韓光

320166 你是我的氧氣 張涵 312987 你真的愛我嗎{Live} 孫偉

312208 你是我的草原 櫻子 302699 你偷了我的愛 張雷

341236 你是我的草原[HD] 海霞 262255 你寂寞才找我 陳娟兒

284235 你是我的偶像 周曉鷗 263800 你帶走我的心 曉雨

312953 你是我的唯一 郎郎(馬志鋒) 270292 你帶走我的愛 熊峰

278078 你是我的唯一 倩倩 343449 你教我那首歌[HD] 祁勃力

320997 你是我的唯一 劉浩航 299871 你現在好過嗎 佚名

265411 你是我的唯一 鄭源,陶鈺玉 280654 你現在還好嗎 Hit-5

327467 你是我的唯一{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65700 你陪我唱情歌 唐冰冰

288715 你是我的晴天 蘇唯 292925 你喜歡哪一個 草莓救星

267222 你是我的傳奇 韓磊 253852 你就是吃定我 楊乃文

322282 你是我的新娘 饒海明 268309 你就是我的夢 凌毅

348124 你是我的解藥[HD] 素顏 326893 你就是那麼美 大憨,二憨

306926 你是我的閨蜜 付樂,王畇琪 315240 你就這樣走了 孫塵辰

315231 你是我的寶貝 何旭 262622 你曾是我唯一 海鑌

269916 你是我的寶貝 林林 326010 你曾這樣問過 周深

262165 你是我的寶貝 曹格 302975 你曾經愛過我 莊學忠

314108 你是我的驕傲 宗義博 231564 你曾經愛過我 韓寶儀

266963 你是我的驕傲 鄧寧 325211 你曾經對我說 小琢

269554 你是我愛的人 曾強 278690 你曾經對我說 郎軍

347617 你是我愛的人[HD] 劉大美人 322283 你最近在幹嘛 光頭李進,范濤

315236 你是狡猾狐狸 富龍 329121 你給我 我給你 李鷗

306361 你是風我是雲 于全莉 319546 你給我一片天 孫露

321759 你是這樣的人{Live} 平安,中國之星 346447 你微笑時好美[HD] 謝霆鋒

338835 你是這樣的人{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287189 你想要的一切 鳳小岳,回聲樂團

326005 你是媽的孩子 群星 313151 你愛上他了嗎 張真菲

308764 你是蝶我是花 李青,晨陽 294208 你愛上他以後 孫藍

310426 你是蝶我是花 晨陽 269857 你愛的人是誰 楊罡

270382 你是誰我是誰 王敏 263253 你愛的不是我 邱婷婷

301264 你是誰我是誰 易欣 325622 你愛的不是我 張琪瑋

342599 你是誰愛誰誰[HD] 孫藝程 267326 你愛的不是我 黃體體

254245 你看藍藍的天 楊鈺瑩 317197 你愛的不是我 顧峰

230074 你若是真愛我 陳慧琳 298375 你愛的我是誰 成龍

297585 你要什麼就說 小宇 297414 你愛的就是我 S.H.E

270743 你要好好愛我 胡量 308393 你準備好了嗎 曲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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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791 你過得好不好 陳紅 317259 別丟下我不管 覃沐曦

314117 你過得還好嗎 珍愛 295990 別再折磨自己 邱一晨

295921 你過得還好嗎 葛維永 341212 別再為他流淚[HD] 梁靜茹

268864 你像花兒一樣 宋熙銘 262092 別再為愛心碎 鄧廣福

284879 你像從前一樣 李健 264146 別再驚動愛情 張棟樑

303345 你夢到我了嗎 陳淑樺 322103 別回頭 讓你走 紫海

325698 你算什麼東西 辛莉恩 234100 別在窗前等我 齊秦

310363 你說有個女孩 張震嶽 284109 別在傷口撒鹽 A-Lin

301611 你說你很愛他 青蛙樂隊 340281 別在需要的時候想起我[HD] 冷漠

283165 你說我不夠帥 馬旭東 311446 別把幸福遺忘 劉克泉

278705 你說的我都愛 鐘欣桐 303748 別走開我的愛 雲菲菲

320174 你說這樣分手 白小白 300670 別妻書-別妻 吳則文

310845 你說愛, 然後呢 曾靜玟 331044 別怪我別恨我[HD] 麒麟

336545 你說會陪著我[HD] 星弟 271916 別做愛情傀儡 高峰

264099 你說謊的樣子 張小覺 298073 別唱傷心的歌 王箏

342594 你撕碎我的心[HD] 王羽 262376 別帶走我的愛 大軍

320987 你嚇死寶寶了 邱永傳 304688 別這樣離開我 趙詠華

325553 你應該在這裡 黃文武 322323 別給我打電話[Live} 宋宇寧

344170 你總在我心裡{Live}[HD] 高咏梅 323044 別嫌媽媽嘮叨{Live} 湯非

333880 你還怕大雨嗎[HD] 周柏豪 344195 別愛那麼輕易[HD] 宋季英

334511 你還相信愛嗎[HD] 林天愛 266364 別對愛情失望 海哲明

325466 你還要我怎樣 譚艷 328297 別睡了起來嗨 齊晨,曹權權

334584 你還要我怎樣[HD] 薛之謙 328298 別睡了起來嗨 齊晨,曹權權

326020 你還要我怎樣{Live} 薛之謙,中國新歌聲 304964 別說有緣無分 廣智,雲

342126 你還要我怎樣{Live}[HD] 汪晨蕊,中國新歌聲 297539 別說你還愛我 于玄子

345892 你還要我怎樣{Live}[HD] 孟子坤,明日之子 317019 別說你還愛我 蕭凡

301299 你還會想我嗎 林木 317268 別輕易說分手 王祝海

295625 你點亮的星空 黃薏儒,梁理凱 233982 別離開我好嗎 黑龍

232651 你離開了一年 高進 300496 別離選擇了我 佚名

300951 你離開那一夜 李慧林,陶馨州 308448 別讓老人孤獨 老兵

231578 你瀟灑我漂亮 韓寶儀 234177 別讓自己委屈 龍曉飛

256045 你聽到了沒有{Live} 葉倩文 338614 別讓我一個人[HD] 山風組合

304305 你聽到了沒有{Live} 葉倩文,陳奕迅 314127 別讓我失去你 音樂走廊

269822 你讓我很受傷 楊川平 322326 別讓我忘不掉 夏婉安,李俊杰

283173 你讓星星發亮 高愷蔚 326049 別讓我放不下 童可可

232617 兵哥哥兵妹妹{Live} 楊柳,高歌 304439 別讓我離開你 零點樂隊

311816 冷漠傷了溫柔 閻飛翔 301671 別讓眼淚再流 姚思思

294143 別人家的孩子 吳佳琳 304595 含苞欲放的花(吉特巴) 舞曲

327510 別人家的孩子 雙子兄弟 310347 吵鬧鬧一輩子 張嘉洵,周子琪

337214 別人家的孩子{Live}[HD] 吳佳琳 230373 吻下去愛上你 陳曉東

331947 別去問他好嗎[HD] 郭靜 284992 吻你時的心慌 正歌

289796 別叫我忘了你 譚晶 302948 告訴他我愛她 莊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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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15 告訴你我愛你 路童,珍美兒 231594 忘記你不容易 韓寶儀

284795 困在原點的愛 慕容曉曉 287177 忘記你忘記我 才讓措

266356 坑仔口的眼淚 洪顏 288112 忘記你的傷悲 李澤堅

344259 妞給爺笑一個[HD] 李雨壽 310149 忘記你的溫柔 張宇軒

310844 孝子心遊子情 曾憲元 314133 忘記是一種痛 海闊

325108 孝是最善的心 劉軍 317505 忘記是一種痛 童波

341044 孝是最善的心[HD] 于文華 322478 忘記說我愛你 音樂走廊

341067 孝是最善的心[HD] 劉軍 306371 忘掉你給的美 浦航

300853 完美男人守則 李貞賢 292708 忘掉從前的你 流蘇

266224 希望2012 林耿賢 300261 快回頭望一望 佚名

343486 希望你忘了我[HD] 龍梅子 302331 快來快來約我 閃亮三姐妹

334583 希望你會記得[HD] 蔣卓嘉 253234 快過期的草莓 徐若瑄

275005 希望就在前方 王浩(Mic男團) 331129 快樂 不再快樂[HD] 付夢妮

326200 弄鬧子挖特了 高永泰 296331 快樂的小羊羔 吳歌

270085 忍不住的牽掛 欣哲 279186 快樂的小歌手(國) 靳景文

349784 忍著痛淚不掉[HD] 曹藝馨 333558 快樂的告別式[HD] 唐從聖

310328 忐忑&Bad{Live} 張瑋 341248 快樂的約德爾[HD] 王巧

340858 忘了如何遺忘[HD] 郭靜 300222 快樂的單身漢 佚名

301528 忘了你忘了我 阿杜 282939 快樂的新遠樂 謝江波

291310 忘了你的承諾 楊楓 233958 快樂無處不在 黑雨

342377 忘了吧忘了她[HD] 孔浩浩 314802 快點說你愛我 思豪

321862 忘了吧算了吧 邱永傳 304299 我一見你就笑 葉玉卿

283928 忘了吧算了吧 唯嘉 328566 我一定要成功 匡于泉

331846 忘了我也不錯[HD] 王心凌 233111 我一直在等你 黃國倫

332022 忘了怎麼快樂[HD] 黃鴻升 309940 我又愛錯了人 袁晨

331563 忘了怎麼愛你[HD] Mp魔幻力量 255289 我也不想這樣 王菲

307113 忘了記憶的痛 徐健淇 301318 我也不想這樣 林志炫

305777 忘了記憶的痛 譚力輝 338071 我也走你的路[HD] 蘇瑋

278952 忘了傷忘了痛(國) 陳玉建 302614 我也是個女人 張娜拉

310676 忘不了 放不下 陳建 325813 我也許在等候 莊心妍

307920 忘不了你的好 六哲 292833 我也想成為她 白安

286616 忘不了那一夜 宋卓謙 315935 我也會萌萌噠 陳康騰

313072 忘不了的是你 馬雲龍 326901 我已了無牽掛 金小曦

283611 忘不了的是你 楊皓天 349833 我干了你隨意[HD] 孫家山

263669 忘不了的無奈 王藝 322532 我不上你的當 李美妙

282330 忘不了的溫柔 安東陽 326288 我不再愛的人 肖兵

328503 忘不掉的鄉愁 李晶 305934 我不知我愛你 鍾偉

266057 忘記2011{Live} 曾春年 233191 我不知我愛你{Live} 黃小琥

337223 忘記2014[HD] 楊清明 263010 我不很愛你了 林昕陽

317504 忘記2015 韋思琪 285439 我不是一百分 陳小春

287968 忘記天長地久 正歌 284706 我不是土豪哥 龐錕

305361 忘記你不容易 龍飄飄 320444 我不是不愛你 郭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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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96 我不是不愛你 鄭源,鄭東 326299 我心中的祖國 莊秋玉

318188 我不是不溫柔 孔朝 308168 我心中的聖堂 王麗達

328568 我不是不懂愛 李晶 308468 我心亦真不悔 西子

319071 我不是好男人{Live} 廖鴻飛 286882 我心愛的姑娘{Live} 索南扎西

337798 我不是你的狗[HD] 回音哥 322550 我心愛的哈達 白瑪央宗

349822 我不是你的菜[HD] 余淼 341098 我心碎的時候[HD] 周安

230459 我不是我自己 陳楚生 323843 我心裡只有你 蘇青山,醞釀心語

271914 我不是高富帥 高山林 306071 我心裡的太陽 顧媚

283172 我不是高富帥 高安,曹磊 270419 我心屬於軍旗 王秀芬

307041 我不是奧特曼 宋藝飛 294960 我比從前寂寞{Live} 吳燦濤

311356 我不是趙本山 趙本水 230386 我比誰都清楚 陳曉東

327727 我不是潘金蓮 大鵬,徐熙娣 336693 我火了很彷徨[HD] 劉夢

286463 我不是範冰冰 孔銘 267821 我以為我可以 Clown,顏小健

282714 我不是範冰冰 王盛楠 292965 我以為我可以 薛炳進,林國偉

232288 我不是壞女孩 高以愛 271800 我以為我能夠 雷諾兒

298272 我不是壞小孩 丟丟,Featuring,潘藝 293740 我以為我愛你 王遠

290759 我不是壞男人 李澤堅 339250 我以為的愛情[HD] 陳宸

342394 我不要再比了[HD] 劉明湘 299169 我只有這麼多 佚名

310661 我不要再難過 陳芳語 319074 我只是思念愛 徐恩乾

279444 我不要咪咪了(國) 蘇仨 324443 我只是個傳說{LIVE} 小瀋陽,強東玥,趙慶望,范書銘,我想和你唱

339744 我不要很浪漫[HD] 暉倪 283726 我只要你活著 李姍殷

285962 我不要愛情了 思小妞 345121 我只剩下自己{Live}[HD] 何潔,金曲撈

319759 我不能不愛你 王檀 345122 我只剩下自己{Live}[HD] 草蜢,何潔,金曲撈

344335 我不能忘記你[HD] 林憶蓮 347786 我只願相信你[HD] 崔子格

270744 我不能沒有你 胡量 329416 我可以忘記你{Live} 張碧晨

332725 我不做你娘娘[HD] 謝容兒 329417 我可以抱你嗎{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233250 我不帶走昨天 黃征 330138 我可以抱你嗎{Live}[HD] 張惠妹

297305 我不想忘記你 Claire 262069 我可以很勇敢 安心亞

309125 我不想說分手 易帆 310835 我可以愛你嗎 曾春年

318194 我不想說再見 牛奶咖啡 345621 我可愛的爸爸{Live}[HD] 吳耀杰,孫楠,歌聲的翅膀

296436 我不想說再見 含煙 301676 我可愛的孩子 姚紹華

230693 我不想說再見 陳琳 290608 我永遠愛著你 大約冬季

301988 我不想離開你 唐以菲 331492 我用距離愛你[HD] 陳法拉

300968 我不想讓你走 李默然 268438 我再給你幸福 劉苓

290092 我不會一個人 王錚亮,劉濤 262836 我在乎的是你 六哲

335224 我不會一個人[HD] 劉濤,王錚亮 319079 我在永州等你 曉依

330997 我不會喜歡你[HD] 陳柏霖 315956 我在西 你在東 辦桌二人組

343826 我不認識的我[HD] 姚亦晴 289088 我在拉薩等你 Mc洪磊

305025 我不識廣東話 潘瑋柏 293378 我在拉薩等你 雲丹久美

323842 我心中的明燈 吳亞榮 285973 我在春天等你{Live} 春天

341096 我心中的明燈[HD] 吳亞榮 313486 我在春天等你{Live} 楊鈺瑩

348360 我心中的唐河[HD] 毛星 284483 我在春天等你{Live} 劉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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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09 我在為你等候 駱超勇 339745 我來自那顆星[HD] 黃鴻升

315259 我在海角等你 黃麗群 299325 我來彈你來唱 佚名

296462 我在海邊等你 曉月 270032 我依然深愛你 夢成

337827 我在神經什麼[HD] 許佳慧 314147 我依然想著你 王加祥

309897 我在草原等你 真次降措 286155 我依然愛著你 蔡曉

321902 我在酒城等你 謝珊 307814 我到底怎麼了 大大朋

346094 我在梨鄉等你{Live}[HD] 周占超 305037 我到底算什麼 潘曉峰

266465 我在清溪等你 王琮瑋 298198 我和你分手後 冬冬

333003 我在這兒等你[HD] 呂薇 278303 我和你在一起 徐千雅

310623 我在這裡等你{Live} 陳小濤,李美怡 323838 我和我的大海 吳亞榮

325465 我在等你開口 譚小雨 341095 我和我的大海[HD] 吳亞榮

270796 我在貴州等你 蘇夏 327735 我和我的祖國 Snh48

286223 我在貴州等你{Live} 張超 263639 我和我的祖國 王旭

349383 我在雄安等你[HD] 表兄表弟 298127 我和我的祖國 王霞

321302 我在黃山等你 黃睿銘 312674 我和我的祖國 李潮

298593 我在想你寶貝 何平 232871 我和我的祖國 麥穗

279133 我在想我在猜(國) 黃飛鵬 342764 我和我的祖國[HD] 張明敏

287969 我在夢中等你 玄鳥傳說 289085 我和我的祖國{Live} 平安

310624 我在閬中等你 陳小濤,陳思思 290938 我和我的祖國{Live} 蒙克

300165 我在靜靜等你 佚名 342765 我和我的祖國{Live}[HD] 張金利

271860 我在麗江等你 顏振豪 345622 我和我的祖國{Live}[HD] 陳俊析,蔡國慶,歌聲的翅膀

301382 我多情你薄情 林淑蓉 308797 我始終在這裡 李健

234214 我多情你薄情 龍飄飄 311698 我怕我遇不到 鄭耿一

257041 我有一廉幽夢 許茹芸 322147 我承認我錯了 趙鑫

309739 我有一彎明月 孫健 319082 我明白你的愛 六哲

309144 我有什麼不好 杭嬌 319777 我爸就是你爸 哈小哲

300187 我有個好家庭 佚名 318549 我爸就是你爸 張三李四

284064 我有個好家庭 莫旭秋 231332 我的80年代 雷光夏

314146 我有錢我任性 許嘉文 298308 我的二分之一 伍家輝

289703 我忘了我是誰 司林瓊 322563 我的大寶貝兒 大來

275016 我我我他他他 王繹龍 341487 我的大寶貝兒[HD] 大來

301699 我找到我自己 姜育恆 271167 我的中華媽媽 趙雲紅

294898 我把自己灌醉 六折真人 265669 我的今生最愛 周敬

307191 我把你弄丟了 李虎 341975 我的天空&Rap God{Live}[HD] 低調組合,中國新歌聲

310496 我把愛告訴海 甜美真,汕汕 323230 我的天長地久 天籟天

342778 我決定不愛了[HD] 賀敬軒 304930 我的心不流淚 劉德華

342779 我沒去過大理[HD] 左成 231106 我的心在發燙 陶晶瑩

331554 我沒有很想你[HD] Jpm 231194 我的心沒有碎 隆隆

343844 我沒有很想你[HD] 郭文翰 293172 我的心肝寶貝 陳永強

334948 我沒那麼愛你[HD] 丁噹 279368 我的心肝寶貝(國) 龐曉宇

278872 我辛苦你幸福(國) 貝若德華 297820 我的心等著你 王子鳴

287271 我那麼的愛你{Live} 李龍 301861 我的心給了你 郁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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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58 我的心靈牧場{Live} 圖椏格 278841 我的掌紋是你(國) Shelly 佳

288184 我的父親母親 金山 290894 我的減肥女友 紫海

348375 我的父親母親[HD] 陳蓓蓓 332001 我的痛誰能懂[HD] 馬雲龍

320485 我的父親母親{Live} 白致瑤 322566 我的鄂爾多斯 葛小虎

311386 我的他 他的她 趙晨妍 310202 我的奧林匹克 張真菲

299448 我的他(吉魯巴) 佚名 311856 我的愛不見了 龍梅子,藍雨

347796 我的兄弟姐妹[HD] 吳英緒 292048 我的愛去哪了 修竹

326910 我的交警媽媽 交警寶貝組合 262136 我的愛只為你 白龍

344706 我的好媳婦兒[HD] 門麗,張天龍 253822 我的愛打點滴 楊丞琳

343848 我的老爸老媽[HD] 海生 341759 我的愛吊點滴[HD] 楊丞琳

266442 我的衣食父母 王宏偉 309753 我的愛在海上{Live} 孫維良

342786 我的明星老爸[HD] 張勝淼,張天一 328601 我的愛在草原 郭宏杰

231884 我的朋友betty Su 順子 342785 我的愛好不好[HD] 索麗娜

312079 我的長江黃河 羅釺予 308805 我的愛你明白 李猛

324234 我的故鄉五華 于洋 283707 我的愛你的菜 郭文俊

292943 我的紅顏知己 葛笑,徐宏 266525 我的愛受了傷 石頭

320487 我的紅顏知己 葛笑,笑青 265870 我的愛受了傷 張婷

288336 我的紅顏知己 葛笑,張靈敏 349395 我的愛飛向你[HD] 任思蒙

342132 我的紅顏知己{Live}[HD] 葛笑,琴琴 341760 我的愛桃花開{Live}[HD] 王偉

270549 我的美女老婆 秋果 267138 我的愛傷了風 陳思彤,王柯淇

285808 我的美麗中國 何鵬 256080 我的愛對你說 葉倩文

291520 我的美麗鄉村 陳小玲 339004 我的新鮮女友[HD] 戚薇

323235 我的音樂最酷{Live} 歐豪 253240 我的煩惱是你 徐若瑄

287010 我的個鄉親們{Live} 張映龍 307855 我的農民兄弟 子祺

279014 我的家在哪裡 鳳凰傳奇 232670 我的夢中姑娘 高隆

268848 我的家在草原 宇海文,娜日 315266 我的夢中國夢 覃藝馨

321317 我的家在隴南 李冬風 233467 我的夢中情人 黃立行

267183 我的家我的國 陳雨琪 317630 我的網路朋友 孔先斌

342784 我的家我的愛[HD] 韋明華,阿妮桑 313028 我的蒙古高原 格格

234020 我的根在草原{Live} 齊峰 283089 我的蒙古高原 陳宏斌

349397 我的草原天堂[HD] 江央扎西 338696 我的親愛小孩[HD] 小男孩樂團

310020 我的草原姑娘 高朋 278093 我的錦繡中華 劉姝麟

289122 我的陝北村莊 沙莎 342407 我的頭髮白了[HD] 阿權

284758 我的高中女生 張郎 336133 我的聲音很慘[HD] 鄧入比

315966 我的情只為你 易帆 257043 我的藍色夏天 許茹芸

315965 我的情只為你 風語 318414 我知道他愛你 夏天alex,白婧

275104 我的深圳故事 西域胡楊 331912 我知道她有家[HD] 袁宇

282379 我的牽掛你懂 廖昌永 296508 我知道你愛我 白冰

309932 我的移民老鄉 耿為華 270746 我知道你愛我 胡量

343508 我的野蠻女友[HD] 可米小子 308514 我知道你還在 冷漠

334993 我的野蠻同學[HD] 小5 290334 我知道我的路 阿妮

283064 我的喜馬拉雅 阿佳組合 310606 我知道我很傻 郭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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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11 我知道我錯了 郭飛宏 297553 我是個好老婆 于樂

348378 我知道要微笑[HD] 周興哲 298699 我是浮萍一片 佚名

300824 我怎能忘記你 李建衞 302361 我是真的愛你 馬文吉

300103 我怎能離開你 佚名 324289 我是真的愛你 劉春雨

257039 我怎能離開你 許茹芸 263065 我是真的愛你 羅文裕

315970 我怎能離開你 陳瑞 326923 我是真的愛你{Live} 周深,蒙面唱將

304575 我怎能離開你(慢三) 舞曲 328591 我是真的愛你{Live} 楊子,天籟之戰

304062 我怎能離開你{Live} 楊鈺瑩 280212 我是真的愛你{Live} 闞立文,朱克

338395 我怎麼丟了你[HD] 姚銅 342403 我是真的愛你{Live}[HD] 周深,蒙面唱將

334906 我怎麼能忘記[HD] 黃觀 333622 我是真的愛你{Live}[HD] 張宇

338172 我是00范兒[HD] 豪豪(謝昊軒) 336033 我是真的愛你{Live}[HD] 魏雪漫,中國好聲音

346100 我是一片綠葉[HD] 任德勇 311316 我是真的愛過 瑤瑤

270506 我是一片綠葉{Live} 男人唐潮 311761 我是真的愛過 燈塔

275000 我是一個光棍 王建房 299583 我是愛你的人 佚名

287273 我是一個好人 李佳倩 314807 我是愛真的你 Js

294703 我是一隻山羊 馬克白樂團 349836 我是誰的女人[HD] 王淑妍

301090 我是一條小河 那順 285537 我為自己代言 魏晨

266951 我是一條小河 郭歡 334365 我為自己代言[HD] 魏晨

290304 我是一條小河 郭歡,湯非 339259 我為你動了情[HD] 戴佳毅

278732 我是一條小河 陳咏峰 337231 我為你唱情歌[HD] 李姝漫

278179 我是一條小河 詠峰 311911 我為桂林寫歌 謝安源

339749 我是一條小溪[HD] 侯南宇 310882 我為夢想代言 焰烽

346102 我是一顆種子[HD] 謝常清 333006 我看見的世界[HD] 周蕙

325160 我是比較幽默 吳蓓雅 303150 我看到很多人 這位太太

341756 我是比較幽默[HD] 吳蓓雅,大葳楊 256862 我美麗的愛情 許慧欣

299406 我是只小小鳥 佚名 290682 我要去看爸爸 張敏雯

326301 我是你的女俠 胡莎莎 339488 我要你好好的[HD] 劉若英,周迅,湯唯,桂綸鎂

303136 我是你的小豬 許楠 302997 我要你忘了我 莊學忠

320475 我是你的月亮 天籟天 328606 我要你過得好 車志立

265861 我是你的可樂 張可兒 334456 我要找的幸福[HD] 尚芸菲

275115 我是你的白娘 謝容兒 230096 我要的只是愛 陳慧琳

266913 我是你的乖乖 遠景 230367 我要的只是愛 陳曉東

234283 我是你的朋友{Live} 龐龍 292250 我要的很簡單 姚貝娜

315972 我是你的玫瑰 張可兒 328607 我要做陶淵明 趙紅軍

288127 我是你的孩子 藝萱 324821 我要陪你變老 紅薔薇,白寧

346104 我是你的舞伴[HD] 星月花雨 322569 我要陪你變老 黃平

334915 我是我的英雄[HD] 徐千雅 346981 我要陪你變老[HD] 雨霏

333760 我是我的情人[HD] 阿悄 288450 我要給你幸福 張家源

336903 我是那麼愛你[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12137 我要給你個家 糯米

329432 我是性情中人 賈富營 318436 我要說我愛你 航宇

295041 我是軍人的妻 孫曉雨 257034 我倆一同飛去 許茹芸

309996 我是個小女人 馬睿菈 323829 我們一定會贏 莊筆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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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572 我們一起走過 許志剛 338690 我們都沒有錯[HD] 陳翔

335619 我們一起睡覺[HD] 許哲珮 319101 我們都陌生了 林佳音

320447 我們不會錯過 李文樂,梁曉晴 334859 我們都被忘了[HD] 謝安琪

345617 我們之間的事{Live}[HD] 金志文,金曲撈 304226 我們就是力量 群星

345616 我們之間的事{Live}[HD] 范瑋琪,金志文,金曲撈 288195 我們就是中國{Live} 金婷婷

304149 我們心在一起 群星 267907 我們曾在一起 Tf Boys

316831 我們去旅行吧 陳雅森 270330 我們曾在一起 王俊凱,王源

230522 我們去追雲彩 陳淑樺 299880 我們愛這個錯 佚名

316591 我們用心守候 齊霖 311900 我們愛過就好 薛之謙,黃齡

289742 我們共同的家 唐彩妹 263833 我們愛過就好 薛之謙,龍梅子

301478 我們回不去了 邵斯文 332359 我們愛過就好[HD] 群星

313915 我們回不去了 歡子 330404 我們會更好的[HD] A-Lin

299045 我們多麼幸福 佚名 287331 我們還會相遇{Live} 周蕙

323831 我們沒有再見 魏如昀 304189 我們歡聚一堂 群星

341413 我們沒有再見[HD] 魏如昀 270034 我害怕失去你 夢成

283527 我們走向世界 合唱 269227 我拿什麼回憶 張雷

310449 我們和你同在 曹箐芳 234068 我拿什麼愛你 齊秦

339474 我們的18歲[HD] 關曉彤 271378 我真的心碎了 鄭重

345118 我們的小世界{Live}[HD] 喬欣,鄧倫 341552 我真的好想你[HD] 熊照華

330720 我們的小幸福[HD] 李小璐,呂柯憬 317633 我真的好愛你{Live} 楊燕

307042 我們的中國心 宋藝飛 265381 我真的好難過 張嘉洵

307504 我們的中國夢 雷佳 289123 我真的受傷了{Live} 于文文

321288 我們的好聲音 羅邏聖 297718 我真的受傷了{Live} 方力申

294123 我們的老支書 劉超 266477 我真的受傷了{Live} 王菀之

332448 我們的老書記[HD] 操玥 266209 我真的受傷了{Live} 林欣彤

315946 我們的幸福呢 千百惠,祁隆 301411 我真的受傷了{Live} 林鋒

321290 我們的紀念日{Live} 范瑋琪 327758 我真的受傷了{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45619 我們的鬼故事[HD] 傅又宣 340644 我真的受傷了{Live}[HD] 李玟,我是歌手

340631 我們的情人節[HD] 田亞霍 330171 我真的受傷了{Live}[HD] 林峯

280194 我們的釣魚島 王蓉,老貓 342409 我真的受傷了{Live}[HD] 側田,周深,蒙面唱將

269542 我們的愛愛愛 曹菲兒,鐵熱沁夫 299834 我真的很不錯 佚名

349378 我們的新時代{Live}[HD] 閻維文,雷佳 286244 我真的很想你 楊麗

315949 我們是中國人 意玲 302122 我真的很愛你 徐懷鈺

285258 我們是好少年 藍漪 286430 我真的會放電 千百順

306403 我們是好兄弟 張華,高向鵬 296511 我笑到都哭了 A-Lin

308919 我們是幸福的 肖琬露 308147 我能給的天亮{Live} 王錚亮

340630 我們是親兄弟[HD] 林曉勇 270038 我記得我愛過 夢成

322143 我們要好好過 張龍珍 343201 我乾了你隨意[HD] 孫家山

321900 我們要好好過 陳芳 343202 我乾了你隨意[HD] 蔣山

337754 我們都不完美[HD] 生命樹 349823 我乾杯你隨意{Live}[HD] 王不火

331697 我們都在等待[HD] 安心亞 320456 我做錯了什麼 伍馗

280195 我們都有問題 蛋堡,N-Chen 331184 我做錯了什麼[HD] 周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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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28 我問天我問地 晨熙 313372 我想我不夠好 單色凌

322548 我從來不存在 余玥 347792 我想我挺好的[HD] 艾怡良

340022 我從來不存在[HD] 趙麗穎 279582 我想我該走了 曉楓

285618 我從夢中哭醒 小歆 282143 我想和你談談 劉佳

304290 我現在要紅包 葉民志 349389 我想念我自己[HD] 彭佳慧

263212 我累了我痛了 潘子華 283575 我想要的幸福 劉勁升

281244 我這樣的女人 汪妤凌 264173 我想要的感覺 張震嶽

306409 我這樣的男人 秋褲大叔 302705 我想飛的更遠 張寧益

287082 我這樣的男人 趙小兵 323846 我想這不是愛 劉銘

316361 我都還沒長大 白舉綱 283618 我想對你說baby 王繹龍

256473 我喜歡你快樂 蕭亞軒 230428 我愛上了英雄 陳松齡

232081 我喝醉我心碎 馬力 282651 我愛上了寂寞 波拉

263271 我就在你左右 齊劍 348964 我愛布列塔尼[HD] 戴亮dait E S

324899 我就在你身旁{LIVE} 許雲上 319768 我愛你 我等你 望海高歌

333998 我就在你面前[HD] 金池 333625 我愛你中國夢[HD] 張恒

278344 我就是一粒米 易帝米 256475 我愛你那麼多{Live} 蕭亞軒

343207 我就是你兄弟[HD] 李剛 306417 我愛你知道嗎 阿四龍組合

345126 我就是克拉拉[HD] Clara克拉拉 232356 我愛你這樣深 高勝美

324308 我就是要娶她 包治繁 308829 我愛你就夠了 李愛

328580 我就是這個樣 王智勇 341754 我愛你發了瘋{Live}[HD] 王偉

332220 我就是這樣的[HD] 黃貫中 262154 我愛你請別走 常健鴻

330940 我就做你偶像[HD] 賈宗超 306923 我愛我的祖國 于海霞

283505 我就這樣離開 蔡文晶 320468 我愛的就是你 吳欣亞

293714 我曾真心愛過 涓子 278912 我愛的就是你 陳飛彤,長春蟲子

264196 我曾深愛的你 朱丹 293077 我愛唱蒙古歌 郭歡,周鵬

293713 我曾最愛的人 涓子 290292 我搭台你唱戲{Live} 鄭俊海

302096 我最好的朋友 徐若瑄 294244 我會一直疼你 帥霖

332144 我最深愛的你[HD] 路童 309673 我會永遠記得 倪微晨

266382 我最愛的姑娘 湯雷 311090 我會永遠愛你 楊海彪,賈本蔓

318456 我最愛的情人 廣杰 347794 我會回來 媽媽[HD] 龍澤索南

317623 我期待&送別{Live} 孫楠,蒙面歌王 332313 我會在你身邊[HD] 朱俐靜,畢書盡

293555 我無心傷害誰 張可兒 289107 我會為你守侯 劉雷

296488 我無法忘記你 李冬風 339008 我夢中的草原[HD] 李飛

328597 我無法放下你 許文科 284521 我對你動了心 劉辰希

320489 我等你在雨巷 劉中省 345624 我對你動了心[HD] 賀一航

340645 我等你在荔波[HD] 游美靈 290628 我對著鏡子哭 孫浩雨

340897 我等你來宜州[HD] 陸正信 317635 我與你相戀過 劉河君,妖妖

290102 我等著你回來{Live} 田馥甄 298624 我說喂 我說嗨 何耀珊

308165 我越來越愛你{Live} 王鵬 317637 我遙遠的故鄉 童建龍

281292 我開始搖滾了 王寶 308596 我熱戀的中國 吳娜

322552 我想你的時候 夏雪 306023 我熱戀的故鄉 騰格爾

268685 我想我不夠好 回音哥 345627 我熱戀的故鄉{Live}[HD] 王藝航,舒浩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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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65 我醉了我不哭 高因 326940 找一個字代替{Live} 邰正宵,隱藏的歌手

266387 我親愛的中國{Live} 潘小芬 300073 找到自己的愛 佚名

311520 我親愛的兄弟 劉斌 270267 找到自己的愛 潘美辰

299300 我親愛的母親 佚名 312715 找個人來愛我 肖翊歌

309834 我親愛的姑娘 徐鴻武 282501 找個人來愛我 曹雪

315269 我親愛的姑娘 潘贏 311357 找個好的男人 趙本水

332997 我親愛的姑娘[HD] 劉愷名 308048 把一切獻給黨 王宏偉

266774 我親愛的爸爸 蘇晴 315281 把一切獻給黨 譚晶

315968 我親愛的寶貝 劉夢涵 296533 把不起妹妹就battle 姚璿辰,嚴爵

320493 我選擇—消防 六水 269393 把心丟在草原 拉毛王旭

319092 我選擇喜歡你 周筆暢 315332 把手手親口口{Live} 雲飛,王二妮

270133 我應該去愛你 汪東城 317642 把你放在心裡 程呈

270035 我應該去愛你 夢成 288543 把你記在心裡 陸川,孫中亮

291439 我總在騙自己 董含露 230707 把你藏在心裡 陳瑞

301039 我總會感動你 沙寶亮 301080 把你鎖進夢裡 那英

292204 我還不能放下 夏冰 336706 把命都給你了[HD] 黃海波

321912 我還在想著他 謝珊 309727 把幸福帶回家 孫茜

318418 我還是那個我{Live} 徐懷鈺 301635 把青春獻給黨 南方女生

309156 我還是很想她 林正豪 233222 把信郵進大海{Live} 黃征

230672 我還是挑我的 陳琳 308211 把春天抱滿懷 四千金

335698 我還是愛著你[HD] Mp魔幻力量 311152 把春天抱滿懷 群星

268434 我還能去愛誰 劉繼業 302851 把春天迎進來 章子怡

305909 我還能做什麼 鐘汶 329448 把相思釀成酒 青島華子

284291 我還能做什麼 闞立文,艾菲 323872 把情留在包頭{Live} 天駿

307991 我還唱那首歌 木子琪ow6Iin 327773 把愛交給時間 邱敬婷

253862 我離開我自己 楊乃文 301737 把愛埋在心窩 柯依雯

332178 我離開我自己[HD] 楊宗緯 232320 把愛埋在心窩 高勝美

233641 我懷著你的愛 黃韻玲 312043 把愛留在西藏 瓊雪卓瑪

284988 我懷裡的天空 樊凡 296535 把愛留在昨天 蔡曉

305490 我願是只小燕 謝采妘 328618 把愛當成天意 孔媛

297905 我願為你戒煙 王袁 296536 把愛藏在心底 葛維永

266044 我願做一片雲 書雲 284789 把愛藏在心裡 思豪

308668 我願做一棵樹 宋熙銘 339268 把錢賺美了吧[HD] 郭少杰

347355 我願意替你老[HD] 陳黎明 303843 抓不住她的心 黃清元

298611 我聽過你的歌 何影,王炎 339757 抓不住你的心[HD] 邱永傳

315957 我變了 我沒變 楊宗緯 315996 抓不住的溫柔 和匯慧

315262 我變了我沒變 楊宗緯 315282 抓不住的溫柔 劉愷威

264435 戒了煙戒了你 黑龍 309615 抓不住愛的手 英基

281100 戒不掉你的吻 李亮超,Hojo 329449 抓緊我放棄我 金志文

307974 戒煙不如戒命 心杰 304465 投入的愛一次 谷亞玲

298901 找一個下雨天 佚名 290447 改變&你是唯一{Live} 黃韻玲,娃娃,錦繡二重唱,曹蘭,李明依,黃嘉千,趙之壁

312663 找一個下雨天 李嘉石 233562 改變1995 黃舒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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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35 改變所有的錯{Live} 黃綺珊,廖國鉞,陳波{Live} 263902 沒有你怎麼辦 嚴爵

333025 李雷和韓梅梅[HD] 徐譽滕 310974 沒有車 沒有房 黃金剩女

300537 杜鵑鳥的黃昏 佚名 303154 沒有車沒有房 連偉

345192 杜鵑鳥的黃昏{Live}[HD] 好妹妹樂隊,金曲撈 328718 沒有翅膀的鳥 莊心妍

304437 每一天每一夜 零點樂隊 316005 沒有淚的天空 鐘潔希

230345 每一天都想念{Live} 陳曉東 314186 沒有眼淚的魚 毛澤少

281555 每一生都等你 陳潔儀 290935 沒有愛的女人{Live} 董潞

344742 每一刻都想念[HD] 尹蕊 230394 沒有燈火的x'mas 陳曉東

231280 每一夜每一天{Live} 零點樂隊 290854 沒有權利愛你 王宏健

328707 每天想念著你 林博 284114 沒死掉就很好 單色凌

349023 每年每月每天[HD] 博才 282328 沒煙抽的女人 孟楊

280791 每個人的力量 劉晶 288338 沒資格說愛我 雷婷

326390 每個人都能夠 馬啼幫 330898 沒說出的再見[HD] 蔡日軒

300681 求求你原諒我 吳德華 269584 沒關係讓你走 朱浩

282055 求求你給點力 于玄子 301176 沙灘親吻著海 周傳雄

282955 求蒼天一件事 賀世哲 306427 狂風裡的擁抱 A-Lin,信

284285 決定就此放手 格楊 338844 狂風裡的擁抱{Live}[HD] A-Lin,信,我是歌手

289222 沁入骨髓的愛 後來者 314187 狂風裡擁抱馬{Live} A-Lin,信,我是歌手

327861 沁園春 大連贊 劉松 330728 男人也有眼淚[HD] 李炳辰

326944 沁園春大連贊 劉松 317830 男人也會心碎 姜育恆

275062 沉默的大多數 胡彥斌 310938 男人小心圈套 軻然

298902 沉默為你祝福 佚名 234003 男人不怕失敗 黑龍

299297 沐浴在陽光下 佚名 330122 男人本該妒忌{Live}[HD] 張學友

297356 沒什麼大不了 Krusty 254381 男人味 女人味 汪佩蓉

328715 沒什麼不可以 古巨基 345255 男人的奢侈品[HD] 桃子

302676 沒出息的天才 張雯婷 312130 男人為什麼累 龐曉宇

329529 沒有人在乎我 代慧穎 289291 男人真的好累 三峽宋英杰

349564 沒有人的方向[HD] 孫燕姿 310729 男人酒女人淚 陳瑞

230436 沒有人的地方 陳柏圻 270825 男人淚好珍貴 苗偉

298903 沒有人的時候 佚名 345698 男人敢做敢當[HD] 胡雲鵬

269523 沒有什麼不同 曲婉婷 326950 男人絕不認輸 萬一

292784 沒有什麼不同{Live} 王睿卓 314189 男人壓力山大 孟楊

316603 沒有你我會哭 何遇程 284643 男子漢大丈夫 孝天

299578 沒有你沒有我 佚名 317834 男友製作秘笈{Live} Snh48

230125 沒有你的一切 陳慧琳 269966 男主角的劇情 橋童

278531 沒有你的日子 王爵 302160 男孩似的女孩 桂俠

282183 沒有你的日子 劉繼業 323992 男迷失了自我 一只舟

309891 沒有你的世界 涓子 325275 見了面 分了手 操申滿

332586 沒有你的季節[HD] 鄭家星 330962 角落裡的陽光[HD] 鄭國鋒

264169 沒有你的孤單 張躍 286153 角落裡的愛情 潘妙丹

232841 沒有你的承諾 麗娜 305269 貝多芬的悲傷 蕭風

331698 沒有你的明天[HD] 安心亞 331058 赤裸裸的離開[HD] 龍梅子,老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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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441 走上蒙古高原 豪圖 233183 里斯本的倦意 黃小楨

266674 走不出你的愛 茹雪 302295 亞熱帶巧克力 袁泉

299180 走向我走向你 佚名 266721 來一場大冒險 蔡孟臻

322843 走在小康路上{Live} 張也 287692 來不及在一起 陳勝嶼

339016 走在成功路上[HD] 詹雪軍 301981 來不及告訴你 原始林合唱團

308413 走在街上的心 朵格子 302398 來不及告訴你 高明駿

310136 走你2013 張可兒 344915 來不及對不起[HD] 崔子格

347102 走進千家萬戶[HD] 咏峰 286488 來世做陌生人 王馨

315299 走進平民百姓 王桂蘭 270605 來生緣一世情 納蘭

289602 走進你的世界{Live} 樂飛揚 345893 來自1960[HD] Flux

326958 走進春的懷抱 郭建寧 288288 來自星星的你 曹寅

303495 走進珠穆朗瑪 雪兒達娃 288724 來自星星的你 麻辣女生

282648 那一年又一年 沈菁 291559 來自星星的你 魏新雨

331713 那一年我和你[HD] 小多,夢然 298324 來吧2008{Live} 因果兄弟

285280 那一年那一天 許文科 325618 來吧我的人生 莊偉斌

279603 那一年那一天{Live} 徐譽滕 304753 來得及的明天 趙薇

301997 那一年的夏天 姬娜 291111 依子向日葵吟 王薇茜

270986 那一年的情書 蔡俊濤 339636 依然情不自禁[HD] 趙澄玉

268804 那一刻愛上你 孫江楓 346851 依蘭愛情故事[HD] 方磊

343576 那一灣沙田情[HD] 顧小曼 346852 依蘭愛情故事[HD] 賈玲,方磊

311391 那女孩的曾經 趙傳 346860 兒女的好榜樣[HD] 咏峰

233534 那女孩對我說 黃義達 316893 兩個人一起哭 徐國人

343381 那女孩對我說[HD] 徐浩 323021 兩個人的天地 高安

262722 那不是雪中紅 Jpm 290316 兩個人的心碎 金少祥

252925 那不會是愛吧{Live} 張靚穎 295959 兩個人的月臺 楊志廣

328075 那些年 那些事 東海 305748 兩個人的世界 羅永娟

325554 那些年 這些年 黃文武 335815 兩個人的世界[HD] 許少峰

289475 那些年這些年 黃文武 337727 兩個人的孤單[HD] 王冠

233205 那些我愛的人 黃小琥 358860 兩個人的故事 陳小春

337296 那些愛過的事[HD] 光良 292014 兩個人的星空 付辛博

263485 那個人不是我 田一龍 310402 兩個人的苦戀 張躍

312605 那個人不是我 李太行 307054 兩個人的旅途 張峽浩

302995 那個人就是我 莊學忠 256436 兩個人的寂寞 蕭亞軒

347979 那個人該是我[HD] 盧瑮莉lily 333423 兩個人的寂寞[HD] 李魏西

310384 那個士兵真好 張邁 314204 兩個人的情歌{Live 海心

293486 那時我不懂愛 妤楨 319563 兩個人的曾經 朱業晉

347495 那時候不是現[HD] 朱亮 327497 兩個人的森林{Live} 田園,天籟之戰

320012 那時候哥還小 周桐同 233810 兩個人的煙火 黎明

268722 那絲也有春天 大鵬 348143 兩個人的煙火[HD] 林可昕

346338 那麼近那麼遠[HD] 楊梓文祺 329152 兩個人的煙火{Live} 黎明,雷頌德

306443 那麼問題來了 吳莫愁 320192 兩個人的煙火{Live} 黎明,隱藏的歌手

284354 邦戈邦戈栗子 丁丁與西西 287150 兩個人的煙火{Live} 應昌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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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48 兩個人的煙火{Live}[HD] 黎明,隱藏歌手 281078 奇怪 我不懂愛 本兮,小偉

347642 兩個人的戀愛[HD] 徐浩 348253 奇跡mu覺醒[HD] 尚雯婕

310240 兩個不同的你 張祥洪 327596 奈何橋再相約 楓舞,相容

341666 兩頭豬的真愛[HD] 趙真 325777 奔向未來日子{Live} IKON,蓋世英雄

279875 兩顆心一起飛 譚耀文,徐申東 332361 奔跑&冷酷到底[HD] 羽泉,鄧超

262840 兩顆心四行淚 冷漠,雲菲菲 283685 奔騰的大草原 華峰

401877 兩顆心萬縷情 李亞萍,余天 328433 妳一切都好嗎 陳思瑋

323025 其實我很在乎 韓春雨 309220 妳是我的主角 波拉,賀世哲

263895 其實我們很熟 余文樂 286538 妹妹她比花俏 任妙音

348784 其實沒聊什麼[HD] 朱俐靜,Rpg 311211 妹妹我的寶貝 路童

316034 其實很想提起 卷子 342682 姊妹2016[HD] 張惠妹

234121 其實都是一樣 齊秦,齊豫 278277 姐不是母老虎 張斯斯

335108 到不了的地方[HD] 蕭敬騰 296204 姐妹最大{Live] 安心亞

316729 到底是誰的錯 沈瑋琦 301816 姐姐 我想你了 胡蘇

308934 到底是誰的錯 邢迪 309605 姐姐我想你了 胡蘇

231565 到底愛我不愛 韓寶儀 319655 姐姐我想你了 韓傳芳

297829 到底愛怎麼了 王心如 287215 姐的心誰瞭解 王菲兒

329174 到現在還愛你 莊心妍 343480 姐要的是真愛[HD] 鄭茜勻

347653 刺殺蓋世太保[HD] 肆伍樂隊 320322 姑姑 您挺辛苦 王愛華

319138 叔叔去哪兒了 群星 320321 姑姑 您挺辛苦 望海高歌

296042 受過傷的男人 吉東風 280768 姑娘 嫁給我吧 劉子毅

319599 受過傷的男人 阿文 310438 姑娘在我心上 曹杰

340553 周星馳的電影[HD] 蔣雪兒 282229 姑娘你不要拽 吳松發

270485 呼和浩特戀人 琪琪格 309957 姑娘你在何方 郝紅岩

282204 呼倫貝爾草原 卓俊 263471 姑娘我愛上你 天孿兄弟

232051 呼倫貝爾草原 馬丹 308956 姑娘美朵拉姆 來國慶

343101 呼喚你的名字[HD] 孫雪寧 315322 姑娘嫁給我吧 白龍傳說

275004 呼圖壁的奶子 王洋,安明亮 291813 姑娘嫁給我吧 劉子毅

317308 命中註定的她 陳藝搏 308359 姑娘像花一樣 安東陽

287723 命運的鐵柵欄 劉文 302087 姑娘讓我愛你 徐威

314209 命運還是巧合{Live} 謝天笑 346919 孤單的下雨天[HD] 焦永輝

345948 和百姓心連心[HD] 王瑩 232492 孤單的情人節 高山林

323066 和你很像的人 王鶴錚 278097 孤單的薩克斯 劉美冰

314210 和我一起飛翔{Live} 馬智宇 299263 孤獨的手風琴 佚名

282805 和男人一起唱 聶琳峰 316048 孤獨的皮特張 蔣蔣

309009 夜中影夢中你 周敬 280760 孤獨的牧羊人 刀郎

322388 夜色2016 梁劍東 299854 孤獨的牧羊人 佚名

326974 夜色2017 梁劍東,丁紫 297699 孤獨的風琴手 尤靜波

341915 夜郎情水寨緣[HD] 阿賴 334019 孤獨的稻草人[HD] 魏楚沅

349709 夜風如知我心[HD] 曉月 282759 孤獨愛上寂寞 盈袖

288844 夜深深 飛起來 含月,海天 335088 幸福2013[HD] 羅紅霞

288845 夜深深飛起來 清風大海 331542 幸福了 然後呢[HD] 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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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000 幸福不是情歌[HD] 劉若英 256939 或許可能應該 許美靜

348294 幸福不是曹操[HD] 李子墨 269769 房間1501 李霄雲

324568 幸福因為有你 星月組合 328615 所以我討厭你 楊挺

288960 幸福地久天長{Live} 楊紫萍 232862 所有你想要的 麥田守望者

308623 幸福來的時候 呂小毅 325826 所有關於她的 Nora Says

349334 幸福的小蜻蜓[HD] 羅維,群星 302383 披著羊皮的狼 高一首

308016 幸福的我們倆 王小利,李琳 316387 披著羊皮的狼{Live} 李克勤

234302 幸福的兩口子 龐龍 319152 披著羊皮的狼{Live} 李克勤,蒙面歌王

337948 幸福的兩口子{Live}[HD] 龐龍 330292 披著羊皮的狼{Live}[HD] 譚詠麟,顧愛寧

267180 幸福的兩個人 陳雅森,楊梓 267266 抱抱我親愛的 高因

325417 幸福的香巴拉 索朗扎西 326328 抱著回憶入睡 航宇

316054 幸福很容易的 李翊君 301732 抽屜裡的情書 柯以敏

324449 幸福美麗天堂 尹玉成功,段海晶 328620 拉住媽媽的手{Live} 鄒昌龍

292792 幸福都去哪了 王羽澤 306475 拉住媽媽的手{Live} 劉和剛

329306 幸福就在明天 龍飛鳳 270294 拋下我愛上他 熊峰

342711 幸福就在前方[HD] 張坤 233140 拒絕疏離逃脫 黃大煒

317472 幸福就在眼前 愛華 317658 放了你忘了我 成天龍

282598 幸福路在何方 林相清 349853 放了我忘了我[HD] 張北北

299023 幸福與你同在 佚名 316652 放了那個作品 張惠妹

319692 彼得潘症候群 田心蕾 326996 放下你不容易 唐古

309500 往事不敢觸摸 洋蔥妹妹 268056 放下難舍的緣 雲泉法師

293478 往事只能回味 好妹妹樂隊 282303 放不下的守候 子熙

325793 往事只能回味 青山 308776 放不下的姑娘 李建強

265972 往事只能回味 徐靖博 323879 放不下的活著 插班生

262428 往事只能回味 鄧麗君 341169 放不下的活著[HD] 插班生

321201 往事只能回味 講者,王琪飛 348986 放不下的情緣[HD] 勾輝

231593 往事只能回味 韓寶儀 310562 放心吧死不了 許諾

339716 往事只能回味[HD] 宋小寶,岳雲鵬 266116 放手2012 李志洲

339717 往事只能回味[HD] 陳思誠,王寶強 314224 放手2015 王覺

326203 往事只能回味{Live} 好妹妹樂隊,王子云,李善願,向洋,我想和你唱 326997 放手2016 張宇軒

270626 往事只能回味{Live} 羅樺 302694 放手讓你去愛 張聖全

344293 往事只能回味{Live}[HD] 王紫菲 290820 放在心中想你 流蘇

341116 往事只能回味{LIVE}[HD] 好妹妹樂隊,王子云,李善願,向洋,我想和你唱 328629 放棄我,抓緊我 金志文

340601 往事只能回味{Live}[HD] 金志文 304028 放棄後的心疼 楊啟

330259 往事只能回味{Live}[HD] 蔡琴 349411 放開手讓你走[HD] 王峰

341573 往事並不如煙[HD] 蔡卓妍 231660 放開你的理由 韓晶

254772 往幸福出發吧 王心凌 254614 放開你的頭腦 溫嵐

263815 怕老婆的男人 肖遙,馬衝 329461 放開你的頭腦{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20384 怕受傷的男人 覃浩 340904 放開你的頭腦{Live}[HD] 容祖兒,我是歌手

342378 怕受傷的男人{Live}[HD] 覃浩 319813 放開那個女孩 馬旭東

343170 怪叔叔有人愛[HD] 吳陌川 256864 放愛情一個假 許慧欣

300200 怪盜亞森羅蘋 佚名 331886 放愛情一個假[HD] 蕭亞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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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96 放過你自己吧[HD] 唐禹哲 303901 玩具槍與玫瑰 黃鴻升

322596 於是你明白了 小城星電台 322709 玫瑰是我偷的 Mc魏小然

293352 明天也要作伴{Live} S.H.E 234075 直到世界末日 齊秦

308461 明天天亮以後 艾夢萌 284631 直到世界盡頭 孫凌生

279570 明天的你快樂(國) 夏冰 311045 肩並著肩,分開 新秀團隊

348993 明天的孩子們[HD] 方木 298904 肯達基老家鄉 佚名

265632 明天就是未來 劉德華 288476 花一開就相愛 楊姣

266914 明天就是未來 邁克華仔 304825 花一樣的月光 劉小天

346140 明天開始減肥[HD] 果寶醬 322789 花一樣的姑娘 童波

231396 明天還要繼續 霍正奇 308561 花一樣的香味 吳介賢

230504 明天還愛我嗎 陳淑樺 263603 花吃了這男孩 Kent

278838 明明不是愛情(國) Shelly 佳 280511 花兒紅人兒俏{Live} 王雯

326343 明知道很愛你 高安 287716 花兒開 花兒謝 伊人佳人組合

305937 朋友出去走走 鐘盛忠 290970 花房子的早晨 趕馬哥

265788 朋友再幹一杯 安東,劉洋 282417 花非花霧非霧 張真菲

233854 朋友好久不見 黎明 332784 花非花霧非霧[HD] 張睿

298129 東方有一個夢 王霞 334333 花插錯了地方[HD] 譚杰希

288387 東方有一個夢 魏松 333099 花插錯了地方[HD] 譚傑希

271568 東方為什麼紅{Live} 閻維文 304747 表情 動作 語言 趙薇

302241 東方夢 赤子情 祖海 234240 迎接愛的時光 龍飄飄

293821 東區那條巷子 袁惟仁 298905 迎著風迎著雨 佚名

301887 東窗月西窗月 韋唯 323478 金太陽銀月亮 陳心蕊

297376 東摸摸西摸摸 Momo姐姐 295321 金色的太陽鳥 燕尾蝶

293569 枕旁的聖誕卡 張揮 271770 金瓶似的小山 降央卓瑪

305087 林海雪原之歌 蔣大為 306487 金瓶似的小山 馬常寶

300074 河堤上的傻瓜 佚名 314825 金瓶似的小山 郭瓦·加毛吉

288099 油菜花兒之戀 李青,蔣嬰 330026 金鐘罩鐵布衫{Live}[HD] S.H.E

342848 油菜花的海洋[HD] 周磊 318833 長大就是這樣 KillerSoap

312899 法海你不懂愛 洛天依 339356 長大就是這樣[HD] Killersoap

313920 法海你不懂愛 龔玥菲 338960 長大就是這樣[HD] 殺手鐧

275240 法海你不懂愛 龔琳娜 263252 長大總要出嫁 邱中欣

333551 法海你不懂愛{Live}[HD] 吳克羣 294838 長不大的童年 喬洋

299789 法蘭西洋娃娃 佚名 299299 長江邊的故事 佚名

233181 泡水的後車廂 黃小楨 300639 長城謠&送別{Live} 佟鐵鑫,陳明

262976 爭做國家棟樑 李娜 309813 長春我的家鄉 徐羽澤

322700 爸爸你回來吧 居山植 307848 長相愛貴相知 大慶小芳

289924 爸爸你在哪兒 李家汶 314249 長得帥死的快 郭純,陳宇驍

319894 爸媽你辛苦了 諸諸葛葛 282636 長痛不如短痛 湯潮

294474 爸媽您聽我說 王愛奉,樓蘭 298248 阿里山的姑娘 田震

268958 牧馬人的傳說 尼格爾 300307 阿里山的姑娘 佚名

301617 牧場上我的家 青燕子演唱組 289495 阿里山的姑娘 藍雨,張焱

267970 狗日的小日本 東浩 231935 阿里山的姑娘 顧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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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749 阿里山的姑娘{Live} 玖月奇跡 338272 南無阿彌陀佛[HD] 拉毛王旭

287491 阿里山的姑娘{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28317 南陽好南陽美 囚鳥

282295 阿依河的月亮 奚麗娜 318641 咬著玫瑰流淚 銘鑫

282511 阿依河的早晨 朱志容 322360 咱們屯裡的人[Live} 于金勝

294666 阿哥 你帶我走 陳彩林 321074 咱們屯裡的人{Live} 黃曉明

274927 阿媽的勒勒車 格根其木格 340555 咱們屯裡的人{Live}[HD] 于金勝

287259 阿媽的蒙古袍 何烏蘭 267049 咱家的年夜飯 閻維文

271578 阿媽教我的歌 阿六三 347674 咱就是建設者[HD] 西藏愛樂合唱團

335321 阿媽教我的歌[HD] 阿斯根 303927 哈庫呐瑪塔塔 黑girl

319178 阿爾山的姑娘 烏蘭圖雅 328346 哈鹿哈鹿哈鹿 大張偉

309960 雨中的玫瑰花 郝雲湖 314262 哈爾濱我的家{Live} 曉安

334092 雨中的紅玫瑰[HD] 張睿 285622 哈爾濱的冬天 馬力

315368 雨中的紅雨傘 黃麗芳 344635 哈爾濱歡迎你[HD] 曉安

231399 雨的臉我的臉 霍正奇 342647 城市的最東邊[HD] 顧釗羽

304724 雨想哭就哭吧 趙薇 344977 城市裡的女人[HD] 齊雅

344548 雨劈里啪啦下[HD] 宮閣,Melodia 292423 城堡裡的公主 張岱

319184 青·長安青骨 五色石南葉 311712 孩子我的寶貝 鄭曉飛

320863 青石板的訴說 成龍,魏允熙 315388 孩子我想你了 謝小雨

338783 青春修煉手冊[HD] Tf Boys 269713 客山歌山歌客{Live} 李潮

329770 青春修煉手冊{Live} 楊坤,田園,天籟之戰 345041 屋檐下的思念{Live}[HD] 好妹妹樂隊,金曲撈

329771 青春修煉手冊{Live} 蔡依林 345042 屋檐下的思念{Live}[HD] 費玉清,好妹妹樂隊,金曲撈

280625 青春逃跑日記 愛樂團 345043 屋檐下的浪漫[HD] 莊心妍

344553 青春被豬拱了[HD] 左成 312032 屏住呼吸想你 魏晨

299865 青春期的故事 佚名 274707 巷子裡的童年 回音哥

298906 青春陽光歡笑 佚名 342718 待你君臨天下[HD] 李念

322913 青蛙不是王子 1983組合 327033 待你長髮及腰 趙一頤

230913 非常2007 陳超 284393 待你長髮及腰 樂天樂團

340479 非賣品[HD] 蔡依林 333621 待你長髮及腰[HD] 張吉

281230 冒險喜馬拉雅 歌浴森 340603 待你長髮及腰{Live}[HD] 徐子崴

233983 前世今生的愛 黑龍 292353 待我長髮及腰 尚雯婕

317271 前世今生的緣 雲丹久美 337938 待我長髮及腰[HD] 尚雯婕,徐子崴

294196 前世來生的愛 姜洪波 283849 很久很久以前 高楓

321782 前世雨 今生淚 張津涤 287113 很久很久以前 陳果

319585 前世緣 今生牽 劉繼業 339985 很久很久以後[HD] 范瑋琪

319586 前世緣 今生牽 劉繼業,范甜麗 330556 很快就要離開[HD] 周傳雄

278799 前生今日來世 黃征 292441 很奇怪我愛你{Live} 張杰

274742 勇敢的西湖人 宋伶俐 343491 很奇怪我愛你{Live}[HD] 張杰,我是歌手

348175 勇敢追夢的人[HD] 趙永 302309 很旅行的愛情 袁詠琳

344950 南山南&送別{Live}[HD] 蔡宜達,婁藝瀟,跨界歌王 314266 後來你愛著誰 余飛

300500 南半球北半球 佚名 314267 後來你愛著誰 陶馨州

341901 南屏晚鐘&I'm Yours{Live}[HD] 單良,中國新歌聲 282359 後悔了就回來 小磊

312229 南無阿彌陀佛 顧凱 299204 怎能不靠近你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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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926 怎能說忘就忘 劉德華 327046 故鄉夢同學情 王瑩

307063 怎麼又想你了 張峽浩 311476 既生瑜 何生亮 劉思偉,郭少杰

271370 怎麼失去了你 鄭琳 265608 既生瑜何生亮 劉思偉,郭少杰

266043 怎麼回到從前 書聞 319206 既然不夠相愛 趙鑫

293037 怎麼能忘記你 逍遙香香,大約冬季 283958 星光依舊燦爛 好聲音群星

316105 怎麼捨得你走 祁隆 332974 星光依舊燦爛[HD] 中國好聲音成員

302046 怎麼愛到天亮 孫藝程 333539 星光依舊燦爛[HD] 華語群星

289004 怎麼會忘記你 胡東清 346989 星辰大海是你[HD] 魏晨

322482 怎麼會忘記你{Live} 汪泓 312092 星空下的愛情 譚圳

321866 怎麼會愛上你 葉勝欽 233727 星空下的漫舞 黃思婷

306054 怎麼說你才好 顧峰 274821 星空下的誓言 張莫晗

297461 怎麼辦我愛你 Vce 284565 星空下的蝴蝶 員偉明

266072 怎麼辦我愛你 本兮 299153 星星之火-盼星星盼月亮 佚名

292873 思念天邊的你 紅薔薇 286319 星期天的愛戀 陳明棟

282928 思念天邊的你 謝世超 333953 春天 我對你說[HD] 沈菁

283735 思念是一首歌 王可 234215 春天在車廂裡 龍飄飄

234103 思念是一種病 齊秦 314277 春天的那片雲{Live} 李君

290478 思念是一種病{Live} Robynn And Kendy 295337 春天裡的春天 王藝

338672 思念是一種病{Live}[HD] 李文豪,中國好聲音 286219 春天裡的歌唱 張曼

316455 思念夢中的你 孔先斌 298745 春雨濛濛地下 佚名

301812 恰同學少年時 胡耀威 298995 春風帶來煩惱 佚名

323167 恰似你的溫柔 金志文 343517 春節自救指南{Live}[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305146 恰似你的溫柔 鄭怡 305104 春雷傳-愛歌 蔣靈靜,陳男

285974 恰似你的溫柔{Live} 春天 292447 春閨夢可憐負 張火丁

287760 恰似你的溫柔{Live} 齊秦,齊豫 346612 昨天 今天 明天[HD] 陳昇

268393 恰似你的溫柔{Live} 劉惜君 233557 昨天今天永遠 黃舒駿

305701 恰似你的溫柔{Live} 顏福偉 302821 昨天你去哪啊{Live} 梅艷芳

330260 恰似你的溫柔{Live}[HD] 蔡琴 298929 昨天的告別式 佚名

330301 恰似你的溫柔{Live}[HD] 鄭秀文 303353 是不是不是我 陳紹楠

271666 恰似我要的愛 陳嬌,麟龍 343874 是你把我變成這樣[HD] 王冠逸

299474 拜見阿爸阿媽 佚名 292555 是你撕碎了愛 月星海

289964 拯救地球&脫掉{Live} 杜德偉 339501 是否,你還記得[HD] 陳昇,吳蓓雅

288347 故事裡的你我 熊七梅 307186 是否把我忘記 李玲玉

309106 故鄉 我的月亮 拉毛王旭 233558 是否真心如我 黃舒駿

281409 故鄉的小河語 范春梅 300407 是否都能忘記 佚名

319814 故鄉的山楂樹 謝妤 233066 是否還愛著我 黃品源

272034 故鄉的牧羊人 齊旦布 300075 是我寵壞了你 佚名

279609 故鄉的門口埕 許富凱 298814 是雨還是眼淚 佚名

232566 故鄉的萬泉河 高松 335165 是愛還是折磨[HD] 阿木

308709 故鄉的藍月亮 李永成 293502 是愛還是陪伴 孫盛希

311717 故鄉的藍月亮 醉美 307550 是愛還是傷害 黃勇,趙雪娜

339759 故鄉就在江邊[HD] 雪域格桑 299379 是誰喚走了你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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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94 枸杞紅 蓋頭白 彭青 234202 為什麼離開我 龍飄飄

269222 柏拉圖的憂傷 張鏷心 305642 為內蒙古喝彩 韓磊,任真,查汗

232539 某年某月某天 高昊 231740 為內蒙古喝彩{Live} 韓磊,任真,查汗

343257 某年某月某天[HD] 雨宗林 330532 為自己唱首歌[HD] 劉菲

307363 洗澡時唱的歌 莫文蔚 330860 為何我還不懂[HD] 胥拉齊

314832 洪湖水 浪打浪 郭瓦·加毛吉 279881 為你付出太多 張夕磊

278906 洪湖水浪打浪 常石磊 263686 為你付出我傷 王飛

316119 洪湖水浪打浪{Live} 王慶爽,王相周 268057 為你付出所有 雲飛

254285 洪湖水浪打浪{Live} 楊鈺瑩 283712 為你流過的淚 阿影

264000 活一天愛一天 閻琰 283741 為你流過的淚 秦影

328721 活到了這年頭 陳思瑋 311447 為你唱這首歌 劉克泉

341999 活到老愛到老[HD] 王建榮 336006 為你朝思暮想{Live}[HD] 那英,中國好聲音

280336 活著就是英雄 楊斯壬 288405 為你瘋為你傻 樂洋

305722 流星雨又來臨 魏晨 320623 為你寫一首歌 王瓊

339784 流星冒險王國[HD] 陳惠婷 320622 為你寫一首歌 望海高歌

232509 流浪兒想回家 高峰 310393 為你寫的情歌 張懷斌

312166 流浪的牧馬人 蘇勒亞其其格 315029 為你寫的旋律 劉心

255318 流浪的紅舞鞋 王菲 230356 為我多留一夜{Live} 陳曉東

328722 流浪的馬頭琴 來國慶 312223 為我撐傘的人 蘭鴿

341782 流著淚說分手[HD] 張瑤 328742 為愛流淚的人 寧菲兒

320600 流著淚說分手{Live} 金志文 230234 為愛笑著流淚 陳明真

346188 流著淚說分手{Live}[HD] 孟子坤,明日之子 310041 為愛撫平傷痕 高斌

342154 流著淚說分手{Live}[HD] 蘇立生,中國新歌聲 262522 狠狠心說分手 顧莉雅

233860 為了你所以愛 黎明 308959 玻璃鞋的對白 依稀

327896 為了等一個人 趙紅軍 304294 珍惜你的女人 葉玉卿

232409 為了愛夢一生 高勝美 280421 珍惜每一分鐘 陳偉聯

345685 為了愛夢一生{Live}[HD] 王傑 342883 皇后區的皇后[HD] 葛仲珊

263569 為了愛離開你 文章 279575 相守的有效期 肖建文

323960 為中國夢加油 徐銘志 234237 相見不如懷念 龍飄飄

332875 為什麼不早說[HD] 慕容曉曉,陳炳強 288181 相見不如懷念 羅時豐

342456 為什麼要分離[HD] 盧榮深 333052 相見不如懷念[HD] 樊凡

346197 為什麼要長大[HD] 陳栩晴和她的朋友 337399 相見不如懷念{Live}[HD] 那英,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301386 為什麼要流淚 林淑蓉 281471 相信我沒有錯 賀世哲

300409 為什麼喜歡你 佚名 336793 相信愛還存在[HD] 群星

303225 為什麼傷害我 陳玉建 298907 相思爬上心底 佚名

230611 為什麼傷害我 陳玉健 232820 相思爬上心頭 鳳飛飛

300600 為什麼想念你 佚名 319217 相思苦離別痛 東方依依

255326 為什麼愛上他 王菲 296845 相約三月江南 程悅

329552 為什麼說愛我 舞真 322732 相約在黃河口 閆寒

325300 為什麼離開我 朱星潼 292408 相逢不必邂逅 張嘉倪

300845 為什麼離開我 李茂山 280904 相愛多麼難得 孫子涵,李瀟瀟

302961 為什麼離開我 莊學忠 293032 相愛沒完沒了 路志剛

Page 629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56110 相愛的第二天 葉倩文 315879 紅塵苦記憶傷 王曉敏

264251 相愛是一種錯 軻然 349082 紅塵緣相思悠[HD] 上官依一,楊東偉

311874 看大王在帳中 儲蘭蘭 308862 紅旗渠的傳說{Live} 杜龍

334205 看不見不是黑[HD] V.N.P. 281156 紅歌2013 李紫涵,豆豆龍,安逸晨

334565 看不見的距離[HD] 羅力威 300674 紅樓夢-葬花 吳素英

329607 看不見的愛情 鄧少鋒 325483 紅薔薇白玫瑰{LIVE} 鄧紫棋,蓋世英雄

300501 看不見的溫柔 佚名 321519 紅雙喜婚禮歌 曉丹,驕陽

305839 看不清你的美 糯米 263671 美人魚的眼淚 王藝

265806 看不清的傻瓜 小貝 309556 美女啊 嫁給我 胡杰夕

309527 看不透的紅塵 流蘇 349988 美美的大中國[HD] 唐薇

330649 看月亮爬上來[HD] 張杰 324060 美麗的上林湖 勵雯雯

316129 看月亮爬上來{Live} 張杰,高振銘,最美和聲 288272 美麗的大草原 郞凱亦

334843 看我七十二變[HD] 蔡依林 315416 美麗的川藏線 醉美

327949 看見你的聲音 夢然 311700 美麗的中國夢 鄭梅芳

343547 看見從前的你[HD] 蔡國慶 323398 美麗的天柱山 陳天紅

291573 看得見的幸福 黃綺珊 301154 美麗的日光城 卓瑪拉初

333140 看得到的未來[HD] 魯士郎 270178 美麗的仙女灣 洛桑尖措

291195 秋千上的記憶 宋毅 321537 美麗的布依寨 陳佳敏

316130 秋千上的記憶 榮洽,宋毅 285030 美麗的佩枯措 澤旺多吉

233132 秋天1944 黃大煒 296937 美麗的昆士蘭 向愛平,馬嵐

288298 秋天的銀杏樹 梅了了 270321 美麗的松山湖 王麗達

296870 秋天的澄邁灣 李楊飛 319938 美麗的花蝴蝶 孫露

320693 秋天帶走落葉 李文聚 323400 美麗的金蓮花 東方紅艷

265939 秋天裡的幻想 彩貝樂隊DR 319939 美麗的長白湖 宋春雁

328799 秋水伊人的淚 黃可門 286978 美麗的阿拉善 燕尾蝶

316131 秋風吹 秋雨寒 冷酷 326513 美麗的青華海 段宛彤

317881 秋風吹 秋雨寒 徐在明 266864 美麗的紅水河 譚倩雯

315410 秋風吹,秋雨寒 冷酷 337412 美麗的海南島[HD] 韓紫靈

298908 科羅拉多之夜 佚名 280490 美麗的納木措 許強

285107 穿盔甲的精靈 王詩安 317922 美麗的淮安夢 周安

305548 穿裙子的季節 謝雨欣 339554 美麗的笨女人{Live}[HD] 李玟,隱藏的歌手

266955 穿過海的聲音 郭凌霞 324061 美麗的雪蓮花 驛動兒,海浪飛歌

337904 穿過記憶的河[HD] 楊卿儷 308579 美麗的新加坡 吳俊華

333907 突然好想愛她[HD] 明道 266403 美麗的達古拉{Live} 烏蘭圖雅

321989 突然那麼想你 瑤瑤 345309 美麗的翡翠灣[HD] 楊可

254293 紅彤彤的春天 楊鈺瑩 339826 美麗的蒙古包{Live}[HD] 朱永飛

294477 紅花跑蘭花笑 王愛奉 265818 美麗的劉家峽 崇子

299728 紅珊瑚-負重任探敵島 佚名 306550 美麗的鮁魚圈{Live} 吳娜

298144 紅紅的中國結 王麗達 346272 美麗的瀏陽河[HD] 張雨佳

265182 紅紅的薩日朗 烏蘭圖雅 267051 美麗的薩爾滸 閻維文

278600 紅酒與二鍋頭 范宏偉 319937 美麗的羅源灣 祖海

301394 紅裙記-尋夫 林夢萍 341472 美麗的關王湖[HD] 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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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339 耶酥 你為了誰 佚名 312216 飛不過那片海 蘭天(男)

271023 背叛2013 虎妞 298309 飛向別人的床 光光,C.K

312148 背影裡的沉默 蘇妙玲 254308 飛向苗鄉侗寨 楊鈺瑩

254622 胡同裡有只貓 溫嵐 309356 飛來吧黑頸鶴 阿魯阿卓

336169 胡擼胡擼瓢兒[HD] 大張偉 300596 飛越悲傷的牆 佚名

310500 若可以我願意 畢達 230250 飛越悲傷的牆 陳明真

294336 若有緣再相見 曹越 324208 飛過時間的海 S.I.N.G女團

302804 若能在他身邊 梁詠琪 289518 飛機去哪兒了 孫藝程

345324 英雄也會流淚[HD] 汪東城 288437 飛機去哪兒了 張宇軒

280520 英雄的老礦山 向榮 342990 飛機師的風衣[HD] 張國榮

268060 英雄的釣魚島 雲鴿李霞 292759 香了一條大江 王強

253613 茉莉花的日子 曾淑勤 299380 香格里拉女孩 佚名

341820 要不要一句話[HD] 楊謹,沙灘寶貝 232139 香港一九九七 馬群琪

346310 要分手就分手[HD] 羅暢 320049 香煙愛上火柴 孫露

309827 要比今天快樂 徐峰柏 336879 香榭麗舍大街{Live}[HD] 黃齡

289972 要火的節奏頻 楊竣 336878 香榭麗舍大街{Live}[HD] 魏路遙

345340 要多美有多美[HD] 文靜 306568 乘著愛的翅膀 大張偉

345341 要走的阿老表[HD] 阿魯阿卓 343415 修水我的故鄉[HD] 丁榮聰

287722 要愛把我包圍 優優 268565 倒數三秒天晴 吳丹妮

304239 訂做一個天堂 群星 293529 借他一個明天 山野

310001 軍歌美 軍歌亮 馬艷 343064 借你的手暖心[HD] 張暖雅

322917 風一吹愛就來 巴桑拉姆 279936 借點情借點愛 崔偉亮

308520 風一樣的女子 冷漠 278887 借點情借點愛{Live} 曹越

230405 風一樣的男子(上) 陳曉東 299143 倫敦德里小調 佚名

230413 風一樣的男子(下) 陳曉東 290121 原來她不是她 管文偉

278451 風中那朵小花 林爽 331994 原來愛是這樣[HD] 陶妍霖

324183 風中的四葉草 魏碧海 327093 原來離開以後 團風依依

309419 風中的吉普賽 品冠 294591 原諒我不能忘 覃楨

271596 風中的瑪尼堆 阿斯根 317298 原諒我好想她 任重

286806 風含情水含笑 苗苗 268976 原諒我的不對 崔偉亮

254307 風含情水含笑 楊鈺瑩 349274 原諒我的假裝[HD] 黃璟玟

297339 風車轉 花朵飛 Ipis 265640 原諒我的執著 司馬原野

340480 風往北[HD] 才娜旺姆 327095 原諒我的過錯 李雪萊

303612 風雨中的朋友 游鴻明 316148 原諒我要高飛 陳柏宇

231781 風雨中的美麗 韓紅 339193 哥已不在江湖[HD] 杜歌,郭少杰

311076 風雨中的等待 楊咏青 314337 哥不做陳世美 紀曉斌

268136 風雨中的陽光 伍俊華 230160 哥只是個傳說 陳旭

333217 風起來的時光[HD] 周子琰 309366 哥們再幹一杯 雨木

300538 風乾我的悲傷 佚名 309544 哥哥你聽我說 紅薔薇

232382 風淒淒意綿綿 高勝美 323068 哥哥親哥哥傻 曉月

234241 風淒淒意綿綿 龍飄飄 308731 哥唱的是寂寞{Live} 李志洲

306564 風景這邊獨好{Live} 霍勇,王莉 296070 哦 香格里拉 肖夢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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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41 哦了我的寶貝 黃尊 326410 浙江美麗天堂 莊秋玉

325764 哨所的兵哥哥 王麗達 287540 浪花 海的頌歌 董文華

303555 哪涼快哪兒呆 揚墨 299102 浪花故鄉的夢 佚名

325509 哪裡來的勇氣 陳大天 307809 浪漫的七月七 千童(張海松)

346486 哪輩子欠你的[HD] 任海旺 344748 海大你欠我的[HD] 楊興發

323661 哭了又能怎樣 梁海洋 318618 海之南我的愛{Live} 謝名

308437 哭不出的眼淚 江楓 280977 海之頭江之尾 張燕

347246 哭泣的依美人[HD] 郝月華 321425 海底deep 鹿晗

320245 哭的依然是我 徐新軍 322663 海底demo Jessie

306573 哭為你笑為你 李其燊 304913 海青環保之歌 劉超華

344637 哭著醒來的人[HD] 張梓瑤 328724 海南人在他鄉 許嵐嵐

262500 唐伯虎點秋香 過江龍 316934 海洋心是我心 宿魯雁

320246 唐僧師徒改行 劍鴻 334683 海豚奇幻之旅[HD] 回聲樂團

348832 埋在心裡的痛[HD] 龍奔 271873 海螺溝的祝福 香巴拉組合

280033 埋葬一個世界 員偉明 280344 海邊的情人椅 李勇

320264 埋葬愛的藉口 閔國銀,王蓉 296726 消失的地平線 閻鳳梅

284756 夏天2013 張越 289258 烈火中的英雄{Live} 許雲上

325298 夏的最後一日 朱婧汐 234021 烏斯太的夜晚{Live} 齊峰

280907 孫大聖的逆襲 孫子涵 320632 烏蘭巴托之夜 安來寧

279320 家鄉的小石橋(國) 馬常寶 321450 烏蘭巴托之夜 朱永飛

299213 家鄉的龍眼樹 佚名 302158 烏蘭巴托之夜 格格

340852 差一點丟了你[HD] 高旭 263161 烏蘭巴托之夜 馬丹

316725 拿什麼去愛你 楊曉峰 305351 烏蘭巴托之夜 龍梅

269466 拿什麼去愛你 曉依 346199 烏蘭巴托之夜{Live}[HD] 伊麗媛

311020 拿得起放的下 黑龍 336775 烏蘭巴托之夜{Live}[HD] 阿雲嘎

310046 拿得起放得下 高進 308243 烏蘭巴托的夜 左小祖咒

328649 時光裡的院子 XY兄弟 340928 烏蘭巴托的夜[HD] 成誠

282107 時光難再倒回 儲毅 310892 烏蘭巴托的夜{Live} 琪琪格

289161 時間都去哪了{Live} 霍尊 342008 烏蘭巴托的夜{Live}[HD] 蔣敦豪,中國新歌聲

346147 時間都去哪了{Live}[HD] 娃娃,中國新歌聲 338880 烏蘭巴托的夜{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335932 時間都去哪了{Live}[HD] 張碧晨,中國好聲音 316923 烏蘭察布兄弟 高原

335625 時間開的玩笑[HD] 連詩雅 271294 特洛伊的海倫 邵偉軒

306912 時間會做的事 Selina 295416 狼一樣的男人 莫露露

337277 時間會做的事[HD] 任家萱 310564 留一盞燈給你 許諾

319830 時間裡的飛人 莫文蔚 317835 留不住你的人 邱永傳,羅長華

308958 柴達木的情人 來國慶 316192 留不住你的愛 雨中百合

345196 校車上的朋友{Live}[HD] 唐丞武,歌聲的翅膀 253195 留不住你的愛 徐熙媛

292155 桃花紅杏花白 呂繼宏 284770 留不住的故事 彭佳慧

316163 桃花美桃花紅 李飛 272013 留不住的故事 黃鶯鶯

262311 桃花園的思念 陳珧 230909 留不住的溫柔 陳詠

321943 桃花綻放的地 洛嘉 319254 留在我的身邊 張浩

231347 泰山與灰姑娘 雷樂隊 311479 留住春天的雲{Live} 劉春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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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689 疼你疼到你錯 佚名 327957 祝我生日快樂{Live} 羅中旭,蒙面唱將

289833 真不是鬧著玩 張冬玲,冷漠 342890 祝我生日快樂{Live}[HD] 李榮浩,蒙面唱將

300076 真心可以永遠 佚名 286099 祝福&Time To Say Goodbye{Live} 陶喆

347055 真心換來傷心[HD] 雨霖楓 285525 神一樣的姑娘 馬力

316587 真心話大冒險 紀海星 289326 神一樣的對手 單色凌,愛朵女孩

347895 真心話大冒險[HD] 艾福傑尼 311291 神曲2012 歌浴森

282510 真心難以道盡 朱宇 347900 神奇的內蒙古[HD] 朱國

334290 真材實料的我[HD] 林俊傑 329615 神奇的每一天 品冠,黃韋恩

320683 真朋友假朋友 康艾威 316515 神奇的花果山 喬軍

309995 真的好想回家 馬雲龍 309382 神奇的科爾沁 青河等群星

289315 真的沒有騙你 祁隆 326476 神奇的愛情花 望海高歌

337726 真的停不下來[HD] 王繹龍 263517 神奇的潿洲島 譚晶

302274 真情不必多說 翁倩玉 281275 神奇的龍灣潭 李金輝

282465 真愛為你無眠 成銘 340949 神秘的山旮旯[HD] 陸正信

304169 真愛與你同在 群星 271060 神馬都是浮雲 西子

340097 真實故事改編[HD] 石頭 274757 神馬都是浮雲 寒武紀

302232 砰砰全民英檢 砰砰樂隊 313739 神馬都是浮雲 蕭全

334693 破了的米菲兔[HD] 容祖兒 283073 神聖的阿拉善{Live} 阿日布杰,哈斯,阿茹娜

296863 祖國 我愛你 阿香 301995 秦香蓮-勸夫 唐麗君

306595 祖國不會忘記{Live} 殷秀梅 311268 笑我一世紅顏 嫣兒

312749 祖國正是花季 周燕君 263125 粉紅色的回憶 孟茜

302165 祖國正是花季{Live} 殷秀梅 231608 粉紅色的回憶 韓寶儀

317871 祖國在我心中{Live} 閻維文 349086 納木錯的眼淚[HD] 雲飛

312106 祖國我的最愛 譚晶 328817 索倫嘎的婚禮 來國慶

270320 祖國的好江南 王麗達 280485 缺少一點勇氣 李果

310751 祖國的菊花台 陳熠 347925 能不能看到我[HD] 江美琪

309021 祖國親 祖國美 周燕君 232418 能不能留住你 高勝美

301149 祝你一路順風 卓依婷 303305 能不能留住你 陳思安

308105 祝你永遠快樂 王傑 279629 能否回到從前 炎彬

300612 祝你生日快樂 佚名 312025 茱麗葉的秋天 顏小健

322748 祝你生日快樂 劉斯遠 300813 茶花女-花盟 李芝芬,錢思劍

346697 祝你生日快樂[HD] 楊增雷 290062 茶室春秋&舞池{Live} 潘越雲,王識賢,陳昇

269275 祝你好運長久{Live} 彭高平 309846 草原上的月光 格格

278463 祝你旅途愉快 梁漢文 290504 草原上的月亮 雲飛

330987 祝你旅途愉快[HD] 阿超 270698 草原上的姑娘 胡斌

298909 祝你新年快樂 佚名 338754 草原上的哥哥[HD] 琪琪格

329612 祝你新年快樂 顧莉雅 303502 草原上的駿馬 雪狼組合

341251 祝你新年快樂[HD] 王巧 294063 草原上唱情歌 樂桐

270205 祝我生日快樂 洪辰 275081 草原我的天堂 范海榮

254620 祝我生日快樂 溫嵐 312304 草原我的情人 天駿

294587 祝我生日快樂 蔡明順 268021 草原我的情人 烏蘭托婭

312742 祝我生日快樂{Live} 周筆暢 285553 草原我的最愛 龍鳳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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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00 草原我的最愛{Live} 龍鳳之約 309788 馬背上的少年 容中爾甲

293724 草原我的夢鄉 王偉 349556 馬背上的民族[HD] 李文達

325889 記得你的溫柔 易欣 292089 馬背上的思念 劉和剛

232324 記得我們有約 高勝美 308137 馬背上的柔情 王磊

304346 記得我們有約 葉歡 328980 馬背上的情歌 格格

410399 記得我們有約 鍾興睿 329785 馬背上的情歌{Live} 格格

305966 記得我們有約 鐘興叡 308391 馬背上的愛人 曲根

262989 記得懂得捨得 林凡 288585 馬航,讓我回家 顏羽

304432 記憶中的天空{Live} 零點樂隊 287887 馬航去的地方 馬健南

324362 記憶中的未來 和匯慧 339865 馬德里不思議[HD] 蔡依林

314376 記憶中的春天 唐美華 291453 馬德里不思議{Live} 蔡依林

336453 記憶中的時光[HD] 鄭江 286136 馬頭琴的悲傷 蒙克

337119 記憶中的愛情[HD] 王立荐 321700 馬頭琴的訴說 王璐

323441 記憶中的顏色 奉天樂隊 348681 馬頭琴的訴說[HD] 任銳

318009 記憶裡的昨天 馮曉榮 274928 馬頭琴的傳說 格根其木格

318008 記憶裡的愛情 蘇唯 342172 馬頭琴的憂傷[HD] 巴圖

307818 起立敬禮坐下 大小姐 344837 高不成低不就[HD] 田率

234373 起初只是朋友 龔詩嘉 324191 高原上一朵雲 烏蘭托婭

322849 迷路了問問道{Live} 曾昭瑋,中國好歌曲 345786 高原上的情歌[HD] 烏蘭托婭

344520 追求夢想的人[HD] 張輝 329788 高原深處的愛 雪山朗瑪組合

336845 追風箏的孩子[HD] 羽泉 265739 高高的山崗上 天音瑤

329716 追風箏的孩子{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6834 乾了這杯波本[HD] 楊坤

271711 追風箏的孩子{Live} 陳楚生 298382 乾坤36逆 曲泉丞

314378 追逐影子的人{Live} 謝天笑 293495 假公主的微笑 婭琪朵

298435 追尋2010 朱曉玲 287720 假日.湖畔.隨想 伊人佳人組合

302556 送你一把泥土 張明敏 315511 假如不曾相遇 凡間精靈

298387 送你一束馨香{Live} 朱含芳 305808 假如我還愛你 關澤楠

283150 送你一個長安 韓磊,湯燦 270100 假如能說抱歉 殤小謹,白晶晶

340991 送你一個長安[HD] 郝萌 310479 假如這是遊戲 理想

314381 送給老婆的歌 王亞東 325117 假如愛有天意{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62106 送給最美的你 阿飛 338244 假如愛有天意{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24588 送給媽媽的歌 望海高歌 297570 偏偏愛上洋蔥 大張偉

304488 送給媽媽的歌 甄秀珍 316214 做一回重慶人 璨樂團

307923 逃不了的愛情 六哲 285077 做一個好男人 王海濱

347486 逃愛2018[HD] 文龍 306011 做一做 試一試 騰格爾

266775 逆風的蒲公英 蘇晴 291872 做什麼都不對{Live} 郭慧敏

345388 酒店關門之後[HD] 鄭宜農 348133 做自己的女王[HD] 金鈺兒

285709 酒是穿腸毒藥 正歌 345490 做自己的女神[HD] A T女神

320022 陝西人吼起來{Live} 十三狼 288732 做自己的英雄 陳乃榮

334847 馬甲上的繩索[HD] 蔡依林 286146 做自己的英雄 樊凡

321697 馬來西亞查某 四葉草 朱主愛 345491 做自己的英雄[HD] 丹蒂萊恩

306607 馬背上的女孩 鮑國 308261 做自己的寶貝{Live} 戊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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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053 做你心上的人[dj版][HD] 唐古 306615 啊 我的弱水河{Live} 總政歌舞團五重唱

334054 做你心上的人[HD] 唐古 275160 啊中國的土地{Live} 鐘麗燕

340531 做你的大英雄[HD] 陳梓童 307857 啟程的好日子 子祺

346855 做你的小貓咪[HD] 恩寵 341551 寂寞可以習慣[HD] 熊照華

325197 做你的乖孩子 孟彥 289901 寂寞先生&背叛{Live} 曹格

341128 做你的乖孩子[HD] 孟彥 285822 寂寞男孩之歌{Live} 吳克羣

320181 做你的保護神 葉良辰,風雷 272033 寂寞的牛角琴 齊旦布

317222 偷走我心的賊 王小婉 309496 寂寞的咖啡因 柯震東

268435 偷偷的喜歡你 劉繼強 325119 寂寞的戀人啊{LIVE} 劉濤,跨界歌王

325196 偷偷的愛上你 孫輝 298252 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

299290 剪不斷 理還亂 佚名 329283 寂寞寂寞就好{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279971 剪不斷理還亂 龍梅子 335693 寂寞寂寞就好{Live}[HD] 田馥甄

254249 剪紙花的女孩 楊鈺瑩 300194 寂寞難以忍耐 佚名

311588 剪斷愛鬆開手 樊少華 341938 將一生交給你[HD] 龔柯允,Eternity

328305 動了情的痞子 Mc魏小然 342177 將一生交給祢[HD] 龔柯允,Eternity

347236 動了情傷了心[HD] 張楓 266365 將愛進行到底 海哲明

290440 動不動就想你 黃蘇英 304925 專一只因為你 劉德華

264248 動不動說分手 軻然 303384 崇拜我 羡慕你 陳慧琳

357524 動起來&唱這歌{Live} 郭富城 269255 帶不走的傷心 張馳

282605 參戰老兵之歌 楓橋 302146 帶你一起飛舞 格格

343714 唱不完的副歌[HD] 信 288956 帶我去草原吧 布仁巴雅爾

274897 唱不完的情歌 杭嬌 231150 帶著你去看海 陸毅

263470 唱不贏周傑倫 土土 324703 帶著星星回家 波拉,王童

348205 唱出我的難過[HD] 邱永傳 336641 帶著愛去旅行[HD] 楊皓天

323070 唱到心裡的歌 陳雅森 346044 帶著夢想起航[HD] 周鈰堂

271749 唱幸福給你聽 陌小聰 264102 張小覺很自覺 張小覺

328350 唱首愛你的歌 音樂走廊,歌一生 298710 張五可坐繡樓 佚名

282742 唱起來 跳起來{Live} 玖月奇跡 359945 張廣達出門來 黃建軍

263588 唱起來跳起來 王亞平 320362 強扭的瓜不甜 寒武紀

285551 唱起來跳起來 龍鳳之約 325130 強扭的瓜不甜 劍鴻

312024 唱起草原的歌 額爾古納樂隊 290002 彩虹下的心願 根呷

282073 唱情歌的姑娘 優優 266099 彩虹是我的橋 李全偉

292233 唱給未來的歌 太陽部落 310771 得不到的幸福 陶轔竹

314387 唱給老公的歌 趙麗 346938 得不到的愛人[HD] 申菲

339064 唱給老婆的歌[HD] 南風(姜海龍) 296300 得不到的愛情 酒吧傷心人

327547 唱給朋友的歌 高夫 284023 得不到的愛情 楊燕

343103 唱給朋友的歌[HD] 高夫,朱之鵬 305006 得不到的愛情 潘秀瓊

265555 唱給媽媽的歌 劉一禎 317486 得不到的愛情{Live} 杜星螢,中國好聲音

313645 唱給媽媽的歌 劉捷 317487 得不到的愛情{Live} 黎蕙蘭

316424 唱歌給媽媽聽 大廚 339988 得不到的溫柔[HD] 汪蘇瀧

288819 商務兒女之歌 風雲組合 303630 徘徊十字路口 無鳴

309865 啊 中國的土地 殷秀梅 288980 從分手到現在 雷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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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569 從汀州向長沙 大家合唱團 266811 惟愛你在昨天 袁攀

339456 從來不是主流[HD] 陳昇 306103 捨不得又如何 孫淑媚

345063 從來沒有想過{Live}[HD] 郁可唯,金曲撈 304296 捨不得又如何 葉玉卿

345062 從來沒有想過{Live}[HD] 郁可唯,品冠,金曲撈 269619 捨不得你們走 李丹陽,楊洪基

309968 從昨天到今天 馬坡 291276 捨不得忘記你 望海高歌

265110 從相愛到分開 山野 267267 捨不得離開你 高因

285540 從相遇到分離 黃勇深,漁圈 319804 掉進深淵的愛 王進

321858 從現在到以前 胡齡萌 289142 掙錢不捨得花 阿任

341312 從現在到以前[HD] 胡齡萌 286853 掛紅燈+掛彩燈 鐘盛忠,鍾曉玉

319698 從這一刻開始 群星 342416 掠過夜色的星[HD] 周顯

231057 從開始到現在 陶晶 335574 接下來是什麼[HD] 白安

340341 從開始到現在{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231507 接過雷鋒的槍 軍旅歌曲

335899 從開始到現在{Live}[HD] 劉辰希,中國好聲音 342798 推開世界的門[HD] 楊乃文

290083 您好 人民公僕 王澤奇 346123 推開世界的門{Live}[HD] 邵元,中國新歌聲

289008 您好 人民公僕 羅漢 314692 晚一步愛上你 林少緯

307253 情一動 心就痛 海生 307303 晚風吹過哨塔 王雅潔

339233 情一動心就痛[HD] 海生 311238 晚風吹過哨塔{Live} 雷佳

341957 情一動心就痛{Live}[HD] 海生 317695 晚霞中的童年 耿璽堯

310618 情人你在哪裡 閆鳳梅 327137 晨光中的記憶 金小曦

232506 情人的山坡上 高峰 281591 望著我別走開 馬仕健

300188 情人的黃襯衫 佚名 327838 梅里愛的見證 齊旦布,達娃卓瑪

303304 情人的黃襯衫 陳思安 266945 梔子花的思念 郝紅岩

270708 情人節沒有愛 胡杰夕 325472 梨樹下的念想 趙新

310249 情人節的那天 張祥洪 337540 淋濕了我的心[HD] 任妙音

308271 情人節的夜晚 本兮,小賤 324522 淚水劃過的臉 張藝

288563 情人節的玫瑰 陳瑞 294972 淚幹了心更痛 周斌華

320388 情人節的愛情 范文澤 231452 淡淡的久久的 青果兒,康然

285091 情人節的電話 王爵 312226 淩晨三點三分 鐵熱沁夫曹菲兒

299530 情人變成朋友 佚名 231731 深山裡的漢子 韓磊

319277 情妹妹 情哥哥 王瑩,遠航 267209 深不見底的悲 鞏宏國

327130 情妹妹痴情郎 吳易航 303501 深情的太陽穀 雪狼組合

292928 情長長 愛久久 菲菲,安徒生,瘋鬧心,天狼 286966 深深的牧人情 德德瑪

283660 情哥哥唱情歌 大慶小芳 278182 深深的喜歡你 囚鳥

304742 情深深 雨濛濛{Live} 趙薇 311745 深深愛著的你 曉雨

267237 情深深意濃濃 風之琳 311184 深愛2012 葉時偉

319280 情傷2015 徐子謙 301158 深藍色的情書 周杰倫

262150 情歌2012 Crazy秀 280349 深藍色的情書{Live} 蹇紅

282138 情歌2012 冷漠,金澤 339786 混蛋 我想你[HD] 李宇春

309545 情歌2013 紅薔薇,陳岩 309094 清江水 珠江浪 岳菲

319713 情歌裡的眼淚 九斌子 318759 清溪水慢慢流 佚名

348929 情歸三十裡鋪[HD] 張納瑜,殷瑞 301362 牽不到你的手 林淑娟

321232 情願錯過白天 黎明 286055 牽不到你的手 高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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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205 牽不到你的手 曉月 308075 紮巴依的春天 王洋,安明亮

318322 牽手情放手愛 冷漠,楊小曼 270397 紮巴依的秋天 王洋,安明亮

288292 牽牛花 竹籬笆 望海高歌 270396 紮巴依的夏天 王洋,安明亮

287881 牽著手一起走 小臭臭,盧齊煒 324047 累的跟狗一樣 龍奔

329573 牽著手一輩子 彭箏 317926 習大大 人人誇 張艷君

321972 牽著陽光的手 姚貝娜 324062 習大大到咱家 李鴻玉

340216 牽著陽光的手[HD] 姚貝娜 292410 習習春風吹來 張園園

337903 牽著媽媽的手[HD] 楊卿儷 315696 習慣了自己過 含恩靜

345246 牽著媽媽的手{Live}[HD] 楊卿儷 300839 脫下指環之後 李茂山

318396 現在你在哪裡 品冠 320756 荷花香蓮子情 姜佑澤

347884 現在就讓我走[HD] 宇宙人 342497 莎圖溫的裙擺[HD] 洛天依

344764 理想2017[HD] D-Day吳昊 298910 莫札特搖籃曲 佚名

294764 理想化下青年 耿琦 337555 蛇精病不會動[HD] 好妹妹樂隊

336784 理想化下青年{Live}[HD] 耿琦 302089 被你拋棄的人 徐威

346222 甜蜜的小尾巴[HD] 鄧文怡 332305 被幸福追著跑[HD] 張棟樑

233759 甜蜜是奢侈的 黎亞 311048 被雨淋濕的愛 新秀團隊

348508 畢卡索的謊言[HD] 阿沁 329688 被埋葬的理想 鄢青

325370 畢業了離別了 游長江 333111 被偷走的愛戀[HD] 阿慶,葉鐘晴

296821 畢節我的家鄉 莫愛河往生 316259 被愛沖昏了頭 劉佳成

301283 異度空間的愛 東來東往 232160 被愛拋棄的人 馬雲龍

299889 異鄉人的週末 佚名 321584 被愛垂釣的魚 門麗

319294 盛開的格桑花 仁青連布 329689 被愛射傷的鳥 黑龍

320679 盛開的馬蘭花 烏蘭齊齊格 343564 被愛射傷的鳥{Live}[HD] 黑龍

309950 眼淚只為你流 軒子 329690 被愛暖過的人 賀一航

291274 眼淚是自己的 曾雨軒 279175 被愛遺忘的人 金果

332261 眼淚教我的事[HD] 何韻詩 309375 被遺忘的角落 雨宗林

287143 眼淚教我的事{Live} 何韻詩 309523 被遺忘的角落 洪煜褀,Shelly 佳

337549 眼睛沒有眼淚[HD] 鄭勁松 281314 被遺忘的時光 王韻壹

231336 第36個故事 雷光夏 325888 被遺忘的時光 蕭敬騰

305674 第一千滴眼淚 藍雨 287492 被遺忘的時光{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03080 第一天就愛你 許志安 318491 被遺忘的時光{Live} 黃小琥,蒙面歌王

