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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蓝蝴蝶”———巴氏染色下鳞状上皮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翟春颜／航空总医院病理科）
中：“水晶鞋”———胎盘绒毛组织ＨＥ染色。胎盘绒毛的形状恰如灰姑娘梦中的水晶鞋，穿上水晶鞋，病理医师心里也住着小
仙女。（徐月梅／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

右：“脉动”———胃肠道间质瘤内的新生血管：＂脉动＂，随着血管形成，纳入全身循环体系，肿瘤细胞生生不息。（侯英勇／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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