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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A 对 PHA 和 LPS 激活

淋巴细胞的剌激效应

刘芬菊 苏'原

{苏州医学院)

摘要

该实验应用3H-TdR 参入被 PHA 激活琳巴细胞的方法，当加入

5 月Iml VitA 培养 16 h 后，发现3H-TdR 参入淋巴细胞计数率 (cpm)

明显增高;而浓度超过 25μg/m1 时.或浓度为 10μg/m1 作用 72 h
时，参入量均明显下降。淋巴细胞经不同剂量的6°Co Y 射线照射后进

行体外培养发现，加入 VitA 5μg/m116 h ， 3H-TdR 参入 DNA 的 cpm

比单纯照射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If)例癌症患者接受一个疗程的

放疗(剂量 75--184 Gy) ，其3H-TdR 参入率显著下降，加入 5μg/ml

的 VitA ，其3H-TdR 参入率比对照组非常显著增高。以上结果均提示

适当浓度 VitA 具有促进 PHA 激活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而 LPg 激

活的 B 细胞同样加入 VitA，则不表现促进作用。



STIMULATING EFFECfS OF VITAMIN A ON

PHA-AND LPS-ACfIVATED LYMPHOCYTES

(In ChiMse)

Liu Fengju su LiaoywlD

(SUZHOU MEDICAL COLLEGE. SUZHOU)

ABSTRACT

A methoo of 3H_TdR incor阳ration in lymph田ytes activated by PHA was ap

plied. The incubation with vitamin A at a concentration of 5 吨Iml for 16 hours

was followed by the incorporation. the count per minute (cpm) of radi曲ctivity in

lymphocy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was greater than 25

μglml or the incubation at concentration of 10 pg/ml for 72 hours. the incorpo
ration value of 3H_TdR was remarkably decreased. The lymphocytes irradiated by

60Co gamma rays at different doses were incubated in vitro with vitamin A of 5μgl

ml concentration for 16 hourl' , the cpm from 3H-TdR incorporation in DN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with no vitamin A. Tests on 10 cancer patients

showed that after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with radiotherapy (75-184 Gy). the

incorporation value of 3H-TdR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adding more 5

",g/ml concentration of vitamin A. the incor阳'ration value of 3H_TdR was re

markably great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vitamin A

at adequate level is able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 of PHA-activated

lymph田ytes. but the incorporation in LP5-activated B lymph饵ytes enhanced by

vitamin A was not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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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 是维持机体生命所必需的蕾养物质[气对于它的化孝结构、代自由过程及生理功能

等早已为人们所'良知.官除了具有维持视觉、骨画生长和发育等正常功能外.对调节机能上

皮组织的正常发育，生长相分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某些上庭，如气营和支气管.由于缺乏

VitA 类而发生潜在性精前病变一一鳞状化生I←~因此，机体的许多上皮组织布器官.细食

管、胃肠、气管、支气管、肾、子宫、'麟、荫列麟、事丸以及皮肤等，官们的生K:和发育均受

VitA 的调节和控制.

一般认为，VitA 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就感寨的作用.近年的研究发现，VitA 具有抗肿'

作用.因丽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十几年来.在肿瘤的指疗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出现了很多有效的统瘟药物和新合

成药〈包括免疫插疗药物>，VitA ， 5-氟尿嚼'在 (5-FU>和放疗联合应用于临床，早在 70 年代

就已开始，但是近来发现 VitA 用于临床化疗中，可以克摩肿癌细且对抗癌药物的抵抗性[51.

从 VitA 对实验动物体内作用的研究中发现，大鼠饮食增加 VitA，可大大提高饥体的免

费力及抗感来能力. Horfman-Larocke 等[I .7J给小鼠静脉注射肿细细胞，其中对照组只注射

肿痛细胞g而实验组在注射肿嘱细胞前给予 VitA 原处理，结果两组形成肿'的大小不同，

对照纽约 75 mm';而实验组<10 mm'. 实撞袭明，VitA 原可以增加细胞毒 T 细胞，巨噬细

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糟强杀伤肿瘤的能力$或通过 VitA 原的一些作用机制来精加自然杀伤

细胞杀灭肿馆的能力.

