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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ＡＯＸｕｅｋｅ，ＬＩＷｅｉ，ＬＩＵＷｅｎ，ｅｔａｌ　４２７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ｎｃＲＮＡＲＧＭＢＡＳ１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ＺＥＮＧＪｉｅ，ＺＥＮＧＹｏｕｌｉｎｇ，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４３２
!!!!!!!!!!!!

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ｉｄ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ａｓｅｓ

　 ＷＵ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ＸＩＡＹａ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４３８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ｘ，ＴｒｘＲ１ａｎｄＴＸＮＩＰ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ｄｉｆｆｕｓｅｌａｒｇｅＢ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ＳＨＩＤｕｊｕａｎ，ＭＥＮＧＹｕｎａ，ｅｔａｌ　４４３
!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ｏｆ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ｇｌａｎｄ：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１ｃａｓｅｓ

ＸＩＮＹｉｎｇ，ＱＩＨｏｎｇ，ＬＩＳｈｕｗｅｉ，ｅｔａｌ　４４８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