275168 第一次見到你 阿寶 322025 被遺忘的時光{Live} 劉宸啟

254801 第一次愛的人{Live} 王心凌 317023 被遺忘的時光{Live} 蕭敬騰,徐詣帆,最美和聲

307887 第一次遇見你 小琴兒 332334 被遺忘的時光{Live}[HD] 林秀憬

323372 第一個想到你 韋禮安 330281 被遺忘的時光{Live}[HD] 蔡琴

316448 第一眼見到你 丹增多吉 318430 被離婚的女人 濤子

346704 第一道彩虹光[HD] T.R.Y 267859 貧民百萬歌星 Mc Hot Dog

308888 第七個情人節 沈石磊 232560 透過你的雙眼 高明駿

305385 第十五個耳洞{Live} 戴佩妮 324139 透鮮滴星期天 何炅,王嘉爾

347428 第六感的狂想[HD] 王珮譯 338057 這一天不一樣[HD] 蘇丹,畢福劍

257921 第幾次愛上你 辛曉琪 328069 這一生只為你{Live} 葉炫清,夢想的聲音

290863 紮巴依的冬天 王洋,安明亮 298508 這一生祇為你 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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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309 這一次不一樣 趙鑫,汪正正 285735 魚幹女 草食男 亦帆,黃宥傑

342183 這一秒我哭了[HD] 羅志祥 301474 麥兜兜響噹噹 邵夷貝

320003 這不是我的錯 許哲珮 305434 麻煩你讓一讓{Live} 蟑螂合唱團

283922 這世界沒你大 高楓 231349 凱達格蘭大道 雷樂隊

301892 這世界需要你 韋唯 279558 割不斷的回憶 吳俊熠

294344 這份情已走遠 望海高歌 323053 割不斷的紅顏 謝世超

284895 這是你的答案 李曉 305366 喀什葛爾女郎 戴玉強

310571 這是我的時代 連亞琦 308698 喀納斯的春天 李戈

310775 這是我們的家 陸徽,張磊,陳波,周海濤 325766 喊我的名字吧 ATF

340992 這是最後一次[HD] 謝和弦 267056 喚醒沉睡的你{Live} 阿修羅樂隊

233244 這首歌真好聽 黃征 271325 喜洋洋美洋洋 郎郎(馬志鋒)

316884 這首歌唱給你 鄭源,王奕心 316266 喜時刻 醉開心 張寒,張媛媛

327152 這時候那時候 金小曦 317320 喜劇班的春天{Live} 賈玲,劉維

288121 這感覺怎麼樣 汪峰 410045 喜歡可以試穿 陳世川

268668 這裡是香巴拉 和玉芳 310361 喜歡你沒道理 張韶涵

269236 這麼近那麼遠 張靚穎 231111 喜歡你的名字 陶格斯

298283 通往溫柔的路 任潔玲,沈煒傑 254764 喜歡你怎麼辦 王心凌

293500 連藉口都沒有 孫子涵 298139 喜歡我馬上點 王藝霖

264127 都什麼時候了 張惠妹 316267 寓言裡的王子 周子匯

315555 都什麼時候了{Live} 張惠妹 306671 尋找我的同類 范曉萱

340998 都怪我太認真[HD] 饒海明 338027 尋找我的同類[HD] 范曉萱,Allen

265025 都要微笑好嗎 楊穎 298911 就在今夜揮別 佚名

330741 都要微笑好嗎[HD] 楊穎 344287 就是要你知道[HD] 謝和絃,Sea Level

341834 都給你說就好[HD] 台灣爽樂團 348899 就是這個范兒[HD] 門麗

299408 野鴿子的天空 佚名 320346 就是這麼任性 王麟,楊海彪

267982 釣魚島的自白 中國人 295488 就這樣走了嗎 那仁朝格

332750 陪月亮不孤單[HD] 龍梅子 297922 就這樣散了吧 王梓蘅

302631 陪你一直到老 張啟靚 311895 就這樣等著你 燦爛阿龍

327156 陪你一起變老 唐古 267256 就這樣跟你走 馬艷

348001 陪你一起變老[HD] 楚顏 324421 就這樣遇見愛 孫鵬

338780 陪你飛陪你醉[HD] 鎬東 311362 就這樣讓你走 趙永

324294 陪我一起飛翔 劉清渢 263047 就像白癡一樣 盧廣仲

341006 陪我一起飛翔[HD] 劉清渢 279724 就算你不愛我 張爭

345400 陪我散步回家[HD] 盧潔雲 343484 就算沒有如果[HD] 香香

284402 陪著你一起瘋 書畫 233319 就算沒有明天 黃曉明,孫儷

307953 陰山下的草原 天籟之音 311360 就戀這把熱土 趙本水

231532 陰天的向日葵 韋禮安 233990 就讓一切走遠 黑龍

341545 雪化了是春天[HD] 熊照華,楊海 257887 就讓我這樣吧 辛曉琪

269781 雪淨世界的非 李韋 344673 巽寮灣巽寮灣[HD] 張喜英

339862 雪蓮花的祝福[HD] 王牌 325595 幾年幾月幾天 周予天

346776 雪還沒有落下[HD] 湯非 328494 復興 我的家鄉 肖遙,陳虹希

230747 魚和水的故事 陳瑞 311243 悲傷的雙曲線 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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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525 惠東江夏之歌 黃容 262359 最後一次寂寞 丁噹

284829 惠東消防之歌 方得弟,鄭文生,阿克蘇 283516 最後一次想你 陳魁

271025 掌心裡的陽光 蝴蝶大人 301225 最後一次溫柔 孟繁菁,曾羿

270295 掌聲與我同行 熊峰 347831 最後一次擁抱[HD] 寒武紀

309196 換個方式愛你 林峯 311747 最後一封情書 曉婉

323875 握不住手中沙 冷酷 290653 最後一首情歌 左健

321346 握緊你的溫柔 繼風 296615 最後一首情歌 嚴爵

312536 揮不去的情愁 冷漠,司徒蘭芳 347832 最後一首情歌[HD] 陳零九

230752 揮不去的情愁 陳瑞,冷漠 344393 最後一首情歌[HD] 羅海珍

230140 揮不去的影子 陳振雲 320547 最後一個軍禮 孫銘澤

308527 揮手不說再見 冷漠 318546 最後一個情人 孫露

316110 揮別昨天的我 李琦 230733 最後一個情人 陳瑞

300316 敢問路在何方 佚名 339279 最後一個情人{Live}[HD] 趙真

327168 敢問路在何方{Live} 蔣大為,隱藏的歌手 347830 最後一個傻子[HD] 樊凡

299337 散步在清晨裡 佚名 311300 最後一班地鐵{Live} 滿江

288071 晴朗朗的月亮{Live} 吳瓊 316276 最後一滴眼淚 鐘潔希

305142 曾是你的寶貝 鄭秀文 290118 最後一聲愛你 童麗,劉藝

289166 曾厝垵的夏天 馬劍芬 234201 最後一聲愛你 龍飄飄

265053 曾經有一個夢 Kellie 231600 最後一聲愛你 韓寶儀

300226 曾經有個女孩 佚名 327820 最後的分岔口 蔣蔣

233265 曾經有個女孩 黃心懋 333809 最後的夜快車[HD] 龍飄飄

319833 曾經你給的吻 成泉 332525 最後最愛的人[HD] 曹雅雯

282600 曾經深深愛過 林道華 264230 最珍貴的角落 讚美之泉

315567 曾經最愛的 她 潘贏 323281 最珍貴的秘密 徐浩

268769 曾經最愛的人 子楓 264260 最美好的回憶 鄔禎琳

313042 曾經最愛的人 涓子 307270 最美好的時光 王中平

298635 曾經愛過的人 佚名 292841 最美好的時光 祝蘭蘭

305584 曾經愛過的人 謝霆鋒 294230 最美的軍功章 尤國通

305989 曾經愛過的人 饒天亮 337577 最美麗的姑娘[HD] 高信

269880 最不懂愛的人 林沖 316280 最美麗的明天{Live} Notice

307803 最心疼的女人 刀郎 271533 最美麗的時候 錢剛

299240 最可靠的朋友 佚名 301832 最重要的決定 范瑋琪

295015 最好不要愛我 多亮 345180 最重要的決定{Live}[HD] 范瑋琪,張雲凌,我想和你唱

310788 最依賴的溫柔 單色凌 280282 最浪漫的心願 何潔

284697 最卑微的下賤 帶淚的魚 293437 最浪漫的時光 南風(姜海龍),張咪

301484 最幸福的一對 金木 304317 最浪漫的婚禮 葉蓓蕾

316843 最幸福的時間 品冠 270650 最動聽情歌dj{Live} 群星

347370 最後一片淨土[HD] 李攀文 296611 最堅強的眼淚 張俊天

304721 最後一次分手 趙薇 348420 最強王者參見[HD] 張大仙

311982 最後一次回眸 韓寶儀 317707 最深沉的秘密 范小倩

283107 最後一次流淚 陳瑞 309712 最清晰的聲音 孫子涵

296614 最後一次宿醉 熊大 349877 最甜蜜的回憶[HD] 小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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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835 最笨的人是我[HD] 方泂鑌 323326 無法挽留的愛 袁玉峰

297795 最寒冷的季節 牛奶咖啡 231168 無法停止想你 陸萍

320553 最最親愛的你 三郎 328751 無能為力想你 莊心妍

345657 最渺小的偉大[HD] Ninetynine 99樂團 348480 無情的壞男人[HD] 馬睿菈

294334 最傷感的情歌 暴林 310377 無緣就分手吧 張謙卑

265386 最想念的季節 張皓然 275085 無邊際的愛你 蕭煌奇

340915 最想念的夏天[HD] 白若溪 307853 然後 我們懂了 子安聖皓

266829 最愛你的男人 許嘉文 255986 然後你怎麼說 萬芳

303388 最愛你的是我 陳慧琳 319896 犀利girl Spexial

294499 最愛的人是你 王馨 265962 琥珀裡的擁抱 徐建軍

303409 最愛的人是你 陳興瑜 301627 痛在離別時候 俞佳

292952 最愛的只有你 蒙面哥 300230 痛到感覺不到 佚名

271305 最愛的那個人 鄰家王子 344767 痛到零點以下[HD] 沙靖杰

349876 最愛的那個人[HD] 肉一 326453 痛處還有多久 蔣福新

316282 最愛的還是你 許鶴繽 319323 痛徹心扉的愛 三寶

296620 最溫柔的力量 汪東城 343300 痛還是放不下[HD] 托尼

329489 最溫暖的冬天 劉浩航,宋孟君 296861 硬碟裡的姑娘 夢幻同人志

327175 最溫暖的光芒 小北 297977 稍息立正站好 王雪晶

349875 最徹底的朋友[HD] 黃深曲 314873 窗臺上的思念 鴻飛

316958 最精彩的豔遇 郭靜 292709 童年的紙飛機 流蘇

278526 最親密的約定 王柯,羅梓月 341477 童話中的星星[HD] 呂可欣

279164 最親最愛的你 江風 284573 童話裡的天使 周杭

301557 最親愛的媽媽 阿溫 347431 等下一季花開[HD] 譚臻臻

268785 最簡單的聲音 孫子涵 329630 等不來的回信 昊珺

296626 最難的是相遇 許茹芸 309173 等你一句抱歉 林依婷

290225 最難的是相遇{Live} 許茹芸 289547 等你在玉環湖{Live} 軍嫂組合

300814 朝陽溝好地方 李金枝 300274 等你在老地方 佚名

299742 朝陽溝-前腿弓後腿蹬 佚名 293165 等你在黃河口 陳思思

278532 期待我們的愛 王瑋 231301 等你把夢做完{Live} 零點樂隊

291423 期盼世界和平 范擁軍 299355 等我的那一天 佚名

312618 期盼最愛的你 李吟 326491 等我變了之後 張芸京

266373 期盼最愛的你 涓子 312185 等那一群白鴿 蘇晴

318316 欺騙你欺騙我 何龍雨 233867 等到天昏地暗 黎明

282631 渴望就是力量 水木年華 292989 等到煙火清涼 許嵩

326416 游向你的海洋 許佳慧 309249 等待2012 邱晨悅

301120 游春-菩薩調 卓依婷 309070 等待幸福的羊 孟楊

303470 湖南mary 雪村 339821 等待著愛的人[HD] 回聲樂團

268423 無可救藥的愛 劉牧 299802 等著你的依靠 佚名

257912 無名指的幸福 辛曉琪 297262 等愛走了以後 1983組合

289748 無名指的約定 回音哥 291441 絕不會再想她 蒙央

265802 無名指的等待 小歆 269448 給 最愛的女子 易欣

322694 無法挽留的愛 西風 231107 給了我什麼呀 陶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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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64 給大家的情歌 梁詠琪 319328 蛤蟆神“攻” 夏嘉偉

332653 給不了你什麼[HD] 劉轉亮 332798 裂縫中的陽光[HD] 林俊傑

336240 給不起的承諾[HD] 何龍雨 304068 貂嬋-嗟命薄 楊鳳英

346715 給天使看的戲[HD] 謝霆鋒 311668 貼在一起跳舞 蔡獻華

309039 給心靈放個假{Live} 和妤婕 279613 趁我們還年輕 許諾

346267 給自己的擁抱[HD] 綰馨 304675 趁著心還能飛 趙詠華

336393 給你double A的精彩[HD] 姚斯婷 297793 越長大越孤單 牛奶咖啡

230875 給你一份溫柔 陳耀川 325243 越思念越想念 張書瑤

324844 給你一個擁抱 群星 266469 越單純越幸福{Live} 王箏

302337 給你一個機會 閃亮三姐妹 299535 越超2005 佚名

313257 給你一個機會 爽子 262911 越開心越寂寞 李克勤

320713 給你一點顏色{Live} 譚維維 263781 越愛情越自虐 新街口組合

286048 給你一雙翅膀 蘇澤 332932 越愛就越寂寞[HD] 高信

282090 給你我的幸福 佳小宇 269631 越簡單越浪漫 李佳璐

298514 給你我的真心 羽泉 270491 鄂爾多斯戀曲 琪琪格

318299 給你機會誠實 莊心妍 279732 鄉下老爸老媽 趙仰瑞

319426 給我一分一秒 小蝶 333779 鄉巴佬的故事[HD] 雍鑒君

282507 給我一份真愛 月星海 271987 開在心裡的花{Live} 黃聖依

294692 給我一杯時光 靳歡琪 281287 開始 不是結束 王廠長

327989 給我一幅風景 崔來賓 322201 開門大發財了 紫海

322765 給我一點溫度 梁博 271398 開封中原名城 郭建峰

307187 給我一點溫柔 李玲玉 318252 陽光下的守望{Live} 喬軍

310286 給我一雙翅膀 張智航 333410 陽光下的我們[HD] 曲婉婷

336248 給我留個位置[HD] 吳歡 336175 陽光下的我們[HD] 張姝

262285 給我最愛的你 陳慶聰 301493 陽光下的花兒 金海心

340106 給我機會重來[HD] 孫子涵 305594 陽光裡的女孩 謝激文

305174 給個哭的機會 鄭毅 344058 雁過留聲{Live}[HD] 陳岩

296913 給家打個電話 于文華 231501 雄偉的天安門 軍旅歌曲

274617 給家打給電話{Live} 于文華 345777 雲朵上的拉薩[HD] 思予

286237 給最真實的你 張繼心 312844 雲朵上的羌寨 阿斯滿

268220 給最深愛的人 傅羽 279890 雲朵上的羌寨 流浪的悠雲,淡梅

349501 給媽媽梳梳頭[HD] 紅雨 313553 雲朵上的羌寨 爾瑪娜依

270845 給愛一個理由 榮帝丞 292885 雲朵上的羌寨 羅海英

234325 給愛人的傾訴 龐龍 233503 雲知道你是誰 黃美詩

341805 給愛情加把火[HD] 烏蘭吉雅 266706 雲笙歎軒轅劍 董貞

333386 絨花&那些花兒{Live}[HD] 孫楠 301095 飲不盡的豪爽 亞東

265657 舒伯特小夜曲{Live} 吳滌清 284587 飲養源枇杷酒 國巍

297960 舒伯特搖籃曲 王雪晶 348692 黃花菜都涼了[HD] 慕容曉曉

299664 舒伯特搖籃曲 佚名 289921 黃鼠狼愛上雞 李友勝

269387 菩提下的戀曲 紮西尼瑪 310609 黑名單上的人 郭歡

316292 萌萌滴乖乖滴 童可可 266420 黑暗中的蓮花 爽子

234223 萍水相逢的人 佚名 343445 亂燉的木吉他[HD] 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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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02 傷了心的雨季 蕭磊 299665 媽媽你真偉大 佚名

279207 傷不起的愛情 冷漠 303690 媽媽我不怕黑 童聲合唱團

318288 傷不起的愛情 呂梓銣 285829 媽媽我的親娘 吳松發

264006 傷不起的愛情 雨天,韓晶 315854 媽媽的那雙腳 曉月

288466 傷太深 愛太難 楊一郎 325782 媽媽的油茶果 宋祖英

271865 傷心2012 饒天亮 297706 媽媽的娜魯娃 巴筱艾

285050 傷心2013 湘唯一,金嫻雅 301334 媽媽的娜魯娃{Live} 林俊傑

293408 傷心2014 劉華 299487 媽媽看看我吧 佚名

327490 傷心2016 六哲 268323 媽媽您快留步 劉一禎

324426 傷心2016 孟楊 299069 媽媽您歇歇吧 佚名

269752 傷心十字街口 李蕭杰 283760 媽媽懷裡的歌 張繼紅

318227 傷心全是為你 葉時偉 279007 嫁給我親愛的 樊少華,馬建軍

279406 傷心你的墮落 邱永傳 327202 嫁錯郎入對行 孟楊

302659 傷心沒人知道 張惠妹 299553 微光中的歌吟 佚名

232543 傷心對我來說{Live} 高明駿 318782 微風吹過原野 佚名

316620 傷我最深的人 宋沛江 319334 微時代的愛情{Live} 吳梓涵

318544 傷我最深的人 孫艷 311292 微笑含著眼淚 歌浴森

317226 傷我最深的人 海闊 279535 微博裡的情緣 王易俊

307421 傷淚2015 趙科岩 303637 想他就離開我 焦峰

275127 傷透愛刺痛心 趙永 323791 想回到那一天 周興哲

268823 傷痛2011 孜龍 305466 想你2010 謝言

330429 傻瓜愛上天使[HD] 王健 339723 想你了我哭了[HD] 李弦

317228 傻瓜與野ㄚ頭{Live} 江蕙,林俊逸 323176 想你已成習慣 鴻飛

266849 傻瓜與野丫頭 謝雷,張琪 289011 想你不再心痛 秦影

266848 傻瓜與野丫頭{Live} 謝雷,劉家妏 284182 想你的日與夜 韓小薰

336319 傻傻等待的人[HD] 趙斌 288054 想你的每一夜 冷漠

306712 嗨 我的小公主 安仕偉 324832 想你的那個人{LIVE} 羅邏聖

305284 嗨早安 用早餐{Live} 蕭煌奇 319337 想你傷口會疼 莊心妍

343718 嗨嗑 奧利給[HD] 阿譯,藍樂 317526 想你想你想你 羅維帥

321806 塔尖上的中國 楊洪基 344310 想你想瘋了live}[HD] 彭佳慧

230210 奧林匹克之光{Live} 陳明 304607 想你會想我嗎(探戈) 舞曲

303251 奧林匹克之光{Live} 陳明,滿文軍 348320 想忘卻忘不掉[HD] 阿莫

231713 奧林匹克的夢 韓磊 264144 想和你看流星 張桐瑋

299587 奧運希望之光 佚名 320401 想和你喝杯酒 闞立文

335000 媽媽 你去哪兒[HD] 莊心妍 305109 想念你的心情 豬頭皮

342683 媽媽 你好嗎[HD] 王岩 278881 想念我的女人 波拉

299002 媽媽 看看我吧 佚名 336178 想要一種幸福[HD] 斯琴高麗,顧峰

292245 媽媽，我想你了 姚尚旭 345600 想要去的地方[HD] 關曉彤

341310 媽媽包的餃子[HD] 肖洋 265487 想要回到過去 何潔

342684 媽媽包的餃子[HD] 肖洋 325299 想要你因為我 朱康

337900 媽媽永遠不老[HD] 楊卿儷 337601 想要把你忘記[HD] 張佑錢

288914 媽媽你去哪了 阿影 321236 想要真心去愛 雨霖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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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26 想飛 飛過世界 吉杰 342733 愛了淡了忘了[HD] 荊濤

310516 想哭就哭出來 莊之影 341737 愛了傷了痛了[HD] 孫曉磊

327675 想爹娘回故鄉 唐濤 314493 愛上一個女孩 焦靖峰

286612 想神馬有神馬 吳莫愁,李代沫 309794 愛上了沈春陽 徐一鳴

274721 想起你想起愛 天亮飛 338679 愛上自然的你[HD] 羅文裕

316518 想送你的禮物 關喆 278953 愛上你 失去你 晨熙

299445 想偷偷告訴你 佚名 269535 愛上你 失去你 曹慰

305585 想得到得不到 謝霆鋒 313457 愛上你 失去你 奧迪

289857 想得開 玩的嗨 張羽,朱娜 334978 愛上你不奇怪[HD] 唐從聖,林采欣

319342 想著你 念著你 杜萱妍 268112 愛上你不後悔 任軒萱

340615 想著你的感覺{Live}[HD] 容祖兒,我是歌手 331131 愛上你不後悔[HD] 任家萱

278120 想著你親愛的 包蔓 263374 愛上你好姑娘 孫輝

312821 想著你親愛的 祁隆 233328 愛上你沒有錯{Live} 黃格選

289017 想著你親愛的 孫露 285830 愛上你怕了你 吳勇濱

287691 想著你親愛的 陳美惠 325489 愛上你的秀髮 鄭知文

268379 想著你親愛的 劉愷名 262981 愛上你很快樂 李霞

316310 想想也是醉了 陳玲莉 255969 愛上你給的痛 萬芳

298295 想愛就說出來 伊能靜 313725 愛上你傷了我 曉月

340868 想跟你去野餐[HD] 糖妹 265717 愛上你錯了嗎 基地小虎

341174 想遇見一個人[HD] 曾詠熙 232135 愛上別人的他 馬睿菈

336455 想聽聽你說謊[HD] 金莎 309536 愛上我的冤家 紀曉斌

325289 愚愛2016 曾羽飛 285116 愛上貝克漢姆{Live} 王麟

302732 愛 一次給不完 張學友,王菲 262885 愛上孤獨的我 劉牧

328518 愛 不需要理由 Io樂團 230617 愛上負心的人 陳玉建

338364 愛 天空幻想[HD] 陳夢晨 320406 愛上哥請直說 陶大帥

322498 愛 就這麼簡單 趙鑫 289020 愛上烏蘭察布 蘇勒亞其其格

331518 愛,有你才完整[HD] 魏晨 341735 愛上草原姑娘[HD] 王衛曉

317541 愛no Why 陳浩東 333353 愛上晨光的禍[HD] KillerSoap

297667 愛x無限大 元若藍 338369 愛上晨光的禍[HD] 殺手鐧

230382 愛一天多一天 陳曉東 341959 愛上愛的味道[HD] 張韶涵

327677 愛一天傷一天 晨熙 268957 愛上愛的感覺 尹冰兒

230932 愛一天算一天 陳雨霈 337915 愛上貓的老鼠[HD] 肖泓櫟

263914 愛一回傷一回 易欣 312050 愛已刻骨銘心 羅小虎

339114 愛一次就足夠[HD] 毅光年組合 319405 愛已被你帶走 徐進靈

281394 愛一次傷一次 花哥 262991 愛已被你撕碎 林勝天

336338 愛一直都存在[HD] 黎冰冰 289038 愛已無法回首 秦影

316168 愛一個人好難{Live} 周澎 233095 愛已經滿滿的 黃嘉千

322501 愛一場痛一場 晨熙 298432 愛已隨風而去 朱業晉

296359 愛一場夢一場 曉月 302208 愛不在就放手 烏蘭托婭

287645 愛一輩子就好 牽心牽魂 298403 愛不是一個字 朱孝天

327680 愛了 就一輩子 崔來賓 309454 愛不起傷不起 一只舟

314882 愛了吧 散了吧 李秋實 343496 愛不敢說出口[HD] 安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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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336 愛不愛都是罪 宇海文 287272 愛你一生一世 李佳倩,張宇軒

263452 愛不愛都是錯 誓言 289029 愛你一生一世 游曜徽

325309 愛不愛壞不壞 李嘉格 313711 愛你一生一世 鄭梅芳

315466 愛不會再回來 林欣蓉 288249 愛你一生一世 曉曉,香山

230416 愛不該有配角 陳曉東 278181 愛你一生不變 唱片街

316173 愛不需要裝乖 謝和弦,王詩安 233827 愛你一生不變 黎駿

309490 愛之戀未了情 柔情 281042 愛你一樣愛他 斯琴高麗

340616 愛什麼稀罕清{Live}[HD] 石頭 256460 愛你不要距離{Live} 蕭亞軒

343180 愛太累心太累[HD] 王金 267073 愛你今生無悔 鄧廣福

318547 愛幻想的女孩 帶淚的魚 267262 愛你只說一遍 馮澤雨

302750 愛心天長地久 張繼紅 317548 愛你永不放棄 柯言

318439 愛心樹遍人間 蘇盈之 327682 愛你永不後悔{Live} 于金勝

338380 愛心樹遍人間[HD] 陽光校園合唱團 263670 愛你在每一秒 王藝

301587 愛只是個傳說 雨天 302693 愛你如此狼狽 張聖全

316810 愛只說給你聽 阿寶,張冬玲 316842 愛你我的新娘 咪依魯江,成容容

289844 愛只說給你聽 張津涤,張冬玲 309430 愛你我錯了嗎 姚成駿

342206 愛生活愛老婆[HD] 任承浩 309442 愛你我錯了嗎 姚鳴

269276 愛在2012 徐一鳴 338681 愛你步步驚心[HD] 胡夏

329361 愛在2017 雨柔,望海高歌 342735 愛你沒有結果[HD] 付浩天

345605 愛在千里之外[HD] 央措柯秀 301476 愛你那麼多年 邵振鋒

317552 愛在不同空間 洪曉源 303609 愛你的心已碎 游鴻明

338377 愛在天長地久[HD] 張睿,劉惜君 348931 愛你的心袜老[HD] 唐儷,楊哲

329362 愛在世界之巔 吳鐘昊 254607 愛你的兩個我 溫嵐

323805 愛在你我之間 金波 292712 愛你直到永遠 海風,天堂飄雪

341960 愛在你我左右[HD] 群星 232450 愛你是我的錯 高向鵬

348935 愛在呼和浩特[HD] 張學慧 289034 愛你是貪心的 冷漠

319732 愛在波西米亞 吳青峰 308125 愛你寂寞一生 王愛華

328530 愛在城市的雨 張星唯 268215 愛你就成全你 倪爾萍

308235 愛在思金拉措 央金蘭澤 310153 愛你痛徹心扉 張宇軒

262379 愛在被愛之前 戴佩妮 297546 愛你愛你愛你 李緒杰

310894 愛在微笑之前 琪琪格 306072 愛你愛到心碎 顧曉宇

341615 愛在達古冰山[HD] 齊旦布 286283 愛你愛的醉了 蔣雪兒

253471 愛在輕度颱風 曾寶儀 358427 愛你愛得太久 關淑怡

302182 愛多少 早知道 殷悅 289032 愛你愛得蛋疼 洪煜祺

301178 愛如日升月落 周傳雄 231058 愛你像愛自己 陶晶

340001 愛妃愛妃愛妃[HD] 王可 298496 愛你說不出口 羽泉

348941 愛老婆會發財[HD] 王羽澤 311850 愛你還是恨你 龍梅子

348337 愛自己多一些[HD] 黃聖哲 302748 愛你還是愛我 張瓊瑤

346084 愛自己多一點[HD] 李小薇 289033 愛你斷了翅膀 張睿

264091 愛自己最快樂 張婧 284072 愛你變成害你 莫旭秋

287240 愛你1314 正月十五 339462 愛你變成害你[HD] 黃凱芹

288209 愛你一世一生 雨柔,后來者 312589 愛你變成害你{Live} 呂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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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17 愛你變成害你{Live} 黃耀明 301990 愛狗狗 愛生活 唐敏潔

304339 愛你變成害你{Live} 葉麗儀 349365 愛的wifi[HD] 余章倩

337460 愛你讓我心碎[HD] 姚天成 307025 愛的心已太累 孫曉雨

309806 愛我不必長久 徐方 296410 愛的心已太累 望海高歌

271947 愛我比你用心 魏新雨 326270 愛的心在燃燒 冰城愛歌,蘇青山

293532 愛我再多一天 山野 327224 愛的如此狼狽 驍雄

330494 愛我的每個人[HD] 任家萱 327225 愛的你在哪裡 阿彬

335728 愛我的每個人{Live}[HD] Selina 334633 愛的幸運曲奇[HD] Snh48

306737 愛我的站左邊 阿男 342390 愛的附加檔案[HD] Spexial

296397 愛我的請舉手 樓沁 264023 愛的飛行日記{Live} 周杰倫,楊瑞代

280391 愛我的請舉手{Live} 許明明 304066 愛的真傷得深 楊戩勇

279354 愛我的請舉手{Live} 墨綠森林,中國最強音 346083 愛的深傷的深{Live}[HD] 胡建烽

332702 愛我的請舉手{Live}[HD] 王宇 330722 愛的無可救藥[HD] 李小璐

342747 愛我真的不難[HD] 張星唯 269677 愛的痛徹心扉 李家輝

339117 愛我就大聲說[HD] By2 289055 愛的傷痕累累 林雨

232495 愛我就回來吧 高山林 303732 愛怎麼能遺忘 隆熙俊

264052 愛我就放過我 子楓 293487 愛是一本小說 姚亦晴

312260 愛我就跟我走 大剛 326265 愛是一個瘋字 楊洋

300467 愛我就跟我走 佚名 297747 愛是一條琴弦 毛阿敏

290613 愛我就跟我走 姚天成 280395 愛是一種信仰 趙楠

305182 愛我就跟我走 鄭麗君 327701 愛是一種責任 六哲

349362 愛我想愛的人[HD] 孫伯綸 308794 愛是什麼味道 李偉

323198 愛我還是愛他 宮長坤 325218 愛是什麼東西 岳太陽

269106 愛沒有救世主 張寒 319742 愛是你給的傷 劉河君

345099 愛沒我想的美[HD] 許佳慧 347766 愛是你給的愁[HD] 陳瑞

263023 愛沒那麼簡單 梁一貞 300077 愛是你愛是我 佚名

231370 愛走了心碎了 雷龍 340622 愛是相互依靠[HD] 查查

289062 愛走了別回頭 昊龍 256466 愛是個壞東西{Live} 蕭亞軒

311369 愛來了我來了 趙孤星 303624 愛是寂寞的風 無印良品

343811 愛來得太突然[HD] 田野 311320 愛為何說分手 綠昕

293600 愛依舊情難隨 徐元雄 333970 愛要全心全意[HD] 羅小虎

304101 愛其實並不遠 群星 263867 愛要怎麼分割 許飛

335787 愛其實很殘忍[HD] 梁文音 312301 愛要怎麼放開 六哲

308279 愛到不離不棄 田梓呈 289061 愛要說到做到 阿任

301674 愛到世界末日 姚迦藍 299496 愛要讓他知道 佚名

312689 愛到死心塌地 杜蕾 338382 愛真的不簡單[HD] 西子,戴千秋

232061 愛到灰飛煙滅 馬健濤 285025 愛能有幾平米 波拉

291060 愛到忘了自己 鮑國 321271 愛能創造奇跡 李揚光

327220 愛到風燭殘年 謝震東 349353 愛唱歌的草原[HD] 小美sunny

286875 愛到無路可走 曉依 332474 愛得不是時候[HD] 鄒文正

234173 愛到無路可退 龍川 305254 愛得死心塌地 糖糖樂團

340618 愛到無路可退[HD] 過客 286710 愛得死去活來 林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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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907 愛得那麼天真 秦瑤 347765 愛情朝九晚五[HD] 鄭興

267157 愛得真傷的深 陳瑞 312006 愛情結束的傷 藍羽

348327 愛得無路可退[HD] 單斯 232507 愛情路太坎坷 高峰

286713 愛從分手開始 歐漢聲 271184 愛情讓我心痛 趙小南

324783 愛情一碰就碎 瑤瑤 310253 愛情讓我脆弱 張祥洪

304280 愛情十二元素 葉一茜 263417 愛被眼淚代替 沈維

301632 愛情三十六計 信,小丸子 346085 愛被無情流放[HD] 莊妮

334842 愛情三十六計[HD] 蔡依林 343191 愛陪伴我成長[HD] 李焓語

325126 愛情三十六計{LIVE} 劉美麟,蓋世英雄 311851 愛就是要爆燈 龍梅子

332329 愛情三十六計{Live}[HD] 林軍 324713 愛就要在一起 海弦月

339241 愛情也有生命[HD] 古巨基,容祖兒 271005 愛就要說出來 蔡曉

347319 愛情不是兒戲[HD] 京城四姐 282524 愛就給我擁抱 李俊英

308945 愛情不是拍戲 阮以偉 281227 愛就給我擁抱 歌一生

319412 愛情不是毒藥 網路歌手 316191 愛就萬分之一 張可兒

266550 愛情不是想像 糖糖樂團 319743 愛無悔傷無悔 孫露

233908 愛情不是遊戲 黎駿 302761 愛無悔傷無悔 晨熙

310637 愛情不要轉移{Live} 陳立珂 301180 愛無邊 情無限 周傳雄

309012 愛情不被祝福 周詩雅 300078 愛短短的就好 佚名

253606 愛情外的路人 曾淑勤 270859 愛著一個朋友 蕭澤倫

256938 愛情多半遺憾 許美靜 234272 愛著她想著她 龐龍

278737 愛情自有天意 陳天紅 286725 愛著你寵著你 祁隆

332443 愛情自有天意[HD] 戚薇 323821 愛著你寵著你 彭麗嘉,祁隆

297417 愛情沒有絕對 S.H.E 309690 愛著別人的尪 唐飛

303693 愛情沒有對錯 紫君 310013 愛著遠方的你 高安

313501 愛情沒有對錯 溫嵐 287542 愛註定要分手 熊七梅

321887 愛情走了以後 趙俊承 293012 愛越真傷越的 趙華

340196 愛情走了以後[HD] 趙俊承 269161 愛越深傷越深 張牧閱

324852 愛情孤單行駛 胡建烽 300504 愛傷害了你我 佚名

268047 愛情保險公司 于金勝 282646 愛想到做不到 沈世愛,陳婷婷

278888 愛情怎麼喊停 曾沛慈 311285 愛經不起等待 榮聯合

349359 愛情是一把刀[HD] 周偉,劉馨月 266641 愛過一次就夠 胡杰夕

306750 愛情是一種病 曉月 327239 愛過了 又怎樣 張惠春

283652 愛情是什麼樣 多亮 325420 愛過了 傷過了 羅艷

310723 愛情是否依然 陳楚生 263255 愛過你恨過你 錢小寒

270680 愛情是怎麼了 胡彥斌 266843 愛過你傷了你 誠峰

283539 愛情是傷感的 歡子 316451 愛過的每一天 六哲

266058 愛情是傷感的{Live} 曾春年 270510 愛過哭過笑過 登越頓珠

233831 愛情要去哪裡 黎明 339741 愛過就已足夠[HD] 劉川楓

326259 愛情海的浪漫 鄒志杰 263412 愛過就不後悔 沈志仲

231045 愛情終於闖禍 陶喆 305395 愛過就忘的人 戴鴻鑫

333212 愛情被你拐走[HD] 吳峙軒 300877 愛過痛過恨過 李翊君

256465 愛情通關密語 蕭亞軒 308705 愛過痛過哭過 李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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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188 愛與不愛之間 回音哥 346134 新夢 意橋島[HD] 項翊,陳思樺

232546 愛與不愛之間 高明駿 323886 新槐花幾時開{Live} 任娟

293641 愛與不愛之間 曾一鳴 299159 新鞋子舊鞋子 佚名

286674 愛與不愛之間{Live} 麥子傑 322592 新錯過的情人 石梅

231699 愛與愁交給誰{Live} 韓磊 233160 新鴛鴦蝴蝶夢 黃安

330727 愛蒙住我的眼[HD] 李炳辰 349422 新鴛鴦蝴蝶夢{Live}[HD] 蔡誠俊

326276 愛需要你和我 徐國人 266791 新鮮的花兒開{Live} 蘇陽

297282 愛請問怎麼走 A-Lin 345171 暖春2017[HD] 周艷泓

279310 愛環保有詩意 羅秋紅 311053 暗戀過 結局呢 新街口組合

297493 愛戀2010 二寶 303356 會不會有以後 陳勝嶼

278858 愛戀就在夢裡 阿桑格來鵬措 270108 會有那麼一天 水木年華

265948 愛變了心亂了 后羿 232074 會有那麼一天 佚名

298160 愛讓人太盲目 王馨平 327827 會有那麼一天{Live} 巴圖,夢想新聲音

318296 感情都吵沒了 安崇藝 305355 會有那麼一天{Live} 龍智祥

319752 感謝你的恩賜 浦航 307263 會忘了 會記得{Live} 潘高峰,中國好歌曲

316848 感謝你高爾夫 姜育恆 329496 會飛的蝴蝶花 陳姿

317578 感謝你陪著我 趙榮 300891 會唱歌的故鄉 李紫君

309993 感謝你嫁給我 馬智宇 312610 會說話的啞巴 李代沫

269674 感謝你感動我 李宇春 300427 楊延輝坐宮院 佚名

287772 感謝那個女孩 李萌 289201 楓葉做的風鈴 方大同

303719 感謝親愛的主 陽一,劉雁 300079 歲歲月月年年 佚名

311585 搜尋你的名字 樊凡 256494 準備好了沒有 蕭亞軒

266273 搜尋你的名字{Live} 樊凡 289243 溝通從心開始 軍嫂組合

294453 新千年等一回 王一超 325427 溫州 我的故鄉 耶律雅歌

344373 新千年等一回{Live}[HD] 戴荃,王寧,厲害了我的歌 287800 煙火式的愛情 帶淚的魚

309255 新工人有力量{Live} 金子喬 337795 煙火裡的塵埃[HD] 華晨宇

293675 新五元人民幣 李萌 327903 煙火裡的塵埃{Live} 趙宥喬,天籟之戰

310292 新世紀的女兵{Live} 張琛 298912 當我行過麥堆 佚名

305374 新世紀的呼喚 戴玉強 327929 當我找到了你 徐佳瑩

300715 新世紀豔陽天 宋祖英 340937 當我的好朋友[HD] 丁噹

299273 新北京 新奧運{Live} 佚名 304588 當我們年輕時(中三) 舞曲

327246 新失去的味道 周子軒 299432 當我們還年輕 佚名

282715 新田園歡迎您 王秀茗 299708 當我們還年輕(華爾滋) 佚名

299259 新年到新年好 佚名 345700 當初是我錯了[HD] 歐陽尚尚

306764 新年給力DJ 李玖龍 293009 當初應該愛你{Live} 趙傳

311262 新死了都要愛 夢成 302903 當做沒愛過我 莊學忠

296578 新版傳奇源憶 唐瑞韓 293850 當寂寞來敲門 趙紅軍

304867 新時代的美蘭{Live} 劉春雲 312350 當愛已成往事 王俊凱,王源

325605 新無言的結局 孫輝,藍若兮 289298 當愛已成往事 李宗盛,林憶蓮

341126 新無言的結局[HD] 孫輝,藍若兮 278891 當愛已成往事 曾一鳴

287707 新窗前明月光 穎寶兒 340697 當愛已成往事[HD] 石頭

298617 新感覺大流行 何靜 332378 當愛已成往事[HD] 辛曉琪,周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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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56 當愛已成往事{Live} 丁于,范瑋琪 322845 跟上我的節奏 孟飛

289726 當愛已成往事{Live} 周華健,辛曉琪,許景淳,趙詠華,李度,梁靜茹 346756 跟我一起搖擺[HD] 喬玲兒

286769 當愛已成往事{Live} 柯以敏,高明駿 332761 跟我回家的貓[HD] 喬任梁

321980 當愛已成往事{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309383 跟從前說再見{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317839 當愛已成往事{Live} 譚維維,沙寶亮,蒙面歌王 289449 跟著你到天邊 吳青峰

345264 當愛已成往事{Live}[HD] 于毅,跨界歌王 289450 跟著你到天邊 韓磊

344452 當愛已成往事{Live}[HD] 古巨基 318036 跟著你到天邊{Live} 楊宗緯,蒙面歌王

342470 當愛已成往事{Live}[HD] 品冠,蒙面唱將 345749 跟著炊煙回家{Live}[HD] 南瑪子呷

333717 當愛已成往事{Live}[HD] 胡彥斌 311126 跨越網路的愛 楓舞,曉依

309365 當愛已成負擔 雨天 305066 跨進一九九九{Live} 蔡國慶,景崗山,黃格選

309376 當愛已成負擔 雨宗林 319997 農民心中的歌 十三狼

346232 當愛已成傳說[HD] 陳兆飛,倪梓悠 311366 農民的音樂夢 趙仰瑞

300936 當愛是個玩笑 李聖傑 303534 農村PK城市 單行道樂隊

300499 當愛還來得及 佚名 289897 農發行進行曲 暖調

304441 睜開你的雙眼 零點樂隊 267066 遇見未來的你 阿樂,時以凌

322746 碰不上會更美{Live} 王梓軒,中國好歌曲 328071 遇見你忘不了 陳亞博

256506 節奏與布魯士 蕭亞軒 326598 遇見你的時候 曲尕

334167 群發的我不回{Live}[HD] 郝雲 348630 遇見你愛上你[HD] 謝曉艷

303129 聖索菲亞教堂 許嵩 232905 過一個大肥年 黃一飛

265792 聖潔的白蓮花 宋祖英 346334 過了命的兄弟[HD] 李建科

295594 聖潔的索瑪花 香蝶公主 321633 過大年發大財 彭小龍

318526 聖潔與你同在 霓裳 299111 過去已成過去 佚名

303363 聖誕老人來了 陳琳 299168 過去的已成過去 佚名

311905 腳步聲在靠近 謝天笑 287236 過去的回不去 可歆

265034 腳趾上的星光 Elin 297099 過去現在未來 韓鼎睿

266115 腳趾上的星光 李心潔 311931 過去現在未來{Live} 謝恩民

298172 舅舅的豔陽天 王麟,陳翔宇 325586 過去就過去吧 冷酷

234023 萬莉哈達梅林{Live} 齊峰 307259 過兩天再愛你 游鴻明

265338 葉對根的情義{Live} 袁東方 253614 過節的霓虹燈 曾淑勤

310791 試探你的溫柔 單色凌,玉兔 335336 達文西的左手[HD] 黃宥傑

256876 詩 水蛇 山神廟 許慧欣 298022 隔條街的距離 王晶

308380 該不該 該不該 成雲剛,王星星 299653 雷雨夜-光溜溜的月兒 佚名

310547 該死的高跟鞋 許哲珮 318114 雷鋒就在身邊 李慈庸

311139 該我幸福了吧 溫嵐 344061 電梯[HD] 郁可唯

264217 該我的還給我 章藝子 330684 電話裡的秘密[HD] 徐良

308622 該走的都走吧 吳歡 310254 預言2012 張祥洪

312309 該放手就放手 太子 331566 像女孩的女人[HD] S.H.E

267355 該放手就放手 龍韓宇 335709 像女孩的女人{Live}[HD] S.H.E

281055 該遺忘的憂傷 曹智賢,櫻櫻 334275 像天堂的懸崖[HD] 李佳薇

307119 誠信就是陽光 徐健淇 308655 像羽毛一樣輕 妞妞(王崇)

337351 誠信就是陽光[HD] 徐浩峻 234290 像我一樣飛翔 龐龍

283951 賊拉拉的想你 許諾 338246 像我一樣愛她[HD] 孫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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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50 像我一樣愛你[HD] 大哲 280306 夢想不能等待 By2

320186 像我一樣驕傲{Live} 趙傳,隱藏的歌手 347699 夢想永不止步[HD] 吳英緒

339641 像我一樣驕傲{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304204 夢想的彈簧床 群星

300514 像我這樣的人 佚名 263937 夢想從心開始 楊培安

230557 像男孩的男人 陳潔儀 287898 夢想就在前方 天意

284478 像風一樣行走 劉孟哲 317358 夢想就在前方 海心

349259 像風一樣吹來[HD] 不可撤銷樂隊 302118 夢想照進現實 徐靜蕾

308405 像這樣的愛情{Live} 朱凱旗 348842 夢想燃燒成火[HD] 王梓雲

263572 像夢一樣自由 汪峰 344994 夢誅緣 春生[HD] 戚薇

283402 像夢一樣自由 畢夏,中國好聲音 345986 夢誅緣·鎖清秋[HD] 費玉清

295133 像夢一樣自由{Live} 張鈺琪 286330 夢縈魂牽的愛 陳瑞

337621 像夢一樣自由{Live}[HD] 汪峰,帕爾哈提,王凱琪,耿斯漢,李琪,中國好聲音 233430 夢醒在幾點鐘 黃磊

335971 像夢一樣自由{Live}[HD] 汪峰組四強,中國好聲音 302359 寧願一個人過 馬文吉

332697 像夢一樣自由{Live}[HD] 畢夏 302813 對不起 我愛你 梁靜茹

336552 像鷹一樣飛翔[HD] 雨木 300617 對不起 沒關係 佚名

342643 團結就是力量[HD] 張明敏 293152 對不起 沒關係 陳咏

289926 塵緣&鬼迷心竅{Live} 李度 321843 對不起不是我 孫伯綸

288846 夢一場醉一生 柳絮 286215 對不起不愛你 張娜拉

340569 夢一樣的地方[HD] 虢建五,林琳 328459 對不起不愛你 鄭曉填

320275 夢中的三亞灣 李楊飛 288937 對不起我想你 李瑞豐

265938 夢中的三亞灣 彩貝樂隊DR 297260 對不起我愛你 1983組合

308556 夢中的大草原 含煙 313152 對不起我愛你 張真菲

341916 夢中的央吉拉[HD] 央吉拉 305300 對不起我愛你 蕭蕭

317350 夢中的白玉蘭 游子組合 339219 對不起我愛你[HD] 許伊

307061 夢中的伊甸園 張姚 347289 對不起送自己[HD] 李濤

272025 夢中的查幹湖 黑駿馬組合 265827 對他說我願意 常石磊

343734 夢中的美人魚[HD] 鄧文怡 339707 對自己好一點[HD] 金志文

270509 夢中的香巴拉 登越頓珠 317447 對你一網情深 天籟天

333394 夢中的雪蓮花[HD] 巴桑拉姆 315786 對你做過的事 賴偉鋒

318389 夢中的蘋果樹 羌人老三 274735 徹底把你忘記 孫艷

345983 夢中的蘭花花[HD] 溫建林 282129 徹底把你忘記 關亞楠

286248 夢中花兒開了 楊麗 345609 慢慢陪你變老[HD] 葛巍

262396 夢回喜瑪拉雅 登格爾 329513 槐花香槐花美 于全莉

324334 夢在草原飛翔 吳小紅 327842 槐花香槐花美 韓曉輝

323084 夢在草原飛翔 華景旺 263599 歌名還沒想好 Kent

348233 夢的客愛的歌[HD] 田田 330431 歌名還沒想好[HD] 王健

327273 夢起飛的地方 周燕君,黃胤洲 322642 歌唱吧長吉圖 雷蕾

269442 夢起飛的地方 易影峰 283755 歌聲裡的回憶 莊心妍

281349 夢帶我去旅行 網路歌手 297645 滿山遍野的愛 山野

319631 夢開始的地方 張森 299360 滿江紅隨想曲 佚名

232206 夢開始的地方 駱超勇 300688 滿場飛圓舞曲{Live} 吸引力合唱組

337812 夢開始的地方{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09986 漂亮的大姑娘 馬常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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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37 漂亮的在一起[HD] 迪麗熱巴 319439 說再見 好不好 伊雪

327890 漢宮昭君出塞 付春霞 316628 說再見的時候 張可兒

297647 漫山遍野的愛 山野 321597 說好了不分手 羅邏聖

319398 漸漸被你遺忘 何龍雨 307898 說好了不見面 小賤

309074 熊寶寶乖乖地 孟楊 310765 說好不會分手 陶妍霖

290867 瑪依拉變奏曲{Live} 王莉 319440 說好只是朋友 王曼棋

298958 瑪麗的小綿羊 佚名 310126 說好的一輩子 張冬玲

282656 碧藍村的姑娘 洪祿雲,楓舞 278495 說好的幸福呢 浪花兄弟

322750 福門開 好運來 趙真 326565 說好的幸福呢 夢然

327285 福門開好運來 趙真 336384 說好的幸福呢[HD] 周杰倫

262977 種下思念的痛 李鍇 335879 說你愛我 I Swear{Live}[HD] Robynn And Kendy,蘋果園組合,中國好聲音

297628 算了吧 忘了吧 小龍 339846 說真話的朋友[HD] 羅志祥

282084 算了吧 散了吧 何龍雨 300311 說起了我的夢 佚名

301839 管他什麼音樂 范曉萱,100%樂團 232392 說起了我的夢 高勝美

288145 管他什麼音樂{Live} 周筆暢 304564 說起了我的夢(中四) 舞曲

285425 管他什麼音樂{Live} 陳俊豪,米可 294818 說給媽媽的話 于京民

320705 管你什麼星座 微胖女神 269858 說愛你到永遠 楊罡

232528 管我快不快樂 高慧君 332408 說愛你的時候[HD] Fun4 樂團

289366 綠色井陘之戀 張曙亮 308628 趕牲靈，三十裡鋪 呂金蔓

322769 綠色鄂爾多斯 葛小虎 254301 輕輕地告訴你 楊鈺瑩

321525 綠野戶外驢歌 小老頭 285978 輕輕地告訴你{Live} 春天

280482 綠飄帶飄起來 呂曹愷,羅伊然 305610 輕輕地告訴你{Live} 韓紅

312198 維也納的憂傷 鐘杰 287475 輕輕的告訴你 高瑜

290842 網路那端的你 牛國長 254302 輕輕的告訴你{Live} 楊鈺瑩

301435 網路情網路緣 波拉 314576 遙望遠方的你 花樹

326545 蒙上眼 鎖上心 冷漠,陳瑞 262617 遙遠的你和你 洪啟

268874 蒙古族婚禮歌 宋玉柱 308906 遠方來的阿妹 沙瑪學鋒

331595 蒲公英的翅膀[HD] 烏蘭托婭 339582 遠在眼前的你[HD] 王心凌

344802 蒲公英的腳印[HD] GNZ48 322045 遠遠的看著你 雲飛

338756 蓓蕾 國語版[HD] Super Girls 270069 遠遠懂你的人 樊凡

292523 說一聲不愛你 曉航 283580 鳳凰落在瑞麗 呂薇

328041 說一聲我愛你 黎詩敏 296008 劉三姐的歌謠 楊朗朗

333978 說了再見以後[HD] 蘇打綠 232636 劉老根片尾曲 佚名

294545 說不出我愛你 胡宇威 349676 厲害了我的國[HD] 成龍

298296 說不出的快活 伊能靜 344201 厲害了我的國[HD] 許歌淳一

325657 說不出的快活{LIVE} 王祖藍,跨界歌王 344633 厲害了厲害了[HD] 龍梅子,老貓

326668 說不出的快活{Live} 柳影虹 312055 嘩嚓嘩嚓的心 羅文中

304337 說不出的快活{Live} 葉麗儀 315620 嘿兄弟咋了撒 王洋

335560 說不出的味道[HD] 王心凌 303108 嘿嘿Taxi 許茹芸,歐陽菲菲

319965 說不出的思念 夏文晴 263156 寫在心裡的歌 米娜

302117 說什麼我愛你 徐齊強 233521 寫給自己的歌 黃義達

306990 說分手不可以 周晏伊 323739 寫給你的情書 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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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35 寫給你的情書 趙鑫 345335 蝸牛&You Raise Me Up{Live}[HD] 蔡宜達,跨界歌王

253957 寫給城市的詩 楊千嬅 300450 蝸牛與黃鸝鳥 佚名

317440 寫給孩子的歌 六水 345734 蝸牛與黃鸝鳥{Live}[HD] 張愛瑪,歌聲的翅膀

328453 寫給某人的曲 李克 335802 誰不曾誰不想[HD] 羽泉

348891 寫給某某的歌[HD] 張小耀 298495 誰不曾誰不想{Live} 羽泉

278311 寫給童年的我 徐譽滕 331055 誰比我還懂你[HD] 黃鴻升

282552 寫給慧晶的信 李萌 333628 誰先得到幸福[HD] 張睿

282972 寫給誰的情書 超泉rz組合 283797 誰在乎我的淚 朱正杰

293031 廢話裡的傳說 超級未來大樂隊 268320 誰在窗外流淚 刀郎

348913 廣東愛情故事[HD] 廣東雨神 300368 誰的眼淚在飛 佚名

288972 彈彈琴戀戀愛 胡夏 232169 誰的眼淚在飛 馮博娟

284684 影視金曲串燒{Live} 小瀋陽,八強學員 280559 誰的眼淚在飛{Live} 金潤吉

278879 德不孤必有鄰 波拉 324117 誰是下一個哥 張譯文

306814 憂傷的天蠍座 馬常寶 301197 誰是下一個哥{Live} 周艷泓

313726 憂傷的天蠍座 曉月 328043 誰是你好朋友 南拳媽媽

317580 憂傷的華爾滋 阿毛 287731 誰是我的新郎 劉曉

290419 憂傷的華爾滋 高原 263048 誰是我的織女 立濤

325830 摩天輪的思念 王俊凱 284700 誰是最美的人 平安

233378 撒哈拉的月亮 黃湘怡 287401 誰是最美的人 洪祿雲,陳水林

310831 數不盡的星空 曾沛慈 281546 誰愚弄了上帝 陳威男

290425 數到三我不哭 魏然 321598 誰愚弄了上帝{Live} 陳威男

230101 數到三就不哭 陳慧琳 233106 誰愛你到永久 黃國俊

294158 數到三就忘記 唐古 334006 誰搞的情人節{Live}[HD] 陳蕾

309097 數著你的藉口 弦小杰 318254 誰對你最溫柔 任賢齊

330482 暫時的男朋友[HD] 嚴爵 339337 誰對你最溫柔[HD] 任賢齊,魔幻力量

303617 樓下那個女人 游鴻明,高家慧 328890 誰種下的情毒 歌一生

299039 樣樣紅(恰恰) 佚名 300080 誰說我不在乎 佚名

332095 潛意式的殘酷[HD] 鄧紫棋 232562 誰說我不在乎 高明駿,陳艾湄

286528 潛意式的殘酷{Live} 鄧紫棋 297632 誰說我不愛你 小龍

334527 熟悉的陌生人[HD] 洪卓立 268880 誰說我不愛你 寶莉斯

269648 熱戀你的美麗 李利依 338760 誰說我不愛你[HD] 林宗興

340702 瘦成一道閃電[HD] 陸海濤 303703 誰願意嫁給我 華順

299668 稻田裡的火雞 佚名 346317 請一定要幸福[HD] 杜佳

318779 稻草裡的火雞 佚名 310692 請不要離開我 陳柔希

347058 窮孩子早當家[HD] 飛龍 347954 請叫我小仙女[HD] 丁丁

282778 窮孩子富孩子 米粒,謝桐 316201 請回到我這裡 阿四

344778 窮得只剩音樂[HD] 曾詠熙,劉雨昕,張悠然 300713 請你幫我升級 夾子樂團

291393 緣已盡情難了 王覺 292184 請你繼續愛我 周艷泓,金潤吉

282983 緣份是天註定 路童 299872 請別再說愛我 佚名

344482 編織星空的人[HD] Crispy 脆樂團 230694 請別再說愛我 陳琳

339331 蔚藍色的晴朗[HD] 韓偉 310331 請別說我愛你 張道儒

324094 蝶戀花 唐陸情 心沐 310904 請留在我身邊 程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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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47 請記住我的愛 賀一航 311590 親 別苦了自己 樊少華

310345 請接受我的愛 張雷,雲菲菲 326559 親百姓 百姓親 黃訓國

345744 請揣滿人民幣freestyle[HD] 謝帝 325296 親愛的 我懂了 朱其民

343570 賞你一個痛快[HD] 田亞霍 278051 親愛的 謝謝你 亦勛

282086 賠了命毀了情 余潤澤 290262 親愛的丈母娘 趙斌

309954 賣藝的小青年{Live} 郝云 286574 親愛的小妹兒 成銘

338767 踏出一路陽光[HD] 王藝歌 288446 親愛的小妹兒 張洪波

300081 踏著夕陽歸去 佚名 285521 親愛的不要走 馬力

230851 躺在你的衣櫃 陳綺貞 311584 親愛的不要走 暴林

301323 靠近你溫暖我 林依輪 294694 親愛的不要哭 韓冰

302334 靠近你靠近我 閃亮三姐妹 328883 親愛的老同學 光前

349180 靠著寂寞取暖[HD] 龍梅子 303658 親愛的你可知 程響

284456 駝鈴夢坡戀歌 馮瑞麗 343565 親愛的你好嗎[HD] 蔡卓妍,馬天佑

292590 黎明的小星星 李小浩,李緒杰 297541 親愛的你別走 于玄子

344083 黎明前的黑夜[HD] 蔡一銘 271465 親愛的你別哭 金丹

278843 黎明前的憂傷 Shelly 佳,西西(Rumiki) 279233 親愛的你走了 李明宇

346911 奮發的蒙牛人[HD] 牛人組合 323436 親愛的你要走 傷感一哥

279548 學不會的眼淚 文筱芮 307459 親愛的你哪裡 門麗,龍飛

346022 學到老愛到老[HD] 金潤吉 325336 親愛的別嫁了 楊臣剛

308846 憶秦娥 婁山關 李潮 321588 親愛的別想我 蘇月,祁隆

233271 戰友還記得嗎{Live} 黃志堅,老兵,小曾 283756 親愛的別離開 張凱

309120 戰場2012 明聖凱 332678 親愛的我有了[HD] 徐譽滕

347811 擁抱月的太陽[HD] 丁子峻 323437 親愛的我愛你 王德一彪

284136 擁抱你的微笑 郭靜 284464 親愛的我愛你 冷酷

230388 擋不住我的心 陳曉東 284990 親愛的我愛你 欣新

335790 擋不住的太陽[HD] 炎亞綸 294522 親愛的我愛你 祁隆

328693 樹和葉的約定 曉月 269826 親愛的我愛你 楊廷廷

339514 樹與根的情義[HD] 諸諸葛葛 271234 親愛的我愛你 鄧小龍

286829 橘黃色的花瓣 苗苗 306840 親愛的我願意 謝容兒

289204 機器鈴 砍菜刀 張衛 324417 親愛的咱不哭 孫家山

279509 澡堂裡的男人 王廠長 321592 親愛的祝福你 梅朵

232138 澳門一九九九 馬群琪 306841 親愛的嫁給我 王英俊

339297 激情點燃夢想[HD] 閆桂佳 322818 親愛的嫁給我 常青

287657 燃燒,孤枕難眠{Live} 蕭煌奇,楊培安 294914 親愛的嫁給我 劉新財

326436 燃燒吧小宇宙 丁克森 278437 親愛的想你啦 楊孟茜

297796 燃燒吧小宇宙 牛奶咖啡 320777 親愛的跟我走 莊子軒

299027 燕子捎來喜訊 佚名 268939 親愛的對不起 小薇

230106 糖衣與巧克力 陳慧琳 312373 親愛的對不起 王鈺卓

322005 翱翔吧 瀘州艦 熊慶 278415 親愛的對不起 李虎

306835 翱翔吧中美標 徐新軍 231377 親愛的對不起 雷龍

289412 螢火蟲的心願 張可兒 271791 親愛的請保重 雷啟飛,李佳茜

290298 螢火蟲飛呀飛 鄭源 278052 親愛的謝謝你 亦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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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06 親愛的謝謝你 琛子 344433 燭光裡的媽媽{Live}[HD] 王紫菲

306842 親愛的謝謝你 樂洋 331870 燭光裡的媽媽{Live}[HD] 羽泉

309668 親愛的聽我說 修美娜 342009 牆上的向日葵{Live}[HD] 李志

327314 親愛親愛的你 望海高歌 310467 環遊四季的愛 梁靜茹

316945 親親你的酒窩 梁紅兵 305260 瞳孔始終有你 蕭正楠

324108 親親的二人臺{Live} 天駿 328795 瞳孔裡的太陽 群星

344508 親親的大草原[HD] 唐薇 346268 總結出的歪理{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230015 親親的中國人 陳思思 336142 總會有一個人[HD] 陳浩民

306843 親親的老母親 張斌 300982 臉兒紅心兒跳 李麗菁

340980 親親的老百姓[HD] 郝萌 231341 臉頰貼緊月球 雷光夏

323439 親親的老百姓{Live} 郝萌 316413 薔薇下的許願 三寶

290937 親親的西北風{Live} 蒙克 324098 襄陽我的家鄉 樂飛揚

322822 親親的雪蓮花 劉玉東 329702 講不出的再見 唐子淇

315374 親親的腳手架 張艷君 345353 講不出的秘密[HD] 黃文武

297642 親親豬豬寶貝 小靈靈 312004 謝幕後的孤獨 藍冰

232280 親親豬豬寶貝 騰訊 324123 謝謝了朋友們 邵杰

347476 貓頭鷹的眼睛[HD] 王立婷 299224 謝謝你 冬的雪 佚名

298913 醒來吧雷夢娜 佚名 325894 謝謝你 對不起 闞立文

232615 鋼琴上的芭蕾 高榕 345355 謝謝你,冬的雪{Live}[HD] 王錚亮,金曲撈

278545 錫林郭勒之戀 百變金童 345354 謝謝你,冬的雪{Live}[HD] 巫啟賢,王錚亮,金曲撈

283076 錫林郭勒草原{Live} 阿日布杰,哈斯,阿茹娜 266745 謝謝你不珍惜 蕭全

298373 錯不在你和我 成雲剛,郝耀霞 324272 謝謝你不愛我 冷漠

279579 錯是你痛是我 小多 314644 謝謝你吳莫愁 吳小蕊

263092 錯愛2010 龍奔 344807 謝謝你沒放棄[HD] 晏文彬

308084 錯愛2011 王偉 281033 謝謝你放我走 戴愛玲

312077 錯過你我不要 羅時豐 347471 謝謝你的玫瑰[HD] 鄧靈

326614 錯過你的緣份 雷子萱 320796 謝謝你的無情 阿賴

297134 錯過的海岸線 阿翼 410027 謝謝你的溫柔 曹雅雯

299501 錯過就是悲哀 佚名 330444 謝謝你的溫柔[HD] S.H.E,飛輪海

326630 隨心free 徐浩 295180 謝謝你陪著我 暴林,張怡諾

301088 駱駝草的思念 那順 307272 謝謝你愛過我 王中平

267152 鴛鴦河鴛鴦橋 陳水強,王思儷 318018 謝謝你選擇我{Live} 張勝淼

263897 默背妳的心碎 余文樂 344027 謝謝爸爸媽媽[HD] 瞿睿婕

341890 優翔帶你飛翔[HD] 優翔群星 310684 謝謝您的牽掛 陳思思

328614 戴眼鏡的將軍 XY兄弟 265877 還不成熟的我 張小翅

232557 擦亮你的名字 高明駿 294737 還在等她的愛 鴻飛

312257 擦乾你的淚水 大雨點兒,一萬個理由 314907 還有什麼好說 鴻飛

312790 擦乾你的淚水 易帆 330642 還有眼淚就好[HD] 張惠妹

317653 擦乾你的淚水{Live} 王迪 315356 還有眼淚就好{Live} 張惠妹

324275 擦乾你的淚水{LIVE} 劉沖 302541 還我一個永遠{Live} 張宇

324333 濠江 我的家鄉 吳哲銘 320822 還是選擇放手 李翊君

309451 燭光裡的媽媽 姜育恆 303585 還能孩子多久 曾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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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46 還能做朋友嗎[HD] 張麒垚 314662 離開你離開我 王孟西

321640 還捨不得離別 弦子,孟庭葦 300800 離開我 別惹我 李東升

311955 還跟在你身邊 韓庚 308747 離開我別惹我 李東升

265406 隱形的第三者 蹇紅 309298 離開我的自由 阿杜

318100 隱形的第三者 簡紅 327337 離開前叫醒我 莊心妍

297213 鴻雁你慢慢飛 郭歡 279614 離開這個地方 許諾

312396 點亮智慧人生 王鶴錚 265382 離愛情有點近 天天,張心傑

303996 點亮智慧人生 楊坤 264100 壞天使好魔鬼 張小覺

324196 點亮萬家燈火 紀敏佳 297830 壞天氣好心情 王心如,格里杰夫

300421 斷了線的風箏 佚名 317581 懷念一部手機 高夫

300918 斷了線的風箏 李逸 341771 曠野中的石頭[HD] 薛松

324608 斷腸人在天涯 李創 305332 瀟灑的的背後 霍正奇

280299 檸檬香的夏天 檸檬草樂團 303158 瀟灑的康巴人 郭瓦·加毛吉

334838 檸檬草的味道[HD] 蔡依林 334841 爆米花的味道{Live}[HD] 蔡依林

314653 檸檬草的味道{Live} A-Lin,我是歌手 302343 羅密歐的世界 閃亮三姐妹

291448 檸檬草的味道{Live} 蔡依林 290554 羅曼蒂克主義 劉罡,陳嘉璐

303632 瀋陽我的故鄉 無鳴 303910 羅漢錢-回憶 黃麗婭

345227 瀋陽啊 瀋陽{Live}[HD] 正能量組合 309487 藥王山的傳說 春雷

299042 瀏陽河(倫巴) 佚名 349111 藥師八佛聖號[HD] 何婷

344439 獵!獵魚達人[HD] 曲肖冰 301371 證明我多愛你 林淑蓉

302773 禮拜六禮拜七 曹方 303840 證明我多愛你 黃清元

349972 簡單的小幸福{Live}[HD] 任妙音 279546 邊防戰士之歌 溫博

307465 糧倉滿 天下安{Live} 閻維文 256963 邊界1999 許美靜

308543 舊情人 舊情歌 冷漠,李策 320835 鏡子裡的女人 陳瑞

307946 薩日朗的微笑 天駿 335615 關上所有的燈[HD] 記號士

328871 薰衣草的味道 游小青 330984 關不住的秘密[HD] 關穎

344499 藍天下的高原[HD] 田田 332440 關不掉的月光[HD] 庾澄慶

299077 藍色的多瑙河 佚名 333311 關不掉的月光{Live}[HD] 金潤吉,庾澄慶

299589 藍色的薔薇雨 佚名 326623 關於你的記憶 崔乙幕

293286 藍藍的馬蓮花 龔玥 311763 關於我們的愛 盧崛娃娃

270432 藏家兒女的心{Live} 王莉 307980 關於愛的定義 方大同

333422 轉角那個女孩[HD] 李唯楓 324170 難以割捨的緣 王覺

314657 轉身 不是離開 熊七梅 324728 難以割捨的緣 潘七魁

303434 雙烈記-誇夫 陶琪 280615 難以釋懷的愛 甜美真

338056 離不開的月亮[HD] 索朗扎西 305118 難忘初戀情人{Live} 鄧麗君

346773 離不開家的媽[HD] 周巍 316209 難忘東方微笑 徐浩峻

289501 離別的那一天 柳絮 318107 難舍你的溫柔 宋沛江

269651 離家的那一天{Live} 李利依 318108 難舍你的溫柔 海闊

330491 離開地球表面[HD] 五月天 268996 難過不是很多 左樂

285645 離開地球表面{Live} 尹熙水 320854 難過不是很多 正午

230622 離開你我哭了 陳玉建 254306 難道你不明白 楊鈺瑩

323487 離開你捨不得 胡玉 305202 難道這就是愛 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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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49 難道愛你有錯 龍帝 282942 聽了一夜的雨 譚詠麟

349181 願平安歸於你[HD] 徐千雅 301094 聽不完的山歌 亞東

308681 願做你的牛羊 完瑪三智 278970 聽不見你愛我 楚緒鵬

316964 願做你的行星 鴻飛 348566 聽不見的挽留[HD] 鄭康淳

306874 騙了情毀了愛 黃勇,獨飛 317939 聽不見的晚安 洪韻兒

305813 龐曉宇的眼淚 龐曉宇 320735 聽不見看不見 劉克泉

299346 嚴寒難鎖春風 佚名 348567 聽老婆沒有錯[HD] 杜青

287514 寶貝,嫁給我吧 黃文海 324071 聽你愛聽的歌 童可可

268355 寶貝你在哪裡 劉大成 304682 聽我唱這首歌 趙詠華

347288 寶貝的新朋友[HD] 華語群星 271332 聽我說親愛的 鄭東

279328 寶貝絕不放棄 馬響 314676 聽見心裡在哭 肖寶

332476 懸崖上的玫瑰[HD] 陳妍希 322783 聽那一首天籟 才娜旺姆

339808 獻給明天的吻[HD] Snh48 256955 聽那星光歌唱 許美靜

304970 獻給阿媽的歌 德乾旺姆 325476 聽信你的謊言 趙鑫

293841 獻給阿媽的歌 譚維維 294305 聽從心的聲音 徐輝

321463 獻給媽媽的歌 龔玥 262307 聽情歌忘了她 陳玉建

336269 繼續我們的夢[HD] 徐少楠 339323 聽情歌的男人[HD] 陳偉

309955 蘇格蘭 我的家{Live} 郝云 230924 聽窗外的風鈴 陳辰

230108 觸不到的戀人 陳慧琳 234256 聽說你就要走 龍飄飄

305661 觸不到的戀人 瞿穎 300083 聽說你離開他 佚名

265030 觸動心 觸動愛 By2 300960 聽聽你的聲音 李曉東

284560 觸痛心觸痛愛 吳迪 335183 戀人未滿&Brown Eyes{Live}[HD] 陶喆,九九,彭也

345751 躁不完的青春[HD] 果味vc 303523 戀上你的無賴 喬洋

327350 釋迦牟尼心咒{Live} 李雨兒 294716 戀曲1980 馬瑩姍

294252 飄洋過海的魚 莊心妍 333486 戀曲1980[HD] 陶喆

298207 飄動的紅絲帶{Live} 古巨基,祖海 289611 戀曲1980{Live} 五月天

302602 飄雪的那一天 張洪波 285190 戀曲1980{Live} 胡海泉,丁澤強

349554 飄落紅塵的緣[HD] 嚴蕾 286098 戀曲1980{Live} 陶喆

310612 黨啊親愛的黨 都市蒼狼 341749 戀曲1980{Live}[HD] 朴翔,中國新歌聲

349444 櫻花粉的浪漫[HD] 二珂 232355 戀曲1990 高勝美

347383 櫻花粉的浪漫[HD] 周二珂 306883 戀曲1990 劉方慶

282051 蠟筆沒了小新 喬洋 345612 戀曲1990{Live}[HD] 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349129 護持藥師經咒[HD] 何婷 232958 戀曲1999 黃偉麟

232902 鐵蹄下的歌女 麼紅 270167 戀曲2012 沙寶亮

283360 魔鬼中的天使 崔天琪 266620 戀曲2012 肖亮,黑鴨子演唱組

289529 魔鬼中的天使 莊心妍 310697 戀曲2012 陳美惠,雷龍

330825 魔鬼中的天使[HD] 田馥甄 278353 戀曲2012 曾軼可

348688 魔鬼中的天使[HD] 簡弘亦 298449 戀著你的影子 朱樺

288973 彎彎的新豐江 蘇洲 287844 戀愛禁止條例{Live} Snh48

314673 歡樂的馬鍋頭 魏宗武 332360 讓世界充滿愛[HD] 群星

322644 歡樂的葡萄節 周燕君 289573 讓世界充滿愛{Live} 丁曉紅,郭峰

284919 聽一曲蝶戀花 李珊 315803 讓世界充滿愛{Live} 唐子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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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60 讓世界都聽見 林俊逸 269201 讓愛捲土重來{Live} 張萌萌

255086 讓他們都知道 王芷蕾 310731 讓愛簡簡單單 陳瑞

292116 讓生命去等候 劉辰希,吐洪江 294409 讓愛飄進夢鄉 楓舞

301652 讓全世界起舞 姚乙 318021 讓夢自由的飛 關良

297412 讓自己亮起來 S.H.E 304134 讓綠色聽得見 群星

302570 讓自己離開吧 張虎 348010 靈感 與你彤行[HD] 關曉彤

315804 讓你疼著的魚 陳瑞 347433 籬笆裡的薔薇[HD] 崔二丫

234083 讓你讓我崩潰 齊秦 312152 觀世音菩薩贊 蘇亞

316600 讓我一個人走 何遇程 289424 觀音靈感真言 印能法師

270585 讓我好好愛你 索南扎西 296740 灤河水灤河美 韓曉輝

344808 讓我把歌唱完[HD] 李騰一 338548 驢背上的琴聲[HD] 拉毛王旭

358993 讓我抱著你哭 陳慧嫻 270380 (越劇)陣陣細雨陣陣風 王志萍

319980 讓我為你祝福 紅薔薇 302120 1/1000秒 徐懷鈺

292237 讓我們回去吧 太陽部落 289565 17歲女生的溫柔 Sweety

271624 讓我們回家吧 阿魯阿卓 347517 18歲的第一天[HD] 毛鵬懿

311180 讓我們回家吧 葉俊華 270684 2002年的第一場雪 胡斌

309359 讓我們回家吧{Live} 阿魯阿卓 304188 2010等你來 群星

281249 讓我們在一起 汪峰 314924 2012的情歌 盧星燦

299401 讓我們看雲去 佚名 329002 20歲的耶誕節 狄安娜

274779 讓我們跳起來{Live} 常健鴻 326670 26.8℃ 草原情 天亮

300720 讓我們舞起來{Live} 宋祖英 318473 B-612行星 脫拉庫樂團

288540 讓我們舞起來{Live} 鄭璐 325216 Baby我想你 岳太陽

231616 讓我悄悄離去 韓寶儀 322938 Baby我愛你{Live} 岳太陽

307231 讓我笑讓我哭 正歌 322937 Baby就是你 佩希

334377 讓我做你的家[HD] VOX 玩聲樂團 334904 B面的第三首歌{Live}[HD] 麥子傑

315138 讓我牽你的手 譚英 307794 Dance電司 Lollipop F

267260 讓我學會成長 馬雲飛 341302 Do You Really Wanna Be With Me[HD] 羅孝勇,黃宇希

297056 讓我默默離開 張冬玲 311646 Dota英雄論 蔡雨晴

339339 讓我默默離開{Live}[HD] 張冬玲 348035 Happy扭腰[HD] 南征北戰

234085 讓我讓你崩潰{Live} 齊秦 348705 I Love 三亞[HD] 鄂中華

338517 讓初戀像昨天[HD] 游鴻明 338894 Just The Way You Are&稻香{Live}[HD] 徐林,劉偉男,中國好聲音

308136 讓明天更美好{Live} 王瑩 320072 Like我一下 Fuying,Sam

297057 讓風帶走回憶 二古月 262241 Man In The Mirror 鏡中人 陳冠希

301038 讓時間停下來 沙寶亮 265146 Oaoa現在就是永遠 五月天

270449 讓寂寞更寂寞 王野 233107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Live} 黃國倫

346319 讓視界充滿愛[HD] 大勇 280686 One By One Oh We're Gonna Die Tizzy Bac

305227 讓微笑多一點 燕妮 304840 Qq姑娘嫁給我 劉宏杰

311376 讓愛不再搖擺 趙星翔 233061 So Don't Stop向前沖 黃品源

297054 讓愛回到從前 吳宏彬 338566 Susen 我是如此愛你[HD] 任妙音

314685 讓愛有個結局 桑紫菲 334892 Take A Bow+夢醒時分{Live}[HD] 陶喆,王奕丁

302568 讓愛死了算了 張虎 341862 Thinking Out Loud&鳳凰于飛{Live}[HD] 羽田,中國新歌聲

305435 讓愛自由自在 蟑螂合唱團 284552 We Will Rock You,將軍令{Live} 吳克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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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95 一二三四五六七 韋唯 314953 一生守候你的愛 楊哲

342560 一人我兩袖清風[HD] 東方南音 322234 一生守候這份情 王馨

286117 一人走向內蒙古 智濤 270266 一生托給一個人 潘美辰

293687 一千年後記得我 林俊傑 324880 一生有你做朋友 董冬

338204 一千個假想結局[HD] 吳雨霏 342565 一生我們是兄弟[HD] 阿楠

332071 一千萬次的淚水[HD] 朱俐靜 286682 一生的愛只為你 周璇

295638 一千零一個願望{Live} 鄭湫泓 324566 一生的愛只為你{LIVE} 易銘

322954 一千零一篇日記 彩貝與海 318611 一生的愛只為你{Live} 謝名

310199 一千零九十五天 張海鵬 338574 一生都是好兄弟[HD] 王偉,郭少杰

344869 一寸光陰一寸金[HD] 邱海昕 285504 一生陪你唱情歌 音樂走廊

231409 一寸相思一寸淚 青山 288262 一生最最愛的人 益初措

303860 一寸相思一寸淚 黃清元 345832 一生最愛的是你[HD] 何建清

311116 一寸相思一寸淚{Live} 楊燕 339879 一生最愛的是你[HD] 祁隆

231410 一寸相思未了情 青山 319483 一生愛你千百回 孫露

347561 一山一水一首歌[HD] 陳瑞 332931 一生愛你夠不夠[HD] 高信

231469 一山還有一山高{Live} 靜婷,李國祥 291202 一生跟你在一起 小夢,王佐文

269450 一不小心丟失你 易秀明珠 292426 一份情意一首歌 張平

310370 一不小心愛上你 張翰,江映蓉 313154 一年更比一年好 張真菲,曹磊

332981 一切都是因為愛[HD] 倪安東 289858 一年更比一年好 張瑩,黃俊

323525 一切都是我的錯 賈富營 308883 一年最美這一天 沁心小築

278785 一切都是我的錯 魏俫 311837 一年最美這一天 鮑樂樂

315665 一天一點愛上你 徐譽滕,謝佩璇 293197 一曲相思唱不完 韓寶儀

262329 一心一意又如何 陳野 315668 一曲相思情未了 楓舞,相容

299818 一支短笛輕輕吹 佚名 339150 一曲紅塵一曲淚[HD] 郭少杰

268082 一方青天日月朗 仝林梅,李永成 324424 一曲紅塵一滴淚 孟楊

326696 一日不見如三秋 望海高歌 325940 一曲凱歌天下揚 張天甫

303873 一日不見如三秋 黃清元 292446 一朵雪花的美麗 張渼壹

320923 一片桃花一片緣 張寒 310002 一朵蓮花就地開 高山

233922 一片蔚藍的天空 黑楠 295754 一朵鮮花鮮又鮮{Live} 李丹陽,孔慶學

270602 一世江山萬年情 納蘭 320922 一次幸福的機會 蕭敬騰

230713 一世情緣一世愁 陳瑞 294817 一百塊錢騙我玩 T2O

275205 一生一世只愛你 顧莉雅 336224 一百塊錢騙我玩[HD] Joyner Lucas

341203 一生一世在一起[HD] 楊鵬程,龔雪兒 279504 一百萬噸的信念(國) 汪峰

295758 一生一世好兄弟 蒙面哥 299333 一束梅花朵成對 佚名

285751 一生一世守護你 劉強 346419 一步青山一首歌[HD] 張超

293107 一生一世愛一回 閆旭 336070 一見你我心就跳[HD] 孫邦楠

318323 一生一世愛著你 吳慶國 292069 一見鍾情的感受 冷惜言

293160 一生一世跟著你 陳岩,紅薔薇 279833 一見鍾情駐心房 段玉宏,李紫欣

307388 一生中最愛的人 藍雨 313095 一見鍾情駐心房 婉如璞玉,天健

345831 一生兄弟大過天[HD] 強東亮,杜歌 343023 一命二運三風水[HD] 李建科

320924 一生只愛這一回 海闊,艾可兒 282261 一定要你來救我 四分衛

291122 一生好好去愛你 凝聽 324315 一定要相信自己 盧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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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74 一定要相信自己[HD] 盧廣仲 279823 一個真實的故事{Live} 鄧小坤

344114 一往情深的戀人{Live}[HD] 李健,歌手 303258 一個偉大的名字 陳俊華

344118 一枝一葉總關情[HD] 李佳,蘇詩丁 295004 一個深愛的女孩 周越洪

232194 一直在找一個人 馮瑋君 289605 一個深愛的女孩 喬砥

317122 一直沒有愛過我 鴻飛 309058 一個被遺忘的人 孟楊

258102 一直到春天過去 鄭秀文 312170 一個善變的女人 蘇富權

298264 一肩挑起千古情 石村 291993 一個媽媽的女兒 烏蘭托婭

335847 一段情歌一段傷[HD] 龍梅子 314749 一個媽媽的女兒 郭瓦·加毛吉

311461 一派水鄉好天地 劉怡 279822 一個愛情的流浪 花世紀樂團

279839 一首搖滾上月球 四分衛 285347 一個毽子七八七 鄭志立

317109 一個人沒有同類 龔琳娜 333555 一個歌手的情書[HD] 周三

298052 一個人的平安夜 王雅嫻 285882 一個歌手的情書{Live} 周三

231843 一個人的抒情歌 韓雪 314750 一個錯誤的相遇 瑞雪

331182 一個人的孤獨感[HD] 吳迪 320089 一個轉身的距離 阿香

253895 一個人的美術館 楊千嬅 310129 一個黨員一面旗 張可

267848 一個人的耶誕節 Kenny 317125 一起happy Mc Hot Dog,張震嶽

320084 一個人的情人節 張可兒 315673 一起打拼的兄弟 何人

302632 一個人的情人節 張啟靚 318454 一起走過的時光 廣杰

231894 一個人的情人節 順子 304095 一起唱過這首歌{Live} 群星

316781 一個人的情人節 羅鋼 342569 一起搖擺&I Feel Good{Live}[HD] 于憶,夢想的聲音

325574 一個人的華爾滋 任和 340797 一起彈琴的日子[HD] 王旭鵬

230554 一個人的圓舞曲 陳潔儀 342277 一條心的好兄弟[HD] 伍國強

263488 一個人的聖誕夜 田芯兒 338570 一場悲劇的故事{Live}[HD] 浩軒

270704 一個人的聖誕夜 胡杰夕,田芯兒 323526 一場愛情一場夢 王建榮,司徒蘭芳

315663 一個人看小丸子 佳妮 301527 一場遊戲一場夢 阿杜

279819 一個人偷偷流淚 易帆 234051 一場遊戲一場夢 齊秦

294595 一個人偷偷流淚 謝世超 333547 一場遊戲一場夢[HD] 吳克羣

305475 一個人唱的情歌 謝知言 342562 一場遊戲一場夢[HD] 陳岩

343022 一個人過耶誕節[HD] 吳俊余 285452 一場遊戲一場夢{Live} 陳羽凡,張石

348058 一個人變兩個人[HD] 太陽傑 360384 一壺好茶一壺月 黎田康子

325552 一個士兵的愛情 黃文武 286912 一朝芳草碧連天 曹軒賓

288636 一個士兵的愛情 黃文武,羅敏 290322 一開始就是個錯 金澤

322230 一個女人的笑話 王藝霖 338207 一萬次說我愛你[HD] 鄧海

311516 一個女人的寂寞 劉雪微 309890 一萬次錯了以後 涓子

312218 一個甲子的回望 蘭旗兒 309590 一路有你好幸福 胡梅

307871 一個光年的距離 小宇 345837 一路走 一起老[HD] 郭宏武

331702 一個光年的距離[HD] 宋念宇 308498 一路和諧一路歌 冷漠

279821 一個有故事的人 張勝淼 336508 一路情歌向草原[HD] 張冬玲

318566 一個有故事的人{Live} 張勝淼 278391 一路凱歌清風揚 李宏偉

304785 一個老頭穿靴頭 銀霞 267197 一路陽光到草原 雲龍

339147 一個男人有多難[HD] 陳偉 305925 一輩子忘一個人 鐘芹

232701 一個美麗的傳說 魏金棟 269683 一輩子的好兄弟 李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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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36 一輩子的好兄弟 祁隆 306062 人生就像一場夢 顧凱

345839 一輩子的好兄弟[HD] 東風 265554 人生最美第二春 劉一禎

322961 一輩子要像一天 列子 347196 人生短短幾十年[HD] 賁小偉

342281 一輩子這樣愛你[HD] 黃文武 320971 人生道路快樂走 楓舞

342282 一輩子這樣愛你[HD] 黃文武,張渼壹 345875 人生難得幾回醉[HD] 王強

344876 一輪青春要過了[HD] 王凱平 268808 人在他鄉喊故鄉 孫維良

319485 一縷情絲一場夢 李玲玉 308410 人有主張有膽量 朱躍明,戴燦

345448 一聲兄弟在一起[HD] 王西忠,楊大勇 311436 人到山西不想走 劉文濤

312158 一臉滄桑去望北 蘇夏 230317 人逢知己千杯少 陳星

307211 一顆溫暖男人心 柴華 297990 人逢喜事精神爽 王雪晶,莊群施

282925 一轉身就是永遠 許諾 282673 人間仙境美駝梁 湘齊萌

335370 一邊唱歌一邊哭[HD] 傅松 325981 人間精品起來嗨{Live} 大張偉,蓋世英雄

325292 七夕不是情人節 望海高歌 300626 人說山西好風光 佚名

301422 七月初七我等你 武士峻 314753 人說山西好風光 郭瓦·加毛吉

349215 七月荷塘留香歌[HD] 細哥細妹 314969 人說山西好風光{Live} 程晨

232536 九片棱角的回憶{Live} 高旗 292904 八千里路雲和月 騰格爾

324351 九江 迷人的地方 周偉 282577 八月桂花遍地開 楊昭

231169 九拾九朵紅玫瑰 陸萍 233157 八卦八卦我牽掛 黃安

270381 二十八歲沒老婆 王振楠 320194 八面來風大拜年{Live} 白致瑤,王傳越

343652 二十四小時柒天[HD] 盧廣仲 348161 刀{Live}[HD] 烏拉多恩,夢想的聲音

279090 二十年後再相會 洪祿雲,陳水林 321033 刀郎不能沒有你{Live} 羅邏聖

325975 二十年後再相會 莊秋玉,劉偉龍 341463 刀劍如夢2.0[HD] 八三夭

283032 二十年後再相會{Live} 金婷婷,戴玉強 319592 十七歲的小情歌 王矜霖

342292 二手車人在路上[HD] 何松濤 270830 十七歲的北極星 范瑋琪

317168 二期生首推之歌{Live} Snh48 267284 十八姑娘一朵花 鳳飛飛

325976 二逼青年歡樂多 李猛 305076 十八姑娘一朵花{Live} 蔡琴

334481 人人都唱草原風[HD] 徐千雅 292319 十字路口的選擇 小喬

304535 人人都說我愛你 與非門 266614 十裡河流金的河 聶建華

320968 人民不會忘記你 彭高平 322344 又在夢裡見到你 祁隆,任妙音

349617 人生在世要感恩[HD] 毽子飛 323059 又見人間四月天 酔美

324418 人生好比一杯酒 孫浩然 232464 又見可憐落魄人 高子洋

279893 人生何處是春天 流蘇 289608 又見兩隻蝴蝶飛 雲菲菲

256039 人生其實很簡單 葉倩文 309769 又是一年春來早 孫瀅迎

322264 人生是七轉八起 玩具船長 326065 又是一年桃花開 蔣大為

316472 人生若只如初見 王愛華 308106 又唱山歌給黨聽{Live} 王喆

285112 人生若只如初見 王韻壹 298676 又像細雨又像風 佚名

316941 人生若只如初見 望海高歌 325757 又像細雨又像風 青山

274841 人生若只如初見 新子 279399 又像細雨又像風{Live} 青山

290487 人生若只如初見 萬傳武 311235 三七花開等你來 雷佳

315678 人生健康最寶貴 袁泉 279845 三八阿花吹喇叭 糯米團

327446 人生得意酒一杯 阿毛 328193 三十八號大迪曲 好妹妹樂隊,陳粒

285205 人生就是一場夢 艾歌 293553 三分愛情七分騙 張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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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651 三分感情七分騙 張寒 231705 千古英雄浪淘沙 韓磊

308555 三生三世的承諾 含紫煙 325753 千年愛戀千年情 余天助

316942 三生石上一滴淚 望海高歌 317291 千年蟲之中國龍 王愛奉,樓蘭,田野

342573 三生石上的誓言[HD] 雨露 305287 千言萬語心燒夜 蕭蕭

305932 三年離別又相逢 鍾偉 301268 千里萬里兵哥哥 易秒英

285960 三百六十五條河 姜波,胡馨月 311635 千萬句的我愛你 潘贏

297762 三百六十五裡路 毛甯,吳倩蓮 306161 千萬裡我要回家{Live} 張地

283343 三百六十五裡路 塔斯肯 293081 口袋裡的對不起 郭頂

304604 三百六十五裡路(中四) 舞曲 286263 土豪，交個朋友唄 湯加麗,儲毅

297770 三百六十五裡路{Live} 毛寧,楊鈺瑩 305122 夕陽問你在那裡 鄧麗君

320103 三羊點贊送吉祥 山水組合 267050 大千世界留美談 閻維文

325725 三沙有條北京路 張天甫 269954 大山走出的孩子 根呷

344124 三沙有條北京路[HD] 丁金源 346509 大山深處的故鄉[HD] 趙雲紅

258105 三個人一個約會 鄭秀文 279466 大山深處是我家(國) 譚學勝

302187 三個人的情人節 浩然 331867 大中國&We Will Rock You[HD] 羽泉

286049 三峽最美是巫山 蘇賢文 348238 大手小手 手把手[HD] 鄧力瑋

282818 三湘四水美如畫 胡建民 320288 大王叫我來巡山 趙英俊

349600 三萬英尺的夢想[HD] 愛新覺羅 韓青 339689 大王叫我來巡山[HD] 賈乃亮,甜馨

297540 上天為我流眼淚 于玄子 326728 大王叫我來巡山{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343632 上天關了一扇門[HD] 草蜢 321814 大王叫我來巡山{Live} 賈乃亮,李小璐,賈雲馨

314976 上去高山望平川{Live} 蘭天,李連銳 343472 大吉大利大雞腿[HD] 群星

347180 上海是個傷心地[HD] 陳群 298168 大吉大利中國年 王麟

339620 上海灘 夜未眠[HD] 黃品源 286398 大地回春滿庭芳 M -Girls

293703 下定決心忘記你 正雲,鄭東 231528 大年三十包餃子{Live} 鞏漢林

328200 下定決心忘記你 杜飛 326730 大叔不賣我香蕉 龍梅子,老貓

319499 下定決心忘記你 孫露 298481 大河漲水沙浪沙 牟青

313374 下定決心忘記你 寒月 231648 大紅棗兒甜又香 韓延文

331673 下定決心忘記你[HD] 大哲 298039 大紅綢子飄起來 王菲菲

344126 下定決心忘記你[HD] 大哲,乞丐 230251 大紅燈籠高高掛 陳明真

346822 下定決心忘記你[HD] 雨霖楓 331776 大風大浪大步走[HD] 李澤堅

313926 下定決心忘記你{Live} 大哲 344997 大家一起喜羊羊{Live}[HD] 尹子璐,歌聲的翅膀

345456 下定決心等著你[HD] 大哲 304112 大家唱首新年歌 群星

346823 下雨天的好時光[HD] 吳佳一,金玉婷 295074 大家過個開心年 巧千金

279853 下雨時你在哪裡 劉昊 349301 大浪淘沙好兄弟[HD] 楊胤

230828 下個星期去英國 陳綺貞 326729 大隻廣與羅密歐 郭泇妏

336511 下個轉彎是你嗎[HD] 楊丞琳 314990 大理茶花等你來 張艷君

230703 下輩子不做女人 陳瑞 299738 大祭樁-惱恨爹爹心不正 佚名

309210 下輩子依然愛你 欣哲,張小寶 326111 大雪小雪又一年 劉玉東

262948 下輩子要嫁給你 李澤雅 270784 大雁的家在哪裡 蘇亞

348097 也許這就是宿命[HD] 糖糖樂團 312142 大黃老鼠皮卡丘 蘇仨

323637 千山萬水人海中 何龍雨 265731 大搖大擺迎春來 大張偉

308499 千分之一的機會 冷漠 317370 大興安嶺我的家 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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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132 大聲喊出我愛你 徐浩峻 301882 小鳥唱出了黎明 韋秀嫻

269294 大聲喊出我愛你 徐健淇 271558 小帽&大將名五更{Live} 閆學晶

282435 大聲說出我愛你{Live} 徐健淇 271550 小帽&江北送情郎{Live} 閆學晶,董寶貴

343741 大鵬展翅的地方[HD] 羅媛 344281 小腳帶你闖天下[HD] 小腳藝術團

311338 大齡青年的愛情 趙小兵 311181 小僧也要談戀愛 葉勇良

278956 大齡青年的愛情(國) 晨熙 292972 小聲說出我的愛 覃楨

332156 大齡青年的愛情[HD] 奧迪 296251 小蘋果 大鳳梨 郎郎(馬志鋒)

319642 女人 鏗鏘的玫瑰 冷酷 297981 小魔女的魔法書 王雪晶

343751 女人一生不容易[HD] 小昕 231547 山上松柏青又青 韓再芬

345013 女人三十一枝花[HD] 齊妍妍 318328 山山水水都是愛 吳春花

310332 女人不能心太軟 張雷 285330 山村有位好姑娘 逗號

299085 女人天生愛做夢 佚名 323141 山谷中的草房子 聶詩

306969 女人四十一朵花 劉爽 266778 山青水秀生態美 蘇曉慶

263568 女人再流一次淚 微微 301110 山前山后百花開 卓依婷

302562 女人到底想什麼 張杰,張宇 231437 山南山北走一回 佚名

278829 女人們你們聽好 Mc天佑 297992 山南山北樂陶陶 王雪晶,莊群施

311586 女人就怕嫁錯郎 樊少華 295070 山風一樣的自由 山鷹組合

312094 女朋友要帶回家{Live} 譚杰希 311684 山裡阿妹愛唱歌 鄧冬梅

232952 女孩別為我哭泣 黃俊郎 321849 山歌一曲唱滿鄉 金姍姍

280796 女孩我的心上人 劉牧 312250 山歌不唱不快活 艷陽天

290546 女孩我的心上人{Live} 劉牧 297532 山歌好比春江水 于文華

317392 女孩兒與四重奏{Live} 許茹芸,蒙面歌王 294080 山歌好比春江水 余文博

336231 女孩愛上電吉他[HD] 于文文 313547 山歌好比春江水 寧可

313938 小三還是別找了 胡玉 339450 山歌好比春江水{Live}[HD] 中國小童星

304497 小小一個小女人 甄妮 341714 山歌好比春江水{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327624 小小少年愛京胡 沈君如 345580 山歌好比春江水{Live}[HD] 嚴絲琳,程晨

300216 小小羊兒要回家 佚名 336413 山歌美景醉天下[HD] 李清影

284436 小小羊兒要回家 侃侃 285060 山歌追著太陽唱 熊思嘉,權琳麗

303897 小小羊兒要回家 黃曉君 326743 山歌唱出好兆頭 周鼎棋

265302 小小羊兒要回家{Live} 楊燕 263351 山歌唱出好兆頭 孫維良

230625 小小麼姑愛煞人 陳玲玉 349765 山歌唱出好兆頭[HD] 劉貴賢

297597 小小豬的大大愛 小杰 338334 山歌唱出幸福來[HD] 拉毛王旭

318819 小牛小羊逃跑了 佚名 288030 山歌牽出月亮來{Live} 曲丹

267028 小王子的漂流瓶 金莎 284920 川藏線的兵哥哥 李珊

318170 小妹小妹你最美 于金勝 231512 工人階級硬骨頭 軍旅歌曲

283174 小妹兒嫁給我吧 高旭,Aiko 231506 工農兵聯合起來 軍旅歌曲

266017 小河淌水的故鄉 易白 326744 工體北路的憂傷 趙真

300234 小雨打在我身上 佚名 347576 不一樣的美男子[HD] 馮建宇

327627 小時兒的動畫片 何方 265623 不可思議愛上你 化學猴子

323134 小康生活恰恰恰 烏蘭圖雅 317147 不可觸摸的戀人 鄭業成,劉志宏,李宏毅,張子文

343773 小康生活恰恰恰{Live}[HD] 烏蘭圖雅 262448 不必在乎我是誰 方炯鑌

318896 小強也有大夢想 夏嘉偉 329058 不必在乎我是誰{Live} 林憶蓮,我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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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21 不再是你的男人[HD] 超越 341650 不要拒絕我愛你[HD] 羅曜

348081 不再為你流眼淚[HD] 常笑 278817 不要後悔說愛我 龍嘯

230944 不再為誰流眼淚 陳飛彤 298604 不要飛蛾再撲火 何金超

317145 不再逃脫你的愛 紅薔薇 288677 不要飛蛾再撲火 孫德峰

320106 不再做你的寶貝 茹雪 287169 不要問我累不累 小臭臭

330622 不好意思我愛你[HD] 容祖兒 285779 不要這樣好不好 莊心妍

295800 不好意思我愛你{Live} 容祖兒 301580 不要這樣想起我 雨天

294730 不如明天去旅行 鴻飛 318330 不要對男人太好 宋旭

342574 不如溫柔的唱吧[HD] 黃英 262314 不要對愛說抱歉 陳瑞

348084 不存號碼的朋友[HD] 李聞霖 325527 不要說情非得已 雨露

255190 不完美也要精彩{Live} 王菲 299973 不要輕易說bye Bye 佚名

263449 不到最後不放手 誓言 344141 不要輕易說分手[HD] 王大宇

299522 不怕黑夜不怕醉 佚名 323545 不要輕易說再見 冷酷

232087 不知不覺愛上你 馬天宇 343039 不要輕易說再見{Live}[HD] 蔣沁芸

344137 不知如何報答你[HD] 薩仁高娃 265801 不要錯過我的愛 小山,蕭全

322249 不後悔曾經愛過 謝小雨 230491 不要隨便說bye Bye 陳淑樺

308752 不是不愛才分開 李治廷 280755 不要騙我騙自己 冷漠

299502 不是春雨沒有來 佚名 263075 不要讓我一個人 路綺歐

265282 不是秘密的秘密 楊冪 311242 不要讓我再流淚 雷婷

309574 不是猛龍不過江 胡彥斌 268433 不要讓我等太久 劉繼業

345857 不是陳奕迅的歌[HD] 陳浩炫 315713 不負未來不負親 張雷

266804 不是童話的童話 袁攀,尹甜 325415 不負光陰不負你 笑天

311091 不是說好不分手{Live} 楊罡 349229 不負如來不負卿[HD] 蓉卓

265665 不是藉口的藉口 呂雯 297811 不降落的滑翔翼 王力宏

279039 不為自己最快樂(國) 顧凱 258119 不能承受的感動 鄭秀文

339625 不為誰而作的歌[HD] 林俊傑 297730 不能停下的節奏 月亮(許十云)

