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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

中：路在脚下———食管鳞状上皮组织的ＨＥ染色。病理之路如人生之路。豪迈的脚步会疲惫，崭新的皮鞋会磨旧，但是就像
鳞状上皮一边凋落一边新生，坚持才是对过往最坚定的回应。（马晓燕／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病理科）

右：忠犬———甲状腺细针穿刺涂片的ＨＥ染色，形成犬的图像。（刘志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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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ｌｌｌｅｎｇｔｈｔｕｍ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ｅｎｅＬＡＳＳ２／ＴＭＳＧ１ａｎｄｉｔｓ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ｍｕｔａｎｔｏｎ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ＬＩＵＨａｏｙｕｎ，ＰＥＩＦｅｉ　７８７
!!!!!!!!!!!!!!!!!!!!!

Ｍｉｘ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ｏｆｆｉｖｅｃａｓｅｓ 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ｘｉｎｇ，ＹＵＪｕａｎ，ＹＵ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　７９３
!!!!

ＥＷＳＲ１ＳＭＡＤ３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ｔｕｍｏｒ：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ＵＹｕｆｅｉ，ＲＥＮＪｕｎｑｉ，ＳＨＵＩＸｉａｏｌｉ，ｅｔａｌ　７９８
!!!!!!!!!!!!

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ｗｉｔｈＭｉＴ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ＶＨＬ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ｏｆ１８ｃａｓｅｓ ＹＵ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Ｍｅｎｇｎａ，ＨＯＵＪｕｎ，ｅｔａｌ　８０３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ＤＭ２ｉ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ｉｍａｌ）ｓａｒｃｏｍａ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Ｙｕｊｉｅ，ＳＵＮＸｕｐｅｎｇ，ＬＩＸｉｏ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８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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