动物实验表明.饮食中缺乏 VitA 而不同时接受致癌物质，宿发生率明显糟加，若给予

足量的 VitA 可使实验动物的精发生率大大减少，并降低皮肤.肺、巩鹏等上应肿姻的恶性

程度I·.

在人体感段性疾病的研究中发现.给予正常量的 VitA 可使英死亡率降低，这是因为

VitA 的摄入可提高免疫力及抗感攘的能力.例如在麻莎实'量泊疗研究中，给予正常量的 Vi

tA 可使其死亡率从 13%降低到 6%f几由于 VitA 参与糖噩白租糖脂的生物合成，故恶性肿

稽的发生、发展及第恶性行为直接与 VitA 含量有关.如何及时采取措施来提高肿痛病人抵

抗放疗及化疗的耐受能力、是临床放射医疗上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献口。]报道，VitA 能与英官抗肿痛药物合并应用以糟加疗效.用 30'~ VitA'量和 5%

5-FU 处理的肿捕，85%可以完全消退.

C. MothersiW"i 等曾用 CHO 细胞研究加入 VitA (0-40μg/m!> 对不同浓度细胞的影

响，而且研究了 CHO 细胞培养不同时间，同时经过不同剂量矿'''Co Y 射线照射后的细胞存

活曲线.结果袭明 I (]) VitA 加入 15 周/时，在24 h 内细胞摄取不断精细，当浓度越过20

μg/ml时，产生严重的毒性反应，摄入细胞内VitA 量减低，(2) VitA 的辐射防妒放应，即照

射 6 Gy 前 24 h 加入低浓度VitA 10-20μgl时，具有辐射防护放应，而趣过20μglml时，辐

射防护效应变为毒性反应.这种效应是用细胞存活曲线来表示的，VitA 短时间(3 h>作用于

细胞，此效应无明显变化，C. Motherllill 认为 CHO 细胞对辐射防护放应取决于辐射剂量和

VitA 的浓度. VitA 作用时间的长短与照射时间及细胞It量有关，辘If防妒放应是在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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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水平时产生的.细菌存活事的下'主要是由于高雄度 VitA 租踵It剂量精离面引趣的.

VitA 对正常细胞抗甸射效应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本文的目的撞是使用'H-TdR.入樨

巴缅撞的方法.研究 VitA 对尉'病人兔瘦功筐及'射损伤后的都巴缅鹰 DNA 合成的促进

作用.探讨 VitA 蜻噩兔瘦及镜疆财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I.I 正常人血琳巴细跑对不罔浪摩VilA嘀噩~饨的现'

取健康献血员"脉血，肝霸镜疆，将0.1 mI血"入到2ml含 PHA (I佣啤/时，广州}的

RPM1] 640(羹国产}培养攘中遭行培养，同时在培养液中分别细入每毫升橡皮为0.12、

0.24、 0.5.2.0.5.0、 10.0吨的 VitA.培养 56 h 后注入"H-TdR (7. 4XIO' BqI瓢).罐续培养

16 h; 另一组是在培养 56 h 后.于 7.‘中各注入"H-TdR 并分别加人每毫升橡皮 ~0.5 、 2. O.

5. C .10. 0、 25.0.50. 1}、 75.0 pg 的 VitA.撞续培养 16 h.培养绪«时.用嚣'法收藏得晶眩，

用 ~kman 液体问烁计数嚣<USA)测量真计鼓率《明时，同时换算成(I X 10')细胞的每分

钟被射性计鼓，再进行统计学处理-

1.1 .鑫患者放疗酶外周血泪$巴缉'兔.功能的测量

在含 PHA及 LPS (20 pgl时.Sipa 公司}培养液中分别加入0.1 ml 血E癌症患者〈披

疗前}外周静脉血.肝素抗.J，培养 56 h 后，加 VitA 5.0 μ:g/ml.同时注入"H-TdR.继续培

养 16 h.终止培养后.按常规方法收藐悸品进行测量.

1.3 "Coγ射线治疗对...患者PHA温活外周血狲e.I! DNA舍璋的彭响

已明确诊断的癌症病人，经过多次的政疗，其禀钗剂量为75-184 Gy 之间.取寞.nl

血.在上述两仲含不同丝裂原的培养液中分别加入0.1 ml 血，对照组及VitA组均设平行撑

品三个，培养56 h 后，细入'H·TdR .& VitA 5 昭/时，锺续培养 16 h 收获样品，测量方法同

上.