329060 不為誰而作的歌{Live} 徐苑,夢想的聲音 266092 不能這樣愛著你 李俊旭

340802 不為誰而作的歌{Live}[HD] 徐佳瑩,林俊傑,我是歌手 294897 不能陪在你身邊 六仔

342289 不為誰而作的歌{Live}[HD] 劉美麟,陳冰 300871 不能擁抱的天空 李崗霖

234287 不相信你不愛我 龐龍 335557 不能讓你一個人[HD] 王宏健,林依

310444 不要只愛我一天 曹爾真 334260 不配做你男朋友[HD] 張遠喆

319509 不要再來傷害我 孫露 317143 不做小三好多年 張海

270027 不要再來傷害我 夢成 327416 不做愛情膽小鬼 鄭東

270841 不要再對我說謊 榮帝丞 347181 不做愛情膽小鬼[HD] 王亦心

253308 不要再說你愛我 于台煙 334607 不做壞人很久了[HD] 陳威全

332879 不要再說你愛我[HD] 李明翰 284253 不被祝福的幸福 楊丞琳

310803 不要再說我愛你 寒冰 270049 不被瞭解的怪人 棉花糖

327427 不要吃喝嫖賭抽 阿權 329054 不勞而獲的幻想 葛鎮狄

288676 不要向星星許願 貫詩欽 327419 不尋常的另一半 楊曦,康榕

315009 不要忘記我的愛 王鐸 300084 不曾結束的故事 佚名

316350 不要忘記我愛你 張碧晨 232924 不曾結束的故事 黃丹萍

348088 不要來做第三者[HD] 韓冰 346825 不曾離別的夏季[HD] 楊方豔,楊艾,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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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156 不想再為你動情[HD] 任佳名 232667 不願一個人入睡 高隆

327421 不想再為誰流淚 歌聲飛揚 262094 不願再為你流淚 阿華

291601 不想再欺騙自己{Live} 李緒杰 231201 不願放手的擁抱 雅鋒

265964 不想再說我愛你 徐海濤 231207 不願放開你的手 雨天

293383 不想回家的女人 何龍雨 349612 不願南飛的候鳥[HD] 易欣

295808 不想回家的女人 宋飛 265060 不願相信男人嘴 孟楊

295572 不想回家的女人 陳瑞 311200 不願看見你的臉 董偉

332507 不想回家的女人[HD] 大哲 232647 不願看到你流淚 高進

343638 不想回家的女人[HD] 鄒志杰 309780 不願做你的寶貝 孫艷

294731 不想你和她一樣 鴻飛 315721 不願意把你放棄 雨中百合

339157 不想忘記的聲音[HD] 雷光夏 265912 不屬於我的溫柔 張義傑

297328 不想和你在一起 The Go-Go's,Me Me 318913 不顧一切去愛你 海生

266018 不想和你做朋友 星弟,小賤 268170 不聽情歌聽什麼 何龍雨

311484 不想和你說再見 劉洋 317161 中二少女養花記 白百何

315016 不想放手讓你走 阿毅 286412 中文舞曲串燒Dj Somi獨家dj

331209 不想放開你的手[HD] 子楓 302854 中脈道和一家親{Live} 章小軍

287083 不想為你再流淚 趙華 323549 中國文藝的春天 王瑩

281074 不想浪費你眼淚 曾婉婷 310871 中國我為你歌唱 湯非,王莉

311887 不想做你的小三 戴妃兒 309435 中國我為你歌唱{Live} 姚貝娜,沙寶亮

269489 不想做你的情人 晟瑤 266470 中國我為你驕傲 王美茹

326751 不想就這樣結束 王愛華 311271 中國神童丁俊暉 廖名揚

310016 不想說出我愛你 高旭 308774 中國婚禮祝福曲 李建軍,李學勤

315720 不想聽愛情故事 High4,趙乃吉 287920 中國夢 中國少年 王麗萍

311472 不愛了就放手吧 劉俊成 329074 中國夢 我們的夢 崔海洋

336517 不愛又何必糾纏[HD] 吉佑社 308138 中都草原等你來 王曉娟

344887 不愛又何必糾纏[HD] 威仔,阿夏 340510 中華民族一家親[HD] 楊五琴

263618 不愛你還能愛誰 王崗崗 282067 中華美德代代傳 任明

255191 不愛我的我不愛 王菲 304784 五月薔薇花兒開 銀霞

319506 不愛我就放開手 小玉 285343 五百年桑田滄海 鬱鈞劍

333560 不愛我就傷透我[HD] 大哲 279659 五星紅旗我愛你 擁江帆

287798 不愛請把手放開 孫銘澤 312161 五星紅旗飄起來{Live} 蘇勒亞其其格

332268 不會消失的夜晚{Live}[HD] 劉文傑 279048 五毒丸與解毒散 顧凱

344136 不會發生的假如[HD] 高雲陽 303145 五音不全唱情歌 許興剛

294271 不會讓你一個人 張希晨 279334 五彩繽紛的生活 （Colorful Life） 蒙太奇樂隊

332901 不該相遇在秋天[HD] 程響 345872 五彩繽紛的生活[HD] 蒙太奇樂隊

324936 不過是你不愛我 趙鑫 302883 五路財神跟著你 莊學忠

310194 不管未來有多遠 張海 309913 井岡杜鵑花又開{Live} 納蘭珠兒

289991 不說分手的分手 林董 288693 井陘美在山林水 劉彥萍

343644 不說話的好朋友[HD] 陳致逸 405824 什麼水面打跟鬥{Live} 黃婉秋,何有才

330730 不懂送花的男生[HD] 李韋 309336 今天 我又想你了 阿茹娜

310157 不離不棄到永遠 張旭 304667 今天十六喜成雙 趙媛媛

338584 不癡不傻不是愛[HD] 火狐狸虛擬組合 231052 今天你要嫁給我 陶喆,蔡依林

Page 663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9092 今天你要嫁給我 樊桐舟 313782 今生陪你一起走 戴嘉良

286217 今天我們正年輕 張曼 347202 今生陪你一起走[HD] 王智寒

233801 今天的天氣很好 黎明 338229 今生陪你一起走{Live}[HD] 孫浩雨

300857 今天是你的生日 李娜 285506 今生陪你醉一回 音樂走廊

302168 今天是你的生日 殷秀梅 278524 今生就要在一起 王志

302238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祖海 342296 今生就要在一起[HD] 楊海彪

233964 今天是你的生日{Live} 黑鴨子演唱組 347200 今生就愛這一回[HD] 馮一航

318919 今天是你的生日{Live} 譚晶,廖昌永 322988 今生最愛的唯一 韓春雨

281106 今天要聽什麼歌 李亮超 323559 今生無緣來世戀 蔣嬰

263328 今生不要離開我 孫寶奇 292218 今生註定愛上你 大張杰

311805 今生不能在一起 賴有天 323557 今生愛你到永久 蘇青山,王馨

292282 今生不願錯過你 孫艷 328232 今生愛的就是你 龍澤雨

292556 今生不變的愛戀 望海高歌 332710 今生愛的就是你[HD] 祁隆

320144 今生今世的兄弟 石尚 269472 今生與你夢相隨 曉月

320143 今生今世的兄弟 劉倧洲,石尚 269263 今生誰能共嬋娟 彩雲追月

309279 今生今世做兄弟 長春蟲子 344157 今生遺恨來世緣[HD] 張軍,楊麗琨

310501 今生今世做兄弟 畢達,長春蟲子 303176 今生難得有情人 郭峰,程受

341878 今生今世跟你走[HD] 央吉拉 294929 今年我們畢業了{Live} 包啟寧

283546 今生今世難忘你 顧繼軍 322267 今年更加要努力 華語群星

279898 今生欠你的一切 六哲 341653 今年更加要努力[HD] 群星

325987 今生兄弟來世情 三寶,李志和 306212 今年春節要回家 青春老少年

325986 今生兄弟來世情 三寶,愛歌 302899 今年要比去年好 莊學忠

289905 今生只為你等候 望海高歌 301198 今年過節不收禮 周艷泓,張瀚元

282695 今生只為你瘋狂 王可 267971 今夜又一個人睡 東陽

283005 今生只為你瘋狂 鄭銘 309642 今夜又下著小雨 降央卓瑪

337967 今生只為遇見你[HD] 波拉 321750 今夜不想一個人 張津涤

281364 今生只想讓你陪 翁汕汕 299173 今夜台北沒有你 佚名

294883 今生只愛你一人 倪梓悠 254107 今夜台北沒有你 楊小萍

343049 今生只愛你一次[HD] 王不火 331968 今夜你又陪別人[HD] 陳一暢

318920 今生只愛你一個 李志洲 309664 今夜你沒有出現 風無心

317180 今生永遠的愛戀 曉曉 233800 今夜你會不會來 黎明

284999 今生有你已足夠 江楓 339630 今夜你會不會來{Live}[HD] 黎明,隱藏歌手

288342 今生有你不孤單 廖兆軍,藍玫 310725 今夜你會在哪裡 陳瑞

301928 今生有你就值得 飛歌流星 322265 今夜我想醉一回 曉東

281384 今生有約是堂皇 胡梅 325734 今夜身邊沒有妳 青山

345475 今生你我是兄弟[HD] 海銘 342295 今夜的我好寂寞[HD] 喬玲兒

320145 今生你是我的緣 王藝霏 282502 今夜為你醉一回 曹雷

349623 今生我在尋找你[HD] 阿伊米拉 308251 今夜風兒輕輕吹 左汀汀

312080 今生我們一起走 羅焱坤 293643 今夜請將我遺忘 月星海

322986 今生來世的情緣 周利劍 282456 今夜靜靜地想你 成銘

329095 今生都是好兄弟 包一飛,王亮 288697 今夜還是想要你 白雅彤

278317 今生陪你一起走 惠子,冷漠 325523 今晚只是有些話 陳零九,孫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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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84 今晚就喝這些酒[HD] 楊海彪,Lf兄弟 339207 天山之花望北京[HD] 阿爾法

264233 允許我愛你好嗎 趙傳霖 304103 天天都是豔陽天 群星

299335 公共汽車開來了 佚名 298795 天仙配-含悲忍淚往前走 佚名

263385 六十年是一首歌 宿雨涵 324775 天生我材必有用 王覺

268045 分手了還想念你 于金勝 288374 天在下雨我在哭 默契李智

348163 分手才懂這是愛[HD] 雨宗林 300175 天使飛進你夢裡 佚名

287001 分手不要說愛我 張明 230209 天使飛進你夢裡 陳明

317254 分手不能做朋友 何流 321819 天使逃離的那天 七街小屋

279169 分手以後才明白(國) 姜灃 340175 天使逃離的那天[HD] 七街小屋

333504 分手以後做朋友[HD] 丁少華 338639 天空海闊一起闖[HD] 劉強

325161 分手何必做朋友 周子軒 332587 天亮之前我愛你[HD] 鄭家星

316971 分手別再說愛我 黃俊淵 288861 天亮以前天最黑 張可兒

339180 分手來的太突然[HD] 龍奔 282387 天亮以前天最黑 張可兒,小楠

269501 分手的夜下著雨 景鵬 347272 天亮以後說分手[HD] 獅子合唱團

287094 分手的痛誰知道 陳天紅 335364 天亮以後說分手[HD] 樂樂

325182 分手後依然愛你 姜梓浩 329241 天亮後不再是我 初晨

230915 分手後的情人節 陳超 326112 天南地北山東人 樊少華

313077 分手後還是朋友 高安 288500 天南海北四川人 蔣舟

271847 分手後還是朋友 韓鋒 344241 天氣預報報一報{Live}[HD] 霍尊,楊樹林,厲害了我的歌

327508 分手就不要再見 宋旭 305582 天真活潑又美麗 謝雷

287543 分手就別再回頭 熊大 309591 天堂最美是杭州 胡梅

347646 分別容易相見難[HD] 鄭源 262619 天堂裡沒有冷漠 海峰

306217 分開一天就想你 吳若萱 282770 天涯何處無芳草 秀才

305127 分開不一定分手 鄭凡 345550 天涯何處無芳草[HD] 鄭永波

344192 分開不是誰不好[HD] 郭靜 329243 天涯海角最相思 風語

315048 化蝶伴你雙雙飛 楓舞,相容 265763 天涯處處是芳草 子楓

288247 化蝶伴你雙雙飛 曉依,楓舞 279097 天涯歌女&四季歌(國) 洪祿雲,楓舞

299223 友誼花開萬里香 佚名 271078 天龍八部之宿敵 許嵩

308954 天上人間柴達木 來國慶 290533 天邊傳來一首歌 劉媛

282653 天上人間都是歌 洪祿雲,楓舞 313226 太陽出來喜洋洋 張邁

340838 天上有個納木措[HD] 卓瑪央宗 303829 太陽出來喜洋洋 黃美詩

299207 天上沒有北大荒 佚名 287241 太陽出來喜洋洋{Live} 民族娃娃

298520 天上沒有烏雲蓋 羽泉 233579 太陽出來喜洋洋{Live} 黃英

298693 天上無雲不下雨 佚名 345552 太陽出來喜洋洋{Live}[HD] 彭子翱,歌聲的翅膀

266438 天下太極出武當 王宏偉 270871 太陽住在大海裡 葛本軍

294878 天下相親與相愛 余翠芝,孫楠,容祖兒,王力宏 270103 太陽尚未出東山 段婷婷

341327 天下最美的女人[HD] 蔣大為 287340 太陽從西邊升起 尚雯婕

285892 天下最美的草原 呼斯楞 284632 太靠近你的溫柔 孫紫晴

288264 天下最美的草原 索朗扎西 300235 夫妻雙雙把家還 佚名

348243 天下無敵好兄弟[HD] 赤龍,姚志堅 303000 夫妻雙雙把家還 莊學忠

298789 天下媽媽都一樣 佚名 313195 夫妻雙雙把家還{Live} 張琪朗,呂珊

317375 天下誰不認識你 苗苗 298800 夫妻觀燈-觀燈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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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68 少了你該怎麼辦 曾寶儀 297756 手握黃泥塑春秋 毛惠茹

231493 少年先鋒隊隊歌 軍旅歌曲 346118 手機手機我問你[HD] 陳心蕊

298804 少年壯志不言愁 佚名 269818 支隊最美的陽光 楊宗華,任小飛

315059 少年壯志不言愁{Live} 吳駿飛 328635 文化大媽廣場樂 王文琦

269796 少年維持的煩惱 楊丞琳 279172 日出東方志更長(國) 金波

341528 少年維特的煩惱[HD] 楊丞琳 299875 日前領了嚴親令 佚名

299122 引誘敵人來打槍 佚名 264020 日進千鄉萬理財 卓依婷

316599 心上人你在何方 何遇程 303711 月下待杜鵑不來 費玉清

299678 心上人像達瑪花 佚名 308955 月光下的走婚路 來國慶

285110 心上人像達瑪花{Live} 王雯 318192 月光下的明月山 文姬

311277 心中只想喜歡你 榮楊 309437 月光下的紅樹林 姚峰

323152 心中永遠只有你 曉月 234361 月光下的鳳尾竹 龔玥

293269 心中有愛不寂寞 黃靜芸 304054 月光下的鳳尾竹{Live} 楊鈺瑩

234270 心中的太陽月亮 龐龍 327828 月光下的緬茨姆 完瑪三智

323767 心中的次仁拉姆 澤仁伍波 296630 月光裡的察哈爾 鐵文太

293479 心中喜歡就說愛 好妹妹樂隊 281225 月光灑落的河堤 歡樂和聲歌友會

308170 心中最美的月亮 王馨 279476 月兒彎彎照九州(國) 騰格爾

234159 心甘情願的欺騙 龍奔 300348 月兒彎彎照九洲 佚名

290571 心兒為愛受了傷 吳澤昊 234362 月兒彎彎照九洲 龔玥

329324 心兒跟著你飛啦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9009 月季花開好運來[HD] 飛亞合唱團

306235 心兒跟著妹妹走 于全莉 301555 月亮月亮我恨你 阿楠

296311 心兒跟著妹妹走 韓曉輝 329497 月亮月亮等等我 黃麗萍

326778 心牧梅林香雪海 心牧梅林 298164 月亮代表我的心 王馨平

308315 心花開在草原上 吉娜 234069 月亮代表我的心 齊秦

290171 心動&背對背擁抱{Live} 蕭敬騰,洪晶晶,李怡輝 230045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陳慧琳

298771 心想唱歌就唱歌 佚名 268477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單紫寧

266034 心裡想誰就是誰 曉月 265297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楊燕,林沖

319705 心裡夢裡都是你 暴林 296628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趙鵬

324532 心電感應808 張靚穎 321936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齊秦,中國之星

329331 心電圖2016 王梓軒 313707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 鄭少秋,汪明荃

279517 心馳神往峨眉山(國) 王利 330269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HD] 蔡琴

311740 心隨著愛去流浪 曉依,曹雷 335105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HD] 蕭敬騰,封語,許一鳴

342721 心隨夢想去遠航[HD] 魏近 330290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HD] 謝安琪

324512 心懷仁慈天地寬 張艷君,高娟 231025 月亮代表誰的心 陶喆

296326 心靈睡過的地方 吳彥凝 301412 月亮代表誰的心{Live} 林鋒

307478 心靈睡過的地方 降央卓瑪 330173 月亮代表誰的心{Live}[HD] 林峯

231730 心靈睡過的地方 韓磊 349433 月亮出來亮汪汪{Live}[HD] 萬山紅

286239 手扶拖拉機斯基 張薔 299316 月亮河邊的孩子 佚名

303909 手拿一朵紅玫瑰(母子嶺)選段 黃麗婭 290399 月亮高高雲中藏 雷蕾

299804 手拿一枝紅玫瑰 佚名 326363 月亮醉倒後山坡 錢萬千

296525 手捧奶酒敬親人 烏蘭托婭 289192 木車木房木鑽戒 詹子謙,小莫

302076 手提羊毫喜洋洋 徐君 301024 欠你一個一輩子 沈志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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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361 比心更痛的眼眸{Live} 鄭源 323561 他黑名單裡的我 家家,袁曉婕

331665 比較大的大提琴[HD] 周杰倫,梁心頤,楊瑞代 344159 他愛她愛他愛她[HD] 吳陌川

322649 比爾蓋茨的大腦 馬睿瑄 339393 他舉起右手點名[HD] 蘇打綠

335368 比遠更遠的地方[HD] 仁者紳閨 332039 他還認不認得我[HD] 丁噹

299475 水晶鞋與玫瑰花 佚名 310416 仙俠世界之錯過 戚薇

317752 水鄉何處不飄香 于青 337085 以命運般的約定[HD] 水母樂隊

281272 水墨永嘉越千年 李金輝,胡潑,金海娃,葉賽約 230418 以為你只對我好 陳曉東

266152 水靈靈的瑤妹子 李直 284540 以為愛情沒有了 葉蓓

346655 火{Live}[HD] 汪蘇瀧,蒙面唱將 310308 兄弟 你喝高了吧 張萌萌

328737 火了草原火了愛 烏蘭托婭 342102 兄弟一起闖天下[HD] 常紅剛

339798 父母恩重難報歌[HD] 陳星 346460 兄弟干了這杯酒[HD] 任海旺

270235 父親母親我的愛 游美靈 345498 兄弟干了這杯酒[HD] 韓俊林

343940 父親母親我的愛{Live}[HD] 游美靈 329143 兄弟不是哥依靠{Live} 楊國慶

345690 父親寫的散文詩[HD] 許飛 339643 兄弟有事你就說[HD] 楊天,馬明

346207 父親寫的散文詩{Live}[HD] 姚晨,跨界歌王 321772 兄弟別忘老地方 唐唐

298973 王老先生有塊地 佚名 326796 兄弟抱團打天下 群星

298458 王老虎搶親-一輪明月照高樓 朱藺 325748 兄弟抱團打天下 羅嘉俊

298633 王貴是個好後生 佚名 292092 兄弟的這份情義 劉彬城

311073 世上只有老婆好 楊宇弦 329145 兄弟情似一朵花 林楠

317157 世上只有媽媽好 小胖 295152 兄弟情義比天大 志鵬

315085 世上只有媽媽好{Live} 唐子宜 329146 兄弟情義比天高 楊海彪,雨宗林

268287 世上沒有後悔藥 冷漠 343070 兄弟情義比天高[HD] 好哥們

346830 世上沒有後悔藥[HD] 喬玲兒 324823 兄弟報團打天下 羅嘉俊

324964 世上哪有樹纏藤{LIVE} 金婷婷 328272 兄弟最近好不好 王強

233148 世上哪見樹纏藤 黃婉秋 302593 兄妹&歲月如歌{Live} 張信哲,容祖兒

299208 世上哪見樹纏藤 羅寧娜 263386 冬 雪中的一幅畫 宿雨涵

270893 世上豈有神仙哉 董貞 305368 冬不拉 我的夥伴 戴玉強

325965 世上最好是少年 黃倩蓉 294075 冬天裡的一把火 伊爾盼

320126 世上還有爸爸好 羽泉 302409 冬天裡的一把火 高凌風

344143 世界上唯一的花[HD] X玖少年團 305325 冬天裡的一把火 錦繡二重唱

339160 世界上最美的花[HD] 水木年華 304608 冬天裡的一把火(迪斯可) 舞曲

329068 世界上最傻的人 晨熙 327504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368244 世界也能夠感受 糖兄妹 307097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張靚穎,我是歌手iii

343041 世界只有兩個我[HD] 汪起正 315098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舒浩煬

312251 世界只剩一分鐘 艷陽天 316716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楊坤,人聲兄弟

317159 世界末日又怎樣 付俊杰 295976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 劉明輝,黑豹樂隊,信樂團

347595 世界很大也很小[HD] 高夫 337089 冬天裡的一把火{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292627 世界請你去珍惜 楊一郎 262495 冬天裡第二把火 葛兆恩

312150 他人氣我我不氣 蘇亞 298336 冬日裡的白玫瑰 地鐵兄弟

271030 他已經不愛你了{Live} 袁哲 299651 冬去春來-別把奶奶來輕看 佚名

264047 他和她之間的事 子安聖皓 348788 出發吧!新世紀[HD] 祈inory,桐子(Kiriko)

302011 他們愛著的我們{Live} 孫悅,沙寶亮 267113 加格達奇的夜車 陳昇,左小祖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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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33 北京你那麼美麗 鴻良 231585 只要為你活一天 韓寶儀

263178 北京東路的日子 南外學生 312317 只要為你活一天{Live} 方伊琪

269457 北風吹紮紅頭繩 春天,畢福劍 298788 只要媽媽露笑臉 佚名

300323 半個月亮爬上來 佚名 317303 只要聽說當過兵 王瑩

267247 半個月亮爬上來 馬丁cityzen 328331 只能陪你到這裡 新街口組合,Mona Lavi

321787 半個月亮爬上來{Live} 劉宸啟 332780 只剩回憶這首歌[HD] 孫子涵

337090 半個月亮爬上來{Live}[HD] 鄭湫泓,伊爾盼 310440 只想一生把你陪 曹雷

341902 卡布奇諾的泡泡[HD] J.I 315112 只想永遠守護你 師紅飛,李月紅

311207 卡門 傅文佩開門{Live} 賈玲 304029 只想和你在一起 楊望

298687 去年今日打此過 佚名 334524 只想做你的男人[HD] 歡子

311661 古廊橋鄉香菇城 蔡華君 293221 只想得到你的愛 飛翔

302847 句句聲聲說恭喜 甜甜姊妹 326803 只想請你看著我 呼吸樂隊

291495 另一個世界的我 金鈺兒 344203 只羨鴛鴦不羨仙[HD] 于樹臨峰

324267 只因我是雙魚座 冷漠 255228 只願為你守著約{Live} 王菲

233149 只有山歌敬親人 黃婉秋 269710 叫我如何不想她 李潮

333799 只有你讓我傷心[HD] 高登 305380 叫我如何不想她 戴玉強

233417 只有你讓我想要 黃磊 309592 叫我如何不想你 胡梅

317302 只有鋼琴陪著我 袁潔瓊 326805 叫我怎能不歌唱 驛動兒

311354 只求無愧過百年{Live} 趙本水 287539 叫我怎能抹得開 董文華

299582 只見雪花不見人 佚名 323646 叫聲兄弟不後悔 袁宇,陳海濱

308114 只怕沒你在身邊 王翔 288799 叫聲哥哥你快來{Live} 楊紫萍

271992 只怪我太愛你了 黃平 325441 可不可以不勇敢{LIVE} 范瑋琪,曾靜玟,最美和聲

311378 只怪當初心太軟 趙真 306266 可不可以再愛你 紫龍

308061 只恨自己愛錯你 王昊 262180 可不可以放棄你 程響

340823 只是不夠愛自己[HD] 丁噹 280795 可不可以離開我 劉牧

323645 只是偶爾會想你 賀世哲 290545 可不可以離開我{Live} 劉牧

311444 只為人民謀幸福{Live} 劉向圓 294318 可哥西裡的故事 戴玉強

308717 只為兄弟戰今生 李石 322351 可能你真的很好 陳雅森

322108 只為途中遇見你 孫艷 336578 可惜你沒有珍惜[HD] 滕旭文

325760 只為燦爛的瞬間 絲絨公路 312235 可惜你是他的人 歡子

328329 只盼千里共嬋娟 天愛 312253 可惜我是水瓶座 刀郎

310915 只要守住你的美 紫琴 336094 可愛女人的回信[HD] Singsing Rabbit

321791 只要有你的地方 林俊傑 270783 可愛的蒙古姑娘 蘇亞

339190 只要有你的地方[HD] 林俊傑 338277 可愛頌2015[HD] Hari荷莉

283862 只要你不離開我 孫國慶 287172 可憐天下父母心 小崔健

321055 只要你在我身邊 花樹 297388 台北變心俱樂部 Nbc

318209 只要你幸福就好 王馨 306269 四世同堂闔家歡{Live} 陶玉玲,雷恪生,張凱麗,鄧玉華

294153 只要你幸福就好 和匯慧 271134 四明山我來看你 譚晶

294059 只要和你在一起 烏蘭托婭 341550 失去你我才發現[HD] 熊照華

302986 只要和你在一起 莊學忠 346909 失去愛情錯過你[HD] 雨霏

313735 只要和你在一起 澤爾丹 308807 失去愛還有什麼 李翊君

339418 只要和你走下去[HD] 孫楠,譚維維 298054 失去節奏的(探戈) 王雯萱

Page 668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269662 失戀不是你的罪 李啟文 304139 永不熄滅的聖火 群星

340840 失戀不能聽情歌[HD] 許佳慧 334760 永遠不會說再見[HD] 果味vc

349310 失戀以後別失態[HD] 楊梓文祺 306921 永遠永遠不分離 久久,曹雷

298352 失戀的人不能聽 安又琪 314017 永遠永遠陪伴你 紅薔薇

302778 失戀第100天 曹卉娟,慕容萱 301192 永遠伴隨你一生 周學晶

301808 左眼微笑右眼淚 胡楊林 271559 永遠伴隨你一生 閆學晶

345581 巧克力與橙果粒[HD] 李藝彤 299013 永遠和你在一道 佚名

298946 布拉姆斯搖籃曲 佚名 304050 永遠和你在一道{Live} 楊鈺瑩

307000 布達拉宮的佛緣 唐文娟 233855 永遠放在我心中 黎明

294438 布達拉宮的佛緣 澤仁央金 311125 永遠放你在心底 楓舞,輝煌

340593 平凡之路&See You Again{Live}[HD] 張信哲,我是歌手 292524 永遠放你在心裡 晨熙,司徒蘭芳

307463 平平安安過日子{Live} 閻維文 309772 永遠的花樣年華 孫麗英

343160 平平淡淡過一生[HD] 阿譯 285409 永遠的愛有多愛 阿男

336644 平淡日子裡的刺[HD] 宋冬野 307019 永遠做你的寶貝 姚紅梅

319690 幼幼party 潘昱瑾,蔡欣伶 326396 永遠都是好兄弟 雷啟飛,何俊

316906 弘揚中國共產黨 海洋 295365 永遠陪你唱情歌 紅薔薇

312037 弘揚武術在少年{Live} 魏翰成 324992 永遠陪你唱情歌 陳岩

348920 必答題和b選題[HD] 徐新思 319898 玉琢女人最美麗 小琢

282899 打工謠2013 褚永祥 318978 甘心情願愛著你 安東陽,張怡諾

335380 打是親來罵是愛[HD] 劉轉亮 338465 生日快樂狂歡曲[HD] 王繹龍

301420 打神告廟-告廟 林穎 323990 生生世世永相愛 音樂走廊,歌一生

299911 打起手鼓唱起歌 佚名 328772 生生死死都愛你 望海高歌,雨柔

313267 打起手鼓唱起歌 莫文蔚 292456 生命中有你多好 張莉莎

324987 打起手鼓唱起歌 陳麗媛 320662 生命中的那些人 王宏天

285497 打起手鼓唱起歌{Live} 韓婷 322714 生命中最愛的人 牧斯

340648 打起節拍跳起舞[HD] 林曉勇 309990 生命中最愛的人 馬智宇

232485 打開天窗說亮話 高山林 329583 生命中最愛的人 馬智宇,汪正正

332199 打歌場上真好玩[HD] 者建周 314020 生命中最愛的人{Live} 馬智宇

342793 打錯了& It's Your Chance{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05431 生命之不能承受 薪羽

329445 扔掉吉他去找她 許飛 295649 生命因你而精彩 夏夢妍

342794 扔掉吉他去找她{Live}[HD] 許飛 316571 生命有一種絕對 曲婉婷

269085 未見面就說再見 張卓行 298527 生命是一次奇遇 羽泉

321941 未來在哪遇見你 陳雅森 349943 生命是一場歡愉[HD] 樹

308551 未曾謀面的朋友 君子 315800 生命是場馬拉松 旅行團

266890 末日之前愛上你 超人特工隊 304733 生命裡的這一天 趙薇

298737 正月十五是元宵 佚名 294257 生命像花兒一樣 張俊

268354 母親 我是釣魚島 劉國亮 316470 生活就是這樣子 王進

287953 母親站在家門口 葉俊華 304923 生活就象一首歌 劉德華

298751 民女名叫馮素貞 佚名 304221 生活就像一首歌 群星

289215 永不分手的愛情 李敏 294935 生活就像一桌菜{Live} 十三狼

326816 永不分手的戀愛 小北 339811 用我一生的溫柔[HD] 何杰

285376 永不凋謝的花朵 金岩 306278 用我的方式愛你 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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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26 用愛開創新天地 雷佳 265539 全世界飛翔的鳥{Live} 刀郎

346225 用歌聲開啟快樂[HD] 楊東煜 325321 全世界都在微笑 李煒

310798 用盡一切來愛你 寒月 329151 全世界誰傾聽你{Live} 林宥嘉

347042 用盡一生去愛你[HD] 馬文吉 349648 全世界誰傾聽你{Live}[HD] 林宥嘉,何凌磊,潘禹,異口同聲

329586 用盡一生守護你 劉輝兵 345905 全世界誰傾聽你{Live}[HD] 夏啟明,中國新歌聲

343949 用盡一生守護你{Live}[HD] 劉輝兵 337124 全民偶像習大大[HD] 青春老少年

232540 用熱情種出希望 高明瀚 349261 全民歡唱中國年[HD] 楊瑞

343295 甩你幾條銀河系[HD] Mc天佑 304016 全憑著志堅心齊 楊春霞

331840 白天不懂夜的黑[HD] 王崇 231646 共唱一首同心曲 韓延文

343544 白天不懂夜的黑[HD] 蔡立兒 297765 再一次擁有明天 毛寧

271271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 那英 297680 再一次選擇堅強 六折真人

317847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 孫楠,蒙面歌王 290619 再也不想失去你 孫中亮

286939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 溫嵐 332855 再也不讓你傷心[HD] 何宗龍

324292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32991 再也聽不見再見 黃名偉

286729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 羅中旭 292529 再叫一聲親愛的 暴林,張怡諾

342109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HD] 哈林戰隊,中國新歌聲 288755 再行一個軍禮吧 軍嫂組合

331527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HD] 齊雯,那英 282823 再沒有天長地久 胡杰夕

346690 白浪河邊的晚上[HD] 于海濤 314029 再沒資格說愛你 王歌倫

298457 白蛇傳-橋亭三月春光好 朱藺 292018 再見 最美的時光 代領

309898 白雲深處的卓嘎 真知 339179 再見不必說抱歉[HD] 皓天,呂玟

262168 皮皮魯和魯西西 曹軒賓,阿雅 348150 再見以後再見麼[HD] 張溪,黃韜

279115 丟了工作丟了你 花哥 318984 再見只是陌生人 莊心妍

279873 丟了心就丟了你 翁汕汕 285936 再見吧 北京小姐 芬芳飄香

311404 丟了你丟了自己 遠方 317250 再見面的那一天 陳夢晨

319513 丟了你我怎麼過 張偉燕 295969 再為祖國獻石油 劉秉義

292518 丟了你我怎麼過 曉月 311587 再為媽媽唱首歌 樊少華

287212 丟了愛情丟了你 王建芳 344186 再美好也是曾經[HD] 沈波

267264 丟了愛情丟了你 高信 343085 再唱十五的月亮[HD] 柳培德

325225 丟了靈魂的羔羊 左藝 314031 再唱山歌給黨聽 降央卓瑪

343647 丟了靈魂的羔羊[HD] 鄒志杰 312980 再唱山歌給黨聽 孫丹

338068 亦夢亦幻莫高窟[HD] 蘇瑋 314785 再唱山歌給黨聽 郭瓦·加毛吉

342585 伊卡洛斯的翅膀[HD] 吳映香 309644 再唱山歌給黨聽{Live} 降央卓瑪

282681 伊敏河家鄉的河 燕尾蝶 323612 再唱少林牧羊曲{Live} 六水

333836 先生小姐那些事{Live}[HD] Mr.Miss 316474 再唱沂蒙山小調 王瑩

346858 光{Live}[HD] 趙天宇,明日之子 329159 再唱沂蒙家鄉美 侯麗娟

336336 光棍技術哪家強[HD] 黃睿銘 325105 再給我一次微笑 馮雪剛

330693 光著我的腳丫子[HD] 戴佩妮 326825 再給我一些勇氣 莊心妍,海哲明

231517 光輝照兒永向前 軍旅歌曲 339908 再給我一點勇氣[HD] 肖飛

313768 光輝照兒永向前 儲蘭蘭 336557 再愛一次不容易[HD] 楊皓天

308725 全世界你最疼我 李妍 256921 再會吧我的愛人 許美靜

344183 全世界把我遺棄[HD] 朱盈盈 337129 再說一次 Yes I Do[HD] 林佑威

278219 全世界宣佈愛你 孫子涵,李瀟瀟 263367 再說一次你愛我 孫興

Page 670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0041 再說一次我愛你{Live}[HD] 劉德華 305827 因為我和你一樣 龐龍

323029 再說一遍我愛你 楊小曼 311081 因為單身的緣故{Live} 楊宗緯

256991 再說你也不會懂 許茹芸 326086 因為單身的緣故{Live} 楊宗緯,挑戰者聯盟

311825 再鑄時代鐵脊樑 閻維文 334773 因為愛 所以放棄[HD] 浩軒

304983 冰封自己來愛你 歐陽明琪 305362 因為愛你才恨你 龍飄飄

315830 列兵的柔軟時光 小曾 309231 因為愛你戒了煙 祁隆

348197 吉祥如意中國年[HD] 阿牛哥,張妮娜 317327 因為愛你傷了心 紫齊

328339 吉祥如意的日子 來國慶 270843 因為愛所以放手 榮帝丞

337799 吉祥如意樂陶陶[HD] 如意 310100 因為愛所以離開 常健鴻

309645 吉祥的藏曆新年 降央卓瑪 330957 因為難得,所以難[HD] 鄒文正

323064 同日同月同星曲{Live} 陳潔儀,王兀,中國好歌曲 349294 在一首歌裡愛你[HD] 劉洪杰

303932 同在一片天空下 黑豹樂隊 349701 在天晴了的時候[HD] 宋夏婷

304177 同歡共樂賀新年 群星 293630 在心裡等一個人 景鈺然

231707 向天再借五百年 韓磊 231782 在北京的金山上 韓紅

315834 向天再借五百年{Live} 朱振銘 307835 在你之前有個她 大哲

326830 向天再借五百年{Live} 韓磊,隱藏的歌手 311340 在你之前有個她 趙小兵

279211 向世界宣佈愛你 冷漠 304639 在你和天空之間 趙之璧

288807 向晚的迷途指南 棉花糖 341686 在你懷裡的微笑{Live}[HD] 楊丞琳

304171 向奧林匹克出發 群星 312559 在希望的田野上{Live} 吳春燕

349289 回去愛你十億秒[HD] 吳岱融 265893 在希望的田野上{Live} 張濤,張妍

301677 回來吧 我的愛人 姚鳴 288833 在希望的田野上{Live} 楊紫萍

303975 回來吧!心上人 楊小萍 269260 在我心裡有個你 彤傑,雷龍

309441 回來吧我的愛人 姚鳴 230867 在我心裡有個你 陳美惠

349696 回到開始那一天[HD] 林正 304686 在沙漠的第七天 趙詠華

299020 回家的人(慢四) 佚名 308894 在那下雪的夜晚 沙子浪

286196 回家的感覺真好 孫儷心 265101 在那不遠的地方{Live} 孫悅

313301 回家的感覺真好 閆旭 266437 在那遙遠的地方 王宏偉

325627 回家的感覺真好{LIVE} 德龍 294410 在那遙遠的地方 柏正超

282794 回憶在這歌聲裡 羅依 303058 在那遙遠的地方 莫文蔚

336423 回憶裡的那個人[HD] 李行亮 303942 在那遙遠的地方 黑鴨子演唱組

346894 回頭一望是鄉愁[HD] 凌飛 326092 在那遙遠的地方 德格葉

348215 回頭山下水彎彎[HD] 潘妹平 305042 在那遙遠的地方 潘曉峰

303012 回頭我也不要你 莊學忠 325770 在那遙遠的地方 騰格爾

303853 回頭我也不要你 黃清元 325076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Monsta X,蓋世英雄

279382 回頭我也不要你{Live} 青山 293695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柏正超

347250 回轉木馬的孤單[HD] 戚薇 315170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孫睦涵

285728 因為 所以 我愛你 鄧養天 325544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馬蹄幫樂團

279660 因為有了共產黨 雍鑒君 307090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張英席

318317 因為有你在身邊 余柯諾 296107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游子組合

282888 因為有你在身邊 袁印 329220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熱地樂隊,夢想的聲音

326834 因為你是我兄弟 璽晨 288576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韓磊

322114 因為你是範曉萱{Live} 劉維,中國好歌曲 315171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 譚維維,妙音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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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00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HD] 王力宏 307847 好了傷疤忘了疼 大慶小芳

334047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HD] 華晨宇 286989 好了傷疤忘了痛 孫子涵

338299 在那遙遠的地方{Live}[HD] 譚維維,妙音漢子,最美和聲 300438 好久沒有夢到你 佚名

305071 在那銀色月光下{Live} 蔡琴 342674 好山好水好扎西[HD] 金笛齊萌

284265 在雨中不能說雨 謝安琪 338317 好心當成驢肝肺[HD] 邢蓉

306296 在夏天蒸發之前 小城星電台 307074 好好和你在一起 張津涤

339939 在夏天蒸發之前[HD] 小城星電台 294905 好男人 中國造 冷漠

305230 在海南歌甜花香 燕妮 309165 好男人會怕老婆 林沛涌

299317 在祖國的懷抱裡 佚名 282713 好男人還有沒有 王盛楠

341603 在這個世界相遇[HD] 陳奕迅 269963 好男兒志在四方 欒添翔

314047 在這樣一座城市 韋琪,亦勛,小灰,黃欣彬,葉卿,紫岳,趙靜 346913 好男兒志在四方[HD] 張海濱

337143 在這樣一座城市[HD] 韦琪,王小灰,葉卿,黄欣彬,亦勋,紫岳,趙靜 307503 好兒好女好江山{Live} 雷佳

304854 在銀色的月光下 劉秉義 309630 好朋友只是朋友 郁可唯

305378 在銀色的月光下 戴玉強 317403 好朋友我的兄弟 吳松發

326093 地球不該這麼髒 紀曉斌 346006 好客山東等你來[HD] 周芷諾

232496 地球是我們的家{Live} 高峰 294488 好美好美的西藏 王瑩

348221 地球媽媽別哭泣[HD] 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檀歡,樂曉露 320312 好書作伴萬里行 易丹丹

270526 多少回憶多少淚 石梅 343479 好酒好肉好朋友[HD] 阿牛

300615 多少柔情多少淚 佚名 287007 好酒貪杯誰英雄 張芝明

325771 多少柔情多少淚 青山 285636 好馬不吃回頭草 天籟回音

356707 多少柔情多少淚 許冠傑 280874 好馬不吃回頭草 夏天alex

234231 多少柔情多少淚 龍飄飄 263326 好馬不吃回頭草 孫大炮

268815 多些時間給自己{Live} 孫遜 348862 好萊塢的貓頭鷹[HD] 李沁枬

333308 多情女人傷自己[HD] 金婧 325377 好想大聲說愛你{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322383 多情卻被無情惱[Live} 尹子,喬迪 301771 好想回到幼稚園 胖虎

269474 多情卻被無情傷 曉月 295342 好想在這安個家 王瑩

294372 多情湘女上天山 李藝明 302323 好想好想有套房 軒藝桐

301871 多情總為無情傷 降央卓瑪 311485 好想有個女朋友 劉洋

287414 多想多想不愛你 面具 284633 好想你還是我的 孫紫晴

264073 多想有你在身邊 張冬玲 315182 好想和你在一起 李青,王馨

308442 多想忘了你是誰 米藍 287416 好想和你在一起 面具

285780 多想和你說再見 莊心妍 262304 好想和你在一起 陳爽

348228 多想留在你身邊[HD] 劉增瞳 313722 好想和你在一起 魯珺琦

323081 多想陪你一直走 徐子謙 290740 好想和你聊聊天 月星海

337767 多遠都要在一起[HD] 鄧紫棋 315183 好想和你聊聊天 郝祺

337766 多遠都要在一起{Live}[HD] 鄧紫棋 288887 好想陪你到永遠 劉峰華

348856 她{Live}[HD] 蘇詩丁,歌手 320311 好想默默守著你 于全莉

343753 她不是真的愛我[HD] 呂斌 319647 好想默默守著你 韓曉輝

300283 她以為她很美麗 佚名 304123 好運跟在你身邊 群星

233569 她以為她很美麗 黃舒駿 288130 如今誰還記得誰 麗丹

266650 她的眼睛會下雨 胡歌 299511 如此看著你眼睛 佚名

333691 她媽媽不喜歡我{Live}[HD] 王矜霖 305571 如何才能留住你 謝浛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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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61 如何學會忘記你 孟楊 301507 如果我是潘金蓮 金蓮

301544 如何讓你不離開 阿桑 290633 如果我們一樣大 孟楊

274873 如何讓我遇見你 李曉 339439 如果我們再相遇[HD] 王笠人

329256 如果一生有你陪 王文浩 339698 如果我們是兄弟[HD] 二龍湖浩哥,杜歌,包池

269131 如果一生有你陪 張智航 310118 如果我們換一換 張以泓

310163 如果一生有妳陪 張志航 330726 如果沒有你的愛[HD] 李炳辰

323108 如果不是我的愛 杜留香 344257 如果沒有遇見你[HD] 哈琳

300638 如果不是遇見你 佟海波 307902 如果沒有遇見我 小築

323109 如果不能化蝶飛 趙鑫 284634 如果沒你在身邊 孫紫晴

287263 如果不能好好愛 吳克羣 266226 如果那天在一起 林道華

265516 如果不讓我愛你 倪微晨 306310 如果那天你沒走 胡曉穎

234190 如果他比我愛你 龍軍 288896 如果和你去旅行 熊胡傑

329261 如果北京不快樂 黃迪 292700 如果時間有回音 沈依莎

336050 如果可以再相遇[HD] 何禹妃 266948 如果真有時光機 郭易

288895 如果可以早一點 陳柏霖,周奇奇,邱勝翊 328429 如果真的有如果 娜丫頭

328423 如果可以這樣愛 邊永城 323112 如果真的有來生 星月組合

317407 如果再次奔向你 王思遠 304843 如果真的有來生 劉宏杰

342679 如果再次奔向你{Live}[HD] 王思遠,夢想的聲音 327607 如果這些都可以 黑撒樂隊

310065 如果有一種淚水 培源 319654 如果這都不算愛 孫露

279076 如果有你陪著我 海哲明 324605 如果這都不算愛{LIVE} 李光潔,跨界歌王

288900 如果有那麼一天 冷漠 344258 如果這就是愛情{Live}[HD] 張靚穎

271729 如果你不再回來 陳瑞 282484 如果距離產生美 星君

332809 如果你不再愛了[HD] 羅中旭 344255 如果愛有下一回[HD] 吳陌川

306308 如果你不再愛我 陳泓志 311015 如果愛你是個錯 黑虎

266492 如果你是一隻魚 王鐵軍 293070 如果愛能再輪回 郭一橙

265443 如果你真的要走 丁童 346014 如果愛情沒長大[HD] 迷葉

265917 如果你真的要走 張義傑 308505 如果愛情還記得 冷漠

297835 如果你真的愛我 王可兒 233519 如果愛就現在吧 黃義達

300595 如果你真的愛我 佚名 331854 如果當時說出口[HD] 王藝

230247 如果你真的愛我 陳明真 288902 如果緣只到遇見 吳奇隆,嚴藝丹

329260 如果你真的愛我 彝人傳奇 334411 如果緣只到遇見[HD] 吳奇隆

332769 如果你真的愛我[HD] 劉佳 297856 如果還有一輩子 王羽澤

268766 如果你愛上了我 子楓 310823 如果還有下輩子 彭麗麗,王鍵

266327 如果你還不明白 汪蘇瀧 323717 如果還是沒結果 斯琴高麗

335806 如果你還放不下[HD] 蘇盈之 302161 如果還能再輪回 桐雨

308541 如果你還愛著我 冷漠,司徒蘭芳 265918 如果還能有來世 張義傑

311648 如果你還愛著我 蔡建 294184 如果還能見到你 天孿兄弟

328425 如果我不曾愛你 鄭文澤 346023 宅男的戀愛日常[HD] Flux,蕭百岳

343759 如果我有超能力[HD] 崔秀麗 269842 宇宙只有我和你 楊洋

328426 如果我沒有很帥 于子將 297291 守在風起的地方 Baby

337674 如果我是個男孩[HD] SIS樂印姐妹 298134 守候和你的回憶 王藝函

314715 如果我是黃家駒 Vtx 292241 守望你是我的歌 央金蘭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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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00 守著寂寞守著你 徐海琴 307045 有種愛叫做傷心 小安

233435 守著陽光守著你 黃磊 280294 有緣人終會廝守 于苗苗

289725 守著陽光守著你{Live} 周華健,辛曉琪,許景淳,趙詠華 309909 有緣來生再相逢 笑天

301305 守著電話的媽媽 林立 262917 有緣無份之情傷 李天平

308967 年三十晚闔家歡 卓依婷 302278 有誰比我更愛你 耿寧

297989 年年吉祥保平安 王雪晶,莊群施 309062 有錢你還愛我嗎 孟楊

300894 年年此日再相見 李逸 298652 朵啦朵啦並蒂蓮 佚名

322449 年輕中國年輕夢{Live} 楊海彪 315202 此用戶下落不明 王熹蠻

309845 成吉思汗的傳說 格格 344741 此時此刻我想你[HD] 東海

306006 成吉思漢的傳說 騰格爾 257057 此時快樂的代價 許茹芸

347336 成品家裝方程式[HD] 羅中旭 324979 死心塌地去愛你 門麗

346983 托起戰鷹的翅膀[HD] 袁雙洋,梁鋮,鄭敏 314077 死心塌地愛一回 憲明

311568 收不回的漂流瓶 慕容曉曉 281234 死心塌地愛著你 段千尋

292722 早已習慣一個人 潘美辰 263537 死要面子活受罪 伍義

295262 有一片海在等候 楓橋 305125 江水悠悠淚長流 鄧麗君

348427 有一個人的名字[HD] 盧焱 234216 江水悠悠淚長流 龍飄飄

292143 有一種愛叫犯賤 南風(姜海龍) 311236 江南江北我的家{Live} 雷佳

311486 有什麼不快樂的 劉洋 308162 江南最美是杭州 王藝聞

321384 有多少人失戀過 齊霖 328787 百分百的好男人 天生兄妹

323919 有多少愛值得愛 音樂走廊,歌一生 329633 米脂有個秦幼幼 紅陌

336047 有多少愛記心頭[HD] 東方依依 296930 羊眉吐氣發大財 姜佑澤,楊帆

308613 有你我才會快樂 吳憲 280495 老公不在我身邊 蔡小芳

291577 有你我別無所求 龍奔 317928 老公老公不容易 紅薔薇

308009 有你們我就有家 王大軍 305549 老公老公我愛你 謝雨欣

315867 有你就會有幸福 楓舞,相容 293461 老公老婆這樣說 和豐,阿芳

328679 有快樂也有煩惱 祝含穎 331960 老公你還愛我嗎[HD] 門麗

289187 有沒有人告訴你 侃侃 232876 老公真的不容易 麥穗

230460 有沒有人告訴你 陳楚生 268436 老公親親我的嘴 劉羽[毛毛],劉德華

232946 有沒有人告訴你 黃佳佳 337697 老公賺錢老婆花[HD] 大慶小芳

278697 有沒有那麼一天 郭斯炫 353626 老夫子2001 張柏芝

343251 有沒有那麼一天[HD] 酷雨 324063 老同學年底聚聚 王梓旭

234130 有沒有這種說法{Live} 齊豫 309931 老百姓的心裡話 耿為華

345184 有些人註定錯過[HD] 劉浩航 308648 老百姓的好心情{Live} 呂繼宏

331602 有些男孩不能愛[HD] 喬毓明 306332 老男人也有春天 秋褲大叔

289184 有來生還做兄弟 黃文武 313572 老男人也有春天 趙小兵

299705 有個女孩等著你(恰恰恰) 佚名 306333 老男人的新生活 秋褲大叔

291168 有個傻瓜愛過你 唐古 271181 老男人的新生活 趙小兵

349888 有這麼一個地方[HD] 袁詩洋 299157 老身居住南陽地 佚名

303155 有幾番風雨晴天 郭公芳 311853 老爸老爸你好嗎 龍梅子,老貓

307244 有夢不覺夜漫長 毛阿敏 307162 老爸老媽大聲唱{Live} 朱宇

309906 有種幸福叫懷念 秦嵐 266426 老師，您與我同在 王亞平

279481 有種情愛到憂傷 天津阿明 343991 老師{Live}[HD] 李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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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78 老狼老狼幾點啦 艾莉莎 283719 何日與君長相守 天籟天

271691 老婆千歲千千歲 陳明順 317188 何以笙簫默之默 那英

324551 老婆老婆你要乖 成雲剛 231574 何必為錢來嘔氣 韓寶儀

282455 老婆老婆你要乖 成雲剛,王星星 308793 何苦要等下輩子 李草青青,肖玄

294918 老婆老婆求求你 劉新財 285689 何時了卻這牽掛 貝貝

306337 老婆老婆對不起 木杰 292557 何時了卻這牽掛 望海高歌

320729 老婆你是我的天 二龍 348109 何時了卻這牽掛[HD] 星月組合

234174 老婆我真的愛你 龍川 266265 何時再牽你的手 榮歌

342036 老婆教我唱情歌[HD] 王建榮 344161 何愁人生無歸期[HD] 龔玥

269090 老婆就像武則天 張吉 288700 佛在靈山莫遠求 印能法師

230898 老鼠不再愛大米 陳藝鵬 288703 佛陀在金殿等你 印能法師

305997 老鼠不敢愛大米 馨馨 342301 你一言 我一語[HD] 李健

336820 老闆就是打工仔[HD] 春雷 290113 你一定要幸福了 秦御峰

233301 臣聞書生李兆廷 黃新德 345882 你一定會在這裡[HD] 徐海星

297948 自己跌倒自己爬 王雪晶 315218 你又怎麼會知道 劉雷

299419 自己跌倒自己爬 佚名 314797 你不在而我還在 李秋實

338748 自以為是的愛情[HD] 周顯 295282 你不知道的思念 梅林組合

322011 自作多情愛上你 張成力 265618 你不要送花給我{Live} 劉若英

326875 自討沒趣的哭泣 張博文 318272 你不要離我而去 劉美冰

303450 至少比你走得早 陸毅 319456 你不真的想流浪 柯智棠

341559 至少有你陪著我[HD] 王建榮 298215 你不該這樣對我 司徒榮

231161 至少走得比你早 陸毅,盧巧音 325678 你不該欺騙的愛{LIVE} 肖家永

289387 色字頭上一把刀 何龍雨 341655 你不該欺騙的愛{Live}[HD] 肖家永

285914 色字頭上一把刀 林勝天 338594 你不需要再離開[HD] 林千艷

298017 西施-水殿風來秋氣緊 王婷 269700 你什麼時候回來 李楊飛

283050 西部開髮卡莎莎 金岩 348760 你什麼時候回來[HD] 彩貝與海

297724 西廂記-人隨春色到蒲東 方亞芬 279914 你心裡最後一個 蘇打綠

297722 西廂記-夜聽琴 方亞芬 268214 你比什麼都重要 倪爾萍

323435 西湖十景夢如煙 小琢 344611 你比想像中勇敢[HD] 翁航融

232949 西湖山水還依舊 黃依群 271144 你可以嫁給我嗎 貢尕達哇

283961 西湖秀色傾天下 方瑤,易秀成 301686 你可知道我想你 姚蘇蓉

289418 西寧是個好地方 彥亭 303864 你可知道我愛你 黃清元

348754 似水年華恰似你[HD] 常雅申 301375 你可知道我愛誰 林淑蓉

314096 但求子得良師托 賴一心 287451 你失去了最愛的 海心

300266 但願不只是情人 佚名 266467 你永遠不會改變 王祖藍

317187 但願少愛你一點 安旭 326882 你在北京還好嗎 張冬玲

309730 但願心中有極樂 孫偉 269746 你在我心底深埋 李自強,曉曉

266454 但願梅花盛開時 王易俊 347612 你在我的愛情裡[HD] 杜德偉

293697 住在心裡的過客 梁文音 342589 你在那邊還好嗎[HD] 黃文武

344604 住在地球曬夕陽[HD] 朱雋言 308496 你在彼岸還好嗎 佚名

285786 住在夢裡的姑娘 曲爾甲 308017 你在這裡幹什麼 王小韓

287402 何人與我心相印 Mc洪磊 266966 你好嗎天氣好嗎 鄧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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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85 你有什麼樣的苦 佚名 290015 你的每一次呼吸 水木年華

336275 你有多久沒回家[HD] 李猛 266249 你的身邊還有我 楊媛媛

327473 你有沒有深愛過 劉若英 263535 你的幸福我知道 伍義

307370 你有沒有聽到我 華語群星 278204 你的思念我的歌 央金蘭澤

315905 你有那麼愛我嗎 胡齡月 278031 你的故事我的歌 丁浩然

345889 你老爸在你背後[HD] 婁峻碩 287636 你的柔情你的美 楓橋

332972 你我到底怎麼了[HD] 東方依依 287576 你的柔情你的美 戴妮

300964 你把什麼都帶走 李澤堅 278616 你的真心給了誰 覃浩

295460 你把我的心佔據 謝小雨 232581 你的眼神告訴我 高林生,劉小鈺

279534 你把我的心弄丟 王易俊 321001 你的眼淚為了誰 柴強

293758 你把我傷的太深 秦浩 308275 你的眼淚會說謊 田一龍

310811 你把初吻給了誰 彭偉家 299289 你的眼睛是星星 佚名

283087 你把真心給了誰 陳詠 284170 你的痛我明白的 樊凡

313482 你把真心給了誰 楊紫燃 338991 你的微笑&出賣[HD] 周杰倫戰隊,中國好聲音

305353 你把愛情給了誰 龍梅子,王強 318375 你的微笑&出賣{Live} 周杰倫戰隊,中國好聲音

301682 你把愛情還給我 姚蘇蓉 315228 你的愛 溜走了嗎 胡艾蓮

311869 你把溫柔給了誰 龍曉飛 282164 你的愛是我的命 劉庭羽,和匯慧

293844 你沒有比我愛你 賴淞鳳 282779 你的愛是我想要 糖糖樂團

336541 你沒有比我愛你{Live}[HD] 賴淞鳳 341882 你的愛情太虛偽[HD] 肖遙

289741 你沒理由忘記我 唐安麒 325063 你的愛情像閃電 龍梅子

289861 你那會心的一笑 張薔 338238 你的愛溜走了嗎{Live}[HD] 胡艾蓮

312783 你那裡下雪了嗎 易帆 300248 你的愛還在不在 佚名

339167 你來得正是時候[HD] 徐千雅 279926 你的滄桑我的疼 書畫

290352 你到底有什麼好 陳一凡 287801 你知道你是誰+SORRY{Live} 楊宗緯,吉克雋逸

230879 你到底愛不愛我 陳興瑜 330904 你知道這不是愛[HD] 蔡詩芸

303566 你到底需要什麼 曾春年 234339 你很愛他對不對 龐龍

232553 你刺痛了我的心 高明駿 279917 你怎麼捨得我哭 于洋

274643 你和人民在一起{Live} 劉巾湲 326887 你是一個壞東西 王如華

304117 你和我們在一起 群星 289768 你是大哥他是弟 天堂飄雪

326884 你所不知道的我 GNZ48 322995 你是不是也想念 王小雨

293508 你所不知道的我 安心亞 334560 你是不是不是人[HD] 管罄

295896 你所不知道的我{Live} 安心亞 323575 你是不是喜歡我 微胖女神

319043 你爸媽都知道嗎 高進騰 312794 你是不值得愛的 易桀齊

317206 你的心被狗吃了 漁圈 263923 你是不值得愛的 易舜齊

309619 你的心裡有過誰 范思威,郭玲 326888 你是兄弟還是狗 Mc阿卡兕

346844 你的心裡我是誰[HD] 雨霖楓 270592 你是否來過拉薩{Live} 紅岩

300899 你的心裡還有愛 李逸 326889 你是否從未走遠 伊然

328250 你的心裡還有誰 尚飛飛 292400 你是否還愛著我 張冬玲,黑龍

323585 你的世界我不懂 莊妮 325524 你是妖來我是怪 陳麟,樊琪

329114 你的世界我來過 流蘇 304457 你是我一生甜蜜 夢鴿

326016 你的世界我來過 楓舞,相容 301473 你是我一生渴望 邱靜,許冠英

328251 你的生命裡有我 陳鐘 230952 你是我一杯橙汁{Live} 陳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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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737 你是我心中的星{Live} 羅中旭,范志毅 290544 你是我愛的唯一 劉牧

319542 你是我心中的歌 衛東 329113 你是我夢中的你 楊東偉

346449 你是我心中的歌[HD] 費小祥,趙毛毛 308663 你是我歸鄉的路 宋祖英

311847 你是我心肝寶貝 龍飛 288486 你是武松我是虎{Live} 湯潮

295900 你是我心底的疼 王鍵 316905 你是怎樣的女人 海威

343055 你是我生命的光[HD] 姚靈 323000 你是狡猾的狐狸 富龍

284786 你是我回憶的傷 憶華 307807 你是風來我是雨 凡間精靈,憲明

348123 你是我的k46[HD] 孟文豪 274818 你是真的愛我嗎 張真菲

307870 你是我的女朋友 小右 282831 你是草原我是花{Live} 蘇勒亞其其格

303971 你是我的小叮噹 楊小弈 292644 你是最好的自己 楊楊,張皓宸

293227 你是我的小妖精 馬健南 230182 你是愛情的原因 林志炫,陳明

279921 你是我的小乖乖 亦勛 312209 你是綿羊她是狼 櫻子

317203 你是我的小幸福 齊晨 310483 你是蝴蝶我是花 甜美真

334277 你是我的小時候[HD] 李尚尚 301563 你是誰家的姑娘 鄧廣福

332111 你是我的小情歌[HD] 姜青濤 330929 你是貓兒我是魚[HD] 謝容兒

307093 你是我的小綿羊 張藝源 234345 你是屬於哪一派 龔孝英

302625 你是我的心頭肉 張航禹 322285 你為了多少人哭{Live} 梁棟江,中國好歌曲

266279 你是我的止疼藥 樓宏章 335962 你為了多少人哭{Live}[HD] 梁棟江,中國好聲音

264005 你是我的毛毛熊 雅奈 308209 你為什麼不上線 囚鳥

347618 你是我的充電寶[HD] 大慶小芳 262733 你為什麼那麼狠 俊鋒

309447 你是我的左心房 姜育恆 256430 你看不見的地方 蕭亞軒

264193 你是我的巧克力 朱丹 311627 你若聽見我的歌 潘廣益

328244 你是我的巧克力 教練樂團 233108 你要什麼我都給 黃國倫

320165 你是我的好兄弟 無悔 301520 你要的只是幸福 阿生

344610 你是我的好老婆[HD] 鄭天宇 265538 你們一定要幸福{Live} 刀郎

234289 你是我的玫瑰花 龐龍 301729 你們是我的星光 星光2班

342598 你是我的玫瑰花[HD] 彭三 343448 你拿什麼來愛我[HD] 崔天琪

337943 你是我的玫瑰花{Live}[HD] 龐龍 271887 你旁邊陌生的臉 馬寧

311374 你是我的美妹子 趙星翔 328253 你真的是我的愛 紅陌

268148 你是我的陌生人 何宗龍 328254 你真的是我的愛 賈富營

319047 你是我的獨角獸 徐恩乾 266542 你做了誰的情人 范思威

291013 你是我的羅密歐 陳興瑜 308305 你做小三還好嗎 光頭阿興

332976 你是我珍惜的人[HD] 何李,龐柳婷 309225 你偷了我的愛情 炎彬

266552 你是我唯一的愛 紅宇 288453 你偷走了我的心 張敏敏

298031 你是我最愛的人 王菀之 329101 你偷空了我的心 唐古

292591 你是我最愛的人 李志敏 291154 你帶走了我的心 吳生全

265777 你是我最愛的人 孫浩雨,王洪萍 325280 你帶走了我的心 曉月

302319 你是我最愛的人 袁樹雄 254242 你帶來一片溫柔{Live} 楊鈺瑩

313396 你是我最愛的人 湘東雨 326003 你從來就沒想過 陳娟兒

313521 你是我最愛的人 葉時偉 300737 你現在有沒有睡 李天華

278470 你是我最愛的人 歡子 311489 你現在過的好嗎 劉皇

298028 你是我最愛的人{Live} 王菀之 274855 你現在過得怎樣 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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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18 你現在還愛我嗎 陳星 327506 冷靜與熱情之間 不辣

329109 你就不要想起我 簡弘亦 347650 別人肯定的愛情[HD] 陳宸

333443 你就不要想起我[HD] 田馥甄 285313 別再想我流著淚 趙鑫

348763 你就不要想起我[HD] 李林平 330851 別再說你還愛我[HD] 翔子

343661 你就不要想起我{Live}[HD] 張杰,歌手 268046 別因寂寞犯了錯 于金勝

342591 你就不要想起我{Live}[HD] 趙駿,夢想的聲音 331852 別在傷口上撒鹽[HD] 王燕

327461 你就不要說愛我 黃若熙 315244 別在傷口上撒鹽{Live} 張惠妹

311681 你就放開我的手 鄧小龍 332175 別把自己當成腕[HD] 李澤堅

323571 你就是我的太陽 征服 314123 別把我的心帶走 孫露

322276 你就是我的手杖 馬麗 313306 別把我的心帶走 陳玉建

305338 你就是我的幸福 駱超勇 295994 別把寂寞當緣份 冷漠

294532 你就是我的唯一 羅邏聖 312440 別把愛情當遊戲 石雪峰

313069 你就是我的新娘 馬智宇 285279 別把愛情當遊戲 許文科

271381 你就是我的新娘 鄭毅 313677 別把愛情當遊戲 暴林

265617 你就這樣放了手 劉維剛 292976 別把藉口當理由 許佳慧

299451 你最美麗你最親 佚名 284106 別怪我不是小孩 陳慧娟

303042 你給我多少時間 莫文蔚 310756 別恨你愛過的人 陳興瑜

309937 你給我的每一天{Live} 袁哲 300515 別哭我最愛的人 佚名

279429 你傷心我會哭泣 書畫 319578 別拿愛情開玩笑 劉子毅

336537 你媽把你嫁給誰[HD] 胡鐵 319579 別祝我生日快樂 曾軼可

349245 你想怎樣就怎樣[HD] 飛翔 329171 別做世上負心人 王馨

349244 你想怎樣就怎樣[HD] 楊竣 278862 別做花心大蘿蔔 阿原

266395 你愛的人不是我 火雅 327514 別問我有多愛你 阿任

333302 你愛的人不是我[HD] 軻然 307988 別問我該與不該 月星海

270158 你愛的是哪個她{Live} 沈丹丹 266159 別傻了那不是愛 李震

340809 你會怎麼記得我[HD] 林逸欣 271999 別傻了那不是愛 黃海永

327472 你會為我留下嗎 司徒嘉偉 234101 別對我期望太多 齊秦

305226 你過節日 我唱歌 燕妮 285507 別說今生我無緣 音樂走廊

311966 你對我有多重要 韓博 268410 別說你要離開我 劉海辰

283926 你對我有多瞭解 任浩銘 266875 別說你還想著他 賀一航

341657 你說女人容易嗎[HD] 秋褲大叔 262149 別說穿了是為誰 Connie(呂莘)

317210 你說不要再等了 林長春 339657 別說情歌不好唱[HD] 藝君

294343 你說只能做朋友 望海高歌,王星星 290878 別說都是我的錯 祁隆

328256 你說你要去流浪 原子霏 323626 別說愛情有多美 王覺

307919 你說你懂我的愛 六哲 337218 別說誰離不開誰[HD] 凌志輝

309770 你說你還愛著我 孫藝程 293051 別讓我一個人走 郎郎(馬志鋒)

262059 你撕碎了我的心 A One 285120 別讓我一個人醉 田安博

295894 你憑什麼不快樂 呂家聲 297737 別讓我一錯再錯 毛一林

313627 你願意嫁給我嗎 劉朋 319056 別讓我真愛上你 佚名

315239 你覺得我配她嗎 寧桓宇 299966 別讓我等的太久 佚名

279929 你讓我變得神秘 花世紀樂團 323627 別讓真愛掉眼淚 盧勝林

283003 兵兒唱歌給媽聽 鄭福強 323628 別讓真愛掉眼淚 鏡喜

Page 678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0026 別讓愛情受折磨 高柏 323160 忘了怎麼說再見 馬旭東

266015 別讓愛變為傷害 易欣,張嘉杰 324615 忘了時間忘了你 李少朋

324633 努力吧我的朋友 李葵航 297809 忘了時間忘了我 王力宏

265378 吵吵鬧鬧一輩子 張嘉洵,周子琪 313861 忘不了你呀媽媽 譚晶

344958 吻你之時別再躲{Live}[HD] 楊爍 313688 忘不了你的溫柔 潘東亮

285815 吻別以後更寂寞 冷漠 265275 忘不了初戀情人{Live} 尤雅

318996 呂梁英雄好兒男 秦國保 283610 忘不了的兄弟情 楊皓天

339667 呂梁遊擊隊之歌[HD] 高鶴 283881 忘不了的兄弟情 楊皓天,高應峰

345945 告白氣球&稻香{Live}[HD] 李明源,明日之子 317500 忘不了曾經的你 吳楊雨,郭玲

320239 告別戰友的時候 胡毅 267270 忘不了曾經的你 高安,郭玲

306953 告訴自己不要哭 冷風 282555 忘不了最愛的人 李飛

308268 告訴自己忘了他 本兮 338351 忘不了愛過的我[HD] 李翊君

274609 告訴你我沒有錯 丁紫 323774 忘不掉你的樣子 咪依魯江

311912 告訴你我很愛你 謝有才 336215 忘記你我做不到[HD] 黃凱芹

300844 告訴你愛的時候 李茂山 285460 忘記你我做不到{Live} 陳羽凡,賈建龍

325762 告訴你愛的時候 青山 328507 忘記你是那麼難 紅薔薇

232401 告訴你愛的時候 高勝美 282606 忘記你給的溫柔 柔楓

348813 告訴我什麼是愛[HD] 黃美珍 271618 忘記你需要多久 阿譯

263520 告訴我你的心情 譚藝萱 303355 忘記放棄我的你 陳紹楠

300896 告訴羅娜我愛他 李逸 331463 忘記傷痛忘記你[HD] 大哲

303467 坐上火車去北京 雪山朗瑪組合 319063 忘記愛情忘記你 郭力

346497 坐上火車去拉薩[HD] 徐千雅 231359 忘記塵緣忘記你 雷諾兒

347688 坐上高鐵去北京[HD] 大慶小芳 304184 忘情正好在今天 群星

295143 坐上高鐵去北京{Live} 徐子崴,金美兒 278496 忘情忘愛忘記你 海生

339199 坐在草原把歌唱[HD] 芳蓉 310022 快去泰國當總理 高林生

312541 坐著高鐵回家鄉 冷漠,趙小兵 290893 快快說聲我愛你 紫海

306368 坐著高鐵回家鄉 秋褲大叔,冷漠 341354 快遞小哥不容易[HD] 趙真

233305 壯鄉有座清風樓 黃春艷 306372 快樂happy{Live} 賀世哲

342355 孝敬爸媽不能晚[HD] 周顯 297352 快樂pancn Kent

293004 希望今天遇見你 賀世哲 305022 快樂pancn 潘瑋柏

335544 希望今天遇見你[HD] 波拉 332385 快樂分開 憑著愛[HD] 鍾舒漫,洪傑

310197 希望你的心不變 張海 311941 快樂分開憑著愛 鍾舒漫,洪杰

310590 希望你是個騙子 郭海超 286261 快樂在你我身邊 楓橋

309702 希望留在我身邊 夏青 313835 快樂在你我身邊 魏君華

308384 希望總在下一站 旭日陽剛 313879 快樂在你我身邊 蘇勒亞其其格

279042 弟子規之入則孝(國) 顧凱 302742 快樂的人請鼓掌{Live} 張燕,陳思思

230802 志在寶島創新業 陳紅浪 330495 快樂就在你身旁[HD] 任玲

302445 忘了自己忘了你 基地小虎 264103 快樂對不快樂說 張小覺

345593 忘了你 忘了我{Live}[HD] 王傑 348945 我{Live}[HD] 張天,歌手

312136 忘了你忘了自己 糯米 290120 我一定要得到你 筷子兄弟

231208 忘了我忘不了你 雨天 296435 我一定會回來的 趙英俊

305991 忘了我忘不了你 饒天亮 347778 我一定會愛上你[HD] 謝春花

Page 679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1777 我一直深愛著你 蕭全 338392 我只想好好愛你[HD] 林聖杰

265469 我一點都不難過 任然 309854 我可以重新去愛 格楊

288243 我又不是你的誰 曉月 311099 我用一生來愛你 楊康

285559 我又相信了愛情 龍智祥,王雷 296489 我用所有報答愛{Live} 平安,北大荒知青組合

327729 我也只是個女人 斯琴高麗 337866 我用所有報答愛{Live}[HD] 張靚穎,我是歌手

324877 我已揀選主耶穌 菜籽(孫秀媚) 262645 我用音樂說愛你 胡東清

340637 我已愛上你的美[HD] 孫曉磊 317626 我用眼淚數傷悲 田放

280203 我已經愛上了你 孫艷 232050 我用歌聲謝謝你{Live} 馬一鳴

270587 我才是索朗紮西 索朗扎西 263352 我向軍嫂敬個禮 孫維良

343503 我不再是你的寶[HD] 郭媛媛 319076 我在九寨等你來 認真

339743 我不是不想結婚[HD] 朱鵬 291844 我在月光裡想你{Live} 王雯

327726 我不是你的回憶 王峰 319078 我在北京你在哪 龍梅子

287268 我不是你的唯一 時嘉,楊子 315954 我在北京挺好的 何人

345614 我不是那個女孩[HD] Arie 348354 我在北京等你來[HD] 穿越女神

328569 我不是那個李剛 李杬城 312525 我在回憶裡等你 冷漠

307973 我不是來自泰國 巴扎溜樂團 296461 我在回憶裡等你 程响

286429 我不是個好東西 千百順 321299 我在老地方等你 曾妮

254152 我不是個壞小孩 楊林 349830 我在西塘等著你[HD] 張鵬

338688 我不是個壞小孩{Live}[HD] 楊光 347340 我在門源等你來[HD] 李雄

303904 我不要長生不老 黃鴻升 317600 我在前世約了你 唐古

304791 我不能沒有信心 鳳飛飛 342766 我在南昌一個人[HD] 張力超

290753 我不能停止愛你 李成 317601 我在紅塵中等你 望海高歌

297906 我不做人造美女 王袁 309823 我在草原唱情歌 徐品才

338687 我不想看見你老[HD] 蘆偉 267999 我在草原尋找愛 烏蘭托婭

274704 我不會再相信你 唐志星 268000 我在草原等你來 烏蘭托婭

310159 我不會祝你幸福 張兵 294479 我在草原遇見你 王瓊瑤

340629 我不會讓你失望[HD] 謝和弦 290580 我在深圳等你它 周珈羽

326907 我今天為你祝福 舒方 348356 我在這裡你在哪[HD] 辛健

283558 我今生最愛的人 李錚 292836 我在這裡等著你 白雪

275049 我今生最愛的人 紅牛 349831 我在誅仙逍遙澗[HD] 王俊凱

344344 我天空中的那顆superstar{Live}[HD] 金志文,厲害了我的歌 305017 我在夢裡見過你{Live} 潘迪華

321903 我心上的雲臺山 熊七梅 292878 我在慶豐包子鋪 紀曉斌

308047 我心中的梵淨山 王宏偉 321301 我在魯山等你來{Live} 廖芊芊

257038 我心甘情願這樣 許茹芸 293023 我在濟南丟了你 趙蒙

304599 我心愛的小馬車(恰恰) 舞曲 296463 我在蘇仙嶺等你 旭佳非

308180 我欠草原一首歌 冉燃,米偉強 271136 我在騰沖等著你 譚晶

327748 我比烟花還寂寞 宋旭 293229 我多想回到從前 馬健南

327747 我比傻瓜還任性 丁克森 232659 我多想把你抱住 高進

285684 我去年買了個表 王麟 323216 我多想時光不老 夏洪君

345620 我只有獨自悲哀[HD] 央措柯秀 349832 我好想大哭一場[HD] 焦永輝

331132 我只是一個傻瓜[HD] 任軒萱 289091 我好想說我愛你 包啟寧

321294 我只想好好愛你 干露露 343212 我有一個小小夢[HD] 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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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122 我有一個小秘密 沁心小築 297353 我的女主角是你 Kent

288119 我有一個小秘密 後來者 298719 我的小妹過新年 佚名

348369 我有一個小秘密[HD] 張怡諾 304247 我的中國我愛你 群星

311539 我有病你有藥嗎 劉旗 293185 我的中國我愛你 雍朝玉

293215 我住工地的小屋 風雷 335753 我的中國我愛你[HD] 周瑜

340886 我別這樣好不好[HD] 許佳慧 314149 我的天使我的愛 陳明棟

312248 我希望你愛上我{Live} 龔琳娜 341974 我的天空&Just A Dream{Live}[HD] 李琦,王力宏,蓋世英雄

299234 我把一切告訴你 佚名 309634 我的天空也哭了 郎軍

342773 我把山歌唱起來[HD] 晏敏敏 232569 我的心不會改變 高林生

317615 我把四季請出來 東方月,高音 296496 我的心丟了一樣 帶淚的魚

281208 我把吉祥送給你 林霞 300086 我的心沒有回程 佚名

233841 我把自己交給你 黎明 329438 我的心事你最懂 音樂走廊,歌一生

280208 我把自己送給你 甜美真,冰冰火 341976 我的心兒啪啪跳[HD] 馬忠偉

265467 我把孝心寄回家 任明 327755 我的心兒啪啪跳{Live} 馬忠偉

268107 我把青春獻給你 任明 284989 我的心是暖暖的 樊凡

268534 我把党來比母親 呂娜 264206 我的心寂寞如火 朱青

278548 我把真心給了你 秀才 286873 我的心被你偷走 曉月

306045 我把愛情給丟了 顧建華 300726 我的心痛你不懂 志楠

329430 我把愛給予祖國 劉敬芝 232778 我的心裡沒有他 鳳飛飛

341492 我把緣份藏心裡[HD] 山風組合 303768 我的心裡沒有他{Live} 馮素波

309732 我每天都在想你 孫偉 286164 我的心裡沒有他{Live} 魏秋樺

254154 我那麼那麼想你 楊林 265066 我的心裡沒有她{Live} 莫旭秋

299592 我依然戀你如昔 佚名 298606 我的心誰能明白 何建清

278209 我到外地去看你 好妹妹樂隊 312779 我的心誰能明白 昊天

344703 我到底哪裡有錯[HD] 周子龍 305785 我的父親和母親 譚晶

329418 我和自己的婚禮 蕭人鳳 295285 我的世界只有你 欣新

325815 我和你一起飛翔 于小磊 333136 我的世界只有我[HD] 馬劍芬

339252 我和你無怨無仇[HD] 彭箏 286203 我的世界有個你 張夕磊

309448 我和我的朋友們 姜育恆 316621 我的世界你來過 宋沛江

330052 我和我追逐的夢{Live}[HD] 劉德華 283562 我的世界你來過 涓子

343832 我和幸福有約定[HD] S.H.E 318455 我的世界你來過 廣杰

269310 我和春天有個約{Live} 徐千雅 323855 我的世界你最乖 音樂走廊

310842 我怕我會掉眼淚 曾軼可 323854 我的世界你最乖 韓春雨

334225 我所幻想的未來[HD] 劉明輝 349394 我的世界還有你[HD] Snh48

299554 我所知道的愛情 佚名 342782 我的兄弟叫大鵬[HD] 熊貓

311663 我承認我很想念 蔡黃汝 308101 我的北京我的家 王莉,湯非

269751 我放不下的是你 李自強 266322 我的北京我的家{Live} 王莉,湯非

305207 我放不下的是你 曉月 322565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 旭日陽剛

305097 我的angel 蔣易 315961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 林志炫,孫睦涵,周安信,音樂大師課

297855 我的一生只要你 王羽澤 340642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HD] 石頭

329436 我的女人我的酒 張津滌 343847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HD] 杭天琪

233599 我的女友武則天 黃閱 334090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HD] 張杰

Page 681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37252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HD] 群星 337255 我的家鄉重慶美[HD] 拉毛王旭

311093 我的未來很精彩 楊罡 283024 我的家鄉梵淨山 野馬

305618 我的生日不快樂 韓策 233845 我的真心獻給你 黎明

320486 我的生活你的歌 畫畫 325821 我的祖國我的家 于文華

298931 我的吉它會說話 佚名 325662 我的草原我的家 田田

271071 我的名字叫中國 覃飛宇 293505 我的草原我的家 孟文豪

282709 我的名字叫愛華 王愛華 341294 我的草原我的家[HD] 田田

349841 我的老家在農村[HD] 王不火 323866 我的草原我的夢 霓裳

294608 我的老婆我的天 趙紅富 308204 我的草原我的緣 司徒蘭芳

307161 我的那個情哥哥 望海高歌,純瀟清清 326309 我的陝北我的夢 劉建東

266750 我的初吻給了誰 藍宇 309582 我的情人在草原 胡紅艷

271397 我的幸福小甜蜜 郭小熙,小奇 333399 我的情人你別走[HD] 張彬

281447 我的幸福在哪裡 袁惜君 305819 我的情人要出嫁 龐龍

301030 我的幸福我做主 沈凌 339262 我的情深你若懂[HD] 王建榮

263195 我的幸福剛剛好 那英 314155 我的晚霞我的愛{Live} 彭三

318688 我的朋友在那裡 佚名 269468 我的眼淚沒有罪 曉曉

299217 我的朋友在哪裡 佚名 265803 我的眼淚為誰飛 小瀋陽

323861 我的東北我的家 王洪兵,孫雪 306389 我的眼袋我的愛 秋褲大叔

322149 我的河北我的家 張雷 313574 我的眼袋我的愛 趙小兵

309486 我的玫瑰卓瑪拉{Live} 春雷 326310 我的麥克風&火{Live} MG女團,蓋世英雄

307525 我的芳名叫馬麗 馬麗 315967 我的廊坊我的家{Live} 張雷

265324 我的青春我的城 羽泉 339485 我的惠州我的家[HD] 安葉

327750 我的城市沒有家 唐古 331626 我的發小做了賊[HD] 冷漠

349840 我的思念都是你[HD] 紅薔薇 316531 我的童年不一樣 劉莫霏

326916 我的故事我的歌 後來者 316787 我的童年我做主 邱喜善

289859 我的紅安 我的夢 張瑩 263916 我的傷你痛不痛 易秀明珠

289121 我的要求不算高{Live} 大軍 342405 我的媽媽會瞬移[HD] 樂正綾

334196 我的要求不算高{Live}[HD] 黃渤 335852 我的愛人不要走[HD] 龍梅子

299579 我的要求並不高 佚名 307290 我的愛人我的家 王文科

297717 我的音樂我做主 文筱芮 284441 我的愛你在何方 修竹

302722 我的音樂讓我說{Live} 張靚穎 303780 我的愛為你存在 黃小珊

315964 我的家在商洛山 周澎 302784 我的愛為你療傷 望海高歌

269392 我的家在橄欖壩 拉毛王旭 326918 我的愛情不零售 馬雨梵

329437 我的家鄉下雪了 雪山朗瑪組合 308069 我的愛情全是傷 王長立

298147 我的家鄉大平原{Live} 王麗達 324624 我的愛情在哪裡 李揚光

268002 我的家鄉內蒙古 烏蘭托婭 266380 我的愛情我買單 湯潮

293021 我的家鄉在江安{Live} 趙清 280225 我的愛情哪去了 金久哲

293430 我的家鄉在陝西 十三狼 307289 我的愛情破碎了 王愛華

346111 我的家鄉在廣西[HD] 保峰 307110 我的愛情破碎了 後來者

271382 我的家鄉好地方 郝志花 309175 我的愛情迷了路 林雨

279445 我的家鄉巫山美(國) 蘇賢文 263190 我的愛傷害了誰 糯米

317627 我的家鄉我的根{Live} 孫維良 268664 我的愛與你同在 周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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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14 我的愛讓你流淚 李緒杰 346974 我是一隻小螞蟻[HD] 彭瑋瀚,朱克

335506 我的愛讓你流淚[HD] 李緒杰 295349 我是一隻百靈鳥 百靈鳥

301291 我的感情太豐富 林凡 305278 我是一隻流浪狗 蕭閎仁

306390 我的農民工兄弟 曉楓 313601 我是一隻畫眉鳥 鳳飛飛

270404 我的夢也是你的 王熙然 325239 我是人民的兒子 廖昌永

287900 我的夢中你的夢 心中 307184 我是凡人不是仙 李玖龍

268833 我的蒙古我的家 孟文豪 348365 我是大叔我怕誰[HD] 赤龍

317629 我的橄欖我的夢 阿香 326300 我是中國的孩子 李燁琳

311335 我的寶貝我的愛 趙子皓 308769 我是牛糞你是花 李建科

301185 我知道你在等我 周傳雄 319771 我是多麼的想你 曉月

292678 我知道你很愛她 格子兮,威仔 292871 我是多麼的愛你 紅日藍月

326920 我知道你很難過{Live} 李佩玲,中國新歌聲 307103 我是多麼的愛你 彩貝與海

335898 我知道你很難過{Live}[HD] 劉珂,中國好聲音 315272 我是你的大猩猩 南無樂隊

297683 我知道我不懂愛 六哲 323223 我是你的女朋友 劉忻

311947 我知道是我不好 韓光 265607 我是你的女朋友{Live} 劉忻

319783 我知道這個世界 酒窩樂團 325387 我是你的小建哥 王建

333679 我知道這個世界[HD] 王嘉華 292704 我是你的小蘋果 河靜靜

304108 我型我show{Live} 群星 347345 我是你的什麼人[HD] 東方依依

254786 我很好那麼你呢 王心凌 326922 我是你的光頭強 張家成

303983 我怎能把你遺忘 楊竹青 287374 我是你的玫瑰花 金梓

302261 我怎麼能夠忘記 秦御峰 327743 我是你的曼陀鈴 伊然

311333 我思念你啊草原 豪圖 291270 我是否錯愛著你 曾雨軒

315270 我思念的恩格貝 高佳 340890 我是受傷的男人[HD] 王立薦

315971 我恨自己動了情 冷漠 298360 我是東郭你是狼 安東

290379 我是一首流行歌 陳瑞 344348 我是社區小員警[HD] 毛川

299324 我是一個小山胞{Live} 佚名 299315 我是苗家小咪采{Live} 佚名

348966 我是一個小英雄[HD] 張兆涵 278357 我是風箏你是線 木禾

320471 我是一個退伍兵 孫銘澤 342402 我是個幸福的人[HD] 張馨元

262358 我是一隻小小鳥 丁噹 296484 我是真的不完美 和匯慧

279224 我是一隻小小鳥 中國最強音 307436 我是真的好想你 郭力

313278 我是一隻小小鳥 許藝娜 289727 我是真的好愛你 周啊想

232761 我是一隻小小鳥 鳳凰傳奇 310056 我是真的捨不得 動心

320472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 孫楠,中國之星 321307 我是真的喜歡你 郝雲湖

303832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 黃英 268085 我是真的愛上你 代理仁

316715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 楊坤,丁詩瑀,最美和聲 299314 我是草原小騎手{Live} 佚名

320473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 趙傳,隱藏的歌手 304044 我是這樣的女生 楊雅琳

287652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 蕭煌奇,楊培安 267204 我是最愛你的人 毛毛

335881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HD] 九九 302597 我是最愛你的人 張彥子

332528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HD] 李佳薇 318534 我是微商咋滴了 蟹大叔王斌

339750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313580 我是蝴蝶你是花 趙小南

333973 我是一隻小小鳥{Live}[HD] 羅琦 317619 我是誰的林妹妹 徐子洺

340888 我是一隻小蜻蜓{Live}[HD] 余越 299957 我為小姐珍珠鳳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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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26 我為什麼要歌唱[HD] 新四季合唱團 316860 我們今生好兄弟 胡雲鵬

323228 我為老婆唱首歌 馬常寶 308786 我們只想在一起 李悟,陽光黑子

283721 我為朋友唱首歌 孫彭飛 306399 我們永遠在一起 玉面天使(吳霞)

328596 我為爸媽唱首歌 楊濤 285157 我們永遠在一起 群星

326305 我為海口唱讚歌 莊秋玉 290126 我們永遠是朋友 網路歌手

311136 我為草原唱情歌 溫博 344337 我們全家麼麼噠[HD] 余驍睿

311400 我為情哥唱情歌 趙麗 296446 我們再一起好嗎 陳彥允

308081 我為愛情著了魔 王娜 266453 我們在長春相遇 王明明

347352 我看著你的時候[HD] 李榮浩 337233 我們在愛中漫步[HD] 畢書盡

343509 我要用一生歌唱[HD] 郭媛媛 305266 我們多久沒牽手 蕭亞軒

312153 我要回家過大年 蘇青山 262812 我們自己是太陽 卡卡龍兒童樂團

326313 我要你 Body 海弦月 232224 我們走在大路上{Live} 騰格爾

343851 我要你&天涯歌女{Live}[HD] 張杰,歌手 312103 我們和你在一起 譚晶

278894 我要我們在一起 曾一鳴 314167 我們明天就分手 新褲子樂隊

233201 我要我們在一起 黃小琥 295189 我們的地老天荒 望海高歌

286525 我要我們在一起,我是歌手{Live} 鄧紫棋 307305 我們的美好時代{Live} 王麗達

331116 我要我們在一起[HD] 丁少華 320454 我們的美好時代{Live} 王麗達,蔡國慶

331302 我要我們在一起[HD] 李泉 320453 我們的美好時代{Live} 湯子星

285174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 肖懿航,陳羽凡 348348 我們的探險計畫[HD] 宇宙人

325121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97307 我們的愛在贖罪 Coco Fei,Tony

286524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 鄧紫棋 275237 我們的愛好無奈 龍奔

342789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李琦,楊乃文,蒙面唱將 289837 我們的愛是永遠 張華

335186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陶喆,查查,于文文 319762 我們是炎黃子孫 楊曼莉

332324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楊宗緯,李泉 302177 我們是黃河泰山 殷秀梅

342133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趙小熙,中國新歌聲 329411 我們相見又分手 葉麗儀

288403 我要和你在一起 樂洋,劉苗苗 311296 我們唱著那首歌{Live} 滿江

279571 我要和你在一起(國) 夏筠妍,趙英俊 304206 我們這裡還有魚 群星

328609 我要的不是再見 後弦 318672 我們這樣算什麼 韓小薰

337267 我要的現在就要[HD] 李易峰 329413 我們都是一家人 鄢青

316629 我要為你寫首歌 張玉善 296456 我們都是三道人 杜浩

341033 我要做你女朋友[HD] Sunshine 268130 我們都是好兄弟 伍義

297946 我要做個好小孩 王雪晶 346966 我們都是好兄弟[HD] 趙海軍

285144 我要陪你到永遠 紅薔薇 298075 我們都是好孩子 王箏

321328 我要陪著你老去 許哲珮 293432 我們都是孤獨的 華晨宇

336703 我要醉在草原上[HD] 孟文豪 345119 我們都是寂寞的[HD] 蘇佩卿

321283 我乘著風飛過來 洪辰,寧桓宇 344339 我們都是寂寞的[HD] 蘇珮卿

292332 我倆永隔一江水 小娟 266865 我們都是規劃人{Live} 譚圳,付雲霞

286751 我們一起看花海 雨柔,望海高歌 297386 我們都是傻丫頭 Mon Mon

301076 我們一路忘了哭 辰詩未好 330969 我們都能幸福著[HD] 郭靜

296445 我們不是相愛嗎 袁曉婕 340018 我們都愛義渠君[HD] 微胖女神

255973 我們不要傷心了 萬芳 319100 我們都會幸福的 辛莉恩

341750 我們不該這樣的[HD] 張赫宣 340633 我們都會幸福的[HD] 任韵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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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41 我們都會幸福的{Live} 任韻淇 309126 我曾用心愛著你 易帆

281367 我們就喜歡這樣 耀樂團,金小魚 304578 我曾用心愛著你(慢四) 舞曲

319102 我們曾經過那裡 徐恩乾 317621 我曾用心愛著你{Live} 胡小寶

268980 我們結婚好不好 崔偉亮 280213 我曾用心愛著你{Live} 葛泓語

333358 我們註定在一起[HD] 伍佰 294197 我曾那樣信任你 姜洪波

270709 我們像小孩一樣 胡杰夕 295393 我曾愛過的女人 肥狼

297236 我們還有當年情 1036天王組合 339258 我曾愛過的女孩[HD] 李易峰

308631 我們還是算了吧 呂品 346108 我曾經那麼愛你[HD] 張冬玲

308353 我哭了你知道嗎 安宇 309066 我曾經傷害過她 孟楊

286652 我家有條灰太狼 李婭卓 306413 我最心愛的吉他 羅邏聖

341395 我家住在大海邊[HD] 陳麗媛 317622 我最心愛的吉他{Live} 羅邏聖

324966 我家住在長江邊{LIVE} 金婷婷 307068 我最想去的地方 張映龍,張慧雲

333237 我家門前有大海[HD] 張震嶽 265996 我最愛的一首歌 斯琴高麗

317605 我家門前的小河 林雪 340027 我最愛的就是你[HD] 王峻熙

321304 我家就在長江邊{Live} 陳俐俐 271183 我最親愛的爸媽 趙小南

339478 我家就在莎車住[HD] 波拉 322561 我最親愛的情人{Live} 林憶蓮,許志安,中國之星

230720 我拿什麼報答你 陳瑞 315254 我開始為你寫歌 黃飛鵬

231542 我真的為你哭了 韓信 329425 我想一生跟你走 原子霏

310027 我真的看錯了人 高柏 280206 我想大聲告訴你{Live} 李祥祥

300838 我真的真的愛你 李茂山 271482 我想大聲告訴你{Live} 金志文

270176 我祝祖國三杯酒 澤旺多吉 317608 我想大聲告訴你{Live} 孫楠,蒙面歌王

298806 我衷心的感謝你 佚名 307641 我想出租半邊床 周艷泓

343203 我乾杯 你隨意[HD] 王不火 325572 我想去一個地方 久久

321292 我偷偷地愛著你 韓玉霞 269562 我想有家還有她 木子

289086 我唱著歌會想你 阿悄 287379 我想你,我好想你 阿超

271178 我問蒼天問大地 趙小兵 278371 我想你的每一天 朱立峰

318459 我深深愛著你啊 崔天琪 346098 我想我不會愛你{Live}[HD] 胡棟棟,中國新歌聲

280227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 洪辰 284953 我想和你去流浪 楊果

335938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HD] 戎琦,中國好聲音 289094 我想和你去看海 李楊飛

332020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HD] 黃貫中 269702 我想和你去看雪 李楊飛

338697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HD] 楊光 285890 我想和你在一起 周密

343850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HD] 趙傳 324675 我想和你在一起 梁光榜

339755 我終於失去了你{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292808 我想和你走下去 王錚亮

285517 我終於放棄了你 風芝韻 328584 我想和你走下去 李陽

323867 我終於放開了她 陳奕迅 314172 我想是我不夠好 汪哲

268990 我被愛情下了藥 崔子格 311618 我想是我瞎了眼 潘美辰

344357 我連傷心都不會[HD] 雲飛兒 328586 我想帶你去銅陵 吳塵

291309 我陪媽媽去韶山 楊心靈 289096 我想陪你去看海 李全偉

289761 我就不愛唱情歌 大張偉 254376 我想對你做壞事 汪佩蓉

257037 我就是這麼快樂 許茹芸 303741 我想對你做壞事 雅立

335733 我就是喜歡這樣[HD] 丁噹 340887 我想聽你的故事[HD] 王旭鵬

305559 我就要失去感覺 謝津 329427 我想聽你說牽手 宜寶,脫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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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097 我愛井陘四季天 李欣 308455 我會徹底忘了你 舟白

309580 我愛戈壁沙棗花 胡紅珊 265672 我落淚情緒零碎{Live} 周杰倫

230945 我愛他是個好人 陳驊 288311 我該怎麼去愛你 黃文武

315979 我愛你 你知道嗎 陳芳語 282282 我該怎麼辦才好 夏文羅

302167 我愛你 塞北的雪{Live} 殷秀梅 323241 我該怎樣感謝你 張津涤

333571 我愛你中國&鴻雁[HD] 孫楠,孫殿福,孫藝哲 299584 我該微笑還是哭 佚名

274762 我愛你你不知道 小峰峰 286641 我跟她們不一樣 李毓芬

289803 我愛你你知道嗎 安俊寧 295229 我像雪花天上來 李潮

281339 我愛你你知道嗎 祝建林 302034 我對你有多重要 孫燕姿

308370 我愛你你愛著誰 安靜 264077 我對愛情死了心 張冬玲

326935 我愛你的每一天 陳楚達 306064 我管不住我眼淚 顧凱

289099 我愛你塞北的雪 降央卓瑪 345143 我管可愛你管帥{Live}[HD] 王子文

302171 我愛你塞北的雪 殷秀梅 302420 我說愛你一萬遍 高進

278909 我愛你塞北的雪 常石磊 329441 我需要個藍朋友 莫小娘

337271 我愛你塞北的雪[HD] 呂雅芬 291545 我擁有愛的翅膀 風雷

282745 我愛你塞北的雪{Live} 玖月奇跡 232551 我獨自在風雨中 高明駿

336691 我愛你塞北的雪{Live}[HD] 王喆 283045 我親愛的兵哥哥 金岩

302860 我愛你愛的好累 符號 230816 我親愛的偏執狂{Live} 陳綺貞

342135 我愛你像你愛我[HD] 吳明喜 298393 我隨彩蝶翩翩飛 朱妍

292850 我愛你圖什業圖 策力木格 293111 我還在原地等你 陽杰

268795 我愛你與你無關 孫曉雨 340034 我還在草原等你[HD] 閆莉

314175 我愛的人已走了 小陸 294946 我還在這裡等你 原鄉 高音

301035 我愛的人不愛我 沙靖杰 296518 我還在這裡等你 原鄉,高音

313906 我愛的人不愛我 饒天亮 325824 我還是真的愛你 劉春雨

265980 我愛的人有了他 成鵬飛 310843 我還能孩子多久 曾軼可

274658 我愛的人有了他{Live} 劉超華 233600 我還能給你什麼 黃閱

290942 我愛的人你愛誰 藍蝶 328611 我離孤單幾公里{Live} 華晨宇

310083 我愛的人嫁人了 崔偉亮 326937 我願化作一朵蓮 笑天

274657 我愛的人嫁人了{Live} 劉超華 288530 我願為你做更多 鄭伊健

311672 我愛桃花我愛家{Live} 蔣大為 293073 我願做你的新娘 郭建芳

300971 我愛祖國的藍天 李雙江 318728 我願做個好小孩 佚名

342772 我愛祖國的藍天[HD] 張明敏 327764 我讓風兒告訴你 常來,韓旭

333909 我愛過的那個人[HD] 曹寅 331606 戒了愛情戒了你[HD] 雲菲菲

284707 我敬朋友一杯酒 康志雄 264053 戒不掉你的溫柔 子楓

309542 我會永遠守護你 紅薔薇 332509 戒掉愛情戒了你[HD] 大哲

310651 我會永遠守護你 陳岩 315989 扶老奶奶過馬路 徐譽滕,阿原

283902 我會永遠愛著你 李浩民 299179 找一個美麗邂逅 佚名

231355 我會用心去愛你 雷罡 329446 找不到回去的路 馮海龍

304921 我會真的嫁給你 劉嘉玲 292024 找個大叔嫁了吧 伊昱翰

278873 我會記得你的好 賁小偉 323870 找個美女做新娘 朱英杰

340641 我會陪在你身旁[HD] 謝震東 307429 找個軍人來相愛 邢高瑗

335379 我會愛你一輩子[HD] 劉轉亮 319793 找個軍官就嫁了 徐夢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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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786 找個懂我的女孩[HD] 洪卓立 325322 每次當我想起你 李玲玉

317643 把心留在這裡唱 徐千惠 316968 每個人都有夢想 黃麗群

302525 把生命交給歌唱 張少林 304348 每個人都這麼說 葉靈

348385 把你裝進口袋裡[HD] 黃立綺 305986 每條傷心的大街 飄樂隊

307221 把你裝進我心裡 楓舞,綠昕 323299 每逢佳節倍思親 徐子崴

346597 把你藏在歌裡面[HD] 譚詠麟,何潔,金曲撈 263174 每當唱起這首歌 麥穗

290219 把我的心兒陶醉 衡越 300910 求你別再對我好 李逸

309944 把我的愛還給我 袁震 319114 求你別讓我難過 札西

333464 把幸福留在夢裡[HD] 袁潔瓊 300979 求你騙我騙到底 李麗菁

323873 把相思寄去遠方 趙鑫 297622 求求你別離開我 小銳

280832 把悲傷留給自己 葉錚 315290 求求寂寞放了愛 張潔

304698 把悲傷留給自己 趙傳 298628 汪洋中的一條船 余天

342796 把悲傷留給自己[HD] 左小祖咒,鍾欣潼 300917 汪洋中的一條船 李逸

287320 把悲傷留給自己{Live} 辛龍,潘越雲 232704 汾河流水嘩啦啦 魏金棟

271808 把悲傷留給自己{Live} 青春美少女組合 298149 沂蒙山我的娘親親 王麗達

290357 把悲傷留給自己{Live} 陳昇 286655 沉默是我犯的罪 杜俊成

341981 把悲傷留給自己{Live}[HD] 朴翔,中國新歌聲 326946 沒人心疼的玫瑰 陳瑞

338409 把悲傷留給自己{Live}[HD] 楊坤,黃莉,最美和聲 310335 沒人疼愛的男人 張雷

300087 把悲傷還給悲傷 佚名 288408 沒有一天不想你 凱勇扎西

300498 把握人生的方向 佚名 294724 沒有一夜不想你 高進

344712 把最甜的都給你[HD] 兄弟本色 330056 沒有人可以像你{Live}[HD] 劉德華

287961 把愛珍藏在心裡 囚鳥 348457 沒有人再去相愛[HD] 和平路北樂隊

285315 把愛寫在歌聲裡 趙鑫 271110 沒有什麼大不了 譚雙劍

340650 抓住青春的尾巴[HD] 楊晨 231310 沒有什麼不可以 零點樂隊

293651 折磨自己戒掉你 李印賀 286252 沒有天空的城市{Live} 楊宗緯

327774 折斷自己的翅膀 不辣 285154 沒有方向感的愛 群可,玉兔

347379 李{Live}[HD] 李玉剛,圍爐音樂會 233074 沒有月亮的黑夜 黃品源

299752 李雙雙-窪窪地裡好莊稼 佚名 300117 沒有永久的愛情 佚名

311871 杜鵑山山深林密 儲蘭蘭 292166 沒有永遠的永遠 吳瑕

299729 杜鵑山-黃連苦膽味難分 佚名 331310 沒有目的地愛了[HD] 楊千嬅

302653 每一秒都在想你 張寒 338445 沒有回頭的愛情[HD] 祁隆,容舒

310267 每一秒都在想你{Live} 張寒 339780 沒有你也一樣活[HD] 張力超

329523 每分每秒都想你 丁紫 338719 沒有你我不快樂[HD] 鎬東

349908 每分每秒都想你[HD] 葉伸伸 302103 沒有你的每一天 徐婕兒

347386 每天每夜在想你[HD] 鄧鴻 303106 沒有你的耶誕節 許茹芸

304708 每天抱我一分鐘 趙默 233649 沒有你的耶誕節 黃韻玲

302015 每天都是情人節 孫萌 303966 沒有你的耶誕節{Live} 愛戴

314184 每天都要做的夢 王亞東 320592 沒有你活不下去 王若熙

310105 每天想我一點點 常漢卿 310239 沒有我的每一天 張祥洪

298327 每天愛你多一些 因果兄弟 310261 沒有我的每一天 張祥洪,于逸飛

318244 每天愛你多一些{Live} 長宇,晨悠組合,中國好聲音 271879 沒有良心的女人 馬雲龍

302430 每次都想擁抱你 高旗,超載樂隊 281070 沒有季節的都會 曾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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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58 沒有泥土那有花 佚名 269409 男人和男人的歌 文奎

