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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ｘｉａｏ，Ｌ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７９８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Ｄ１５１ｇｅｎ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ＣＡＯＪｉｎｔａｏ，ＣＨＥＮ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Ｒａｎ，ｅｔａｌ　８０３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ＡＨ２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ＺＨＥＮＪｕａｎ，ＬＩＵＹｕｄｏｎｇ，ＳＯＮＧ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８０９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ｏｋｅｒａｔｉｎ７ｉｎ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Ｊ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　８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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