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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三张小图

　左：“油画”———痛风结节ＨＥ染色切片偏振光镜下，光镜下可见的草黄色草酸盐结晶，偏振光具有折光性，此图像一幅美丽
的画，充满想象力。（尹自长／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中：“蝴蝶翩翩舞”———痛风结节ＨＥ染色切片偏振光镜下，光镜下大量草黄色草酸盐结晶，偏振光折光性极强，像翩翩起舞
的蝴蝶。（尹自长／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右：“如鱼得水”———子宫癌肉瘤免疫组化ＣＫ（ＡＥ１／ＡＥ３）阳性切片，图片显示癌在肉瘤中，如鱼得水，若有一日，我们对于
癌症的治疗也能如鱼得水，岂不快哉！（王晶／陕西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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