232815 沒有泥土那有花 鳳飛飛 309426 男人的心也會碎 姚天成

301498 沒有玫瑰的日子 金素梅 307939 男人的心不會碎 天雲

299231 沒有音樂的情歌 佚名 342875 男人的心傷不起[HD] 邱永傳,劉明揚

234045 沒有淚水的分離 齊秦 283724 男人的累男人醉 孫彭飛

343273 沒有牽過你的手[HD] 趙喜同,劉暢 336177 男人流血不流淚[HD] 承偉

282044 沒有眼淚的童話 東來東往 308062 男人為誰流眼淚 王昊

297853 沒有雪的耶誕節 王宇鵬 310336 男人苦點算什麼 張雷

296704 沒有雪的聖誕夜 涂議嘉 332130 男人哭吧不是罪[HD] 羽泉

296705 沒有雪的聖誕夜 涂議嘉,劉歡 330059 男人哭吧不是罪{Live}[HD] 劉德華

296701 沒有圍牆的世界 莫文蔚 344448 男人真的不容易[HD] 胡大亮

318280 沒有結局的愛情 劉緣 327924 男人眼淚自己擦 付曉強

323307 沒有結果的結果 王馨 308205 男人都會犯的錯 司徒蘭芳

345212 沒有愛情藏得住{Live}[HD] 沙寶亮,金曲撈 335071 男人喝吧不是醉[HD] 海生

299096 沒有劇終的電影 佚名 231543 男人最痛的眼淚 韓信

291004 沒有錢誰會愛我 阿國 280426 男人傷心也流淚 張銘峰

282248 沒有謎底的謎語 周天然 307866 男人傷心不流淚 小山

285448 沒有禮物的生日 陳瑞 336080 男人慚愧不慚愧[HD] 干露露

296702 沒有權利不愛你 劉是非 346227 男人輕易不說累[HD] 袁俊

230325 沒有戀愛的孩子 陳星 322173 男人賺錢女人花 紫海

340398 沒你在身邊[HD] 李小薇 298726 男女各占半邊天 佚名

275188 沒你我和別人睡 陳玉建 326451 男友若是宋仲基 小甜甜

285049 沒說再見的離開 湘唯一 346684 男兒心中一團火[HD] 陸依

346184 沒關係 我愛你[HD] 繆以欣 321471 男兒有淚不輕彈 朱永飛

303705 沙漠王子-歎月 華潔 296818 男兒還得看今朝 劉罡

338721 沙灘派對好棒棒[HD] 左左右右 343951 男孩看見野玫瑰{Live}[HD] 珍妮佛

283709 牡丹花兒愛少年 金岩 324100 見鬼去吧你的愛 唐妍

345242 牡丹花與放羊娃[HD] 楊寧,楊平 309609 見與不見 草原風 苗苗,劉罡

279562 男人一生不後悔 吳松發 281112 角落裡抹過的淚 李亮超

347043 男人三十要成家[HD] 雨霖楓 308933 言不由衷的祝福 辰傑

328773 男人也是一枝花 韓春雨 300490 赤足走在田埂上 佚名

301815 男人也會掉眼淚 胡耀威 318228 赤足走在田埂上 葉佳修,望采納

305778 男人也需要關懷 譚圳 233872 赤腳男人的山谷 黎明

319119 男人女人不容易 于晉 299428 走一段想你的路 佚名

306429 男人女人不容易 陶大帥 283574 走了就別再回頭 黎毅

285524 男人不怕路艱難 馬力 300702 走不出母親視線 呂繼宏

308516 男人不能說不行 冷漠 325899 走不出你的軌跡 曉田

326948 男人四十一朵花 傅曉 316017 走不回去的旅程 彭佳慧

292219 男人再累也值得 大張杰 332115 走在紅毯那一天[HD] 彭佳慧

294053 男人沒錢不是罪 丁童 297062 走在紅毯那一天{Live} 孟根花

269618 男人沒錢沒人愛 權施文 280562 走在寂寞的情路 王愛華

348507 男人男人沒有錯[HD] 馬建軍 290821 走在黃昏的街上 流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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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33 走吧 咱們回家吧 曹芙嘉 232542 那種心跳的感覺 高明駿

297064 走的越遠越想家 李濟綸 286586 那種心跳的感覺{Live} 朱樺

283587 走近些再走近些 林萍 313332 那種心跳的感覺{Live} 陳浩德,李麗霞

322842 走南闖北只為你 姚天成 233085 那麼愛你為什麼 黃品源,莫文蔚

316022 走著走著就散了 李國輝 329737 那麼愛你為什麼{Live} 田園,天籟之戰

347479 走著走著就散了[HD] 君子 345762 那麼愛你為什麼{Live}[HD] 黃品源

346324 走著走著就散了[HD] 莊心妍 319132 防火防盜防閨蜜 歐姐

286957 走進完美新時代 雷啟飛 337303 乖羊羊與灰灰狼[HD] 余潤澤,肖夏非

295263 走進明天的幸福 楓舞,曉依 349640 來了就是深圳人[HD] 瀟峰

316021 走進草原看美景 吉娜 293226 來了就是壁山人 馬麗

304275 走遍天下無憂愁 萬沙浪 327480 來山南來看一看 崔來賓

301886 走過來依然是你 韋唯 302374 來不及好好愛你 馬健濤

230951 走過路過別錯過 陳鵬 262142 來不及的時光機 Circus

265547 身披彩衣的姑娘{Live} 刀郎 302723 來不及流淚的人{Live} 張靚穎

323455 辛德瑞拉的魔力 高一格 266461 來不及說我愛你 王浩申

308406 那一年我十七歲 朱曉琳 313297 來不及說我愛你 郭靖

329732 那一夜 瑪姬阿米 張軍,楊麗琨 278814 來不及說對不起 龍軍

230515 那一夜你喝了酒 陳淑樺 271941 來不及說對不起 魏俫

284771 那一夜你喝了酒 彭佳慧 325040 來不及說對不起 魏徠

232914 那一夜你喝了酒 黃中原,傅薇 290451 來生只做陌生人 黑龍

322048 那一段真實的愛 王宜雨 335844 來生只做陌生人{Live}[HD] 黑龍

340755 那一首歌的故事[HD] 安香 270779 來生再做你的人 艾歌

311188 那片天空的雨季 葛本軍 283523 來生你會記得嗎 何廣才

318070 那年下雪的時候 By2 267221 來生相見的記號 韓磊,莫小鳳

300362 那年我們十九歲 佚名 309912 來生還要做兄弟 笑天,冷漠

232078 那年我們十九歲 馬兆駿 339896 來自天堂的魔鬼[HD] 鄧紫棋

295038 那年我們還年少 孔雀哥哥 233685 來自心海的消息 黃鶯鶯

348640 那年花開月正圓[HD] 羅聰 307944 來到草原愛上雲 天駿

311435 那年春天下著雪 劉心 348128 來到漢陽皆知音[HD] 洪凱

305190 那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 346453 來香巴拉看太陽[HD] 周巍

328929 那些乞討的孩子 周昊天 327481 來趕壯家三月三 崔來賓

345384 那些不成熟的愛{Live}[HD] 周恬熙 336088 侗家姑娘愛唱歌{Live}[HD] 張瑋

340756 那些年 那些事[HD] 周占超 269636 依依不捨的愛人 李利依

342519 那些你教我的事[HD] 于朦朧 346850 依依不捨離開你[HD] 天籟天

278512 那些走過的街邊 玄樂隊 310010 依然把你放心裡 高安

274764 那是怎樣的天氣 小築 326035 兒行千里莫擔憂 胡云鵬

292672 那個放不下的你 楓舞,囚鳥 320190 兒行千里媽牽掛 倪爾萍

309873 那個真實的故事 海生 323018 兒行千里媽牽掛 萬一

309491 那個傷害你的人 柯以敏 325354 兒想回家看看娘 歐陽文宸

232445 那時我還不懂愛 高原 347229 兩岸共圓中國夢[HD] 羅漢

347118 那笑容是夏天的[HD] 杜侑澎 256836 兩個人的下雪天 許慧欣

300360 那種心跳的感覺 佚名 297250 兩個人的西洋棋 183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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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53 兩個人的獨角戲 樓宏章 285496 呼倫貝爾大草原 韓婷

317243 兩個世界兩個你 蘇唯 283035 呼倫貝爾大草原{Live} 金婷婷

349262 兩個很愛我的人[HD] 潘陽 344634 呼倫貝爾大草原{Live}[HD] 阿比亞斯

323023 兩隻鵝的情人節 萬心 345524 呼倫貝爾大草原{Live}[HD] 德德瑪,阿比亞斯,蘇永寶,歌聲的翅膀

348781 兩情若在長久時[HD] 吳鈞潞 301591 命中註定我愛你 雨天

231533 兩腳書櫥的逃亡 韋禮安 347673 命中註定的我們[HD] 張肇彧

230269 其實只要你等我 陳星 321795 和你一起看夕陽 王瑩

316464 其實你已經知道 王大文 308761 和你一起看夕陽 李青

302998 其實你全都知道 莊學忠 302195 和你一樣的夢想{Live} 海生

232976 其實你全都知道 黃可兒 232106 和你巧遇在這裡{Live} 馬念先

308733 其實你沒愛過我 李志剛 287963 和你在一起原唱 央金次卓,貢尕達哇

292395 其實你並不在意 張佑錢 307234 和你在一起真好 段紅

232845 其實我已不在意 麥子傑 282210 和你相愛一百年 古品,孟楊

302811 其實我已不在意{Live} 梁輝 279426 和你相識不後悔 時嘉,車神

315309 其實我不想分開 曾春年 310203 和我一起搖滾吧 張真菲

268033 其實我不想哭泣 樂桐 298576 和風說話的孩子 至上勵合

325180 其實我不想認輸 天籟天 308452 和風說話的孩子{Live} 至上勵合

310608 其實我的心沒走 郭歡 317310 咖啡不解酒的醉 張海

268659 其實我的心沒走{Live} 周艷泓,黑龍 335390 咖啡在等一個人[HD] 周慧敏

297907 其實我很在乎你 王袁 348827 固執是一種光榮[HD] 風林火山樂團,許鶴繽

309128 其實我很在乎你 易帆 346900 夜{Live}[HD] 劉歡,中國新歌聲

333469 其實我很在乎你[HD] 謝容兒 317345 夜光下的小妹妹 阿賴

271779 其實我們都寂寞 陶鈺玉 320272 夜夜牽魂盼君歸 于全莉

311219 其實我們傷不起 路綺歐 319624 夜夜牽魂盼君歸 韓曉輝

346464 其實我想對你說[HD] 劉溢華 327577 夜空中最亮的星 徐璐

313243 其實幸福很簡單 曹軒賓 284229 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計畫樂隊

328289 其實都已過去了 南宮苡彤 283367 夜空中最亮的星 張恒遠

300904 到底你在想什麼 李逸 292995 夜空中最亮的星 謝彬彬

323629 到底我該怎麼做 楊峰 292036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 余家輝

329173 到底到底為什麼 李玉山 325202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 宋亞軒

308638 到底是為了什麼 呂雯 327578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 莫文蔚,天籟之戰

281157 到底算是誰的錯 李果 325481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 鄧紫棋,蓋世英雄

234175 到底讓我等多久 龍曉飛 342141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HD] 低調組合,中國新歌聲

332391 叔公的小城故事[HD] 陳妍希 334089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HD] 張杰

321790 叔叔西湖怎麼走 萬塘路18號 326976 夜深人靜更想你 望海高歌

337312 叔叔西湖怎麼走[HD] 萬塘路18號 311524 夜深夜靜的時候 劉程伊

333553 取名回憶的時光[HD] 吳莫愁,李代沫 233166 奈何兩字拉成橋 黃安

284559 取名回憶的時光{Live} 吳莫愁,李代沫 325073 奔向未來的日子{LIVE} iKON,蓋世英雄

278926 周董的十二新作(國) 陳佳喆 270649 奔跑不只為第一 群星

349684 呼吸的風都帶痛[HD] 葉順有 317385 奔跑吧,Lady 毛澤少

312959 呼倫貝爾大草原 降央卓瑪 297238 妳永遠是最美的 183Club

302216 呼倫貝爾大草原 烏蘭托婭 327608 妳是我的巧克力 教練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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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71 妹把山歌當繡球 拉毛王旭 319684 幸福不要來找我 冷漠,司徒蘭芳

322424 妹妹今天出嫁了 吳慶國 348909 幸福中國一起走[HD] 張也

285307 妹妹只愛高富帥 趙小南 332874 幸福未滿的戀人[HD] 弦子

314815 妹妹找哥淚花流 郭瓦·加毛吉 293389 幸福在左愛在右 余零

300789 妹妹找哥淚花流{Live} 李谷一 340595 幸福多了就是水[HD] 侯玉斌

290438 妹妹找哥淚花流{Live} 黃綺珊,蕾蕾,張戀歌 294959 幸福快樂每一天 吳燦濤

311836 妹妹妹妹我愛你 鮑國 308416 幸福來了跑不掉 江宇

310084 妹妹妹妹美美美 崔偉亮 286306 幸福來到我身邊 趙童

332154 妹妹妹妹美美美[HD] 司文 326984 幸福其實很容易 劉天

298762 妹妹背著洋娃娃 佚名 322130 幸福其實很簡單 楊一郎

290240 妹妹鬆開我的手 費玉清 311321 幸福是你的溫柔 維恩

231088 姊姊妹妹站起來 陶晶瑩 297437 幸福是被你需要 汪蘇瀧

231089 姐姐妹妹站起來 陶晶瑩 309983 幸福是愛的奉獻 馬常寶

346015 姐姐妹妹站起來{Live}[HD] 陶晶瑩,妡淇組合,曾慧蘭,姬紫蘭,我想和你唱 345052 幸福消失了多久[HD] 劉歡

299628 姑娘十八一朵花 佚名 324537 幸福就是在一起 彥傾,梅南林

299647 姑娘心裡不平靜-十裡湖堤好風光 佚名 312131 幸福就是你和我 龐曉宇

300441 姑娘生來愛唱歌 佚名 315327 幸福就是你和我 龐曉宇,金鈺兒

323117 姑娘你在我心上 望海高歌 308784 幸福像花兒一樣{Live} 李美怡

294517 姑娘我要嫁給你 皓宇 309368 幸福像花兒一樣{Live} 雨禾

232447 姑娘走過的地方 高原,紅阿姆 347743 幸福像陽光一樣[HD] Marina楊洋,熊天平

302411 姑娘走過的地方 高原紅阿姆 289567 幸福歌兒心底唱 Walker,花澤靜

324266 姑娘姑娘你真美 馮海龍 326988 幸福鐘意有緣人 宋健

290998 姑娘姑娘你真美 閻鳳梅 326989 幸福讓我受了傷 望海高歌

309477 姑娘姑娘我愛你 施寧 322454 幸虧沒生在古代{Live} 曾昭瑋,中國好歌曲

339962 姑娘姑娘我愛你[HD] 吳貴平 269390 延吉 我最美的家 拉毛王旭

319657 姑娘等我回家鄉 韋小波 262506 往未來飛的客機 郭靜

317418 姑娘請你把我愛 趙小南 348300 往復上一場大雨[HD] 郭恩嘉

313063 姑娘請你嫁給我 馬文吉 342723 念念不忘的姑娘[HD] 阿權

306467 姑娘請你嫁給我 儲毅 230223 念念不忘的情人 陳明真

285418 姑蘇城外的姑娘 陳一凡 289002 忽聞海上有仙山 印能法師

290752 孤身天涯任我行 李成 233940 怕你為自己流淚{Live} 黑豹樂隊

326981 孤芳獨影有誰憐 沁心小筑 289005 怕你傷心怕你哭 冷漠

339443 孤島電臺之廣州[HD] 彩貝與海 269205 怪我愛的太狂野 張謙卑

348269 孤單的人晚回家[HD] 李行亮 297324 怪我愛得太狂野 Free Party

342687 孤單的宮保雞丁[HD] 朱其民 267830 怪我愛得太狂野{Live} Free Party

303613 孤單是會傳染的 游鴻明 329442 房總半島最南端 程璧

310863 孤單寂寞為了誰 湘東雨 308692 抱怨世界鳥無聲 李友勝

311547 孤獨的夜晚有你 劉曉春 320504 抹去你的小傷心 Uniq

343137 孤獨是會上癮的[HD] 吳克群 296542 抽煙女人的黑夜 司林瓊

296264 岣嶁歸來不看峰 胡建明 319800 抽煙女人的黑夜 姜佑澤

308957 岩縫裡盛開的花 來國慶 300251 拉駱駝的黑小夥 佚名

298924 幸福不是毛毛雨 佚名 289134 拉駱駝的黑小夥 殷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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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766 拋開一切重來它 許諾 284067 明月千里寄相思 莫旭秋

328621 拋開一切跟你走 馬艷,榮聯合 231633 明月千里寄相思 韓寶儀

286852 招財進寶財神到 鐘盛忠,鍾曉玉 304562 明月千里寄相思(慢四) 舞曲

301072 放一百二十個心 辛欣 267851 明月千里寄相思{Live} Mario,Pchy

301069 放一百二十個心{Live} 辛欣 301855 明月千里寄相思{Live} 迪克牛仔,孫悅

334577 放下你的原子筆[HD] 范安婷 313188 明月千里寄相思{Live} 張琪朗

318171 放下是一種解脫 于金勝 330266 明月千里寄相思{Live}[HD] 蔡琴

317657 放下是一種解脫 祁隆,于金勝 310265 明年春節我回家 張博

318292 放不下到放得下 安崇藝 328641 明年誰還愛著誰 不辣

343862 放手也是一種美[HD] 明月微風 342145 明明白白我的心[HD] 成龍,魏允熙

342803 放手何必去挽留[HD] 暴林,喬玲兒 233161 明明知道相思苦 黃安

312116 放手何必說難過 關宇 345189 朋友來了不想走[HD] 阿魯阿卓

305664 放我一個人生活 藍冰 309360 朋友來了不想走{Live} 阿魯阿卓,太陽部落

311922 放棄也是一種愛 謝珊 349889 朋友啊 請你留下[HD] 戚超馳,劉敏敏

231388 放棄天空的飛鳥 霍建華 309538 朋友幹了這杯酒 紅月

333071 放棄你我做不到[HD] 羅志強 270234 朋友請到草原來 游美靈

278368 放棄你情非得已 朱奕潼 279668 朋友請到草原來[新版](國) 游美靈

231167 放棄我是你的錯 陸萍 300517 東山飄雨西山晴 佚名

266060 放棄我是你的錯{Live} 曾春年 230891 東山飄雨西山晴 陳芬蘭

278679 放棄是一種美麗 邢繼光 299616 東方風來滿眼春 佚名

336713 放開手 放開愛[HD] 海闊 315091 東北神曲 花姑娘 盧星燦

296563 放歌三沙去巡航{Live} 林香 311130 東江河源萬綠水 楓橋

299323 放學吹起笛哩嚕 佚名 302501 東江湖上擺歌台 張也

348992 明天let Go[HD] 時代寶貝組合 344734 東京鐵塔的幸福{Live}[HD] 汪蘇瀧,江美琪,金曲撈

317680 明天你會在哪裡 白百何,井柏然 344735 東京鐵塔的幸福{Live}[HD] 汪蘇瀧,金曲撈

334888 明天我要嫁給你[HD] 陳潔麗 334803 東南西北大拜年[HD] 群星

334538 明天我要嫁給你[HD] 愛戴 304421 東莞不相信眼淚{Live} 零峰

255303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王菲 298723 東邊太陽西邊雨 佚名

298472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江映蓉 302077 果然喜從天上降 徐君,劉華

317681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泳兒 304478 沸騰1000度{Live} 漂亮寶貝

286846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郁可唯 347395 油城大慶等你來[HD] 鮑勃

302839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梅艷芳,倫永亮 347396 油菜花開我的愛[HD] 李雄

291588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陳潔麗 329531 油菜花開情滿懷 于全莉

258258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鄭秀文 327868 油菜花開情滿懷 韓曉輝

316064 明天我要嫁給你{Live} 譚維維,趙哲 317771 油菜花開就結婚 阿ben

329471 明天我就長大了 高澤雨,張雅施,金禹圻,豐洵澤 330454 沿海公路的出口[HD] S.H.E

268732 明天我還會思念 央金蘭澤 234010 爸爸我心中的山 黑龍

233173 明天會吹什麼風 黃安 285260 爸爸媽媽放心吧 藍漪

316546 明天誰是誰的誰 孫塵辰 335218 爸爸媽媽過年了[HD] 一家三口

300516 明天還是要繼續 佚名 290381 爸爸媽媽聽我說 陳隆赫

253071 明月千里寄相思 徐小鳳 299832 爸爸說我沒法嫁 佚名

252992 明月千里寄相思 張鳳鳳 318250 爸媽再愛我一次 龍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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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070 爸媽你們辛苦了 李飛 302894 迎新送舊又一年 莊學忠

338458 爸媽你們辛苦了[HD] 劉佳成 301804 近水樓臺的月亮 胡楊林

289765 牧人放歌的地方 天亮 312313 采蘑菇的小姑娘 文文姐姐

299296 牧羊姑娘瑪麗亞 佚名 297945 采蘑菇的小姑娘 王雪晶

342011 狐狸&What Does The Fox Say{Live}[HD] 張瑋,蓋世英雄 328085 采蘑菇的小姑娘 貝瓦兒歌

281296 玫瑰玫瑰我愛你 王拓 266112 金太狼愛米小米 李小璐

312354 玫瑰玫瑰我愛你 王若琳 305804 金風吹來的時候 關牧村

306481 玫瑰玫瑰我愛你 李玉剛 322058 金猴賀歲報春來 紀曉斌

252995 玫瑰玫瑰我愛你 張鳳鳳 299262 金黃鋥亮羅漢錢 佚名

275229 玫瑰玫瑰我愛你 黃齡 285651 長大是一種謀殺 王大培

284051 玫瑰玫瑰我愛你 群星 326619 長夜痴君殘月樓 孫富強

312692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 汪明荃 301004 長城長江萬里長{Live} 汪明荃

301865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 郁可唯 338067 長相思 在敦煌[HD] 蘇瑋

286928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 黃齡 338962 長滿青苔的記憶[HD] 高月佳

325052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 黃齡,李博,我想和你唱 290039 長髮裸足的女人 沙寶亮

332703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HD] 王拓 292421 門前楊柳迎風擺 張小英

349942 玫瑰玫瑰我愛你{Live}[HD] 張天,歌手 293833 阿凡達與屌絲男 許鶴繽

286454 玫瑰花兒送你懷 甜妹紫煙,中國龍 320843 阿佤人民唱新歌{Live} 白致瑤,澤旺多吉

292365 玫瑰花兒送給你 崔浩 306490 阿依古麗當水兵 鄭潔

280698 玫瑰送給有情人 烏蘭托婭,高進 318479 阿妹等哥回家鄉 郭津彤

269347 玫瑰傷透我的心 小龍,陳星 284974 阿哥阿妹情意長 楓橋

294131 的哥 的姐不容易 十三狼 268279 阿媽啦曲央卓瑪 冰雪姐妹

347417 直男癌修煉手冊[HD] 郭純,林千鹿 301106 阿爾斯楞的眼睛 其其格

315348 直到世界的盡頭 張杰 301872 阿爾斯楞的眼睛 降央卓瑪

305290 直到最後那一天 蕭蕭 302212 阿爾斯楞的眼睛 烏蘭托婭

348528 社會搖之一起浪[HD] MC柏溢 284505 阿彌陀佛在我家 劉曉

292776 空城孤獨的房間 王熹蠻 322896 阿彌陀佛保佑我 志鵬

285377 羌山羌水阿得得 金岩 300089 雨中的點點滴滴 佚名

320746 芭啦芭啦櫻之花{Live} 郭子凡 297497 雨中飄蕩的回憶 刀郎

263196 花一開滿就相愛 那英 309646 雨中飄蕩的回憶{Live} 降央卓瑪

326530 花一開滿就相愛{Live} 那英,中國新歌聲 341011 雨天的那條小路[HD] 李榮

317961 花心還要花多久 邁克鴻飛 337359 雨打花瓣的聲音[HD] 周傳雄

299285 花打朝-小郎門外連聲請 佚名 298707 雨點往我頭上掉 佚名

231430 花兒像人人像花 青山 290498 青山秀水是我家 于文華

325886 花開了終究會落 于凌雲,落小寒 301023 青山綠水在畫中 沈志仲

329665 花開花落都愛你 望海高歌 348671 青青草原我的家[HD] 王予曈

311010 花開花謝花滿天 黃馨可 331966 青青草原是我家[HD] 阿茹娜

231375 花開花謝花滿天{Live} 雷龍 308326 青城山下白素貞 好妹妹樂隊

284777 花開花謝都想你 徐方 341842 青城山下白素貞[HD] 鞠婧禕

311154 花開富貴一起來 群星 342530 青城山下白素貞{Live}[HD] 好妹妹,金玄念,我是直播歌手

300088 花謝花飛飛滿天 佚名 280624 青春是歲月的河 侃侃

232837 花謝花飛飛滿天 鳳飛飛 339590 青春像一次旅程[HD] 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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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682 青苗出土迎朝陽 佚名 290358 怎麼才能忘記你 陳又銘

326642 非主流說唱歌手 小右 331907 怎麼信了你的邪[HD] 蔡曉

312083 非誠勿擾只為愛 羅藹軒 294915 怎麼狠心說分手 劉新財

319192 俄初山上的姑娘 仁青連布 333741 怎麼狠心說分手[HD] 財郎

345912 冒險吧!龍之谷[HD] 董子健,宋祖兒 337380 怎麼狠心離開我[HD] 張佑錢

319584 前世今生的等待 楓舞,相容 323777 怎麼哭才能證明 小逸岑

347655 前世今生的緣分[HD] 吳芊興 317507 怎麼能夠無所謂 暴林

284583 前世今生的輪回 回來娶你 293471 怎麼捨得離開你 天堂飄雪

263291 前世今生的輪回 若惜 306507 怎麼捨得離開你 冷酷

334001 前往夢想的路上[HD] 阿堤 306508 怎麼捨得離開你 龍影雲

279970 前門情思大碗茶{Live} 王紅濤 330900 怎麼愛你都不夠[HD] 蔡旻佑

322105 前門情思大碗茶{Live} 田維英 340860 怎麼愛都愛不夠[HD] 魏佳藝

232640 勃拉姆斯的寵兒 高菲 287175 怎麼感動不了你 干露露

304539 勃拉姆斯搖籃曲(慢三) 舞曲 334076 怎麼感動不了你[HD] 干露露

312228 南無地藏王菩薩 顧凱 283388 怎麼說我不愛你 李琦

312230 南無觀世音菩薩 顧凱 330286 怎麼說我不愛你[HD] 蕭敬騰

319194 南極我心中的歌 謳洋 319202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 沙寶亮,蒙面歌王

317295 南邊有片大草原 曾勇 329337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 金帥,夢想的聲音

314260 咱們三班有力量 群星 285241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 蕭敬騰,唐一嘉

343466 哈皮哈多五千年[HD] 岳雲鵬,張小斐,艾倫,潘斌龍,張泰維 323778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 蕭敬騰,高鴻濤我想和你唱

334985 哈姆雷特的眼淚[HD] 孫子涵 336652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HD] 朱興東

301944 哎喲哎喲對不起 香香 338671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HD] 張惠春,中國好聲音

278511 城中村的那些年 玄樂隊 341322 怎麼說我不愛你{LIVE}[HD] 蕭敬騰,高鴻濤,我想和你唱

285275 城市越大越孤單 覃曄 324955 怎麼辦&狐狸叫{LIVE} 郭濤,跨界歌王

327570 城市裡的女人啊 齊雅 290961 怎樣才能不想你 趙麗

344978 城門城門雞蛋糕[HD] 陳彥允 321865 怎樣才能忘記你 鈺涵

310107 孩子有空就回家 康康 333687 思念是一種考驗[HD] 王晨光

307022 客家米酒客家情 媛媛 324870 思念織成一張網 蘇富權

269941 客家姑娘愛唱歌 果子 302387 思思念念全是你 高安

268498 客家哥妹唔嫌苦 古東權,候粵春 323164 思思念念全是你 高安,雨花石

349744 客家圍 我的搖籃[HD] 鍾瑜 232471 思思念念全是你{Live} 高安

345589 很任性2017[HD] 千百順 302388 思思念念都是你 高安

331619 很想很想說再見[HD] 側田 352980 怨天怨地怨自己 張信哲

274634 很想很想說再見{Live} 側田 265303 恨不相逢未嫁時{Live} 楊燕

266455 很想擁有一把傘 王柯淇 304335 恨不相逢未嫁時{Live} 葉麗儀

288977 很遠很遠的地方 王宏偉 301349 恨不鍾情在當年 林淑娟

323763 後來你嫁給了誰 東陽 302926 恨不鍾情在當年 莊學忠

320368 後來我們會怎樣 劉惜君 280164 恨天恨地恨自己 沉默

320367 後來妳嫁給了誰 東陽 290178 恨天恨地恨自己 葛笑

309374 怎能放開你的手 雨宗林 307389 恨你不如忘了你 藍雨

342725 怎能傷透我的心[HD] 唐僧王永 292058 恨你不如忘了你 蘭雨

301081 怎能說走就走開 那英 232494 恨你恨到骨頭裡 高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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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26 恨到最後都是愛[HD] 劉棟升 338704 昨夜小樓又東風{Live}[HD] 江源東,中國好聲音

309208 恨透愛情 恨透你 欣哲 339500 昨夜小樓又東風{Live}[HD] 費玉清,隱藏的歌手

301510 恨透愛情恨透你 金澤 305511 昨夜你對我一笑 謝采妘

317511 恨透愛情恨透你 劉方慶 301354 昨夜我為你失眠 林淑娟

317512 恨過的心流著淚 鄭知文 327049 昨夜我為你失眠 龍影雲

346606 故鄉有話告訴你[HD] 周巍 292359 昨夜星辰昨夜風 岑曉路

231549 故鄉處處唱黃梅 韓再芬 300706 昨晚他們在幹嗎 夾子樂團

304847 既然你不再愛我 劉沖 340669 是不是我還愛你[HD] 詩朵雅

290530 既然愛情留不住 劉沖 297911 是不是愛情來過 王婧

306989 星星代表我的心 周星星 291472 是你打來的電話 鄧麗君

265967 星星和我睡不著 徐譽滕 256087 是你忘了我的美 葉倩文

325837 星星搖著銀鈴鐺 兒歌 254275 是否我不該等你{Live} 楊鈺瑩

346143 星期三或禮拜三[HD] 魏如萱,馬頔 280274 是否還能在一起 李正

230024 映山紅花滿山坡 陳思思 304819 是朋友還是情人 齊會超

303035 春天不是讀書天 莊學忠,利慧君 338420 是金子總會發光[HD] 金文皓

298824 春天年年到人間 佚名 344385 是金子總會發光[HD] 張寒

282462 春天的愛情故事 成銘 263759 是非功過任評說 徐千惠

344724 春天是個好季節[HD] 吳昊 339274 是英雄的站出來[HD] 陳傑瑞,方炯鑌

347819 春江水暖鴨先知[HD] 魏天宇,王赫霄 262711 是情人也是朋友 黑girl

311156 春到花開許心願 群星 316773 是愛都有三分毒 林雨

349871 春花秋月何時了{Live}[HD] 孟庭葦,經典咏流傳 328647 是誰偷了誰的心 王強

347820 春花秋月夏杜鵑[HD] 徐譽滕 318556 是誰偷走我的心 張佑錢

347821 春風十里不如你[HD] 金南玲 305389 是誰傷了我的心 戴尚輝

307192 春風十裡不如你 李行亮 307296 是誰傷了誰的心 王禹

348406 春風吹過的時候[HD] 姜鵬 328648 昴宿星系來的人 丁于

297609 春風吻上我的臉 小鳳鳳 286334 柏拉圖式的愛情 陳綺貞

283995 春風吻上我的臉 呂珊 333079 某個下午的日記[HD] 艾綺恩

301739 春風吻上我的臉 柯依雯 324242 某個醒來的清晨 代領

301968 春風吻上我的臉 凌一惠 300091 柔情主義羅曼史 佚名

232844 春風吻上我的臉 麗詩 234096 柔情主義羅曼史 齊秦

279194 春風吻上我的臉{Live} 孔蘭薰 342443 柯羅諾斯的怠惰[HD] 洛天依,樂正綾

312693 春風吻上我的臉{Live} 汪明荃 330891 柵欄間隙偷窺你[HD] 蔡依林

265308 春風吻上我的臉{Live} 楊燕 299369 洋派的中國男孩 佚名

305082 春風吻上我的臉{Live} 蔡琴 279576 洞天福地美鸞山 肖萍

343232 春風沉醉的晚上[HD] 趙姝 294949 洞庭之南美瀟湘 葉俊華

307091 春風沉醉的晚上{Live} 張英席 315398 洞庭湖上風光美 熊七梅

307500 春夏秋冬的愛戀 雲菲菲 294443 洮南我美麗的家 騰格爾

341593 春暖花開回故鄉[HD] 趙真 304379 活著本來就是累 解曉東

300090 春雷輕響的早晨 佚名 317774 流川楓與蒼井空 黑撒

302884 春滿乾坤福滿園 莊學忠 317775 流年啊 你奈我何 汪峰

299416 昨天晚上刮著風 佚名 303398 流星·森林·雨{Live} 陳曉東

304951 昨夜下了一場雨 劉歡 302787 流星雨上的留言 梁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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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545 流浪生死的孩子 刀郎 309284 為你清醒為你醉 阿ben

329536 流浪生死的孩子 刀郎,雲朵 288350 為你累也為你醉 熊大

329535 流浪孤兒的獨白 王文浩 275167 為你跑成羅圈腿{Live} 阿寶

289230 流浪春天的側記 南方二重唱 319379 為你傷心為你哭 郭力

286400 炮竹一聲大地春 M -Girls 270045 為你傷自己的心 夢然

306522 炸炸歌之搖搖版 黑龍 347028 為你寫的一首歌[HD] 杜佳

284036 為了什麼要完蛋 糖兄妹 270017 為我們今天歌唱{Live} 梅林組合

323321 為了草原更美好 劉玉東 347867 為我撐起一片天[HD] 閆飛龍,楊小東

300183 為人作嫁幾時休 佚名 302345 為我歡喜為我憂 閃亮三姐妹

306080 為什你要離開我 歡子 270291 為香煙買份保險 熊峰

287938 為什麼還不離開 王爵 291375 為祖國母親乾杯 王莉

301223 為何不復我短信 孟楊 280986 為情所困的女人 張祥洪

311067 為何自己不聽話 楊小曼,冷漠 278988 為情傷心的女人(國) 鄧海

232853 為何你的心不懂 麥子傑 319884 為愛心酸為你哭 風雷

317803 為何狠心傷害我 望海高歌 268304 為愛抗戰八年多 凌志輝

269071 為何情人那麼多 張冬玲 342457 為愛流下傷心淚[HD] 暴林

296753 為何情人總心傷 念晴,何軍 269874 為愛流淚的男人 林沖

319377 為何愛她不愛我 王藝霖 346660 為愛過的人喝醉[HD] 吳宗杰

336407 為你平定的天下[HD] 李劍青 345686 為夢想 在路上[HD] 袁俊

299568 為你打開一扇窗 佚名 311779 玻璃窗上的蒼蠅 蕭全

312552 為你打開的雨傘 吳永飛 329606 相見只是為別離 蔣嬰

271129 為你打開的雨傘 譚晶 324299 相見容易相愛難 劉航

313914 為你打開的雨傘 顧莉雅 300303 相知相許在心頭 佚名

311144 為你守住半邊床 瑞雪 269914 相知相許在心頭 林慧萍

345230 為你守候到白頭[HD] 大聖哥 267120 相信自己無限極 陳奕迅

281095 為你我受冷風吹 朱婧佳 232178 相信你也在感覺 馮敏

284766 為你我受冷風吹 彭佳慧 299197 相思樹不長相思 佚名

294766 為你我受冷風吹 趙浴辰 337401 相愛不需要理由[HD] 曾麗

333714 為你我受冷風吹[HD] 胡彥斌 331621 相愛分開都是罪[HD] 六哲

320625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 林憶蓮,中國之星 322730 相愛彼此在心裡 陳玉建

285997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 胡彥斌 330143 相愛後動物傷感{Live}[HD] 張惠妹

313253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 梁靜茹 335943 相愛後動物感傷{Live}[HD] 李嘉格,中國好聲音

346378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HD] 林憶蓮,楊啟,我想和你唱 340704 相愛後動物感傷{Live}[HD] 徐佳瑩,我是歌手

342155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HD] 黃绮珊,蒙面唱將 312597 相愛容易相處難 宋熙銘

341786 為你我受冷風吹{Live}[HD] 劉濤,跨界歌王 262891 相愛容易相處難 劉緣

297253 為你征服全世界 183Club 286307 相愛就要在一起 趙童

294224 為你放下了過去 小龍 298648 相聚別離兩依依 佚名

286017 為你的寂寞唱歌 家家 316127 相親相愛一家人{Live} 群星

303842 為你流盡千點淚 黃清元 265484 盼不回最愛的你 何宗龍

325659 為你唱一支情歌 田田 299836 盼望天天看見你 佚名

341291 為你唱一支情歌[HD] 田田 254289 盼望天天看見你 楊鈺瑩

296754 為你唱這一首歌 王賀賀 308970 盼著過年好回家 卓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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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793 眉清目秀美容貌 佚名 315205 紅玫瑰與白玫瑰 龔銘

302390 看不到你的背影 高明駿 316991 紅星照我去戰鬥{Live} 舒浩煬

347420 看好你的男朋友[HD] 奶油糖組合 280793 紅紅火火的日子 劉晶

257067 看完煙火再回去 許茹芸 341604 紅紅火火唱起來[HD] 陳小虎

255081 看我聽我感覺我 王芷蕾 275148 紅紅火火總是年 郭濤

333085 看見什麼吃什麼{Live}[HD] 蘇夢玫 279338 紅軍阿哥慢慢走 苗苗

298636 看見你們格外親 佚名 317903 紅棉樹下的情歌 王瑩,張新民

255990 看見快樂對我笑 萬芳 287179 紅塵之中相愛過 飛乖,淡然

345276 看看世界有多大[HD] 張汝柯,趙肖宇 322760 紅塵本是一場戲 何東

326466 看得最遠的地方 王洪迪,謝佳 347062 紅塵有你不孤單[HD] 劉曉斌

342020 看得最遠的地方[HD] 張韶涵 232369 紅塵來去一場夢 高勝美

327950 看透了你的愛情 不辣 317901 紅塵來去一場夢{Live} 楊宗緯,蒙面歌王

318368 看透愛情恨透你 谷鵬飛 286752 紅塵路上擁有你 雨露

311737 看透愛情看透你 曉依 347907 紅塵癡笑一場夢[HD] 暴林

332267 看透愛情看透你[HD] 冷漠 298657 紅燈記-渾身是膽雄赳赳 佚名

340706 看透愛情看透你[HD] 雲飛兒 298714 紅燈記-臨行喝媽一碗酒 佚名

333847 看透愛情看透你[HD] 雲菲菲 317906 紅燈閃過是綠燈 周燕君

308656 看透愛情看透你{Live} 宋小寶 309724 紅燈閃過是綠燈 孫亞軍

339315 看透愛情看透你{Live}[HD] 冷漠 327077 紅顏薄命誰相知 何文秀

307543 看著月亮想著你 鴻飛 327078 紅顏薄命誰相知 楓舞

280906 祉剩回憶這首歌 孫子涵 349986 美了我們的生活{Live}[HD] 王麗達,湯子星

308367 秋千下的小黃狗 安與騎兵 299004 美女如雲劍如虹 佚名

342892 秋天有沒有童話[HD] 秦博 283088 美女我要追到你 陳多情

340710 秋葉黃了想爹娘[HD] 趙真 294017 美女我要追到你{Live} 陳多情(多情哥)

317882 科技興檢譜新篇 錢萬千 311213 美女美女我愛你 路童

307241 穿越千年的眼淚 段紅,Jason 322002 美女美女等著我 光頭阿平

265090 穿越時空愛上你 RTA少年組 262489 美出一種氣質來 國巍

332460 穿越時空愛上你[HD] 自由發揮 347068 美的不要不要的[HD] 門麗

230059 穿越時空遇見你 陳慧琳 342906 美的不要不要的[HD] 思予

256500 穿越時空遇見你 蕭亞軒 299352 美就是心中有愛 佚名

324785 穿越網路的愛戀 瑤瑤 322776 美麗中國走起來{Live} 鳳凰傳奇,玖月奇跡

325634 穿越銀河去愛誰 李永登 340720 美麗中國走起來{Live}[HD] 周澎

284491 約你過個情人節 劉孟哲 335993 美麗世界的孤兒{Live}[HD] 耿斯漢,中國好聲音

311897 約定愛你到永遠 燦爛阿龍,雲兒思秋 289372 美麗田園是我家 王喆

278268 紅山下的綠草原 廖昌永 280488 美麗姑娘花一樣 張可兒

278578 紅山下的綠草原 騰格爾 284427 美麗松州我的家 何歡

338136 紅木飄香的地方[HD] 韓婷 333521 美麗松州我的家[HD] 何歡

323384 紅火火的石榴花 望海高歌 335408 美麗河南我家鄉[HD] 姬長樂

299649 紅色娘子軍-同心踏碎舊世界 佚名 266800 美麗的北方川寨 蘭旗兒

289812 紅豆紅豆你可知 小愛 338489 美麗的西蘭卡普[HD] 拉毛王旭

262846 紅玫瑰與白玫瑰 冷漠 314309 美麗的牧羊姑娘{Live} 烏蘭圖雅

284406 紅玫瑰與白玫瑰 雲菲菲 283880 美麗的金邊衣裳 景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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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87 美麗的草原姑娘 呂梓銣 329692 要愛就愛一輩子 秦博

330985 美麗的草原姑娘[HD] 門麗,阿郎 316142 要愛就愛一輩子 高藝菲

328003 美麗的雪域高原 羅布仁青 318003 要緊的是你自己 杜江

317921 美麗的博爾塔拉 阿根 300776 負心的人不要留 李志洲

325585 美麗故鄉寶坻情 冷酷 270340 軍民團結一家親{Live} 王喆

285921 美麗桂林我的家 歐陽林 231858 軍爺講話真見淺（趕坡） 韓麗霞

294136 美麗惠州我的家 葉俊華 268806 郊外回來小商琳 孫繩驥

324059 美麗湘西老司城 醉美 299955 郎有情來姐有意 佚名

339827 美麗鄉村我的家[HD] 楊潔 306987 重慶 美麗的山城 周丹

309764 美麗雲南等你來 孫曉雨 287947 重整河山待後生{Live} 韋唯

295151 美麗傳奇皇藏峪 德格葉,朱丹丹 231757 重整河山待後生{Live} 韓紅

349989 美麗碼道我的家[HD] 鄭迪 340763 重整河山待後生{Live}[HD] 石頭

342915 耶誕節的平安夜[HD] 龍思雨 348657 陌上花開等你來[HD] 張雨晨

282349 耶穌是我好牧人 小俊 299642 革命一家-愛國男兒志氣高 佚名

308356 背叛愛情背叛我 安東 284947 韭菜坪 我的父親 楊嵩

346277 胡八一你不要來[HD] 阮經天,馬念先,藍郁婷 311894 風也搖不醒的夢 燦爛阿龍

269203 致我們的後青春 張袁媛 231676 風中的我對你說 韓曉

346281 致姍姍來遲的你,{Live}[HD] 杜星螢,中國新歌聲 298390 風中飄落相思雨 朱妍

344493 致姍姍來遲的你{Live}[HD] 魏大勛,譚松韻 271343 風在唱著一首歌 鄭智化

308412 苗家姑娘仰阿莎 朵久央 302767 風吹過的下雨天{Live} 曹方

266427 苗歌越唱越來神 王亞平 344558 風吹樹葉不吹藤[HD] 婧文

315423 若不是那次夜空 小柯 263206 風兒帶著我們飄 彭坦

315424 若不是那次夜空 周筆暢 280929 風的寂寞雲知道 孟文豪

335798 若你真的有想過[HD] 白安 303755 風的寂寞雲知道 雲菲菲

328027 若我從未遇見你 彭清 300565 風雨中與你相守 佚名

286072 若是你能遇見她 曹寅 292998 風雨過後見奇跡 謝藝

323419 若紅塵沒有了你 王建榮 314325 風雨過後是彩虹 張德力

300503 苦是淚甜也是淚 佚名 298914 風流寡婦圓舞曲 佚名

263011 英國冬天不下雨 林昕陽 304500 風流斷劍小小刀{Live} 甄妮

311334 英雄上馬的地方 豪圖 304202 風風火火走一回{Live} 群星

338753 英雄自有一片天[HD] 賀金 299641 風雪配-獨坐燈下繡鴛鴦 佚名

312875 英雄難過美人關 南風(姜海龍) 322075 風過瀘州帶酒香{Live} 謝珊

305655 茅草屋的女主人 彝人製造 315759 風調雨順的中國 萬山紅

308605 要你知道我愛你 吳斌 268603 風聲水起北部灣 吳碧霞

322815 要你寵我一輩子 征服 314330 風靡不了這地球 吹波糖

271246 要我怎麼忘了你 鄧海 323496 飛不過滄海的蝶 莊妮

302365 要我真的放手嗎 馬忠 315707 飛向大地的流星 王浩宇

230399 要知道你的感覺 陳曉東 280850 飛向大海的夜鶯 吳李紅

337420 要嫁就嫁灰太狼{Live}[HD] 河靜靜 297347 飛向札幌的班機 Js

308276 要嫁就嫁高富帥 田元 300351 飛向自己的天空 佚名

297012 要愛就愛一輩子 林勝天 302863 飛向陽光飛向妳 脫拉庫

295258 要愛就愛一輩子 林勝天,孟楊 324187 飛向夢想的天空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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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828 飛吧美麗的蝴蝶 龐龍 297828 哥本哈根的童話 王心如

344072 飛吧飛吧蒲公英[HD] 鄧文怡 280012 哥妹情話說不完 天堂飄雪

328978 飛翔在城市的鳥 張磊 319605 哥是陶壺妹是茶 醉美

279218 飛機場的十點半 中國最強音 338285 哥們幹了這一杯[HD] 洛奇

332530 飛機場的十點半[HD] 李鼎 285715 哥哥別老把我猜 玉面天使(吳霞)

287584 香巴拉並不遙遠 烏蘭圖雅 278777 哥哥我愛上了你 高信

309980 香吻留給心上人 馬健濤 303807 哥哥妹妹天仙配 黃雨田

287015 香格里拉的思念 張曼 279495 哥哥妹妹永相隨 甜美真,冰冰火

268243 香格里拉的約定 蘭卡措 296069 哥哥親 哥哥傻 望海高歌

341847 香醉人間三千年[HD] 周燕 306571 哨位上的木棉花 韓曉輝

280631 香醉人間五千年 韓磊 299467 哪裡天涯有鮮花 佚名

305770 香醉人間五千年{Live} 羅煒 319606 哪裡是你的青春 陳卿,黃紫涵

306567 香韻前河三千年 楊茜茜,張迪 306572 哭一萬次夠不夠 羅天宇

233584 乘著歌聲的翅膀 黃英 300858 夏天最後的玫瑰 李娜

304550 乘著歌聲的翅膀(中三步) 舞曲 304790 夏日假期玫瑰花 鳳飛飛

345469 乘著歌聲的翅膀[HD] 平安 288911 娘在那片雲彩裡 黃華麗

345470 乘著歌聲的翅膀{Live}[HD] 中央少年廣播合唱團,陳哲宇,歌聲的翅膀 330937 娜樣純傑的愛戀[HD] 謝娜,張杰

299281 倒楣大叔的婚事-春風吹得人心醉 佚名 302563 娜樣純傑的愛戀{Live} 張杰,謝娜

346853 借{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49745 宰相肚裡能撐船[HD] 王不火

324413 借個阿妹游太湖 孔雲峰 316754 害怕你不再愛我 夜小淚

330008 倫敦大橋垮下來{Live}[HD] S.H.E 321163 家是永遠的牽絆 陳軍良

347656 剛好你也在這裡[HD] 晨熙 337444 家是最美的地方[HD] 吳歌

297432 原來你一直都在 Saya 308609 家是溫柔的港灣 吳滌清,王鵬

319596 原來你也在這裡 孫露 302090 家鄉山水幾多情 徐秋菊

341904 原來你也在這裡{Live}[HD] 姚笛,界歌王 284701 家鄉有條母親河 莊上榮

341672 原來你也在這裡{Live}[HD] 姚笛,跨界歌王 317431 家鄉有條風雨橋 楚天一椒,駱駝

266893 原來你並不愛我 趙鑫 232345 容易受傷的女人 高勝美

307544 原來你從未離開 鴻飛 311475 容易受傷的男人{Live} 劉思偉

296038 原來我是第三者 威仔,格子兮 316974 徐徐道來話北京 富博洋

321048 原來我們還相愛 韓浚易 304225 恭喜大家新年好 群星

322341 原來我還在乎他 小蝶 299504 恭喜大家過新年 佚名

342632 原來我還愛著你[HD] 江若琳 302900 恭喜大家過新年 莊學忠

308329 原來那天的陽光 好妹妹樂隊 322136 恭喜你呀恭喜你 張書姚,陳詩妮,張陽

301445 原來愛情那麼難 泳兒 302882 恭喜恭喜恭喜你 莊學忠

307872 原諒我不能愛你 小宇宙 340611 恭喜恭喜過大年[HD] 張郎

327094 原諒我不夠溫柔 欣哲 286401 恭喜發財發大財 M -Girls

325241 原諒我不夠溫柔 張書瑤 297998 恭喜發財發大財 王雪晶,莊群施

300863 原諒我過去不懂 李殊 329344 恭喜發財新年到 陳威男,趙華

340290 原點[HD] 蔡若妍 304696 拿不起放不下你 趙越

282396 哥一定要出去闖 張寒 289137 拿不起放不下你 齊晨

345952 哥已經愛上你了[HD] 謝孟偉 290293 拿什麼愛你玉環{Live} 鄭俊海

308450 哥已經愛上你啦 老貓 343222 拿個回憶做什麼[HD] 邱鋒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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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49 拿著煙斗的男孩 徐良 349924 海是倒過來的天[HD] 洪煜祺

305801 捉不住的一個人 關心妍 299899 海島冰輪初轉騰 佚名

230195 捕捉愛情的女人 陳明 323946 海窩子的甜櫻桃{Live} 任娟

311491 旅行的意義,瑪莎{Live} 劉若英 232390 海鷗飛處彩雲飛 佚名

323896 時光盡頭的戀人 曾一鳴 305803 海鷗飛處彩雲飛 關艾

319828 時光飄過三十年 曉依 302820 消失在遺忘之前 梅婷

315998 時空之星遇見你 游美靈 299038 烏來山下一朵花 佚名

294139 時值青春的少年 呂建平 302936 烏來山下一朵花 莊學忠

320544 時間不會還給她 孫楠 314361 爹娘是我眼中佛 趙真

310518 時間長了受不了 莊心妍 292610 特別特別的想你 李理

333962 時間都去哪兒了[HD] 王錚亮 349051 狼{Live}[HD] 蘇詩丁,歌手

344389 時間都去哪兒了[HD] 金霖 300092 留下來陪你生活 佚名

286494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王錚亮 233079 留下來陪你生活 黃品源

307700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汪小敏 307216 留不住你的溫柔 梅岭

317694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泳兒,洪杰 331780 留不住你的溫柔[HD] 李澤堅,司徒蘭芳

296602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姚貝娜 230127 留在原來的地方 陳慧琳

289162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陳波 346228 留住的就是幸福[HD] 白海生

316717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楊坤,丁詩瑀 283586 留住愛情留住你 彭曉明

287671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 趙萌萌,王錚亮 280428 留得真言在人間 潘麗

339504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HD] 宋金潼,姚紫涵 301576 留給我一點溫柔 雨天

334051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HD] 周筆暢 338739 真心真意的愛你[HD] 萬心

316890 時間都到哪去了{Live} 徐小清 256113 真心真意過一生 葉倩文

341244 柴米油鹽醬醋茶[HD] 王力宏 319913 真心總是要付出 柴俊

347005 校園裡的老榕樹[HD] 李若彤 294341 真心離傷心最近 曾春年

309914 格桑花兒幾時開 納蘭珠兒 302194 真的不是不愛你 海生

231522 桂花開放幸福來 軍旅歌曲 327952 真的不是鬧著玩 冷漠

346165 桃花朵朵笑紅塵[HD] 黃可門 283589 真的不想失去你 柳絮

278943 桃花依舊笑春風 陳水林 292148 真的不想讓你走 司國志

325416 桃花開在我夢裡 米衛強 232577 真的有話對你說 高林生

299409 桃花開在春風裡 佚名 343310 真的很想告訴你[HD] 魏燕

331586 桃花開滿三月天[HD] 烏蘭托婭,雲龍 311473 真的很想見到你 劉勁升

322634 桃花綻放的地方 洛嘉 298396 真的很難忘記你 朱妍

281430 浪漫三月桃花紅 蔣嬰,李青 268861 真的為你掉眼淚 宋亦陽

321424 浪漫之都美大連 李藝明 349065 真的要說謝謝你[HD] 西域刀郎

232465 浪漫的不太滿足 高子洋 349064 真的要說謝謝你[HD] 潘曉峰

349923 浮生三千幸會矣[HD] 橙光原創音樂,慕斯の小乖 289316 真的真的好愛你 趙真

323311 浴血奮戰的愛情 馮光 322741 真的無法忘記你 居山植

335670 浴血奮戰的愛情[HD] 風雷 324021 真的無法原諒你 望海高歌

290004 海上花&滾滾紅塵{Live} 梁靜茹 329611 真的無法原諒你 賈富營

347019 海日特的馬蘭花[HD] 旭日 298388 真的愛不必認錯 朱含芳

333979 海的對岸有個你{Live}[HD] 苗小青 324020 真的愛的那麼深 音樂走廊,歌一生

270705 海南是我的故鄉 胡杰夕,詩召,唐書,雯雯,春燕,小雲 327108 真情有愛暖人間 郭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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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626 真情勝過高富帥 陸海濤,米粒 329627 笑得最傷心的人 火山

279684 真情總被無情傷 張馳 286265 納西篝火啊哩哩 湯燦

299792 真善美的小世界 佚名 298915 紛紛飄墜的音符 佚名

316583 真想忘記你是誰 紅薔薇 299749 耕耘記-手提一包紅砂糖 佚名

304027 真愛只有我能給 楊罡 312026 能不能再愛一次 顏如玉

299732 破洪洲-久離邊庭戰馬狂 佚名 342038 能不能勇敢說愛[HD] 張韶涵

289925 砸鍋賣鐵娶老婆 李帥 285378 茶馬古道戀高原 金岩

316881 祖國永在我心中 鄭詠 266080 草原上的山杏花 朱永飛

304820 祖國永遠是我家 劉一禎 303464 草原上的格桑拉 雪山人組合

269660 祖國永遠是春天 李雙江 311308 草原上的烏蘭娜 熊七梅

304456 祖國永遠祝福您 夢鴿 308113 草原上的情哥哥 王淼

321500 祖國你在我心上 陳思思 346735 草原走出的姑娘[HD] 索朗措

311204 祖國我心中的歌 解亞嬌 310567 草原姑娘我愛你 許耀奇

298768 祖國我為你乾杯 佚名 269679 草原花我的姑娘 李小龍

293678 祖國我想對你說 李高揚 309892 草原深處有人家 涓子

299672 祖國祖國多美麗 佚名 337493 草原最美的姑娘[HD] 貢布才讓

310580 祖國就是我的家 郭春梅 305636 草原請你來做客 韓雷

294439 祖國媽媽在身邊 澤旺多吉 309875 記得一定要快樂 海生

308845 祖國慈祥的母親 李潮 289427 記得我曾愛過你 帶淚的魚

299941 祖國慈祥的母親{Live} 佚名 298658 記得草橋兩結拜 佚名

291000 祖國讓我告訴你 閻維文 283889 記憶中的水彩畫 羅中旭

311157 祝你今年好運氣 群星 347947 記憶總讓人哭泣[HD] 帶淚的魚

303166 祝媽媽長命百歲 郭玲 282202 財神來到我家門 卓依婷

285232 祝福你 五星紅旗 莫娟娟 322194 財源茂盛家興旺 吳國慶,中國好歌曲

282767 祝福你北京奧運 祖海 311158 財源滾滾好運到 群星

337485 祝福我的好兄弟[HD] 陳亮,葉青青 289456 送你一朵山茶花 好妹妹樂隊

319255 神山聖地觀音橋 認真 294966 送你一束三角梅 吳長英

282333 神仙都在吐魯番 安明亮 321628 送你一束有錢花 群星

317876 神曲神曲唱起來 范玉剛 302922 送你一束沙棗花 莊學忠

344777 神奇的巴顏喀拉[HD] 王瑩 319261 送你一束康乃馨 陳思思

289327 神奇的蒙古高原 何烏蘭 345752 送你一首生日歌[HD] 烏蘭圖雅

309055 神馬神馬怎麼辦 孟揚 306605 送你一個大年糕 巧千金

310859 站在世界的屋頂 游鴻明 324136 送你一張銀行卡 張雷

326482 站在西安古城牆 劉建東 298986 送我一支玫瑰花 佚名

321512 站在草原唱情歌 梅朵 310297 送我一支玫瑰花{Live} 張琪朗

337911 站在草原唱情歌[HD] 沈凌雲 233403 送我一朵玫瑰花{Live} 黃燦

334384 站在草原望北京[HD] 烏蘭圖雅 300787 送我一枝玫瑰花 李谷一

314367 站在草原望北京{Live} 烏蘭圖雅 231824 送我一枝玫瑰花 韓芝萍

289675 站在對面的從前 劉心程 298692 送郎一朵牽牛花 佚名

231681 站著坐著都想你 韓東 230615 逃不脫對你的愛 陳玉建

280467 笑吧中國的鄉村 陳萍,劉興貴 321650 酒不醉人人自醉 大慶小芳

322753 笑看塵世有塵埃 賈富營 300693 酒醉都是大明星 吸引力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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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712 閃著淚光的決定{Live} 吳佩慈,伍佰 303516 做朋友也有界限 傅珮嘉

294938 陝西愣娃一亮相{Live} 十三狼 291535 做朋友就做朋友 韋小天

286253 除了你我能愛誰 楊青 344176 做個女人不容易[HD] 趙天野

308002 除了你愛不再有 牛冰 338600 做個好人並不難[HD] 賀金

309782 除了你愛不再有 孫艷 300876 做個男人容易嗎 李猛

233556 馬不停蹄的憂傷{Live} 黃舒駿 294903 做個愛笑的孩子 馮雪洲

336880 馬尾女孩最無敵[HD] 林育品 269182 做最愛你的朋友 張翰

337003 馬尾女孩最無敵[HD] 阿喜 292017 停在昨天的回憶 代領

232129 馬兒啊你慢些走 馬玉濤 301947 健康快樂動起來 香香

269338 馬兒啊你慢些走 德德瑪 284778 健康長壽秘訣歌 徐松濤

318133 馬兒啊你慢些走{Live} 降央卓瑪 308129 健康運動每一秒 王瑜婧

270563 馬背上失落的歌 米佳 311004 偶爾還會想我嗎 黃鍶騏

343410 馬背上的薩日朗[HD] 吉雅 344940 勒勒車上唱情歌[HD] 蘇勒亞其其格

315003 馬桑樹兒搭燈檯{Live} 寧可 300177 動不動就說愛我 佚名

320878 高原上的薩日朗{Live} 白致瑤 324871 動畫城2016 苟乃鵬

232446 高原高唱天外天 高原 340826 唯一你愛的世界[HD] 徐浩

348685 高高的雪域高原[HD] 李郡一 266810 唯一的信仰許嵩 袁攀

297203 高歌一曲迎新年 群星 280015 唯一想念的地方 孫中亮

316213 假如今天你還在 王慶爽 300380 唱一曲大江東去 佚名

312107 假如你要喜歡我 譚晶 323663 唱一首歌給自己 誠峰

319266 假如我先幸福了 滿文軍 343102 唱一晚傷情的歌[HD] 胡丹丹

308063 假如我有一個億 王昊 317317 唱不夠的陝北情{Live} 王二妮,紅都組合

232652 假如沒有說再見 高進 289760 唱什麼都紅不了 大張偉

266782 假如愛是一種錯 蘇醒 326076 唱支山歌給黨聽 巨敏

306052 假如愛能重來過 顧峰 338288 唱支山歌給黨聽[HD] 拉毛王旭

295932 假裝不曾愛過你 張俊天 308565 唱支山歌給黨聽{Live} 吳介賢

330781 假裝我們沒愛過[HD] 汪東城 317038 唱支山歌給黨聽{Live} 譚維維,孟慧圓,最美和聲

299403 假裝我們還相戀 佚名 286855 唱出一個好春天 鐘盛忠,鍾曉玉

263726 假裝陽光的蠟燭 信 263368 唱出我的成名曲 孫興

303445 偏偏相逢在雨中 陸萍,陳彼得 296076 唱好自己寫的歌 吳歌

301341 偏遇不到多情種 林美音 308394 唱首情歌給草原 朱永飛

317219 做一輩子好兄弟 許世健 309599 唱首情歌給草原 胡斌

269859 做人不能太倫敦 楊謹,唐廣義 316220 唱首情歌給草原 陳宏斌

341661 做人要像沙和尚[HD] 薛松 339673 唱首情歌給草原{Live}[HD] 朱永飛

319267 做回瀟灑的自己 張平 292674 唱首情歌給愛人 楓舞

312038 做你的女人好累 魏瀟霞 303283 唱首情歌給誰聽 陳思安

294289 做你的男人好累 張羽莀 266818 唱首歌因為思念 袁詠琳

337739 做你的兒女真好[HD] 馮曉菲 296079 唱首歌兒給爸媽 熊立紅

327119 做你的專屬大白 小北 308287 唱起小三想起你 田躍君

274854 做我永遠的寶貝 月上林梢 311343 唱起小薇想起你 趙小兵

285323 做我的愛情對手 路默依 308006 唱起迎春歌謠來 牛欣欣,周張弛

269937 做我最美的新娘 林雨 349284 唱起新歌過新年[HD] 王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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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49 唱給故鄉一首歌 晏菲 337374 帶你飛呀帶你醉[HD] 趙春天

342634 唱給故鄉一首歌[HD] 晏菲 317462 帶你瀟灑帶你嗨{Live} 司徒蘭芳

347676 唱著情歌去康定[HD] 龍澤索南 329304 帶我裝逼帶我飛 花果

308478 唱著情歌回草原 西部牛仔 316734 帶走憂傷的寂寞 肖亮

282765 唱著情歌流眼淚 祁隆 316103 帶著天真去流浪 黃勇

316221 唱著情歌流著淚 孟小笛,祁隆 318537 帶著吉祥進北京 烏蘭托婭,蘇世一

313503 唱著情歌流著淚 瑞雪 324416 帶著回憶去分手 孫家山,胡杰夕

313867 唱著情歌流著淚 鏡喜 337376 帶著回憶去分手[HD] 孫家山

324986 唱開花兒等你來 陳麗媛 321852 帶著爸媽去旅行 柳岩,印小天

262134 問一聲你還好嗎 白鶴 309801 帶著爸媽去旅行 徐子崴

263286 問天問地我問你 榮楊 309803 帶著爸媽去旅行{Live} 徐子崴,王莉

315516 啥事別往心裡擱 劉爽 349332 帶著音樂去旅行[HD] 二珂

280016 啦啦啦德瑪西亞 音頻怪物 347296 帶著音樂去旅行[HD] 周二珂

270166 國安永遠爭第一 沙寶亮 325064 帶著情歌去流浪 龍梅子

304102 國盛家和萬事興{Live} 群星 282373 帶著夢想去旅行 莊心妍

334886 基因決定我愛你[HD] 陳彥允 326190 帶著夢想去闖蕩 童波

306657 堂堂正正一輩子(習主席寄語) 陶紅 301842 庵堂相會-行路 茅善玉

347258 堂堂正正一輩子[HD] 蘭旗兒 298064 庵堂認母-晝長夜長愁更長 王榮華

315517 堂堂正正河南人{Live} 南衛東 298066 庵堂認母-認兒反倒害兒身 王榮華

348834 堅強男人不流淚[HD] 李凱倫 324519 張家界我的家鄉 張藝

326143 婁底是個好地方 莊秋玉 320361 張傑你聽見了嗎 小涇縣

266767 寂寞人生誰與共 蘇富權 278678 張開理想的翅膀 邢繼光

269477 寂寞中我在等待 曉月 282289 張開夢想的翅膀 天孿兄弟

294144 寂寞有你愛不休 吳俊熠 345586 張開歌聲的翅膀[HD] 朱方元,李雨軒,泊毅炫,董思蔓,黎芷琪

298197 寂寞男人的眼淚 冬心 290916 彩虹托起中國夢 胭脂雪飄飄

330546 寂寞來了怎麼辦[HD] 吳克羣 263764 彩雲之南悠揚版 徐千雅

318545 寂寞的人容易醉 孫露 335431 得不到總是最好[HD] 小喬,光明

266977 寂寞星球的玫瑰{Live} 鄧紫棋 297495 得民心者得天下{Live} 八隻眼

317433 寂寞是你給的苦 許強 299423 得到幸福得到它 佚名

346923 寂寞盈袖映清秋[HD] 周律 232843 得意的笑迎新年 麗詩

269199 寂寞時間只想你 張萌萌,常安 285213 從一片落葉開始 蘇打綠,Priscilla Ahn

343144 寂寞讓你更快樂[HD] 陳奕迅 334574 從一片落葉開始[HD] 蘇打綠

317439 寂靜的夜在等誰 曉曉 324809 從小到大的兄弟 秦博

280688 將愛情進行到底 一飛 272015 從什麼時候開始 黃迎迎

305551 將愛情進行到底 謝雨欣 296302 從什麼時候開始 鐘亞華

327620 專屬party 呼可兒 335791 從未到過的地方[HD] 王心凌

270543 崩裂前聲嘶力竭 神木與瞳 286722 從未這樣心動過 祁隆

269308 帶上音樂去旅行 徐千雅 345064 從未開口的秘密[HD] 許佳慧

321192 帶你一起去流浪 海生 282100 從此狠心忘記你 倪爾萍

345048 帶你一起丟手絹[HD] 孫博 349778 從你的名字開始[HD] 西瓜,浮生夢

319391 帶你去看雪蓮花 認真 339720 從沒說過我愛你[HD] 水鴻

311179 帶你去遊公園省 葉俊華 270927 從來沒有忘記過 蒙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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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668 從來沒有離開過[HD] 白羽 288571 掀起你的蓋頭來{Live} 韓磊,胡彥斌,張嘉譯

299503 從寂寞世界走來 佚名 341982 掀起你的蓋頭來{Live}[HD] 張瑋,蓋世英雄

349337 從曾經走到現在[HD] 趙鑫,郭媛媛 346122 掐死大象的螞蟻{Live}[HD] 二毛,Bridge,中國有嘻哈

325584 御雲風暢好人家 冷酷 313704 採花姑娘採花香 蔣姍倍

299557 情人之間的情人 佚名 266739 採花姑娘採花香 蔣珊倍

278117 情人眼裡出西施 勞利 344714 探索成長的神奇[HD] 陳思誠

313695 情人眼裡出西施 潘寶新 311876 接過紅旗肩上扛 儲蘭蘭

307909 情人節快不快樂 山野 302368 教我如何不想他 馬洪海

301813 情人節唱這首歌 胡耀威 314411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丁紫

317516 情人節歌曲串燒 群星 283101 教我如何不想她 陳永龍

319710 情不自禁愛上你 張發強 336462 教我怎麼不想你[HD] 陳小春

301564 情在情深處受傷 鄧廣福 290043 旋轉木馬轉啊轉 洛天依

284443 情到深處人孤獨 倪爾萍 325573 晚上好春天小姐 五條人樂隊

303298 情到濃時反為薄 陳思安 346615 晚期拖延症患者[HD] Mr. Miss

280170 情姐下河洗衣裳{Live} 鬱鈞劍 343238 晚期拖延症患者[HD] Mr.Miss

308098 情深恩重老父親 王莉 303123 晚霞中的紅蜻蜓 許越

233826 情深說話未曾講(國) 黎明 254276 晚霞中的紅蜻蜓{Live} 楊鈺瑩

302794 情僧-偷祭瀟湘 梁玉嶸 308362 晨曦的金色曙光 安神

284462 情歌好聽卻難唱 冷漠 329503 望著月亮想著你 紅弈

319712 情歌好聽卻難唱 孫露 319846 望著星空想著你 張偉燕

313137 情歌好聽卻難唱 張津涤 300606 梁山伯與祝英台 佚名

339235 情歌好聽卻難唱{Live}[HD] 張津涤 301970 梁山伯與祝英台(十八相送之一) 凌波,靜婷

348928 情歌你唱我來和[HD] 東方紅艷 301971 梁山伯與祝英台(十八相送之三) 凌波,靜婷

339994 情歌忘了告訴我[HD] 阿悄 325286 梁山伯與茱麗葉{LIVE} 曹格,殷嘉恩,T-ara,洪茜茜,我想和你唱

267850 情歌我們一起唱 Kingstar,莫小娘 301512 梁祝-英台哭靈 金靜

302814 情歌沒有告訴你 梁靜茹 299264 梁祝-記得草橋兩結拜 佚名

338360 情歌唱給自己聽[HD] 許佳慧 302091 梅花端的種梅州 徐秋菊

317520 情歌唱給草原聽 布格 231425 梅蘭梅蘭我愛你 青山

339993 情歌唱給草原聽[HD] 烏蘭吉雅 323294 梅蘭梅蘭我愛你 馬常寶

323782 情歌唱給情人聽 冷漠 303284 梅蘭梅蘭我愛你 陳思安

323172 情歌越唱越傷心 笑天 304298 梅蘭梅蘭我愛你 葉玉卿

265892 情歌越聽越寂寞 張欣磊 318644 梅蘭梅蘭我愛你 閻飛翔

345081 情歌賽過春江水[HD] 韓冰,雲朵 312685 梅蘭梅蘭我愛你{Live} 李麗霞

265828 情歌還是傷的好 常艾非 317745 殺阡陌之殺姐姐 東方依依

320397 情緣不負相思長 馮姍姍,戴登仲 288294 淚水逃不過思念{Live} 梁帥

314407 情願陪你走天涯 音樂走廊 328728 淚水滴滿相思酒 火狼

327134 捨不得你離開我 張靜 298816 淡水河邊的煙火 佚名

282196 捨不得就別放手{Live} 華帝 323949 淡淡女人淡淡憂 紅薔薇

266304 掀起你的蓋頭來 水晶樂坊 320602 淩晨還有誰沒睡 寂悸

300310 掀起你的蓋頭來 佚名 230779 深夜走過長安街{Live} 陳紅

312856 掀起你的蓋頭來{Live} 阿魯阿卓 339294 深夜聽歌流眼淚[HD] 韓庚

268908 掀起你的蓋頭來{Live} 富春山居女子樂坊 278530 深愛化作相思債 王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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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775 淺夏淡過花開時 王熹蠻 319961 被你愛過的女人 蔣嬰

305638 清史明月照誰家 韓磊 319301 被你愛過的男人 許志剛

294826 清江清 長陽長{Live} 丁曉紅 344504 被你遺忘的森林[HD] 原子邦妮

270280 牽手分手都是愛 煙兒 324999 被風吹散的人們 陳潔儀

232575 牽掛你的人是我 高林生 341606 被風吹散的人們[HD] 陳潔儀

291483 牽掛你的人是我 鄭源 263557 被風吹亂了頭髮 吳柏侑

326443 猜評團開場串燒{Live} 群星,蒙面唱將 302372 被風吹亂的愛情 馬健濤

293590 球迷都是萌萌噠 彭清 317998 被情傷過的女人 冬婲

346221 甜葡萄 紅眼睛{Live}[HD] Jony J,鬼卞,中國有嬉哈 312820 被情傷過的女人 祁隆

316250 甜蜜生活甜蜜愛 望海高歌 289795 被情傷過的女人 孫艷

321977 產品經理是條狗 萬塘路18號 234006 被情傷過的女人 黑龍

335356 產品經理是條狗[HD] 萬塘路18號 288480 被情傷過的女人 楊梓

268921 畢業了一無所有 小5 290453 被情傷過的男人 黑龍

327939 盛世通運萬年長 冷漠 335846 被情傷過的男人{Live}[HD] 黑龍

344770 盛世通運萬年長[HD] 朱小發 322192 被愛傷透的女人 司徒蘭芳

293632 盛開的迷你旗袍 曲泉丞 347463 被愛傷過的滋味[HD] 匡龍舟

299012 眼中有燈也有人 佚名 309475 被愛摧毀的堡壘 思豪

299479 眼望青山難出籠 佚名 322024 被愛遺忘的角落 大哲

347422 眼淚不要掉下來[HD] 舒米恩,Fran法蘭 292216 許仙愛上白娘子 大慶小芳

341795 眼淚不要隨便流[HD] 追風 301303 許我一個紅樓夢 林申

328794 眼淚不過十二點 何芝芸 294494 逍遙江湖鴛鴦劍 王菲菲,沙寶亮

295429 眼淚化作相思雨 葛維永 323461 這一次終於懂了 鄧小龍

271888 眼淚流在你走後 馬建濤 286455 這也許不是真的 雲蘭

232066 眼淚留在你走後 馬健濤 324140 這山望見那山高 王鵬

317865 眼淚藏在眼眶裡 斯琴巴圖 266419 這不是我想要的 爽子

298691 眾手澆開幸福花 佚名 308983 這世界唯一的你 周迅

311670 第一次親密接觸 蔡獻華,李晶 283622 這他媽才是愛情 網路歌手

320700 第九十九滴眼淚 簡弘亦 283002 這些年你陪著我 鄭福強,陳美惠

309216 第三十八年夏至 河圖 287866 這些年你陪著我 鄭福強,陳美惠

294440 第幾個100天 洪茜茜 322043 這些年你還好嗎 徐清波

296908 累了醉了就想哭 瞿江鋒 318196 這些花要送給你 王大文

275074 荷花湖中相思濃 蘇富權 338771 這些花要送給你[HD] 王大文

315553 莆田系個好地方 林君羨 302642 這是唱給你的歌 張清芳

348580 莫名奇妙愛上你[HD] 朱主愛 320005 這是誰家的男孩 于久翔

299167 莫待失敗徒感慨 佚名 324683 這首歌兒唱給你 梧桐雨組合,蔡獻華,王麗,王薪博

304459 莫斯科有我的愛 廖永昌 328916 這首歌會不會紅{Live} 李果

278269 莫斯科有我的愛 廖昌永 284698 這個女生有點拽 帶淚的魚

290529 莫說山歌不是歌 劉興貴,王莉 326591 這個世界會好嗎{Live} 李志

300269 莫讓紅顏守空塵 佚名 288377 這個冬天不太冷 默契李智

232419 莫讓紅顏守空塵 高勝美 305794 這個冬天來看你 譚歆桑

329687 被你迷的快失憶 馬健濤 297089 這個冬季沒有你 徐連國

270473 被你傷過的男人 王顏野 300829 這個地方叫城市{Live} 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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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087 這個炎熱的夏天 代理仁 234182 陪你一起看草原 龍梅

348626 這個思念有點疼[HD] 鄭冰冰 306665 陪你一起看草原 韓婷

347110 這就是我要的你[HD] 周童 341296 陪你一起看草原[HD] 田田

311163 這就是我們的愛 群星 348659 陪你一起看草原[HD] 烏蘭托婭

300559 這愛情誰對誰錯 佚名 329761 陪你一起看草原{Live} 格格

347111 這裡最早叫中國[HD] 咏峰 316416 陪你去看草原海 于水

329719 這麼多年沒回家 彭運鋁 328957 陪你去看草原海{Live} 格格,于水

335247 這樣你還要愛我嗎[HD] 張惠妹 326624 陪你再去看草原 德格葉

322044 這樣的愛算什麼 婭琳 326626 陪你金陽看索瑪 白里格

295394 這樣的感覺真好 胡東清 345398 陪你做夢的女人[HD] 徐婧

309151 這樣愛你好可怕 林凡 311448 陪你幹了這杯酒 劉克泉

232675 這樣愛你夠不夠 高隆 290832 陪我聊天的乘客 滿江

230514 這樣愛你對不對 陳淑樺 232766 陪傷心人說往事 鳳飛飛

300291 這樣愛你錯了嗎 佚名 299724 陳三兩-陳奎好比一隻虎 佚名

401926 這樣愛你錯了嗎 李嘉 335273 陳淑芬與林志豪[HD] 王心凌

327155 連話都說不出口 高羽 309505 雪山草原的戀愛 洛桑尖措

292220 都是因為我想你 大張杰 343396 雪花盛開的時候[HD] 孫藝琪

268025 都是時間惹的禍 烏蘭托婭 309038 雪花請你停一下 和妤婕

298619 都是酒精惹的禍 何龍雨 266954 雪花飄落的時候 郭歡

262450 都是寂寞犯的錯 含瑞 337557 雪域江南-舟曲[HD] 曲爾登

313679 都是寂寞犯的錯 樊少華 311137 雪域高原一抹綠 溫博

232514 都是寂寞惹的禍{Live} 高慧君 270523 頂天立地大丈夫 石晉銘

343578 都是這樣結束的[HD] 張燕峰 344839 魚和飛鳥的故事[HD] 戚雪

347983 都是愛情犯的錯[HD] 李自勝 307075 魚的眼淚海知道 張津涤

278579 都是愛情傷了我 臧文 304911 鳥入林-小女婿 劉萍

268755 都是愛情惹的禍 姜玉陽 265909 鳥兒在風中歌唱{Live} 張濤

300564 野百合也有春天 佚名 284181 麥扣讓我寫首歌 郝雲

281050 野百合也有春天 易超,唐藝,劉瑞琦,Twins,王力軍 316648 麥西西小主駕到 張津涤,杭嬌,王潤昕

312857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 阿魯阿卓 318412 傣鄉嬌娘水鄉郎 凌子

285228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 范瑋琪,胡維納 282378 凱文克萊不讓步 庾澄慶

231296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 零點樂隊 338261 凱西莫多的禮物[HD] 華晨宇

287788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 潘越雲,阿蘭(Alan) 327160 凱瑞是另個赫本 小北

313843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 羅大佑 328352 喀什噶爾我的家 西域胡楊

342969 野百合也有春天{Live}[HD] 彭佳慧,楊乃文,蒙面唱將 314428 喀納斯湖的月亮 燕尾蝶

270774 釣魚島中國的島 艷陽天 344210 喂!有沒有人在[HD] 黃雅莉

268066 釣魚島是中國的 五洲唱響樂團 301626 喊我女人的男人 俞子欣

297254 閉上眼 默念3遍 183Club,七朵花 301747 喜年一開財富來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開克爾曼尼

335373 閉上雙眼的時候[HD] 劉容嘉 296085 喜氣洋洋財神到 河靜靜

328094 陪你一生夠不夠{Live} 孫楠 301131 喜樂揚起新年到 卓依婷

325664 陪你一起看草原 田田 301439 喜歡一個人好累 泳兒

279085 陪你一起看草原 洪祿雲 301441 喜歡一個人好累{Live} 泳兒

312961 陪你一起看草原 降央卓瑪 303737 喜歡你才欺負你 隆熙俊,天籟天

Page 706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41912 喜歡你沒有道理[HD] 張韶涵 231402 曾是情人的朋友 霍正奇

304011 喜歡走在太陽下 楊青倩 323899 曾經年少愛追夢 王琪

293947 喜歡喜歡我喜歡 黃夕倍 294821 曾經有你的森林 Wispering

314430 喝上一口團圓酒{Live} 駱駝強子 308667 曾經有誰會瞭解 宋偉峰

310123 喝著烈酒唱情歌 張冬玲 308292 曾經那愛喝的你 白晶

338626 喝著啤酒唱情歌[HD] 大慶小芳 272059 曾經相愛那麼深 龍梅子

293796 喝醉以後才明白 胡派 286749 曾經悄悄愛過你 阿紫(群星)

325434 喪心病狂的日記 花世紀 347829 曾經深深愛過你[HD] 冷漠

325195 單身不等於失戀 孫盛希 319317 曾經被情糾纏過 趙紅軍

283749 單身的人才會懂 雲珩 324637 最佳偶像新人獎 杜天皓

344965 喵星人與熊孩子[HD] 徐嘉葦 307139 最怕結果愛不起 成雲剛,卡密兒

299334 寒冬枯木逢陽春 佚名 230793 最近心情好不好 陳紅

343769 尋找快樂的意義[HD] 崔秀麗 297615 最後 是我開了口 小賤

294650 尋找那一片草原 阿古 280824 最後 鹽對胡椒說 卓文萱

263571 就想和你在一起 小旺福 346153 最後,鹽對胡椒說[HD] 卓文萱

345040 就當我們沒愛過[HD] 周恬熙 316622 最後一句我愛你 宋沛江

283894 就當是你為了我 許諾 308755 最後一次為你哭 李金龍,竣善

344669 就當做是我不對[HD] 王慧強 309446 最後一次相依偎 姜玉陽

313169 就算我是周星馳 張祥洪 291339 最後一次說晚安 淮梓倫

318458 就算是被愛中傷 廣杰 266288 最後一次說愛你 欣哲

338333 就讓愛見鬼去吧[HD] 金久哲 293524 最後一次說愛你 將軍

290000 幾多相思誰人知 楓舞,怡然 301100 最後一刻才明白 京婧

337569 悲傷總是很簡單[HD] 張佑錢 300707 最後一個我吃了 夾子樂團

283738 掌心的感情線它 王梓蘅 233469 最後只好躺下來 黃立行

344363 提劍來邀紅塵客[HD] 群星 341774 最後我們都變了[HD] 賴偉鋒

268744 揚帆幸福的方向 姚雨鑫 318294 最後我們說再見 安崇藝

254156 換一個愛我的人 楊林 307799 最後的8/31 八三夭

340902 換一種方式愛你[HD] 雷雨哥 317704 最後的鐘聲響起{Live} Snh48

320512 握不住你的溫柔 流蘇 307896 最後是我開了口 小賤

320511 握不住你的溫柔 楓舞,流蘇 303358 最後哭著說再見 陳勝嶼

345152 揭竿而起的愛情[HD] 苗佳 310710 最後還是說再見 陳勝嶼(布川)

315390 揮著翅膀的女孩{Live} 鄧子非 294310 最是銷魂這段情 成于申

341133 揮著翅膀的女孩{LIVE}[HD] 容祖兒,狄迪,我想和你唱 323909 最美人間四月天 驛動兒,海浪飛歌

323883 敢不敢 敢說敢當 卡密兒,成雲剛 316879 最美不過中國夢 鄭允武

327169 敢愛敢恨的海洋 小北 290369 最美時光都給你 陳岩,紅薔薇

322590 斯琴高麗的開心 斯琴高麗 290215 最美時光都給你 蔡獻華

346132 斯德哥爾摩病人[HD] 李昕芸 289173 最美最美的歌曲 曉曉,獵人

316271 普通disco 花僮 326362 最美還是桃花妹 後來者,夢依

322611 普通disco{Live} 李宇春 323908 最真愛情的回憶 張敏浩

320545 普通disco{Live} 趙磊 336733 最愛你的人是我[HD] 劉愷名

311644 普通朋友的朋友 蔡昌憲 284630 最愛的人在身邊 孫浩博

300347 晴時多雲偶陣雨 佚名 343241 最愛的人就是你[HD]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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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42 最愛的人最陌生[HD] 孫藝琪 330923 無與倫比的美麗[HD] 蘇打綠

343243 最愛的人最陌生[HD] 孫藝琪 329562 無與倫比的美麗{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16283 最愛故鄉銀杏樹 萬山紅 286671 無與倫比的美麗{Live} 麥子傑

299041 最愛是你(中三) 佚名 346203 無與倫比的美麗{Live}[HD] 希林娜依·高,中國新歌聲

296625 最遙遠的那顆星{Live} 楊宇 345234 無敵&鐵血丹心{Live}[HD] 陳赫,鄧萃雯,跨界歌王

326361 最熟悉的陌生人 李佳樂 327900 無樂不作好時光 范逸臣

289706 最熟悉的陌生人 後弦 312184 無論到哪都成長 蘇晴

323907 最熟悉的陌生人 秦禦峰 347877 猴lonely[HD] 庾澄慶

289172 最熟悉的陌生人 彭永琛 339805 猴年大吉棒棒噠[HD] 成泉

256487 最熟悉的陌生人{Live} 蕭亞軒 339028 畫中就是我的家[HD] 張天甫

267163 最親最愛的祖國 陳笑瑋 279329 畫個圈圈詛咒你 馬旭東

262130 最癡情的是女人 白一彤 337583 痛一萬次都不夠[HD] 萬海東

299646 朝陽溝-人也留來地也留 佚名 316533 痛快地哭一場吧 劉朝林

299284 朝陽溝-別光說那外行話 佚名 339085 痛快的哭一場吧[HD] 路逍遙

299304 朝陽溝-咱倆說說知心話 佚名 309778 痛苦時候最寂寞 孫露

299743 朝陽溝-牆上畫馬不能騎 佚名 340939 發財發福中國年{Live}[HD] 潘紫萱

333070 期待我們再相遇[HD] 紅薔薇 347057 窗{Live}[HD] 譚維維,扎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346637 棒棒錘在岩石上[HD] 周巍 346705 等{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299552 森林裡的音樂家 佚名 340222 等一個人來愛我[HD] 唐冰冰

318826 森林裡的音樂會 佚名 304460 等人就像在喝酒 廖岷

333749 欺騙愛情傷害我[HD] 酒吧傷心人 300390 等不到我愛的你 佚名

297483 殘酷的愛158 丁萬昕 303988 等你一句我願意 楊克強

338726 渴望和你再相聚[HD] 任妙音 328805 等你一生夠不夠 晨熙

317785 渴望晨曦的女孩 容祖兒 313131 等你一起看桃花 張金鈺

318374 湖光美景歎情緣 周少偉 282854 等你一起看桃花 蕭寶鐘

326419 湛江 美麗的海灣 莊秋玉 278360 等你再久也願意 木禾

312361 無人駕駛的愛情 王珞丹 262474 等你回到我身邊 馮文女

298061 無人駕駛的愛情 王路丹 315576 等你到老不放棄 三多

268244 無可取代的美麗 蘭馨 270540 等你等了那麼久 祁隆

278895 無法再見的時光 曾一鳴 270541 等你等了那麼久 祁隆,樂凡

279597 無法忘記的心碎 新秀團隊 312924 等你等了那麼久 紅薔薇

278285 無法靠近你的愛 張翠萍 319924 等你等了那麼久 孫露

233068 無法彌補的傷痕 黃品源 313001 等你等了那麼久 孫艷

279210 無怨無悔愛一場 冷漠 313506 等你等了那麼久 瑞雪,祈隆

301685 無限相思無限愁 姚蘇蓉 306694 等你等了那麼久 閻鳳梅

278134 無情的人最灑脫 呂雯,胡雯 292635 等你等在小橋頭 楊子,相隨

321967 無傷大雅的瘋狂 柯智棠 232368 等你等到我心痛 高勝美

304731 無盡的莎士比亞 趙薇 233887 等你等到我心痛 黎沸揮

333360 無盡閃亮的哀愁[HD] 伍佰 317892 等你等到花謝了 胡小寶

301241 無盡透明的思念 庾澄慶 268984 等你給我一點愛 崔偉亮

294525 無與倫比的美麗 簡馬玉璽 321995 等你還要等多久 大張雨

305875 無與倫比的美麗 蘇打綠 281341 等到來生再相遇 程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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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687 等到明年這一天{Live} 周峰 329753 開往早晨的午夜 張碧晨

308763 等到菊花黃又黃 李青,怡然 263466 開往明天的旅行 唐禹哲

342899 等待幸福來敲門[HD] 人聲合唱團 298528 開往春天的地鐵 羽泉

314875 等待飛翔的候鳥 張源 337045 開往春天的地鐵{Live}[HD] 朱興東,侯磊

328807 等風等雨我等你 音樂走廊,歌一生 336863 開門大吉發大財[HD] 余潤澤,徐銨

346707 等風等雨我等你[HD] 楊梓文祺 310291 開啟幸福的地方{Live} 張琛

330523 等候耶和華的人[HD] 關心妍 308567 開開心心過新年{Live} 吳介賢

346713 紫{Live}[HD] 郭沁,中國新歌聲 254305 陽光下的白T恤{Live} 楊鈺瑩

233650 紫貝殼2001 黃韻玲 344541 陽光中的向日葵[HD] 馬條

311206 結束了就算了吧 誠峰 299903 陽光正在過馬路 佚名

345715 給十七歲的自己[HD] 群星 291952 陽光思念告訴你 The Dears

310358 給不了你的幸福 張豪 265340 陽光就在你前方 袁東方

282584 給不了你的溫柔 楊逸鋒 345402 陽光照在我臉上[HD] 秦川

304838 給不了你要的愛 劉冰 256966 陽光總在風雨後 許美靜

349500 給你我最好的愛[HD] 艾飛 307858 雅魯藏布大峽谷 子祺

302886 給我一個大紅包 莊學忠 298081 雲不知道雨知道 王蓉

265925 給我生個兒子吧 張萌萌 295107 雲深處 心深處 張曼

300391 給我你最真的心 佚名 292352 飲馬江湖風蕭蕭 少司命

265752 給我幸福的女人 姚軍 299134 黃土地我呼喚你 佚名

234326 給我的摯友火天 龐龍 280639 黃昏裡的老男孩 劉明輝

234221 給我溫情吧愛人 龍飄飄 310490 黃河之北是故鄉 甜美真

300278 給孩子的一封信 佚名 300977 黃鶯樹上聲聲唱 李瓊,劉華

267218 給陌生人的情書{Live} 韓庚 294238 黑臉漢子守南鹽 尤國通

320716 給陌生人的情歌 安又琪 270174 傷一次疼一輩子 澤寧

327991 給草原打個電話 艾麗婭琪琪格 291266 傷了不該傷的心 曾雨軒

347936 菜商卡頭和車手[HD] GAI 295939 傷了你痛了自己 宋飛

349518 菩提樹下一朵蓮{Live}[HD] 山子華 279120 傷了你痛了自己 花哥

322800 菩提樹下的等待 成于申 332074 傷了你傷了自己[HD] 杜歌

322801 華陰老腔一聲喊{Live} 張喜民,譚維維,華陰老腔演員 286279 傷了我還說愛我 蔣旭

321579 虛擬網路真情意 楓舞,雨鈴兒 332897 傷了我還說愛我[HD] 江山

292481 貴州 難忘的故鄉 徐安春 262815 傷了愛情的玫瑰 孔朝

349135 超級寶貝萌萌噠[HD] 東方任靜,原睿遙,林諮辰,何奕辰,林于凱 321016 傷心我就唱情歌 杜春雷

324132 越走越遠的旅客 王錚亮 232517 傷心的女人唱歌{Live} 高慧君

289447 越陷越深越心痛 李澤堅 288737 傷心的那一滴淚 鄭智勛

310515 越愛你越想解脫 莊之影 290732 傷心的淚心裡流 智濤

344515 越愛越深越寂寞[HD] 于永祺 286037 傷心的淚笑著流 浩軒

279220 跋山涉水的中國 李宏偉 288739 傷我最深的女人 趙齊

289464 週末我們去海邊 好妹妹樂隊 345494 傷的都是有情人[HD] 阿妮桑

288534 開口就唱哎呀嘞 鄭璐 266924 傷害自己成全她 郎a

299256 開心迎接豐收年 佚名 322301 傾注春江東流水 大輝

302644 開往天堂的列車 張祥洪 295207 媳婦婆婆這樣說 李亞楠,阿芳

298338 開往冬天的地鐵 地鐵兄弟T And T 317422 媽在哪家就在哪 張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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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144 媽媽心中的希望 莊秋玉 335985 想你的365天{Live}[HD] 秦宇子,中國好聲音

348875 媽媽在等你歸來[HD] 彭成 334093 想你的365天{Live}[HD] 張靚穎,李玟,沙寶亮,林志炫

348876 媽媽我要去遠方[HD] 金克成 303342 想你的人沒有睡 陳淑樺

348877 媽媽我要回來了[HD] 果味vc 321875 想你的人沒有睡 蕭敬騰

340587 媽媽我要抱抱您[HD] 蔣姍倍 287623 想你是我的最美 揚揚,軍傑

298404 媽媽我想對你說 朱怡銘 310124 想你就唱你的歌 張冬玲

339702 媽媽我想對您說[HD] 侯南宇 287804 想你想到心裡頭 楊浩龍

232869 媽媽教我一支歌 麥穗 343174 想你想到心裡頭[HD] 大海

329271 媽媽教我信天遊 王二妮 263804 想你想的很辛苦 欣哲

307288 媽媽教我唱軍歌 王愛奉,朱曉紅 319719 想你想的很辛苦 孫露

329270 媽媽就是我的夢 冬雨 263643 想你愛你必須的 王梓旭

325701 媽媽就是活菩薩 金久哲 278144 想忘難忘情悠悠 吳新宏

297624 媽媽媽媽想你呀 小龍 266609 想把我唱給你聽{Live} 老狼,王婧

318238 媽媽臉上的皺紋 石俊榮 344692 想把我唱給你聽{Live}[HD] 鄧倫,孫怡

308417 嫁人要嫁灰太狼 江宇 300881 想和你去吹吹風 李翊君

231200 嫁人要嫁灰太狼 雅鋒 290384 想和你去吹吹風{Live} 陶喆,包爾淦

308064 嫁給他就忘了我 王昊 335902 想和你去吹吹風{Live}[HD] 包爾淦,陶喆

312207 嫁給我你會幸福 饒天亮 346073 想和你去吹吹風{Live}[HD] 張美儀,中國新歌聲

266281 嫁嫁嫁嫁給我吧 樸一澤 329346 想和阿妹唱情歌 小阿鵬

282735 微信微信我愛你 王鈞,張姚 314489 想的愛的全是你 靳立志

324820 微信裡有你真好 紅弈 326232 想要問你為什麼 東方依依,長春蟲子

309939 微風吹拂的夏天{Live} 袁哲 265352 想飛的自由落體 卓文萱

295144 微風吹過的痕跡 徐子策 349349 想起那首信天遊[HD] 賀東

316824 微笑像雲朵一樣 陳茂源 345086 想做你的瘋女孩{Live}[HD] 喬欣

347303 微商不做行不行[HD] 王磊 314492 想著你的每一天 王星策

327205 微微一笑很傾城 龍奔 266726 想著想著就哭了 蔡幸娟

342372 微微一笑很傾城[HD] Rise 269458 想愛就要勇敢愛 春天,老貓

342720 微微一笑很傾城[HD] 楊洋 296354 想讓雨滴問問你 王馨

340866 想不開 放不開[HD] 朱宇 330137 愛 永遠不會消失{Live}[HD] 張惠妹

348319 想必你也放不下[HD] 門麗 284014 愛,永遠不會消失{Live} 張惠妹

320400 想再一次遇見你 張平 341434 愛{LIVE}[HD] Monsta X,蓋世英雄

307823 想在城裡安個家 大軍 338367 愛一回 醉一回[HD] 劉爽

349346 想你只能在心裡[HD] 晨熙 320404 愛一個人有多難 韓玉霞

306718 想你只能放心裡 姚東耀 322500 愛一個人沒有錯 昊麟

266894 想你在這個夜裡{Live} 趙鑫 338366 愛一個人的滋味[HD] 邢蓉

318512 想你念你你可知 瑞雪 298294 愛一萬次夠不夠 伊風

279232 想你的365天 李玟 268510 愛了就會有藉口 葉時偉

287280 想你的365天{Live} 李玟,張靚穎,沙寶亮,林志炫 289604 愛人為快樂之本 喬毓明

320399 想你的365天{Live} 李玟,隱藏歌手 339728 愛人啊你在何方[HD] 台灣天使

312718 想你的365天{Live} 肖灑,王琪瑋 301350 愛人靠近我身旁 林淑娟

296349 想你的365天{Live} 茜拉,五洲唱響樂團 272047 愛上一個人好累 龍帝

343803 想你的365天{Live}[HD] 李玟,黃曉明,我們的挑戰 327213 愛上了你不後悔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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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24 愛上不該愛的人 孫露 308653 愛在另一座城市 坊玉