1.4 吨::0 γ 射线对 PHA Jl璋的血淋巴细胞DNA 的事响

取健国民献血员抗震静脉血7 时，分成 5 等分.经"Co Y 射缉照射(源1'! 1.75m.剂量事 I

Gy/min).剂量为 0.1 、 5 、8 、 lOGy.然后分别将0.1 ml 血置于含PHA 的 ]640培养液2ml 中

进行培养，培养 56 h 后，实验组加入 5μg/ml VitA 并注入'H-TdR.继续绪养 16 h 后，培养

终止时，收族样品.测量方法同上.

2 实验结果

1.1 VilA对凹IA嚣洁的人血淋巴细胞的作用

2.1.1 VitA 作用 72 h 对 PHA巅活血淋巴细胞，入擎的影响f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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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因-T".λ......运oe_ftqa/..._<平1i...X土SE)' •

V..A 禽量f用f...1)

It!l O.JZ 0.24 。.5 2.0 5.0 10.0

E部.'7 17t. J3 170. 47 1'3.61 IA.t5 1".'2 E‘7.01

士3且D4 士 31.10 士 31.10
土Z‘"

士27.31 士 21.35 土23. 73'

相当于
100 17.M

"儿"
11.14

'且'‘
H. ZD 翻1. 1‘

It!l的%

·与琦噩.胞.P<O.05

• • 7 隙Jo.的平均.

对上连几组撇'居遁行多个悻本均熏陶方量齐幢幢验，结果 10.0 昭Iml 与对'组比蟹，

参入明显下降(P<O.05)

2. 1.2 VilA作用 16 h 对 pnA激活血戴巴细胞的影响{见费却

司. Z 'H·T，岖 ，人I'IL\ .君血型'巴-的qa/.".<X土SE)"

VitA 舍量<，.f...1)

组副 。 。.5 z.O 5.0 10.0 15.0 25.0 ~O.O 75. 。

1".93 114.47 E钊.88 236. 'Z 181.87 187.37 I3t. 3I IZt. 1I Ill. I:

士 13.10 士 14." 士 II. SO 士 8.20' 士 17.t‘ 士剖.76 士 16.45 士 7.74 士 S.2Z

相当于
100 t7.18 103.65 124.61 ".t7 98.65 73.38 67. 'Z 58.51

时'捕%

F >0.05 >0.05 <0.01 >0.05 <0.01 <0.01 <0.01

F 矗与对理组比'章，

·与对照组血'量明显糟高，

• • 7 !l宴幢的平均..

由袤 z 可见.V叭il呐A 浓度锺过 z衍5μ用g/ml. 时.计童鼓E事与对照组比较明曼障'低t.羞剔李常显

著 .V叭il呐A 浓度在 5μglm时l 时的i计f敷率与对照组栩比

璧中均选舞了诙浓度.

2.2 VIlA 对撞疗前及治疗中的...禽人PHA Il LPS.活血淋巴细胞的簸应

2. 2. 1 VilA ~t放疗前肿捕病人 PHA 或l.PS 激活血淋巴细胞的放应{见袭 3)

寝，正常..a与篝，简...人

'因·四..人的 qa<亭~...X土SE)

组III " <阳、fO.lm'. P <pmfle卢.. P 组III • <pm/O.lml 血 F 叩m/IO'.. P

军雷 IIi.53 110.17
VitA 正人雷 II

20P.41 饵10.12

对人 II
土 10. II 士 t. t7 士 10.93 士 10.113

" <0.01 〈队。 <0.01 >0.05

钮tIIA. 2Z
136.43 141. IS

组病人2z
167. P6 114.57

士 S.40 土 1.32 士 t.82 士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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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可E袭嚼，无论接血量还是接组凰计'事，胁'患者'H-TdR 参入计It明显低于正常人，

差别均非常显著(P<O.OI>.正常人拥药前后.入it擎的比披.细入 VitA 钮'H-TdR 参入淋

巴细胞的计数Imin 值艘对照组有所增加.攫离了 11%.但经配对比艘差别不显著 P>0.05.

