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月刊　　１９８５年７月创刊　　第３３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出版

主管单位

　安徽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

　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

名誉主编　龚西马俞

主编　孟　刚

编辑部主任　王立龙

编辑出版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辑部

　通讯地址：

　合肥市梅山路安徽医科大学内

　邮政编码：２３００３２

　电话／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１０２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ｅ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ｌｃｓｙｂｌ＠１６３．ｃｏｍ

印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地址：北京市７８２信箱，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国内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２６－５４

邮购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辑部

定价

　每期２５００元，全年３００００元

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３９９

　ＣＮ　３４１０７３／Ｒ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３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２

２０１７年版权归《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

志》所有

目　　次
论　　著
　胃癌组织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表达谱检测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黄幼生，解　娜，张艺馨，等（５９１）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不同表达模式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金　雯，陈顺华，尹　玉，等（５９６）

!!!!!!!!!!!!!

胃癌相关纤维母细胞中ｍｉＲＮＡｓ的表达及对癌细胞迁移和侵
　袭的影响 闫　玉，王瑞芬，乔　萌，等（６０１）

!!!!!!!!!

３６８例内镜切除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回顾性分析
　 刘亚岚，蒋冬先，侯英勇，等（６０６）

!!!!!!!!!!!!!

胃肠间质瘤合并消化道癌９例临床病理分析
　 林文生，张　芳，任　力，等（６１３）

!!!!!!!!!!!!!

食管鳞状细胞癌中ＨＥＲ２基因扩增和蛋白表达
　 黄　洁，蒋冬先，侯英勇，等（６１８）

!!!!!!!!!!!!!

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６在人脑胶质瘤血管新生中的作用
　 张玉辉，李　伟，李香香，等（６２３）

!!!!!!!!!!!!!

Ｓｎａｉｌ在ＩｇＡ肾病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肾小管上皮－间质转化
　的关系 李　静，高慧敏，王　弦，等（６２９）

!!!!!!!!!!

层粘连蛋白α２亚链在膜性肾病肾小球基膜的异常分布
　 杨晓青，黄岩杰，吕伟刚，等（６３６）

!!!!!!!!!!!!!

临床上以肿块为表现的肾脏炎症性病变临床病理分析

　 徐　红，于舒鸿，王映梅，等（６４０）
!!!!!!!!!!!!!

先天性中胚层肾瘤临床病理和分子遗传学分析

　 余天平，尹晓雪，陈　敏，等（６４５）
!!!!!!!!!!!!!

人喉鳞状细胞癌中ＣＭＩＰ的表达及意义
　 韦党军，高潮兵，吴正升 （６４９）

!!!!!!!!!!!!!

规范化特殊染色技术对肺真菌感染性疾病病理诊断的意义

　 刘菲菲，李　雪，金木兰 （６５３）
!!!!!!!!!!!!!

讲　　座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杨海玉，刘　勇 （６５８）

!!

综　　述
　琥珀酸脱氢酶缺陷型肾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及研究进展
　 张冬梅，魏建国 （６６３）

!!!!!!!!!!!!!!!!

脂加氧酶表达与肿瘤及炎症性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张　建，徐　芬，郝　华 （６６６）
!!!!!!!!!!!!!

·Ⅰ·



短篇论著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脑膜血管周细胞瘤中ＳＴＡＴ６、ＰＡＸ８和ＣＤ３４的表达及意义
　 曹　钟，魏建国，岑红兵，等（６６９）

!!!!!!!!!!!!!!!!!!!!!!!!!!!!!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脑膜血管周细胞瘤１４例临床病理观察 蒋依娜，王鸿雁，杨　? （６７２）
!!!!!

脂质性肺炎３例并文献复习 张　颖，徐　晨，刘亚岚，等（６７５）
!!!!!!!!!!!!!!!!!!

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原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１４例临床病理观察
　 孙阳阳，周晓莉，程羽青，等（６７７）

!!!!!!!!!!!!!!!!!!!!!!!!!!!!!

食管鳞状细胞癌中ＭＴＤＨ和ｃｍｙｃ的表达及意义 杨宣琴，赵园园，杜海燕，等（６８０）
!!!!!!!!!

乳腺型肌纤维母细胞瘤３例临床病理观察 阳　宇，杜晓华，赵　敏，等（６８３）
!!!!!!!!!!!!

女性尿道原发性透明细胞腺癌１例并文献复习 袁宏伟，贾永峰，宝鲁日，等（６８６）
!!!!!!!!!!

膀胱孤立性纤维性肿瘤１例并文献复习 宗华凤，黄　纬，王红龙，等（６８９）
!!!!!!!!!!!!!

迈新·技术交流

　细针吸取细胞学在体表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体会 刘　华，曹　磊，金　雷，等（６９２）
!!!!!!!!!!

全自动荧光原位杂交仪实验条件的优化及与手工方法的对比 陈　敏，杨洁亮，吕丽霞，等（６９４）
!!!!

一种用于子宫内膜病变筛查的细胞块制作方法及质量控制 邵少慰，梁少姬，李文成，等（６９６）
!!!!!

影响病理切片制作的常见因素分析 张晓婷，杨佩浓 （６９８）
!!!!!!!!!!!!!!!!!!

病例报道

　肺纤维平滑肌瘤性错构瘤１例 向　娟，叶显宗，刘仙花，等（７００）
!!!!!!!!!!!!!!!!!

脾脏血管肉瘤误诊为窦岸细胞血管瘤１例 黄金峰，魏建国 （７０２）
!!!!!!!!!!!!!!!

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１例 张子兰，顾学文，肖　芹，等（７０４）
!!!!!!!!!!!!!!!!!!!

胆囊原发性腺鳞癌１例 周　晶，侯素平 （７０５）
!!!!!!!!!!!!!!!!!!!!!!!

长期误诊的肉芽肿性皮肤松弛症１例 董丽儒，张　莹，李　双，等（７０７）
!!!!!!!!!!!!!!

国外期刊文摘

　原发性颅内生殖细胞肿瘤全基因组甲基化分析提示生殖细胞瘤为原始生殖细胞起源 （６８８）
!!!!!

儿童型滤泡性淋巴瘤遗传复杂性低且多发生ＴＮＦＲＳＦ１４基因突变 （６９９）
!!!!!!!!!!!!!

简　　讯
　敬告作者 （６１７，６７４，７０８）

!!!!!!!!!!!!!!!!!!!!!!!!!!!!!!!!!

警惕虚假网站假冒本刊名义征稿收费 （６８２）
!!!!!!!!!!!!!!!!!!!!!!!!!

统计学符号书写要求 （７０３）
!!!!!!!!!!!!!!!!!!!!!!!!!!!!!!!!

本期执行编委　侯英勇　刘红刚　纪　元　敖启林　张仁亚
本期责任编辑　王劲松　　英文文摘编辑　张建中　　封面设计　刘丹丹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１９８５ｍＡ４１２８ｚｈＰ￥２５．００３８００３３２０１７－０６

封面三张小图

　左：熊掌印－刮宫标本，低倍镜下，在密集排列的异型腺管中，有几个腺管形成“熊掌印”图案。（韩　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病理科）

中：鱼－皮肤组织的ＨＥ染色，镜下显现鱼形图案。（张　婷，贺茂涛／宁夏医科大学病理科）

右：礼花－腹腔积液细胞学涂片，良性间皮细胞排列成花团状，与周围的小淋巴细胞相衬，犹如“礼花”绽放。（程　凯／南京

军区南京总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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