355079 愛上天生快活人{Live} 林頤 233761 愛在四季都有雨 黎姿

324323 愛上任性的女人 司馬寧波 269571 愛在同一個星球{Live} 朱佳莉,廖昌永

271507 愛上有家的女人 金輝 327685 愛在你的故事裡 伊然

338678 愛上有家的男人[HD] 陳雲飛 343813 愛在故鄉小時候[HD] 姚燕

291506 愛上你 失去自己 阿洋 230253 愛在星光燦爛時 陳明真,黃日華

317544 愛上你失去自己 阿洋 346568 愛在春天發了芽[HD] 尹斯春

293337 愛上你我不後悔 紫海 309197 愛在記憶中找你(國) 林峯

290783 愛上你我不後悔{Live} 楊鴻 270042 愛在偷戀蔓延時 夢成

284608 愛上你我不認輸 姚天成 309792 愛在寂寞的雨夜 達坡瑪吉

303165 愛上你我傻乎乎 郭玲 321250 愛在暖春的北京{Live} 金姍姍

263795 愛上你我錯了嗎 曉君 323186 愛在燈火闌珊處 山風點伙

345604 愛上你的好天氣[HD] 譚松韻,熊梓淇 342739 愛她你就說出來[HD] 許家豪

301590 愛上你是一個錯 雨天 316441 愛她就去優衣庫 馬健南

327679 愛上你是一個錯 孫露 316485 愛如果沒有未來 風語

308306 愛上你是一種美 光頭阿興 293184 愛江山更愛美人 降央卓瑪

232512 愛上你是我的罪 高慧君 342748 愛江山更愛美人[HD] 好妹妹樂隊

313793 愛上你是我的罪 謝有才 289910 愛江山更愛美人{Live} 李麗芬

268380 愛上你是我的錯 劉愷名 297401 愛自己才會快樂 P.G.S.T

290557 愛上你情非得已 劉美君 310115 愛似花開痛花落 張文娟

268652 愛上你就不後悔 周燕君 287981 愛你一世情人節 任栩麟

262888 愛上你就是唯一 劉璿,光良 300093 愛你一生夠不夠 佚名

303499 愛上別人的女友 雪峰 329356 愛你不是我的罪 時杰

270361 愛上我是你的錯 王子霆 311193 愛你不是我的錯 董朋

285167 愛上那隱隱的痛 翁汕汕 289030 愛你不能多一天 齊蕭

320408 愛上紅塵中的你 高翊菲 265830 愛你不需要理由 常艾非

310186 愛上負心的女人 張洋 303031 愛你不變情意長 莊學忠

268825 愛上軍營愛上你 孟小童 234213 愛你不變情意長 龍飄飄

303639 愛上草原愛上你 琪琪格 231953 愛你今生到永遠 顧建華

307118 愛上寂寞愛上煙 徐健淇 268636 愛你只要你幸福 周小駿

291075 愛上愛情愛上你 龍飛,夢然 298200 愛你只能在心裡 加明

323795 愛上網路愛上你 王前進 310778 愛你只能忘記你 麥子

341243 愛上網路愛上你[HD] 王前進 268029 愛你失去我自己 樂天樂團

230618 愛上離婚的女人 陳玉建 303295 愛你在心口難開 陳思安

290054 愛已疲憊心已碎 涓子 304805 愛你在心口難開 鳳飛飛

340870 愛不愛 壞不壞[HD] 李嘉格 312352 愛你在心口難開{Live} 王矜霖,米可

257026 愛不愛你都一樣 許茹芸 287314 愛你在心口難開{Live} 沙寶亮,黃綺珊

308033 愛比不愛更寂寞 王冰洋 335907 愛你在心口難開{Live}[HD] 夏恒,張智勇,中國好聲音

348933 愛可以改變一切[HD] 趙鑫 296371 愛你在我來生裡 望海高歌

332151 愛吃愛喝愛生活[HD] 冷漠,張雷 294836 愛你多久痛多久 東海

314499 愛在下一個路口 大廚 268640 愛你多久痛多久 趙星星

334166 愛在天地動搖時[HD] 鄭家星 284788 愛你到地老天荒 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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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34 愛你和從前一樣 黃格選 266610 愛你愛的很小心{Live} 老男孩

337714 愛你所以放你走[HD] 水果哥 295301 愛你愛的容易嗎 海華

310215 愛你的心永不變 張偉東 339240 愛你愛的無法說[HD] 李鑫

308171 愛你的心到永久 王馨 322506 愛你愛得好辛苦 侯玉斌

310801 愛你的罪自己背 寒月 340617 愛你愛得好辛苦[HD] 候玉斌

308530 愛你卻要說分手 冷漠 291602 愛你愛得好狼狽{Live} 張杰

326245 愛你卻要離開你 范龍 290559 愛你愛得很幸福 初航

314505 愛你卻離開了我 英豪 323802 愛你讓我忘了疼 夢然

332516 愛你恨你卻想你[HD] 尚裘峰 304004 愛你讓我更聰明 楊昕曦

342384 愛你是我的自由[HD] 李玟 344323 愛我一點好不好[HD] 千百順

323800 愛你是我的承諾 王子皓 297883 愛我不要丟下我 王思思

348326 愛你是我的承諾[HD] 謝曉艷 329372 愛我你就抱抱我{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33401 愛你是我的強項[HD] 張智成 271330 愛我你就嫁給我 郎郎(馬志鋒)

341738 愛你流過多少淚[HD] 唐薇 286311 愛我你就說出來 閆鳳梅

309141 愛你迷失了自我 易欣,孫鶯 263474 愛我的人你別哭 天孿兄弟

309001 愛你從沒放棄過 周祥 290933 愛我卻要傷害我 葛笑

292382 愛你就要嫁給你 莊心妍 342209 愛我卻要傷害我{Live}[HD] 葛笑

342207 愛你就該放了你[HD] 曹義 323197 愛我卻要離開我 海威

282391 愛你就像風剪雲{Live} 張大偉 342746 愛我卻要離開我[HD] 馬健濤

308926 愛你最遠的距離 貝若德華 308821 愛我為何又離去 李紫涵

265705 愛你無悔三千年 嘉布·洛絨,薩爾措 266138 愛我為何折磨我 李猛

325100 愛你痛了我自己 倪爾萍 301594 愛我就別傷害我 雨天,楊蔓

294161 愛你等於愛自己 唐寶,黃德毅 316182 愛我就別離開我 郎郎(馬志鋒)

342385 愛你等於愛自己[HD] 王力宏 332413 愛我像從前一樣[HD] Roomie

330207 愛你等於愛自己{Live}[HD] 王力宏 263089 愛我請你抱緊我 龍奔

266081 愛你絕不是謊言 朱海 302292 愛我請你說出來 袁沁

314506 愛你越深心越痛 馬智宇 280393 愛我還是傷害我 沈世愛

329359 愛你越深心越痛{Live} 馬智宇 329389 愛車愛房沒有錯 劉馨蔚

308885 愛你傷了我自己 沈世愛 282064 愛來愛去累不累 代理仁

301383 愛你愛在心坎裡 林淑蓉 271155 愛到心碎也無悔 賀一航

231627 愛你愛在心坎裡 韓寶儀 314886 愛到未來的未來 思豪

312003 愛你愛你好愛你 藍冰 314887 愛到死都不放手 鴻飛

265444 愛你愛你愛著你 丁藝 307087 愛到最後才知道 張玲(滴滴)

278358 愛你愛到九十九 木禾 293631 愛到最後是回憶 暴林,張咪

310408 愛你愛到人憔悴 強子 304808 愛到最後是遊戲 齊子旭

262317 愛你愛到心裡面 陳瑞 307071 愛到最美是陪伴 南台灣小姑娘

337462 愛你愛到犯了罪[HD] 王宏天 282766 愛到痛時是困惑 祁隆

338372 愛你愛到沒自己[HD] 黃宇希 328528 愛到盡頭也無悔 夢然

316855 愛你愛到骨頭裡 洛鳴 282317 愛到盡頭才知道 孫家山

270199 愛你愛到發了瘋 洪立 328545 愛的一路上有你 饒天亮

285015 愛你愛的上了癮 沈諒 298103 愛的天空飄著雨 王潔

234178 愛你愛的好疲憊 龍曉飛 290609 愛的火焰在燃燒 天堂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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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39 愛的世界只有你 祁隆 298599 愛是寂寞撒的謊 何沐陽

332354 愛的世界只有你[HD] 祁隆,樂凡 332606 愛是最美的事情[HD] 林凡,洪敬堯

345101 愛的世界只有你[HD] 唯莎,Dj何鵬 294331 愛是最美麗的錯 曉月

333708 愛的世界我和你[HD] 肖亮,司徒蘭芳 329375 愛是痛苦的迷離 望海高歌,雨柔

293924 愛的世界迷了路 馬健南 293911 愛是凝望又離開 陶喆

340352 愛的主打嗝{Live}[HD] 羅志祥 333670 愛要大聲說出來[HD] 樊桐舟

331009 愛的另一種存在[HD] 雷諾兒 319411 愛要有你才完美{Live} 那英,中國好聲音

234017 愛的最後是遊戲 齊子旭 282990 愛要有你才完美{Live} 那英,梁博

309129 愛的越深越受傷 易帆 329388 愛要有你才幸福 邵洪

310171 愛的越深越受傷 張芳 329387 愛要怎麼說出口{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99888 愛的路上千萬裡 佚名 340008 愛要怎麼說出口{Live}[HD] 趙傳,我是歌手

230903 愛的路上千萬裡 陳蘭麗 349369 愛要怎麼說出口{Live}[HD] 趙傳,異口同聲

305928 愛的路上千萬裡 鍾偉 340353 愛要怎麼說出口{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265655 愛的路上千萬裡{Live} 吳滌清 278131 愛神愛神在哪裡 吉杰

304986 愛的路上我和你 歐儷雯 279688 愛神總是敲錯門 張含韻

305531 愛的路上我和你 謝采妘 232649 愛能穿越幾千年 高進

288210 愛的道路共白頭 青山,王馨 230964 愛得剩我一個人 陳龍

288291 愛的道路共白頭 望海高歌 263087 愛得越深越狼狽 龍奔

295476 愛的零點零零一 超人 269362 愛得想咬你耳朵 成雲剛,王星星

310220 愛金錢更愛美人 張啟輝 233128 愛從昨夜就停了 黃大煒

324487 愛金錢更愛美人{LIVE} 張啟輝 298072 愛情一直在經過 王箏

286833 愛卻不能在一起 范宏偉,干露露 267249 愛情不如尼古丁 馬健濤

293542 愛卻不能在一起 張政雄,薛珮潔 278342 愛情不是打遊戲 易帆

270799 愛很簡單&Love Is Simple{Live} 蘇姍 313724 愛情不是打遊戲 凝聽

300392 愛怎能就此離開 佚名 278585 愛情不是偶像劇 花世紀樂團

320420 愛恨都是不了情 望海高歌 327693 愛情不是偶像劇 格子兮

299436 愛挑剔的大姑娘 佚名 318329 愛情不是荷爾蒙 吳若萱

270546 愛是可遇不可求 禾川 329366 愛情不相信眼淚 孫藝琪

343819 愛是你 愛是我[HD] 吳建豪 331777 愛情不能當飯吃[HD] 李澤堅

319741 愛是你給我的毒 孫露 230090 愛情天使的一面 陳慧琳

310430 愛是你給我的毒 晨熙 308822 愛情向左我向右 李紫涵

329373 愛是你給我的傷 斯琴高麗 263536 愛情因你才傷悲 伍義

324695 愛是你給的溫柔 畢書盡 336662 愛情在南我在北[HD] 黃蘇英

309015 愛是否會再輪回 周樂天 347320 愛情在哪裡居住[HD] 紫洛藍

319409 愛是我醒時的淚 陳瑞 301689 愛情如水向東流 姚蘇蓉

328539 愛是和你走下去 田田 303007 愛情如水向東流 莊學忠

328538 愛是和你走下去 林浩威,田田 303862 愛情如水向東流 黃清元

285491 愛是和熙的陽光 韋譽,儂媛媛 232834 愛情如水向東流 鳳飛飛

317566 愛是孤單的開始 蘇唯 299509 愛情有什麼道理 佚名

305543 愛是怎樣煉成的 謝雨欣 311223 愛情有錢就可以 過江龍

231018 愛是個什麼東西 陶喆 308404 愛情別讓我太累{Live} 朱凱旗

308893 愛是寂寞的憂傷 沙子 311178 愛情吻過不留痕 葉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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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89 愛情把痛給了誰 賀一航 315486 愛累了2015 程浩

265981 愛情沒什麼道理 戚薇,高露,佟麗婭 335217 愛這種離譜感覺[HD] Spexial

331270 愛情沒什麼道理[HD] 戚薇,佟麗婭,高露 268533 愛就堅持到最後 呂品

265778 愛情沒有那麼美 孫浩雨 296420 愛著別人想著我 劉新財

289851 愛情沒有那麼美 張瑋伽 333968 愛著愛著就永遠[HD] 田馥甄

319737 愛情沒有對和錯 張可兒 327238 愛著愛著就淡了 賀敬軒

297538 愛情沒有錯與對 于玄子 324913 愛傷了你痛了我 賀一航

282762 愛情沒錢就不行 石雪峰 296422 愛過了就忘了吧 宋飛

286443 愛情究竟哪裡找 門麗 308886 愛過才知是個錯 沈世愛

230534 愛情走過夏日街 陳淑樺 307334 愛過你我不後悔 羅大安

317561 愛情到底怎麼了 雨石 299827 愛過我的每一天 佚名

294734 愛情到底是什麼 鴻飛 274623 愛過為何說分手 于金勝

335015 愛情呼救999[HD] 弦子,吳克羣 303777 愛像一場紛飛雨 馮曉榮

311214 愛情花瓣落滿地 路童,李泓瑩 282329 愛與不愛的悲傷 寧

325187 愛情很美也很累 婭琳 324270 愛與不愛都是錯 冷漠

293236 愛情是苦酒一杯 馬常寶 311589 愛與被愛都幸福 樊少華

278343 愛情是個鬼東西 易帆 320438 愛誰不如愛自己 阿伊米拉

313100 愛情是個鬼東西 崔偉亮 345607 愛請問要怎麼走[HD] A-Lin

313581 愛情是個鬼東西 趙小南 301584 愛斷了一雙翅膀 雨天

325674 愛情是個無價寶 羅飛音 349363 愛斷了一雙翅膀[HD] 李自尊

282085 愛情是個壞東西 余潤澤 305424 愛麗絲的第一次 薛凱琪

305354 愛情美酒分給誰 龍梅子,老貓 342750 愛變了 你走了[HD] 王羽

284241 愛情面前誰怕誰 張艷奕 233994 愛讓我們在一起 黑龍,黃格選,汪正正

311095 愛情飛不到天堂 楊罡 304223 愛讓我們在一起 群星

269439 愛情原本沒來過 明陽 327716 愛讓我們都哭了{Live} 劉沖,衝擊力樂隊

319738 愛情留在回憶裡 追風 335414 感知成長的神奇[HD] 孫儷

289047 愛情真的有營養 天籟天 286694 感恩 我們在路上 易丹丹

289042 愛情偏偏撞紅燈 天堂飄雪 349813 感恩我的父母親[HD] 望海高歌

292502 愛情喝了也不醉 揚東霞 230352 感情不是一盞燈{Live} 陳曉東

344318 愛情就這樣結局[HD] 李雨壽 292809 感情沒有對或錯 王鍵

346080 愛情就像一齣戲[HD] 謝常清 297448 感情線She's The One{Live} Tension

319740 愛情路上有你我 追風 327244 感謝有你好兄弟 楊爽

319414 愛情過了保質期 黃尊 281590 感謝政府感謝黨 馬仕健

266898 愛情像西湖一樣{Live} 軍嫂組合 328554 感謝讓我遇見你 音樂走廊,歌一生

275048 愛情像花兒一樣 紅月 332866 感覺不會再愛了[HD] 司文,丟丟

324378 愛情像花開一季 夏冰 336298 感覺不會再愛了[HD] 程欣

344695 愛情說變就變了[HD] 張龍珍 348942 感覺自己是巨星[HD] 方木

344696 愛情說變就變了[HD] 陳兆飛 348338 感覺自己是巨星[HD] 毛不易

302521 愛情離我1公尺 張元蒂 346086 感覺自己是巨星{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279107 愛情離我一公尺 胡夏 338384 感覺自己萌萌噠[HD] 劉維,賈玲

324961 愛情讓我受了苦 金三 314527 感覺自己萌萌噠{Live} 劉維,賈玲

282984 愛情讓我傷不起 還主格格 344326 感覺自己萌萌噠{Live}[HD] 劉維,楊樹林,厲害了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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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613 感覺對了就愛喲[HD] 戴愛玲 301769 當作沒有愛過我 美黛

324338 慈恩菩提度眾生 吳曉芳 333889 當你牽著我的手[HD] 孟茜

305805 搖紅燭花佛前燈 關青 308246 當你需要的時候 左小祖咒

315590 搖著烏篷來看你 鄭培欽 323996 當兵要有當兵樣{Live} 李建科

309578 搖滾天生大一號 胡彥斌 284645 當兵就是那麼帥 孟小童

233643 搖滾精靈三合一 黃韻玲 323995 當兵就是那麼帥{Live} 李建科

341599 敬天敬地敬兄弟[HD] 金久哲 324617 當兵就是這麼爽 李建科

289763 敬你一杯馬奶酒 天亮 317838 當兵就是這麼爽 范冬青

309924 敬你三碗青稞酒{Live} 索朗扎西 338979 當兵就要當好兵[HD] 湯子星

317668 新一千年一萬年 李俊男 330705 當我不在你身邊[HD] 曹軒賓

296575 新世紀四大酷刑 鯨魚島樂隊 335223 當我老去的時候[HD] 劉明輝

308972 新年好運樂陶陶 卓依婷 328779 當我沒錢的時候 陸飛

339762 新年快樂又吉祥[HD] 吳國慶 257917 當我身旁有你在 辛曉琪

272051 新年更加要努力 龍梅子,楊德朗 303343 當我看你的時候 陳淑樺

286856 新年來到多熱鬧 鐘盛忠,鍾曉玉 330868 當我們一起走過{Live}[HD] 蘇打綠

306763 新年到來喜洋洋 楓舞,相容 346687 當我們不在一起[HD] 魏妙如

280255 新年到恭喜發財 陳麗媛 297930 當我們同在一起 王羚柔

313708 新年到恭喜發財 鄭冰冰 300163 當我們同在一起 佚名

301127 新年新喜新氣象 卓依婷 262988 當我唱起這首歌 林俊輝

298001 新年新禧新氣象 王雪晶,莊群施 330630 當我唱起這首歌[HD] 小賤

302897 新年歌兒大家唱 莊學忠 300206 當我想你的時候 佚名

232951 新房之中冷清清 黃依群 289299 當我想你的時候 花僮

293655 新版我愛金香玉 李天平 266296 當我想你的時候 段紅

269084 新城新鄉新時代 張華敏 283333 當我想你的時候 單冲鋒,倪鵬

282200 新春喜事一椿椿 卓依婷 233144 當我想你的時候 黃大軍,千百惠

317671 新情傷2010 許強 280134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 侯磊

280256 新被遺忘的角落 洪煜祺,Shelly 佳 329593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308772 新新的中國士兵{Live} 李建科 332348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HD] 王珊珊

321379 會唱歌的老艾尼 艾尼瓦爾江 340700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HD] 石頭

305454 楊門女將-巡營 謝巧星 331979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HD] 陳明

309274 楓葉飄落的聲音 金婷婷 342016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HD] 蔡健雅,中國新歌聲

349900 楠溪明珠大元下[HD] 麻莉芳 346233 當我想你的時候{Live}[HD] 魏大勛,跨界歌王

311973 歲月回蕩一支歌 韓琳 289300 當我想說愛你時 陳依然

299257 歲歲如意賀新春 佚名 308248 當我離開的時候{Live} 左小祖咒,陳珊妮

322675 溫州十一盟兄弟 王不火 323997 當初誰說誰愛我 黑羽

255984 溫哥華悲傷一號 萬芳 233907 當孤單遇上孤單 黎瑞恩

280892 溫暖生命每一天 婉言 266374 當孤獨遇到寂寞 凌志輝

344429 煙火燦爛我愛你[HD] JR紀言愷 293914 當思念變成回憶 零點樂隊

282774 煙花三月下揚州 童麗 302789 當秋天遇上秋天 梁心頤

300766 煙花吐彩賀新年 李池湘,吳琨妤 231567 當做沒有愛過我 韓寶儀

284439 爺爺為我打月餅 侃侃 264277 當寂寞遇到寂寞 鄭超

265849 獅子座的流星雨 張佑錢 296828 當淚水含在眼裡 潘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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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38 當陽光穿過窗戶{Live} 趙中晨 297070 路燈下的大女孩 崔子格

263601 當傻瓜愛上天使 Kent 318646 路燈下的小姑娘 閻飛翔

230486 當愛不在我身邊 陳浩民,馬梓涵 304611 路燈下的小姑娘(恰恰) 舞曲

278754 當愛只剩下期待 陳零九 313474 路燈下的小姑娘{Live} 楊坤

267005 當愛失去了默契{Live} 鄭源 287192 路燈下的小姑娘{Live} 鳳凰傳奇

268084 當愛的方式改變 代理仁 266173 路邊野花不要采&午夜香吻&美酒加咖啡&蔓莉&高山青{Live} 群星

263420 當愛情走了以後 沙靖杰 265315 路邊野花不要采{Live} 楊燕

269075 當愛情變成習慣 張冬玲 344812 躲在心裡的時光[HD] 龐龍

292581 當感情已成習慣 李俊熙 319445 載著世界的恩惠 宋靖宇

309856 當離開我的時候 格楊 298641 載滿友誼去遠行 佚名

347047 痴心是我犯的錯[HD] 暴林 332458 逾時不候的幸福[HD] 炎亞綸

347901 禁毒是陽光的愛[HD] 鄭旭 328070 遇上一位兵哥哥 高佳

283687 經典視聽歡迎你 大約冬季 314900 遇上你是我的緣 郭瓦·加毛吉

283588 經典視聽歡迎你 柳絮,大約冬季 335166 遇上你是我的緣{Live}[HD] 阿魯阿卓

310911 經常回家看一看 程響,王羽澤 257089 遇見另外一個人 許茹芸

329646 群哥愛上群妹妹 阿賴,靈子 324625 遇見未知的自己 李承鉉,趙泳鑫

345730 萬丈高樓平地起{Live}[HD] 胡苗,歌聲的翅膀 321632 遇見你的小情歌 李慧宇

309215 萬分之一的承諾 河流 326599 運河畔2016 王玉璽

334251 萬水千山總是愛[HD] 安東陽,樊桐舟 347972 過一陣子打給你[HD] 許書豪

266506 萬朵玫瑰送給你 甜美真,冰冰火 326600 過了今夜你歸誰 航宇

299491 萬里江山萬里情 佚名 336849 過去 現在 未來[HD] 韓鼎睿

342498 萬松嶺的嬉皮士[HD] 許鈞 310478 過去了就過去吧 爽子

335880 萬物生&We Are The Champions{Live}[HD] 九九,陶喆 315301 過去就讓它過去 鄧海

281315 萬泉河水清又清 玖月奇跡 328920 過年了我想回家 常紅剛

308568 萬家團圓歡樂年{Live} 吳介賢 302401 過眼雲煙也留情 高林生

283033 萬家燈火平安夜{Live} 金婷婷,王澤南 299124 隔山唱歌山答應 佚名

301746 萬馬奔騰迎新春 柳博,魏依曼,牛欣欣,周凱文,開克爾曼尼 268192 隔世離空的紅顏 侃侃

346291 落在胸口的星星[HD] 郁可唯 270735 雷鋒我的好哥哥 胡玉

270611 落在鍵盤上的淚 網絡歌手 291033 雷鋒哥哥就是我 雷鋒歌手胡玉

274814 落葉飄雪的時候 張楓 231502 頌歌一曲唱韶山 李谷一

271537 裙角飛揚的日子 鐵熱沁夫 304293 預感你將會愛我 葉玉卿

291306 話說山伯與英台 楊子,咪娜 308408 鼓浪嶼 芙蓉出水 朱躍明

325891 該忘記的 忘不記 杜忻恬 282203 鼓聲迎來萬年紅 卓依婷

342049 該忘記的忘不記[HD] 杜忻恬 317230 像大白一樣愛你 君浩

338511 該怎麼辦怎麼辦[HD] 吳克羣 337864 像小強一樣堅強[HD] 張晶晶

230307 該是回家的時候 陳星,松青 342610 像石頭一樣堅強[HD] 王冠喬

328906 跟我一起跳起來 雨柔 263814 像你這樣的男人 肖遙

264339 跟記憶迎面交集 徐佳瑩 265622 像你這樣的朋友 包琦

299063 跨世紀的新一代 佚名 324410 像你這樣的朋友 好妹妹樂隊

271028 跪天跪地跪親娘 衡越 284723 像我這樣的女孩 張子瑄

305613 路遇大姐得音訊 韓梅春 339406 像我這樣的少年[HD] 孫子涵,李佳薇

270059 路過愛情路過你 樓宏章 286733 像我這樣的男人 羅時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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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551 像青春一樣怒放[HD] 水木年華 316699 對你的愛永不變 李曉

308247 像孩子似的傾聽{Live} 左小祖咒 307491 對你唱不完的歌 陳雅森,楊梓文祺

295948 像笑話般的愛你 徐良 315120 對你從來沒變過 蔣南征

287699 像清風一樣愛你 韓敏 303084 對你說著我愛你 許佳慧

279420 像瘋子一樣快樂 尚裘峰 300527 對你懷念特別多 佚名

316718 像霧像雨又像風{Live} 楊坤,人聲兄弟 254113 對你懷念特別多 楊小萍

344620 像鯨魚游向大海[HD] 鄭興琦 332949 對的人 錯的時候[HD] 金池

343105 嘚兒隆咚飄一飄[HD] 林靈兒 342700 對的時間對的人[HD] 邵星穎

319286 夢一場&南山南{Live} 那英,張磊,中國好聲音 341708 對的時間對的人[HD] 雅希

299308 夢中 你向我走來 佚名 344663 對的時間對的你[HD] 黃文聖

325636 夢中的水鄉姑娘 楊曉微 287935 對著月亮唱情歌 王紫菲

312012 夢中的知己紅顏 藍星 284481 對著月亮唱情歌 劉孟哲

286741 夢中的香格里拉 阿木乃 288021 對著月亮說愛你 團風依依

326099 夢中的香格里拉 劉建東 296240 對著星星許個願 廖夢心

318402 夢中的壩上草原 洪祿雲,宋健 268783 對著背影說愛你 孫子涵,杜沁怡

307380 夢中祈禱盼你來 蔡雯君 333674 徹徹底底忘記你{Live}[HD] 海生

340833 夢幻西遊好想你[HD] 朱主愛 299525 慢慢地我走近你 佚名

327271 夢回晉朝為昭君 金小曦 340880 慢慢走 欣賞啊[HD] 金潤吉

297824 夢有多長有多遠 王中平 329394 慢慢慢慢忘記你 許亞童

286170 夢見你的那一夜 蘭卡措 334032 摘下一萬顆星星[HD] Timez

300396 夢到破滅再從頭 佚名 310901 摘下星星做電燈 程玉莉

307013 夢是美麗的綻放 國巍 304241 敲鑼打鼓迎新歲 群星

271657 夢想天空分外藍 陳奕迅 231514 歌唱二小放牛郎 軍旅歌曲

278224 夢裡回味你的美 孫曉雨 282575 歌唱二小放牛郎 楊昭,孫佳

325342 夢裡花落誰人知 楓舞,相容 327278 歌唱二小放牛郎 溫博

310815 夢裡常回大別山 彭麗媛 315612 歌唱二小放牛郎{Live} 碧瑤

308582 夢裡常回大別山{Live} 吳姿霖 319359 歌唱二小放牛郎{Live} 鳳凰傳奇

328384 夢裡想你多少回 陳永強 311273 歌唱鹽洲紅樹林 廖志濤,史丹靈

323687 夢裡夢外全是你 天堂飄雪 329517 歌詞裡的那個誰 周小明,尹兔

280310 夢裡夢外回故鄉 蘇富權 270486 歌聲不斷酒不斷 琪琪格

311490 夢裡請讓我愛你 劉科楠 299120 歌聲飛出心窩窩 佚名

347703 夢誅緣·憶暖冬[HD] 莊心妍 319358 歌聲笑聲滿山溝 望海高歌

231193 嫦娥愛上豬八戒 隆隆 326383 歌聲唱醉南湖水 金韻

327616 寧負天下不負你 蒙面哥 346174 歌聲領我去草原[HD] 張濤,張研

331349 對不起忘不了你[HD] 凌志輝 231605 滴滴眼淚都是愛 韓寶儀

317446 對不起我的寶貝{Live} Snh48 301214 滾滾長江東逝水 孟文豪

326166 對不起我很固執 何以奇 349928 滾滾長江東逝水{Live}[HD] 楊洪基,王晰,經典咏流傳

265708 對不起我還愛你 回音哥 299003 滿山紅葉似彩霞 佚名

230477 對不起請原諒我 陳浩民 303844 滿天星斗的晚上 黃清元

338657 對先生 對小姐[HD] 伊能靜,秦昊 299276 滿天星星一顆明 佚名

310017 對你太好也是錯 高旭 298665 滿園春色豔陽天 佚名

300969 對你我已死了心 李默然 308409 滿載豐收滿載歌 朱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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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884 漂亮妹妹等哥愛 小甜兒,梓雄 343561 蒙娜麗莎的眼淚{Live}[HD] 袁婭維,我是歌手

340925 漂亮姑娘美翻了[HD] 趙煜銘 283074 蒼天班的阿拉善{Live} 阿日布杰,哈斯,阿茹娜

316323 漂洋過海來看你 丁噹 278602 蒼天般的阿拉善 莫爾根

326423 漂洋過海來看你 郭宴 234024 蒼天般的阿拉善{Live} 齊峰

291134 漂洋過海來看你 劉明湘 329675 蒼藍火焰症候群 飯田里穂

334165 漂洋過海來看你[HD] 邰正宵 290082 認真的人就輸了 王彙筑

324606 漂洋過海來看你{LIVE} 李光潔,跨界歌王 334543 認真的人就輸了[HD] 王彙筑

329545 漂洋過海來看你{Live} 李宗盛 305844 說一句我不走了 蘇少明

289247 漂洋過海來看你{Live} 李美熹 324622 說一萬句我愛你 李念

335895 漂洋過海來看你{Live}[HD] 劉明湘,中國好聲音 292000 說一萬句我愛你 樂桐

349038 演{Live}[HD] 金錿,夢想的聲音 348599 說不出口的想念[HD] 聖結石,黃美珍

284377 瑤哥瑤妹等你來 三多 327289 說好一起到白頭 樊少華

327920 瑪麗有只小羊羔 貝瓦兒歌 311739 說好不在為你哭 曉依

332331 睡在一起的知己[HD] 林凡 311868 說好今生不分手 龍嘯

347896 睡在天台上的人[HD] 徐浩 329700 說好分手不會哭 王易陽

349066 睡在時針上的人[HD] 光良 287628 說好各走五十步 楊培安

349067 睡在時針上的人[HD] 鍾天奕 340741 說你為什麼愛我[HD] 蔣雪兒,高進

320687 瞄準心臟開一槍 韓庚 297037 說走就走的旅行 李行亮

300782 碧玉簪-三蓋衣 李秀英 316789 說走就走的旅行 邱喜善

304178 福星高照財神到 群星 274996 說過不會讓你哭 王光偉

348531 福星高照過大年[HD] 鄧卓軒 287513 說聲再見有多難 雪無影

289335 稱念贊永七如來 印能法師 308909 趕圩歸來啊哩哩 玖月奇跡

282506 管他誰是誰的誰 月星海 268987 趕著馬車去北京 崔偉亮

298637 管叫山河換新裝 佚名 331694 趕著馬車去北京[HD] 宇海文,娜日

297390 管它什麼的安排 Ncb 314575 輕輕打開一扇窗{Live} 李君

310038 管你喜歡不喜歡{Live} 高洪章 342053 輕觸一筆的愛情[HD] 張津涤

308790 精彩在我的舞臺{Live} 李浩 316331 遙望月亮想媽媽 非如

303915 綠水青山我的愛 黃鶴翔 234039 遙遠的天空底下{Live} 齊秦

233965 綠水青山都是歌 黑鴨子演唱組 289467 遙遠的烏蘇里江 呂繼宏

327992 維多利亞的秘密{Live} 牛夢瑤,夢想的聲音 307938 遠方的我在等你 天堂飄雪

292906 維多利亞的秘密{Live} 艾怡良 267166 遠方的香格里拉 陳笑瑋

295366 網路世界遇見你 紅薔薇 263730 遠得要命的愛情 信

295554 網路世界遇見你 陳岩 303812 遠離激情那一天 黃品源

268985 網路的愛沒結果 崔偉亮 303672 酸酸甜甜就是我 童星

316664 網線牽著我和你 張翠萍 269703 銀妝玉樓雪滿天 李樓

299368 綿綿細雨的夜晚 佚名 299590 銀球飛舞花盛開 佚名

324420 緊緊拉著您的手 孫翔 341000 銘記下的小情歌[HD] 范小倩

340726 與你好不好無關[HD] 新街口組合,Mona 311114 需要戀愛的夏天 楊冪

286775 與你最後的夏天 洛天依 318135 魂牽夢繞吊腳樓 莫笑萍

322788 舞極限,愛投羅網{Live} 羅志祥 322930 魂牽夢繞軍旅情 呂宏偉

294137 蒙娜麗莎的眼淚 吃飽就唱組合 332332 鳳凰花開的路口[HD] 林志炫

232855 蒙娜麗莎的眼淚 麥子傑 321712 齊天大聖賀新年 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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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720 齊來迎接歡樂年 魏依曼 285423 誰也沒有我愛你 陳一凡

233296 億萬克拉的幸福 黃文星 315504 誰不說俺家鄉好{Live} 鄧子非

322106 劈里啪啦過年了 紫海 345348 誰不說俺家鄉好{Live}[HD] 楊雅坤,歌聲的翅膀

287421 劈腿哥唱劈腿歌 面具 345741 誰不說俺家鄉好{Live}[HD] 楊雅坤,閻維文,歌聲的翅膀

268369 劉哈哈與大先生 劉心,大鵬 345349 誰不說俺家鄉好{Live}[HD] 楊雅坤,聲音的翅膀

317278 劍合釵圓帝女花{Live} 東山少爺,徐詩喻 316759 誰先不愛誰放手 孟楊

345932 厲害了 我的國[HD] 王倩,周怡然 282736 誰在夜裡想起我 王鍵

343706 厲害了,國的我![HD] 耿琦 266428 誰在長空吹玉笛 王亞平

301115 嘻嘻哈哈接財神 卓依婷 310867 誰在愛裡下了毒 湘海

286998 墨子情韻魯山夢 孫維良 316418 誰把愛情當遊戲 于晉,李箏

347691 墨水筆與橡皮擦[HD] 李凱馨 303223 誰來偷走我的愛 陳玉建

232107 寫一首情歌給我{Live} 馬念先 290897 誰來給我暖被窩 紫海

323738 寫一首歌祝福你 龍影雲 299719 誰來感動我的心 佚名

329288 寫給未來的自己{Live} 周筆暢 293396 誰是我來我是誰 關關

309691 廣州 美麗的花城 唐彪,陳前,許嵐嵐,張朝夕 305304 誰是我的101 蕭薔

307769 廣場 Style 蒙克 320788 誰是我的男主角 王曼熹

312920 廣場style 紅笛,司徒蘭芳,三毛 318014 誰是我的林妹妹 徐子洺

339454 彈吉他就能快樂[HD] 許哲珮 308378 誰為我拭去眼淚 成林江措

262658 憂傷少女青春花 花世紀樂團 311514 誰家燕子不思歸 劉捷

296554 撐起天空的雙手 布仁巴雅爾 265565 誰家燕子不思歸{Live} 劉一禎

308640 撒了太多的淚滴 呂雯 297755 誰料皇榜中狀元 毛惠茹

336751 模仿大象的步驟{Live}[HD] 常石磊 305600 誰料皇榜中狀元 韓再芬

336752 模仿大象的步驟{Live}[HD] 誒姆 366675 誰能阻擋我的愛{Live} 黃耀明

310303 潘朵拉的月光盒 張萌 294093 誰能給我一個家 儲毅

348487 熱{Live}[HD] 徐林,夢想的聲音 231615 誰能禁止我的愛 韓寶儀

302006 熱帶魚和仙人球 孫悅 279393 誰能禁止我的愛{Live} 青山

301370 熱淚燙傷我的臉 林淑蓉 322032 誰動了你的裙子 魏健

322169 熱熱鬧鬧娶媳婦 張郎 232842 誰動了我的乳酪 麗娜

344464 稻香&依然愛你[HD] 陳以桐 349522 誰動了我的琴弦{Live}[HD] 周筆暢,尋清,張雅迪,尚衛華,異口同聲

314591 窮小子和假小子 田振達 331623 誰都不要說分手[HD] 冷漠,龍梅子

265919 緣份冷冷到盡頭 張義傑 232443 誰會像我這樣等 高原

326508 緣份來了就是你 海弦月,曹越 321600 誰說女人是衣服 王百合

314593 緣份來了就是你 曹越,門麗 342504 誰說我不能哭泣[HD] 張芸京

306819 緣份讓我們牽手 郭玲 262490 誰說男兒不想家 宮雨

314594 緣盡了該放手了 楓舞,相容 343567 誰說法海不懂愛[HD] 湛銘赫

300428 緬桂花開十裡香 佚名 314604 誰說梅花沒有淚 陳瑞,張津涤

304288 緬桂花開十裡香 葉毛,廖莎 347097 請不要叫我女孩[HD] 王瑋瑋

230144 蝴蝶飛不過滄海 陳振雲 331613 請不要對我說 Sorry[HD] 何潔

232370 蝶兒蝶兒滿天飛 高勝美 337888 請叫我女王陛下[HD] 李斯丹妮

233502 蝶兒蝶兒滿天飛 黃美詩 263299 請安靜的忘記我 Sara,孫子涵

284586 誰又不是誰的誰 回來娶你 294366 請你一定要幸福 李志洲

288351 誰也不是誰的誰 熊大 287571 請你不要離開我 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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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690 請你別碰我傷口 武湄 293903 奮不顧身的愛情 陳文浩

265888 請你相信我的愛 張揮 314615 奮安只為客戶狂 張磊

294087 請你留下來愛我 倪梓悠 231487 學習雷鋒好榜樣 軍旅歌曲

232372 請你記得我的好 高勝美 335403 學著大哥做大哥[HD] 姬長樂

334480 請你常到海南來[HD] 徐千雅 303212 憶秦娥-婁山關 陳小濤

234115 請別對我說再見 齊秦 268541 戰士為國守安詳 呂繼宏

345351 請告訴我他是誰[HD] 婭琳 281348 戰友你還記得嗎 網路歌手

311754 請來汶川我的家 澤旺多吉 317652 擁抱太陽的月亮 天籟天

307778 請到天涯海角來 丁曉紅 266656 擁抱著你的滋味 自由派對

265433 請到天涯海角來{Live} 丁曉紅 312491 擁抱著你的滋味 自由派對

283913 請到沂蒙看金秋 褚海辰 267831 擁抱著你的滋味{Live} Free Party

316965 請到長城來滑雪 鹿晗,陶喆 280797 擋不住你的感覺 劉牧

322828 請到烏蘭察布來 敖都 290547 擋不住你的感覺{Live} 劉牧

290426 請到秦嶺看春天 鮑樂樂 300094 整個世界的寂寞 佚名

335736 請到草原來做客[HD] 烏蘭吉雅 325505 整座城市的安慰 陳勢安

310824 請到蒙古草原來 斯琴格日樂 308145 樺皮嶺上百花開 王曉娟

309146 請原諒我不懂愛 杭嬌,張津涤 304199 澳門我帶你回家{Live} 群星

328894 請原諒我的孤獨 許飛 280356 激情廣場大家唱 媛媛

232986 請留住你的腳步 黃可兒 230190 燈火闌珊處有你 陳明

268024 請帶上我的祝願 烏蘭托婭 332467 獨一無二的女孩[HD] 謝沛恩

309648 請喝一杯下馬酒 降央卓瑪 320656 獨一無二的存在 池端玲名leina

308057 請喝一碗石門茶 王亞平 339806 獨一無二的存在[HD] Leina池端玲名

345745 請讓愛情相信你[HD] 張靚穎 342013 獨一無二的閃爍[HD] Lamigirls

280806 賣火柴的小女孩 劉美麟,阿弟仔 290389 獨上西樓&I'm With You{Live} 陶喆,王奕丁,楊騰飛

299154 賣紅菱-六月荷花結蓮心 佚名 311883 獨守空帷暗長歎 儲蘭蘭

278306 踏著歌聲來見你 徐千雅 232948 獨對明月訴衷情 黃依群

309023 踏歌起舞的中國 周燕君 325669 禦雲風暢好人家 竇青柏

310945 踏歌起舞的中國 馮欣 299637 穆桂英掛帥-我未開言心如焚 佚名

309473 躺在青青草地上 思思 297014 親,VV的兄弟姐妹們 望海高歌,雨柔,成雲剛,卡密兒

311228 躺在青青草地上 鄒江華 300935 親愛妹妹的眼睛{Live} 李聖傑

266900 躺在滿天星光下 軍嫂組合 283781 親愛的 後會有期 劉棟升,康珈鳴

310007 輪椅上的信天遊 高山 270869 親愛的人感謝你 葛本軍

338530 鄧大福是一隻貓[HD] 鄧福如 347464 親愛的你不要走[HD] 東方依依

280595 醉了為誰流眼淚 星君 297016 親愛的你不要哭 韓冰

343386 醉在草原唱情歌[HD] 吉雅,韓冰 290744 親愛的你不容易 朱明

293423 醉後決定愛上你 劉沛洋 302758 親愛的你在何方 晨熙

322880 醉美英德歡迎你 王思焱 312312 親愛的你在哪裡 巴小波

318078 醉酒駕車真可怕 何龍雨 287915 親愛的你在哪裡 王慶慶

318079 醉醒塵緣崆憶夢 酒醉樂歌 312575 親愛的你在哪裡 吳紫涵

287335 靠誰不如靠自己 孟楊 301022 親愛的你在哪裡 沈石磊

319372 鞋子特大號組曲{Live} 周杰倫,陳梓童,中國好聲音 263166 親愛的你在哪裡 馬天宇

290972 魅力的書法之鄉 遲英 302360 親愛的你在哪裡 馬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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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630 親愛的你在哪裡 龍飛 323486 隨時隨地拍拍拍 Sunshine

307558 親愛的你在哪裡 龍飛,門麗 291555 隨著白雲去流浪 馬常寶

318642 親愛的你在哪裡 鏡喜 269835 靜靜的為你守候 楊願明

344805 親愛的你在哪裡[HD] 何一 299413 頭兒肩膀膝腳趾 佚名

324102 親愛的你別走遠 天愛 301125 龍女-一月思念 卓依婷

324103 親愛的你快樂嗎 張北北 318152 龍血戰神真好玩 任宇翔,劉珍妮

268881 親愛的你知道嗎 憲明 298713 龍車鳳輦進皇城 佚名

345737 親愛的你怎麼了[HD] 羅紅霞 306851 龍門盛開文明花 朱潔儀

309652 親愛的你想我嗎 韋明華 311848 龍飛心裡有個你 龍飛

310258 親愛的你會體諒 張祥洪 300812 龍鳳花燭-逢春 李芝芬

324104 親愛的你聽我說 尚會東,樂曉瑩 278801 龍歸大海鳥入林 黃梅戲

328039 親愛的快樂分手 風語 233302 龍歸大海鳥入林 黃新德

287604 親愛的我在等你 張啟靚 318638 壓力山大的時代 鄭平

306839 親愛的我在等待 天籟天 343821 懂得珍惜就對了[HD] 梁凱

262970 親愛的我想你了 李羽龍 328559 應該是我幸福的 莊心妍

275117 親愛的我會勇敢 譚雪 271621 戴著面具的女郎 阿里郎

312958 親愛的爸爸媽媽 郎郎(馬志鋒) 282247 戴著面具的謎團 周天然

332862 親愛的後會有期[HD] 劉棟升,康珈鳴 301141 濛濛細雨憶當年 卓依婷

269589 親愛的嫁給我吧 朱長松 301374 濛濛細雨憶當年 林淑蓉

327313 親愛的嫁給我吧 姚天成 231426 濛濛細雨憶當年 青山

311384 親親我的小寶貝 趙真,王紫菲 231639 濛濛細雨憶當年 韓寶儀

265577 親親我的黃土地{Live} 劉向圓 304495 濛濛細雨憶當年{Live} 甄妮

311649 親親鹽城我的家 蔡建 279319 濛濛細雨憶當年{Live}(粵) 呂珊

310995 貓頭鷹呼叫愛情 黃雅莉 305399 縱貫線兄弟姐妹{Live} 縱貫線

297486 賴婚記-十裡紅妝娘預備 丁銘炎 300393 總以為錯的是你 佚名

315603 輸了愛情丟了你 紅薔薇 309830 總在雨天想起你 徐健淇

306845 輸了愛情輸了你 龔贊生 300919 總有一天等到你 李逸

318041 輸給了自己的人 張鵬華邵 288275 總有一天等到你 高勝美

278109 遺忘的都回來了 劉若英 305513 總有一天等到你 謝采妘

321638 遺忘是我們的事 林佳音 324055 總有幸福在等你 群星

306846 錢不是個好東西 楊洺 345306 總有幸福在等你[HD] 劉濤,蔣欣,王子文,楊紫,喬欣

293405 錦繡瀟湘等你來 劉一禎 300864 總是為愛傷了心 李偉賓

306849 錯的時間對的人 王震辛 289367 總想走進你心裡 楊紫萍

271185 錯的時間對的人 趙小南 340724 聲音再遠都是愛[HD] 張敬軒,泳兒,李代沫,大山

290183 錯過何必再路過 蔣承龍 299086 臉兒微笑夢兒香 佚名

302548 錯過你錯過今生 張宏宇 328847 臨洮姑娘花一樣 雲丹久美

287070 錯過的愛回不去 許強,雪花 230647 臨終輕聲喚英台（瓊漿玉露） 陳珠

304039 錯過愛2010 楊竣 330144 薇多莉亞的秘密{Live}[HD] 張惠妹

309512 錯過愛情錯過你 洪立 324727 謝天謝地你愛我 潘七魁

271069 錯過緣份錯過愛 覃浩 324534 謝天謝地遇到你 張非艷,馮雪剛

319448 錯過緣份錯過愛{Live} 覃浩 288187 謝謝你 我的愛人 金山

304408 錯錯錯一錯再錯 路童 310996 謝謝你如此愛我 黃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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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203 謝謝你我的愛人 毛毛 344716 擼起袖子加油干[HD] 許嘉文

286736 謝謝你我的愛人 金山 344364 擼起袖子加油幹[HD] 許嘉文

271897 謝謝你我的愛人 高雲翔,董璇 298274 斷橋-西湖山水還依舊 任小蕾

270890 謝謝你我的愛人 董璇,高雲翔 325847 朦朦細雨憶當年 青山

327326 謝謝你看我比賽 李雪萊 333774 瀏陽河2008[HD] 陶喆

300301 謝謝你陪我吃苦 佚名 285469 瀏陽河2008{Live} 陶喆,朱敬然

233267 謝謝你陪我吃苦 黃心懋 289329 禮贊釋迦牟尼佛 印能法師

308744 謝謝你曾愛過我 李明翰 349081 簡單的一個理由[HD] 楊葉偉

282579 謝謝你給的一切 楊昭 316676 簡單的愛不簡單 李行亮

263907 謝謝你給的溫柔 宇桐非 340953 簡簡單單受點傷[HD] 范小倩

297802 謝謝你讓我愛你 牛朝陽 270697 翻身農奴把歌唱 胡斌

342505 謝謝妹妹你愛我[HD] 王磊 304955 翻身農奴把歌唱 劉歡

232950 轅門外三聲炮響 黃依群 231755 翻身農奴把歌唱{Live} 韓紅

332803 還一個擁抱給我[HD] 樊凡 298827 舊恨未消新仇添 佚名

335637 還有什麼好在意[HD] 郭靜 328873 藍天上的金孔雀 劉強

269256 還有再見那天嗎 張馳 294408 藍天白雲情依依 楓舞,金晨

307342 還有多少個十年 群星 310906 藍天白雲齊喝彩 程晨

348635 還有呼吸就愛你[HD] 李子森 343562 藍色的初夏戀曲[HD] 陳姿

281434 還沒見面就分手 蔣蔣 304809 藍色的蒙古草原{Live} 齊峰

290281 還沒實現的承諾 鄧小龍 301561 藍色的蒙古高原 阿榮哈斯

297108 還是山城雲浮美 王瑩 271764 藍色的蒙古高原 降央卓瑪

310669 還是老歌最感動 陳奐仁 346295 藍色的蒙古高原[HD] 張濤,張研

291186 還是忍不住想你 孫中亮 301859 藍短褲-天使版 郁可唯

305224 還是軍裝打扮人 燕妮 334701 藏在記憶裡的歌[HD] 龐龍

303454 還要讓我等多久 陸鋒 319995 轉角之後是你嗎 都智文

293950 還差兩個女朋友 黃睿銘 269061 轉身離開的時候 廖浩明

293951 還能好好玩耍嗎 黃雅莉 345769 闖碼頭2017{Live}[HD] 大哲

324149 還給你一些孤單 汪蘇瀧 300667 雙玉蟬-菱花鏡 吳明娟

290049 還想再牽你的手 浩明 298690 雙腳踏上幸福路 佚名

279871 醜小鴨與白天鵝 袁雪兒 306864 雙腳踏上幸福路{Live} 劉國強

286469 雖然不能再相見 木子欣 278422 離家很遠的地方 李虎

299531 霞染胭脂映湖心 佚名 282120 離婚都是我的錯 光頭阿興

233345 鞠恭行禮拜新年 黃永騰 301829 離開你我好孤單 范思威

304220 鞠躬行禮拜新年 群星 266368 離開你的那一天 海哲明

302893 鞠躬行禮過新年 莊學忠 314911 離開你是我的錯 王覺

327329 駿馬奔馳保邊疆{Live} 蔣大為,隱藏的歌手 268228 離開我你後悔嗎 光頭阿興

305085 駿馬賓士保邊疆 蔣大為 286536 離開後決不挽留 任飛揚

349558 鮮花開在好夢裡{Live}[HD] 徐晶晶 281309 離開是一種幸福 王鐵

326660 鮮花戀上狗尾草 貢尕達哇,阿斯滿 262678 離開傷心的地方 韓小薰

280357 點開愛情的穴道 甜美真,藍顏 313916 離開傷心的地方 歡子

329459 擼起袖子一起干 何龍雨 310999 離開傷感的愛情 黃震樂

346126 擼起袖子加油干[HD] 十三狼 327339 騎上我的摩托車 李雪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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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369 騎上馬兒來看你[HD] 香子 317281 勸你不要做小三 宋飛

309586 騎上駿馬回草原 胡紅艷 267251 寶貝 Do You Want My Love 馬天宇

282050 騎著馬兒到我家 烏蘭齊齊格 336632 寶貝 你快長大[HD] 黃睿銘

290607 寵你疼你不慣你 大火 297780 寶貝你聽到了麼 水木年華

320336 寵你疼你不慣你 歐陽尚尚 330871 寶貝我們不要哭[HD] 范瑋琪

303159 懷舊不需要藉口 郭易 328455 寶貝我真的愛你 杜萱妍

328736 瀘沽湖驚艷千古 郭宏,杰,白鴿,白音塔拉 263455 寶貝我真的錯了 邵斯文

299620 癡情的人並不多 佚名 319671 寶貝爸爸想你了 范文澤

230249 癡情的人並不多 陳明真 310761 寶貝寶貝我愛你 陳興瑜

285209 癡癡的把你等待 蘇勒亞其其格 311532 寶貝寶貝對不起 劉超華

304920 羅密歐&茱麗葉{Live} 劉嘉亮 343767 寶坻 共同的夢[HD] 李彬彬

339320 羅曼蒂克的愛情[HD] 芳蓉 308189 寶馬車裡的女人 古品

348554 羅曼蒂克的愛情[HD] 賀敬軒 323983 獻給幸福一束花 張琪瑋

343323 羅曼蒂克消亡史[HD] 尚雯婕,左小祖咒 288324 獻給領袖習主席 焦慶軍

284539 贊我山區江夏黃 葉俊華 328828 繼承星星的後裔 劉倧洲

318065 邊疆泉水清又純 李谷一 312098 蘆山將會更美麗 譚娟

300356 關不掉的收音機 佚名 320764 蘆葦青青蘆花白{Live} 白致瑤

233653 關不掉的收音機 黃韻玲 230648 蘇三離了洪洞縣（女起解） 陳琪

348654 關於寂寞的報告[HD] 程恢弘 300765 蘇小妹三難新郎 李池湘

300095 關於溫柔的消息 佚名 318020 警服是我的名分 蔡向鵬

308728 關於鄭州的記憶 李志 325192 警隊裡的好兄弟 孫中亮

232438 難忘初戀的情人 高勝美 308830 鐘祥style 李愛

231621 難忘初戀的情人 韓寶儀 334520 鐘擺停止的瞬間[HD] 桂雨濛

279390 難忘初戀的情人{Live} 青山 285940 飄洋過海來看你 邰正宵

305583 難忘初戀的情人{Live} 謝雷,黃慧玲 314669 飄洋過海來看你{Live} 李美熙

325916 難忘的初戀情人 青山 308652 黨啊 我想對你說{Live} 呂繼宏

305653 難忘的初戀情人 韓寶儀 290441 攜手共渡走天涯 黃詩佳

263167 難到這是我的錯 馬文吉 286913 櫻花盛開不見愛 望海高歌

299576 難道只是在夢裡 佚名 318341 癩蛤蟆愛上天鵝 李冬風

321678 難道你不愛我嗎 李羽龍 314672 護士阿姨你真美 李奇媛

308133 難道你都忘了嗎 王嘉妮 321946 歡天喜地麥西西 張津涤

311977 難道是我錯了嗎 韓超 316791 歡迎你來大工廠 邵夷貝

293554 難道真的無所謂 張冬玲 296673 歡迎你到茶鄉來 宋祖英

305632 難道這是我的錯 韓超 283708 歡迎你到這方來 金岩

336272 願你因愛而歡喜[HD] 李昕翰 270022 歡迎您到草原來 梅林組合

287951 願你有顆水晶心 葉佩英 285063 歡歡喜喜中國年 王佑茜,尹子

278429 願為你再醉一回 李錚 304097 歡歡喜喜過大年 群星

312918 願為你再醉一回 紅牛 311832 灑向人間都是愛 閻維文

295065 願做你的小狗狗 小青島 233652 聽一首傷心的歌 黃韻玲

307423 願做菩薩那朵蓮 路勇 262236 聽你唱歌到天亮 陳代全

306873 願做蝴蝶比翼飛 王琳玲 340968 聽你說聲跟我走[HD] 黎春燕

268255 願做蝴蝶比翼飛 關牧村 280006 聽我唱完這首歌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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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738 聽我唱完這首歌 孫藝程 319975 讓你帶走我的心 梁川宇

290176 聽我唱完這首歌 葛笑 329703 讓我一生來愛你 于小磊

280007 聽見下雨的聲音 魏如昀 315805 讓我一生愛著你 陳玉建,王語心

337220 聽見下雨的聲音[HD] 周杰倫 299822 讓我一次愛個夠 佚名

338992 聽見下雨的聲音[HD] 關詩敏,中國好聲音 280886 讓我一次愛個夠 妥雲福

314675 聽見下雨的聲音{Live} A-Lin,我是歌手 319976 讓我一次愛個夠 孫露

318259 聽見下雨的聲音{Live} 關詩敏,中國好聲音 280543 讓我一次愛個夠 庾澄慶,吳莫愁

341439 聽袁惟仁彈吉他[HD] S.H.E 304570 讓我一次愛個夠(中四) 舞曲

232662 聽著情歌流眼淚 高進 268606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吳莫愁,庾澄慶

268977 聽著情歌流眼淚 崔偉亮 320800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金志文

344486 聽著情歌流眼淚[HD] 千百順 326573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阿克江 阿依丁,中國新歌聲

294130 聽著歌兒去賺錢 包蔓 287496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常石磊,薩頂頂

296957 聽著歌兒去賺錢 張郎 313445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黃綺珊

348570 聽說老家下雪了[HD] 徐子崴,龍梅子 285243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蕭敬騰,唐一嘉

312611 聽說愛情回來過 李代沫 315806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 譚維維,范政,最美和聲

331978 聽說愛情回來過[HD] 陳明 339124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HD] 汪峰戰隊,中國好聲音

343330 聽說愛情回來過[HD] 蔡依林 345357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HD] 蔡宜達,高雲翔,跨界歌王

342917 聽說愛情回來過{Live}[HD] 師鵬,蒙面唱將 269658 讓我心跳的情人 李勇

335911 聽說愛情回來過{Live}[HD] 崔忠華,中國好聲音 309342 讓我再見你一面 阿茹娜,烏日格

313774 聽罷奶奶說紅燈 儲蘭蘭 298592 讓我再抱你一回 何平

292026 讀不懂你的憂傷 伍華 231675 讓我再唱一首歌 韓曉

323824 戀上香煙的女人 陳瑞 300637 讓我再愛你一次 佟海波

349815 戀上微信戀上你[HD] 舒曉龍,魯曉寶 319977 讓我再愛你一次 賈爭艷

347334 戀不夠的雙山梁[HD] 喬盼 232168 讓我此刻不平凡 馮博娟

267363 戀愛女生都是羊 龔芝怡 340746 讓我忘了你是誰[HD] 侯玉斌

298319 戀愛革命21 冰淇淋少女組 304246 讓我為你唱首歌 群星

266106 戀愛讓我害怕啦 李國志 254065 讓我重新愛上你 楊千嬅

317585 戀歌四季唱江南 小琢 331133 讓我們一起走過[HD] 任軒萱

341772 曬焦的一雙耳朵[HD] 楊丞琳 279240 讓我們一起前行 李響,阿爾法,韓雷

349130 變{Live}[HD] 葉楓華,馮嘉豪 281362 讓我們一起前行 群星

292799 變幻的世界在轉 王菲 315136 讓我們一起搖擺 蘇小艾

343362 變心的人不要留[HD] 孫藝琪 269830 讓我們忘掉悲傷 楊廷廷

233535 顯微鏡下的愛情 黃義達 303161 讓我們蕩起雙槳 郭易

347472 讓{Live}[HD] 陳明,蔣敦豪,蒙面唱將 339572 讓我們蕩起雙槳[HD] 2015中國小童星

333939 讓世界全都聽見[HD] 林俊逸 312549 讓我們蕩起雙槳{Live} 吳介賢

332231 讓世界為你轉身[HD] 張瑋 345358 讓我們蕩起雙槳{Live}[HD] 黃金豆,歌聲的翅膀

301162 讓生命之舟遠航 周強,鄭莉 292283 讓我留下來陪你 孫艷

318023 讓生命變得輝煌 姚斯婷 343364 讓我留在你身邊[HD] 陳奕迅

318276 讓你也傷透了心 劉燕 344809 讓我留在你身邊{Live}[HD] 任嘉倫,跨界歌王

324990 讓你快樂讓你瘦 陳游標 318410 讓我記住你的好 鍾志剛,曹惠婷

341602 讓你快樂讓你瘦[HD] 陳光標 330479 讓我送你花一朵[HD] 萬芳

304468 讓你的天空最美 滿文軍 285846 讓我牽起你的手 李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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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56 讓我牽著你的手 郎郎(馬志鋒) 347519 5發4愛你1輩子[HD] 大慶小芳

278075 讓我給你唱首歌 你我及他組合 256399 Cappuccino&我喜歡你快樂{Live} 蕭亞軒

230751 讓我傷心的玫瑰 陳瑞,田豐 319460 Joe與她的天使 張睿倫(阿mo)

309198 讓我愛你一小時 林峯 343612 Love You More 愛你多一些[HD] 陳傑瑞

319978 讓我愛你多一點 朱業晉 341633 Luv Me Luv Me 要說出來[HD] 關詩敏

301404 讓我愛你好不好 林慧玲 301460 Msn裡的賈寶玉 芭比

267356 讓我默默離開 龍飄飄 344859 Rumour Has It&愛什麼稀罕{Live}[HD] 婁藝瀟,跨界歌王

319979 讓我歡喜讓我憂 孫露 266973 The Voice Within 遺失的聲音{Live} 鄧紫棋

232373 讓我歡喜讓我憂 高勝美 349205 Ttwo滿滿的愛[HD] 劉小梅

322833 讓我歡喜讓我憂{Live} 周華健 310276 Wanan 我愛你 張斯斯

256134 讓我歡喜讓我憂{Live} 葉倩文 327386 Water打功夫 黃明志,朱主愛

278077 讓每個人都心碎 信 304193 一九九七永恆的愛{Live} 群星

233141 讓每個人都心碎 黃大煒 265772 一千個分手的理由 孫子涵

274964 讓每個人都心碎{Live} 沙寶亮 267904 一千個傷心的理由{Live} Tank

280540 讓每個人都心碎{Live} 桂雨濛,孟楠 330111 一千個傷心的理由{Live}[HD] 張學友

315808 讓每個人都心碎{Live} 蕭敬騰,龔澤藝,最美和聲 326695 一不小心敗給寂寞 涵軍

279294 讓兒陪您說說話{Live} 劉宜 266879 一加一等於我愛你 賀世哲,波拉

297053 讓孩子活在夢裡{Live} 梁博 330939 一加一等於我愛你[HD] 賀世哲

274850 讓思念代替想你 曉依 346413 一半{Live}[HD] 薛之謙,毛不易,明日之子

308946 讓恨像花兒一樣 阮以偉 325709 一句話惹毛女朋友 陳大天

291480 讓風吹走我傷痛 邱一晨 328181 一生一世最美的歌 程歡

287635 讓淚化作相思雨 楊蔓,雨天 287211 一生最美好的回憶 王建芳

234275 讓淚化作相思雨 龐龍 287277 一生最美好的回憶 李炎

319981 讓淚化作相思酒 成泉 303926 一生離不開的是你 黃鶴翔,冰玉

234224 讓愛充滿全世界 龍飄飄 298939 一次相逢就成永遠 佚名

269534 讓愛在人間傳遞 曹爾真 318859 一次偶遇一世牽絆 張翠萍,三寶

280544 讓愛你的人放心 嚴當當 295415 一百塊錢都不給我 莫露露

334183 讓愛情維持心跳[HD] 陶晶瑩 325508 一百種失戀的方法 陳大天

290132 讓愛陪在你身邊 群星 343623 一百種孤獨的理由[HD] 郭美美

291131 讓愛藏在心裡面 劉衛 304758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趙薇

301638 讓溫暖地久天長{Live} 南方群星 288639 一直在夢想的路上 劉嘉亮,雨宗林

281459 讓歌聲唱響未來 許曉傑 334191 一前一後 一左一右[HD] 黃凱芹

343412 鹽池是個好地方[HD] 孫學翔 312222 一面落淚 一面歌唱 蘭鴿

328884 觀音菩薩保佑歌 火狼 343033 一首沒唱完的情歌[HD] 湯薇恩

299318 讚歌要比星星多{Live} 佚名 295778 一首情歌唱醉了我 魏君華

334743 (我該如何對你說)在愛情裡沒有自由[HD] 來吧!焙焙! 314959 一首歌讓你帶回去 陳綺貞

274776 1314的誓言2013來見證 崔偉亮 278549 一個人也能好好過 童可可

335496 1987我不知會遇見你[HD] 李宇春 333446 一個人也能好好過[HD] 童可可

309056 2012是真的嗎 孟楊 322953 一個人不要去草原 賀一航

347518 2017太空漫遊[HD] 夜貓組,李英宏 295749 一個人心醉心碎後 楊林

286533 2月14不是我的節 任飛揚 327391 一個人孤獨的生活 孫曉磊

344843 52赫茲 我愛你[HD] 林志炫 343620 一個人孤獨的生活{Live}[HD] 孫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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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83 一個人的天長地久 李創 274888 十一支隊點燃夢想 楊宗華

340495 一個人的天荒地老{Live}[HD] 黃致列,我是歌手 308859 十八的妹妹一朵花 杜廣增

263507 一個人的夜太孤單 糖糖樂團 290722 十五的月亮望星空 改編對唱

346813 一個人很愛一個人[HD] 孫文 346874 十年{Live}[HD] 李琦,中國新歌聲

301459 一個人唱歌的時候 芝麻 288780 十個印第安小朋友 小蓓蕾組合

230884 一個人唱歌的時候 陳艾玲 310480 又踏進這傷心城市 甜美真

294109 一個人喝酒容易醉 冷漠 348075 三十{Live}[HD] 李書偉

331761 一個人想著一個人[HD] 曾沛慈 310576 三十男人想有個家 郭旭崗

332727 一個人愛上一個人[HD] 趙奕歡 299769 三上轎-咱居家好比一盆火 佚名

298568 一個北京人在北京 老狼 266155 三千多個日夜想你 李紫涵

326703 一個叫未名的湖泊 李欣 316684 三天的路程兩天到 李政飛

320087 一個沒有家的女人 唐明 347177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HD] 那英,郭沁,中國新歌聲

344870 一帶一路天地共舞{Live}[HD] 楊平 322242 三生三世十裡桃花 玄銘

337806 一塊紅布&南泥灣{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45847 三生三世十裡桃花[HD] 那英

287697 一萬個分手的理由 韓信 345846 三生三世十裡桃花[HD] 劉亦菲,楊洋

268648 一路陽光燦爛你我 周燕君 295782 三百六十五個祝福{Live} 蔡國慶

327398 一對對鴛鴦水上漂 王二妮 319496 三亞 我熱愛的家鄉 李藝明

325199 一對對鴛鴦水上漂 孟靜 299471 三哥哥你看美不美 佚名

305011 一樣還是等不到你 潘美辰 298065 三滴血-你二人原是一胎養 王榮華

348730 一趟{Live}[HD] 李宇春,夢想的聲音 311403 上輩子你是我的仇 遠方

325946 一輩子永遠守護你 兔兔 326719 上輩子我是女兒身 王英俊

318523 一輩子守護你身旁 暴林 348078 下一個路口遇見你[HD] 覃浩

272044 一輩子為你唱情歌 龍帝 340500 下個路口再說分手[HD] 司空雷

256417 一輩子做你的女孩{Live} 蕭亞軒 348736 下墜{Live}[HD] 汪峰,歌手

301641 一輩子做你的天使 南茜樂團 307034 下輩子也要找到你 孫露

288640 一聲兄弟一生兄弟 龍嘯 341491 下輩子只為你快樂[HD] 宋季英

325943 一聲兄弟一生情意 賈富營,望海高歌 312113 下輩子再牽你的手 鏡喜

288648 一顆心只為你牽絆 劉雷 310098 下輩子你還愛我嗎 常健鴻

325600 一顆為你命名的星 姚斯婷 338212 下輩子別再做女人[HD] 戴安娜

285153 一邊回憶,一邊忘記 群可,Moe欣欣 267072 下輩子別再愛上我 鄧廣福

326710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Live} 邰正宵,隱藏的歌手 234186 下輩子做你的女人 龍梅子

310068 九百九十九封情書 培聖 315691 下輩子做你的手機 劉曉

318338 二十四小時的想念 李小馬飛 315690 下輩子做你的手機 龍奔

307479 二月裡見罷到如今 陝北民歌 295791 下輩子做我的女人 陳佳

274666 人生本是一場遊戲 卡密兒 234172 下輩子還要做男人 龍川

343446 人生至少該有一次[HD] 譚臻臻 348092 丫頭{Live}[HD] 王童語

340520 人生其實就是這樣[HD] 老虎歐巴 348095 也許{Live}[HD] 四郎貢布,夢想的聲音

339162 人是你的,心是他的[HD] 鄭永波 300435 也許我不是最美麗 佚名

316880 人是你的心是他的 鄭永波 285625 也許相見不如懷念 雲菲菲

311135 八千里邊防大北疆 溫博 313929 千年輪回再續前緣 王孟西

304182 八百里洞庭美如畫{Live} 群星 298682 千里奔波小園在望 佚名

294589 八面山美玲瓏茶香 袁雙洋 347666 口音{Live}[HD]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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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046 大地的孩子(中三) 佚名 323535 不到最後絕不放手 雷一鳴

298650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佚名 282632 不知我的你在哪裡 水火相容

288857 大於友情小於愛情 王淑茜 322254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李思宇

230470 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陳永龍 322969 不怨情深 奈何緣淺 張津涤,司徒蘭芳

284446 大家一起來打乒乓 元朝 310375 不是不想過情人節 張縵雨

318890 大海我們為你站崗 謳洋 263454 不是你右邊的新娘 賽婭

309650 大海的女友是天空 韋明華 282079 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何流

346512 大魚{Live}[HD] 周深,郭沁,中國新歌聲 327423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凌波

345988 大喊大叫的流行歌{Live}[HD] 陳蘿莉,明日之子 327424 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媚兒菲菲

292813 大雁的故鄉在哪裡 瑪希 316408 不要以為離不開你 丁春秀

301727 女人也有權利心碎 思念 317008 不要以為離不開你 董芹

289570 女人不壞男人不愛 丁娜 311653 不要再叫我親愛的 蔡健東

257886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辛曉琪 311582 不要再說你愛過我 暴林

232158 女人的心怎麼會變 馬雲龍 303749 不要再說你還愛我 雲菲菲

288881 女人是水男人是山 衡越 305108 不要再說你還愛我 談欣

329248 女人就要活得漂亮 思予 336520 不要再說你還愛我[HD] 冷漠,陳瑞

234263 女孩的心思你別猜 龍飛 292641 不要你的花言巧語 楊春輝

348256 女爵{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31723 不要告別&Time To Say Gooodbye{Live}[HD] 平安,倪雅豐

343136 子長我可愛的家鄉[HD] 吳海燕 306014 不要走進我的生活 騰格爾

289852 小女人愛上大男人 張瑞 324781 不要放開牽我的手 瑤瑤

288940 小女孩的花花世界 吳莫愁 263498 不要停止我的音樂 痛仰樂隊

264101 小王子喜歡我的歌 張小覺 338586 不要就這樣離開我[HD] 樊凡

346534 小半{Live}[HD] 胡彥斌,蒙面唱將 283077 不要說我們是朋友 阿木

271856 小白領的快樂生活 顧峰 287459 不要說都是我的錯 涓子

325128 小兔子乖乖要警惕{LIVE} 劉鄧依依 321739 不要說誰曾愛過誰 張甜甜

280901 小和尚也愛大美女 孫唯繽 311647 不要輕易說你愛我 蔡建

299195 小雨來得正是時候 佚名 305810 不要輕易說對不起 龐曉宇

297691 小雨落在我的胸口{Live} 太極 349609 不要讓我一個人走[HD] 霸王鋒

346536 小鳥{Live}[HD] 韓帥,中國新歌聲 266504 不要讓我一個人睡 珍美兒

316685 山丹丹花開紅豔豔 李政飛 335228 不能說出口的諾言[HD] 吳奇隆

312705 山丹丹花開紅豔豔 沙莎 347592 不退{Live}[HD] 呂薔amuyi

336638 山丹丹花開紅豔豔{Live}[HD] 孟根花,阿寶 309537 不做你幸福的玫瑰 紅月

284482 山丹丹開花紅豔豔 劉孟哲 307145 不喜歡就別說愛我 暴林

305381 山丹丹開花紅豔豔 戴玉強 301407 不想一個人吃晚餐 林樂偉

287205 山丹丹開花紅豔豔{Live} 王二妮,斯琴格日樂 295807 不想再看到你的美 念白

288953 山丹丹開花紅豔豔{Live} 楊紫萍 311942 不想兩個人都難受 韓小薰

324888 山娃子唱著歌長大 蔡詩雨 294924 不想留在你的胸口 劉邦

311606 不了情&新不了情{Live} 潘秀瓊 264043 不愛了也是一種愛 周蕙

311774 不可以錯過我的愛 蕭全 344885 不愛了也是一種愛{Live}[HD] 金志文,周蕙,金曲撈

303729 不在乎你有多愛我 隆隆 344886 不愛了也是一種愛{Live}[HD] 金志文,金曲撈

347578 不如我們重新來過[HD] 曾軼可 311695 不愛我就請告訴我 鄭俊海

336515 不如承諾來的簡單[HD] 陳奕迅 288667 不愛我就請放了我 姚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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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93 不愛我就請對我說 團風依依 311656 今夜北方飄著雪花{Live} 蔡國慶,江濤,佟鐵鑫,呂繼宏

337844 不會痛的不叫愛情[HD] 吳克羣 269469 今夜你是誰的情人 曉月

271606 不該相信你的承諾 阿淡 269470 今夜的風把誰吹痛 曉月

336521 不過失去了一點點[HD] 曾沛慈 266505 今夜留一點愛給我{Live} 甄秀珍

344591 不過失去了一點點{Live}[HD] 曾沛慈 339631 今夜最後一次想你[HD] 林小龍

348090 不過是一句分手嗎[HD] 王金金 232544 今夜讓我夢中有你 高明駿

278046 不管有多少個明天 雲兒非 299306 今宵的霓虹為你開 佚名

310718 不願放手2012 陳詠 270706 今晚摟著你又是誰 胡杰夕

232218 不願等待就走你的{Live} 騰格爾 346862 內疚{Live}[HD] 李榮浩,張澤,中國新歌聲

404567 不變的是你的美麗 鄭進一 288762 分不分手都要幸福 冷漠,楊小曼

308612 不讓你看到我的心 吳憲 312521 分手了別來打擾我 冷漠

263542 不讓寂寞透支美麗 吳天可 294673 分手了別來打擾我 陳瑞

315726 中國 我的父母之邦 聶艷 303751 分手了別來打擾我 雲菲菲

345864 中國 美麗的中國[HD] 肖環 284607 分手了我也不會哭 姚天成

307179 中國出來個習大大 李友勝 286945 分手了我會更想你 黑龍

304161 中國加油 四川雄起 群星 297681 分手了就不要回頭{Live} 六折真人

335399 中國最棒 中國最強[HD] 姬長樂 305211 分手了誰也別怨誰 曉雨

331733 中國節拍·震動世界[HD] 張學友 295982 分手以後不做朋友 吳宏彬

318587 中國夢 我為你喝彩 張軼 233981 分手以後做個朋友 黑龍

317162 中國夢,我為你喝彩 張軼 305750 分手後不再是朋友 羅志強

290374 五十年後深愛不移(國) 陳志嘉 329169 分手後不要做朋友 梁文音

346440 什麼{Live}[HD] 張一騰,中國新歌聲 297788 分手後可以不哭嗎 火雅

302191 什麼也不要對我說 浩瀚 325169 分手後我該怎麼過 唐古

332906 什麼風把你吹來的[HD] 范逸臣 297731 分手後依然是朋友 月亮(許十云)

324233 今天你就要嫁人了 于洋 232646 分手後就不要回頭 高進

301927 今天我們吵了一架 飛鳥 267276 分手是最後的結局 高韓

287035 今生今世在一起dj 楊海彪 287467 分手誰也不欠誰的 袁彬

263799 今生今世就愛著你 曉雨 307018 分別一天我就想你 姚紅梅

289916 今生今世遙不可及 李健 337030 分享愛,中國好聲音[HD] 郭富城

268252 今生只為你唱情歌 關澤楠 348790 分飛{Live}[HD] 徐懷鈺,不凡的改變

348101 今生只為與你邂逅[HD] 梅朵 341043 化妝師你我的名字[HD] 於京民TONY,群星

306211 今生只為與你檫肩 于全莉 231709 天上有沒有北大荒 韓磊

333174 今生只做你的新娘[HD] 袁潔瓊 231056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陶慧敏,邵雁

262692 今生你是我的唯一 黃剛 285486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零點樂隊

328231 今生和你生死相依 音樂走廊,歌一生 332279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HD] 周曉鷗,譚維維

344599 今生的愛前世的債[HD] 無悔 300605 天天改變天天不變 佚名

274703 今生最愛的人是你 唐志星 298802 天仙配-滿工對唱 佚名

266048 今生無緣來生再聚 曹越,門麗 347707 天后{Live][HD] 薛之謙,蒙面唱將

307226 今生愛你永久永久 欣新 323093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任妙音

310164 今生愛你永久永久 張杉弟 345994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Live}[HD] 任妙音

306213 今我是凡人不是仙 李玖龍 333092 天使與魔鬼的對話[HD] 蔡健雅

310628 今夜北方飄著雪花 陳永峰 341451 天涯{LIVE}[HD] 任賢齊,劉路輝,我想和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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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97 天涯海角我都願意 音樂走廊,歌一生 231503 毛主席話兒記心上 軍旅歌曲

332642 天越藍我就越想你[HD] 烏蘭圖雅 299714 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恰恰恰) 佚名

287014 天邊有顆閃亮的星 張曼 342838 水調歌頭.女友難求[HD] 寂寞哥(劉敬群)

325175 太行山處處蘋果紅 國金萍 294060 火石寨燃燒我的愛 烏蘭托婭

275190 太陽的眼淚太陽雨 陳瑞 233899 火熱的情傷痛的心 黎瑞恩

283581 太陽很好月亮很好 呂薇 284973 父親我最敬愛的人 楓橋

313414 太愛你所以放開你 華強 325688 父親是山 父親是岸 許志剛

270088 太愛你所以放開你 歐陽尚尚 301116 牛郎織女-春潮湧 卓依婷

320303 太愛你所以離開你 歐陽尚尚 303976 王老虎搶親-寄閨 楊文蔚

308419 少了你永遠都不夠 江宏恩 298695 王壽昌村前閒遊逛 佚名

346537 少年他的奇幻漂流[HD] 五月天 322977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趙英俊

278527 少年要踏上的旅程 王熹蠻 327433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Live} 黃愷,天籟之戰

328475 少點自我 多點彌陀 金燦 288682 世界上另外的自己 阿悄

293456 心上的人兒快過來 周艾傑 347593 世界上的另一個我[HD] 阿肆,郭采潔

286588 心上的姑娘聽我說 江海泉 329069 世界上最大的謊言 李濟綸

326772 心上情歌美美的唱 孟楊 300677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吳婷

322464 心不移相守到永久 雨柔,望海高歌 323546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朱英杰

313348 心中刻上你的名字 陳瑞 341078 世界上最難唱的歌[HD] 包貝爾,朱亞文

263049 心中刻上你的名字 綠柳 284302 世界太大我們太小 夏天alex

309060 心中放不下的是你 孟楊 302223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烏蘭雪榮

315745 心中的歌兒唱出來 鄭允武 274719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大慶小芳

345068 心中的歌聲寄給媽[HD] 張靜 310050 他代替你心中的我 高韓

309466 心甘情願被你征服 後來者 271243 付出是兩個人的事 鄧曉逍

337046 心目中的男孩團體[HD] 嘻遊記 345476 以花開的名義愛你[HD] 羅紅霞

308981 心在江南夢在江南 周向紅 344601 以後的以後的以後[HD] 張梓瑤

325168 心在高原 夢在草原 呼斯楞 347638 兄弟一生的好兄弟[HD] 朕威

307943 心在高原夢在草原 天駿 339901 兄弟我特別的想你[HD] 熊大

317489 心兒想著遠方的你 孔先斌 283469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周蕙,James

335850 心要痛到什麼時候[HD] 龍梅子 305996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馨梓

317495 心痛是誰犯下的罪 李清坡 308780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Live} 李昱和

333149 心痛要到什麼時候[HD] 龍梅子 300540 加一點想像給自己 佚名

343167 心愛的姑娘我的愛[HD] 劉曌 343694 加油 你是最胖的{Live}[HD] 郭麒麟,伊一,朱雲峰

295061 心裡永遠都祝福你 小老頭 348800 加油!Amigo[HD] Tf Boys

282682 心裡裝著親愛的人 燕尾蝶 304131 加油中國 有你有我 群星

298820 文科生的一個下午 佚名 231856 包相爺與民伸屈冤（鍘美案告狀） 韓麗霞

347838 月光{Live}[HD] 高原紅組合 325752 北上廣不相信愛情 王羽澤

287662 月光爬上姑娘的窗 蔣嬰 304238 北京北京我愛北京 群星

280288 月亮是窮人的浪漫 徐譽滕 303481 北京晚上9:30 雪村

254380 比我對你更好的人 汪佩蓉 329184 半夢半醒忽然之間 簡弘亦

268770 比愛情更重要的事 子楓 330583 只有一事不成全你[HD] 周柏豪

231515 毛主席著作像太陽 軍旅歌曲 283736 只見花開未見你來 王建芳

278401 毛主席話兒記心上 李暉 287279 只見花開未見你來 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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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51 只是忘了回家的路 孫子涵,葛雨晴 307261 永不結束的馬拉松 潘裕文

337877 只是懷舊 不算懷念[HD] 李煒 282312 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孫佳

338275 只是懷舊不算懷念[HD] 李煒 317009 永遠跟隨在你身旁 董芹

314779 只為今生與你檫肩 于全莉 285483 氾濫於眼眸中的念 雨柔

293527 只要有你在我身邊 尹歌 284748 氾濫於眼眸中的念 張秋霞

301675 只要有愛風雨不怕 姚迦藍 278860 玉樹不要悲傷哭泣{Live} 阿桑格來鵬措,央金蘭澤

291299 只要你是真心愛我 李勝利 312059 生日party歌 羅百吉,寶貝

232383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高勝美 348504 生生{Live}[HD] 鄺氏姐妹,夢想的聲音

333096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Live}[HD] 蘑菇兄弟 275220 生我養我的小村莊 黃濤

338953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HD] 鄧海 295139 生活因我們而美麗 張鶴

345938 只想一生牽你的手[HD] 偉明 233675 生活就是那麼容易 黃鶯鶯

294850 只想和你流浪遠方 于洋 308930 生活就像超級瑪麗 辛若天

285481 只想與你走向永遠 雨柔 299192 用一生愛你夠不夠 佚名

284747 只想與你走向永遠 張秋霞 346683 用情{Live}[HD] 陳楚生,萱萱,蒙面唱將

282125 叫我怎麼忘了過去 六哲 304979 用最傻的方式愛你 憂憂

330478 可是我還是學不會[HD] 萬芳 265804 白天的月亮最美麗 小琢

294163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唐寶 305175 白洋澱可愛的家鄉 鄭蕭

305382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 戴玉強 307821 白娘子愛上了許仙 大雨點兒

321792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 平安,中國之星 320678 白塞人你並不孤單 李德永

312995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 孫榕 348517 白痴{Live}[HD] 華晨宇,馬璐,天籟之戰

279999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 塔斯肯 322978 丟了愛情丟了自己 陳玉建

344955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HD] 艾莎娜,歌聲的翅膀 315814 伊人永遠守望著你 賈爭艷

336579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HD] 唐寶 284690 伊黎河我心中的歌 崇秀平

334012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Live}[HD] 韓磊 232141 全心演好每個自己 馬萃如

307522 四面山是個好地方{Live} 馬麗 328283 全世界只有一個你 晨熙

348210 四海{Live}[HD] 高進 329150 全世界我只喜歡你 妲己

322382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Live} 崔健,林憶蓮,大衛mc,李秋澤 301103 全世界我最喜歡你(可是你都不知道) 來吧!焙焙!

348249 失去你才懂我愛你[HD] 秋褲大叔 297879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王俞勻

278370 失去你愛依然完美 朱立峰 263632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王愈勻

272050 失去你讓我好心痛 龍智祥 282596 全世界都在滑手機 林正,劉佳銘

233714 失群的孤雁盼歸窠(大雷雨選段) 黃麗婭 310187 全世界最愛你的人 張洪波

348250 失戀是生命的常態[HD] 許書豪 262269 共和國永遠是春天 陳思思

347713 奶奶{Live}[HD] 周芷諾 332447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HD] 操玥

233003 它給我不同的快樂{Live} 黃品源 329158 再也回不去的冬天 花僮

348902 左手天才右手瘋子[HD] 方木 293468 再也沒有你的消息 夏天

348286 左手天才右手瘋子[HD] 蕭煌奇 300710 再加5塊錢狂想曲 夾子樂團

278200 打工賺錢回家過年 大慶小芳 279070 再多給我一點時間 郭斯炫

289195 未給姐姐遞出的信 趙雷 285532 再多傷只有藏心底 高春義

347011 母親我心中的月亮[HD] 劉思慧 231050 再見之前先說再見 陶喆

289211 母親的吻 故鄉的恩 野島 349657 再見吧我最愛的你[HD] 東方晴兒

287885 母親的吻故鄉的恩 馬兒 323614 再給我一點時間啊 袁惟仁

311814 母親就是溫馨的家 錢樹林 344628 再讓我為你醉一回[HD] 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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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99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游艾迪 287639 多想再為你擦眼淚 畢克

29385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遲志強 323080 多想在草原遇見你 斯日古楞

307392 吉祥草原 草原吉祥 蘇勒亞其其格 295188 多想做你最愛的人 望海高歌

314786 吐魯番的葡萄熟了 郭瓦·加毛吉 345979 多想唱一首歌給你[HD] 孫宇豪

285495 吐魯番的葡萄熟了 韓婷 289578 多謝了美麗的日子{Live} 丁曉紅

332451 吐魯番的葡萄熟了[HD] 朱韜 232918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 黃中原,傅薇

343710 向天再要500話[HD]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 288884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Live} 包爾淦

309164 向全世界宣佈愛你 林志斌 334401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Live}[HD] 包爾淦,蕭敬騰,陶喆,孫楠,黃綺珊,韓紅

316704 向你說聲新年快樂 李霞兒,鄧雯心,劉亭婷,雷明佳 344248 好了就暫時這樣吧[HD] 金品妍

233985 回心轉意2009 黑龍 333303 好女人到底在哪裡[HD] 軻然

312005 回心轉意2012 藍羽 280064 好女人都死哪去了 佚名

281453 回來 別再讓我等待 覃元隆 338645 好女人都死哪去了[HD] 良辰,張阿,劉笑塵,方磊

301008 回憶之前忘記之後 汪峰 334712 好女人都死哪去了[HD] 張阿

314038 回憶最深處的地方 王亞東 317399 好女兒要嫁兵哥哥 聶艷

300176 因為你永遠不是我 佚名 321135 好出門不如賴在家 趙仰瑞

282889 因為你是我的老婆 袁宇 346523 好白菜都讓豬拱了[HD] 李佳星david,陳國琳

287595 因為我們彼此愛過 孫潮義 344252 好男兒有志在四方[HD] 張海濱

339938 因為孤單所以狂歡[HD] 李佩彤 346522 好想天天有你陪伴[HD] 盛琰

268843 因為愛你所以放棄 宇桐非 333840 好想好想讓你知道[HD] Timez

335203 在不確定的世界裡[HD] 魏如萱 254258 好想找一個人談談 楊鈺瑩

348830 在天亮之前說分手[HD] 楊葉偉 269698 好想和你跳支探戈 李智

284693 在世界之巔呼喚愛 崔子格 284971 好想做你的情哥哥 楓橋

270514 在你的世界外愛你 白燕升 304077 好想對你說我愛你 楚博仁

268774 在你眼裡我算什麼 存在 333525 如今我仍然是我嗎[HD] 馮允謙

340566 在你說愛我的時候[HD] 周越洪 283106 如果一切能夠重來 陳瑞

296101 在你變成星星之前{Live} Snh48 327604 如果不能和你終老 趙蕊

303188 在我生命中有了妳 郭富城,吳倩蓮 295427 如果分手你會快樂 葛維永

280030 在我的世界裡愛你 曉依 268248 如果分開我也愛你 關喆

299515 在貝加爾湖的草原 佚名 321141 如果分開我也愛你{Live} 關喆,我是歌手

303130 在那不遙遠的地方 許嵩 309833 如果生命還有一次 徐鴻武

284914 在那銀色的月光下 李潮 308701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李文杰

302989 在那銀色的月光下 莊學忠 325094 如果有一天她老了 于洋

332259 在青木原的第三天[HD] 何韻詩 290482 如果有那麼一個人 Win

322116 在鳳凰落腳的地方 許惟一,唐文君 329257 如果你也會想起我 王峰

316687 圪梁梁上的二妹妹 李政飛 285008 如果你不打算愛我 江美琪

265958 地藏王菩薩大願贊 徐健淇 335386 如果你不能好好愛[HD] 吳克羣

300903 多少柔情多少懷念 李逸 330636 如果你只是怕寂寞[HD] 張衛健

311124 多少等待依舊為你 楓舞,王馨 232315 如果你是我的傳說 高勝美

325499 多年以後 你還好嗎 閆勇 322418 如果你是我的傳說[Live} 劉德華

306298 多情男人負心女人 劉小山 291544 如果你是我的新娘 風雷

288841 多情的人不該相遇 冷漠 284811 如果你是真的幸福 成雲剛,王星星

327576 多想再回到你身邊 唐古 300338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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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396 如果你能對我在乎 侯鑫寶 326365 有一個地方叫老家 劉國亮

337153 如果你還在就好了[HD] 信 278236 有一個姑娘叫卓瑪 孟江,斯朗初,何娟

330202 如果你聽見我的歌{Live}[HD] 王力宏 305236 有一個美麗的地方 燕妮

309445 如果我不能夠愛你 姜玉陽 308585 有一個美麗的地方{Live} 吳春燕

263638 如果我是一棵小草 王旭 325304 有一塊青苔很明顯{LIVE} 李亮辰,中國好歌曲

288899 如果我是你的幸福 包啟寧 336738 有一種力量叫傻瓜[HD] 于湉

233821 如果我們不再相愛 黎明 307321 有一種味道叫家鄉 祖海

268646 如果我們不再相愛{Live} 周治平 311385 有一種幸福叫約定 趙強

341450 如果我們不曾相遇[HD] 五月天 312040 有一種東西叫做愛 爍嘉

286754 如果我們沒有遇見{Live} 姚貝娜 336159 有一種勇氣叫放棄[HD] 丁噹

348870 如果我們還在一起[HD] 宇宙人 307851 有一種傷心叫沉默 子力

321142 如果我們還沒分手 楊新旭 326853 有一種愛叫不聯繫 倪爾萍

282366 如果我真的那麼好 帥霖 287544 有一種愛叫做守望 熊大

309606 如果我真的離開你 胥蘭英 292811 有一種愛叫做放手 王雅潔

313831 如果我真的離開你 鄺紫亮 308486 有一種愛總在身旁 西單女孩

339699 如果我變成一首歌[HD] 林宥嘉 304628 有了愛就不再孤獨 蓋麗麗,戴軍

284809 如果來生真的存在 成雲剛,徐海芳 284802 有人聽我的歌流淚 慕容曉曉

263098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 魔幻力量 331639 有吉他的流行歌曲[HD] 盧廣仲

320317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彭浩 336740 有多少人值得去愛[HD] 劉嘉亮

322420 如果時間只剩一秒 李玟,蕭敬騰,郎朗 301144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卓依婷

284381 如果時間那麼現實 上官曉懿 314069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張靚穎,韓庚

286042 如果真的不再愛我 祝蘭蘭 232936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黃仲昆

283013 如果愛了就別傷害 郭歡 290437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 黃綺珊,苟乃鵬,張起通

317408 如果愛你是一種罪 王深 287805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 楊培安,迪克牛仔,蕭煌奇

347279 如果愛是一場修行[HD] 謝維 326856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 暴走蘿莉,側田,蒙面唱將

230152 如果愛能感動上天 陳文浩 337169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HD] 朱興東

303549 如果愛情可以輪回 彭凱 335888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HD] 余楓,中國好聲音

271051 如果讓愛重新來過 袁樹雄 342436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HD] 李嘉格,側田,蒙面唱將

282059 如煙&如果還有明天{Live} 五月天,家家 335916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Live}[HD] 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324932 存在和離開都心痛 趙綱 324377 有你的世界更美麗 夏冰

262972 守住你前世的諾言 李翊君 340676 有你的地方是天堂{Live}[HD] 徐子崴

348884 守望{Live}[HD] 黃洋 287807 有沒有那麼一首歌{Live} 陳楚生,何潔,林俊逸,劉明輝

284750 守望心與心的約定 張秋霞,蘇富權 321385 有沒有那麼一首歌{Live} 華語群星

348886 安靜{Live}[HD] 李聖傑,歌手 303917 有沒有愛情無所謂 黃鶴翔

346921 安靜{Live}[HD] 庾澄慶,卓猷燕,中國新歌聲 232989 有沒有聽見我在哭 黃名偉

267148 安靜的聽完這一首 陳柔希 348429 有些人永遠忘不了[HD] 大哲

300788 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李谷一 319841 有些回憶沒有聲音 朱業晉

280788 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劉晶 326859 有些故事叫周杰倫 李雪萊

305172 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鄭緒蘭,牟玄甫 295589 有些罪惡不容消洗 韓磊

304634 成吉思汗的馬蹄聲 豪圖 287356 有個人我依然在等 林劍衡

230992 有一天我們都會老{Live} 陶喆 289185 有家的男人不能碰 賀一航

313901 有一天我們都會老{Live} 鍾漢良 255309 有時愛情徒有虛名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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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598 有您的地方就有家 朱潮勇 348111 作者{Live}[HD] 高進

329501 有許多話想對你說 皓天 345481 你一定要是個孩子[HD] 蔡琴

328680 有種離開叫捨不得 莊心妍 268488 你不欠我我不欠你 南風(姜海龍)

301596 有誰在乎我的傷悲 雨兒 285082 你不在的我的祝願 王濤

294676 有誰知道我在等你 陳瑞 232490 你不是我要的女人 高山林

234183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 龍梅子 279750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中國最強音

282286 有錢的大哥聽我說 大哲 280657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Live} Hope組合

295422 有錢的男人你別愛 蕭磊 287978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Live} 鄧紫棋

296642 有錢就是這麼任性 李貴府 278674 你不是真正的英雄 邢繼光

296676 此處省略一千個字 伍凌楓 345482 你不珍惜我不等候[HD] 金久哲

279311 死了也要為愛痛哭 羅秋紅 328236 你不能這樣坑隊友 Txg

346178 死不放手其實很醜{Live}[HD] 海生 298730 你不問情由破口罵 佚名

267957 江布拉克七月的雨 東學 311100 你不懂我我不見怪 楊梓

231320 百姓愛那清廉的官 雷佳 315220 你今年回家過年嗎 陳仁杰

306328 羊年大吉 羊年大利{Live} 沈梓萌 303604 你可以愛我很久嗎 游艾迪

318311 羊駝與野草的故事{Live} 孫楠,譚維維,蒙面歌王 315222 你失去了最愛的人 孫露

271560 老百姓的事大於天 閆學晶 293559 你永遠是我的唯一 張彤昉,罔林

308046 老百姓願意跟著你{Live} 王宏偉 279675 你永遠是我的唯一 媛兒,岡林

347922 老伴{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23570 你在我心裡安了家 冷酷

298663 老朋友你是否記得 佚名 314099 你在我心裡最重要 音樂走廊

280754 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冷漠,趙小兵 299577 你在我夢裡的樣子 佚名

306334 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秋褲大叔,冷漠 333415 你在看孤獨的風景[HD] 本兮,單小源

317931 老師請多給我一分 付俊杰 310413 你在哪個路口等我 戚劍強

284985 老區啊 我們熱愛您 梁向明 336535 你在家鄉我在他鄉[HD] 陳文浩

317930 老婆我很想對你說 望海高歌 320989 你如安好便是晴天 羅邏聖

289616 老婆的話就是聖旨 任軍太 286513 你快樂未必我快樂 田馥甄

316486 老婆都是別人的好 東浩 294325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文小菲

347923 老街{Live}[HD] 鄺氏姐妹,夢想的聲音 255205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王菲

319941 老闆有wifi嗎 游子組合 256985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許茹芸

347924 耳機{Live}[HD] 李宇春 270466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Live} 王韻壹

346727 自己{Live}[HD] 范瑋琪,蒙面唱將 287300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Live} 李鑒軒

326874 自己的女人自己寵 天芯 329111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Live} 莫文蔚,呂俊哲,天籟之戰

348572 自在{Live}[HD] 葉蓓 349246 你把我的世界偷走[HD] 黎昕

309660 自信的女人最漂亮 風來 312713 你把第一次給了誰 秀才

308273 至少我們曾經愛過 甘洛凡 295898 你把第一次給了誰 邱永傳

308931 至少還有你&味道{Live} 辛曉琪 294839 你把機會留給了誰 二兵

230942 血手印選段三杯酒 陳飛,吳鳳花 344168 你沒長大我不敢老[HD] 左成

299741 血濺烏紗-千里迢迢出任河陽 佚名 348767 你走了我該怎麼過[HD] 趙永

306347 西沙 我可愛的家鄉 王琳玲 278069 你走了就不要回眸 何建清

346443 位置{Live}[HD] 李碩,中國新歌聲 282367 你那麼想他不痛嗎 帶淚的魚

344160 住在海邊的貓頭鷹[HD] 毛慧 343051 你到底真心愛過誰[HD] 黃文武

308915 何苦要等到下輩子 肖玄,李草青青 306013 你和太陽一同升起 騰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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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355 你抱著別人說愛我 一只舟 311943 你卻躺在別人懷裡 韓少

279161 你抱著別人說愛我 吉特巴 275107 你怎麼不能帶我走 許強

342595 你明明就很在乎我[HD] 莊心妍 267353 你怎麼狠心傷害我 龍韓宇

343057 你朋友就是我朋友[HD] 黑龍 279916 你怎麼狠心說分手 孫露

338989 你的心究竟給了誰[HD] 關澤楠 309731 你怎麼捨得我心碎 孫偉

349250 你的心怎麼那麼狠[HD] 王峰 293743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王馨平

329117 你的心裡是否愛我 李綱鋒 233022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黃品源

254244 你的心總是不一樣 楊鈺瑩 333715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HD] 胡彥斌

293171 你的世界不再有我 陳永強 285181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 胡彥斌

312053 你的北京我的西江 羅心潔 302439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 動力火車

294067 你的生命如此美麗 于文華 287490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 常石磊,薩頂頂

233884 你的自大讓我快樂 黎明柔 285427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 陳俊豪,陳羽凡

309871 你的冷漠逼我犯錯 海生 331719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HD] 尚雯婕

286573 你的決定讓我改變 成銘 335914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HD] 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293856 你的幸福刺傷了我 路綺歐 342593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HD] 彭佳慧,張磊,蒙面唱將

344910 你的承諾欺騙了我[HD] 陳兆飛 285289 你怎麼捨得傷害我 許茹芸,梁詠琪,孫儷

271675 你的城市你的故事 陳志朋 232521 你是不愛我的對嗎 高慧君

342308 你的英雄我的聯盟[HD] 路飛老濕 319539 你是天涯我是海角 慕容曉曉

275028 你的唇沾了誰的毒 王馨 295899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 李宇春

298392 你的眼神騙不了我 朱妍 253905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 楊千嬅

298459 你的眼淚讓我心碎 朴文哲 334544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HD] 王祖藍

336543 你的欺騙我的失眠[HD] 萬海東 334086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HD] 張智霖

314105 你的絕情傷害了誰 李曉玉 319540 你是如此難以忘記{Live} 張智霖

271289 你的愛不該受傷害 邱峰 282801 你是否也在我心中 群星

310218 你的愛只會傷害我{Live} 張啟輝 328242 你是我一生的所有 李銘揚

307331 你的愛我還要不要 紅薔薇 317199 你是我一生的知己 昊麟

312776 你的愛到底給了誰 怕黑 310051 你是我一生的牽掛 高韓

313000 你的愛到底給了誰 孫艷 348121 你是我不盡的思念[HD] 楊東偉,上官依一

323587 你的愛到底給了誰 萬一 319541 你是我今生的守候 柯華兵

315910 你的愛是什麼形狀 雷琛瑜 317201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陳羑,于洋

336542 你的愛是什麼形狀[HD] 雷琛瑜 342597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HD] 路童,寂悸

342307 你的愛是什麼形狀[HD] 蔣卓嘉 319046 你是我今生的愛戀 認真,阿斯滿

344911 你的過去我不介意[HD] 唐古 315912 你是我心口裡的風 許茹芸

278355 你的聲音你的樣子 木禾 305077 你是我心中雲一朵 蔡琴

336544 你的離去帶走回憶[HD] 藍喬鋒 320995 你是我心底的思念 羅邏聖

309232 你知不知道我難過 祁隆 305978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鐘鎮濤,章小蕙

326018 你知道我在找你嗎 莫涵涵 270139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 汪峰

304579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慢四) 舞曲 320163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 張家輝

325405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LIVE} 白百何,跨界歌王 294564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 蕭敬騰,許一鳴

302637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Live} 張崇基,張崇德 337758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HD] 田蕊妮

313356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Live} 陳潔麗 279920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Live} 侯磊

271093 你知道我對你的好 謝容兒 335950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Live}[HD] 李琪,中國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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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46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Live}[HD] 張赫宣 318246 你是我最愛的情人 龍影雲