病人拥入 VitA 组槽"的百分率为 30. 76!..则正常人与病人"入 VitA 组进行两个样本的

均鼓的 t 检塾 P>O.05.是否由于肿'病人本身缺乏 VitA 的缘故.需进一步探讨.

2.2.2 VitA对 PHA 聋 LPSj露导的It.患者血辩巴细跑转化的作用{见袤4)

寝.. 'H-T.撞'人不回堡...寇的协-人血

满巴..的it..<平方帽蜜ax土51:)

理跚 " q圃10.1'" 血 F _liD'.. F

PItA '苦.. z3
130.13 土 7.62 154- ZO土9.21

<0.05 <0.05

VirA组 22 158.14主 7.51 184.57士9.84

。.2...1血 2Xlo'擅.

l.PS 时'组 21 14.52 士。.55 18.22 士。.49

>0.05 >0.05

VirA组 21 n 58士 0.85 18.55士 1.34

p-...属人血IIVirA 理与对恩哩的比曾

表 4 中 pnA 组的 cpm 值经两样本均败的 E 检验.对照组与 VitA 组 cpm 值差别显著.

说明 VitA 可以精强 T 细胞的转化.而 L陀组加入同样浓度的 VitA 无促进作用.

2.2.3 VitA 对 PHA诱导的各类肿痛患者血碑巴细胞的作用〈见袤5)

寝 5 'H-TdJt.人F回".洁的

捕'巴细胞的计..<事方棍.ax主SE>

确仲 组副 ' 叩m/O.lml* F <pm/lo'蜻. F

*时'钮' 141.77土 17·24 151.83士 15.10

遭 <0.01 <0.01

• VirA 姐， 173.28土 14.67 180.52土 13.44

鼻 对照组 a 121.89士 4.48 141.05士 8.20

喃 <0.01 <0.01

• VirA 鲤 a 149.79士 1.91 190.13士lZ.24

'" 财跚组 5 133.86士 20.18 142.30土 34.91

' <0.01 <0.01

• Vi,IIS 5 148.94 士 18.55 178.8。土 34.64

结果表明，三种精症患者的外周血细胞体外3寄养，加入 VitA 5μg/ml 组的'日-TdR 参入

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别均非常显著-

%.3 V蝇A 对.疗(-个 ff耀〉销人 T.. 淋巴细胞的作用

VitA 对 T、B 细胞功能的变化血实'量铺果{见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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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R-T...λ撞If.人a暴巴-的q1a<X土5£)

组副 ... q圃 '0.1.... F .，../10月.. F

对'组 t。 191.4。士 34.IZ 305.3f :t:‘。'.4S

PHA <0.01 <0.05

Vi1A. 10 Z51.S'士 fl. ZO tOI. Z2土13. 47

对'雹 7 Z4.Z5土 1.01 fl.56土 2. 曲'

LPS >0.05 〉队邸

Vi.A组 7 2t.73土 1. 1% 4J.0I土t.21

从表中可见.VitA 对 PHA.活的静'病人淋巴细胞JH-TdR.入量显著增高 I VitA :Jot
LPS 撒活的种痛病人都巴绷黯无增强作用.

2.4 V蝇A 对辐射损伤后PHA鄙导的τ 潺巴组'包的作用

正常健康献血员外周静脉血7时，经不同剂量·Col 射线照射后，在含有PHA 培养液

中培养 56 h 后，在注入咀嚼TdR 的同时加入VitA 5 昭/时，其参入结果列于表7.

寝 7 'R-Td..人τ 狲巴..I9e，./I".C平方.童撞X土5£)0

'钳制8(Gyl

理II J1l 0 I 5 I 10

Jof!咂组 ZI I. 9S土 ZO.71 169.6Z土 11.16 111.97士1%.07 93.37士7.41 ".07土 I. ‘5

VilA组 Z16. Z7士 13.61 IS9.02士 It. II ItZ.67士 13.41 116. f。士1Z.21 104.19士 1.9i

相手'于时'的% IOZ.OZ

为 6~霎撞的平均值.

