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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陈瑞群，廖成彬，王秀凤／广东药科大学基础学院）

中：树欲静而风不止 ——— 卵巢中血红黄色相关的黄体沃土之上“长出”一颗树，枝叶茂盛，风吹时树叶晃动，摇摇欲坠。

（郑闪，郭蕾／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
右：母爱 ——— 母亲抱着小孩，同时还牵着一只可爱的小狗，在花园中悠闲地散步。（陈余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
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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