343450 你是我心愛的姑娘{Live}[HD] 獅子合唱團,我是歌手 278354 你是我傷心的回憶 木禾

327466 你是我永遠的兄弟 宋旭 298398 你是我愛的風景線 朱妍

315914 你是我永遠的守候 雨中百合 298323 你是我網路的知己 同名同姓

285981 你是我永遠的守候 流蘇 266067 你是我網路的知己 望海高歌

335547 你是我永遠的守候[HD] 楓舞,流蘇 319544 你是我難忘的記憶 曉依

323580 你是我永遠的唯一 紅薔薇 302268 你是星光 你是月亮 索朗扎西

262469 你是我永遠的愛人 馮文女 309920 你是星光你是月亮 索朗扎西

230727 你是我生命的傳奇 陳瑞 312243 你是個男人就別哭 龔天齊

308557 你是我血液裡的毒 含瑞 348119 你是個男人就別哭[HD] 雨霖楓

305256 你是我戒不掉的煙 糖糖樂團 322997 你是唐僧還是法海 馬菀營

299090 你是我所有的回憶 佚名 302047 你是情人還是敵人 孫耀威,黃靖宏

234128 你是我所有的回憶{Live} 齊豫 281532 你是雄鷹我是翅膀 門麗

344907 你是我的四分之三[HD] 李昀澤 305921 你為了他 我為了你 鐘明峻

278698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郭歡,小春 290963 你為什麼出賣愛情 趙華

264192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曾軼可 326015 你為什麼要拋棄我 帶淚的魚

317202 你是我的唯一精彩 洪曉源 267054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關澤楠

285690 你是我的網路知己 貝貝 323583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 陳芳

265707 你是我的網路情人 囚鳥 323584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 黃文武

300096 你是我前世的知己 佚名 308675 你為何走的那麼遠 完瑪三智

279058 你是我們的貼心人 關彤 303736 你為何這樣傷害我 隆熙俊

300097 你是我真心的執著 佚名 278574 你為何對我這麼好 胡楊林

286010 你是我唯一的守候 修竹 279479 你為家撐起一片天{Live} 天津阿明

349633 你是我唯一的愛人[HD] 霸王鋒 233493 你看你看月亮的臉 黃美詩

308839 你是我堅強的寶貝{Live} 李漠 309554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胡杰夕

345484 你是我甜蜜的愛戀[HD] 楊東偉 345486 你若安好我不打擾[HD] 杜玫

295901 你是我最大的安慰 吳梓涵 333073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HD] 胡靈

303586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曾軼可 332777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HD] 孫堅

323579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冷酷 335262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HD] 楊鈺瑩

325668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竇青柏 341605 你若盛開蝴蝶自來[HD] 陳振雲,甜美真

322281 你是我最美的紅顏 成泉,寂悸 343667 你若懂我該有多好[HD] 郭桓宇

322998 你是我最美的紅顏 成泉,悸寂 308509 你要放手也無所謂 冷漠

271212 你是我最美的傳奇 路童 285630 你飛到城市另一邊 井柏然

338234 你是我最疼愛的人[HD] 吳歌 284604 你飛到城市另一邊 好妹妹樂隊

262442 你是我最深愛的人 方夢誠 326022 你飛到城市另一邊{Live} 好妹妹樂隊,王子云,我想和你唱

343663 你是我最深愛的人{Live}[HD] 獅子合唱團,歌手 341117 你飛到城市另一邊{LIVE}[HD] 好妹妹樂隊,王子云,我想和你唱

326006 你是我最牽掛的人 張強 307903 你們的婚禮我主持 小應

282139 你是我最愛的女人 冷漠 304155 你們的夢我的未來 群星

324818 你是我最愛的女人 笑天 300252 你真的很像一個人 佚名

315234 你是我最愛的男子 掠瓊 320985 你做媽媽我做爸爸{Live} 陳雲,中國好歌曲

318406 你是我最愛的情人 若惜 278363 你從不知道我的心 本兮

294442 你是我最愛的情人 海風 290458 你猜猜我有多愛你 龍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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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921 你被寫在我的歌裡[HD] 蘇打綠,陳嘉樺 313244 別再用眼淚欺騙我 曹越

255203 你喜歡不如我喜歡 王菲 327511 別再對我談起感情 劉沖,衝擊力樂隊

302641 你喜歡現在的我嗎{Live} 張清芳 232162 別再對愛說無所謂 馮之評

233275 你就是我要的幸福 黃志瑋,湯奕蓉 285278 別再讓我孤單寂寞 許文科

301260 你就是我唯一的愛 易帆 317264 別忘了為什麼出發 唐磊

279912 你就是我唯一的愛 楊麗 256837 別把我當普通朋友 許慧欣

267201 你就這樣地離開我 毛毛 269550 別把男人想的太壞 曹龍

319537 你就這樣把我丟下 賀一航 301434 別把愛情這樣摧毀 波拉

303253 你最近是怎麼回事 陳明真 303990 別看我只是一隻羊 楊沛宜

315238 你給我的地老天荒 劉雷 295995 別看我只是一隻羊 楊陽洋

325365 你給的永遠有多遠 涓子 347652 別問{Live}[HD] 林丹,蒙面唱將

325293 你給的永遠有多遠 望海高歌 323043 別問我為什麼愛你 陳潔儀

334319 你買單還是我買單[HD] 胡彥斌 304681 別問我會不會後悔 趙詠華

323589 你開心所以我快樂 安東陽,司徒蘭芳 319577 別對我說沒有未來 孫子涵

316997 你媽沒有告訴你嗎 謝和弦 268378 別說下輩子再愛我 劉愷名

325739 你媽逼你結婚了沒 VP團 304664 別說這都是誰的錯 趙晨

295892 你想好怎麼對她說 許佳慧 307158 別讓自己活得太累 望海高歌

284638 你想幸福就嫁給我 孫藍 303359 別讓我們變成回憶 陳勝嶼

309857 你愛我卻嫁給了他 栾明忠 301216 別讓愛你的人流淚 孟彥

317196 你愛我還是愛著她 王小婉 323047 別讓愛你的人流淚 林楠

310057 你愛的他對你好嗎 動感男孩 305110 別讓愛你的人流淚 輪回樂隊

309207 你愛的只是你自己 欣哲 315921 別讓愛你的人傷心 陳珠珠

318290 你愛著我也愛著他 安崇藝 310819 別讓愛情等得太久 彭麗麗

344908 你會怎麼回憶我們[HD] 朱興東 322357 告別了我最愛的人 候玉斌

336398 你跟他過會更幸福[HD] 張遠喆 340552 告別了我最愛的人[HD] 侯玉斌

292198 你管老子上不上班 四大天鵝 320240 告訴你我有多愛你 蔡健東

295915 你說你愛我到永遠 葛維永 230154 告訴我你還愛我嗎 陳旭

347622 你說風景無法帶走[HD] 脆樂團 310834 告訴我怎麼忘記你 曾春年

309256 你說愛我又不愛我 金生水 342334 坐在我旁邊的兄弟[HD] 函亭

287337 你說過不會離開我 尚芸菲 339682 坐在屋頂聽你彈琴[HD] 艾綺恩

310762 你說過愛我一萬年 陳興瑜,宇桐非 334900 坐我的車聽我的歌[HD] 馬健濤

267173 你說過愛我一萬年{Live} 陳興瑜 233892 忍不住還是愛上你 黎沸揮

301723 你還欠我一個擁抱 後弦,Sara 311706 忘了你忘了我自己 鄭暠天

270545 你還在聽我的歌嗎 禾川 327657 忘不了他就忘了我 齊晨

308300 你還有多少老朋友 石焱 323773 忘不了紅色海陸豐{Live} 曾憲元

315230 你還有多少老朋友 劉和剛 324488 忘不了曾經的甜蜜 張姄

269269 你還能陪媽媽多久 彭高平 302112 忘記比相愛更困難 徐靖博

310944 你讓世界從此不同{Live} 雯靖 297290 忘記你是我的權利 Baby

319566 兵哥哥我的心上人{Live} 陳子琳 305197 忘掉你卻談何容易 曉月

328291 冷冷der耶誕節 四葉草joyce Chu(朱主愛) 269351 忘掉你就這麼簡單 慕容伊一

310726 別用下輩子安慰我 陳瑞 320381 快快樂樂跳起舞來 王征,陳露薇

287457 別再用眼淚欺騙我 海闊 299514 快走到我的臉前來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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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22 快到四十歲的男人[HD] 王磊 288449 我今生只愛你一個 張家源

333753 快樂到不可能的事[HD] 林育品 329423 我心依舊為你停留 曲調悠揚

338355 快樂的快樂的快樂[HD] 利菁 329424 我心依舊為你停留 風語

299055 快樂的孩子愛唱歌 佚名 333027 我心裡只有你一個[HD] 曉依

311266 快樂的時候說分手 夢凱 289108 我比你更像個男人 蘇小花

325343 快樂的虛無主義者 柯智棠 298753 我主爺起義在芒碭 佚名

343199 我一直在你的身後[HD] 徐子謙 284774 我以為愛你並不難 徐方

319067 我一個人記得就好 品冠 323837 我只有這首歌給你 林威良

230033 我也有懦弱的時候 陳慧嫻 341205 我只有這首歌給你[HD] 林威良

310471 我也是草原的孩子{Live} 梅林組合 290914 我只是一個當兵的 胡毅

339249 我也曾經像你一樣[HD] 黃渤 279673 我只是你的好朋友(國) 雨湘

322536 我也想找個男朋友 盤欣蕾 296459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海鑌

257900 我也會愛上別人的 辛曉琪 286877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海鑌,黑鴨子演唱組

303413 我才是最愛你的人 陳鵬 325325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 李越昕蕾

308027 我不在你的面前哭 王可兒 282336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 寶兒

308060 我不吝惜我的眼淚 王岩 341193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HD] 李越昕蕾

287526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Live} 溫蕊爾 325290 我只想做你的手機 曾羽飛

339471 我不知道愛是什麼[HD] 艾怡良 305880 我只想陪在你身旁 蘇永康

336323 我不知道愛是什麼[HD] 金貴晟 318191 我只想對你好一點 尹熙水

278614 我不是一個好男人 覃元隆 291814 我可以做你的男人 劉沛洋

269828 我不是一個好男人 楊廷廷 233844 我用深情與你相約 黎明

291478 我不是一個好男人 鄧小龍 309065 我用這個夜俘虜他 孟楊

306074 我不是一個好男人 顧曉宇 325317 我在你不在的城市 李日詹

315937 我不是你的人民幣 星君 328576 我在你心裡算什麼 杰子

308457 我不是你的那個她 艾莉莎 324679 我在沒有你的地方 夢然

332812 我不是故意要想你[HD] 花世紀樂團 333259 我在紅塵中等你[HD] 波拉,張渼壹

274712 我不是值得愛的人 多亮 345124 我在紅塵中遇見你[HD] 冷漠,張冬玲

230286 我不是愛情的逃兵 陳星 315955 我在紅塵深處等你 遙遠

309452 我不是隨便的花朵 姜昕 230670 我在飛卻飛得好累 陳琳

346577 我不能再假裝悲傷[HD] 付成 320460 我在海岸線上等你 霓裳

265879 我不配做你男朋友 張提 308424 我在烏江山峽等你 江南雪

311958 我不想永遠忘記你 韓帥兵 274725 我在納林湖等著你 天駿

264084 我不想再為你哭泣 張啟靚 321298 我在納林湖等著你 朱永飛

346960 我不想再為你喝醉[HD] 雨霖楓 289089 我在納林湖等著你 呼斯楞

301432 我不想走 我不想逃 泔林 269431 我在這等你很久了 方小菲

349821 我不想做你的寵物[HD] 蔣嬰 347787 我在等風也在等你[HD] 康又萁

272008 我不願看見你流淚 黃芳 341968 我好想你&Empire State Of Mind{Live}[HD] 艾菲,李斯丹妮,蓋世英雄

317590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家家 326304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 莊秋玉

330488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HD] 五月天 298975 我有一雙萬能的手 佚名

334193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HD] 品冠 308910 我有什麼對不起你 男人唐潮

287393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Live} 品冠 345137 我有故事你有酒嗎[HD] 鄭智杰

272036 我什麼都可以不要 齊晨 288248 我把思念打包給你 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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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93 我把眼淚留給自己 囚鳥 321319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紅薔薇

323221 我把眼淚裝在心上 岳太陽 290123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紅薔薇,長江

317624 我決定喜歡我自己 翁航融 326914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紫菱

336701 我究竟到底算什麼[HD] 梁業就 317628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劉方慶

349845 我走在人生的路上[HD] 任卓君 340893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HD] 陳雅森

336675 我並不是那麼堅強[HD] 李琦 321320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Live} 陳雅森

317593 我依然奔跑在路上 王旭東,金志文 339263 我的所有化為烏有[HD] 鄧麗媚

330857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HD] 胡靈 335095 我的朋友你們好嗎[HD] 胡敏明

313024 我到底犯了什麼錯 徐連國 349843 我的青春以你為名[HD] 迎風高中合唱團

284787 我到底犯了什麼錯 憶華 278917 我的故鄉巴彥淖爾(國) 陳宏斌

271538 我受不了你的背叛 長春蟲子 289115 我的家鄉香格里拉 巴桑拉姆

285141 我和你永遠不分離 索朗扎西 292159 我的真心被你撕碎 吳蘭詩

308860 我和我的天使相戀 杜德偉 304771 我的神話 葉塞妮亞{Live} 趙鵬

344340 我和我的祖國{Live)[HD] 王紫菲 325822 我的草原我的阿媽 張天甫

285746 我和幸福有個約會 劉永倩 302553 我的深情為你守侯{Live} 張妮

322543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王莉 344352 我的深情為你守候[HD] 王佳佳

278076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俞灝明 283037 我的深情為你守候{Live} 金婷婷

313054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袁姍姍 296504 我的番茄是乾淨的{Live} 農民兄弟樂隊

281519 我和祖國一起飛翔 金磊鑫 320482 我的愛人你在哪裡 小龍女

301880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 降央卓瑪 305815 我的愛人你愛我嗎 龐曉宇

302153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 格格 280224 我的愛不能隨便給 翁汕汕

232741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 鳳凰傳奇 283158 我的愛只為你存在 馬健濤

234029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 齊峰 334077 我的愛只為你存在[HD] 干露露

266399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Live} 烏蘭圖雅 304407 我的愛只給你一個 路童

292968 我和瑜伽有個約會 袁潔瓊 303410 我的愛永遠陪著你 陳興瑜,陳玉建

309726 我怕老去的那一天 孫俊輝 336352 我的愛有你才完美[HD] 任賢齊,周麗淇

311225 我的一生為你守候 達杰丁增 314156 我的愛你並不在乎 劉坤

345629 我的一個道姑朋友[HD] 雙笙 311080 我的愛到底在哪裡 楊宗華

298607 我的心真的只有你 何建清 311841 我的愛到底在哪裡 龍奔

270439 我的心真的受傷了 王菀之 256079 我的愛和別人一樣 葉倩文

282530 我的心痛你知道嗎 李創 289828 我的溫柔你看得見 龐曉宇

340894 我的方向2016[HD] 王玉璽 303918 我的夢和你在一起 黃鶴翔

233762 我的日子有你分享 黎姿 304967 我的綠葉 我的小船 德乾旺姆

296502 我的父親我的草原 鐵文太 278639 我的舞臺我的戰場 賈斯文

302142 我的父親是牧馬人 格格 323860 我的戰友我的弟兄 吳六夕

344353 我的王國&We Will Rock You{Live}[HD] 張杰,歌手 270055 我的癡情你不會懂 樓宏章

292418 我的世界有你陪著 張家樂 230858 我的驕傲無可救藥 陳綺貞

346975 我的世界你曾來過[HD] 田晟熙 333875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HD] 後弦

279084 我的右邊你的左肩 賀世哲 233897 我知道你在說再見 黎瑞恩

230788 我的未來你放心嗎 陳紅 268726 我知道你離不開我 天浩,丁娜

349842 我的老父親老母親[HD] 許國星 333123 我知道你離我不遠[HD] 陳楚生

319085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吳楊雨 287808 我知道你離我不遠{Live} 陳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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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94 我知道我不夠漂亮 陶晶瑩 282347 我們不可袖手旁觀 小俊

233264 我知道傷心是什麼 黃心懋 310807 我們不是說好了嗎 彭于晏,白百合

232441 我怎麼捨得你流淚 高原 301831 我們不是說好了嗎{Live} 范思威

318364 我是一棵秋天的樹{Live} 沈南,蒙面歌王 320450 我們太多承諾忘記 莫莫

299061 我是山裡的小歌手 佚名 343829 我們生來就是孤獨[HD] 盧庚戌

233757 我是不是你的情人 黎亞 280192 我們再也不可能了 崔琰

230487 我是如此深愛著你{Live} 陳淑樺 324833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LIVE} 羅邏聖

270223 我是佛前一朵青蓮 涓子 340017 我們在同一個頻率[HD] 朱俐靜,陳彥允

296482 我是你免費的快樂 鄭鈞 298698 我們在春天的早晨 佚名

280211 我是你肩上那顆星{Live} 于文華 322538 我們在藍色海上漂{Live} 邢天溯,中國好歌曲

323224 我是你美麗的姑娘 張薇 336679 我們在藍色海上飄[HD] 龐龍

310182 我是你曾經的女人 張姚 284683 我們好像在哪見過 小柯,葉蓓

309283 我是你癡傻的情人 阿ben 284284 我們好像在哪見過 楊宗緯,葉蓓

311743 我是你癡傻的情人 曉雨 268969 我們住過的那條街 山野

317616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江智民,周虹 299035 我們的生活比蜜甜(倫巴) 佚名

232049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香煙有毒 343830 我們的故事已漸遠[HD] 曉東

262528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高安 310484 我們的相逢是首歌 甜美真

313556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網路歌手 305348 我們的風箏斷了線 龍奔

299798 我是快樂的小百靈 佚名 234310 我們的宿舍307 龐龍

308469 我是若曦,你在哪裡 西子 307993 我們的愛一生不變 毛力子

263278 我是真心愛你的人 任軍太 268693 我們的愛不再回來 塔宏偉

315974 我是真的真的愛你 張津涤 290138 我們的愛永遠存在 胡派

313165 我是真的真的愛你 張祥洪 310113 我們的愛沒有未來 張天成

302116 我是真的愛你老婆 徐齊強 331882 我們的愛情怎麼了[HD] 茫茫任海

326924 我是真的離不開你 劉洺瑒 290801 我們的愛情萬萬歲 梅州音樂組合

309900 我是最愛你的男人 祝平 306042 我們的愛還在不在 顧建華

342776 我是驕傲的淮安人[HD] 周安 231518 我們是工農子弟兵 軍旅歌曲

315939 我為心上人唱首歌 沙瑪爾西 342760 我們是永遠的兄弟[HD] 吳慶國

337777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HD] 劉沖 320451 我們是永遠的兄弟{Live} 吳國慶

329440 我若一直在你心上 楊果濤 306017 我們是永遠的蒼狼 騰格爾

309246 我要大聲的說愛你 邱永傳 299119 我們是春天的鮮花 佚名

314165 我要用心的告訴你 于金勝 323832 我們相愛了那麼久 博才

323239 我要你happy 麒麟baby 300098 我們面對面的坐著 佚名

305044 我要你做我的情人 潘龍 231140 我們面對面的坐著 陸孔生,王秀茹

284720 我要的幸福很簡單 張嘯 348955 我們真的幸福了嗎[HD] 彭佳慧,范瑋琪

313008 我要帶你遠走高飛 峻一杰 348956 我們能不能再相見[HD] 費小祥

296515 我要帶你遠走高飛 徐一鳴 315942 我們從古田再出發{Live} 閻維文

326315 我要陪你蜜月旅行 帶淚的魚 342763 我們都不應該孤單[HD] 黃齡

283522 我要對你說我愛你 何廣才 321291 我們都不應該孤單{Live} 常石磊,我是歌手

297825 我要頭也不回的走 王中平 322542 我們都被金錢主宰 李友勝

346578 我倆{Live}[HD] 冀行,中國新歌聲 299812 我們就是 黃河 泰山 佚名

310773 我們一起聽過的歌 陸伊漫 317595 我們就這樣分手嗎 趙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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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843 我們就這樣錯過了 曹菲兒 336042 我絕對不能失去你[HD] Gala樂隊

321285 我們最美好的十年 經超 257044 我絕對不說我愛你 許茹芸

308259 我們結婚吧好不好 戊道子 309567 我給老婆你當保鏢 胡東清(音樂大壯)

282783 我們說好了不分離 紫琴 296512 我給習大大點個贊 于洋

314171 我們總是遮住雙眼 徐宏 320494 我開始不那麼執著 莫莫

326932 我們變得越來越棒 金小曦 324639 我想有個安穩的家 杜玫

336694 我留下的一個生活[HD] 許茹芸 263806 我想有個安穩的家 欣哲

231203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雇屹 328583 我想你你在想我嗎 韓春雨

311801 我真的不想再難過 蕭磊 309824 我想你你卻不知道 徐品才

300099 我真的失去了你嗎 佚名 304671 我想我已經愛上你 趙詠華

254153 我真的失去了你嗎 楊林 231093 我想我是真的瘋了 陶晶瑩

308096 我真的到了合肥了 王莉 335488 我想我能勇敢一點[HD] 曾雨軒

307815 我真的捨不得你走 大大朋 307374 我想我還是會習慣 葉順有

307249 我站在草原唱情歌 沈凌雲 324798 我想把時間畫成歌 申明

305603 我站著坐著都想你 韓東 293467 我想和你一起變老 夏冰

334801 我討厭照顧我自己[HD] 管罄 307323 我想和你虛度時光 程璧,莫西子詩

348359 我帶上你你帶上錢[HD] 曹藝馨 339479 我想知道你的一切[HD] Hush

335288 我從來沒去過紐約[HD] 筷子兄弟 325281 我想要和你在一起 晟涵

326298 我從路的北方走來 侯磊 325015 我想要說的那句話 雷雷

322551 我情願做你的手機 陳天紅 322553 我想著你我愛著你 冰城愛歌

323238 我被愛情傷透了心 岳太陽 322554 我想著你我愛著你 蘇青山,冰城愛歌

328610 我陪你到天荒地老 鄭曉填 323845 我想著你我愛著你 蘇青山,媚兒菲菲

313449 我就是你最愛的人 黑龍 262200 我愛上了天邊的人 蔡獻華,甜美真

270764 我就是你最愛的人 艷陽天,黃帆 263619 我愛她 她卻愛著他 王崗崗

328581 我就是那個竄天猴 范曉萱,張希 279189 我愛老婆老婆愛我 闞杰

322547 我就是那個竄天猴{Live} 張希,中國好歌曲 304342 我愛你 你卻愛著她 葉權泉

342770 我就是愛你不害怕[HD] 鄭秀文 310082 我愛你多久痛多久 崔偉亮

309704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夏筠妍,趙英俊 233995 我愛你你卻愛著他 黑龍

326302 我曾有過我也都懂 韓紅 339481 我愛你和你沒關係[HD] 何鵬

315278 我最愛的你在哪裡 柴強 317611 我愛你卻要離開你 孫露

338397 我最愛的美麗女人[HD] 飛翔 308441 我愛你猛巴拉納西 米綫,包伍

347795 我渴望的單純世界[HD] 黃孝恩 262839 我愛你勝過你愛我 冷漠,楊小曼

274647 我發誓我永遠愛你{Live} 劉心靈,恒蘇 270037 我愛你勝過你愛我 夢成

313350 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陳瑞 339255 我愛你勝過你愛我{Live}[HD] 冷漠 楊小曼

305200 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曉月 339480 我愛你勝過你愛我{Live}[HD] 冷漠,楊小曼

287647 我等你美麗的女孩 紀曉斌 230772 我愛你勝過這世界 陳立強

294768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 阿雲嘎 282141 我愛你就像你愛他 冷漠

325148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LIVE}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308402 我愛你絕不是謊言 朱海

327759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Live} 葉炫清,夢想的聲音 271245 我愛的人已結了婚 鄧海

336905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Live}[HD] A-Lin,我是歌手 265984 我愛的人不必愛我{Live} 戴愛玲

341763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Live}[HD]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266759 我愛的人她卻不愛我 藍雨

336003 我等到花兒也謝了{Live}[HD] 趙鈳,中國好聲音 279703 我愛的人你在何方(國) 張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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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963 我愛的人嫁給了誰 徐方 325518 把心兒種在春天裡 陳羽潔

281502 我愛的女人變了心 鄭東 340899 把你丟進淡水河裡[HD] 冼佩瑾

289101 我愛的心裡只有你 秦影 289894 把你拉黑把你刪除 曉月

265181 我愛的你不在身邊 溫碧霞 300582 把我的真心留給你 佚名

233840 我愛的你在做什麼 黎明 268037 把我的歌唱給你聽 書雲

292479 我愛的你傷我最深 徐子峰 299695 把戒子戴在手指上 佚名

346587 我愛的姑娘叫卓瑪[HD] 扎西華旦 286954 把愛放在心底掩埋 董朋

316863 我愛的姑娘在草原 胡建烽 298513 把愛留給愛你的人{Live} 羽泉

346588 我愛的姑娘在草原[HD] 熊七梅 231513 抗日軍政大學校歌 軍旅歌曲

231499 我愛祖國的大草原 佚名 348390 改變{Live}[HD] 優我女團,夢想的聲音

262299 我愛祖國祖國愛我 陳歌華 346161 李榮浩遇上李清照[HD] 張樊

290956 我愛這藍色的海洋 許鶴繽 317748 每一天都會想起你 王祝海

310625 我愛無錫的山和水 陳小霞 338713 每一次讓人心碎的[HD] 嚴藝丹

325566 我愛愛愛愛愛著你 龍梅子 326389 每一個玩音樂的人 謝和弦,玖壹壹,陳零九

309994 我該怎麼讓愛回頭 馬雲龍 285860 每一滴油都是承諾 李書偉

315988 我像黃河 黃河像我 閻維文 230817 每天都是一種練習{Live} 陳綺貞

299528 我夢中劃來一條船 佚名 230392 每個人都想談戀愛 陳曉東

324898 我寧願活在山裡面{LIVE} 許雲上 319113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 謳洋

274837 我對自己開了一槍 戴佩妮 323302 求求你不要離開我 帥霖

329422 我對自己開了一槍{Live} 金帥,夢想的聲音 305310 求求你為我留下吧 蕭寶鐘

337243 我對自己開了一槍{Live}[HD] 王小米 326943 求神求佛求地求天 趙紅軍

308314 我對你的愛是真的 吉星 262467 求婚蜜語/美麗誓言 馮建聰,陳輝權

270226 我對你還不夠好嘛 渝城 346644 沉迷{Live}[HD] 金志文,金曲撈

339482 我懂 親愛的虎媽[HD] 樊竹青 346643 沉迷{Live}[HD] 梁詠琪,金志文,金曲撈

314179 我還年輕的那些年 余零 280727 沉醉在麗江的早上 佟宇,雷振

355069 我還是永遠愛著你 林玉英 327863 沉默的眼淚為誰流 張星唯

266857 我還是永遠愛著你{Live} 謝雷 310733 沒什麼 只是有些話 陳零九

308889 我還是那麼的愛你 沈志仲 342846 沒多少愛可以重來[HD] 杰文

299608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 佚名 298079 沒有人比我更愛你 王箏,水木年華

310804 我願用一生來寵你 寒武紀 303456 沒有人比我更愛你 陸鋒

310469 我願用一生來寵你 龍梅子,何紅梅 339012 沒有人比我更愛你[HD] 伊龍

230479 我願為你赴湯蹈火 陳浩民 305800 沒有人可以沒有愛 關心妍

266895 我願為你默默守候 趙雪飛 264134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張明哲

317638 我願陪你虛度一生 小琢 348458 沒有人喜歡一個人[HD] 張藝德

302003 我願變成一杯香茶 孫青,李福山 234170 沒有人會像我一樣 龍寬九段

268973 我蘇醒在綠光森林 岳薇 287907 沒有你我一樣的過 木子爍

326312 我聽見了什麼聲音 黃得峰 317767 沒有你我依然可以 王傑

296521 戒了香煙戒不掉你 丁童 323305 沒有你我該怎麼過 岳太陽

348977 戒煙戒酒戒不掉你[HD] 蔡元豐 305739 沒有你我該怎麼辦 羅丹

269499 找一個相愛的理由 晨熙,艾歌 319867 沒有我你要好好的 牙牙樂

266024 找個男人就嫁了吧 晟瑤 309688 沒有我你過得好嗎 唐禹哲

326326 把心事說給爽子聽 爽子 323306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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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489 沒有肩膀 擁有翅膀 西單女孩 330750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HD] 林俊傑

266033 沒有相互不能永遠 曉帆,鄭鎰 346337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Live}[HD] 陳穎恩,中國新歌聲

266229 沒有愛也沒有了恨 林雨 320826 那些沒有將來的愛 覃楨

287510 沒有愛情能藏得住 陶晶瑩 301388 那些幸福的眼淚呢 林隆璇

309067 沒有誰比我更疼你 孟楊 322873 那些歌詞裡的悲傷 李代沫

232982 沒有錢你會愛我嗎 黃可兒 345385 那些關於你的故事[HD] 賈璐,楊眼眼

234009 沒有錢你會愛我嗎 黑龍 289808 那是你最好的時候 宮羽

231372 沒有錢你會愛我嗎 雷龍 314197 那個季節真心愛過 南建雄

262312 沒有錢還能愛多久 陳珧 284556 那個雨天那個路口 吳斐

325526 沒錢沒車沒有老婆 雨霖楓 311731 那個傷我最深的人 曉月

309174 沖吧 夢想超人英雄 林宗興 304308 那時的月亮那麼圓 葉順有

262997 沖吧！夢想超人英雄 林宗興 309535 那時的風 那時的雨 紀敏佳

298673 沙家浜-你待同志親如一家 佚名 318538 那裡的山那裡的水 烏蘭圖雅

349030 沙灘{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48098 事兒{Live}[HD] 大通

298916 狂熱的心熄滅的情 佚名 230492 亞瑟潘的四個朋友 陳淑樺

279714 男人也好女人也好 張信哲 231645 亞運有我精彩之吉 韓庚

263982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袁哲 305415 來吧hooray 薛家燕

326949 男人再累也要奮鬥 崔雲飛 329126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鋥亮組合

268928 男人別再傷女人心 小崔健 329128 來與不來我都等你 望海高歌

316010 男人的心 女人的酒 孫艷 348778 兒時{Live}[HD] 汪峰,歌手

278686 男人的心傷不起dj 邱永傳 346461 兒時{Live}[HD] 鐘易軒,明日之子

301021 男人的淚2011 沈石磊 326038 兩次心痛 五滴淚水 航宇

294841 男人的淚女人的罪 二兵 344929 兩個人的單身生活[HD] 賴偉鋒

232564 男人的累男人的淚 高明駿,龐龍,阿浩 288115 兩個人誰對不起誰 杜飛

302375 男人的罪女人來背 馬健濤 317245 兩個視線一個視線(What If) EXO

287378 男人是天 男人是地 阿勇 232237 其實你也明白我好 騰格爾

333766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HD] 陳興瑜 269577 其實你不用去遠方 朱少宇

346685 男孩{Live}[HD] 梁博,希林娜依·高,中國新歌聲 232332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高勝美

296877 究竟是誰愛錯了誰 金鑫 331272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Live}[HD] 戴月

289420 見與不見不如不見 印能法師 332916 其實你不懂我傷悲[HD] 郭浩

346320 谷龍的人谷龍的戲[HD] 文邦明 266928 其實你知道我愛你 郎軍

281550 走下去，別回頭看我 陳康浥 268218 其實我沒那麼堅強 倪新宇

324763 走在彎彎的田埂上 王愛華 262087 其實我很懂你的心 阿溫

232769 走的多遠想你多久 鳳飛飛 319136 其實我要的很簡單 鐘子炫

293138 走進你神秘的西藏 阿香 336554 其實我們值得幸福[HD] 楊丞琳

297076 辰溪 可愛的家鄉 張斌 316033 其實我真的很愛你 覃飛宇

328928 那一片藍色的天空 劉標 306454 其實我從未離開過 嵐戈

280590 那天的雨那天的風 木子爍 265835 其實沒有那麼寂寞 廖文強

306437 那支山歌我還在唱{Live} 雷佳 307424 到了杭州要來九堡{Live} 軍嫂組合

254817 那年夏天寧靜的海 王心凌 348796 到手的幸福你不要[HD] 唐古

340235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Live}[HD] 品冠,隱藏歌手 290088 到底g是5還是so 王紫蓓

289474 那些年你還記得嗎 張紹飛 336082 到底是誰傷害了誰[HD] 龐龍,郭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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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66 刺痛的心還會愛誰 培源 299520 拖網的古船沒快舟 佚名

342140 受命治水 答友人{Live}[HD] 李昱和 309233 放下所有放不下你 祁隆

341596 味道{LIVE}[HD] 辛曉琪,陳佳,孟慧園,付鷹,我想和你唱 323877 放下愛情放不下你 張可兒

319603 呼倫貝爾我的家園 霓裳 316471 放不下我們的愛情 王禹,丁噹貓

278564 和奶奶一起曬太陽 肖洋,琳琳 307886 放手也是一種解脫 小琴兒

328345 和身邊的人說說話 八斤 319156 放手需要什麼理由 袁玉峰

305330 和是我們共唱的歌 閻維文 284687 明天我要回家看看 尹子

270293 和親愛的你說再見 熊峰 317682 明天我要嫁給你了{Live} 許茹芸,蒙面歌王

270913 和諧祖國美好家園{Live} 蔣大為 288333 明天我要嫁給你了{Live} 黑豹樂隊

335778 夜晚屋頂會飛的賊[HD] 曾軼可 297485 明天我將不再愛你 丁萬昕

348851 奇怪的一零後來了[HD] 新街口組合,邱俊熹 232031 明天的路要往哪走 飛輪海

348254 奔跑{Live}[HD] 呂薔,夢想的聲音 233129 明天要把昨天忘記 黃大煒

323708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旅行團樂隊 298070 明天就要嫁給他了 王箏

310241 妳的手被別人牽走 張祥洪 297875 明明知道放不下你 王俊宇

347719 妳是我的wifi[HD] 夜貓組,國蛋 300645 明明都是月亮的錯 冷漠

291177 妹妹的眼睛會放電 天籟天 315339 明明都是月亮的錯 張津涤

318478 妹妹就愛當兵的哥 郭津彤 335213 朋友&兄弟&天高地厚{Live}[HD] 黑豹樂隊,張赫宣,劉文傑

311101 姐的心你並不瞭解 楊梓 270075 朋友是天朋友是地 樊少華

347722 姑娘她來了又走了[HD] 龍澤索南 298350 朋友們都結婚去了 宇珩

270670 姑娘你在我的心上 胡東清 344732 朋友歡迎你來貴州[HD] 劉春

324708 姑娘你好大的膽子 高登 303489 東北人都是活雷鋒{Live} 雪村

286880 姑娘你有沒有想我{Live} 索南扎西 337080 東北爺們兒東北妞[HD] 楊君

326142 姑娘我愛上你的美 郭向華,劉愷名 302315 東郭先生遇見的狼 袁震

265344 姑娘笑了我心醉了 野狼 230189 枕著你的名字入眠 陳明

309134 孤獨的人並不寂寞 易欣 326375 林西讚歌夢回家鄉 邵永華

307316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畢夏 316749 林妹妹愛上賈寶玉 周艷泓

302691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Live} 張楚 347852 泡沫{Live}[HD] 孟子坤,明日之子

324618 孤獨的人就可恥嗎 李志洲 231481 爭創先進連隊之歌 軍旅歌曲

280079 孤獨是一種安全感 楊丞琳 289693 爸爸去哪兒 第二季 華語群星

323755 幸福的源泉在哪裡 媛媛 301773 爸爸是山我是海洋 胡力

304963 幸福是杆溫暖的槍 廣智 310849 爸爸媽媽請別太累{Live} 曾擎

230796 幸福從這一秒開始 陳紅 340932 爸爸媽媽聽我說呀[HD] 鄭冰冰

323754 幸福就是想你愛你 于小磊 348490 爸媽{Live}[HD] 高進,劉剛

307012 幸福就是想你愛你 囚鳥,楓舞 348491 爸媽在哪哪就是家[HD] 赤龍

349787 念奴嬌·赤壁懷古{Live}[HD] 胡彥斌,經典咏流傳 347033 爸媽是我心中的天[HD] 雨霏

289006 怪我不能給你幸福 基地小虎 231500 知心的話兒對党說 軍旅歌曲

307817 怪獸lonely 大小姐 325398 知你冷暖懂你悲歡 王錚亮

349403 所有人都在玩手機{Live}[HD] 汪峰,歌手 339545 知冷知熱的好男人[HD] 郭桓宇

298926 所有東西都在傷心 佚名 349069 知足{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6985 披風{Live}[HD] 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263900 花已落葉還眷意濃 元嘉

268374 抱不住太陽的深海 劉忻 347455 花心{Live}[HD] 霍尊,蒙面唱將

304042 拉著中華媽媽的手 楊華 316084 花心的男人沒人愛 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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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933 花火{Live}[HD] 王曼玉,不凡的改變 309962 南方的城市飄著雨 酒吧傷心人

299927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佚名 340549 南海 世代我家園[HD] 楊五琴

312680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李潮,韋蕊 299639 南陽關-我的伯父你慢著些 佚名

278907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常石磊 287955 咱老百姓過好日子 葉俊華

303943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黑鴨子演唱組 329209 咱們天籟屯裡的人{Live} 費玉清,趙宥喬,天籟之戰

315351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 好弟 316691 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李政飛

325433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 艾菲,李斯丹妮,蓋世英雄 307907 哈薩克姑娘再比拉 山東阿清

301464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 花兒樂隊 310891 哎呀呀我們又見面{Live} 琪琪格

321557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48204 哎呦{Live}[HD] 蜜蜂少女隊

310295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 張琪朗 268916 城市上空寂寞的歌 小5

335917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HD] 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346539 屋頂{Live}[HD] 張韶涵,蔡宗強,蒙面唱將

345322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Live}[HD] 嬌蘭 阿里木江,歌聲的翅膀 284678 很久以前我們很好 寂悸

310023 花兒為什麼這樣酷 高林生 268292 很久沒有這樣愛過 冷漠

349103 花海{Live}[HD] 張偉明 305678 很想牢牢地抱住你 鄺美雲

316809 花開的時候來看我 阿寶,張冬玲 348301 後來{Live}[HD] 李曉東,歌手

231554 花開花放花花世界 韓再芬 347301 後來{Live}[HD] 陳慧嫻,霍尊,蒙面唱將

269230 花落不是花開的錯 張雷 289003 怎麼做都是我的錯 帶淚的魚

298659 金殿上保本無指望 佚名 268778 怎麼都不會忘記你 孫中亮

347990 長大{Live}[HD] 鍾易軒,明日之子 311592 怎麼就放開我的手 歐啦

328943 長大後我就成了你 姚燕 233035 怎麼會讓我失去你 黃品源

324969 長大後我就成了你{LIVE} 金婷婷 310188 怎麼說出心中的痛 張洪波

324165 長長的路 慢慢地走 陳瑞 346555 思君{Live}[HD] 桑婷婷

322200 長長的路 慢慢地走{Live} 陳瑞 268306 思念在城市另一邊 凌志輝

271322 長長的辮子黑又亮 郁柳,徐玲,段婷婷 327040 思念的雨 思念的你 零度童話

348655 阿刁{Live}[HD] 張韶涵,歌手 327039 思念的雨 思念的你 趙真

347500 阿不然現在是怎樣[HD] 陳零九,郭雪芙 329341 恨年華似水不可留 雨露

272006 阿老表你要來尼嘎 黃紹成,林琳 348312 恨自己放開你的手[HD] 趙鑫

309518 阿裡木江,你在哪裡{Live} 洪啟 264152 既然你是我的兄弟 張瀚生

316484 雨打濕了愛的溫度 風語 349427 星光最燦爛的地方[HD] 崔恕

316916 雨打濕了愛的溫度 袁玉峰 348995 星星{Live}[HD] 張杰,天籟之戰

349176 雨碟{Live}[HD] 伊克拉木,不凡的改變 234038 星星是窮人的鑽石{Live} 齊秦,許茹芸

349177 雨碟{Live}[HD] 李翊君,伊克拉木,不凡的改變 308324 星期一吃素不吃醋 好好先生

288424 雨還是不停地落下 孫燕姿 299235 星期三的第二堂課 佚名

347136 青春{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254225 星期天我不談感情 楊采妮

294039 青春日記2014 Hiding Emotion 265760 春三二月桃花兒鮮 媛媛

319186 青春的腳步恰恰恰 歌一生 342426 春雨裡洗過的太陽[HD] 王力宏

320037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曉依,淼淼 344383 春嬌與志明的對話[HD] 光線合唱團

266901 非你不嫁非你不娶 軍嫂組合 306516 昨天我不懂的問題 小城星電台

269991 非我不嫁非你不娶 梁昕 298634 昨天的你今天的我 佚名

299331 侯門之女-哪裡吹來溫煦的風 佚名 231333 昨天晚上我夢見你 雷光夏

308757 前世的情今生的緣 李雨壽 281568 是不是心裡還有別人 陳瑞

315383 南天門上空的星座 路勇 302075 是不是我對你太好 徐仲薇

Page 744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11957 是不是怕我愛上你 韓東旭 287423 為你流淚我不後悔 面具

345167 是否對我真的愛過[HD] 趙廣宇 297775 為你唱最後一首歌 水木年華

308948 是我不夠好好愛你 佳君 232567 為你終生守口如瓶 高松

307820 是誰動了我的情人 大谷 264354 為你寫的你一首歌 李志強

303139 是誰帶走了你的心 許嘉文 310982 為你寫最後一首歌 黃飛鵬

299142 是誰搶走我的愛人(勃魯斯) 佚名 345231 為所有愛我們的人{Live}[HD] 黑豹樂隊

343258 某時某刻catch Me When I Fall[HD] 鹿晗 291914 為時間做過的批註 記號士

299795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佚名 344425 為時間做過的注解[HD] 記號士

345677 洪荒之力2017[HD] 金南玲 291969 為夢想時刻準備著 Tf Boys

339783 活著是最好的死亡[HD] 蔡健雅 285071 相思的味道沒法說 王月華

348463 流下的眼淚都是愛[HD] 楊海彪 312584 相思的味道沒法說 呂洪義

339047 流年啊 你奈我何{Live}[HD] 汪峰,中國好聲音 348522 相思訣·榮耀紅顏[HD] 七朵組合

300417 流浪的心流浪的夢 佚名 309395 相約青奧祝福南京 侯碩

317801 為不愛我的人流淚 張甜甜 296844 相愛和分開都是罪 劉哲

319376 為不愛我的人流淚 趙永 340219 相愛卻不能在一起[HD] 龍少也

320618 為什麼不再快樂點 汪峰 283543 相愛就別再說分手 范宏偉

322686 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孟飛 284107 相遇是另一種別離 陳明

309250 為什麼不讓我愛你 邵欣哲 334074 相遇是另一種別離[HD] 崔子格

282174 為什麼你一去不回 劉林 308332 相親相愛2013 好聲音家族

323961 為什麼你不再愛我 李靜 349060 眉飛色舞plus[HD] 八三夭,鄭秀文

339791 為什麼你不再愛我[HD] 黃品源 298662 看小姐紅暈上粉面 佚名

274706 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囚鳥 327948 看見了你 梅裡雪山 雪蓮三姐妹

314282 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舒天明 293372 看著你和他在約會 東方依依

275119 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賀一航 268690 看著你遠去的背影 國巍

339299 為什麼相愛沒結果[HD] 蘇秀青 278493 秋夜的愛人數秋雨 流蘇

336773 為什麼連你都會走[HD] 余潤澤,徐銨,孫培立 347060 約定{Live}[HD] 潘倩倩

319882 為什麼就是不愛我 孫露 344478 紅豆曲&一生所愛{Live}[HD] 李健,歌手

320620 為什麼就這樣分手 劉朝林 266444 紅紅的太陽升起來 王宏偉

339792 為什麼就這樣分手[HD] 路逍遙 346711 紅紅的太陽升起來[HD] 周巍

311685 為什麼就這樣離開 鄧偉 293551 紅紅的歌火火的唱 龐龍

268851 為什麼愛我離開我 安俊旭 262282 紅軍阿哥你慢慢走 陳惠英,郭新龍

310150 為什麼請你告訴我 張宇軒 304701 紅軍哥哥我對你說 趙靜

315727 為共和國默默行軍 張旭 311864 紅塵中絕望的女人 龍嘯

285281 為百姓撐起一片天 許曉傑 290297 紅塵笑我 我笑紅塵 鄭源,鄭東

267012 為何你一去不回頭 酒吧傷心人 316768 紅塵裡與你手牽手 易欣,孟楊

322687 為何你要離我而去 蕭洋 323383 紅塵路上卿卿我我 韓春雨

346657 為何我們只是朋友[HD] 拉瑪大力 298660 紅樓夢-金玉良緣 佚名

315028 為何要傷了我的心 王馨 299772 紅燈記-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佚名

309427 為何愛情那麼殘忍 姚天成 299746 紅燈記-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佚名

317802 為何愛情讓我心痛 劉方慶 347437 紅顏{Live}[HD] 金貴晟,夢想的聲音

286489 為你一醉解千愁唱 王馨 265431 美麗三亞 浪漫天涯{Live} 丁曉紅

269603 為你而戰2012 機動現場 285117 美麗中國我的家園 玖月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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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29 美麗的女人最傷人[HD] 冷漠 322078 飛翔的雲朵和哈達 澤旺多吉

337411 美麗的中國我愛你[HD] 鄧超予 293186 飛蛾撲火2014 雨藝

286085 美麗的台州我的家 莫老 335882 飛機場的10∶30{Live}[HD] 于勃,中國好聲音

299161 美麗的西班牙女郎 佚名 348017 香水{Live}[HD] 李榮浩,夢想的聲音

317924 美麗的西藏我的家 馬健濤 293278 香煙最懂得男人心 龍嘯

269155 美麗的姑娘叫卓瑪 張洋 347626 倒帶{Live}[HD] 王心凌,吳克群,蒙面唱將

293612 美麗的姑娘我愛你 紮西多吉 347212 倒帶{Live}[HD] 宋念宇,不凡的改變

283710 美麗的姑娘笑一笑 金岩 347213 倒帶{Live}[HD] 蔡依林,宋念宇,不凡的改變

322185 美麗的姑娘草原花 蘇勒德 287338 借一雙天使的翅膀 尚芸菲

326511 美麗的姑娘愛我吧 張師羽 232668 借你的肩膀靠一靠 高隆

310879 美麗的哈爾濱風光 湯燦 346880 原來{Live}[HD] 田源,高進

278233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孟文豪 348181 原來{Live}[HD] 高進,田源

312960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降央卓瑪 267961 原來心疼是種懲罰 東來東往,朱玲菲

302219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烏蘭托婭 301848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 迪克牛仔

314836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郭瓦·加毛吉 349273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HD] 孫燕姿

285498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韓婷 314334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Live} 胡彥斌,我是歌手

234366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龔玥 316147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Live} 張杰,王中幸子,最美和聲

320725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Live} 白致瑤 315439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Live} 張惠妹

234033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Live} 齊峰,吳兢 302731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Live} 張學友

301549 美麗的草原是我家 阿茹娜 233002 原來你什麼都不要{Live} 黃品源

297523 美麗的雪鄉我的家 于文華 271747 原來你喜歡的是他 陳黎明

279176 美麗家鄉美好生活 金果 282875 原來我一直很快樂 蔡妍

287726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劉圳 321047 原來我一直很孤單 艾尼瓦爾江

324879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 菜籽(孫秀媚) 342631 原來我也可以幸福[HD] 黃美珍

346725 背叛{Live}[HD] 胡彥斌,蒙面唱將 292163 原來我早就愛上你 吳建豪

341505 背叛{LIVE}[HD] 曹格,殷嘉恩,我想和你唱 288787 原來我們都不快樂 冷漠

309546 胡小寶不是韋小寶 胡小寶 282103 原來幸福並不遙遠 儲毅

321561 苗圃裡有個勤奮哥 王朝國 254763 原來這才是真的你 王心凌

348579 若你是他該有多好[HD] 陳瑞 325347 原來這旋律在等你 格西亞

307987 要我怎麼把你忘記 方夢誠 346882 原點{Live}[HD] A-Lin,蘇慧倫,蒙面唱將

268334 要愛就愛要分就分 劉偉 324876 哦主耶穌每想到禰 菜籽(孫秀媚)

314839 負心的女人放你走 解伊俊 294717 哪兒才是我的天堂 馬靖軒

270434 軍營飛來一隻百靈{Live} 王瑩 308800 哭了 笑了 傷了 痛了 李國輝

265908 軍營飛來一隻百靈{Live} 張濤 327545 哭著笑著就長大了 貝瓦兒歌

346344 重要的就那麼一個[HD] 王剛 314341 哭過笑過愛過痛過 李克勤

301569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阿魯阿卓 285609 唐伯虎再來點秋香 于尚(于海洋)

233504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黃美詩 315443 唐河我可愛的家鄉 鄭培欽

318129 風雨中奔跑的孩子 劉夢 314342 埋藏著寶藏的地方{Live} 謝天笑

299292 風雨給我溫暖給你 佚名 231173 夏天最後一朵玫瑰 陸薇

299570 飛向異鄉的747 佚名 300455 夏日最後一朵玫瑰 佚名

337672 飛行的一百個理由[HD] Mr. 346899 夏夜{Live}[HD] 紅袖標樂隊

324188 飛花的中國遍地歌{Live} 劉文濤 290021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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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499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謝采妘 349960 神奇不凡的龍頭村[HD] 蔡倩霞

265326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Live} 葉楓 345300 粉紅色的回憶{Live][HD] 李玲玉

345028 家鄉的姑娘真漂亮[HD] 許先 294470 紙飛機和他的秘密 王杰灝

279037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恭喜發財 268992 能不能再愛我一次 崔露

321868 恭喜發財2016 劉德華,李宇春 347077 臭美{Live}[HD] 肖凱曄,中國新歌聲

345596 悟空傳 齊天大聖[HD] 李建科 32407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波拉

303671 時光流逝2002 童安格 23374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黃思婷

316908 時光偷不走的回憶 秦宇子 308260 茶味 You Can{Live} 戊道子

253609 時間仍然繼續在走 曾淑勤 303803 茶花女愛上畢卡索 黃征

255982 時間仍然繼續在走 萬芳 307945 草原上的娜仁托雅{Live} 天駿

344388 時間讓愛更有味道[HD] 李昱和,邰正宵 317968 草原我快樂的天堂 冷酷

345195 校花隔壁的流川楓[HD] 黑撒樂隊 323423 草原我最美麗的家 東方紅艷

286477 株洲人唱株洲的歌 王麗達,湯子星 270847 草原的姑娘嫁我吧 榮聯合

346163 根本就不會再見面[HD] 聖結石 270488 草原就是我的家鄉 琪琪格

323943 浮世英魂-穆桂英 林阿林 347091 討厭{Live}[HD] A-Lin,蒙面唱將

278364 海誓山盟亦會分開 本兮 263910 記不記得那個夏季 悠悠

317778 海闊天空一路是藍 可琪 347092 記得{Live}[HD] 曹楊,陳穎恩,中國新歌聲

262869 海闊天空一路是藍 劉德華 333402 記得是最好的遺忘[HD] 張智成

347861 消愁{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233070 記著你的情你的吻 黃品源

348466 消愁{Live}[HD] 李曉東,歌手 346745 記號{Live}[HD] 駱俊宇

347862 消愁{Live}[HD] 阿魯阿卓,蒙面唱將 349134 起飛{Live}[HD] 謝震東

311454 烏江山峽百里畫廊 劉和剛 327115 迷路也快樂的地方 潘辰

262533 烘焙雞大戰伊妹兒{Live} 高林生 318620 送你一朵東方茉莉{Live} 謝名

266104 狼哥雞妹錯點鴛鴦 李友勝 339579 送你一首吉祥的歌[HD] 烏蘭圖雅

269274 班長把哨位交給我{Live} 彭高平 305719 送你兩隻幸福的豬 魏依曼

254160 留一點愛來愛自己 楊林 270371 送我玫瑰花的女孩 王岩

296819 留住歲月最真的你 陳岩,紅薔薇 298826 送給你明天的太陽 佚名

232442 留給我一點點溫柔 高原 304621 送給你明天的太陽(迪斯可) 舞曲

342168 真的不再愛我了嗎[HD] 小劉歡 286171 送給您一張返鄉票 軍嫂組合

278920 真的愛上這片草原 陳宏斌 289548 送給您一張返鄉票{Live} 軍嫂組合

340945 真的愛上這片草原{Live}[HD] 陳宏斌 285836 送給媽媽的茉莉花 宋祖英

295452 真想讓你也傷一回 語錄 304043 送給媽媽的茉莉花 楊華

293875 真實去做勝過承諾 閆庭美,金蘭英 231855 适才間大嫂對我言（趕坡） 韓麗霞

312028 祖國我深深地愛你 魏松 299861 酒中的一朵紅玫瑰 佚名

316770 祖國是初春的暖陽 林作獻 298254 酒色財氣2000 甲子蕙

280450 祖國啊,我的好母親 喬軍 300100 閃亮的心永遠愛你 佚名

299319 祖國最親 媽媽最好{Live} 佚名 284215 閃閃惹人愛&Party Rock Anthem 歐豪,江映蓉

294234 祖國萬歲人民萬歲 尤國通 300893 除了你我不再愛誰 李逸

319915 祝你幸福2013 馬可謙,楊超,何方 342974 除了你我別無選擇{Live}[HD] 獅子合唱團

309161 祝福你親愛的祖國{Live} 林妙可 309687 除了你我誰都不要 唐妍

327959 神山之戀 卡瓦格博 齊旦布 269065 除了我你還愛著誰 弘岩

324025 神仙也擋不住想人 賀國豐 341485 馬克思是個九零後[HD] 哈泊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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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84 馬玲兒響來玉鳥唱 胡松華,杜麗華 314396 寂寞的夜裡想起你 冷酷

325602 馬背上美麗的姑娘 孫劍 317434 寂寞是因為思念誰 巫啟賢

341121 馬背上美麗的姑娘[HD] 孫劍 319275 寂寞是因為思念誰{Live} 張磊,中國好聲音

298302 馬鈴響來玉鳥兒唱{Live} 伊楊,李菲 290670 寂寞陪著孤單在哭 張冬玲

289525 馬頭琴弦上的草原 豪圖 342692 寂寞就像一團烈火[HD] 崔健

316211 高考的同學傷不起 埖小迪 302629 寂寞跟隨的情人節 張啟輝

274973 高富帥遇見白富美 游美靈 319668 寂寞轉身悲傷繼續 何鵬

233955 高興就來難過就走 黑豹樂隊 332213 寂寞讓我如此美麗[HD] 陳明

290794 鬥地主版看見春天 柳絮 299748 屠夫狀元-殺豬漢今日坐高官 佚名

342607 假如生命還有一天[HD] 荊濤 270839 帶你的耳朵去草原{Live} 草原兄妹

292483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徐立 296271 帶著我的愛嫁給他 劉是非

325469 假如讓我重來一次 趙凱磊 286917 帶著幸福回家過年 梁佳玉,宋曉靜

231504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軍旅歌曲 326191 常給媽媽打個電話 楊志廣

308759 做人難做男人更難 李雨壽 286822 康定有朵溜溜的雲 苗苗

288731 做白求恩精神傳人 李琪 337516 康定情歌與溜溜調{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316216 做白求恩精神傳人 孫建華 341948 康定情歌與溜溜調{Live}[HD] 譚維維,我是歌手

328262 做你一生最愛的人 韓春雨 299269 張郎你聽我從實講 佚名

232627 做我的女人別後悔 高歌 348298 彩虹{Live}[HD] 葉蓓

300202 停在我心裡的溫柔 佚名 327127 得到愛情卻失去你 吳生全

345493 偶爾還是會想起你[HD] 牛奶咖啡 347748 從心{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34994 偷走我兩年的時光[HD] 左其鉑 327645 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Vienna

282953 偽裝幸福的是回憶 費陽 322461 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牛奶咖啡

348170 剪愛{Live}[HD] 梁靜茹,夢想的聲音 294870 從來沒有這樣愛過 何樹亮

333646 副歌別再那麼動人[HD] 明道 305686 從開始就註定愛你 雙hic組合

309403 唱一首悲傷的情歌 涂杰榮 305684 從開始就註定愛你{Live} 雙hic組合

306613 唱出自己第一首歌 賴安華 327647 從醒著到願意睡著 劉明湘

278955 唱起情歌想起了你 晨熙 347758 情人{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332511 唱起情歌想起了你[HD] 奧迪 324501 情人相見分外眼紅 張津涤

296078 唱給十年後的自己 李琦 308523 情人都是別人的好 冷漠

232545 唱歌給孤單的人聽 高明駿 349793 情人節你快不快樂[HD] 王爰兒

339441 婉君妹妹，我錯了[HD] 陳昇 295062 情人節夜裡沒有你 小老頭

339701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HD] 何鵬 346947 情怨{Live}[HD] 劉歡,中國新歌聲

301715 寂寞不是愛過的錯 封雷 317518 情是世上最毒的藥 門麗

253954 寂寞的人不只是我 楊千嬅 266255 情路不再遮遮掩掩 楊東煜

262627 寂寞的人如此特別 紅塵獨舞 348313 情歌{Live}[HD] 黃俊融,夢想的聲音

315522 寂寞的人別去拉薩 冷漠 298202 情歌王 古巨基

324649 寂寞的人傷心的歌 楊海彪 293223 情難選擇愛難追憶 香玲(靈巧)

329284 寂寞的人傷心的歌 劉雨key 293599 情難選擇愛難追憶 徐元雄

334909 寂寞的人傷心的歌(Dj版)[HD] 龍梅子,楊海彪 307924 捨不得也要說再見 六哲

334355 寂寞的人傷心的歌[HD] 龍梅子,楊海彪 310808 捨不得也要讓你走 彭亮

283141 寂寞的夜和誰說話 雷婷 254271 捨不得忘捨不得放 楊鈺瑩

311669 寂寞的夜裡我想你 蔡獻華,朱險峰 310592 捨不得放開你的手 郭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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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10 捨不得將愛說出口 佚名 339077 被男人傷過的女人[HD] 劉緣

346602 捨得{Live}[HD] 陳岩 262693 被這愛傷透了的心 黃剛

310004 接下這美酒好拉話 高山 269884 被愛出賣被情打敗 林沖

340652 接近無限溫暖的你[HD] 吳莫愁 280534 被愛情遺忘的男人 李正

327138 望星空 十五的月亮 董文華,閻維文 342944 許你一朵愛情的雲[HD] 姜姿伢

320583 殺阡陌愛上花千骨 無悔 339845 許願池的希臘少女[HD] 蔡依林

305491 淚的衣裳&相思苦 謝采妘 271917 這一生和你在一起 高旭

309267 淚流幹了心也碎了 金城 311162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群星

262844 深圳到北京的愛情 冷漠 312046 這一生說過我愛你 瓊雪卓瑪

284400 深愛一個人的滋味 書畫 335981 這一次我決不放手{Live}[HD] 申鈺林,中國好聲音

306647 清晨我們踏上小道 王琳玲 264268 這一次我真的哭了 鄭勇

340692 牽著你的手不放開[HD] 孫曉磊 234086 這一次我絕不放手 齊秦

290238 牽著淚水走過悲傷 譚贇 292826 這一次我絕不放手{Live} 申鈺林

339304 現在 你在哪裡？[HD] 品冠 337810 這一次我絕不放手{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25621 現在你是怎樣的人 張棟樑 311480 這一次傷我最徹底{Live} 劉春雲

301238 現在你是誰的屋頂 居山植 310210 這一次愛的好狼狽 張紋銘

269096 現在的你幸福著嗎 張學剛,高雅妮 230679 這一刻我是真心的 陳琳

325408 理想早已失去重量 石小飛 297708 這一夜我們在這裡 幻眼合唱團

292901 瓶子保存相愛時光 胡耀華 327151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孟楊

333887 畢業後 你不是我的{Live}[HD] 孫子涵 325596 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唯莎

347052 盛夏{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41112 這也不對那也不對[HD] 唯莎

346694 眼淚{Live}[HD] 張韶涵,蒙面唱將 347487 這不過是一首兒歌[HD] 伊雪

230218 眼淚不再為你而流 陳明真 345372 這世界不能沒有你[HD] Top1

325288 眼淚留不住女人心 曾春年 320004 這世界有你我的愛 小蝶

309069 眼淚留不住男人心 孟楊 267868 這次真的是你不對{Live} Mic男團

294240 眼睛到地面的距離 崔天琪 332257 這怎麼會是你的錯[HD] 中華音

285619 第九分鐘不再聯繫 小涇縣 299268 這是我的莫爾達瓦 佚名

299036 終有一天(中三步) 佚名 311965 這就是我們的青春 韓雪

348548 終點{Live}[HD] 程響 318461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常石磊

306656 習大大vs貪怕怕 超人 293030 這樣的美女我不愛 趙齊

349991 習大大威武真英明[HD] 閔飆 318051 這樣愛你能有多久 西風

294877 習大大愛著彭麻麻 余潤澤,徐銨 319173 這輩子永遠欠你的 潘潤康

296939 習大大愛著彭麻麻 蘇勒亞其其格,魏君華 340752 這輩子愛的就是你[HD] 無悔,紅薔薇

347921 習慣{Live}[HD] 吳芊興 297094 逛街的女孩最幸福 樓沁

346731 船歌{Live}[HD] 郭沁,中國新歌聲 313772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儲蘭蘭

298689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佚名 254303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Live} 楊鈺瑩

317976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廖昌永 286879 都是被愛傷害的人 秦瑤

31389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蘇聯民歌 343383 都是愛情傷害了我[HD] 臧文

316257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Live} 孫睦涵,徐小清 322052 都說女人是水做的 華歌

31319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Live} 張琪朗 347987 野子{Live}[HD] 呂澤洲,明日之子

289416 被女人傷過的男人 東海 347991 閉嘴!別再拍馬屁[HD] 陳西洋

318281 被女人傷過的男人 劉緣 263039 陪你走過每個春天 凌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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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02 陪你度過漫長歲月[HD] 陳奕迅 323910 最美的姑娘在拉薩 張冬玲

266519 陪我去青康藏高原{Live} 盧廣仲 320554 最美的草原內蒙古 藺鮮鮮

303239 陸文龍-愛怨痛別 陳言芳 266737 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Live} 蔣大為

310168 雪中的angel{Live} 張杰 312839 最美的歌唱給媽媽{Live} 阿旺,央金

306009 雪地裡面的一條狼 騰格爾 253194 最夠意思的好朋友 徐熙媛

347134 雪蓮{Live}[HD] 冀行,中國新歌聲 265855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張杰

324193 魚的眼淚在海心裡 龍梅子,袁耀發 316638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Live} 張杰,趙俊

347512 鳥人{Live}[HD] 扎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231669 最愛的人最是傷害 韓晶

304710 傘下又是一個雨天 趙默 317705 最愛的人傷我最深 阿賴

270124 勝利永遠屬於我們 湯浩平 287296 最愛的人傷我最深{Live} 李煒,江映蓉

346891 喂雞{Live}[HD] 劉歡戰隊,中國新歌聲 323913 最遠的你 最近的愛 阿斯根,完瑪三智

269794 喊一聲會寧我的家{Live} 杜曉陽 335317 最遠的你最近的愛[HD] 阿斯根,完瑪三智

322368 喜從天降龍鳳呈祥 門麗 312483 最親愛親愛的老婆 江湖

316957 喜樂就好2015 郭濤,袁成杰,張萌,王迅 234332 最親愛親愛的老婆 龐龍

298480 喜歡一個人的心情 江語晨 233344 朝霞映在陽庭湖上 黃永華

296084 喜歡不一定要擁有 馬巾媛 291123 期盼真心盼望真愛 凝聽

301316 喜歡你現在的樣子 林志炫 347023 渺小{Live}[HD] 陳楚生,蒙面唱將

233646 喜歡你現在的樣子 黃韻玲 348470 渺小{Live}[HD] 華晨宇,耿斯漢,天籟之戰

262644 喜歡你輕聲說愛我 胡東清 303621 湘江從我心上流過 湯燦

310006 喝酒的人兒笑開顏 高山 329559 無所謂&夢醒時分{Live} 費玉清,黃愷,天籟之戰

310403 單曲迴圈般的日子 張躍 290522 無悔今生和你相會 冀世飛

308198 寒冷的冬天怎麼過 司文 234072 無情的雨無情的你 齊秦

299307 就在這美好的時辰 佚名 331653 無情的雨無情的你[HD] 周曉鷗

346038 就這樣大聲呐喊吧[HD] 熊梓淇 315751 無情的雨無情的你{Live} 楊坤,陳章健,最美和聲

299104 就這樣甜蜜活到底 佚名 300785 無論天邊 無論眼前 李谷一

324972 就像從未受傷一樣 金潤吉 322706 猴年馬月2016 蕭磊

344670 就算我忘記我自己[HD] 宋向楠 291210 痛的是我傷的是你 常健鴻

301598 就算我留住你的人 雨浩楓 346700 童年{Live}[HD] 成方圓

300461 就讓世界多一顆心 佚名 341460 童話{LIVE}[HD] 光良,張潮威,王藍雪,易浩,我想和你唱

339712 就讓我一次痛個夠[HD] 周超 309948 等你在花開的草原 貢尕達哇

292936 就讓我這樣愛著你 蕭全 254292 等你來帶走我的心 楊鈺瑩

290569 就讓我愛你這一回 吳曉欣 327183 等你到下一個輪回 王馨,石雪峰

304807 揚起奧林匹克風帆 麼多多 334168 等我的情人在草原[HD] 阿如娜

230732 曾經是我最愛的人 陳瑞 233868 等待能有一天被愛 黎明

317703 曾經擁有的那些年 劉清渢 346706 等風等雨不如等你[HD] 周子龍

316889 曾經讓我幸福的你 夏蘭 268335 結局給我應受得罪 劉偉宏

309709 最近的你和誰最近 孫一夫 336256 絕情的歌無情的你[HD] 山西男孩

311087 最後一次說聲愛你 楊林 323390 給不了你想要的愛 張津涤

326358 最後叫一聲親愛的 李天平,宋森森 299266 給你的愛永遠不變 佚名

327821 最後的疼愛是放棄 蔡雯君 257079 給我一分鐘不想你 許茹芸

232630 最後說一聲我愛你 高浚 305016 給我一杯愛的咖啡{Live} 潘迪華

306678 最美不過是咱的家 李豐 278763 給我一首情歌就好 雨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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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73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劉瑞琦 333748 傷心情歌2014[HD] 郭一橙

334427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HD] 周杰倫 309889 傷我感情騙我昨天 海鑌

330089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Live}[HD] 周杰倫,蔡依林 284792 傷害女人是有罪的 慕容曉曉

336813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Live}[HD] 唐寶 347220 傷痕{Live}[HD] A-Lin,蒙面唱將

336812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HD] A-Lin 311702 傷透了心恨透了你 鄭堯

296916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Live} A-Lin 329139 傷著我卻還疼著他 孫藍

324049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Live} A-Lin,陳嘉欣,李林濤,黃菁,我想和你唱 270501 傻傻的愛傻傻等待 田娟

336906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21151 媽媽我等了二十年 邵洪

349982 給我一個擁抱就好[HD] 葉順有 304353 媽媽的心戰士的情 董文華

283453 給我多點時間愛你 蕭羽心 339112 媽媽的愛全給了我[HD] 韓紫靈

320715 給我翅膀給你希望 劉棟升 311222 媽媽是我雨中的傘 路遙

305947 給我機會 讓我愛你 鍾漢良 254260 媽媽留給我一首歌 楊鈺瑩

318285 給的再多,不如懂我 後弦,Uc小夥伴們 270945 媽媽留給我一首歌 蒲紫微

326502 給得再多不如懂我 張津涤 305170 媽媽留給我一首歌 鄭緒嵐

322766 給還沒有遇見的你 梁靜茹 304064 媽媽留給我一首歌{Live} 楊鈺瑩,韓紅

289399 菩提樹下的涅盤曲 王唯僑 338651 媽媽送我一個吉他[HD] Popu Lady

347937 菩薩蠻·人人盡說[HD] 洗凡 266856 媽媽送我一個吉他{Live} 謝雷

347938 菩薩蠻·回廊小立[HD] 洗凡 315190 媽媽從我夢中走來 黑鴨子演唱組

325222 華夏逸陽 作文學堂 崔來賓 329272 媽媽說你都三十了 青春老少年

349108 萍聚{Live}[HD] Xl組合,不凡的改變 323726 媽媽還能陪你多久 東陽

297671 超大牌粉絲俱樂部 元氣 G-Boys 309239 嫁給我你不會失望 空中雄鷹(吳瑞波)

344047 鄉情[HD] 孫藝琪 265789 嫁給我最浪漫的你 安東

297115 鄉間小路香肩小露 宇宙人 346551 微光{Live}[HD] 陸陟臣

287926 開心的美酒喝一杯 王洋 280141 微笑著對世界say Hello 楊東鑫

325460 雲在水上 你在心上 謝佳 331617 想不到連你都會走[HD] 余潤澤

234118 雲的來世雨的今生 齊秦,周蕙 342204 想去的地方是草原[HD] 博蒂組合

348008 雲南{Live][HD] 耶冉賽瑣 321874 想你&請跟我聯絡{Live} 李易峰

286135 項增有董莉莉的傷 熊彪 293518 想你在美好月夜裡{Live} 宋祖英

299599 黃昏以後 天亮之前 佚名 322491 想你在寂寞的夜裡 董楠

321709 黃河口我親愛的家 孫月魁 292070 想你的時候我不哭 冷漠,張冬玲

270411 黃河岸邊的水桐樹 王愛華 309085 想你的時候想流淚 尚裘峰

298809 黃浦怒潮-寫遺書 佚名 300947 想你的零點零一分 李維

347217 傳奇{Live}[HD] 郭沁,中國新歌聲 307084 想你卻不敢告訴你 張玲(滴滴)

314477 傷了心女人的心靈 白晶 293427 想你是臨睡的習慣 動力火車

318202 傷了心就要哭出來 王禹 262470 想你想到難以入眠 馮文女

315147 傷口太深卻忘了疼 李冬風 262202 想你想的不能入睡 蔡獻華,陳惠英

285608 傷心不想讓你看見 萬金龍 302490 想你醒在0:03 庾澄慶

332854 傷心的人別聽慢歌[HD] 五月天 262081 想我的時候聽這歌 阿悄

332153 傷心的女人怎麼了[HD] 劉濤 310865 想走的人何必強留 湘東雨

310759 傷心的雨 寂寞的天 陳興瑜 308281 想走就走 要飛就飛 田豐,阿正,凝霜,Ong Hns組合

270589 傷心的話說給誰聽 紫琴 326230 想和你永遠在一起 凌宏兵

315816 傷心時候還會想你 劉中省 347312 想妹妹想的身不定[HD] 李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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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78 想要對你說點什麼 李建強 346566 愛你{Live}[HD] 鄧紫棋

269053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庾澄慶 316375 愛你一輩子我願意 蒙面哥,妲己

302491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Live} 庾澄慶 300980 愛你三百六十五天 李麗菁

312186 想帶你周遊全世界 蘇晴 313416 愛你不是我的罪過 華強

310495 想著你的感覺真美 甜美真,冰冰火 270090 愛你不是我的罪過 歐陽尚尚

290059 想愛誰你就去愛誰 潘玉琳 309000 愛你不是欺騙你的 周祥

319403 愛一個人有什麼罪 阿影 303146 愛你比永遠多一天 許諾

320410 愛了很久痛了很久 老何 263882 愛你只能給你玫瑰 謝知言

262385 愛了很久痛了很久 杜鑫 262624 愛你在你離開以後 淮梓倫

283538 愛了給了傷了痛了 歡子 294858 愛你我什麼都不要 雲飛兒

266001 愛上一個有家的人 方圓 292225 愛你的心沒有解藥 天堂飄雪

311327 愛上你不如忘了你 蒙克 264056 愛你的只有一個我 庾澄慶

274713 愛上你不是我的錯 多亮 339731 愛你直到天長地久{Live}[HD] 馬藝航

253858 愛上你只是我的錯 楊乃文 349804 愛你直到宇宙終結[HD] 陳小春

319725 愛上你在我的夢裡 魯為 310429 愛你是我一生的錯 晨熙

305619 愛上你如果是天意 韓超 284609 愛你是我犯下的罪 姚天成

334488 愛上你成了我的錯[HD] 徐虎 282792 愛你捨不得說再見 緣分心兒

278494 愛上你我永不後悔 浩軒 282489 愛你勝過愛我自己 晟瑤,陽陽

335563 愛上你我的小寶貝[HD] 王磊 302673 愛你就是我的理由 張華

310927 愛上你我是真心的 華強 294743 愛你就等於愛自己 黃德毅,唐寶

256074 愛上你我從不後悔 葉倩文 323181 愛你愛到昏天暗地 宮長坤

323180 愛上你我情非得已 阿美 347316 愛你愛的痴心絕對[HD] 金標

348325 愛上你我情深無悔[HD] 于洋 263276 愛你愛得撕心裂肺 任丁

289648 愛上你是一場意外 關燕萍 230900 愛你需要什麼理由 陳藝鵬

304657 愛上你是一種懲罰 趙紅軍 284376 愛你讓我支離破碎 三多

328521 愛上你是我犯的錯 王宏天 302050 愛你讓我如癡無助 孫艷

329351 愛上你是我的福氣 鄒順風 262112 愛我也請愛我朋友 Babe First

311559 愛上你是錯還是對 劉鑫悅 332306 愛我你就狠狠的愛[HD] 張梓涓

231368 愛上你這樣的情人 雷龍 292520 愛我就不要傷害我 曉月

292571 愛上兩個不同的你 朱梓驍 285682 愛我就把我來追求 王馨

307888 愛上草原格桑花開 小琴兒 314885 愛我就陪我看電影 魏晨

308174 愛已欠費情已停機 王露 307948 愛我就嫁到草原來 天駿,敖都

308126 愛不愛都銘心刻骨 王新什 308014 愛我就嫁到草原來{Live} 王子霆

299356 愛他就不要傷害他 佚名 327705 愛沒有誰對不起誰 海鳴威

268402 愛再也回不了軌道 劉有名 290048 愛其實沒那麼容易 流蘇

336661 愛在心中永不落幕[HD] 儲毅 307906 愛到最後才知道痛 小寶

262452 愛在另一座城市裡 符號 324662 愛受了傷為你來醉 林玉英

302364 愛在風平浪靜以後{Live} 馬旭成 323819 愛的字典裡有個你 紅薔薇

309346 愛多一些 恨多一些 阿華 269829 愛的那麼深那麼傻 楊廷廷

308683 愛有多深就會多遠{Live} 巫啟賢 282526 愛的是你嫁的是他 李俊英

347315 愛你{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0006 愛的記憶你曾來過[HD] 肖亮,杜雯媞

346953 愛你{Live}[HD] 萱萱,周傳雄,蒙面唱將 286620 愛的雪花飄滿冬季 時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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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055 愛的越真傷的越深 冷漠 279163 愛過傷過淚也流過 江風

231369 愛的越真傷得越深 雷龍 318417 愛像牧歌一樣甜蜜 家園

300666 愛的越深 傷的越深 吳昊 289059 愛與不愛都是傷害 孫露

230130 愛是有故事的旅行 陳慧琳,李泉 327714 愛與恨究竟有多遠 馬常寶

289050 愛是沒終點的旅行 李尚尚 312114 愛錯了人傷透了心 鏡喜

303439 愛是說不完的故事 陶鈺玉 309972 愛錯了你傷透了心 馬建軍,趙真

323815 愛為什麼那麼辛苦 錢習坤 233835 愛還是不要說的好 黎明

325219 愛要怎麼讓人相信 岳太陽 280965 愛讓你我受盡了苦 張啟輝

327229 愛要讓人怎麼相信 岳太陽 331828 愛讓每個人都心碎[HD] 沙寶亮

317020 愛面前誰都17歲 蕭亞軒 326278 感性七分 理性三分 溫偉杰

329360 愛做開始痛做結尾 易欣 326281 感情敗了男人累了 成銘

308303 愛情hold不住 石磊 327243 感謝上帝更感謝你 天星董陽

334064 愛情不要來的太快[HD] 孟茜 311313 感謝你今生愛過我 熊胡傑

337470 愛情不要順其自然[HD] 風雷 325353 感謝你我的好老婆 欣哲

274756 愛情不該讓你心碎 寒冰 290079 感謝我的父親母親 王宏健

309851 愛情不像我們說的 格桑 342753 感謝所有愛我的人[HD] 王冠喬

328535 愛情中絕望的男人 黃可門 299043 搖啊搖 搖到外婆橋 佚名

341218 愛情之所以為愛情[HD] 梁靜茹 299357 敬自己一杯白開水 佚名

320425 愛情向南幸福向北 孟楊 269328 新不想再說我愛你 徐海濤

283531 愛情你一半我一半 弓秀麗,范星光 343516 新年快樂2017[HD] Uniq

341962 愛情的路不止一條[HD] 張津涤 309626 新年快樂士兵兄弟 軍嫂組合

309072 愛情保鮮期有多久 孟楊 274881 新年給力2013 李玖龍

332108 愛情宣言+九個太陽[HD] 周曉鷗 291758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 李文琦

308188 愛情是個什麼東西 古品 321920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 靳東

302640 愛情是問也是不問 張清芳 290141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 騰格爾

309774 愛情烈酒2012 孫寶奇 335947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HD] 李文琦,中國好聲音

304418 愛情密碼2513 零峰 311169 新春樂逍遙過肥年 群星

326258 愛情教會我們的事 周興哲 299128 新娶的媳婦回娘家 佚名

282483 愛情曾經那麼完美 易帆 341469 暗香{LIVE}[HD] 劉美麟,蓋世英雄

282751 愛情曾經那麼完美 瑤瑤 298365 會有天使替我去愛你 安琥

284765 愛情裡下了一場雪 彭偉家 301345 會有天使替我愛你 林浩威

323187 愛情像毒酒害了誰 韓春雨 332608 會跳舞的文藝青年[HD] 李宇春

314525 愛情總是一前一後 張怡諾 334379 溜溜的姑娘像朵花[HD] 三木科

310085 愛情總是讓我心痛 崔偉亮 349035 溫暖{Live}[HD] 靳東

323806 愛就要大聲說出來 張洪濤 314538 當一切都離我遠去 孟楊,花哥

290823 愛給了你痛給了我 涓子 324201 當一個天使的憂愁 ERIKA,小宇

323205 愛著你傷了我自己 高少華 341427 當一個天使的憂愁[HD] Erika,小宇

263805 愛過了我就不會哭 欣哲 230235 當女孩有時真無奈 陳明真

269159 愛過我嗎傷過我嗎 張海 298651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 佚名

327240 愛過的人傷過的心 晨熙 293793 當你要離開的時候 胡彥斌

309075 愛過的你愛過的我 孟楊,凡人二重唱 233232 當你從我眼中離開 黃征

342212 愛過就別再說對錯[HD] 楊帆 231817 當兵就是這樣的人 韓紅

Page 753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07069 當我知道你們相愛 張智霖 271811 過去就讓它過去吧 靳海濤

292773 當我第一次說愛你 王燁 318060 過期的愛不再挽留 何威

311245 當我開始偷偷愛你 雷諾兒,董貞 335805 像我一樣愛你的人[HD] 蘇盈之

316952 當我想念你的時候 清清兒 341386 像我這麼痴情的人[HD] 長春蟲子

305882 當我愛上了你之後 蘇永康,朱紫嬈 323601 像我這麼癡情的人 長春蟲子

317842 當男人流淚的時候 趙真 286181 像男人一樣去戰鬥 孫浩雨

299138 當秋天到來的時候 佚名 338247 像男人一樣去戰鬥{Live}[HD] 孫浩雨

311170 當微笑輕輕你的心 群星 319355 像悲劇的電影一樣 王嘯坤

342015 當愛情來不及完美[HD] 孫翰 316238 夢中的額吉&離歌{Live} 楊坤,旦增尼瑪,最美和聲

264239 當愛情熄滅了火焰 趙小南 290473 夢回新疆夢回學校 E代天驕

305356 當愛情輸給了眼淚 龍嘯 290967 夢回新疆夢回學校 趙英傑

308178 當愛情離開的時候 王麟 339947 夢想天燈2016[HD] 羽泉,Tf Boys

230009 當萬紫千紅的時候 陳思思 349712 夢想是一種不妥協[HD] 李銘磊

291450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Live} 蔡依林 348843 夢想與現實的距離[HD] 金克成

339815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HD] 蔡依林 347265 夢想與現實的距離[HD] 格桑英妮

335944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Live}[HD] 李嘉格,中國好聲音 316246 夢醒了你去了哪裡 雨中百合

293896 腳踩地球咚咚的響 陳幸子,吉祥 300459 對不起全是我的錯 佚名

346737 落差{Live}[HD] 香香 322437 對不起我已愛上你 蔡雯君

346739 葉子{Live}[HD] 趙天宇,明日之子 324585 對天空說著勿忘我 望海高歌

341476 蛻化{LIVE}[HD] 吉克雋逸,蓋世英雄 316707 對你的女人好一點 楊子軍

347944 裙下{Live}[HD] 超音界,夏琳恩 304262 對面的男孩看過來 群星

348592 裝作聽不懂的樣子[HD] 夢然 347332 慢慢{Live}[HD] 胡彥斌,夢想的聲音

289930 路上有個最愛的你 李松霖 298731 慢慢舉起斷指的手 佚名

301145 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卓依婷 348440 榮光{Live}[HD] 高進,葉世榮

230937 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陳靜允 298653 歌唱吧!中國的少年 佚名

304565 路邊的野花不要采(快四) 舞曲 234368 滿天的花滿天的雲 龔琳娜

254456 路邊的野花不要采{Live} 汪明荃 290697 滿街的鮮花送給誰 張邁

268481 路邊的野花不要采{Live} 單紫寧 282230 漂亮的女孩我愛你 吳松發

324284 農民工我的好兄弟 劉建東 308826 漂亮的姑娘你別怕 李貴府

279959 農民工就是這個樣 陳星 341576 演員{LIVE}[HD] 薛之謙,張婉清,我想和你唱

318056 遇上了就不要放手 張海 324022 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逃跑計畫樂隊

233905 遇上今生最愛的人 黎瑞恩 233431 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黃磊

290071 遇上你是我的幸福 牧蘭 311537 睡在我上鋪的兄弟{Live} 劉嘉亮,帥霖

315604 遇上你是咱倆的緣 烏蘭托婭,李嘉石 300101 算不算是一對戀人 佚名

285344 遇上你是咱倆的緣 鄭東,李嘉石 289929 算不算是一對戀人{Live} 李明依,庹宗華

346758 遇見{Live}[HD] 黎明,蒙面唱將 347443 綠光{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16960 遇見你是我的緣份 銘鑫 317064 綠色軍營 綠色夢想 燕尾蝶

333059 遇見幸福300天[HD] 王傳一 232416 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高勝美

308066 遊樂場裡沒有快樂 王昊 306806 與你相戀的每一天 沈志仲

267810 過了今夜不說再見 Av芭比 320760 蒙古setgel 蘇亞

334966 過了今夜你會愛誰[HD] 劉轉亮 232529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高慧君

298819 過去的事情不再想 佚名 302064 認錯&只想你會意{Live} 容祖兒,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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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91 誤了點的幸福列車 高明駿 299558 誰能簡單的說愛情 佚名

327288 說了再見再也不見 涓子 233612 誰能讓我再掉眼淚 黃雅珉

309814 說好的離別不哭泣 徐羽澤 255370 誰都不能將我改變 王菲

268332 說給我愛的男人聽{Live} 劉亭婷 270922 誰會在意我流的淚 蔣雪兒

309205 趕不上社會的男孩 林道華 308554 誰會像我這樣愛你 君子

230202 輕輕的海風我的心 陳明 318015 誰會懂得我的傷悲 丁春秀

299267 輕輕的握住你的手 佚名 302843 誰碰了我的女朋友 淋雨王子,張謙卑

336853 遠方的人兒何時來[HD] 儲毅 290466 誰說我不在乎你人 A-Show

287896 遠方的我在等著你 天堂飄雪,海風 318630 談不成戀愛交朋友 賀國豐

345378 遠方的阿哥你好嗎[HD] 蘇西 310493 談戀愛就像嗑瓜子 甜美真

327292 遠方的客人請你來 蒙克,蘇勒亞其其格 307420 請不要在秋天失戀 趙乃吉

300357 遠方的書信乘風來 佚名 301075 請不要隨便說分手 辰詩

343376 遠在咫尺近在天邊[HD] 黃雅莉 337494 請你不要再說愛我[HD] 王奕瑾

265190 銀杏樹生長的地方 王喆 319968 請你來八月的草原 東方紅艷

283026 銅仁我美麗的故鄉 野馬 278507 請你來做我的女人 潘贏

318095 閨女是娘的小棉襖{Live} 項玉 300636 請你放手讓我走吧 佟宇

341595 領悟{LIVE}[HD] 辛曉琪,付鷹,我想和你唱 298158 請你看著我的眼睛 王馨平

347515 齊天{Live}[HD] 紮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267108 請你喝一杯下馬酒 降央卓瑪

349193 齊天{Live}[HD] 華晨宇,歌手 328893 請你輕一點折磨我 趙照

265358 億萬分之一的機率 周湯豪 309037 請喝一杯祝福的酒 和文軍

262256 寫首情歌送給自己 陳娟兒 269952 請讓我繼續喜歡你 柯震東

310525 寫給90後的自己 莫小棄 309033 鄰妹妹愛上假寶玉 周艷泓

286546 寫給童年我的大樹 劉開心 297199 駙樺蜂蜜香飄四方 何鵬

294952 寫滿你名字的香煙 吳俊熠 297200 駙樺蜂蜜香飄四方 尉金瑩,何鵬

303180 彈起我心愛的吉他 郭凱倫 333261 憑什麼有錢才愛我[HD] 海心

347006 模特{Live}[HD] 李榮浩,毛不易,馬伯騫,明日之子 338385 憨哥哥愛上大美妞[HD] 帥霖,大哲

314589 樣（Young） Tf Boys 346603 擁有{Live}[HD] 王振諾,中國新歌聲

300783 潔白的羽毛寄深情 李谷一 299381 擁抱一個冷冷的夜 佚名

346665 熬冬{Live}[HD] 黃藝 298810 擁抱九七擁抱香港 佚名

328755 熱愛家鄉熱愛祖國 張蓮花 341506 整座城市都在下雨[HD] 曾詠熙

308034 確定一定以及肯定 王冰洋 289203 樹的姐妹樹的家鄉 王勁峰

316924 緣份讓我曾愛過你 高原 332793 橫掃天下之笑天下[HD] 楊宗緯

347086 衝動{Live}[HD] 劉維,蒙面唱將 294164 激情擁抱美好明天 唐竹雅

314602 誰也不必為誰等候 王孟西 294277 激情擁抱美好明天 張怡

278488 誰才是你最愛的人 沈世愛 294167 激情擁抱美好明天 喇叭河組合

320787 誰先愛了誰就輸了 何鵬 294450 激情擁抱美好明天 熊立紅

311678 誰在意我留下的淚 蔣雪兒 307983 獨上西樓&幾多愁{Live} 方伊琪

311580 誰告訴你我愛過你{Live} 慕容曉曉,辦桌二人組 348496 獨舞{Live}[HD] 潘高峰,夢想的聲音

256132 誰的心能讓我停泊 葉倩文 275212 穆棱河,我的母親河 魏伽妮

292492 誰是你最後的女人 慕容伊一 329684 螢火蟲你要去哪兒 張本煜

280557 誰是你最愛的寶貝 姚瑤 284961 親一親我的大海南 楊馥郡

309740 誰能給誰真的永遠 孫康 320769 親圪蛋下河洗衣裳{Live} 白致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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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24 親我一口咬我一口{Live} 謝天笑 349168 隨風而來隨風而去[HD] 婉姝

310074 親疙瘩 下河洗衣裳{Live} 尉金瑩 342792 戲外春秋·記解語花[HD] 孤竹翊

311829 親疙瘩下河洗衣裳{Live} 閻維文 346619 曙光{Live}[HD] 李曉帥

329695 親愛的,請別都帶走 初晨 289319 瞬間永恆&I Can Wait Forever{Live} 林志炫

311917 親愛的不要放開我 謝有才 302721 瞬間傾心恒久鍾情 張靚穎

305252 親愛的中國我的家 糖糖樂團 324940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趙鑫

312666 親愛的中國我愛你 李嘉石 265312 薔薇之戀&月圓花好{Live} 楊燕

304283 親愛的中國我愛你 葉凡 344510 謝謝你一直愛著我[HD] 卓依婷

308418 親愛的老婆我愛你 江宇 323444 謝謝你的生日禮物 安銀松

323438 親愛的老婆我愛你 岳太陽 320795 謝謝你曾經愛過我 逍俊

320776 親愛的老婆聽我說 王俊宇 303835 謝謝你曾經愛過我 黃浩鳴

326556 親愛的你在想我嗎 劉愷名 316593 謝謝你給我的快樂 位婷婷

315376 親愛的你多情的他 金久哲 311650 謝謝你給我的快樂 蔡建

293170 親愛的你呀在哪裡 陳永強 303675 謝謝你給我的幸福 童星

266943 親愛的你過得好嗎 郝剛 304709 謝謝你給我的幸福 趙默

230146 親愛的你還愛我嗎 陳振雲 278727 謝謝你傷過我的心 陳佳喆

334083 親愛的你還愛我嗎[HD] 張曉明 321606 謝謝你聽過我的歌 沙寶亮,崔恕,吳夢奇

283119 親愛的你聽見了嗎 陳雅森,楊梓 267331 謝謝你讓我等於你 黃鴻升

295651 親愛的別讓我受傷 龐曉宇,金鈺兒 299137 賽裡木湖的白天鵝 佚名

301750 親愛的別讓我難過 段千尋 283060 還有沒有愛留下來{Live} 鎖曼麗

349116 親愛的我又想你了[HD] 黃尊 230241 還沒告訴你我愛你 陳明真

285388 親愛的我們分手吧 閻琰 268835 還記得那個路口嗎 孟琪森

286282 親愛的我真的愛你 蔣旭 299723 鍘美案-陳駙馬休要性情急 佚名

342047 親愛的那不是愛情[HD] 張韶涵 299391 鍘美案-駙馬爺不必巧言講 佚名

320778 親愛的那不是愛情{Live} 張韶涵,隱藏的歌手 289962 鍾愛一生&愛我別走{Live} 杜德偉,張震嶽

321594 親愛的那不是愛情{Live} 張韶涵,隱藏歌手 308274 雖然我不是劉德華 甘洛凡

340740 親愛的爸媽辛苦了{Live}[HD] 于金勝 268092 點燃夢想 富迪中國 以東[吳德華]

292494 親愛的媽媽我愛你 慕容曉曉 304140 點燃激情 傳遞夢想 群星

287324 親愛的寶貝我愛你 周子軒 349861 斷訊 Signal[HD] 邱鋒澤,黃偉晉

327315 親親豪田我的故鄉 尹嘯 289927 歸去來兮&龍的傳人{Live} 李建復

286204 輸的是我贏的是你 張冬玲 348448 歸來{Live}[HD] 耿斯漢,天籟之戰

304409 遲來的愛2011 路童 348534 禮物{Live}[HD] 耿斯漢,天籟之戰

347115 遺憾{Live}[HD] 薛之謙,蒙面唱將 329661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曾雨軒

330513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D] 何韻詩 324088 薩日娜姑娘你在哪{Live} 天駿

298282 鋼鐵是眼淚煉成的 任維 346740 藍天{Live}[HD] 卓猷燕,中國新歌聲

341001 錢與愛究竟誰厲害[HD] 過江龍 270665 藍天上飛過跑馬雲 聶建華

308629 錦繡中華我們的家 呂金蔓 348586 藍色{Live}[HD] 葉蓓

349162 錯過{Live}[HD] 譚維維,夢想的聲音 299680 藏族人民縱情歌唱 佚名

318087 錯過了緣份錯過你 何龍雨 282946 轉不回的時光荏苒 譚天昂

268177 錯過了緣份錯過你 何龍雨,冷漠 315353 轉眼一生轉身一世 徐子崴

268302 錯過了緣份錯過你 冷漠,何龍雨 314658 轉眼一生轉身一世 張靚穎

295574 錯過了緣份錯過你 陳瑞 349170 雙十一什麼都想要[HD] 韓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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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64 雙魚{Live}[HD] 葉蓓 327630 屬於我 最好的時光 江若琳

343587 雞年大吉&咯咯噠[HD] 成泉,龍梅子 282171 屬於我的那一片天 劉文

349172 離人{Live}[HD] 李聖傑,歌手 278235 癩蛤蟆也會有春天 孟楊,張瀚元

280457 離你最近和你最親 方驪驪 269533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曹爾真

312326 離你最近和你最親 方鸝鸝 301121 蘭橋會-杉木水桶 卓依婷

285548 離別曲之西門冠希 黃飛鵬 308207 鐵打的心流水的情 司徒蘭芳

321675 離別的時候愛上你 龍少也 336899 歡聚時刻1931[HD] 1931女子偶像組合

305840 離別時總會有人哭 糯米 304652 歡慶的鑼鼓敲起來 趙芳

230219 離我最遠的人是你 陳明真 328698 歡樂的歌兒唱起來 烏蘭圖雅

272028 離開你不是我的錯 黑龍 298694 聽他言來吃一驚情 佚名

309713 離開你不是我選擇 孫子涵 299588 聽到你為我點的歌 佚名

263372 離開你以後我會哭 孫藝程 334513 聽說你找到了快樂[HD] 林育群

284960 離開你我會好好過 楊雪晴 340725 聽說那時的愛很美[HD] 趙仕瑾

262305 離開我你後悔了嗎 陳爽 325132 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劍鴻

230442 離開我你會快樂嗎 陳柏辰 321610 讓父母生活得更好{Live} 呂宏偉

263113 離開我你會快樂嗎 夢龍 316427 讓世界因我而美麗 女聲版

300695 離開我你會幸福嗎 呂品 302393 讓全世界都忘了我 高明駿

328966 離開我你會幸福嗎 南建雄 302386 讓你傷心我好難過 高安

310221 離開的愛沒有結尾 張啟輝 323449 讓我如何把你放下 宮長坤

341848 騎你的機車去兜風[HD] 溫偉杰 344513 讓我的愛情沉眠吧[HD] 鄭茜勻

299383 瀘沽湖 讓我走近你 佚名 266076 讓我為你唱一首歌 本兮

318019 譜一首奮鬥歌來唱 楓舞 285688 讓我們一起到老吧 王鶴錚

347126 鏡子{Live}[HD] 周震南,明日之子 315137 讓我們天天都快樂 郭書義

230922 關好大門把爹爹等 陳輝玲 231408 讓我偷偷望你一眼 靈麗

320841 關於你和我的故事 關曉彤 341201 讓我輕輕的告訴你{LIVE}[HD] 楊鈺瑩,王添翼,我想和你唱

339587 難以抗拒你的容顏{Live}[HD] 張信哲,隱藏的歌手 323450 讓我醉別讓我流淚 卞義

340143 難以抗拒你的容顏{Live}[HD] 張信哲,隱藏歌手 305228 讓我聽懂你的語言 燕妮

322203 難忘家鄉的吊腳樓 王利瑤 315140 讓愛回到夢的故鄉 邢高瑗

302200 難忘啊童年的搖藍 烏日塔 323448 讓愛死在這個秋天 劉厚鵬

324309 難過不必告訴別人 區密 341334 讓夢想停止的地方[HD] 薛松

347504 難道{Live}[HD] 劉文君,夢想的聲音 289422 觀世音菩薩甘露咒 印能法師

279118 難道你非要這麼花 花哥 318839 1980年代的愛情 趙照

338540 難道你真的愛他嗎[HD] 高曉通 311425 Baby我還愛著你 齊鵬

310700 難道我愛你還不夠 陳娟兒 305306 Bella 9號夜曲 蕭薔

308038 難道愛一個人有罪 王成勇 305919 Call In 你和我 鐘尚榮

307123 難道愛已經到盡頭 徐健淇 340246 Mr.Q[HD] 蔡依林

231519 願親人早日養好傷 軍旅歌曲 298268 Sexy Lady{Live} 石康鈞

314913 願親人早日養好傷 郭瓦·加毛吉 317107 Yellow&流星 {Live} 李文慧,中國好聲音

346782 騙我為何不騙到底[HD] 楊小曼 230193 一千九百九十九個祝福 陳明

326161 寶貝我們在一起吧 東方依依 344113 一千年以後的江南風{Live}[HD] 黃格選,李研心,厲害了我的歌

303906 竇娥冤-衣錦榮歸 黃願亭 31494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路勇

327998 繼續latido Von Lee 315667 一生一世心上一個人 譚維維,鄭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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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742 一生回憶有你就足夠 孫博 299624 千年等一回(快四步) 佚名

279683 一生回憶有你就足夠(國) 張馳 231743 千百年後誰又記得誰 韓磊,姚貝娜

318286 一個人一顆心一個家 呂梓銣 231706 千百年後誰又還記得誰 韓磊

290991 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 金曉純 311708 千萬莫做命運的俘虜 鄭曉飛

335113 一個人孤單兩個人寂寞[HD] 蔡恒 332400 千錯萬錯愛你沒有錯[HD] 黑龍,王璐岢

233337 一個人的日子還好嗎 黃格選 301462 士商的女生都好正啊 花世紀樂團

337846 一個不去愛你的理由[HD] 吳是閎 346507 大一歲{Live}[HD] Tizzy T,中國有嘻哈

322227 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 周賽剛 279455 大西北我親親的故鄉(國) 孫學翔

318854 一個耐不住寂寞的人 璽晨 346510 大東北{Live}[HD] 梁楓

263532 一個容易受傷的男人 伍義 348240 大美妞{Live}[HD] 帥霖

345447 一笑而過&你的背包{Live}[HD] 劉歡,周杰倫,中國新歌聲 313934 大街小巷都聽我的歌 馬建濤

322232 一帶一路都在春光裡 王瑩 339691 大街小巷都聽我的歌[HD] 干毛毛

343024 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HD] 馬如龍 339692 大街小巷都聽我的歌[HD] 干露露

271994 一無所有時愛你的人 黃征 324891 大黃河流過咱內蒙古 藺鮮鮮

343030 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HD] 魏如萱 318600 大說謊家編織的世界 蔣卓嘉

290705 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 彭麗媛 336199 大說謊家編織的世界[HD] 蔣卓嘉

324927 一道道傷痕 一個個你 趙綱 347267 大學時代的愛情故事[HD] 星月花雨

297521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 于文華 293048 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 邵夷貝

303395 九斤姑娘-九斤姑娘 陳輝玲 333716 女人不該讓男人流淚[HD] 胡彥斌

230603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陳熙然 323101 女人的心 大海裡的針 高少華

311807 人生只做一事又何妨 遲重瑞 324364 女人的苦你知道多少 唐古

340279 刀馬旦[Live}[HD] 李玟,隱藏的歌手 292158 女人是要花時間陪的 吳蘭詩

346470 刀馬旦{Live}[HD] 莫安琪,中國新歌聲 262373 女人就該好好愛自己 大哲

337972 十二點的天空飄著雨[HD] 羅煉羽 267849 女朋友因為你排第二 王健

338274 又是三更 念一個人[HD] 阿來 310746 小村莊&綠色的旋律{Live} 陳潔麗

233696 三年三月到九天九夜 黃鶯鶯 346535 小幸運{Live}[HD] 蔡宗強,蒙面唱將

326718 三哥哥是我的心上人 沙莎 348895 小時候{Live}[HD] 蘇打綠

347572 上班不要跟我聊夢想[HD] 阿達 348278 小瓶子{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92539 上輩子你也是我的新娘 曹龍 310555 小煩惱沒什麼大不了 許嵩

286519 下一秒+我們就要死掉{Live} 鄧紫棋 296252 小蘋果,最炫民族風,火{Live} 莫龍丹,汪小敏

282800 下一個路口還為你守候 群星 338580 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HD] 周華健,蘇慧倫