I1f.37 119.20 1Zf.67 116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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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7 的结果进行分忻.以想tf剂量为自变量.细胞的计.率为囚变量.在学对数量江际

上奠结果呈现出直线圆形t见回口，说明...巴细胞的 DNA 合it能力是随照射剂量的蟠大而

呈线性下降的.英回归方瘦'目下z

l-t照理问Y=l. 962-0. OS2X
VitA 组同y= 1.969-0. 039X

对上述两条直线分别进行回归系敷b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P>O.OSh但将潜

巴细胞的计数事进行对戴变候，各剂量点上的对照与VitA组配对责制造衍t 撞撞的结果发

现 .1 Gy!点差别不显著(P>0.OS)， 5 Gy 点差别显著(P<O.O日，8 Gy 点差别非常显著(P<

0.0口，而 10 Gy剂量点整别不显著(p>o.O日.

3 讨论

VitA 在人体的代副功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生理生化过程中参与很多变化.

因此它的缺乏会I;响很多生理功能相产生不少病理变化.近年来的实'量研究表明.VitA 的

重要作用是参与JlI结向及功能.游巴细胞是饥体产生免疫反应的基础.当 VitA 缺乏时.机

体的免疫能力降低.因此研究 VitA 对机体免瘦所产生的医响就显得更细重要，再则 VitA

是机体所必需的徽量营养素之-.除了其生理功能外.它还具有预防且阻止肿痛发生的作

..E2jHE

本实'是利用'HTdR 参入细胞的方法.最初采用大白鼠心脏血统It.经过都巴细胞分离

得到单个钱细抱.分别加入含PIIA 及 LPS 丝裂原的培养液中，晕终浓度为每艇含8X 10'

个'l'-个核细崛.同时阳人 VitA 0.03μg/ml 或 0.32 昭Iml 培养 56 h 后，注入啊-TdR 继续

培养 16 h.然后收孩佯品.测 I. 结果表明，VitA O. 32μg/ml 组2日-TdR 参入量与对照组比

较.显著糟 bu. 说明 VitA l -t PIIA 激活的大鼠血梆巴细'但具有促进作用.而对 LPS 激活的 B

细胞无钱.在以后的人血淋巴细胞体外培养中，参照动物实验.采用不同浓度的 VitA 绘制

出浓度放应曲线.伺 l由于动吻与人的生理条件不同.对自鞠的耐受性不同.采用的 VitA 剂

量，亦不尽相同.

在不同的时间<7 2h 反 16 h)加入不同浓度的 VilA.细胞 D!IlA 参入的实验结果表明 z

作用时间长.需用 VilA 浓度低.产生毒性反应的时间早， VitA 作用 16 h ，在阳入 5 附Iml

肘，参入最明显用高.j.(产企事性反应浓度是在 25 用Iml 时.作用 72h 出现毒性反应浓度

是在 10 问Iml ， 文献"我明 VitA 抑制体外肿瘤细胞生艇的主要因素取决于 VitA 的浓度及

时间，在一定刑量范!因内， VilA 浓度鑫高，时间越辰，仰制肺癌细胞生**明显.这锺示 Vi

IA 对 PHA 撒活的 T 淋巴细胞需要一定的浓度.才能发挥其促进作用.从本实验浓度效应

曲线得 :11.最佳浓度是 5μg/mL ，根据 VitA 在体内的代甜途径，囔收入体的 VitA 要经过肝

脏的代谢，当机体内 it 入静!l'! VitA 时 .4 h 后在肝内仅余下注射量的 10% ，并在 24 h 内完

全消失.其代喇途径:主要通过羹便放尿中捧出体外 M. 表明避入体内的 VitA 有一个不断代

谢的过徨.在体外细胞培养巾不同于体内环珑，不经肝脏.莓，并且在试管内培养细胞， Vi

II' 作用的时间是悴绪的，因此.两者的适用剂量不同.