347575 下雨的時候請記起我[HD] 楊洋 347182 不再相信愛情的完美[HD] 喬玲兒

284933 下個路口你會遇見誰 李行亮 311709 不在乎你給我的過錯 鄭曉飛

308462 下輩子不要再遇見你 艾歌 346432 不好嗎{Live}[HD] 曹格

322245 下輩子再做你的男人 寶翔 321735 不完美小孩&紅蜻蜓{Live} Tf Boys

232151 下輩子如果我還記得你 馬鬱 285075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王洋

290508 下輩子我們還要在一起 任強 337010 不是因為寂寞才相愛[HD] 海闊

315689 下輩子還做你的女人 王曉敏 338102 不是因為寂寞才想你[HD] 陶鈺玉

320965 也許有一天我在等你{Live} 齊如意,陶日金 325646 不是因為寂寞才想你{LIVE} 沈丹丹

315694 也許離開才能想起我 賈爭艷 290392 不是因為寂寞才想你{Live} 陶鈺玉

346469 凡人歌{Live}[HD] 張震嶽,熱狗戰隊,中國有嘻哈 341648 不是因為寂寞才想你{Live}[HD] 沈丹丹

287549 千年狂歌之怒放的旋律 蒙面哥 309200 不是男朋友不算朋友 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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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01 不是男朋友不算朋友{Live} 林爽 263534 不該讓愛你的人流淚 伍義

269748 不流淚不是我不難過 李自強 234055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齊秦

233566 不要只因為他親吻了你 黃舒駿 269292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Live} 徐健淇

269440 不要用我的愛來傷害我 易帆 346437 中二病{Live}[HD] PG One,中國有嘻哈

231664 不要用我的愛來傷害我 韓晶 231483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軍旅歌曲

231671 不要用我的愛來傷害我[舞曲] 韓晶 313955 中國中國我為你驕傲 音樂走廊

279869 不要用謊言來欺騙我 向天問 283526 中國石化加油員之歌 合唱

295214 不要再說我無理取鬧 李姝漫 283553 中國石化員工守則之歌 李書偉

286721 不要再讓我一個人寂寞 祁隆 325730 中國南海 母親的搖籃 笑天歌

317154 不要因為寂寞才相愛 海闊 347192 中國美{Live}[HD] 徐子崴

279867 不要因為寂寞而去愛我 雪十郎 347598 中意他{Live}[HD] 梁詠琪,葛林,不凡的改變

321738 不要在我的傷口撒鹽 莊心妍 347599 中意他{Live}[HD] 葛林,不凡的改變

335446 不要在我的傷口撒鹽[HD] 莊心妍 329087 五環之歌&北京北京{Live} 鈞澤,夢想的聲音

263323 不要在我轉身之後掉淚 司徒蘭芳,趙真 232140 什麼樣的愛你才會懂 馬翠如

311920 不要為了愛而傷自己 謝延久 328229 今天你就要做我新娘 郭峰

292540 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淚 曹龍 305906 今天是你的生日 媽媽 鐘立風

329063 不要拿我和他作比較 大喇叭組合 307171 今天是你的生日,媽媽{Live} 李健,我是歌手

300192 不要問我過的好不好 佚名 317179 今生今世不再錯過你 袁玉峰

323543 不要等我變了說愛我 張計畫 288233 今生今世我離不開你 唐志星,劉蘭

324929 不要肆意揮霍我的愛 趙綱 315035 今生今世把你放心中 李佳穎,陳寶欽

308382 不要認為自己沒有用 成龍 285505 今生今世相愛這一回 音樂走廊

302580 不要說不能說的感覺 張信哲 299176 今生我註定和你相遇 佚名

275176 不要說給不起的承諾 陳娟兒 311945 今生放不下對你的愛 韓平

293085 不要讓女人輕易流眼淚 金久哲 282457 今生的約定來世的緣 成銘

302137 不要讓我再為你流淚 栗子 233790 今生相愛來生再相聚 黎明

230936 不要讓我再愛你再想你 陳震 290906 今年的冬天過得很慢 翁立友

282180 不要讓我在黑夜裡哭泣 劉繼業 333516 今夜我對你想入非非[HD] 雲菲菲

326748 不要讓想你的人悲傷 阿力 304321 今夜誰能夠讓愛不走 葉璦菱

313949 不負責任男人的挽留 那我懂你意思了 326044 分手了我還是想著你 劉雅詩

320105 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 羽泉 302842 分手了是否還記得我 淋雨王子

348747 不許哭{Live}[HD] 蘇立生,夢想的聲音 311505 分手了就不要再聯絡 劉軒瑞

315014 不敢看你端坐的姿勢 熊七梅 320201 分手了就不要再聯絡{Live} 梅岭

293074 不嫁高富帥不愛美富白 郭慧敏 332116 分手了就不要記得我[HD] 星宇

291871 不嫁高富帥不愛美富白{Live} 郭慧敏 269030 分手了就別再說愛我 龐曉宇

231883 不想一個人 Night S Alone Crying 順子 301029 分手了還可以做朋友 沈凌

281031 不想再愛不明白的愛 戴愛玲 288373 分手也該說聲對不起 默契李智

298165 不想輸不想為愛再哭 王鐵峰 295329 分手不是我要的結果 王思宇

268031 不愛我就不要給我機會 樂桐 334805 分手以後才知道最珍貴[HD] 胡力

326752 不愛我就不要說愛我 威仔,顏寒 263560 分手吧是我讓你累了 吳爽

313950 不愛我就別管我愛誰 鴻飛 313960 分手吧是我讓你累了 歡子

278733 不該放手2013版 陳天紅 288765 分手那滴眼淚流給誰 成駿

335137 不該相信你愛的承諾[HD] 謝有才 291326 分手那滴眼淚流給誰 榭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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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911 分手的愛人不是愛人[HD] 王旭鵬 348452 水星記{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298386 分手後你要過的幸福 朱世權 268349 父母的生日你還記得嗎{Live} 劉和剛

313823 分手後你要過的幸福 藍宇 301876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降央卓瑪

315045 分手怎能輕易說出口 陳阿東 302217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烏蘭托婭

299175 分別以後才懂得擁有 佚名 232053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馬丹

311523 分開遺忘在相遇那天 劉程伊 294857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雲飛

311529 分開遺忘在相遇那天 劉程伊,劉程榮 271125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譚建軍

299258 天上人間共慶太平年 佚名 346671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HD] 周巍

323693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Live} 王二妮 317816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金婷婷

334135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HD] 王向榮,杜朋朋 283072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阿日布杰,哈斯,阿茹娜

321817 天下誰人不知湖北美 徐清波 320649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郭保成

287895 天池湖旁邊的小山莊 天天 265837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廖昌永

281372 天池湖旁邊的小山莊 胡又天 290939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蒙克

231085 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 陶晶瑩 286595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 齊峰,玉薩

308951 天亮了 我一個人上路 侃侃 336780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HD] 孟根花

316626 天亮了你還在想我嗎 張書姚 349935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Live}[HD] 騰格爾,歌手

313969 天黑了你還記得我嗎 張書姚 231857 王春娥坐機房自思自歎（三娘教子） 韓麗霞

288415 太陽月亮擰了一個扣 孫國慶 322258 世上不是沒有好男人 大輝

288874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楊紫萍 230726 世上沒有我這樣的人 陳瑞

316574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Live} 朱振銘 301891 世上沒有闖不過的關 韋唯

334007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Live}[HD] 韋唯 308456 世界末日也要在一起 艾莉莎

338063 巴黎聖母院的敲鐘人[HD] 蘇瑋 305709 世界末日的某個角落 魏如萱

325795 心中永不凋落的玫瑰 雨柔 322094 世界有個地方叫潮汕 楊楊

231489 心中的歌獻給解放軍 軍旅歌曲 267064 世間沒有一無所有的人 阿朵

348302 心在跳{Live}[HD] 王珮瑜,夢想的聲音 294297 他不是真正愛你的人 彭浩

344684 心有蓮花 與佛結緣{Live}[HD] 孫曉磊 317182 他會比我對你更好嗎 許雲龍

323154 心疼才是最真的表達 博才 298305 他會像我這樣愛你嗎 伍天宇

293075 心疼你的人你不心疼 郭慧敏 319528 以後的以後誰會幸福 王璐岢

291873 心疼你的人你不心疼{Live} 郭慧敏 295319 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熊大

300649 文藝青年的城市生活 冷漠,大哲 297499 只有艾德勒斯能看見 刀郎

347814 日不落{Live}[HD] 李冰,不凡的改變 306262 只有我願意為你流淚 龔贊生

348403 日不落{Live}[HD] 品冠,夢想的聲音 265637 只有音樂才是我的解藥 反光鏡

348425 月牙灣{Live}[HD] A-Lin,夢想的聲音 282789 只是一顆心跳的距離 緣分心兒

347371 月亮不能代表我的心[HD] Bobo 328328 只是那些記憶沒忘記 歆小瑤

305821 月亮天天代表我的心 龐龍 282459 只為情到深處人孤獨嗎 成銘

232715 月亮怎能代表我的心 鮑國 326070 只要有你什麼都可以 常雅申

348423 月亮船{Live}[HD] 瞳樂隊,不凡的改變 328332 只要有你陪在我身旁 陳衛東,張翠萍

347378 木蘭星{Live}[HD] 四郎貢布,夢想的聲音 292872 只想今生和你在一起 紅薔薇

306247 比悲傷更悲傷的情歌 高原 269563 只想唱這首歌給你聽 本兮

286805 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 苗苗 328333 叫一聲哥哥你快回來 蛇舞優優

265428 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Live} 丁曉紅 333668 叫我怎麼能夠無所謂[HD] 林勝天

231516 毛主席關懷咱山裡人 軍旅歌曲 315113 可不可以天天看到你 孫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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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55 可不可以回到你身邊 水果哥 275071 全世界都知道你變了心 艾歌

325488 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鄭知文 285588 全世界都閉上了眼睛 Ok繃

274655 可不可以說我不再愛你{Live} 劉超華 266225 全世界最不懂愛的人 林薔

264294 台北下著雨的星期天 光良,陳希妍 263690 共和國哨位戰士的家 王鵬

323668 四妹子愛上個攔羊漢 李勇 315824 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 郎郎(馬志鋒)

264036 失去你才擁有我自己 周子寒 315149 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 徐彪

308184 失去你我還能去愛誰 古品 331298 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HD] 李宇春

298683 巧兒我至死不嫁旁人 佚名 345910 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Live}[HD] 李宇春,彭雅純,我想和你唱

299770 打金枝-斬附馬本是把孤王欺 佚名 348147 再回首{Live}[HD] 郭樹東,馬智宇

289129 打開你億萬美金的開關 張滿強 317248 再回首已是滄海桑田 冷酷

341053 未來在等著現在的我[HD] 余楓,羅力威 283672 再次拿起我的麥克風 胡堯峰

232873 母親河我喊你一聲媽媽 麥穗 230246 再見不是最傷感的話 陳明真

349451 永不下線的,才算愛嗎[HD] X玖少年團 346484 吉祥經{Live}[HD] 林羽

280321 永恆是不可計算的愛 何晟銘 341468 向日葵{LIVE}[HD] 劉宜航

323937 永遠把你留在心裡面 李家偉 268954 回到桃花盛開的地方 尤國通

299233 永遠走不出你的目光 佚名 232847 回家有兩千五百里路 麥子傑

284880 永遠的陌生我如此熟悉 李允 348213 回家鄉{Live}[HD] 四郎貢布,夢想的聲音

328771 生日快樂 親愛的中國 雷佳 274842 因為一個人愛上一座城{Live} 方圓

298445 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 朱樺 347252 因為不守承諾的是我[HD] 陳黎明

338035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悲[HD] 鄭秀文 339681 因為孤單 所以狂歡[HD] 李佩彤

310869 生命中有過美好年代 湯非 287610 因為愛情來得不容易 張杰

263502 生命中最美麗的一天 痛仰樂隊 334088 因為愛情來得不容易[HD] 張杰

297610 生命的希望不再失落 小鳴 282413 因為愛情來得不容易{Live} 張杰

32333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許巍 348219 在人間{Live}[HD] 莫文蔚,李夏

32549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LIVE} 郭濤,跨界歌王 282460 在心裡為你劃上一個圈 成銘

232671 用我的心去握你的手 高隆 232048 在心裡從此心裡有個你 香煙有毒

269495 用我的愛感恩你的心 晟瑤 232472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高安

279790 用根在泥土深處尋找 資資 285633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辦桌二人組

337116 用祝福的方式放棄你[HD] 牛會龍 343112 在有生的瞬間遇見你[HD] 韓澤金

346689 白月光{Live}[HD] 張碧晨,趙天宇,明日之子 283105 在你之前我已有了他 陳瑞

322175 白娘子你不該愛許仙 張瀚元 265528 在你之前我早已有了她 冷漠

328218 丟了我你會不會心痛 王小娟,黨飛鋒 264235 在你之前我早已有了她 趙小兵

329071 丟了我你會不會心痛 陳衛東,張翠萍 285303 在你的窗外跌落我的淚 賈滿賞

321742 丟掉了工作丟掉了你 羽哲 282072 在你離開之前我離開{Live} 伊風

325491 光陰的故事&找朋友{LIVE} 郭濤,跨界歌王 315837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Live} 曹格,吳子安,宮瑜聰,音樂大師課

302633 全世界只想你來愛我 張國榮 280029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Live} 皓天,金婧

321774 全世界我只貪一個他 金莎 254240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Live} 楊鈺瑩,毛寧

279144 全世界的人都很悲傷{Live} 黃玠 326090 在我的城市裡沒有你 金城旭

343074 全世界都在說東北話[HD] Dbboys組合 233480 在我們有生之年的日子 黃維德

343075 全世界都在說東北話[HD] Sheplus組合 345973 在我記憶最深的地方[HD] 張智成

343076 全世界都在說東北話[HD] 馬麗 292715 在我掌紋中立身定命 漁圈,藤兮

342614 全世界都在說東北話[HD] 賈乃亮,宋小寶,于洋 279370 在我最美的年華遇見你 彭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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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838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Live} 蔣大為,霍尊 263482 如果你愛我愛得很累 甜美真

327567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Live} 蔣大為,隱藏的歌手 331277 如果我只是一棵小草[HD] 旭日陽剛

333319 在那遙遠的地方&橄欖樹{Live}[HD] 陶喆 294390 如果我失去了你的溫柔 楊皓天

311318 在幸福中一起走過女 綠昕 302552 如果我在天堂遇見你 張志政

269069 在茉莉花盛開的地方 張其萍 342680 如果我在潮州遇見你[HD] 與蘇

333917 在茉莉花盛開的地方{Live}[HD] 李偉 309563 如果我是你是男朋友 胡杰夕,陳霆山

341687 在這世界上沒有天使[HD] 毛澤少 311341 如果我能替你流眼淚 趙小兵

347686 在最美的時光遇見你[HD] 金鈺兒 280072 如果沒有你再我身邊 木子爍

310109 多美的南通 多好的家 張也 338320 如果身體全部開放了[HD] Easy Shen

310581 多想做個幸福的女人 郭玲 302379 如果來生還能在一起{Live} 馬雲龍

308595 多聽聽老百姓的聲音 吳娜 284179 如果來生還能遇見你 郝雲

302544 她沿著沙灘的邊緣走 張艾嘉 346012 如果來生還能遇見你{Live}[HD] 張鑫,中國新歌聲

306302 她說&你不知道的事 Robynn And Kendy 310234 如果妳已真的不愛他 張祥洪

348259 好心情{Live}[HD] 張靚穎,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282126 如果彼此都狠不下心 六哲

346521 好好過{Live}[HD] 鄧峰 291267 如果能夠和你在一起 曾雨軒

288890 好男人寂寞了也犯錯 儲毅 267812 如果等待只能成為等待 Babara,小5

332299 好男人都死哪兒去了[HD] 崔子格 309101 如果傷心可以無所謂 承偉

282698 好花紅的歌美滋滋的唱 王宏偉 347716 如果愛成了你的負擔[HD] 六郎

299739 好隊長-你是咱村的農業顧問 佚名 234264 如果愛你是我犯的罪 龐博

309479 好想再牽一次你的手 星宇 293052 如果愛我就別離開我 郎郎(馬志鋒)

341510 好想你{LIVE}[HD] 朱主愛,蓋世英雄 275206 如果愛情可以輕易忘記 馬雲龍

323106 好想你回到相遇地方 許楚馳 302478 如果愛情真的是這樣 崔成浩

315844 好想走進夢想的草原 鄭美娜 291504 如果愛請不要再走開 阿洋

326131 好想和你去看場電影 蔣智穎 311379 如果當初沒有愛上你 趙真

262702 如何才能留住你的愛 黃格選 344656 如果當初沒有認識你[HD] 楊清明

338793 如果一天有25小時[HD] Robynn And Kendy 269949 如果離開是一種解脫 柔情

257008 如果下個路口遇見你{Live} 許茹芸 284712 如果離開是一種解脫 群星

266085 如果下輩子還能遇見你 李佳璐 349732 如果離開能讓你快樂[HD] 楊雅珺,牛青畾

319012 如果今生無法再愛你 晨熙 314067 如果離開能讓你幸福 鄧海

311449 如果分開也是一種愛 劉志丹 347715 如夢令{Live}[HD] 陳偉倫,中國樂隊

315847 如果世界能單純一點 花世紀樂團 280882 守望那座潔白的氈房 天駿

288897 如果回到20歲那年 莫熙兒 302362 年輕的夢永遠打不碎 馬旭成

312624 如果有一天我們分開 李宜隆 346605 收斂水{Live}[HD] 蛋堡,中國有嘻哈

266740 如果有一天我們分開 蕭全 280291 有一天我終將會死去 翁汕汕

315185 如果有人比我更愛你 笑笑 284835 有一種思念叫望眼欲穿 曉依

310705 如果有個男人為你哭 陳健翔 319023 有一種愛叫不離不棄 郝萌

306309 如果你不是我愛的人 朱大福 326366 有一種愛是為了分離 王錚亮

316909 如果你把我的心帶走 秦浩 326854 有一種溫暖叫姐們兒 新街口組合

302190 如果你走請不要回頭 浩瀚 293618 有了愛情就別碰曖昧 新街口組合

309550 如果你是真的不愛我 胡杰夕 349437 有人說搖滾已經死了[HD] 天堂樂隊

310196 如果你真的愛上了誰 張海 328674 有什麼比你閣卡重要 曹雅雯

305834 如果你能愛我有多好 嚴波 345661 有生之年 心死之前[HD] 岳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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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79 有多想你就有多愛你 蘇晴 264143 你可知道我有多愛你 張桐瑋

312164 有你才是最美的天堂 蘇勒亞其其格 323569 你可曾靜下心來想過 趙鑫

319024 有個愛你的人不容易 那英 281452 你永遠都是我的唯一 覃元隆

326368 有個愛你的人不容易 郭宴 309553 你再也不能傷害到我 胡杰夕

302012 有家就有立事的根兒 孫悅,郭冬林 288707 你在你的夢裡遇見誰 楊梓

344396 有爹有娘才是咱的福{Live}[HD] 張琳 322993 你在我心裡永遠最美 韓春雨

230649 有賀後在金殿一聲高罵（賀後罵殿） 陳琪 283372 你在煩惱什麼& We Are Young{Live} 張新,劉籽辰

342437 有夢的地方就有陽光[HD] 扎西頓珠 326011 你有一個英雄的名字 崔來賓

342438 有夢的地方就有陽光[HD] 樓沁 234015 你有什麼資格說愛我 冬冬

346631 有種愛{Live}[HD] 紅花樂團 271787 你似春水流進我夢裡 雨柔

325846 有種緣份認識你真好 小琢 268995 你把我的幸福給了誰 左樂

292472 死了的心還會愛上誰 徐一鳴 320162 你把我的幸福給了誰 正午

292448 江姐之春蠶到死絲方盡 張火丁 335117 你把我的愛一次帶走[HD] 蔡恒

322681 灰姑娘遇上埃及王子{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12122 你把我當成你的什麼 關鍵

310078 老公讓我為你捶捶背 崔子格 321762 你究竟有沒有愛過我 邱永傳

292335 老兵你什麼時候回拉薩 小曾 268828 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 孟庭葦

322782 老爸老媽你們辛苦了 洪立 233494 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 黃美詩

309082 老婆我要為了你賺錢 尚桐 282458 你究竟愛我還是愛他 成銘

280498 考試什麼的都去死吧 徐良,莊雨潔 266228 你究竟愛的是他還是我 林雨

331747 考試什麼的都去死吧[HD] 徐良 333732 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HD] 藍波

340722 考試什麼的都去死吧[HD] 徐良,雨潔 275114 你到底是愛我不愛我 談欣

234080 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 齊秦 335116 你到底要我該怎麼做[HD] 蔡恒

321546 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Live} 齊秦,中國之星 289559 你到底愛我還是愛她 QS組合

308649 自己的老婆自己要疼{Live} 呂繼宏 302516 你到底愛我還是愛她 張子冉

347451 自然醒{Live}[HD] 周筆暢,蒙面唱將 305251 你抱著別的女人入睡 糖糖樂團

270582 舟曲扛起明天的太陽 索南扎西 287874 你的一生我只能路過 大星

265907 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Live} 張濤 315908 你的心裡是否還有我 曉亮

308999 西柏坡 我是你的讀者 周強 325743 你的心裡是否還愛我 鄒志杰

279906 伸出你的手獻出我的愛{Live} 蘇雲,周志剛 315909 你的光芒照亮夜的黑 楊志廣

305164 但願人生常聚少離分 鄭新 309363 你的良心大大的壞了 阿權

232439 何日君再唱何日君在來 高原 232394 你的肩是我今生的天 高勝美

230920 何日裡撥開鳥雲雪沉冤 陳輝玲 230662 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 陳琳

309245 何時才能讓你說愛我 邱永傳 287632 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 楊蔓,雨天

334406 你一直還留在我心底[HD] 司文 329119 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Live} 羽泉,夢想的聲音

325998 你不再是我最愛的人 王馨 320169 你的柔情灑滿我心扉 闞立文

295877 你不曾體會我的心碎 周越洪 232146 你的柔情灑滿我的心扉 馬蕊

269753 你什麼不說就離開我 李蕭杰 309507 你的寂寞不是我的錯 洛鳴

285234 你心裡的那個男人是誰 莫日根 290402 你的淚水浸冷了夏天 韓承羽

310536 你只是我夜空的月亮 許文科 268311 你的眷戀落進我的酒杯 凡間精靈

330975 你可以不用給我答案[HD] 金莎 280765 你的眼中流著我的眼淚 劉婕

328239 你可以簡單地飛舞嗎 張羿凡 307458 你的眼角流著我的淚 門麗

336144 你可知道我多麼愛你[HD] 雷龍 279927 你的眼角流著我的淚 崔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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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07 你的眼角流著我的淚 曹越 323577 你是我曾經最愛的人 晨熙

302762 你的眼神出賣你的心 晨熙 305690 你是我最疼最愛的人 雙劍兄弟

264071 你的無情傷了我的心 張冬玲 262254 你是我最想親吻的女人 陳威

303649 你的愛不是留給我的 程欣 287397 你是陪我到老的女人 星君

286947 你的愛是一朵罌粟花 筱凡 326891 你是陪我到老的女人 趙紅軍

319045 你的愛對我是個奢望 趙紅軍 301346 你是最好的 你知道嗎 林海峰

322289 你的轉身留下我的淚 李靜 269935 你是傷我最深的女人 林雨

323005 你的轉身留下我的淚 張龍珍 325054 你是塊難以融化的冰 黑龍

320171 你的轉身留下我的淚 盛穎兒 325013 你為什麼這樣的對我 雨霖楓

310818 你的離開帶走我的愛 彭麗麗 315237 你看那天邊飄過的雲 李萱

288514 你的難過讓我不知所措 許嘉文 300642 你若無情休怪我無義 冷漠

290708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彭凱 302535 你若無情休怪我無義 張冬玲

287630 你怎麼忍心丟下我就走 楊磊 292971 你要我怎麼把愛說出口 覃楨

284689 你怎麼捨得放我一個人 岳夏 309331 你要離開的一些時候 阿桑

294054 你怎麼會捨得讓我離去 萬海東 320175 你飛到城市的另一邊 侃侃

233023 你怎麼會這樣離開我 黃品源 328241 你埋葬了我對你的心 雨中百合

310978 你是only One 黃思婷 279080 你從來不曾傷害過我 昊龍

329112 你是一段特別的留白 黃可門 303728 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 隆隆

288711 你是不是值得我愛的人 張冬玲 268746 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Live} 姜佑澤

288712 你是不是對我無所謂 王鍵 329110 你就是我一生的最愛 浩瀚

263116 你是我一生永遠的幸福 孟楊 319051 你就是我一生的最愛 鄒志杰

312874 你是我一生最愛的人 南江秋措 335084 你就是我最想娶的人[HD] 紅日藍月

309791 你是我一輩子的女人 容兵 314111 你就是我想要的丫頭 趙照

302067 你是我上輩子的情人 徐大慶 344167 你曾對我說永遠愛我[HD] 祥龍

305209 你是我今世最美的緣 曉依 268417 你欺騙我並不喜歡我 劉牧

288241 你是我今生不老的思念 曉月 331689 你給不了我天荒地老[HD] 娜樣紅

282987 你是我今生不變的守侯 鄧小龍 281226 你給我的愛還在不在 歡子,韓小薰

289684 你是我今生不變的唯一 劉繼業 305924 你給的溫柔已不再有 鐘芹

289682 你是我今生不變的唯一 劉繼業,蔣穎 305688 你想要什麼我都會給 雙hic組合

333226 你是我今生淘來的寶[HD] 孟文豪,金婧 310981 你想要什麼樣的老公 黃飛鵬

321758 你是我今生最愛的人 李昀澤 314116 你愛他勝過從前愛我 魏宗武

254142 你是我今生該等的人 楊林 284704 你愛的人到底有幾個 莊心妍

327465 你是我今生難忘的夢 星月組合 311693 你會愛我到什麼時候 鄭東

274918 你是我今生難舍的情緣 楓舞 338236 你會愛我到什麼時候[HD] 陶鈺玉

256429 你是我心中一句驚歎 蕭亞軒 267185 你會愛我到什麼時候{Live} 陶鈺玉

33540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花[HD] 姬長樂 298271 你說分手才能忘記你 立濤

303185 你是我心中最愛的人 郭富城 266902 你說你寧願在寶馬里哭 軒子

342305 你是我心內的一首歌[HD] 王力宏,Selina 300394 你戀愛的樣子很中國 佚名

344609 你是我心內的一首歌{Live}[HD] 任嘉倫,姚晨,跨界歌王 294300 冷漠的女人寂寞的心 徐方

343664 你是我生命中的貴人[HD] 胡東清 307367 別了耳聽愛情的年紀 莫艷琳

268350 你是我的情你是我的愛 劉喆 281001 別用她的感情傷我的心 彭箏

315232 你是我這一生的寶貝 丘也 308511 別用你的殘忍折磨我 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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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783 別再愛著不愛你的人 朱天毅 262318 我不再是你疼愛的人 陳瑞

231541 別在分手的時候說愛我 韓信 298436 我不在你身邊的時候 朱曉紅

231358 別在我離開之前離開 雷諾兒 298053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王雅潔

292741 別在酒醉以後說愛我 郭延躍 312407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司徒蘭芳

279682 別在轉身的時候說愛我 張馳 312651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李策

337216 別忘了那天我們醒著[HD] Trash樂團 306375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秋褲大叔

323624 別忘記我們說過的話 笑天,金丹 288562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陳瑞

342620 別把疼你的人弄丟了[HD] 雨宗林 271177 我不怪你也不會恨你 趙小兵

345917 別把愛你的人弄丟了[HD] 司徒蘭芳 332344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Live}[HD] 溫蕊爾

305350 別把愛情想得太完美 龍軍 282290 我不知道會走到哪裡 天意

343089 別拿我的紅包當遊戲[HD] 群星 316500 我不是一個好的男人 鄧小龍

348166 別想她{Live}[HD] 高進 349374 我不是存心讓你傷悲[HD] 曹義

317265 別說你還忘不了過去 高霞 272001 我不是你手中的玩偶 黃海永

265468 別讓你的淚打濕我的眼 西單女孩 309280 我不是你左邊的新郎 長春蟲子

278356 別讓我的愛無家可歸 木禾 294578 我不是你沙漏裡的沙 蔣蔣

266381 別讓我寂寞的愛著你 湯雷 335636 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Live}[HD] 郭靜

310368 別讓愛成為一種傷害 張曉磊 269254 我不是你的第一個男人 張風華

315920 別讓愛你的人傷了心 于金勝 309522 我不是你留戀的風景 洪煜祺,小鬼

333742 別讓愛著你的女人哭[HD] 軻然 312916 我不是你最愛的女人 紅月

323641 即使孤獨也要走下去 冷漠,司徒蘭芳 310937 我不是你想要愛的人 軻然

314128 告白心中的那個天使 成天龍 346962 我不是那種隨便的人[HD] 鳴兒

266187 告別像低回溫婉的小調 林凡 230954 我不是故意要那麼像他{Live} 陳黎明

323654 告訴我你要的是什麼 胡雲鵬 286956 我不是個花心的男人{Live} 雷啟飛

278987 告訴我愛上你沒有錯(國) 鄧海 306377 我不會在老地方等你 莊心妍

298571 坐在巷口的那對男女 自然卷 337230 我不懂該怎麼去愛你[HD] 鄧子霆

281408 坐在巷口的那對男女 范冰冰 231371 我不願看見你再流淚 雷龍

345047 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HD] 賀宣 231362 我不願看見你在流淚{Live} 雷龍

321850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樂 高夫 275238 我心愛的人兒叫小爽 龍奔

346935 床頭燈{Live}[HD] 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346963 我以為{Live}[HD] 萱萱,蒙面唱將

311861 忘了我也別忘了幸福 龍嘯 325539 我以為我可以無所謂 顧建華

344685 忘了每天想你多少遍[HD] 王新財 347782 我以為我們可以到老[HD] 陳娟兒

308949 忘不了草原忘不了你 佳悅 284138 我以為還差一首抒情歌 顏小健

309384 忘記你需要多長時間 青桂賢 335834 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HD] 陳零九

308460 忘掉你曾給我的傷害 艾晴晴 331858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HD] 白安

233366 快樂打工的男孩女孩{Live} 黃淳,段立群 311637 我可以不是你的唯一 潘贏

321220 快樂的人唱快樂的歌 孟楊,金波 341758 我用全部的愛感謝你[HD] 劉乙駿

346944 快樂頌{Live}[HD] 杜德偉,蒙面唱將 312784 我用自己的方式愛你 易帆

319758 我一定要你做我老婆 葉岩 230228 我用自己的方式愛你 陳明真

346576 我一直都有一種勇氣[HD] 阿影 309604 我用我的聲音祭奠你 胡蘇

317591 我也可以是流浪詩人 好妹妹樂隊 300476 我用思念包裝我的心 佚名

262913 我不允許我再愛上你 李千娜 315258 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 崔子格

312592 我不再是你疼愛的人 宋娜 263708 我再也不要對你那麼好 翁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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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58 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 許明明 334151 我的世界沒有你的音準{Live}[HD] 蕭閎仁

332831 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HD] 阿肆 320481 我的好兄弟是一匹狼 劉朝林

346969 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HD] 劉力揚,滿舒克 326912 我的吻送給了你的唇 花樹

327736 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26913 我的吻送給了你的唇 龍影雲

339000 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Live}[HD] 趙大格,中國好聲音 334220 我的孤獨你不能體會[HD] 劉沖

298140 我在回家的路上等你{Live} 王識賢 337254 我的青春 我的夢想[HD] 宋健,孫曉溪,王庥祺,趙鵬飛

297589 我在角落觀察abc 小宇 338400 我的青春 我的夢想[HD] 群星

232063 我在那一角落患過傷風 馬健濤 342783 我的哥們我的好兄弟[HD] 龐龍

308233 我在念著你我的愛人 央金蘭澤 288076 我的家鄉飛出一支歌 宋祖英

342767 我在草原 你在哪裡[HD] 巴特 318614 我的祝福你聽見了嗎{Live} 謝名

339253 我在這裡 你在哪裡[HD] 王建榮,劉馨月 331718 我的脆弱只有你知道[HD] 尚裘峰

231477 我在歐洲 打電話給你 靜物樂團 321324 我的草原上有一個你 梅朵

320461 我在潮白河邊吃燒烤 群星 296501 我的淚不會輕易流出 寒武紀

346970 我多喜歡你,你會知道[HD] 王俊琪 282816 我的眼淚不再為你流 胡堯峰

311742 我早已習慣為你等待 曉雨 310728 我的掌心有你的淚水 陳瑞

323851 我把一切託付你一個 韓春雨 304670 我的愛 我的夢 我的家 趙詠華

231663 我把自己的愛弄丟了 韓晶 331784 我的愛人不懂我是寶[HD] 杜龍

306380 我把愛情的愛弄丟了 張冬玲 321321 我的愛情下了一場雪 胡東清

267205 我把愛情想得太完美 雷婷 309566 我的愛情下了一場雪 胡東清(音樂大壯)

304849 我把愛情想得太完美 劉沖 290409 我的愛情你怎麼哭了 馬麗

310598 我沒有你要的那種美 郭斯炫 301939 我的愛情我親手埋葬 飛鷹阿偉

333252 我沒你想的那麼堅強[HD] 楊坤 305198 我的愛情我親手埋葬 曉月

270177 我來的地方叫金銀灘 洛桑尖措 312091 我的愛跟著她走了嗎 譚圳

282898 我依然是那麼的愛你 褚永祥 327756 我的滑板鞋2016{Live} 華晨宇,天籟之戰

306382 我和小夥伴都驚呆了 秋褲大叔 310238 我的夢想到不了明天 張祥洪

283771 我和小夥伴都驚呆了它 趙小兵 337256 我的夢想和你不一樣[HD] 儲毅

340021 我和世界只差一個你[HD] 鄭源 339261 我的夢想和你不一樣{Live}[HD] 儲毅

347339 我和你{Live}[HD] 劉歡,扎西平措,中國新歌聲 230926 我的憂傷不讓你看出來 陳逸達

331360 我所放任的那些悲傷[HD] 王媛淵 262397 我知道你不再心疼我哭 翟靖偉

302340 我的mr.Right 閃亮三姐妹 283498 我知道我心中還有夢 儲毅

283763 我的心已經被你傷透 憶華 294351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朱興東

262862 我的心血換來你的冷血 劉小樣 287319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 辛龍,潘越雲

275153 我的心你是否能懂得 酒吧傷心人 320465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 趙傳,隱藏的歌手

233192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 黃小琥 333649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HD] 曹格

335885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伊克拉木,中國好聲音 343833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HD] 趙傳

279430 我的手機不再為你開(國) 書畫 349385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HD] 趙傳,王志弘,劉歆迪,趙飛,異口同聲

339486 我的手臂是你的枕頭[HD] 趙雲飛 339746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HD] 趙傳,隱藏歌手

302799 我的世界不能沒有你 梁紫丹 337261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Live}[HD] 韓紅,我是歌手

265477 我的世界只有一個你 伊諾 295451 我恨你這個無心的人 語錄

305979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鐘鎮濤,章小蕙 324933 我恨你這個無心的人 趙綱

319084 我的世界你曾經來過 煙圈蔓延 295339 我是一朵北方的雪花 王瑩

348970 我的世界你曾經來過[HD] 蔣嬰 307326 我是一束明媚的陽光 竹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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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727 我是一個被拋棄的人 李春賢 349400 我要你做我永遠的伴{Live}[HD] 山子華

271422 我是一隻孤傲的蝴蝶 郭琬 293644 我要把那支歌唱給你聽 月星海

313156 我是一隻孤獨的老鼠 張啟輝 327762 我要的不是這種結果 俊鋒

302649 我是一隻孤獨的老鼠 張善為 309133 我要的是你完整的愛 易秀明珠

269934 我是不是犯了什麼錯 林道華 286150 我要為你賺錢買房子 潘世科

292566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朱帥 319091 我要做你最美的新娘 賈孟昕

232357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高勝美 256863 我要輕輕為你唱首歌 許慧欣

270876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葛林 283833 我們不是只有現在嗎 曾軼可

334274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HD] 李代沫 284847 我們不是還有現在嗎 曾軼可

274865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李代沫 308079 我們可不可以不分手 王迪

287408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郁可唯,潘越雲 289081 我們可以繼續如此相愛 謝笙東野

256078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葉倩文 315943 我們好像在哪兒見過{Live} 湯非,王莉

333088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HD] 萱萱,中國好聲音 327731 我們沒有一起單身過 黃若熙

266471 我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王美茹 297548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于淑珍

232319 我是不是該安靜地走開 高勝美 298578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至上勵合

233842 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Live} 黎明 300633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佚名

321906 我是江小白2016 張囂 336680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HD] 金海心

294309 我是佛前的那朵蓮花 成于申 297549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Live} 于淑珍

314163 我是你的panda 張智勇 233582 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Live} 黃英

289854 我是你的草還是你的寶 張瑞 334508 我們的故事只講了一半[HD] 林凡

292064 我是你的第幾個男人 關澤楠 349380 我們的祖國歌甜花香[HD] 李潮

344705 我是你傷害過的女人[HD] 陳佳樂 340883 我們的愛能不能回來[HD] 浩紋

339005 我是個比較糙的男人[HD] 彭三 325633 我們的愛註定要分手 李凱祥

262937 我是真的不想讓你走 李林平 294557 我們的愛說好不分手 花樹

308816 我是真的失去你了嗎 李晶,蔡獻華 284424 我們是自豪的地稅人 何剛

303221 我是真的疼著你的人 陳玉建 280840 我們是快樂的調查隊員 向榮

270036 我是真的真的很愛你 夢成 307986 我們是英雄的消防兵 方得弟

285773 我是真的真的喜歡你 宇桐非 345618 我們是戀人還是朋友[HD] 孫豆爾

346107 我是草原上的小姑娘[HD] 左欣怡 281359 我們相愛不是一個錯 羊進達

315273 我是楊過你是小龍女 師紅飛 309781 我們飛馳而過的青春 孫艷

297364 我是誰 我是誰 我是誰 MP魔幻力量 336678 我們唱著歌回到過去[HD] 李柏凝

232712 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 魔幻力量 330934 我們終究會牽手旅行[HD] 許飛

307808 我是離了水的一條魚 千童(張海松) 346967 我們都有一個好媽媽[HD] 米粒

319776 我流浪在城市的曠野 林勝天 233607 我們都是害怕寂寞的人 黃閱

328595 我流浪在城市的曠野 秦博 288418 我們愛一輩子好不好 孫楠,張艷奕

330475 我為什麼開始討厭你了[HD] 丁祥威 280915 我們愛一輩子好不好 孫楠,潘蔚

232457 我背著你愛上了別人 高天藝 265858 我們愛一輩子好不好 張化勇,柯以敏

297557 我要用什麼方式留你 凡人二重唱 295538 我們感情不過就這樣 陳依雅

298923 我要用什麼方式留你 佚名 311711 我們擁有同一輪太陽 鄭曉飛

346592 我要你{Live}[HD] 成方圓 318291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安崇藝

346593 我要你{Live}[HD] 范瑋琪,杜淳,蒙面唱將 311948 我們還能不能再相見 韓冰

269091 我要你只做我的女人 張啟輝 286302 我哭了累了心都碎了 趙易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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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18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佚名 279483 我敬愛的爹親愛的娘 天壇男孩

269750 我拿什麼勇氣去愛你 李自強 294607 我會一直用心愛著你 趙紅富

270710 我真的好想好好愛你 胡杰夕 342777 我會在人潮散去等你[HD] 栗錦

275236 我真的好想牽你的手 龍奔,瓊瓊 303533 我會好好愛你一輩子 喬樂樂

347353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國[HD] 韓磊 335452 我獨自走在冰冷的街[HD] 張佑錢

230885 我記得你眼裡的依戀 陳艾玲 289104 我擦去你為別人流的淚 李楊飛

255988 我記得你眼裡的依戀 萬芳 232395 我還是永遠的愛著你 高勝美

333936 我從來不懂你的幽默[HD] 楊乃文 303872 我還是永遠的愛著你 黃清元

330918 我終於成了別人的女人[HD] 薛之謙 346596 我還是從前的那個我[HD] 望海高歌

230538 我這裡假意兒懶睜杏眼 陳淑芳 278541 我願意做你的布娃娃 王馨,李青

274727 我就是你手中的那支煙 妍妍 341131 我願意做你的卓別林[HD] 宋子楚

332418 我曾經那麼接近的幸福[HD] 東來東往 285722 我願意愛你一生一世 鄧小龍

311451 我最愛的人她不愛我 劉其賢 302700 找一個不等你的理由 張雷

284716 我最愛的人傷我最深 張啟輝 321913 找一個不傷心的理由 祁隆

324486 我最愛的人傷我最深{LIVE} 張啟輝 283142 找一個可以喝醉的理由 雷婷

310877 我最親愛親愛的老婆 湯潮 279728 找一個愛我的人在一起 長春蟲子

287654 我期待,大海,黃河長江{Live} 蕭煌奇,楊培安 347356 找自己{Live}[HD] 陳梓童,GAI,蒙面唱將

302235 我發現你越來越美麗 祖海 292285 找個天使替我去愛你 孫露

266287 我答應上帝要好好愛你 欣哲 283722 找個乾淨的地方坐坐 孫彭飛

299913 我微笑是因為你微笑 佚名 337750 找個靠譜的男朋友吧[HD] 左立

253326 我想你不是真心愛我 于台煙 298647 把你的白臉臉調過來 佚名

343208 我想你永遠不會知道[HD] 王博文 333483 把你寫進我的情歌裡[HD] 陳曉東

230243 我想我不會真的變壞 陳明真 301347 把我的愛放在你手上 林耿賢

305015 我想我是真的愛上你 潘美辰 303184 把所有的愛都留給妳 郭富城

339254 我想我能能勇敢一點{Live}[HD] 曾雨軒 345638 把純真的感情留給你[HD] 上官依一

299700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開 佚名 326942 李老師催我賣破爛兒 李雪萊

268907 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Live} 富春山居女子樂坊 294267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張學友

310144 我愛你卻不能一輩子 張吉 335104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Live}[HD] 蕭敬騰,劉洋,任科來

323848 我愛你卻不想你知道 伍利 324835 每個人都有一個世界{LIVE} 羅邏聖

266642 我愛你很多只是你不懂 胡杰夕 292868 每個人都看到了希望 筷子兄弟

294683 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 雨柔,望海高歌 314185 每個夜裡都會思念你 馬智宇

304673 我愛你最好只到這裡 趙詠華 296696 求你換個分手的理由 浩東

282398 我愛你愛到無路可退 張寒 278190 沉默你不經意的溫柔 國巍

287318 我愛東營美好的家園 肖鷺丹,張嘉旭 289933 沒有一首情歌適合我 李澤堅

312010 我愛的人 他確不愛我 藍雨 304076 沒有了時間沒有了你 楚奕

310752 我愛的人你也愛我嗎 陳輝 265524 沒有了愛情也要生活 六哲

335302 我愛的人你離開了我[HD] 袁浩博 299777 沒有人比我對你更好 佚名

266150 我愛的人沒有嫁給我 李琛 297670 沒有人可以叫你寶貝 元氣 G-Boys

265446 我愛的人總是不愛我 中華音 263839 沒有你我怎能獨自流浪 西南

322556 我愛唱歌因為我寂寞 吳彤 282182 沒有你我還能去愛誰 劉繼業

285482 我愛著你深深地愛著你 雨柔 349027 沒有你的天空在下雨[HD] 文捷鋒

266623 我愛劉三姐家鄉的歌 肖燕 283944 沒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單 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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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445 沒有明天也會好好過 林喜明 231729 兩百個春秋五千年的戲 韓磊

331513 沒有星期五的無人島[HD] 魏如萱 323607 兩個人的痛一個人背 晨熙

343274 沒有開始卻已經結束[HD] 郭田耒 269157 兩個人動情一個人傷 張海

283942 沒有想過牽別人的手 林道華 332464 兩個人都有孤獨的勇氣[HD] 謝沛恩

331447 沒有愛的人都一個樣[HD] 迪克牛仔 343078 兩個故事 兩個結局[HD] 鄧麟

321956 沒想到你是這種薯片 潘成 309976 其實一個人過也很好 馬郁

287028 沒錢沒人愛2014 權施文 311381 其實他沒有那麼愛你 趙真

297838 沙家浜-定能戰勝頑敵渡難關 王玉蘭 271998 其實你的美麗不是孤單 黃海永

268348 沙梁梁上站了個俏妹妹{Live} 劉和剛 265401 其實你從來沒愛過我 趙俊濤

366740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朱紫嬈 270368 其實我知道你還在愛我 王岩

318235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Live} 李克勤,蒙面歌王 309543 其實我是真的好愛你 紅薔薇

342137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Live}[HD] 水晶俠,蒙面唱將 346869 到不了{Live}[HD] 吉克雋逸,蒙面唱將

333607 男人有了錢就有女人緣[HD] 宋鵬宇 337306 到底有誰能夠告訴我{Live}[HD] 郭富城

263413 男人沒有錢女人不會愛 沈志仲 286127 到底哪句才是真心的 覃浩

316423 男人的心也需要安慰 大廚 230221 到哪裡找那麼好的人 陳明真

291490 男人的苦女人不清楚 金久哲 331550 到頭來瘋的難道是我[HD] Io樂團

348506 男人歌{Live}[HD] 高進 262199 刻骨銘心忘不掉的人 蔡獻華,呂巍

283759 男人靠得住豬都能上樹 張吉 284605 受了傷的女人怎麼了 妲已

281288 走了也不說聲對不起 王子月 326068 受傷以後誰來安慰我 六哲

231741 走了這麼久你變了沒有 韓磊,劉娃 346887 周大俠{Live}[HD] 張澤,中國新歌聲

262605 走出你的世界我更寂寞 含瑞 284897 呼倫貝爾美麗的天堂 李曉蘭

324131 走著走著我們就老了 荷之聲 233910 和不愛你的人說再見 黎齊

298917 走過來時不該走的路 佚名 348229 夜太黑{Live}[HD] 烏拉多恩,夢想的聲音

299602 走過咖啡屋-(中四步) 佚名 232947 夜聽琴勾起了女兒心事 黃依群

348618 辛棄疾{Live}[HD] 饢樂隊,夢想的聲音 279793 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Live} 戴荃,蘑菇兄弟

232377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高勝美 282599 妹妹你就是哥哥的最愛 林道華

329733 那分那秒那回眸一笑 音樂走廊 328436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來國慶

338527 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HD] 吳克羣 288146 姐姐,為什麼你不說話 周艷泓

343379 那些愛情教我們的事[HD] 毛鵬懿 332030 姑娘我鐵了心跟著你啦[HD] 龍貓組合

301562 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鄧廣福 312591 孤單的人總說無所謂 呂嘉琦

280593 那是我們回不去的從前 儲毅 230376 孤單的夜裡我不孤單 陳曉東

263696 那是我們守衛的地方 王鵬 348290 帛畫魂{Live}[HD] 雷佳

318168 那個傷我最深的女人 萬一 329307 幸福就是你也愛著我 桂莹莹,祁隆

344528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HD] 范瑋琪 231488 延邊人民熱愛毛澤東 軍旅歌曲

310070 並非故意不想去愛你 基地小虎 329338 怕冷你偏偏愛上了雪 柴博引

306445 享福的時候更想爹娘 曉楓 282995 怪我把愛想的太完美 邵洋

292029 來自你來自我來自他 何大為,孫自佑,羅熙杰,林采欣 231689 抱著娃娃睡覺的男人 韓爍

291106 來自你來自我來自他 何大為,孫自佑,羅熙傑,林采欣 304395 拉鉤上吊一百年不要 解曉東

285200 來自你來自我來自他{Live} 胡海泉,范瑋琪,蕭敬騰,陳羽凡 289146 放棄也是另一種美麗 齊蕭

256432 來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蕭亞軒 326999 放棄世界也不放棄你 正偉

342604 來做我的女人願意嗎[HD] 童波 318428 放棄我是你一生的錯 濤子

302094 來電darling 徐若瑄 334159 明天你依舊在我身旁[HD] 譚維維,聲音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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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265 明天你依舊在我身旁{Live} 聲音玩具,譚維維 334937 怎樣說清此刻的心情[HD] By2

232981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黃可兒 267150 思念一個荒廢的名字 陳楚生

325836 明天的煩惱交給明天 Mr. Miss 324718 思念不是一個人的錯 涓子

322599 明天的煩惱交給明天 Mr.Miss 271720 思念你卻牽不到你的手 陳瑞,黑龍

268662 明日我想做你的新娘 周艷泓 232945 思念你就會忘記自己 黃伊汶,黃閱

314230 朋友,和自己賽跑的人{Live} 李健,吳秀波,我是歌手 271709 思念是一個荒廢的名字 陳楚生

230157 東北特產不是黑社會 陳旭 302677 思念是一堵密封的牆 張雯婷

285845 林子大了都有什麼鳥 李志洲 314274 故鄉山川,烏蘇裡船歌{Live} 李健,我是歌手

321400 欣 I Love You 周超 262583 故鄉啊&我永遠戀著你 侯南宇

328757 爸爸是我學習的榜樣 繼風 341466 故鄉雲{LIVE}[HD] 馮天壟

286151 爸爸媽媽回家過年好嗎 潘世科 346986 故鄉遊{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23975 爸爸媽媽我想你們了 荷之聲 310127 既然有了她在你身邊 張冬玲,冷漠

275073 爸爸媽媽我想對你說 蘇可菲 232057 既然有人比我更愛你 馬佳偉

339026 爸爸媽媽聽我心裡話[HD] 姬詩雅 346987 既然相愛了就別分手[HD] 雨霖楓

346673 牧羊曲{Live}[HD] 桑婷婷 254273 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 楊鈺瑩

280881 玫瑰花好看刺兒紮人 天孿兄弟 271321 春三月和風輕鳥語花香 郁柳,孫繩驥

289688 知道你不是真的愛我 動力火車 300561 是不是一定要我像你 佚名

296862 社會方方面面這一塊 姜鵬 279716 是不是我們都真的老了 張彥子

349102 花水灣{Live}[HD] 桑婷婷 326346 是不是應該把你放下 曉依

294747 花兒為什麼還這樣紅 黃琦雯 305340 是天意讓我們相愛了 駱超勇

267958 花開的季節我們戀愛吧 東學 318327 是你的愛讓我犯的錯 吳易航

269657 花叢中跳舞的小妹妹 李勇 317692 是你讓我愛的那麼傷 瑤瑤

297562 虎虎生風之老師老師 大小姐,卜學亮 305149 是否可以重新在一起 鄭禹臣

299478 迎賓歌送你一束鮮花 佚名 345168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HD] 王嘯坤

315364 采一朵玫瑰等待著你 燕尾蝶 299295 是否還需要一份安慰 佚名

283075 金色的夢幻-巴丹吉林{Live} 阿日布杰,哈斯,阿茹娜 338709 柏拉圖之戀2060{Live}[HD] 王飛雪,中國好聲音

308212 金獅拜年&瑞獅迎春 四千金 306520 某年某月在某個地方 安仕偉

324160 金錢的社會現實的愛 石尚 322632 柔柔的眼波 柔柔的你 星月組合

281239 長江邊上好家鄉雙軌 湯燦 340680 柔柔的眼波柔柔的你[HD] 星月組合

298284 長藤掛銅鈴1997 任賢齊 302859 柳毅傳書-湖濱惜別 笠小招,陶琪

348648 門沒鎖{Live}[HD] 呂薔,夢想的聲音 325150 活出個樣來給自己看 君子

321671 附近人搜走了我老婆 地雷 327058 活出個樣來給自己看 衡越

347506 雨花石{Live}[HD] 李玉剛,中國新歌聲 341093 活出個樣來給自己看[HD] 君子

328104 青春憨客 夢想在燃燒 古享林 345216 活出個樣來給自己看[HD] 君子

347211 信天遊{Live}[HD] 吳莫愁,中國新歌聲 299681 流吧美麗的托瑪爾河 佚名

327516 前男友的一百種死法 常石磊 347398 流浪記{Live}[HD] 陳梓童,蒙面唱將

317272 前程萬里&藍天白雲{Live} 楊燕,謝雷 267941 流著眼淚為你寫情歌 丁童

299336 南陽關-西門外放罷了催陣炮 佚名 346196 炸毀這種妖艷的世界{Live}[HD] 楊格,明日之子

342336 城裡的月光&女人花{Live}[HD] 向洋,中國新歌聲 305946 為了你 我哭了多少夜 鍾漢良

268720 很淡很淡很淡很淡的傷 大欣,劉暢 301227 為什麼不早點說愛我 季小璐

263376 後悔沒有好好珍惜你 孫邦楠 305213 為什麼不把思念帶走 曉雨

285599 怎麼挽救你我的愛人 丁楠皓 287422 為什麼世界末日沒成真 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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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42 為什麼你要和她牽手 孫艷 281522 美麗的中國我對你說 金磊鑫

231195 為什麼你還是不愛我 隆隆 309315 美麗的姑娘你不要哭 阿飛

288353 為什麼我不是林宥嘉 熊胡傑 314837 美麗的康定溜溜的城 郭瓦·加毛吉

287979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一起 龍奔 268814 美麗讓人心碎的距離 孫艷

305597 為什麼我們相遇網路 霞光 296978 若是我們沒有在一起 胡杰夕

262366 為什麼我開始討厭你了 丁祥威 328881 要我怎樣你才會愛我 秦浩

335760 為什麼我總是想起你[HD] 孫楠 307218 要走的老兵請別忘記 楊宗華

316927 為什麼我總是會喝醉 高斌 302313 要哭我就等到下雨天 袁詠儀

319881 為什麼受傷的會是我 蘇林 302615 風兒啊！請你停下來 張娜拉

300581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 佚名 299756 倒楣大叔的婚事-下決心要娶她魏淑蘭 佚名

262496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葛兆恩 292290 借一點時間給愛情吧 安崇藝

296751 為什麼愛一次傷一次 宋飛 316146 党和人民永遠在一起 聶艷

263036 為什麼愛讓我如此傷心 樂飽飽 279263 原以為可以把你忘記(國) 林勝天

284606 為什麼毅然離開了我 姚天成 342630 原以為可以把你忘記[HD] 秦博

319883 為什麼闖進我的生活 杜萱妍 278635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譚錫禧

323962 為何不能做我的新娘 天威 325428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 胡杏兒,跨界歌王

262621 為何分手了才說愛我 海生 321046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233861 為何你不是我的未來 黎明 329189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 葉倩文,天籟之戰

272045 為何讓我傷心讓我痛 龍帝 339921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HD] 許志安,中國之星

323963 為你再唱最後一首歌 妞妞(王崇) 342164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Live}[HD] 磕著瓜子的貓,側田,蒙面唱將

263203 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品冠 314335 原來你就是我的快樂{Live} 陳芳語

310620 為你做的最後一件事 陳乃榮 230456 原來我一直都不孤單 陳楚生

300797 為你唱一首幸福的歌 李明川,何嘉文 330477 原來我們都是愛著的[HD] 萬芳

346679 珊瑚頌{Live}[HD] 桑婷婷 305320 原來是個銀樣鑞槍頭 錢惠麗,單仰萍

230167 相信你總會被我感動{Live} 陳明 327090 原來這是一場夢而已 茹雪

233617 相愛的人都等在這地方 黃雅莉 327091 原來這是一場夢而已 茹雪,楓舞

302751 相遇是場美麗的誤會 張馨戈 334099 原來愛情沒有剛剛好{Live}[HD] 李代沫

274944 相遇就在寒冷的季節 武笑羽 326064 原諒我沒有好好愛你 李冠宇

347894 省省吧{Live}[HD] 蜜蜂少女隊(Lady Bees) 284279 原諒這世界沒那麼好 孫子涵

299625 看見你牽著別人的手 佚名 302613 娜拉In China 張娜拉

327066 看到你流淚我會心碎 石梅 287908 拿出你的情抓住你的愛{Live} 王二妮,阿寶

286499 看著你和他在約會dj 東方依依 290565 挽一抹微笑迎接明天 原鄉

307486 祈求可以共你活一天 陳潔儀 346992 時間軸{Live}[HD] 孟子坤,明日之子

263085 祈求來世再續今生緣 龍嘯 322650 氣質歌-主要看氣質 馬藝航,邵明慧,尹藝晴

307559 秋風刺傷了我的溫柔 龐曉宇 296722 浪漫聖誕夜2014 Snh48

324912 穿過千山萬水來愛你 貢維特 347020 海芋戀{Live}[HD] XL組合,中國新歌聲

288271 突然想到理想這個詞 郝雲 340408 烏鎮之戀[HD] 韓磊

282850 紀念我們死去的愛情 莫小娘 340409 烏鎮的橋[HD] 陳燕妮

335324 紅水河照耀我幸福的家[HD] 陸正信 310997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黃綺珊

347064 紅眼睛{Live}[HD] 胡斯默,中國新歌聲 332221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HD] 黃貫中

348543 紅蜻蜓{Live}[HD] 葉蓓 269174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Live} 張瑋琪

347444 美人魚{Live}[HD] 楊茗淇,夢想的聲音 317820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Live} 許一鳴,肖懿航,最美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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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451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Live} 陳羽凡,Esg女團 285419 娶不了媳婦回不了家 陳一凡

288490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Live} 滿文軍 281587 娶你現在也娶你未來 顏羽

345244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Live}[HD] 張信哲,伍思凱 302652 寂寞只在夢裡避開我 張寒

300355 留住一份回憶足夠了 佚名 321838 寂寞夜裡一個人哭泣 雨霖楓

254288 留住一份回憶足夠了 楊鈺瑩 321837 寂寞夜裡一個人哭泣 張龍珍

309911 留給我的只剩下回憶 笑天 343143 寂寞的人不該被打擾[HD] 趙真

254161 疼你的心就像疼我自己 楊林 232669 寂寞的時候真想有個伴 高隆

326467 真心把你一生來守候 曹雷 288379 寂寞是我唯一的歸宿 默契李智

359405 祖國的大建設一日千里 陳淑敏 320331 寂寞時候我就唱情歌 崔大龍

337483 祖國是一幅最美的畫[HD] 馮曉菲 341478 將軍令{LIVE}[HD] 吳克群,拖鞋,葉曉粵,SING女團,我想和你唱

279496 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 佟鐵鑫 348904 帶上我的思念回草原[HD] 張學慧

305534 站在左岸想右岸的你 謝金燕 319683 帶你去游龍裡大草原 賈爭艷

342476 站在愛情開始的地方[HD] 張斌 323145 帶著你的名字去流浪 郭菡

316836 站在灌木叢旁的女人 陳瑞 299715 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它(華爾滋) 佚名

347910 紙飛機{Live}[HD] 那吾克熱·玉素甫江,夢想的聲音 300655 得到愛情卻失去了你 吳生全

267345 能不能給我一個理由 齊蕭 307319 得知平淡珍貴的一天{Live} 祁紫檀,中國好歌曲

27964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姚東耀 307320 得知平淡珍貴的一天{Live} 祁紫檀,蔡健雅,中國好歌曲

266404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Live} 烏蘭圖雅 232142 從來沒有想過愛上你 馬萃如

270489 草原我是你的琪琪格 琪琪格 347302 從前慢{Live}[HD] 周深,葉炫清,中國新歌聲

280522 草原是我回歸的故鄉 李曉東 349344 情人流浪記&流浪記{Live}[HD] 張韶涵,歌手

284049 閃著淚光慢慢的決定 糖兄妹 299675 情哥哥真叫人心牽掛 佚名

347127 閃耀share Ya[HD] 陳驍 283153 捨不得你痛捨不得你哭 顏羽

342973 陝北的婆姨陝北的漢[HD] 鎬天 302243 捨不得你還得送你走 祖海

342975 除了心痛我一無所有{Live}[HD] 趙真 346641 殺破狼{Live}[HD] 荷茲,明日之子

231356 除了你我還能去愛誰 雷罡 316689 淚蛋蛋拋在沙蒿蒿林 李政飛

338779 除了愛你我還能愛誰[HD] 鄭福強 325201 淚蛋蛋拋在沙蒿蒿林 孟靜

292956 除了愛我們還能做什麼 藍雨 348468 深呼吸{Live}[HD] 李恩澤,夢想的聲音

232130 馬鈴兒響來玉鳥兒唱 馬玉濤 266422 深夜裡你的手機為誰開 牛朝陽

320876 馬鈴兒響來玉鳥兒唱{Live} 白致瑤,澤旺多吉 323950 深愛一回什麼都值得 音樂走廊,歌一生

348019 高原吟{Live}[HD] 占堆,扎西邊旦,索朗多吉,索朗平措,次仁群旦,格桑次仁 347408 牽絲戲{Live}[HD] 李玉剛,圍爐音樂會

233807 假如今夜你在我的家 黎明 317823 牽著你的手跟著我走 陳星

309137 假如我們還能再相見 易欣 358196 現在的我最需要人安慰 鄺美雲

311719 假如愛上你是我的錯 魯為 290137 甜甜的妹妹帥帥的哥 胡梅

348769 做自己{Live}[HD] 郭樹東 346680 甜蜜蜜{Live}[HD] 曹格

230245 偷偷等待你送的玫瑰 陳明真 327926 畢業了我們該分手了 馬秋雨

294469 動情的女人結局都一樣 王慕然 274822 畢業那天我們一起失戀 張雯傑

288817 唯有你的淺笑醉落天星 吳超 346702 笨小孩{Live}[HD] 胡彥斌,汪蘇瀧,周傳雄,蒙面唱將

291864 唱不完的情 唱不完的愛{Live} 趙傳 341461 第一次{LIVE}[HD] 光良,易浩,我想和你唱

290519 唱自己的歌讓別人去說 儲毅 299358 第一個沒有你的生日 佚名

265748 唱這首歌給遙遠的你聽 姚亮 230552 終於忘記了你的生日{Live} 陳潔儀

340827 啤酒烤串就著花生米[HD] 劉志丹 308825 羞答答的姑娘我愛你 李貴府

304662 國色天香-長劍倚天 趙海英,白銀飛 269958 羞答答的玫瑰唱情歌 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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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639 習慣了有你在我身邊 銘鑫 285516 就讓星星帶走我的思念 風芝韻

319951 莊嚴的國徽最美的花{Live} 彥華 284838 就讓星星帶走我的思念 曉風久久

326541 莎士比亞與哈姆雷特 黃靖淞 268819 悲傷的眼淚逆流成河 孫露

328028 莎士比亞與哈姆雷特 黃靖淞,任英杰 348988 敢不同 Real真我[HD] 孫八一

347460 處女座{Live}[HD] 陶辰宇 348396 散了吧{Live}[HD] 蘇立生,夢想的聲音

230596 被遺忘的時光&我願意{Live} 陳潔麗 297696 智取威虎山-誓把那反動派一掃光 少劍波

318046 這一生的愛好好把握 高安,時嘉 279026 最心疼的人傷我最深 高信

282234 這一生醉倒在你的夢中 吳生全 314445 最後你還是離開了我 馬智宇

270962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結果 藍雨 309991 最後你還是離開了我{Live} 馬智宇

268267 這次你真的離開了我 馮立 328665 最美的地方還是草原 來國慶

265800 這次我是真的受了傷 寒武紀 262767 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 蔣大為

279431 這次我是真的動了情 書畫 287660 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Live} 蔣大為,擁江帆

279252 這是你給我的傷我的 李子杰 278944 最美的歌兒獻給媽媽{Live} 陳水林

320816 這首歌不是送給你的 JKAI 265544 最美的還是我們新疆{Live} 刀郎

334555 這個人已經與我無關[HD] 田馥甄 289171 最愛你的人已不是我 白龍

303730 這個冬天會不會太冷 隆熙俊 318576 最愛你的人還沒有睡 張德力

301049 這個男人曾經是我的{Live} 秀蘭瑪雅 285637 最愛我的人最懂我的心 天籟回音

338525 這就是我流浪的地方{Live}[HD] 孫浩雨 308901 最愛的人卻傷我最深 沙靖杰

349148 這就是我愛你的方法[HD] 宇宙人 309695 最溫暖的地方還是家 唐濤

325645 這樣愛你不是我的錯{LIVE} 汪正正 233016 最夢的夢是最痛的痛{Live} 黃品源

341231 這樣愛你不是我的錯{LIVE}[HD] 汪正正 291954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 Frank秋楓

324141 這樣愛你沒什麼道理 謝小雨,夢雅軒 334342 最壞時候遇上最好的你[HD] 阿魯阿卓,陳鍵鋒

327153 這樣愛你是錯還是對 天星董陽 322161 最難過寂寞總是自己 紫海

297090 這樣愛你是錯還是對 格桑英妮 289242 湖畔的情人美麗的城 高原紅組合

297091 這樣愛你是錯還是對 董陽 333482 湯米先生的誠實告白[HD] 陳昇

335493 閉上眼睛想想你的好[HD] 李華 279209 無法挽回愛你的錯誤 冷漠

324166 陪你看看城裡的月光 天愛 346202 無怨無悔陪你一起老{Live}[HD] 任妙音

262508 陪著我的時候想著她 郭靜 263784 無情人傷害多情的靈魂 星宇,禮琦

312214 雪白的鴿子虛空裡飛 蘭天 285813 無情的世界無情的你 冷漠

282929 魚的眼淚只有水知道 謝華 286008 無情的世界無情的你 修竹

343716 喜氣洋洋 吉吉向上[HD] 新寵兒組合,新七小福,陳雅森 294396 痛苦遷就不如痛快放手 楊竣

291049 喜結良緣,好好喝頓酒{Live} 馬智宇 340712 等一場雪之武琊榜版[HD] 婭琳

271668 單身的人唱單身的歌 陳宏慶 309831 等你在下輩子的路口 徐連國

278341 寓言式的深黑色風景 昏鴉 271416 等到我們老的那一天 郭歡

348283 就是我{Live}[HD] 馬世豪,夢想的聲音 301322 等待是一生最初蒼老 林志炫

314437 就是現在我看你有戲 王力宏 303809 給了你最真的我的心 黃品源

308526 就這樣成為你的回憶 冷漠 346265 給內個誰的第一首詩{Live}[HD] 陳建斌,跨界歌王

292832 就當作明天還很遙遠 白安 281592 給你所有的淚水夠不夠 馬仕健

230810 就算全世界與我為敵{Live} 陳綺貞 285488 給我一次疼你的機會 雷婷

287797 就算是辜負也要祝福 凱歌 290488 給我一個相思的理由 萬傳武

303706 就讓我被你無情傷透 覃夢 314463 給我一個乾脆的回答 六仔

270872 就讓思念在夜風中沉睡 葛本軍 315413 給我一個離開的理由 金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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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440 給我一點寂寞的時間[HD] 金志文 286035 想你的時候還會淚流 曉月

256508 給我重新愛你的機會{Live} 蕭亞軒 294083 想你是種不願治癒的病 俊歌

339550 給那個誰的第一首詩[HD] 陳建斌 289012 想你特別是在聖誕夜 姚可兒

332197 給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HD] 羽泉 313709 想你特別是在聖誕夜 鄭俊海

289363 給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Live} 余超穎 263287 想你想到眼淚掉下來 榮聯合

334142 給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Live}[HD] 羅琦 303530 想找個人來傷我的心 喬海清

269538 華麗麗的情歌為你唱 曹磊,彭清 330614 想把你拍成一部電影[HD] 宇宙人

318422 越是拒絕越是愛得深 曉月 310639 想和你一起慢慢變老 陳妃平,孫國慶

344040 週末的夜晚如此想念[HD] 姚甦 279123 想念草原慈祥的母親 華峰

289996 雲淡風輕獨看百合花 楓橋 269810 想要一輩子唱給你聽 楊俊偉

308572 黃土高坡&青藏高原{Live} 吳克羣 300562 想問你是否可以愛我 佚名

344840 黃昏 歌聲和一陣風[HD] 陳宸 230433 想問你是否可以愛我 陳柏全

314474 黃河的哥喲黃河的妹 敖都 348930 想帶你到靄靄晨光裡[HD] Sing女團

266758 傳說中的愛情有沒有 藍雨 346563 想著你{Live}[HD] 閆峻,中國新歌聲

335671 傷了你的心我也會難過[HD] 馬雲龍 230225 愛一個人是很苦的事 陳明真

305342 傷了我也傷了你自己 駱超勇 230226 愛一個人等於愛上孤獨 陳明真

333561 傷心男人唱著傷心的歌[HD] 大哲 321241 愛人你何時到我身邊 章永琪

293238 傷心的人唱著寂寞的歌 馬建軍 285041 愛上一個人 只要一天 湘東雨

318624 傷心的人聽傷心的歌 謝躍東 316171 愛上一個人 戀一座城 張旭

290649 傷心的時候有我陪著你 左健 232353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高勝美

233333 傷心是一種說不出的痛 黃格選 287495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Live} 常石磊,薩頂頂

341663 傷心是留給回憶的糖[HD] 張磊 256073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Live} 葉倩文

288263 傷在2014的情緣 秦影 270552 愛上一個不愛我的人 秦瑤

279905 傷我最深的男人是你 雲菲菲 317542 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李真

268974 傻傻的愛傻傻的等待 崔偉亮 287359 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祁隆,李俊男

271153 傻傻的愛傻傻等待 賀一航 326237 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胡小寶

311415 嗨! Mrs Leta{Live} 鳳凰傳奇 286163 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魏宗武

346499 塑膠袋{Live}[HD] 縫紉機樂隊,小青龍,中國有嘻哈 301287 愛上一個虛偽的女人 東浩

340181 媽媽 我等了二十年[HD] 邵洪 301579 愛上了你我忘了自己 雨天

309737 媽媽的美麗傾國傾城 孫偉 257893 愛上他不只是我的錯 辛曉琪

345022 媽媽留給我的一首歌{Live}[HD] 張鑫怡,歌聲的翅膀 304452 愛上她是為了忘了你 雷婷

307996 媽媽教我唱草原的歌 水水 305990 愛上她是為了忘了你 饒天亮

296215 媽媽就是我的夢{Live] 孔慶學 327215 愛上你別說是我的錯 張嘉勇

291051 媽媽讓我再愛你一次{Live} 馬鈺淇 279323 愛上你我真的錯了嗎 馬常寶,王雅嫻

278736 嫁個像我這樣的男人 陳天紅 296361 愛上你到底是誰的錯 劉志丹

311452 嫁給他你過的快樂嗎 劉其賢 278695 愛上你的美2013 郭向華

346950 想用時間來把你忘記[HD] 雨霖楓 290896 愛上你是不是我錯了 紫海

346562 想自由{Live}[HD] 葉炫清,中國新歌聲 312656 愛上你是我一生的錯 李紫涵

298928 想你也難 不想你也難 佚名 232317 愛上你是我一生的錯 高勝美

289013 想你的心傷得那麼深 何禹妃 311540 愛上你是我犯下的罪 劉維剛

323790 想你的日夜你卻不在 胡雲鵬 266372 愛上你是我忘不了的痛 海龍

286293 想你的時候還會淚流 許強 304378 愛上你是最美的謊言 董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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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77 愛上你這個無情的人 林雨 345606 愛是我給你的一片天[HD] 安東陽

262558 愛上你這樣多情的人 何晉 284803 愛是唱不完的一首歌 慕容曉曉

296362 愛上你等於愛上了罪 葛維永 286600 愛是寂寞撒得慌DJ 何沐陽

329352 愛上你等於愛上孤獨 金久哲 291145 愛是讓人放心的地方 盧佳芝

336908 愛上你等於愛上寂寞{Live}[HD] A-Lin,我是歌手 269228 愛唱歌的男人不會太壞 張雷

342383 愛上你等於愛上寂寞{Live}[HD] 李佩玲,那英,汪晨蕊,中國新歌聲 327230 愛情不一定門當戶對 孟楊

309784 愛上投入別人的懷抱 孫艷 320422 愛情不是想的那麼美 孫曉雨

269154 愛上這個負心的女人 張洋 316187 愛情不是想的那麼美 賈爭艷

289856 愛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張瑞 311781 愛情不是想像的那樣 蕭全

280373 愛可以讓我們在一起 四分衛 320427 愛情本來沒有對與錯 謝小雨,小琢

304147 愛在每個人心中傳遞 群星 311810 愛情到了分開的時候 錢思汝

302065 愛如潮水&習慣失戀{Live} 容祖兒,張信哲 287913 愛情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王聖超

310505 愛你比你愛我更幸福 盛大為 327234 愛情的小船說翻就翻 笑笑

233578 愛你只留下一道傷疤 黃若鳴 284807 愛情的玫瑰已經枯萎 成雲剛

323182 愛你的心停留在原地 阿美 327235 愛情是不靠譜的東西 孟楊

335229 愛你的我今天長這樣[HD] 吳奇隆 320426 愛情是美酒還是毒藥 曉依

290879 愛你的話還沒有說出口 祁隆 284641 愛情這杯酒誰喝都得醉 孫露

290594 愛你卻不知道你是誰 團風依依 267048 愛情這杯酒誰喝都得醉 閆旭

318433 愛你卻牽不到你的手 濤子 267046 愛情這杯酒誰喝都得醉 閆旭,丁酉酉

321246 愛你是我一生的執著 周超 283444 愛情就是連你我都不懂 鳳娘

278307 愛你是我一生的賭注 徐方 345095 愛情傷了多少人的心[HD] 金久哲

323799 愛你是我不變的承諾 冷酷 265732 愛情傷了你愛情害了我 大慶小芳

254267 愛你就是真心喜歡你 楊鈺瑩 279206 愛情傷了你愛情害了我 冷漠

288260 愛你最後傷了我自己 海鑌 321260 愛情讓人分不出真假 西帥

308749 愛你越深傷痛就越深 李果 268237 愛曾經是我犯下的錯 六哲

323798 愛你愛到變成一首歌{Live} 陳零九 327704 愛曾經讓我們在一起 四分衛

294085 愛你讓我像孩子一樣 俞灝明 302031 愛著她又不能傷害你 孫漁

298161 愛我一生一世好不好 王馨平 290291 愛過了你愛過了幾個秋 鄭東

283563 愛我你就把我來追求 焦作風景 288093 愛過的人兒叫我怎能忘 李國強,淡雅清秋

291496 愛我的人不敢說愛我 金鈺兒 329391 愛過的你現在還好嗎 風語

306736 愛我的人別怕我受傷 程鳴 329390 愛過的你現在還好嗎 惠永平

334768 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HD] 泳兒 317575 愛過的你還在我心裡 江智民

318231 愛我就和我一起生活 本善本幻 332297 愛過的你還在我心裡[HD] 尹熙水

339463 愛來愛去傷了兩個人[HD] 玲玲linda 330528 愛錯了還是分手錯了{Live}[HD] 劉超華

327218 愛來愛去愛得很受傷 天威 294110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鳳凰傳奇

312956 愛到最後只剩下回憶 郎郎(馬志鋒) 323823 感恩我的微信裡有你 馬健濤

286544 愛到最後只剩下回憶 優優 316312 感謝有你陪我在身邊 張雷

320431 愛的世界有我也有你 朔殤 342752 感謝我的朋友圈有你[HD] 余洋

334152 愛的世界你是我唯一[HD] 蔣嬰 290548 新一生一世愛能幾回{Live} 劉牧

312175 愛恨情仇誰能躲得過 蘇富權 312789 會哭的人不一定流淚 易帆

336666 愛是一顆幸福的子彈[HD] 那英 343246 會哭的人不一定流淚[HD] 孫藝琪

290668 愛是一顆幸福的子彈{Live} 張丹丹 341555 煙如畫{LIVE}[HD] 王予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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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700 當女孩遇到愛的男孩時 陳瑀涵,黃蕙君,陳妍如 230770 對神靈不由我住淚滾滾（情探陽告） 陳穎

320670 當你在瀕臨崩潰之時 Go Go Rise 美好前程,阿夜(Trash樂團 樂團) 305473 對著鏡子抽煙的男人 謝知言

311759 當你走的時候我哭了 澤爾丹 280139 徹徹底底忘記你是誰 陳詠

303661 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童一首歌 299359 滿街都是寂寞的朋友 佚名

232108 當你說愛我的那一天 馬念先 267348 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啦 龍梅子,老貓

308065 當你離開我的那一天 王昊 291491 漂亮的姑娘嫁給我吧 金城

296825 當我不再愛你的時候 劉志丹 339096 漫天紛飛的銀杏森林[HD] 陳珊妮

274880 當我不在你身邊的時候 李炫輝 324793 算了吧你不會明白的 田維英

339308 當我看到你的第一眼[HD] 沈志仲 346708 算你狠{Live}[HD] 張智霖,蒙面唱將

302658 當我開始偷偷地想你 張惠妹 298706 與駙馬打坐開封堂上 佚名

336045 當我開始偷偷地想你[HD] Singers 101 348582 蒙牛哥{Live}[HD] 是我

296826 當我開始偷偷的想你{Live} 玉恩明瑪 292028 蒙古高原-永遠的歌謠 何烏蘭

330142 當我開始偷偷的想你{Live}[HD] 張惠妹 348584 蒲公英{Live}[HD] 葉蓓

315861 當我離開部隊的時候 黃志強 312912 說再見不應該在秋天 洪祿雲,陳水林

315860 當我離開部隊的時候 劉媛 303773 遙遠的城鎮遙遠的人 馮曉泉

338733 當初是你看到我傷心[HD] 蘆偉 341833 遠方的你也在想我嗎[HD] 明月微風,琴韵香荷

323998 當奉獻成為一種習慣 群星 311175 億萬股民同一個夢想 群星

328780 當柳密歐遇見杜麗葉 王樂達,顧預 299764 劉胡蘭-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 佚名

314898 萬事如意&小鎮姑娘{Live} 陶喆,張也 338653 寫一首紀念愛你的歌[HD] 許煥松

348613 跟你走{Live}[HD] 李書偉 271672 寫一首歌送給我自己 陳幸子

299601 跟著感覺走-(中四步) 佚名 232493 寫首歌唱給無情的你 高山林

281267 農合行 你永遠的朋友 邱黨建,解雅嬌 321171 寫給你的情歌唱給誰 張非艷

326597 遇見你是最美的意外{Live} 夢葦 326158 寫給畢業十五年的歌 董志輝

327266 遇到你這樣一個女人 望海高歌 328490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群星

344525 過河&青春修煉手冊{Live}[HD] 王源,潘長江,郭麒麟 315525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Live} 湯子星

346761 達爾文{Live}[HD] 達布希勒圖,中國新歌聲 339455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Live}[HD] 張軼軒

310565 隔著萬水千山擁抱你 許諾 345057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Live}[HD] 陳建斌,跨界歌王

286958 雷啟飛中文舞曲串燒 雷啟飛 293591 撒喲娜拉愛人思密達 彭運鋁

311265 夢成尋愛歌2期待愛 夢成 299810 數九那個寒天下大雪 佚名

344646 夢想光榮 與美同行[HD] 媛媛 322589 數人玩就是這個調調{Live} 譚維維,中國之星

328385 夢裡的草原我的家鄉 劉玉東 325249 歐洲杯之今晚怎麼買 張可兒

348234 夢裡花{Live}[HD] 張韶涵,歌手 327963 稻香&One Day{Live} 董俊,夢想的聲音

271557 寧舍一頓飯不舍二人轉 閆學晶 323394 緣份來了請你別放手 韓春雨

283757 寧願相信世界上有鬼 張吉 311599 誰才是我的另外一半 潘子華

301798 對不起 我不能再愛你 胡杰夕 283195 誰在我床頭放一束玫瑰 黃曉軍,孔昱

266657 對不起,現在我才愛上你 自由派對 325893 誰來為我的感情下注 張潔

343148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HD] Transition 前進樂團 269537 誰來陪我唱完這首歌 曹格

267829 對不起現在我才愛上你 Free Party 310492 誰是我一見鍾情的人 甜美真

264220 對不起現在我才愛上你 自由派對 293906 誰能給我一個溫暖的家 陳玉建

233823 對你的愛永遠多一點 黎明 269556 誰說你的愛我無所謂 曾春年

404563 對於妳們我永遠心疼 鄭進一 234273 誰說你長得不是很美 龐龍

347290 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HD] 米雪 310102 誰說男人有錢就學壞 常健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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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63 誰說愛情不會有奇跡 佚名 310028 親愛的姑娘你真漂亮 高柏

288460 誰讓我愛上你這樣的人 張銘峰 315321 親愛的姑娘嫁給我吧 劉一平

339128 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HD] 陳興瑜 257085 親愛的是你把我寵壞 許茹芸

297045 請不要說你還愛著我 劉志丹 262677 親愛的就這樣結束了嗎 韓小薰

292869 請你不要出現在我身邊 米奈 285121 親愛的誰比我更愛你 田安博,陳依然

266227 請你不要再說重新開始 林道華 319962 親愛的戰友我的弟兄 侯博文

265887 請你不要傷我這麼深 張揮 325390 親愛的寶貝你在哪裡 王曉敏

322826 請你不要輕易說愛我 梁劍東 314627 親愛的寶貝你在哪裡 劉冊,楊肖玉

345350 請你再借我一點溫柔{Live}[HD] 金久哲 266298 親親河東水 親親河東土 段紅

284165 請你回到我的身邊來 冷漠 348604 諜對諜{Live}[HD] 蜜蜂少女隊

263141 請你別說你還愛著我 毛毛 336011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Live}[HD] 錢華興,中國好聲音

335070 請你啊我忘記的人呐[HD] 洛天依 283599 輸的是我贏的不是你 龍嘯

263273 請你給我個離開的理由 齊劍 283215 輸的是我贏得不是你 龍嘯,趙軒誼

265862 請你讓我走進你眼裡 張可兒 270715 醒來就能看見你的臉 胡海波

289847 請別愛上我這樣的歌手 張津涤 347124 錯的人{Live}[HD] 李慧珍,吉克雋逸,蒙面唱將

290052 請到美麗的阿爾山來 海邊有約 323482 錯的時間愛上對的人 馬健濤

290841 請到美麗的阿爾山來 燕尾蝶 310954 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 馮聖雅

283711 請讓我用歌聲謝謝您 金岩 232970 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黃勇

303328 豬之歌-甜蜜k歌版 陳韋霖 268514 錯過了緣份錯過了你 司徒蘭芳

299139 鞏乃斯河我的母親河 佚名 266011 錯過我是你一生的錯 于闖

306828 戰士把春天捧給祖國{Live} 吳碧霞 343387 錯過相見錯不過想念[HD] 金美琪

328628 擁抱黑夜與星星為伴 婭琳 324161 錯對時間愛上對的人 馬健濤

316694 橫山裡下來些遊擊隊 李政飛 310703 濤聲依舊&情濃難斷{Live} 陳浩德

325083 獨一無二&眉飛色舞{LIVE} VIXX,蓋世英雄 335684 燭光裡的媽媽&魯冰花{Live}[HD] 黃綺珊,陳波

347879 獨立日{Live}[HD] 吳瑕 298960 舉起你的右手擺一擺 佚名

332813 獨處的時候[HD] 蘇打綠 309281 謝謝上天讓我遇見你 門麗,胡小寶

299767 穆桂英掛帥-轅門外三聲炮如雷震 佚名 304137 謝謝你一直陪我唱歌 群星

330788 蕭邦也彈不出我的難過[HD] 洪卓立 303472 謝謝你我親愛的媳婦 雪村

320772 親愛的 今夜你在哪裡 汪峰 344511 謝謝你的菜2017{Live}[HD] 王源,沙溢,王牌對王牌

314626 親愛的 你過的怎麼樣 徐國人 302369 謝謝你的愛2009 馬海生

284890 親愛的,這不是我要的 李慧珍 301717 謝謝你的愛2009{Live} 後弦

315375 親愛的女人不要流淚 光頭阿興 234274 謝謝你祝我生日快樂 龐龍

289606 親愛的你不在我身旁 于洋 305829 謝謝你祝我生日快樂{Live} 龐龍

311383 親愛的你在和誰約會 趙真 349126 謝謝你曾經讓我悲傷[HD] 原子邦妮

321587 親愛的你到底在哪裡 咪依魯江 287355 謝謝你愛我這麼多年來 林道華

232920 親愛的你怎麼不在身邊 黃中原,傅薇 266622 謝謝你讓我這麼愛你 肖亮

332851 親愛的你是我最愛的人[HD] 嚴咚 316086 還好沒有愛得那麼深 萱萱

268793 親愛的你為什麼離開我 孫曉哲 301511 還要多久才能見到你 金澤

329696 親愛的別讓我失去你 紅薔薇 348636 還要多久才能見到你[HD] 劉維剛

339842 親愛的我已愛上了你[HD] 孫銘澤 302189 還會有誰比我更愛你 浩瀚

321589 親愛的我不能沒有你 東浩,舞真 342966 醜八怪&給我一個吻{Live}[HD] 薛之謙,萬妮達,中國新歌聲

279278 親愛的我想說聲愛你 凌毅 320042 韓惠傳奇之江山可魁 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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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68 點燃一根香煙忘了你 馬健濤 317582 戀之火&如果沒有你{Live} 楊燕,謝雷

347432 簡單愛{Live}[HD] 周杰倫,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278664 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鄧子霆

298703 繡罷了綠線繡紅紅線 佚名 274999 讓心傷個透讓酒醉個夠 王周傳雄

339122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Live}[HD] 鄧福如 300525 讓火熱的心緊緊相擁 佚名

347461 蟲兒飛{Live}[HD] 鄭伊健,圍爐音樂會 304113 讓世界與我們共成長 群星

285484 轉身就是最好的選擇 雨柔 344512 讓全世界知道我愛你[HD] 六哲,賀敬軒

313140 轉身就是最好的選擇 張秋霞 282415 讓你知道更讓你感覺到{Live} 張夢弘

348652 闖碼頭{Live}[HD] 大哲 308191 讓我又愛又恨的女人 史智

281602 雞西穆棱河我的母親河 魏伽妮 269863 讓我如何把你放得下 楊輝

309562 離你心臟最近的距離 胡杰夕 297055 讓我們今天就相愛吧 樓沁

312730 離鄉的人兒回家過年 卓依婷 286250 讓我們的愛永遠在一起 楊麗

318103 離開不需要任何理由 梅度 322831 讓我們相約去旅遊s 張琛

275193 離開你並非是我願意 陳瑞 321608 讓我陪你渡過每一天 孤獨浪子

293826 離開我這個你不愛的人 許雲龍 268230 讓陌生的我不再陌生 光頭阿興

345405 離開為了更好的回來[HD] 海鳴威 315807 讓時光在微風中倒流 馬天宇

269047 難過的我問快樂的我 康康 328897 讓陽光照進我的心裡 溫彥豪

270590 難道你已經愛上了別人 紫琴 348683 驟雨 Trouble[HD] 陳驍,張朋

311528 難道你不要我的思念 劉程伊 328119 饞&看見什麼吃什麼{Live} 牛夢瑤,夢想的聲音

266063 難道你不懂我的溫柔{Live} 曾春年 310304 1969年2月29日 張萌萌

284968 難道你的承諾都是謊言 林道華 327360 2002年的第一場雪{Live} 張信哲,天籟之戰

267943 難道你要的是逢場作戲 丁童 303050 Alive 我的自由式{Live} 莫文蔚

271743 難道你真的不曾愛過我 陳雅森 334659 Autumn Leaves+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HD] 包函朵,蕭敬騰

307122 難道我們只能做朋友 徐健淇 348699 Bingbian病變[HD] 妖蝠sama

262557 難道我愛的人在火星 何建清 348700 Bingbian病變[HD] 鞠文嫻

271368 難道是我上輩子欠了你 鄭源 336917 Blue Suede Shoes&看見什麼吃什麼{Live}[HD] 羅景文,中國好聲音

265920 難道愛你要等下輩子嗎 張義傑 320060 Crazy&不同凡想{Live} 袁婭維,中國之星

308852 難道愛情真的惹了禍 李蕭寒 318219 Darling我愛你 王語心,祁隆

263774 難道愛情就這樣犯了錯 徐志強 346798 Hello 濟南寬厚裡[HD] 大叔先生,徐嘉蔚

327970 竇王嶺休閒樂不思蜀 張生艷 347154 Hello,濟南寬厚里[HD] 大叔先生,徐嘉蔚

289774 飄洋過海來看你&大雨{Live} 娃娃 320896 Hero Hug 抱一起 趙大格

341945 屬於你和我之間的事[HD] 吳建豪 346402 Oaoa 現在就是永遠[HD] 五月天

266861 蘭花草&恰似你的溫柔{Live} 謝雷 304722 Sha La La救生圈 趙薇

232620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高歌 310971 Undilah 投票啦 黃明志,龔柯允

274936 聽我為你寫的這首歌{Live} 夢凱 309057 Yy98517歡迎你 孟楊

265563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Live} 劉一禎 304207 一千九百九十九個祝福 群星

324268 聽歌的人不許流眼淚 冷漠 348729 一米陽光{Live}[HD] 吳欣亞

323405 聽歌的人不許掉眼淚 冷漠 346422 一見如故{Live}[HD] 袁婭維,艾福杰尼,中國有嘻哈

318415 聽說你有了新的愛人 夏婉安,威仔 346416 一封家書{Live}[HD] 跎跎,小亮

232541 戀人愛人離開我的人 高明瀚 314947 一個人不一定就不快樂 品冠

267134 戀人愛人離開我的人 陳家凱 339614 一個人的我依然會微笑[HD] 邰正宵

270527 戀上你的人丟了我的魂 石梅 338203 一個人還是想著一個人{Live}[HD] 曾沛慈

306882 戀上你的歌戀上了你 望海高歌 348071 一起變老{Live}[HD] 葉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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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421 一程山路{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46434 不散,不見{Live}[HD] 子子,中國新歌聲

302704 一簾幽夢之相遇的魔咒 張嘉倪 315005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Live} 張杰,齊晨君

299744 七品芝麻官-青紗轎坐著我這七品官 佚名 313443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Live} 黃綺珊

338225 九色甘南 尋夢的地方[HD] 拉毛王旭 338219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Live}[HD] 張杰,齊晨君,最美和聲

324505 人生是一次熱血的流浪 張磊 297704 中了你的毒做了你的奴 巴小波

322333 十五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大慶小芳 336091 五月天搶走我的女朋友[HD] 方炯嘉

347237 十字街頭{Live}[HD] 周筆暢,陳潔儀,蒙面唱將 299758 五世請纓-先王爺封我是個長壽星 佚名

346873 十字路口{Live}[HD] 紅袖標樂隊 315033 什麼樣的男人是你最愛 劉苓

341520 十面埋伏{LIVE}[HD] 李斯丹妮,艾菲,蓋世英雄 297665 今天 我們真的要結婚了 什樂

346481 又見炊煙{Live}[HD] 桑婷婷 348022 今天雨,可是我們在一起[HD] 李宇春

316494 又是羊羔花盛開的季節 央金蘭澤 341877 今天是你的生日 媽媽{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46428 三年二班{Live}[HD] 吳亦凡戰隊,中國有嘻哈 322987 今生和你一起白頭到老 紅薔薇

299757 三哭殿-下位去勸一勸貴妃娘娘 佚名 317178 今夜的你又在和誰約會 望海高歌

299771 三哭殿-自幼兒生長在朝陽正院 佚名 314764 今夜的你又在和誰約會 暴林

299734 三哭殿-李世民登龍位萬民稱頌 佚名 345877 今夜的你又在和誰約會[HD] 暴林,喬玲兒

299630 三哭殿-常言說不看僧面看佛面 佚名 320975 今夜的你又和誰在約會 暴林

299196 下一個男人也許會更好 佚名 306214 今夜就讓我一個人喝醉 李玖龍

322964 下一個路口還為你守候 一只舟 322984 今夜想起寨子裡的姑娘 亞東

309917 下輩子還要和你在一起 索朗扎西 310427 分手了就不要再說愛我 晨熙

339390 也許我愛錯了牽錯了你[HD] 齊霖 316649 分手了就請別再說想我 張勝淼,哆哆

322981 也許哭一場痛會少一點 陳芳 313370 分手以後才知道最珍貴 傅斯彥

344897 也許哭一場痛會少一點{Hd}[HD] 孫曉磊 303691 分手的時候不要說抱歉 紫君

346478 千千闕歌{Live}[HD] 鍾浩 323619 分手就分手何必做朋友 劉溪

314987 大海有多深魚兒不知道 王梓旭 302718 午夜結他&如我是浮雲{Live} 張德蘭

348239 大笑江湖{Live}[HD] 高進,裘實 346483 友情歲月{Live}[HD] 潘瑋柏戰隊,中國有嘻哈

299740 大祭樁-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佚名 345006 天那邊有個美麗的傳說{Hd}[HD] 丁艷

329234 大路上鋪滿金色的陽光{Live} 蔣大為 348848 天真有邪{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25778 女人是世界最美麗的花 王覺,時嘉 329246 太懂事的女人沒人心疼 陳瑞

314991 女人是世界最美麗的花 時嘉 346942 心有星光{Live}[HD] 常思思

299745 小二黑結婚-清淩淩的水藍瑩瑩的天 佚名 347751 心有獨鐘{Live}[HD] 黃瑋昕,不凡的改變

343772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HD] 張小五 348919 心的祈禱{Live}[HD] 李曉東,歌手

346541 山風吹過{Live}[HD] 劉璐 321359 日不落&Play 我呸{Live} 蔡依林

344128 不只有讀書才會有出息[HD] 李雨壽 346609 日落大道{Live}[HD] 那英戰隊,中國新歌聲

348743 不死之身{Live}[HD] 畢曉鑫,夢想的聲音 347372 月亮之上{Live}[HD] 鳳凰傳奇,大主宰樂團,不凡的改變

328208 不是說你不能沒有我嗎 李日詹 347373 月亮粑粑{Live}[HD] 李玉剛,夢想的聲音

325170 不是錢的事有錢就沒事 唐志星 299600 月朦朧 鳥朦朧-(慢三步) 佚名

315714 不是錢的事有錢就沒事 唐志星,黃麗群 306932 木有money徒傷悲 任栩麟

329064 不要用你的眼淚安慰我 李綱鋒 317726 木偶人的倒數第一個夢 王思遠

318906 不要丟下我一個人淚流 肖家永 347849 比我幸福{Live}[HD] 陳曉東,張戀歌,不凡的改變

321737 不要再用謊言傷我的心 管康海 346676 王子公主{Live}[HD] 張信哲,薛之謙,金曲撈

322974 不要再說你依然愛著我 范小倩 346677 王子公主{Live}[HD] 薛之謙,金曲撈

327428 不要急fantasy 王霏霏 307965 世界那麼大 人也那麼多 孔繁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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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222 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HD] 孟文豪 299793 合作社裡養了一群小鴨 佚名

338950 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HD] 彭三 307523 同一個太陽 同一個月亮 馬麗

347594 世界屋脊{Live}[HD] 格桑曲珍 297229 回到我身邊 山塔露琪亞 5566

315088 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 馮雪剛 344217 因為你承載了我的靈魂[HD] 脆弱少女組

315089 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 鴻飛 309701 因為你高興所以我快樂 夏青

347203 他不愛我{Live}[HD] 肖凱曄,中國新歌聲 348826 因為愛情{Live}[HD] 莫文蔚,天籟之戰

344600 以後我再也不吃瓜子了[HD] 周磊 298214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司文,小樹

347659 匆匆那年{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12482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江智民,周虹

303082 北地王-夜沉沉 風蕭蕭 許志英 312782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易帆

302303 北京long Stay 袁泉 303653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程香宙

341906 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HD] 林二汶 323676 在你的耳邊輕輕唱首歌 吳歌

307201 只怕不夠時間看你白頭{Live} 林二汶,中國好歌曲 344221 在你面前我到底算什麼[HD] 基地小虎

306265 只要你好好的我無所謂 趙小兵 309725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 孫青

300819 只要你還愛我一點就好 李俊旭 315168 在我離開的最後一眼裡 清清兒

326069 只能12點以後聽的歌 毛澤少 321092 在對的時間遇上對的你 張龍珍

304654 叫張義我的兒聽娘教訓 趙葆秀 299897 在繡樓我奉了小姐言命 佚名

309971 可不可以說我不再愛你 馬建軍 303903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黃鴻升

315781 外婆的澎湖灣2015{Live} 任賢齊 343117 多少人走著走著就散了[HD] 杜青

346908 失了分寸{Live}[HD] 古潔縈,中國新歌聲 315840 多叫一聲哥 少爬十裡坡 苗小青

300102 失去了你我什麼都沒有 佚名 347695 多吉的家{Live}[HD] 孫媛

348251 失戀無罪{Live}[HD] 柳乃仁,夢想的聲音 297684 多情的人總被無情的傷 六哲

298684 巧兒我自幼兒許配趙家 佚名 312242 多想和你再看一次煙火 聽說泰山

346932 平凡之路{Live}[HD] 楊千嬅,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336616 她愛的是我哥哥不是我[HD] 儲毅

300733 打銅鑼-蔡九哥莫逗耍 李小佳 346520 好久不見{Live}[HD] 成方圓

347001 末路狂花{Live}[HD] 魏如萱,杜星螢,中國新歌聲 327602 好好想把你寫成一首歌 五月天

348445 正義之道{Live}[HD] 高進 318385 如同悲傷被下載了兩次 林宥嘉,陳珊妮

346642 母系社會{Live}[HD] 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348864 如來定力琉璃光大神咒[HD] 何婷

297511 母親的心事兒女最明白 于文華 303382 如果天能借我一雙翅膀 陳德志

299232 永遠找不到愛你的方式 佚名 306307 如果世界只剩下一分鐘 高原

306277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高原 319648 如果世界只剩下你和我 吳汶芳

298722 用你的溫柔撫平我傷口 佚名 345015 如果有一天我們都老了[HD] 袁樹雄

296811 用我一生愛著你陪著你 徐新軍 303320 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陳珊妮

348518 白色裙邊{Live}[HD] 鄭源 303247 如果你愛我 因為我愛你 陳明

327936 白馬寨有我最美的姑娘 達娃卓瑪 314791 如果我的心還為你停留 風芝韻

309028 白骨精寫給孫悟空的信 周艷泓 310421 如果我的回憶沒有了你 敖令

341652 交個男朋友還是養條狗[HD] 文兒,老貓 346526 如果我是你想要的未來[HD] 陳群

300694 再見good-Bye 呂方 301752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愛過 洋蔥妹妹

307347 再見了 熱淚盈眶的青春{Live} 肖雨蒙 309290 如果這世界沒有了愛情 阿平,小新

311322 再見了我曾經最愛的人 網路歌手 295479 如果這輩子不能在一起 軼翔

317247 再唱五指山又唱萬泉河 劉松 308504 如果愛我成了你的負累 冷漠

321775 再唱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張軍 305199 如果愛情只是一種傳說 曉月

327501 再讓我叫你一聲親愛的 俊鋒 308506 如果離開我你才會幸福 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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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66 如果離開我你會更快樂 王藝 301586 你怎麼捨得讓我掉眼淚 雨天

315189 如果離開我你會很快樂 上官清清 304524 你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維也娜

341930 如果離開我你會很快樂{Live}[HD] 海生 320994 你是否願意做我的老婆 曾羽飛

317468 年輕的白楊&蝴蝶飛呀{Live} 最美和聲32強 316708 你是我一生不變的承諾 楊子軍

347742 年輕氣盛{Live}[HD] 李宇春 348122 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HD] 景梅

299636 收姜維-四千歲你莫要羞愧難當 佚名 317200 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董芹

340663 早安 你好 歡迎光臨[HD] 野人 307877 你是我今生最美的溫柔 小軍

348432 有太多人{Live}[HD] 高進 300705 你是我今生最愛的女孩 夾子道

300985 有空你就來聽聽我唱歌 李騰 345886 你是我今生最愛的女孩[HD] 秦博

344730 有空你就來聽聽我唱歌[HD] 李騰一 315913 你是我心中永遠的溫柔 賈爭艷

314075 有錢男子漢沒錢漢子難 東浩 326890 你是我永遠抹不去的傷 晨熙

326861 有錢男子漢沒錢漢子難 劉天 297909 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王啟文

301111 朱大嫂送雞蛋&刮地風{Live} 卓依婷 304941 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劉緣

301792 江姐-熱血染紅滿天雲 胡國美 339634 你是我紅塵中最美的緣[HD] 星月組合

328837 老婆不容易老公要珍惜 王英俊 304286 你是我這輩子最愛的人 葉小美

299136 自幼兒蒙嫂娘訓教撫養 佚名 309762 你是我夢中的隔世紅顏 孫曉雨

298211 血手印-我只道自古荒田稗草生 史海 346841 你是傷我最深的那個人[HD] 雨霖楓

299643 血濺烏紗-打坐在李離廟細問農桑 佚名 314110 你看不到我流下的眼淚 紫琪兒

299654 血濺烏紗-嚴天民雪夜秉燭審案卷 佚名 307020 你若不離我便生死相依 姚紅梅,柴華

318001 西枝江源 我可愛的故鄉 鐘婧 347210 你要的愛{Live}[HD] 王心凌,蔣敦豪,蒙面唱將

347089 西門少年{Live}[HD] 伍嘉成,周震南,明日之子 303764 你值得我用一生去守候 馮小飛

303559 你一直在我傷口上撒鹽 斯琴高美 299301 你真的忍心讓我為你哭 佚名

311710 你不是我今生永遠的愛 鄭曉飛 348116 你從我身邊匆匆地走開[HD] 喬玲兒

346839 你不是說{Live}[HD] 那英,中國新歌聲 346849 你都好嗎{Live}[HD] 子子,中國新歌聲

309552 你不愛我就別再找藉口 胡杰夕 317193 你就這樣輕輕的離開我 涓子

300352 你在我心中最深的地方 佚名 346847 你給我喝下了愛你的毒[HD] 雨霖楓

302873 你有沒有為他流過眼淚 莊校瑩 349252 你給我喝下了愛你的毒[HD] 齊樂

314102 你快回來,今夜無人入眠{Live} 孫楠,戴玉強,我是歌手 324931 你給的冷漠我必須承受 趙綱

309467 你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 後來者,后來者 311636 你給的寂寞不只是眼淚 潘贏

329124 你走的那一天我沒有哭 潘美辰 300395 你愛的是我還是你自己 佚名

322286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風格{Live} 邱比,中國好歌曲 344613 你說長大以後要嫁給我[HD] 晏文彬

307918 你的心是否也有我的名 六哲 346848 你說親愛的請把我忘記[HD] 雨霖楓

329118 你的心裡是誰把我代替 龍彪 321763 你養我長大我陪你變老 崔雲飛

308283 你的手機裡有多少秘密 田躍君 324574 你養我長大我陪你變老 曹錦

329116 你的名字是我唯一的詩 Uni-Verse 322099 你養我長大我陪你變老 鄭俊海

348125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樂[HD] 龍奔 324754 你養我長大我陪你變老{LIVE} 王思焱

304454 你的金錢不是我的愛情 雷龍 323622 別再輕易對我許下承諾 唐古

326886 你的唇上留著誰的溫度 王馨 319576 別在分手的時候說愛我 孫露

297565 你的淚水滴穿了我的心 大哲 295989 別傷一個愛你的女人心 麥霸阿杜

310236 你的眼淚穿過我的心海 張祥洪 300946 別說我的眼淚你無所謂 李聖傑

325744 你的愛為什麼現在才來 張潔 302534 別說愛你是我一廂情願 張冬玲

344912 你知不知道我對你的好[HD] 王小榮 298002 別讓明天的太陽離開我 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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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5 別讓傷痛撕碎你的夢想 于全莉 331452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鄒宏宇,中國好聲音

319581 別讓傷痛撕碎你的夢想 韓曉輝 301301 我的心裡你永遠都存在 林木

346885 告白氣球{Live}[HD] 周傳雄,蒙面唱將 323862 我的生命裡你曾經來過 蘇青山

348812 告白氣球{Live}[HD] 庾澄慶,夢想的聲音 327757 我的音樂根本停不下來 青青涼

346886 告訴我你有沒有愛過我[HD] 雨霖楓 338398 我的唇吻不到我愛的人[HD] 王奕心

348921 志在四方{Live}[HD] 鄧海 347349 我的時代{Live}[HD] 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298984 忘不了的事 忘不了的人 佚名 347351 我的祖國{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341482 快樂組曲{LIVE}[HD] 吳莫愁,蓋世英雄 308968 我的財神來了& 財神到 卓依婷

324453 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 崔健 348971 我的唯一{Live}[HD] 張驍

329336 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325635 我的絕情刺殺了我自己 李秋實

324731 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LIVE} 潘粵明,跨界歌王 303366 我的愛情換來你的無情 陳詠

343794 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Live}[HD] 崔健 315267 我知道你不再心疼我哭 彭浩

341755 我才不要做你的男閨蜜[HD] 鄭志立 336410 我知道我們不能在一起[HD] 李志洲

348345 我不甘心{Live}[HD] 帥霖 303984 我很可愛 可憐我沒人愛 楊臣剛

338999 我不是在悲傷的想念你[HD] 陳珊妮 329431 我是一條游來游去的魚 音樂走廊,歌一生

326289 我不是你該愛的那個人 曾沛慈 348366 我是女生{Live}[HD] 徐懷鈺,張藝瀟,桑蘭,不凡的改變

348949 我不想說{Live}[HD] 許諾,不凡的改變 348967 我是女生{Live}[HD] 畢夏,不凡的改變

348947 我不想說{Live}[HD] 楊鈺瑩,潘倩倩,不凡的改變 312298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小蟲

348948 我不想說{Live}[HD] 潘倩倩,不凡的改變 294954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吳思思

317606 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 黃韻玲 331342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HD] 汪妤凌,中國好聲音

346583 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HD] 五月天 325331 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 杜江

319073 我以為你是流過淚的人 馬常寶 346103 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HD] 胡琳

307864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 小小 303186 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Live} 郭富城

326295 我只是你手裡的一把傘 誓言 308553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君子

341164 我在你眼裡到底算什麼[HD] 成泉 341465 我是有多久沒有見到你[HD] 農里

344704 我在你眼裡到底算什麼[HD] 鄭茜勻 340638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HD] 張地

299775 我在別人的口中聽到你 佚名 344708 我要!我要!嫩牛五方[HD] Zero G

348357 我在關西圍聽見斑鳩調[HD] 蘭雨,楚博仁,賴蘇婷 295504 我要把那支歌唱給你聽 郝祺

348961 我好想你{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46979 我要夏天{Live}[HD] 周杰倫戰隊,中國新歌聲

326297 我希望你們都能好好的 柯羽 305493 我要喝咖啡&我與咖啡 謝采妘

300560 我把心遺落在1989 佚名 338002 我們到底還能相信什麼[HD] 陳翔

300774 我把愛情看的過於簡單 李志洲 348954 我們的愛{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10702 我沒有騙你&浪子心聲{Live} 陳浩德 346965 我們的愛{Live}[HD] 獅子合唱團

348352 我到底哪裡愛的不夠好[HD] 姚金龍 319099 我們的愛情和別人一樣 高登

316522 我的小寶貝咱倆是一對 劉佳成 315950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Tf Boys,韓庚

346976 我的天空{Live}[HD] 南征北戰 323222 我拿你當寶你把我當草 凡人歌

309295 我的心不會再給別的誰 阿任 325120 我終於成了別人的女人{LIVE} 劉濤,跨界歌王

296497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 阿雲嘎 305841 我就是那個最愛你的人 糯米

313898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 鍾珍妮 343505 我就喜歡你這樣的丫頭[HD] 杜維瀚

337251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依克拉木,中國好聲音 340892 我曾經也想過一了百了[HD] 湯唯

341418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黃小琥,劉書含,杜明雅,逗小悶,我想和你唱 301019 我最愛的人你快點回來 沈世愛

339752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黃小琥,隱藏的歌手 321907 我最愛的人你還記得嗎 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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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27 我最愛的人卻傷我最深 李果 348144 兩根筷子{Live}[HD] 玖月奇跡

308544 我愛你不是因為你愛我 冷漠,郭歡 338255 其實他根本不會再愛你[HD] 李剛鋒

310607 我愛你不是因為你愛我 郭歡 343084 其實每個男人都不容易[HD] 杜歌

308775 我愛的人卻不在我身邊 李建強 336570 卓瑪 我心中的一首歌[HD] 曲爾登

342136 我愛的女人住在別人家[HD] 小劉歡 299760 卷席筒-小蒼娃我離了登封小縣 佚名

302088 我該如何你才會明白我 徐威 338850 和自己賽跑的人&朋友{Live}[HD] 李健,吳秀波,我是歌手

328578 我對你的愛一直沒有變 笑天 346504 夜夜夜夜{Live}[HD] 杜淳,成方圓,蒙面唱將

305180 我對你的愛你珍惜了嗎 鄭鎰 316805 姑娘你要嫁人就嫁給我 阿火

348382 我還想她{Live}[HD] 烏拉多恩,夢想的聲音 328442 孤獨的人最懂傷感情歌 阿妮桑

346589 我懷念的{Live}[HD] 鄭愷,蒙面唱將 302169 帕米爾我的家鄉多麼美 殷秀梅

317639 戒了煙斷了酒丟了自己 朱敏 346544 幸福的家{Live}[HD] 桑婷婷

298738 杜鵑山舉義旗三起三落 佚名 297475 庚娘殺仇-尤庚娘坐愁城思前想後 丁小玲

343266 每一個存在都有他的價[HD] 申晨 346548 往日時光{Live}[HD] 成方圓

328708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Live} 李聖傑,夢想的聲音 348299 往事如昔{Live}[HD] 韓曦

322648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Live} 趙傳,我是歌手 346936 往事隨風{Live}[HD] 吉克雋逸,蒙面唱將

299814 每當我走過老師的窗前 佚名 347805 抱緊處理{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332576 沒了你 我把哭當成了笑[HD] 陳翔 298919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佚名

304469 沒有人會像我這樣愛你 滿文軍 305094 放棄世界也不能放棄你 蔣元高

304401 沒有你的memory 詹采妮 297479 放飯-聽我妻趙景棠細講一遍 丁良生

317768 沒有你的世界愛是黑白 張可兒 348404 旺旺駕到{Live}[HD] 和合核家庭組

301581 沒有你的愛我該怎麼辦 雨天 346988 明日之子{Live}[HD] 華語群星,明日之子

337840 沒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單[HD] 冷漠 340908 明明不想我卻說你愛我[HD] 傷感一哥

339291 沒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單{Live}[HD] 夢然 310820 明明相愛卻不能長相守 彭麗麗

327866 沒有我的日子你開心嗎 晨熙 348434 朋友別哭{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311094 沒有愛過的人不算完美 楊罡 298754 空城計-我本是臥龍崗散談的人 佚名

336762 沒有關係我們只是朋友[HD] 羅志強 298638 空城計-習天書學兵法猶如反掌 佚名

329574 狂想.Rhapsody 馮建宇 347916 羌塘草原{Live}[HD] 雪域之子組合

301621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受傷 侯強,姚迦藍 347079 芬芳一生{Live}[HD] 劉惜君,毛不易,明日之子

343296 男人再晚也別忘了回家[HD] 賀一航 299634 花木蘭-平了賊兒回家再孝雙親 佚名

339305 男人再晚也別忘了回家{Live}[HD] 賀一航 299725 花木蘭-但願得二爹娘長壽百年 佚名

320667 男人的淚別讓女人知道 趙鑫 298750 花木蘭羞答答施禮拜上 佚名

313678 走出你的世界我更寂寞 樊少華 296977 花開的時候你就來看我 張冬玲

347117 那又怎樣{Live}[HD] 那英,達布希勒圖,中國新歌聲 339327 花開的時候你就來看我{Live}[HD] 張冬玲

309386 那只前世的蝴蝶曾來過 青桂賢 347084 虎口脫險{Live}[HD] 蘇慧倫,蒙面唱將

318066 那些再沒有回來的兄弟 小曾 338047 長大以後不要忘記的事[HD] 徐若瑄

348638 那些花兒{Live}[HD] 林憶蓮,天籟之戰 349178 雨過天晴{Live}[HD] 周可人,天籟之戰

349156 那些花兒{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41455 青春有夢{LIVE}[HD] 佳灝

346765 那場電影{Live}[HD] 黃藝 348670 青春無悔{Live}[HD] 葉蓓

305665 來生是否還能把你手牽 藍宇 326026 信仰&演員&愛如潮水{Live} 薛之謙,張信哲,挑戰者聯盟

298433 兩個人的日子一個人過 朱曉玲 296004 前世的花瓣雨今生的淚 唐美華

319564 兩個人的生活一個人過 李松 347234 勇敢一點{Live}[HD] GAI,蒙面唱將

303532 兩個人的生活一個人過 喬樂樂 347235 勇敢的心{Live}[HD] 華語群星,中國新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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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480 南方姑娘{Live}[HD] 鐘易軒,明日之子 324310 為愛傷一次哭過千百回 華歌

342646 城市套路深俺要回農村[HD] 果然哥 346692 相愛一場{Live}[HD] 達布希勒圖,中國新歌聲

348833 城市船夫{Live}[HD] 譚維維,夢想的聲音 347054 相親相愛{Live}[HD] 群星,中國新歌聲

328371 城裡套路深 我想回農村 王雲飛 323356 看天下勞苦大眾都解放 萬山紅

327571 城裡套路深我想回農村 劉曉斌 300651 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 含笑

346546 度母的淚{Live}[HD] 林羽 327068 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Live} 王嵐,天籟之戰

307966 怎麼樣我最心愛的姑娘 孔繁濤 328802 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Live} 蕭敬騰,夢想的聲音

311914 思念你,卻牽不到你的手 謝有才 347061 紅塵客棧{Live][HD] 趙天宇,孟子坤,明日之子

298831 恨不得插翅飛到她妝台 佚名 298808 紅樓夢-想當初妹妹從江南初來到 佚名

347807 拯救地球{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299763 紅燈記-學你爹心紅膽壯志如剛 佚名

299768 拷紅-在繡樓我奉了小姐言命 佚名 315418 美麗的家園 可愛的家鄉 熊七梅

299635 拷紅-耳旁邊忽聽得金雞三唱 佚名 306548 美麗的草原美麗的姑娘 雲飛

299754 拷紅-那一日你言道張生有恙 佚名 346726 胡桃夾子{Live}[HD] 葉炫清,張碧晨,中國新歌聲

298807 拷紅-從今後再莫說你治家有方 佚名 324099 要麼不開始要麼一輩子 張勝淼

299282 拷紅-尊姑娘穩坐在繡樓以上 佚名 349159 重游往昔{Live}[HD] 王晰

299759 拷紅-想當初孫飛虎圍困寺院 佚名 309807 風風雨雨我們牽手走過 徐方,國巍

341985 故鄉山川&烏蘇里船歌{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29130 修煉愛情&背對背擁抱 王思遠,劉鳳瑤,夢想的聲音

338856 故鄉山川&烏蘇裡船歌{Live}[HD] 李健,我是歌手 326061 原來我愛你愛的那麼多 段娜娜

305495 星星之夜&教我忘不了 謝采妘 329190 原來愛情已經離我很遠 司徒蘭芳

349428 星期一天氣晴我離開你[HD] 孫燕姿 347282 娛樂天空{Live}[HD] 陳奕迅,葉曉粵,中國新歌聲

298813 春天裡的花園花兒美麗 佚名 308214 恭喜發財&新春好預兆 四千金

299644 春秋配-羞答答出門來將頭低下 佚名 299007 時間會幫我安排得很好 佚名

348998 春風十里{Live}[HD] 李宇春,夢想的聲音 347399 浮生未歇{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00233 昨天不小心喝醉的時候 佚名 326411 海口 我夢想起飛的地方 莊秋玉

308327 昨天的你的現在的未來 好妹妹樂隊 347030 烏克麗麗{Live}[HD] 周杰倫,陳穎恩,肖敏曄,朱文婷,中國新歌聲

327051 是不是分手都是我的錯 何宗龍 323976 爹娘的眼淚只為兒女流 趙真

302795 是不是因為我不夠美麗 梁坤 341355 爹娘的眼淚只為兒女流[HD] 趙真

345650 是不是因為我長得太醜[HD] 鄧才昶 307227 留一份感情來生再回味 歌一生

319826 是否得不到的才最珍貴 孫露 299165 留下來聽我把真心話說完 佚名

297315 某年某月某一天&多愛我一天{Live} Energy 299733 破洪洲-抗軍令定斬人頭不留情 佚名

299776 為什麼此刻還在想還在瘋狂 佚名 299632 破洪洲-勸將軍暫平你的心中忿 佚名

325655 為什麼你是那麼的無情 王德一彪 310724 祖英姐姐我們都喜歡你{Live} 陳業柯

341254 為什麼你是那麼的無情[HD] 王德一彪 302536 祝福-今日贖罪走回來 張玉梅

320619 為什麼你背著我愛別人{Live} 許志安 302537 祝福-殘冬將盡逢新年 張玉梅

321441 為什麼你背著我愛別人{Live} 許志安,中國之星 318204 神奇的瑤都美麗的天堂 王瑩

309714 為什麼你偏偏不喜歡我 孫中亮 299755 秦雪梅-我有心到書館前去探望 佚名

308730 為什麼愛我卻又離開我 李志洲 344783 納木錯寬闊卻不是海洋[HD] 胡梅雄

299152 為奴隸的母親-從今後娘要見你等三年 佚名 348545 純真年代{Live}[HD] 葉蓓

295459 為你掉下了第一滴眼淚 謝小雨 349995 能有你這樣的朋友陪我[HD] 姜鵬

341479 為你寫詩{LIVE}[HD] 吳克群,拖鞋,我想和你唱 312678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李潮

310216 為健康導航 為生命喝彩 張健 320752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胡斌

309734 為健康導航為生命喝彩 孫偉 301873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降央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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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13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烏蘭托婭 301841 陸游與唐婉-浪跡天涯 茅威濤

313832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額爾古納樂隊 347142 魚鳥之戀{Live}[HD] 譚維維,冀行,中國新歌聲

296983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Live} 游子組合 344963 喜歡你 但我不敢愛你{Hd}[HD] 鄭斯仁

340729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Live}[HD] 石頭 348823 單身go{Live}[HD] 肖思齊,天籟之戰

311388 草原上有我美麗的夢想 趙琳 306674 彭麻麻帶你去k歌了嗎 彭三

317017 草原姑娘愛上草原的郎 歌一生,音樂走廊 346557 悲愴世界{Live}[HD] 荷茲,明日之子

309136 記得我們曾經有過愛情 易欣 347358 掌聲響起{Live}[HD] 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328912 追求吧 一生就這麼一次 王梵瑞 346617 普通朋友{Live}[HD] 于梓貝,中國新歌聲

303700 追魚-且把真身暫隱藏 舒錦霞 348417 曾經最美{Live}[HD] 帥霖

301279 逃到了西藏逃不過愛情 杭嬌 309855 替女友小a給你的情書 格楊

310463 除了愛 我還能給你什麼 梁東澤 302619 最深愛的人最深的傷痕 張峰

309587 偷偷摸摸&一見你就笑{Live} 胡美儀,蘇姍 301068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 車繼鈴

308654 寂寞的人唱著寂寞的歌 夾谷一 319839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 童安格

304025 寂寞的夜裡你會想起誰 楊剛 332510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HD] 大哲

319272 寂寞的情歌我唱給誰聽 淳歌 343244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HD] 孫藝琪

298456 庵堂認母-可憐我苦苦想兒十八春 朱藺 343245 最遠的你是我最近的愛{Live}[HD] 孫藝琪

347299 康定情歌{Live}[HD] 斯琴格日樂,常石磊,蒙面唱將 347377 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HD] 劉波,衝擊力樂隊,最佳拍檔

309068 情人節沒有情人的禮物 孟楊 299640 朝陽溝-高興得我心裡沒法兒說 佚名

348314 情非得已{Live}[HD] 楊溢升,夢想的聲音 299722 朝陽溝-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 佚名

327132 情對祖國講 愛對祖國說{Live} 廖昌永,阿魯阿卓 299736 游龜山-滿江中波浪靜月光慘澹 佚名

300965 探窯-老娘不必淚紛紛 李錦航 348484 無處安放{Live}[HD] 汪峰,歌手

341560 旋轉木馬{LIVE}[HD] 王欣怡 347040 琵琶語 今夜家鄉月可亮[HD] 金澤男,鄭晟,許光

299726 淚灑相思地-當初他甜言密語將我騙 佚名 324035 等你在最初相遇的地方 楓舞,小築

310583 淡淡地想你淡淡地流淚 郭盈瑩 314874 等你的時候 我像個傻瓜 洪辰

347022 淨說大話{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26490 等我有了錢你就嫁給我 張強

346652 深夜一角{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16135 給你自由我失去了所有 張雷

299809 清粼粼水來 藍瑩瑩的天 佚名 319428 給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孫楠,蒙面歌王

341611 甜蜜的夢{LIVE}[HD] 高溪苒 340960 給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Live}[HD] 羽泉,韓磊,韓紅,我是歌手

347059 第一滴淚{Live}[HD] 大鵬,蒙面唱將 302287 貂嬋-一炷清香爐內焚 袁小雲

348546 紳士英雄{Live}[HD] 鼓鼓 308330 週一的清晨還在下著雨 好妹妹樂隊

347457 荷塘月色{Live}[HD] 龍梅子,不凡的改變 305084 開心農場我種的是寂寞 蔡獻華

338508 被他傷透你才會想起我[HD] 帥霖,大哲 347993 開到荼蘼{Live}[HD] 王竟力,明日之子

328877 被傷了的心依然在等待 房亮亮 346772 陽光之歌{Live}[HD] 段娟

345339 被遺忘的時光&我要你{Live}[HD] 江珊,跨界歌王 314473 雁南飛,呼倫貝爾大草原{Live} 韓磊,我是歌手

346305 被遺忘的傳奇般的溫柔{Live}[HD] 李健,姚晨,跨界歌王 347511 順流而下{Live}[HD] Cat雨馨,夢想的聲音

312120 這一生回憶有你就足夠 關澤楠 348773 傻瓜傻瓜{Live}[HD] 張雷

299075 這一次我是真的失去你 佚名 348880 媽媽的手{Live}[HD] 鄂莞婷

322042 這一夜你還會想起我嗎 虹谷樂團 326145 媽媽請您今晚睡個好覺 楊志廣

298594 這份愛到底會是誰的錯 何永俊 319718 想你不只是在午夜時分 冷漠

299341 這麼好的妹子見不上面 佚名 317528 想你的滋味一杯又一杯 張德力

316690 這麼好的妹子見不上面 李政飛 299555 想要你也難 不想你也難 佚名

298538 這樣的夜裡我容易喝醉{Live} 羽泉 345601 想要忘記你真的不容易[HD] 汪剛

Page 785 of 799



KOD-6800 SORT BY TITLE 國語

NUM TITLE ARTIST NUM TITLE ARTIST

327209 想著你的美流著我的淚 聞韜 349702 塵世之歌第三樂章青春{Live}[HD] 王豐,經典咏流傳

346951 意料之中{Live}[HD] 毛不易,鐘易軒,廖俊濤,明日之子 346902 夢的暢想{Live}[HD] 劉麗琳

303838 愛so Natural 黃烈傳 300759 對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李宇春

341734 愛一個人不一定擁有她[HD] 李雨壽 337106 對你愛不完{Live}[HD] 阿雲嘎,金池

328520 愛上你不只是一個人錯 陳少華,孟楊 347008 歌唱祖國{Live}[HD] 群星,中國新歌聲

349350 愛上你是我永遠的秘密[HD] 孫曉磊 327885 滿天的雨水都是我的淚 孫露

324235 愛上你是我忘不了的痛 于海龍 328735 漂亮的姑娘都愛高富帥 王宏天

347314 愛不愛我{Live}[HD] 陳潔儀,蒙面唱將 310503 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了{Live} 畢福劍,蘇丹

347318 愛如潮水[Live}[HD] GAI,蒙面唱將 298468 監酒令-微風起露沾衣銅壺漏響 江其虎

309805 愛你的心不要任何理由 徐方 284186 管他什麼音樂&I Kissed A Girl 居來提,范世琦,尚雯婕

310103 愛你是我上輩子犯的罪 常皓 346709 精忠報國{Live}[HD] 周震南,荷茲,明日之子

295190 愛到心碎還想著你的美 望海高歌 314572 與愛情無關與寂寞有染 孫明

348940 愛的箴言{Live}[HD] 李泉,歌手 341556 蓋世英雄{LIVE}[HD] 王力宏,蓋世英雄

325631 愛是懸崖峭壁邊緣的花 曹沁芳 347087 製造浪漫{Live}[HD] 畢夏,杜德偉,蒙面唱將

295423 愛情不像我們說的那樣 蕭磊 337423 說好了我們永遠不放手[HD] 丘亦華

305212 愛情和眼淚究竟誰欠誰 曉雨 347951 說走就走{Live}[HD] 廖俊濤,明日之子

309998 愛情的眼淚傷了我的心 馬響 305647 趕坡-軍爺講話真見淺 韓麗霞

337474 愛情的眼淚傷了我的心{Live}[HD] 葛笑 303507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 麥丁

346571 愛情城牆{Live}[HD] 海生 304158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Live} 群星

314522 愛情是什麼愛情是什麼 李天平,朱敏 345377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Live}[HD] 王康玲,王曼玲,歌聲的翅膀

304093 愛情動感la La La 群星 348634 遠走高飛{Live}[HD] 陳斐,夢想的聲音

348330 愛情殺手{Live}[HD] 劉嘉亮 316332 酷跑run To You Snh48

309559 愛情這杯酒怎麼喝都醉 胡杰夕 348689 鳳凰于飛{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14524 愛情這杯酒誰喝都得醉 干毛毛 303065 齊達內we Say Hi 莫艷琳

317565 愛情這杯酒誰喝都得醉 干露露 314590 潮起潮落是什麼都不為{Live} 謝天笑

344320 愛情菜單飲食男女插曲[HD] 王程程 312156 皺紋裡的笑是最深的愛 蘇泉

309288 愛過了今生就沒有遺憾 阿毛 349088 緣定今生{Live}[HD] 馬智宇,雲朵

307528 感恩你愛我 記得我愛你 馬麗 346742 複刻回憶{Live}[HD] 張韶涵,胡彥斌,蒙面唱將

347331 感謝有你{Live}[HD] 黃宇濤,冼子晴 319441 誰知道我戴著面具活著 Frank秋楓

327245 感謝老師,你甘願做泥土 傅曉 301059 誰是誰老公全是臨時工 谷子

327256 歲月是有去無回的旅行 慕容曉曉 303518 誰羡慕像我這樣強的人 傅穎

347010 歲月神偷{Live}[HD] 李慧珍,陳楚生,蒙面唱將 297042 誰說男人的心不會流淚 張庚萱

346639 歲月神偷{Live}[HD] 周筆暢,趙天宇,明日之子 301930 請在我後悔之前離開我 飛輪海

314532 溜溜的情人溜溜的情歌 音樂走廊 347469 請安靜聽我唱完這首歌[HD] Bobo

347031 煙花易冷{Live}[HD] 李維,中國新歌聲 298450 請你不要再對我說愛我 朱樺

346686 當你老了{Live}[HD] 鞠紅川,唐伯虎,中國新歌聲 324120 請你記得我曾經愛過你 天愛

348513 痴心絕對{Live}[HD] 李聖傑,歌手 301433 請你答應我做我老婆吧 波拉

348629 遇見你就是最好的時光[HD] 吳欣亞 330824 請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HD] 田馥甄

325904 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朱子峰,陳詩妮 328046 請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Live} 劉昱妤,夢想新歌聲

299469 道爾基你為什麼不高興 佚名 299648 諸葛亮弔孝-曆艱辛保皇叔重把業創 佚名

301619 電臺有人點播傷心情歌 侯旭 346489 噢 灣又灣{Live}[HD] 群星

307837 像我這樣的男人哪裡找 大哲 347038 獨一無二{Live}[HD] 南征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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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761 穆楊會-羞答答對奶奶詳情告稟 佚名 321688 願你像玫瑰花一樣美麗 韓浚易

347427 穎脫而出{Live}[HD] 邵星穎 322207 願所有姑娘都嫁給愛情 雨湘

297524 親吻你再久依然戀著你 于文華 303750 寶貝你怎麼能讓我流淚 雲菲菲

328882 親愛 的別扼殺我的靈魂 隨性樂團 327969 竇王嶺 我夢中的歡樂谷 張艷君

327310 親愛的!也許你會受傷 馮曉榮 346744 觸不可及{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24101 親愛的人何時回我懷中 天愛 299177 飄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 佚名

304406 親愛的我們究竟怎麼了 路琦歐 349128 護持藥師經之人陀羅尼[HD] 何婷

297024 親愛的我們究竟怎麼了 蘇仨 311430 聽別人的歌流自己的淚 劉又銘

320773 親愛的姑娘考慮考慮我 解修宇 299778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佚名

309795 親愛的能不能再次擁抱 徐一鳴 328012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彭松杰,夢想的聲音

307238 親親河東水 親親河東土{Live} 段紅 303939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黑鴨子演唱組

328064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 洛嘉,東方依依 312548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Live} 吳介賢

297074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Live} A-Lin 329653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Live} 彭松杰,夢想的聲音

312838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Live} 阿來 345720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Live}[HD] 陳聖夫,歌聲的翅膀

336910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28560 戀上一個人愛上一座城 慕容天寶

309987 遲到的緣份錯誤的相遇 馬常寶 322193 讓你枕著我的歌聲入眠 紫海

341592 鋼琴大師{LIVE}[HD] 赫拉含青 308397 讓你愛的人給你些安慰 朱明

310437 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錢 曹海波 311715 讓我的祝福伴你到永久 鄭曉飛

306847 錢是魔的魂心是魔的根 李玖龍 325294 讓我們牽手紅塵不離分 望海高歌

347516 龍的傳人{Live}[HD] 孫楊,蒙面唱將 319437 讓愛結束在最美的時候 陳瑞

316057 總有一首歌我會打動你 何人 311727 2012如果有那麼一天 黎毅,若蔓

349509 臉上有笑容不代表快樂[HD] Mfm 341856 Chained Up&謝謝你的愛1999{Live}[HD] VIXX,蓋世英雄

347088 襄水河畔{Live}[HD] 廖媛 317079 Daddy‘S Girl 謝沛恩

323443 謝謝你把我留在你夢中 歌一生 346799 High歌{Live}[HD] 張瑋,中國新歌聲

308172 謝謝你給我的網路情緣 王馨 314944 Wifi Wifi我的愛 鴻飛

345746 謝謝儂&印第安老斑鳩{Live}[HD] 周杰倫,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348723 一人飲酒醉{Live}[HD] 華晨宇,天籟之戰

310087 還沒開始就結束的愛情 崔強,張道旺,張祖明 348727 一生中最愛{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301690 還是不能夠忘記你的美 姜玉陽 346415 一定要幸福{Live}[HD] 萱萱,蒙面唱將

327330 斷了聯繫不代表不想你 王曉敏 348061 一城連三國{Live}[HD] 徐子崴,三丫兄弟

299645 斷橋-恨上來罵法海不如禽獸 佚名 347568 一起看月亮{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299750 斷橋-誰的是誰的非天在上頭 佚名 336897 一想到你呀&老人飲酒歌{Live}[HD] A-Lin,我是歌手

315896 闖海人劈波斬浪闖天下 張書寶 341863 一想到你呀&老人飲酒歌{Live}[HD] A-Lin,我是歌手

299652 雙擁情-闖一條致富路幸福久長 佚名 303433 一縷麻-思前想後像做夢 陶琪

324169 離開 是為了回來的理由 符瓊音 347193 九種使用孤獨的正確方式[HD] 光良

327336 離開我只有轉身的距離 蔣嬰 304109 二進宮-太平年間把榮享 群星

348645 鏗鏘玫瑰{Live}[HD] 雨馨,夢想的聲音 347198 人走茶不涼{Live}[HD] 徐子崴,三丫兄弟

328951 關於夜晚和失眠的世界 新褲子樂隊 274672 人類已經不能阻止我的愛 古品

311466 難道你把愛情當作遊戲 劉朋 304067 十一郎-青龍山頭立大寨 楊鳳英

302444 難道你要的是逢場作戲 培聖 303765 三滴血-五台縣官太懵懂 馮永安

313693 難道你真的不曾愛過我 潘廣益 302575 三滴血-祖籍陝西韓城縣 張保衛

311683 難道你真的忍心讓我哭 鄧天晴 325200 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 孟靜

298539 難道你真的沒有感覺到 羽泉 284619 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Live} 孫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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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304 下一輩子你就是我的唯一 赤龍 348189 只愛陌生人{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45455 下定決心忘記你2017{Live}[HD] 大哲 320228 只願你能永遠過的比我好 肖家永

348735 下個,路口,見{Live}[HD] 群星,夢想的聲音 335691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HD] Fuying And Sam,Fuying And Sam

318504 也許我不是你想要愛的人 曾春年 337660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HD] Fuying,Sam

348177 千年等一回{Live}[HD] 秦宇子,不凡的改變 347694 外面的世界{Live}[HD] 郁可唯,蒙面唱將

263118 女人別把青春當做無所謂 孟楊 347295 布拉格廣場{Live}[HD] 王天琦,不凡的改變

304980 女人的心是無情的鐵榔頭 樊少華 278454 打敗你的不是天真是無邪 柏敏傑

301119 女駙馬-眉清目秀美容貌 卓依婷 300728 打開翅膀 Fly Away 快樂2世代

301123 女駙馬-誰料皇榜中狀元 卓依婷 289210 母恩重如山 母情深似海 韓廣英

348284 山路十八彎{Live}[HD] 張杰,張夢羽,天籟之戰 305322 白蛇傳-千年白蛇峨嵋修 錢麗文

348285 山路十八彎{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48779 全世界失眠{Live}[HD] 張韶涵,歌手

330106 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謝了{Live}[HD] 宋祖英 253192 全世界沒有人比我更愛你 徐熙媛

267938 不知道你喜不喜這樣的我 丁爽 289554 全世界都以為我們在一起 Fuying,Sam

299343 不是所有的愛都能說明白 佚名 348152 再見螢火蟲{Live}[HD] 蘇詩丁,歌手

308823 不是對不起都換來沒關係 李貴府 314039 回憶裡的你一切都那麼好 孫恭慶

265766 不要在相愛的時候說分手 孟利 323675 在一起勝過千萬句我愛你 天威

341140 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HD] 崔雲飛 293848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曬太陽{Live} 趙照

347189 不要對他說{Live}[HD] 陳慧嫻,吳克群,蒙面唱將 265890 在我心裡沒有誰能代替你 張曉明

270534 不結婚的戀愛都是耍流氓 石磊 322379 在我心裡沒有誰能代替你 曉依

262779 不想回家的女人2011 金城 349295 在我心裡沒有誰能代替你[HD] 蘇月

333321 不愛你的人就勇敢離開他[HD] 韓小薰 284709 在我心裡真的不想失去你 廖兆軍

301711 不愛我的女人讓我流眼淚 姜鵬 321804 在我流淚的時候別說愛我 陳飛好

346828 不落的太陽{Live}[HD] 詠峰 303498 在我流淚的時候別說愛我 雪玲兒

305492 什麼話&到底你在想什麼 謝采妘 298239 在哭泣的人不一定會流淚 田子琳

27024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國{Live} 潘小芬 282427 如果下輩子還做你的情人 張鵬

312052 今年過年你要把我娶回家 羅心潔 253151 如果在你懷裡滿足的死掉 徐懷鈺

340576 天上的男人 地上的女人[HD] 林宥嘉 345558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很有錢{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33574 天天想你&今夜無人入眠{Live}[HD] 孫楠 347280 如果有來生{Live}[HD] 陳明,蔣瑤佳,蒙面唱將

301118 天仙配-含悲忍淚往前走 卓依婷 345559 如果有個直達天堂的電梯[HD] 岳雲鵬

301122 天仙配-神仙歲月我不愛 卓依婷 262105 如果你不愛我請讓我單飛 阿飛

346906 天地在我心{Live}[HD] 劉歡,中國新歌聲 289600 如果你不愛我請讓我單飛{Live} 樂飛揚

315060 巴彥淖爾一個神奇的地方 王璐 265529 如果你只是愛上我的冷漠 冷漠

347304 心傷了以後{Live}[HD] 金美琪 231688 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淚 韓爍

347026 火火中國風{Live}[HD] 多元神話 308841 如果你是我眼裡的一滴淚 李緒杰

349039 火火中國情{Live}[HD] 彭偉家 315187 如果你要嫁人你 嫁給我吧 大慶小芳

265971 火辣辣的妹妹火辣辣的歌 徐連國 322419 如果你曾經愛過一名軍人 欒凱

285861 火辣辣的軍營火辣辣的兵 李暉 344254 如果你愛我像我愛你那樣[HD] 唐薇,樊少華

344893 世上只有媽媽好2016[HD] Chloebaby,岳佳音 232060 如果你會不經意的想起我 馬健濤

341432 北京 北京{LIVE}[HD] iKON,蓋世英雄 298010 如果我老了你還愛不愛我 王傑

347241 只因喜歡你{Live}[HD] 沈丹丹 265633 如果我們的愛情到了盡頭 卓冰冰

329196 只是想要一個明確的關係 婳詩詩,格子 327605 如果愛你註定是我受的罪 張北北

348191 只為你聆聽{Live}[HD] 葉蓓 306314 如果愛情可以不再那麼假 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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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437 如果蒼天再給我一個輪回 陳詠 319050 你離開當初為什麼要騙我 黃海林

347718 如歌的哈達{Live}[HD] 羅珍 323046 別用你的清純刺痛我的心 杜疆

329499 有一種最甜的苦叫做思念 李廷山 321037 別用我的愛填補你的寂寞 楊軍

285410 有女朋友別忘了請我吃飯 阿肆 315922 別再為了不愛你的人流淚 曉亮

263382 有本事你就別給我打電話 宋迪 295991 別在你哭泣時背著我流淚 飛鷹(邢國英)

305210 有沒有一種思念永不疲憊 曉依 285708 別在我最痛的時候說分手 正歌

326858 有沒有一種愛可以不放手 雲菲菲 333556 別愛我像愛個朋友&解脫{Live}[HD] 周筆暢

315869 有沒有一種愛可以不流淚 樊海峰 341669 別讓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HD] 劉乙駿

348428 有些人不是想忘就能忘記[HD] 吳思怡 346471 別讓夢醒來{Live}[HD] 朱文婷,中國新歌聲

337173 有些事我們永遠無法左右{Live}[HD] 汪峰,帕爾哈提,中國好聲音 348831 坎達哈黎明{Live}[HD] 孫守靖,夢想的聲音

262687 有時候男人比女人更脆弱 韓真真 335450 床頭櫃子上放著你的照片[HD] 張佑錢

346728 至少還有你{Live}[HD] 肖凱曄,中國新歌聲 311616 忘了你還不如忘了我自己 潘東亮

347452 至少還有你{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7755 快樂快燒壞{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347453 至少還有你{Live}[HD] 陳潔儀,霍尊,蒙面唱將 325314 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野{LIVE} 李斯丹妮,艾菲,蓋世英雄

346729 至少還有你{Live}[HD] 鍾浩 296333 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兒野 李榮浩

305321 血手印-此地不能長談論 錢麗文 308633 我一見你就笑&歡樂今宵{Live} 呂珊

303264 血淚仇-手拖孫女好悲傷 陳奎 300826 我不再是讓你操心的孩子 李星竹

303394 西廂記-夜坐時停了針繡 陳輝玲 323211 我不是一個你最愛的女人 孫艷

347205 但願人長久{Live}[HD] 郭沁,中國新歌聲 284640 我不是一個愛過就算的人 孫露

278575 你分手不給我一個理由嗎 胡杰夕 232497 我不是那只披著羊皮的狼{Live} 高峰

262703 你在我痛苦的夜裡陪著誰 黃猛 230227 我不是輕易放下感情的人 陳明真

320988 你在最美的時候遇見了誰 侯夢亮 308239 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 左小祖咒

338232 你快回來&今夜無人入眠{Live}[HD] 孫楠,戴玉強,我是歌手 263238 我不能悲傷的睡在你身旁 曲婉婷

347611 你到底有沒有真心愛過我[HD] 李丹鳳 305425 我不需要tiffany 薛凱琪

348114 你到底愛誰{Live}[HD] 劉嘉亮 347342 我心愛永恆{Live}[HD] 常石磊,蒙面唱將

268811 你到底讓我等到什麼時候 孫艷 284740 我心愛的姑娘要嫁到遠方 張瀚元

324930 你的世界有沒有我都一樣 趙綱 282149 我付出所有的愛在你身上 劉嘉亮

323586 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安慰 劉文濤 348353 我叫小瀋陽{Live}[HD] 高進

320170 你的溫柔 我hold不住 柴強 293481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鮮花 好妹妹樂隊

319545 你的溫柔我hold不住 柴強 287856 我在下一個路口為你守候 一只舟,烏丫

262253 你怎麼捨得讓我一個人哭 陳威,冰雪兒 313555 我在下一個路口為你守候 網路歌手

234157 你怎麼捨得讓我一個人哭 龍奔 348960 我在夜裡偷看過一顆星星[HD] 林朵

293794 你是世界上最狠心的女人 胡杰夕 342398 我在洗澡的時候唱著情歌[HD] 賴慈泓

279919 你是我今生抹不掉的回憶 張磊 348358 我坐在這裡{Live}[HD] 畢曉鑫,夢想的聲音

311445 你是我今生最美麗的邂逅 劉有名 330212 我完全沒有任何理由理你{Live}[HD] 王力宏

328243 你是我生命中最愛的女人 王英俊 284840 我和我的小夥伴都驚呆了 晨熙

306359 你是我的老公我是你的妻 囚鳥 282959 我和我的小夥伴都驚呆了 趙小兵

305311 你是我的男人你是我的歌 衡越 347798 我的大篷車{Live}[HD] 吳瑕

279002 你是我這一輩子的好兄弟 段俊寶 304702 我的左手旁邊是你的右手 趙靜怡

346842 你為何要把我的心給偷走[HD] 雨霖楓 311395 我的左手旁邊是你的右手{Live} 趙靜怡

314112 你就是讓我愛到心疼的人 李國輝 341761 我的未來不是夢&流星雨{Live}[HD] Monsta X,蓋世英雄

347615 你愛不愛我{Live}[HD] 蜜蜂少女隊(Lady Bees) 348373 我的好兄弟{Live}[HD] 高進,小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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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977 我的老同學{Live}[HD] 申菲 336755 每一天,我要成為更好的人[HD] Fresh極客少年團

321323 我的明天是我心中的歌詠 俞靜 315289 每次回頭都看到你在微笑 毛澤少

289114 我的家鄉有一條美麗的河 胡量 291560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草原 魏新雨

279424 我的溫柔擋不住你的風流(國) 石梅 298661 決不讓美李匪幫一人逃竄 佚名

346971 我恨我愛你{Live}[HD] 劉維,蒙面唱將 341998 沒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單[HD] 冷漠

328590 我是一個沒有誰心疼的人 雲海組合 339290 沒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單[HD] 良光

271472 我是你的新娘你是我的郎 金巧巧 346752 貝加爾湖畔{Live}[HD] 成方圓

230908 我是真的不願放開你的手 陳詠 347101 走在冷風中{Live}[HD] 畢夏,蒙面唱將

270104 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貢獻 段婷婷 300966 走雪-我主僕怎過光華山 李錦航

346594 我要你的愛{Live}[HD] 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318068 那些我們一起戀過的青春 Timez

348380 我要的幸福{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16030 那些或許我該寄出的情書 四個朋友

284741 我要是唐僧就留在女兒國 張瀚元 331211 那些學校沒有教過的事兒[HD] 孫子涵

347783 我們不一樣{Live}[HD] 孫曉磊 267121 那些讓你死去活來的女孩 陳奕迅

304277 我們不是永遠都那麼勇敢 萬芳 314200 那噠噠也不如咱山溝溝好 李政飛

266466 我們到最後終於變成朋友 王睿 311542 來生緣&一起走過的日子{Live} 劉德華

285062 我們的首長 我們的將軍 牡丹獨秀 345908 兩個人的情人節一個人過[HD] 肖杰

348349 我們的時光{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7230 兩萬五千里{Live}[HD] 王琥,歌手來了

345116 我們是不是都這樣的孤單[HD] 七弟 301300 其實你不是我想要的溫柔 林木

317596 我們留下一點一點的回憶 于海檳 346868 初戀薛凱琪{Live}[HD] 趙天宇,孟子坤,陳蘿莉,明日之子

348957 我們說好的{Live}[HD] 蘇立生,夢想的聲音 317344 夜來香&夜上海&滿場飛{Live} 楊燕,謝雷

302555 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Live} 張明敏 287043 征服+愛情傀儡+離開我{Live} 紀敏佳,李翊君,伍思凱

308152 我能給你的只剩兩滴眼淚 王瓊 316059 抹不掉的回憶 躲不掉的愛 段莉莉

270342 我深深地愛你 我的祖國{Live} 王喆 231508 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軍旅歌曲

330935 我設計一萬種方式遇見你[HD] 許飛 320597 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Live} 白致瑤,澤旺多吉

346093 我喜歡上你時的內心活動[HD] 陳綺貞 346208 爸爸 多想唱一首歌給您[HD] 孫曉磊

316859 我最beautiful 胡丹丹 348498 玩耍的孩子{Live}[HD] 葉蓓

328585 我想問你一聲有沒有愛過 天愛 305985 芙蓉花-平生愛花為花忙 鐘寶珍

288346 我愛上了你你卻傷透了我 熊七梅 299765 花木蘭-用巧記哄元帥他出帳去了 佚名

346585 我愛你,再見{Live}[HD] 張磊,李雅,中國新歌聲 286938 阿里山的姑娘+康定情歌{Live} 溫嵐,吉杰

346973 我愛你中國{Live}[HD] 李慧珍,畢夏,蒙面唱將 346770 阿曼尼 Show Time[HD] 張斌

347344 我愛你中國{Live}[HD] 群星,夢想的聲音 301045 雨天是我放聲哭泣的時間 秀愛組合

317612 我愛你我的母親我的故鄉 王瑩 301457 南冠草-太湖歸來入羅網 竺小招

320467 我愛的人到最後傷我最深 二兵 301794 南冠草-孤城失陷田園荒 胡國美

303195 我該用什麼留住你的溫柔 郭燕 306499 城市裡沒有眼淚飄來飄去 阿佳組合

233006 我該用什麼樣的心來對你{Live} 黃品源 347818 春天再唱響{Live}[HD] 廖媛

346982 我踮起腳尖就能看見來世[HD] 許飛 333177 是不是不愛了就應該放手[HD] 袁潔瓊

333400 找一個像我這樣愛你的人[HD] 張彬 327052 是什麼讓我遇見這樣的你 金志文,蒙面唱將

338407 找到你是我最偉大的成功[HD] 古巨基 331859 是什麼讓我遇見這樣的你[HD] 白安

290221 把我的思念悄悄磨成傷口 覃楨 335948 是什麼讓我遇見這樣的你{Live}[HD] 李文琦,中國好聲音

303510 李娃傳-伲今捷報郎及第 傅全香 323269 是你讓我唱的情歌跑了調 董潞

303437 李清照-恍然一覺婺州夢 陶琪 346613 是否愛過我{Live}[HD] 張韶涵,蒙面唱將

303436 李清照-管他大宋與小宋 陶琪 329476 是愛情老了還是我們老了 賀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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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858 柳毅傳書-見三姑想三娘 笠小招 299014 真的愛我就不要讓我傷心 佚名

328723 流花 Love Herby 袁婭維 314369 草原上的姑娘敖包來相會 音樂走廊

302052 為什麼你要絕情的離開我 孫艷 308215 財神來到我家門&接財神 四千金

311330 為什麼你要傷害愛你的人 褚永祥 347100 財運滾滾來{Live}[HD] 多元神話

232366 為什麼我的真換來我的疼 高勝美 347107 追夢赤子心{Live}[HD] 李慧珍,蒙面唱將

304623 為什麼我愛的人卻不愛我 蒙克 348642 酒干倘賣無{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269925 為什麼相愛卻不能在一起 林勝天 347194 乾了這一杯{Live}[HD] 李小杰

269001 為什麼愛上讓我傷心的人 帥霖 316457 唱一支小情歌給前男友聽 木尹兒

295308 為何無緣還會愛的那麼深 涓子 318429 唱不完的情歌流不完的淚 濤子

285040 為何無緣還會愛的那麼深 溫馨四季 311891 唱不完的情歌留不完的淚 濤子

316917 相守一個雲淡風輕的日子 袁玉峰 311284 唱不夠的情歌愛不夠的人 榮聯合

308519 相愛的人不要隨便說分手 冷漠 346917 婚禮的祝福{Live}[HD] 劉維,薛之謙,蒙面唱將

346253 突然想跟自己說聲對不起[HD] 覃浩 305599 彩雲坪-果然天柱風光美 韓再芬

342901 紅火火的中國甜美美的家[HD] 王岩 304981 彩樓記-山坎起屋作成窯 樊建萍

349084 紅色高跟鞋{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04982 彩樓記-我夫文場奪魁去 樊建萍

347436 紅色高跟鞋{Live}[HD] 陳潔儀,蒙面唱將 324962 情是自己親手種下的蓮花 金久哲

298829 紅花曲之一峰更比一峰高 佚名 317519 情歌中的故事情歌中的你 門口塘

346719 美好的年華{Live}[HD] 海生 310341 情歌越唱越心酸2012 張雷

317919 美麗小島 Key West 洪祿雲,宋健 300742 斬黃袍-孤王酒醉桃花宮 李文林

266860 苦酒滿杯&蔓莉&為了你{Live} 謝雷 286926 旋木+夢一場+勇敢一點{Live} 黃齡,李泉,順子

329693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 田馥甄,夢想的聲音 302902 梅花夢&月兒彎彎照九州 莊學忠

329694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 高心遠,莫文蔚,天籟之戰 325260 淋雨一直走&隱形的翅膀{LIVE} 張韶涵,雨馨,雨薇,我想和你唱

292632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 楊坤 303766 淮河營-辭別千歲長安轉 馮志孝

316141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 楊坤,旦增尼瑪,最美和聲 305196 現代的愛情都背叛了永遠 黎駿

314319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 譚維維,我是歌手 233909 現在的愛情都背叛了永遠 黎駿

333728 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裡{Live}[HD] 莫西子詩 298686 第一次親密接觸之板磚臉 佚名

348675 風中的承諾{Live}[HD] 李翊君,不凡的改變 348547 終於等到你{Live}[HD] 周興哲,夢想的聲音

265400 香巴拉神山見證我們的愛 紮西尼瑪,阿斯滿 302186 莫愁女-百花難比她的貌 殷瑞芳

269855 香魂塘月朦朧我心寒意冷 楊紅霞 324096 被愛傷過的心還可以愛誰 六哲

347232 剛好遇見你{Live}[HD] 李玉剛,圍爐音樂會 303823 貧富上壽-張廣達出門來 黃建軍

348169 剛好遇見你{Live}[HD] 高進,李玉剛 332529 這一次我是真的失去了你[HD] 李澤堅

275026 原來你也可以離開我愛他 王雅民 304750 這一刻我相信你說我愛你 趙薇

348182 原來是這樣{Live}[HD] 高進 286681 這世界最珍貴的是你的心 周啊想,默契李智

270641 原來愛情都是騙人的東西 羅藝 332848 這是因為我們能感到疼痛[HD] Tizzy Bac

282227 哭了 笑了 傷了 痛了 含煙 342057 這個世界會好嗎2015[HD] 李志

338287 哭不回的愛 哭不回的你[HD] 龍梅子 284624 這麼好的妹子見不上個面 孫剛

341591 海外華人頌{LIVE}[HD] 赫拉含青 328917 這麼好的妹子見不上個面{Live} 高貴鵬

301001 烏盆記-未曾開言淚滿腮 杜鵬 318052 這輩子我們還能在一起嗎 江智民,周虹

303238 烏盆記-老丈不必膽怕驚 陳志清 279573 這輩子真的不能在一起嗎(國) 湘東雨

287642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懂你{Live} 滿文軍 336848 這點傷其實也是一種幸福[HD] 儲毅

290660 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 帥霖 304857 野豬林-當年關西把人傷 劉金泉

348525 真正的自由{Live}[HD] 葉蓓 348217 圍城&畫心{Live}[HD] 何佳樂,夢想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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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60 尋夢國&梅蘭梅蘭我愛你 莫旭秋 346653 滄海一聲笑{Live}[HD] 王竟力,明日之子

318212 就算全世界我都可以放棄 王麟 311828 當你的秀髮拂過我的鋼槍{Live} 閻維文

279405 幾度夕陽紅&幾度花落時{Live} 青山,呂珊,孔蘭薰 233077 當我再次接到電話的時候 黃品源

346150 曾一起凝望過的那片星空[HD] 安琥 274674 當我終於買得起那枚戒指 古品

233852 最近我有沒有說過我愛你 黎明 330631 萬一奧特曼打不贏小怪獸[HD] 小賤

305187 最後的戀愛&我的另一半{Live} 黎明 311382 過了今夜你是否還記得我 趙真

341561 最炫民族風{LIVE}[HD] 王迅,鳳凰傳奇 269832 過完了今天你不再屬於我 楊得鑫

347834 最炫民族風{Live}[HD] 蔡依林,不凡的改變 269364 像我這樣深情的人多不多 成雲剛

349007 最美家鄉河{Live}[HD] 徐晶晶 348841 夢中的哈達{Live}[HD] 鄂莞婷

299766 朝陽溝-有什麼心裡話你明說直講 佚名 333500 夢中的婚禮&捨不得離開[HD] Sara

299650 朝陽溝-為改變窮山溝咱各顯奔領 佚名 347698 夢中的額吉{Live}[HD] 周揚

299631 朝陽溝-新一代要繼壯志汗酒高山 佚名 341597 夢想的翅膀{LIVE}[HD] 郝開心

348510 痛並快樂著{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291548 漂亮姑娘好想牽起你的手 風雷

349078 等你一萬年{Live}[HD] Core One,不凡的改變 346654 演員和歌手{Live}[HD] 李榮浩,閆峻,中國新歌聲

315577 等你說 I Love You 蔡曉 298141 漫天雪花飄的都是我的愛 王韞

343406 順著時間尋找枯萎的花開[HD] 秦浩然,阿念,姜鵬 344430 熊貓咪咪&只有一個地球{Live}[HD] 程琳

286158 黑龍江岸邊潔白的玫瑰花 霍勇 301124 碧王簪-夜來燈花結雙蕊 卓依婷

269266 傷不起的愛情傷不起的你{Live} 彭清 301795 碧玉簪－手心手背都是肉 胡敏華

288736 傷心的人別聽慢歌&舞娘{Live} 張宇,陳志朋 302286 碧玉簪-耳邊傳來更鼓聲 袁小雲

295940 傷心的情歌一夜都唱不完 徐一鳴 305489 綠島小夜曲&月光小夜曲 謝采妘

315852 媽媽我不想再唱悲傷的歌{Live} 關濤,中國好歌曲 311118 綠島小夜曲&月光小夜曲{Live} 楊燕

348316 想你想瘋了{Live}[HD] 李光,天籟之戰 305646 趕坡-适才間大嫂對我言 韓麗霞

341732 想要忘記你怎麼就這麼難[HD] 清清兒 347975 遠方的妻子{Live}[HD] 澤仁達娃,扎西巴姆

288448 想談一場永不分手的戀愛 張勝淼 347095 誰來剪月光{Live}[HD] 陳奕迅,中國新歌聲

305009 想聽你開口說一句你愛我 潘東文 280558 誰的新歡不是別人的舊愛 南宮嘉駿

325802 愛一個人不一定要在一起 Fuying,Sam 279187 請不要在別人的肩上哭泣(國) 景崗山

304031 愛上你是一種流淚的幸福 楊梓 291866 請不要在別人的肩上哭泣{Live} 趙傳

311051 愛你不是為了和你去如家 新街口組合 343568 請不要在別人的肩上哭泣{Live}[HD] 光良,我是歌手

311052 愛你不是為了和你去如家{Live} 新街口組合 307287 請給我一個愛上你的理由 王悅琳

310748 愛的箴言&假如我是真的{Live} 陳潔麗 328613 戰友當你走在離隊的路上 張張

347327 愛笑的眼睛{Live}[HD] 陳卓璇,夢想的聲音 325346 擁抱的時候你為什麼會哭 柯言

347322 愛情的名義{Live}[HD] 沈丹丹 312068 獨一無二 Only You 羅志祥

344321 愛情菜單飲食男女片頭曲[HD] 王程程 287187 親愛的老婆我是真的愛你 六仔

348332 愛情諾曼底{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342940 親愛的和你一起去日喀則[HD] 熱們澤

317669 新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劉清渢 287124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想你了 陳雅森

345645 新郎不是我 新娘我愛過[HD] 大哲 321591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想你了 陳雅森,賀一航

287493 新貴妃醉酒,當愛已成往事{Live} 常石磊,薩頂頂 280912 親愛的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孫曉哲

347364 新貴妃醉酒{Live}[HD] 李玉剛,王子歌,圍爐音樂會 320833 錯過緣份錯過愛2015 覃浩

348402 新貴妃醉酒{Live}[HD] 簡迷離,不凡的改變 305328 龍江頌-一輪紅日照胸間 閻桂祥

348401 新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HD] 羿諾,常瑋,李翔 290252 聰明糊塗心&最浪漫的事{Live} 趙詠華

326356 暗香&十面埋伏&葫蘆娃{Live} 劉美麟,李斯丹妮,艾菲,大張偉,蓋世英雄 344815 還不是因為你長得不好看[HD] 洛天依,言和,樂正綾

348471 滄海一聲笑{Live}[HD] GAI,歌手 315358 還是要相信愛情啊混蛋們 魏如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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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08 隱形的翅膀&有形的翅膀{Live}[HD] 張韶涵 346435 不潮不用花錢{Live}[HD] 汪蘇瀧,蔡宗強,蒙面唱將

341299 離開 是為了回來的理由[HD] 符瓊音 299727 五世請纓-到邊關再顯顯俺楊家的威風 佚名

308540 離開你不是因為我的冷漠 冷漠 303638 什麼時候才能等到你的溫柔 焦慶軍

287890 離開你不是我想要的結果 六哲 349621 今夜想你了親愛的爸爸媽媽[HD] 林雨

265451 離開網路我們還能愛多久 久久 301117 牛郎織女-到底人間歡樂多 卓依婷

345228 瀟灑走一回&千年等一回{Live}[HD] 高雲翔,王珞丹,跨界歌王 347606 他是末日預言中的宇宙碎片[HD] 陳珊妮

346718 羅定稻米香{Live}[HD] 劉和剛 271467 他傷了你的心才想起我是誰 金城

266831 難道你就這麼忍心的放手{Live} 許嘉文 346477 北京city{Live}[HD] 蘇醒,中國有嘻哈

269363 難道我對你的愛還不夠多 成雲剛,王星星 335025 只有我的旁邊 旁邊沒有人[HD] 怕胖團

263254 難道傷心是你給我的溫柔 邱永傳 343463 只求你記得你的世界我來過[HD] 鄒仁

302692 難道愛你要等到下輩子嗎 張義傑 329197 只要堅持夢想總是可以實現 賀東

232534 寶貝 你怎麼能讓我流淚 高文君 348226 外婆的澎湖灣{Live}[HD] 楊坤,聲音樂團,天籟之戰

316543 歡迎你老首長來到老部隊 呂繼宏 347393 永遠別說永遠{Live}[HD] 徐子崴

326522 聽不完的情歌流不完的淚 張師羽 346681 生命中的精靈{Live}[HD] 黃韻玲,肖凱曄,中國新歌聲

347074 聽到請回答{Live}[HD] 鞠婧禕 304111 用馬來西亞的天氣來說愛你{Live} 群星

346724 聽著門麗的歌心裡想著你[HD] 門麗 317848 白樺林&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譚維維,蒙面歌王

341480 讓我們一起{LIVE}[HD] 吳子興 348519 白薔薇的眼淚{Live}[HD] 劉嘉亮

298772 讓我們做雷鋒式的好少年 佚名 318339 再也沒有人像你對我這麼好 李之勤,張信哲

268253 讓我做你一生一世的紅顏 關澤楠 289928 回&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Live} 李恕權

298523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Live} 羽泉 267914 地球人已經阻止不了我愛你 一休

303049 Live Show實況轉播{Live} 莫文蔚 348227 多想把你抱住{Live}[HD] 高進

326685 Pollo Frito 雞排 教練樂團 347696 多想為你歌唱{Live}[HD] 巴桑

288631 We Will Rock You+一無所有+We Are The Champions{Live} 鄧紫棋 348861 好想好好愛你{Live}[HD] 周蕙,張祖誠,不凡的改變

289694 一句話&不屑&愛的主旋律{Live} 卓文萱,黃鴻升 348260 好想好好愛你{Live}[HD] 張祖誠,不凡的改變

348057 一個人去海邊{Live}[HD] 鬍子悅,夢想的聲音 310217 如果你不愛我就請你放了我 張啟輝

303562 一簾幽夢之這種感覺就是愛 曾之喬 324265 如果你愛上我是為了忘記他 馮光

308964 人逢喜事精神爽&添丁發財 卓依婷 344256 如果我在最安詳的時候死去[HD] 左成

346872 十二月的奇跡{Live}[HD] 孟子坤,明日之子 333523 如果我們只剩一首歌的時間[HD] 何韻詩

302489 三對面-包相爺對我講一遍 康亞嬋 346915 如果感情的路可以重新來過[HD] 雨霖楓

303334 三蓋衣-浮雲遮住了月兒面 陳偉萍 346528 如果還有明天{Live}[HD] 信,中國有嘻哈

347573 下輩子讓我做你的紅顏知己[HD] 張小耀 309462 江南style滿身囔囔揣 姜鵬,胖胖,小黃飛

319520 也許我愛錯了牽錯了你的手 齊霖 328021 艾伊達尼'a I Daa Ni 張仰華,杜紹穎

347577 不低頭的勇敢{Live}[HD] 覃源 347940 血腥愛情故事{Live}[HD] 林憶蓮,夢想的聲音

341534 不是每個戀曲都有美好回憶[HD] 林志穎 297723 西廂記-問蒼天女兒何不幸 方亞芬

338930 不要在我的朋友圈裡賣面膜[HD] 張煜楓 301028 西園記-自從與張君見一面 沈美娟

307496 不要在我寂寞的時候說愛我 陶鈺玉 295876 你不是我從小想嫁的大英雄 王樂

313714 不要在我寂寞的時候說愛我 鄭源,陶鈺玉 265913 你不愛我的人卻傷了我的心 張義傑

310768 不要在我寂寞的時候說愛我{Live} 陶鈺玉 325086 你明明愛著我卻還要嫁給他 丁紫

320121 不要在我離開的時候抱著我 蔡健東 279119 你明明愛著我卻還要嫁給他 花哥

288047 不要躺在別人懷裡打我電話 余零 270455 你的幸福是我們最好的禮物 王錚亮

233947 不能讓我的煩惱沒機會表白 黑豹樂隊 282907 你是值得我一輩子去愛的人 覃飛宇

348741 不想讓你知道{Live}[HD] 周蕙,不凡的改變 278432 你是這個世界最疼愛我的人 杜奕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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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89 你這樣傷我心我怎能不寒心 安崇藝 325072 周大俠&RHYTHM TA{LIVE} iKON,蓋世英雄

346845 你答應過我不會再和他聯繫[HD] 雨霖楓 346610 明天的孩子們{Live}[HD] 毛不易,明日之子

311066 你愛的是我的人還是我的錢 楊小弈 348461 泡泡糖 Bubble Gum[HD] 陳驍

310755 你說過愛我一萬年2011 陳興瑜 347018 波羅維茨舞曲{Live}[HD] 張杰,胡斯默,中國新歌聲

337215 別忘了你的世界我曾經來過[HD] 唐磊 303443 爸爸媽媽去上班 我去幼稚園 陸虎

348307 忘了你忘了我{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47032 爸媽已經老了{Live}[HD] 雨霖楓

280198 我只是那個用痛教你愛的人 謝有才 290224 玫瑰人生&睡吧! 我的愛{Live} 許景淳

233197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真的愛我{Live} 黃小琥 331730 空出來的時間剛好拿來寂寞[HD] 張信哲

321300 我在那個叫愛情的地方等你 木童 347999 阿爸的青稞酒{Live}[HD] 加央次仁

288238 我在朋友婚禮上唱的這首歌 徐海星 326640 青春修煉手冊&聽媽媽的話{Live} 姚希,中國新歌聲

326908 我在洗澡的時候我唱著情歌 賴慈泓 346780 青春修煉手冊{Live}[HD] 大張偉,巫啟賢,黎明,蒙面唱將

310442 我成了一個被你拒絕愛的人 曹雷 347308 思念是一種病{Live}[HD] GAI,王心凌,蒙面唱將

311319 我成了一個被你拒絕愛的人 綠昕 230643 拜金國際俱樂部啦啦隊之歌 陳珊妮,李端嫻

312303 我那扶犁的爹呀燈影裡的娘 天駿 232942 是否你會等像我這樣的男人 黃仲齊

271120 我那扶犁的爹呀燈影裡的娘 譚建軍 301458 柳毅傳書-借花獻佛敬一杯 竺小招

333441 我和我的小夥伴們都驚呆了[HD] 王麟 311667 為什麼天下沒有不苦的愛情 蔡曉

344707 我的生命不過是溫柔的瘋狂[HD] 盧庚戌 269837 為什麼你的愛對我都是傷害 楊晨暉

308284 我的眼淚是你看不見的傷心 田躍君 289254 為什麼我不是你愛的那個人 鄭智勛

310943 我知道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 隆隆 314283 為什麼每個深夜總把你想起 王藝

303651 我是一個被愛傷害過的男人 程科 303677 為什麼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 童星

323225 我是真的想和你永遠在一起 徐子謙 314284 為什麼真心換來這樣的結果 王藝

334883 我為什麼在人民廣場吃炸雞[HD] 阿肆 289253 為什麼愛到最後只能做朋友 秦影

322150 我站在你媽媽看不到的地方 唐寧 326426 為什麼愛情走著走著就會散 宋磊

301526 我從新加坡流淚到柔佛巴魯 阿弟合唱團 347027 為什麼愛情走著走著就會散[HD] 雨霖楓

348368 我最親愛的人{Live}[HD] 葉蓓 298833 為何愛情的滋味是這麼奇美 佚名

281002 我最親愛的人呀你幸福了嗎 彭英英 347053 相見不如懷念{Live}[HD] 蘇慧倫,劉維,蒙面唱將

280214 我最親愛的人呀你幸福了嗎 蘇青山 300987 紅燈記-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李鐵梅

346586 我愛東方之珠{Live}[HD] 劉麗琳 349085 紅薔薇白玫瑰{Live}[HD] 鄧琳琳,天籟之戰

308463 我愛的你卻給她披上了嫁衣 艾歌 329268 娜魯灣情歌&牙買加的檳榔{Live} 熱地樂隊,夢想的聲音

346595 我該走了 2.0{Live}[HD] 馬伯騫,明日之子 302043 桃花扇-地老天荒不願離分 孫靜

263001 我總是一個人在練習一個人 林宥嘉 303704 浪子成龍-燭影搖紅燭光明 華潔

234169 我聽這種音樂的時候最愛你 龍寬九段 347406 烏蘭巴托的夜{Live}[HD] 斯琴格日樂,蒙面唱將

309943 找個差不多的女人就娶了吧 袁震 299721 秦雪梅-聽孩兒把書館之事細說原因 佚名

304858 李逵探母-一路行來暗思量 劉金泉 322879 酒歌&春天來了&守望相助{Live} 群星

304914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耶誕節 劉雁 266230 閃閃的軍功章心中的圓月亮 果子

231670 沒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單 韓晶 321011 做你的gentleman{Live} 張陽陽

305614 沙漠王子-手撫琴兒心悲慘 韓梅春 331928 做你懷裡的那只貓2013[HD] 賀世哲

283529 男人的痛女人你永遠不會懂 大哲 325419 夠了&Play我Play{LIVE} 羅志祥,蔡依林

319905 男人傷心也流淚之傷心城市 張銘峰 324859 帶我去一個陽光普照的島嶼 艾怡良

289289 男人傷心也流淚之傷情男人 張銘峰 302042 庵堂認母-天寬地闊路綿長 孫靜

269761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 李行亮 341724 得不到的愛情&我要你的愛{Live}[HD] 吳莫愁,蓋世英雄

321024 兩個人煩惱不如一個人孤單 獨飛 331981 情人的眼淚&思念是一種病[HD] 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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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80 情歌唱的沒有從前那麼認真[HD] 孫豆爾 347502 雖然前途未卜 我願陪你吃土[HD] 金志文

305318 情灑羅山-牡丹名園吐清芬 錢惠麗 308218 鞠躬行禮拜新年&大家恭喜 四千金

303479 梅 我們是否應該要個孩子了{Live} 雪村 288579 鴻雁&走四方&向天再借五百年{Live} 韓磊

345681 清個凌凌的水藍個瑩瑩的天[HD] 喬盼 303435 斷腸人-斷腸人越想越斷腸 陶琪

346703 第一個雅皮士{Live}[HD] 陳奕迅戰隊,中國新歌聲 303331 瓊漿玉露-臨終輕聲喚兄台 陳珠

335418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映山紅{Live}[HD] 孫楠,王逸潔 347335 戀曲1980{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230782 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來陪你 陳紅 335184 讓我一次愛個夠&情非得已{Live}[HD] 陶喆,岳定輝,張飛宇

304015 這杠棒跟隨咱經歷艱難世道 楊春霞 341852 17歲女生的溫柔&我是女生{Live}[HD] 吳江,中國新歌聲

349150 這麼近那麼遠{Live}[HD] 王小小,夢想的聲音 311085 2012如果下一秒就是末日 楊東煜

300238 就這樣詠歎一段美麗的愛情 佚名 326675 Desperado&忘不了{Live} 向洋,中國新歌聲

327167 就說我們都是華麗的單身族{Live} Twins 321719 Heart&寵愛&大夢想家{Live} Tf Boys

282233 悲傷的愛情也有悲傷的美麗 吳生全 310662 Mr. Sandman 造夢先生 陳冠希

300816 智取威虎山-這些兵急人難 李長春 346414 一場遊戲一場夢{Live}[HD] 陳楚生,蒙面唱將

284534 最愛的你讓我喝了最苦的酒 南天 346425 一路風情嘉年華{Live}[HD] 成方圓

271102 最愛的你讓我喝了最苦的酒 謝珊 301424 三娘教子-不孝的奴才聽娘言 武寵霞

299751 朝陽溝-誰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棒還涼 佚名 300889 下河東-哭先行哭的王如醉倒 李發牢

294687 無論我走到哪裡總會想起你 零點樂隊 339205 大自然的靈魂 是我們的責任[HD] 伍凌楓

348879 媽媽的娜魯娃{Live}[HD] 四郎貢布,夢想的聲音 348739 不必在乎我是誰{Live}[HD] 張浩澤,夢想的聲音

347726 媽媽的飯菜香{Live}[HD] 檀歡歡 267854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Mc Hot Dog,蛋堡

302063 想著你的感覺&讓我跟你走{Live} 容祖兒,張信哲 348087 不為誰而作的歌{Live}[HD] 林志炫,夢想的聲音

338039 愛上你是我今生最大的錯誤[HD] 夏雪 346436 不為誰而作的歌{Live}[HD] 蔡宗強,蒙面唱將

348334 愛我就嫁給我{Live}[HD] 帥霖 231521 中國中國 鮮紅的太陽永不落 軍旅歌曲

256469 愛的主打歌&And I Know&愛情美{Live} 蕭亞軒 346877 午夜前的十分鐘{Live}[HD] 蘇運瑩,孟子坤,明日之子

344327 感謝你從墨爾本帶回來的雨[HD] 張燕峰 297702 天不颳風 天不下雨 天上有太陽{Live} 尹相杰,于文華

308217 新年童謠&今年要比去年好 四千金 300680 孔雀東南飛-人去樓空空寂寂 吳鳳花

346664 煙火裡的塵埃{Live}[HD] 毛雨張,中國新歌聲 303332 孔雀東南飛-仲卿不要性命捐 陳偉萍

347046 當愛已成往事{Live}[HD] 陶喆,吉克雋逸,蒙面唱將 348424 月光下的鳳尾竹{Live}[HD] 張兆艷

347480 跟著你到天邊{Live}[HD] 騰格爾,蒙面唱將 341445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HD] SNH48,蓋世英雄

349286 嘆十聲&天涯歌女&四季歌{Live}[HD] 蔡誠俊 346625 月亮代表我的心{Live}[HD] 鍾浩

303833 對你的愛越深就越來越心痛{Live} 黃格選 346669 父親寫的散文詩{Live}[HD] 朱婷婷,中國新歌聲

329290 對愛say Goodbye 王峰 302044 王老虎搶親-許大家境雖不好 孫靜

303203 趙氏孤兒-一身正氣效忠良 陳乃春 347233 加德滿都的風鈴{Live}[HD] 蔣敦豪,蒙面唱將

327293 酷跑 Run For More 陳偉霆 341897 北京小妞&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HD] 大張偉,蓋世英雄

305836 盤夫索夫-官人好比天上月 嚴蘭貞 318275 北國之春之榕樹下之故鄉的雨 劉德華

278756 誰見過夢中的草原夢中的河 降央卓瑪 347669 只要有你的地方{Live}[HD] 許藝娜,夢想的聲音

289431 誰是我的太陽誰是我的月亮 韓廣英,王瑩 325606 只要堅持 夢想總是可以實現的 寒武紀,李蕭杰

314613 養正一個孩子興旺一個民族 張平輝 325492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流星無悔{LIVE} 郭濤,跨界歌王

300673 穆桂英掛帥-轅門外三聲炮 吳素英 347416 白天不懂夜的黑{Live}[HD] 潘粵明,蒙面唱將

345342 親親我的寶貝&愛的就是你{Live}[HD] 陳赫,跨界歌王 348520 白衣飄飄的年代{Live}[HD] 葉蓓

310920 默默流淚默默哭泣是在為誰 紫琴 288748 全世界丟棄了我你也不離開我 帶淚的魚

346667 燭光裡的媽媽{Live}[HD] 鍾浩 346463 全世界誰傾聽你{Live}[HD] 周傳雄,蒙面唱將

304287 轅門射戟-將軍休要逞剛強 葉少蘭 346863 全世界誰傾聽你{Live}[HD] 夏啟明,朱婷婷,中國新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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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465 再不愛我就老了{Live}[HD] 苗偉 321551 致那些年我們看過的鄉村愛情 大慶小芳

346493 因為單身的緣故{Live}[HD] 張婉清,中國新歌聲 346881 原來你也在這裡{Live}[HD] 蘇慧倫,蒙面唱將

348860 好想大聲說愛你{Live}[HD] 張杰,耿斯漢,天籟之戰 267940 原來你只愛我的錢不愛我的人 丁童

269316 如果你愛上了別人請別告訴我 徐小燕 348273 家鄉有座光霧山{Live}[HD] 李書偉

329263 如果沒有你&Sailing 楊坤,任柏儒,天籟之戰 288528 家裡有個老媽媽才是幸福的家 遙遠

266161 如果真的有來生之倒掉孟婆湯 李青,王馨 349001 時間都去哪兒了{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48264 如果這都不算愛{Live}[HD] 羽泉,夢想的聲音 297726 海港-這扛棒跟隨咱經歷過艱難世道 方海珍

348872 如果這就是愛情{Live}[HD] 呂薔,夢想的聲音 347477 財富女神 Magic Life[HD] 王宥忻,小魚

280960 有人常常把愛情比作一種衝動 張之夏 347484 迷戀infatuation[HD] 戴溶萱

266760 有沒有一種幸福可以讓我不哭 藍雨 303365 追魚-說什麼姻緣本是前生定 陳菊芳

305573 江南女巡按-望穿秋水盼君到 謝進聯 279318 馬蘭山歌+梨山癡情花+杵歌{Live}(粵) 呂珊

347073 老實情歌&靠近{Live}[HD] 庾澄慶,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344961 唯一&球球&Demo&親親我的寶貝{Live}[HD] 王錚亮,陳楚生,王櫟鑫

287785 你把我灌醉+讓每個人都心碎{Live} 群星 346542 帶你一起去流浪{Live}[HD] 海生

290891 你是我這一生中最愛的那個人 紫海 348292 帶著天真去流浪{Live}[HD] 高進,黃勇

346445 你就不要想起我{Live}[HD] 杜淳,蒙面唱將 305148 曹操與楊修-寂寞三更人去後 鄭春芬

346446 你就不要想起我{Live}[HD] 華晨宇,孟子坤,明日之子 231473 梁山伯與祝英台(十八相送之二) 靜婷,凌波

269876 你就是我這一輩子最想愛的人 林沖 346634 梁山伯與茱麗葉{Live}[HD] 曹格,陳葦廷

271105 你說你愛我為什麼還要傷害我 謝知言 348467 涼涼&廣島之戀{Live}[HD] 莫文蔚,聲音樂團,天籟之戰

311769 別在我睡著的時候打電話給我 盧廣仲 348625 這個你深愛的秋{Live}[HD] 南宮嘉駿

233418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黃磊 340486 喜氣洋洋&寶貝對不起&Sha La La{Live}[HD] 李玟,我是歌手

286133 我打了一通不說話的電話給你 裘海正 348412 普通disco{Live}[HD] 汪峰,歌手

311112 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 楊嘉松 347833 最愛西藏的藍天{Live}[HD] 德西美朵

347802 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HD] 蒙面合唱團,蒙面唱將 347871 無心傷害&不走{Live}[HD] 杜德偉,圍爐音樂會

348974 我要我們在一起{Live}[HD] 李泉,歌手 302517 貂嬋與呂布-強忍怨憤壓心間 張小君

266840 我們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Live} 許飛 348650 開往春天的地鐵{Live}[HD] 徐林,夢想的聲音

336702 我站在城市中央對你大聲呼喊{Live}[HD] 玩兒樂隊 344296 微笑以後&書簽&孩子的眼睛{Live}[HD] 張靚穎

304030 我迷上了一種叫做音樂的東西 楊梓 348318 想你零點零一分{Live}[HD] 吳天宇,夢想的聲音

307023 我想在東川最美的時候遇到你 孔雀哥哥 307925 愛我你給的幸福不是我想要的 六哲

265561 沒有強大的祖國 哪有幸福的家{Live} 劉一禎 348333 愛我就別傷害我{Live}[HD] 劉嘉亮

348611 走進婚姻幸福門{Live}[HD] 楊昌宇 347840 極地放歌中國夢{Live}[HD] 央宗,丹增,德西美朵,格桑曲珍,尼瑪次仁

346901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HD] 群星,中國新歌聲 346716 綠葉對根的情義{Live}[HD] 林羽

347697 夜空中最亮的星{Live}[HD] 譚維維,蔣瑤佳,蒙面唱將 329287 寫給我第一個喜歡的女孩的歌 劉曾宇

346554 怕你為自己流淚{Live}[HD] 王樂汀,中國新歌聲 343343 蔡國慶送你365個“不”祝福[HD] 蔡國慶

328630 放開你的頭腦 & Play我呸{Live} 張惠妹,夢想的聲音 290353 擁擠的樂園&秀, 我還是要上{Live} 陳昇,曹啟泰

270622 保鑣&新鴛鴦蝴蝶夢&包青天{Live} 羅樺 300801 激友-無銀錢當時把英雄困倒 李東橋

314265 屌絲's Christmas 許金輝 289421 親愛的你可知我有多麼思念你 程响

303761 星星 I'm Not A Star 順子 300752 轅門斬子-娘不記舉家在山后 李玉琴

348464 流浪途中愛上你{Live}[HD] 葉蓓 304069 瓊漿玉露-我自飲毒漿了殘生 楊慧月

334761 為什麼你要傷害一個愛你的人[HD] 歡子 347141 飄洋過海來看你{Live}[HD] 馬麗,蒙面唱將

265782 為什麼我的真心換來你的絕情 孫艷 348568 聽著情歌流眼淚{Live}[HD] 高進

308673 為什麼我們這輩子不能在一起 宋銘 290388 戀曲1980&戀曲1990{Live} 陶喆,查查

310905 為什麼會愛上你這樣一個女人 程科 347473 讓我一次愛個夠{Live}[HD] 陳梓童,石常磊,蒙面唱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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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84 讓我孤獨的時候還能夠想著你 齊秦 282862 到底是哪個混蛋敢欺負我的朋友 藍心湄,謝和弦

348028 365天幻想飛行{Live}[HD] 易安音樂社 333731 到底是哪個混蛋敢欺負我的朋友[HD] 藍心湄,謝和弦

328154 I Feel Good &一起搖擺{Live} 于憶,夢想的聲音 301027 孟麗君-見書房寂寂無聲好清淨 沈美娟

329011 I Feel Good&一起搖擺{Live} 于憶,夢想的聲音 346632 朋友 你今天笑了嗎{Live}[HD] 銀悅西

324259 WE WILL RULE 背水一戰 兄弟本色 302674 狀元媒-自那日與六郎陣前相見 張萍

344151 人們只會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HD] 左成 302262 金玉奴-非是我性倔強不肯從命 秦雪玲

34682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Live}[HD] 那英,中國新歌聲 326216 思念誰&同桌的你&心動&鴻雁{Live} 華語群星,跨界歌王

358810 下崗一枝花&只要地球還有女人{Live} 陳小春 311406 為什麼離開他以後你才會想起我 遠方

311605 千言萬言&幾多愁&情人的關懷{Live} 潘秀瓊 346659 為愛奔跑run For Love[HD] 吳佳一

341028 小幸運&那些年&青春修煉手冊{LIVE}[HD] 蜜蜂少女隊 348523 看你流淚我會心碎{Live}[HD] 張雷

320130 中國大兵soldier Man 金子晴 300988 紅燈記-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 李鐵梅

311607 今夕何夕&戀之火&相見不恨晚{Live} 潘秀瓊 300746 紅燈記-党教兒做一個鋼強鐵漢 李玉和

338810 今天是你的生日 媽媽{Live}日 媽媽[HD] 李健,我是歌手 304273 紅燈記-學你爹心紅膽壯志如鋼 萬一英

348753 今夜我把孤獨灌醉{Live}[HD] 王如華 300874 紅燈記-聽奶奶講革命英勇悲壯 李梅

348162 分手後就不要回頭{Live}[HD] 高進 349092 美女與野獸&屋頂{Live}[HD] 莫文蔚,葉秉桓,天籟之戰

335713 天使在唱歌& 幸福留言&魔力{Live}[HD] S.H.E 296208 娘子啊 快跟牛魔王出來看上帝 陳大天

304116 手牽手we Are Family 群星 301000 捉放曹-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膽怕 杜鵬

347668 只有把青春獻給你{Live}[HD] 丹增 298830 海島女民兵之這裡頭有啥文章 佚名

303801 打金枝-我本是金枝玉葉駙馬妻 黃依群 297472 荒廢了16年17歲後重頭來過 丁丁,夏末

304918 打鎮合-皮鞭打氣得人滿腔怒火 劉照亮 348658 除了愛你還能愛誰{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02743 生死牌-适才間審問了一樁公案 張靜 348018 馬躍鄉小學的孩子{Live}[HD] 雪蓮花少兒合唱團

303083 白蛇傳-娘子是真情真意恩情厚 許志英 346854 假如時間變成啞巴{Live}[HD] 翁大涵

309191 再一次 One More Time 林峯 348906 帶著一顆好心去流浪{Liv}[HD] 王晰

309193 再一次 One More Time{Live} 林峯 311936 梨山癡情花&蔓莉&今天不回家{Live} 謝雷

309633 回到拉薩&春天裡&怒放的生命{Live} 郁可唯,柯以敏,阿杜 349050 牽著你的手不放開{Live}[HD] 孫曉磊

346518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Live}[HD] 希林娜依·高,中國新歌聲 346892 喜歡你現在的樣子{Live}[HD] 黃韻玲,古潔縈,中國新歌聲

346912 她來聽我的演唱會{Live}[HD] 陶喆,蒙面唱將 304786 智取威虎山-只盼著深山出太陽 雒瑞

348859 好兄弟今生一起走{Live}[HD] 蔣一豪 271586 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 阿左

303263 血淚仇-聽人說邊區好難民優待 陳奎 347219 傷心的人別聽慢歌{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347208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Live}[HD] 陳慧嫻,蒙面唱將 346949 想你就寫信&彩虹{Live}[HD] 周杰倫,達布希勒圖,張鑫,李碩,中國新歌聲

284574 你怎麼說&紅塵客棧&千里之外{Live} 周杰倫,鄧麗君 341488 愛了 傷了 痛了{LIVE}[HD] 孫曉磊

348344 我不是戒不了酒我是戒不了朋友[HD] 童丹 266637 愛情總是猜得到開頭猜不到結局 胡彥斌

346968 我和你的那年夏天{Live}[HD] 荷茲hez,明日之子 346124 搞不清的姐姐們的想不通的愛情[HD] 荷茲hez,明日之子

315263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2015{Live} 湯琦 347365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Live}[HD] 騰格爾,蒙面唱將

308513 我的冷漠不是因為無情（Dj） 冷漠 341511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LIVE}[HD] 朱主愛,蓋世英雄

263849 我們的戀愛是對生命的嚴重浪費 許嵩 347730 寫給媽媽的一封信{Live}[HD] 尼瑪次仁

281086 我想要的音樂到底該是什麼風格 本兮 304661 蝶戀花-將碧血化雲霞飛向朝陽 趙時鷺

278210 我說今晚月光那麼美，你說是的 好妹妹樂隊 346743 親疙蛋下河洗衣裳{Live}[HD] 桑婷婷

303333 李娃傳-望窗外雪紛飛寒氣襲人 陳偉萍 305645 鍘美案告狀-包相爺與民伸屈冤 韓麗霞

303438 李清照-我夫妻在青州十易春秋 陶琪,華潔 300890 鍘美案殺廟-民婦人與我講來歷 李發牢

269716 沒有強大的祖國 哪有幸福的家 李潮 302533 鎖麟囊-一霎時把前情俱已昧盡 張火丁

348637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Live}[HD] 張浩澤,夢想的聲音 319443 譚某某&Viva La Vida{Live} 尚雯婕,蒙面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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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41 寶貝 我不再是穿著花裙的小傻x 莫倪moni 300743 轅門斬子-楊延昭下位去迎接娘來 李文林

343263 歡樂中國年&有錢沒錢回家過年[HD] 群星 286582 聽海,獨角戲,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朱樺,薩頂頂,麥子傑

345317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風吹麥浪{Live}[HD] Swin組合,蔡國慶我想和你唱 335056 戀曲1980 & 戀曲1990{Live}[HD] 查查,陶喆

309747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映山紅{Live} 孫楠 286562 Don't Break My Heart+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藍蓮花{Live} 吉杰,溫嵐,柯以敏,高明駿

298087 Charlie Charlie 王蓉 348244 天下父母的愛是最偉大{Live}[HD] 馬智宇

322088 Good Morning 我的鄉愁 陳零九 347750 心有獨鐘&短髮&許願{Live}[HD] 陳曉東,梁詠琪,不凡的改變

320897 I Am Not Yours&大丈夫{Live} 蔡依林 308632 心愛的小馬車&誰來愛我&淚的小雨{Live} 呂珊

297575 Spinning Around 女孩與機器人 317296 印第安老斑鳩&I Feel Good 黃聖文,中國好聲音

301793 二堂放子-他二人弟顧兄來兄顧弟 胡國美 348869 如果愛我請大聲告訴我{Live}[HD] 金美琪,王如華

305648 三娘教子-王春娥坐機房自思自歎 韓麗霞 303171 西廂記-先只說迎張郎娘把諾言來踐 郭玲玲

311498 千言萬語&你怎麼說&我只在乎你{Live} 劉家妏 332363 別在都蘭的土地上輕易的說著你愛我[HD] 舒米恩

343641 不能這樣活&原來的我&五環之歌{Live}[HD] 張信哲,岳雲鵬,我們的挑戰 278110 忘不了的你&永遠的微笑&南屏晚鐘 劉雅麗,譚錫禧

318515 比較大的大提琴,超級瑪麗,水手怕水{Live} 詹小櫟,黃聖文,中國好聲音 346591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Live}[HD] 成方圓,蒙面唱將

347012 水手很忙&牛仔怕水{Live}[HD] 周杰倫戰隊,中國新歌聲 322658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過雪山草地 群星

349654 再見&來自天堂的魔鬼&光年之外[HD] G.E.M.鄧紫棋,許佳麟 306438 那年夏天我學會了在被子裡抱緊自己 徐良,劉思涵

287063 如果你是李白&暗湧˙打錯了&十年{Live} 薩頂頂,麥子傑,朱樺,毛寧 300802 周仁回府-見嫂嫂她直哭得悲哀傷痛 李東橋

262423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愛與痛的邊緣{Live} 鄧紫棋 286563 夜會+流年+你的背包+我最親愛的{Live} 吉杰,溫嵐,高明駿,柯以敏

333518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HD] 五月天 304501 明天會更好&We Are World{Live} 甄妮

346999 有個愛你的人不容易{Live}[HD] 那英,中國新歌聲 316931 怎麼會狠心傷害我&不要再來傷害我 高斌

318516 你知道嗎（Baby U Know） 跨院(Quad.Family) 301423 紅燈記-鬧工潮你親爹娘慘死在魔掌 武宏霞

325071 我的世界我知道你不懂 好請別管我 Idol School 328488 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在哪裡了{Live} 楊宗緯,天籟之戰

325570 我的世界我知道你不懂好請別管我 Idol School 322370 喜氣洋洋,寶貝對不起,Sha La La[Live} 李玟,我是歌手

346599 把我的愛放在你手上{Live}[HD] 林羽 321669 開始懂了&遇見&我懷念的&克蔔勒{Live} 孫燕姿

332271 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會看見一隻喵[HD] 劉瑞琦 287045 開門見山+出賣+愛情轉移+謝謝儂{Live} 紀敏佳,郁可唯,羅中旭,伍思凱

349525 走鋼索的人&Tightrope{Live}[HD] 張天,歌手 315605 遇見你的時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頭上 高姍

304860 臥龍弔孝-見靈堂不由人珠淚滿面 劉勉宗 296132 夢開始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Live} 孫楠

286845 南泥灣,那些花兒,隨心所欲,愛不愛我{Live} 郁可唯,紀敏佳,羅中旭,伍思凱 348617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Live}[HD]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27050 是不是一個人的生活比兩個人快活 小北 300753 轅門斬子-兒斬子為國家整一整律條 李玉琴,杜景雲

305317 紅樓夢-想當初妹妹從江南初來到 錢惠麗 287465 蠔酒大會之我們放肆搖晃的青春尾巴 蠔酒眾人

311689 美好的舊時光 In My Heart{Live} 鄧紫棋 346380 3721&荷裡活起床歌{Live}[HD] 曹格

290064 桂花巷&純情青春夢&情字這條路{Live} 潘越雲,陳昇 348079 下定決心忘記你2018{Live}[HD] 大哲

309750 迷人島&Lovecoaster 孫楠,金泰宇 305070 大江東去&多少柔情多少淚&雨中旋律{Livce} 蔡琴

279759 閃亮的日子&來自你來自我來自他 中國最強音十二強 338946 比較大的大提琴&超級瑪麗&水手怕水{Live}[HD] 詹小櫟,黃聖文,中國好聲音

305673 除了你還有誰值得讓我為她而流淚 藍雨 347025 火海 The Flames Of Love[HD] 臥軌的火車

303406 情探陽告-對神靈不由我珠淚滾滾 陳穎 278406 只有為你&靠近&直覺&魯冰花&味道 李泉,高明駿,黃齡

303405 梁山伯與祝英台-記得草橋兩結拜 陳穎 308782 只為有你&靠近&直覺&魯冰花&味道{Live} 李泉,高明駿,黃齡

285160 最初的夢想&奔跑,我的未來不是夢{Live} 羽泉,范瑋琪 289619 再出發&那麼愛你為什麼&我是一隻魚{Live} 任賢齊,黃品源

305422 最近我愛上了lily Allen 薛凱琪 337141 在開始那一天 天色湛藍 你手心出汗[HD] 坡上村

311748 等著你回來&戀之火&如果沒有你{Live} 曉華 266854 多少柔情多少淚&落花流水&相思河畔{Live} 謝雷

304946 葫蘆峪祭燈-後帳裡轉來諸葛孔明 劉隨社 346527 如果有一天我變得很有錢{Live}[HD] Mc天佑,毛不易,明日之子

348276 對你愛不完&春來了{Live}[HD] 費玉清,劉相松,天籟之戰 305069 如果沒有你&醉在你的懷中&魂縈舊夢{Livce} 蔡琴

302382 穆桂英掛帥-穆桂英我家住在山東 馬蘭 320562 有點兒意思that Good Good 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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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987 我要怎麼知道你愛我 如果我們永遠不說 唐文龍 290065 天天天藍&浮生千山路&我的思念&再見離別{Live} 潘越雲

284733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張智成 325485 只有為你&安靜&不管有多苦&滿&我要夏天{LIVE} 那英,汪峰,庾澄慶,周杰倫,中國新歌聲

289618 浪花一朵朵&小薇&對面的女孩看過來{Live} 任賢齊,黃品源,阿牛,卓文萱,黃鴻升 347004 某時某刻 Catch Me When I Fall[HD] 鹿晗

314363 祝天下所有的情侶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好妹妹樂隊 347419 看到他時聽到他時是否會想起我{Live}[HD] 陳黎明

286581 笑忘書,至少還有你,悶,你的名字我的姓氏{Live} 朱樺,麥子傑,薩頂頂,毛寧 320873 馬來西亞查某 Malaysia Chabor 四葉草joyce Chu

308571 將軍令&We Will Rock You{Live} 吳克羣 329282 寂寞寂寞就好&收藏&記得˙深呼吸 &小酒窩{Live} 莫豔琳,袁成杰,趙泳鑫,劉惜君,楊楊,夢想的聲音

328354 單身男孩 Bling Bling Boy 尚雯婕 320370 從此以後happily Ever After 吳莫愁,張瑋

315819 傷痕&If I Ain't Got You{Live} 譚維維,楊蒨時,最美和聲 341027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我的未來不是&曾經的你{LIVE}[HD] 蜜蜂少女隊

348324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默{Live}[HD] 楊坤,李光,天籟之戰 364812 蜜月花車&給我一個吻&你真美麗&蜜月花車{Live} 張偉文

328778 當我想你的時候&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Live} 費玉清,天籟之戰 284068 春風吻上我的臉&哪個不多情&玫瑰玫瑰我愛你莫旭秋

309327 當賣火柴的小女孩遇上放煙火的小男孩 阿悄,小賊 290428 愛已經滿滿的&在你和天空之間&明天也要作伴{Live} 黃嘉千,趙之璧,錦繡二重唱

310749 夢&玫瑰玫瑰我愛你&我的心裡沒有他{Live} 陳潔麗 286583 請你放心,聽說愛情回來過,天黑黑,想你的365天{Live} 朱樺,薩頂頂,麥子傑

338869 夢開始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286903 比我幸福,神奇,我等到花兒也謝了,一千個傷心的理由{Live} 高明駿,黃齡,李泉

341919 夢開始的地方&草原上昇起不落的太陽{Live}[HD] 孫楠,我是歌手 310747 我真的受傷了&眼淚&後來&愛我別走&愛很簡單{Live} 陳潔麗

329741 酷跑run For More&Taxi{Live} 陳偉霆 336343 波斯貓&我愛雨夜花&倫敦大橋垮下來&宇宙小姐{Live}[HD] S.H.E

311998 聽海&獨角戲&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Live} 薩頂頂,朱樺,麥子傑 304939 阿拉儂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劉德華,張靚穎

347474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Live}[HD] 那吾克熱·玉素甫江,夢想的聲音 278129 雪人&如果雲知道&這一次我絕不放手&婚禮的祝福 吉杰,朱樺,麥子傑

346398 Mad&給我一首歌的時間{Live}[HD] 肖敏曄,中國新歌聲 320766 蝴蝶記憶太短 Six Seconds' Memory 尚雯婕

328211 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為我害怕會喜歡上你 喬紫喬 311608 心裡的火花&阿裡郎&想當年&梭羅河之戀&草原之夜{Live} 潘秀瓊

329444 打錯了&It's Your Chance{Live} 林俊傑,夢想的聲音 329172 別怕我傷心&聽見有人叫你寶貝&愛情少尉&愛如潮水{Live} 李宗盛

310333 如果我的離開可以成全你們的愛2012 張雷 346879 南一道街north Hollywood{Live}[HD] 毛不易,馬伯騫,明日之子

343058 你的完美有點難懂並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HD] 盧凱彤 349474 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水一方&原鄉情濃&奈何{Live}[HD] 蔡誠俊

333549 我要快樂&你要的愛&對面的女孩看過來{Live}[HD] 吳克羣 310779 請你放心&聽說愛情回來過&天黑黑&想你的365天{Live} 麥子傑,朱樺,薩頂頂

314228 明天會更好,We Are The World{Live} 曹格,我是歌手 310019 比我幸福&神奇&我等到花兒也謝了&一千個傷心的理由{Live} 高明駿,李泉,黃齡

341767 星座愛情故事之巨蟹座可不可以繼續說愛[HD] 盧廣仲 308634 忘不了的你&Coloursof The Rainbow{Live} 呂珊,張偉文

304190 賀新年&財神的照料&大家恭喜&賀新年 群星 348180 南一道街&North Hollywood{Live}[HD] 毛不易,馬伯騫,明日之子

309299 電臺情歌&水晶&愛情&如果 愛&我願意{Live} 阿杜,柯以敏,郁可唯 325081 魅影流聲&被遺忘的時光&天涯歌女&花好月圓7四季歌{LIVE} VC組合,蓋世英雄

286767 電臺情歌&水晶&愛情&如果·愛&我願意 柯以敏,阿杜,郁可唯 348679 飛機場的10:30&Girlfriend{Live}[HD] 梁根榮,夢想的聲音

326643 靠近&命中註定&報告班長&整晚的音樂{Live} 那英戰隊,中國新歌聲 347245 味道&虹之間&最炫民族風&Crazy&趁年輕{Live}[HD] 群星,夢想的聲音

347470 謝謝你用我愛你的方式愛我{Live}[HD] 王如華 348174 勇敢勇敢&林中鳥&江湖大道&混在北京&我不對&1981{Live}[HD] 高進

332734 讓我一次愛個夠&征服&哭不出來&存在{Live}[HD] 那英,庾澄慶,汪峰,張惠妹,中國好聲音 338796 星秀傳說&獨一無二&非男非女&發熱發亮&小心女人{Live}[HD] 劉銘

286768 999朵玫瑰+我終於失去了你+用心良苦{Live} 柯以敏,郁可唯,羅中旭 295942 傻女&玻璃窗的愛&逝去的諾言&花店&Love Me Once Again{Live} 陳慧嫻

318278 Just The Way You Are&稻香{Live} 劉偉男,徐林,中國好聲音

355555 Super Star&牽手&傾斜&三分鐘放縱&忘情森巴舞{Live} 江若琳

311688 The Voice Within 遺失的聲音 鄧紫棋

349242 你不知道的痛&還隱隱作痛&你還要我怎樣{Live}[HD] KZ譚定安,歌手

326374 東風破&Can't Feel My Face{Live} 付豪,中國新歌聲

278412 雨蝶&淚海&往事隨風&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李翊君,溫嵐,韓磊

348669 青城山下白素貞&一千年以後{Live}[HD] 張靚穎,夢想的聲音

287044 請走人行道&假行僧&花房姑娘&無地自容{Live} 紀敏佳,李翊君,溫嵐

346806 Open Arms&情人的眼淚{Live}[HD] 董姿彥,中國新歌聲

344863 一二三四歌&紅星歌&游擊隊之歌&打靶歸來{Live}[HD] 向珩心,歌聲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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