文献 [1 7] ie述了大剂量的 VitA 能糟强实验动物的兔疫反应，并能大大锺高官们对!I

燎的抵抗力， £lollilg" m小鼠实验证实 VitA 糊 VitA 醺能罐短皮肤的间种移植皮片的移活

时间，这时仔l/<IIJ) ， VilA 能用强细胞免疫反应.本实'鱼来用10 例仙('..() Y 射线治疗一个疗程

的肿瑞耐人.约il PitA 诱导 T 细胞及 LPSt常导 B 细胞的fa养，结果袭明，一定浓度VitA

对 PHA i露悖的 T 细抱H促进作用.而;{·tLPS撒活的B 细胞无刺撇作用.这可能与肿痛病人

a



本身 T 细菌功能下降 .8 细幢功能正常或蜡高有关t". 本实'量再次证实TVilA 对细胞免霞

反应的蠕强作用.同时还表明 VitA 可能精疆'症病人〈食遭、鼻咽、现..>的细胞兔疫功

能t由于肿'患者本身 T 细胞功能侄子正常，因此.可能精强 T 细胞功能，而不能剿.8细

植的转化精殖λT、B 细胞是两个不同的细.功能重酶，继续这方面的工作，离蹄子我们对

Vil!\. 的免瘦调节功能苟更细全面的了..

椿巴编跑不同剂量的"Co 1财线照财后 VitA 对 PHA 是否有促造ft:m. 本宴'量是从

伽Col 财线对 PHA 细菌 DNA 合成的箱It效应以及细药萄后的配对 t 幢幢来分析的.南方

面证明 .'H-TdR 参入曲计数率是随艘If剂量的拥大面降低的.体外缅跑受，嘿在 5 聋 8Gy 剂

量点 VitA 组与对照组比饺显著提高.但在 lOGy 无明显差异，说明 VilA 确有促遭 PHA.

活琳巴细鹰的功能在雨，嘿射剂量过大时.ViIA 的促进作用越不能发挥.

VitA 是通过机体兔瘦银嗣阻矗动.ft'.的形成的t'·.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 VilA的种

类、剂量、作用方式.机体的种麟、生理状态.雹细菌霉的不同.对肿'的赞应也不同.

有些研究甚至证明a，" .VitA 及其衍生啕对已形成的ft'.有治疗作用. Swann 发现大鼠

移植软骨肉籍以后.协充 VitA 衍生物能椰割肉'生族. VitA 揭露镜It.免疫.是通过剩激

杀伤性 T 细胞的作用产生的.这仲敏馨的 T 细凰能够解除巨噬绷跑的曼棚嗣的 Fe 受体，使

这种细咀活化，精强了真"清遭夫"的作用.由于巨喧细跑的话化，精细了破坏宿细疆的精氨

酸酶，于是巨喧编凰和 T 杀伤细胞的协同作用使细胞免疫反应得到虫'强[嚣，丁.动街宴'量还证

实 VitA 预防癌的作用机制是降筐机体对化学Jk宿街的敏噩性，控制上皮帽生.促进细胞分

ft%>.
从理论上看 .VitA 类是最为理想的生理性宿症预防剂和治疗剂 rz.叶飞但是 VitA 药"

过量毒性太大.不直在临床上抵制应用.近几年来人工合成 Y为数众多的高效 ft霉的 VitA

类似锦.用于治疗.熏得了良好的效果.

结语

本实验使用 'H-TdR 参入法.研究了正常及受照射的 T.B 淋巴细胞的 DNA 合成能力 s

VitAI.j'正常.宿症病人.敏疗患者癖巳细胞的免疫功能.主要结果卸下 g

(1) VitA It PHA.活的正常由自血员淋巴细胞具有促避作用.细入5 严g/ml培养 16

h.英'H-TdR参入的计数Irnin 明显升高，Vi:A 细入 10 昭/时 11养 72 h 时参入的it鼓..值

下降.即表现毒性反应.

(2) VitA It放疗前肿"患者 PHA ~秀号的 T 细凰有促进细胞 DNA 合成的作用，对

LPS i't导的 B 细胞无效.

(3) VitA 可以虫'强JI'.政疗病人血狲巴缅鹏的免疫巨应，英精强镀应明显离子正常

组.但对B 淋巴细胞作用不明显.

(4) VitA 对 PHA 徽活并经"CoY 般规照射的血梆巴细胞，在5 或 8 Gy 剂量时，亵现

出有促避奠DNA 合成的作用.在10 Gy 照射时精强作用摘失.

本实验工作的完成得到了刘克良、i午昌帽.孙固'、汪柿"老师的支铮衔'勋，在此袭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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