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月刊　　１９８５年７月创刊　　第３５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９年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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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 ３９９信箱，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４，代号Ｍ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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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９９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３４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２

２０１９年版权归《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

志》所有

目　　次
会议纪要

　第三十届欧洲病理学大会纪要———神经病理学
　 王　建，刘　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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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胃腺癌中ｃＭＥＴ、ＥＧＦＲ和ＨＥＲ２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
　的分析 李　琳，付　尧，吴鸿雁，等（６）

!!!!!!!!!!!

前列腺癌组织中ＮＭｙｃ、ｐ５３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何桂芳，黄晓娟，郑露露，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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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尾酒抗体Ｄ２４０／ＣＤ３４ＣＫ对淋巴结检出数量不足结直肠癌
　标本的临床病理评价 刘仙花，余英豪，齐兴峰，等（１４）

!!!!

腺苷对肺癌脑转移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唐明科，魏殿芳，刘　洋，等（１９）
!!!!!!!!!!!!!

涎腺腺样囊性癌中ＭＹＢ蛋白的表达及其意义
　 王　雨，唐俊杰，袁宏伟，等（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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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腺癌中Ｆａｓｃｉｎ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蛋白表达及其与Ｋｒａｓ基因突
　变状态的相关性 马　桂，王　兰，马淑萍，等（２７）

!!!!!!

ＲＥＬＡ融合基因阳性室管膜瘤１１例临床病理分析
　 张安莉，孙思柏，李　恒，等（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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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调ｍｉＲ９２ａ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及血管生成因子表达的
　影响 汤建华，冯　平，张志华，等（３８）

!!!!!!!!!!!

长链非编码ＲＮＡＬＩＮＣ００４８５在肺癌中的表达及对细胞增殖和
　迁移的影响 王向辉，黄江平，崔丰和，等（４２）

!!!!!!!!

免疫组化染色与１４Ｃ尿素呼气试验在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炎诊断
　中的比较 万维松，王　乐，胡余昌，等（４７）

!!!!!!!!!

胃腺癌中ＣＢＸ８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解学娜，周　璇，陈云庆，等（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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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颈癌组织中ＲＡＣＫ１和βｃａｔｅｎｉｎ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周小庆，金　丹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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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组织中ＢＭＰ４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熊　飞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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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自噬在非小细胞肺癌ＥＧＦＲＴＫＩｓ治疗中的作用
　 王　蕊，杜　芸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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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ＡＴ６与肿瘤关系的研究进展 杨仙荷，邬黎青 （６８）
!!!!!

专题读片会

　乳腺非特殊类型浸润性低分化癌伴局灶神经内分泌分化
　 李秀珍，申梦佳，李金范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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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导管原位癌 连　婧，申梦佳，王丽霞 （７３）
!!!!!!!!!!!!!!!!

乳腺实体型腺泡状横纹肌肉瘤 李燕园，申梦佳，滕晓东 （７５）
!!!!!!!!!!!!!!!!!

短篇论著

　非小细胞肺癌中ＥＧＦＲ突变位点和样本差异性对突变与蛋白表达的影响…叶美华，茹国庆，何向蕾 （７７）
膀胱透明细胞癌与肾源性腺瘤的临床病理分析 王云帆，王　跃，缪　琦，等（８１）

!!!!!!!!!!

原发性皮肤ＣＤ４＋小／中等大小Ｔ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唐雪峰，李金燕，郭乔楠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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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ＲＡＦＶ６００Ｅ基因突变在发育不良痣综合征的黑色素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高正君，刘凤磊，司小强，等（８８）
罕见的鼻咽部碰撞瘤１例临床病理观察 温永琴，何建芳，黄会杰，等（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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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纤维瘤病临床病理分析 朱晓娟，赵　华，徐　，等（９３）
!!!!!!!!!!!!!!!!!!

ＦＩＳＨ检测在乳腺癌的非典型扩增和不确定病例中的应用价值 陈　辉，汪小霞，沈　勤，等（９５）
!!!!

胰腺破骨细胞样巨细胞瘤１例并文献复习 程　平，窦红漫，王　健，等（９８）
!!!!!!!!!!!!

６种不同染色方法在检测肺组织中新型隐球菌的应用比较 丁桂龄，何妙侠，白辰光，等（１００）
!!!!!

超微病理技术中锇酸理化状态的质量控制 余学问，王家传，梁莹莹，等（１０３）
!!!!!!!!!!!!

卵巢Ｂｒｅｎｎｅｒ肿瘤１４例临床病理分析 宋　芳，沈铭红，陈汝蕾，等（１０５）
!!!!!!!!!!!!!!

迈新·技术交流

　实验动物多脏器组织石蜡切片统一制做流程及影响条件 张彩丽，张俊霞，刘湘花，等（１０８）
!!!!!!

运用ＰＤＣＡ循环法缩短ＥＧＦＲ基因检测报告时限 王　也，陈　圣，牛　云，等（１１０）
!!!!!!!!!

ＤＡＢ显色后去黑色素法在免疫组化中的应用 刘兴华，刘　鹏，刘萌萌，等（１１２）
!!!!!!!!!!!

介绍一种将科研培养细胞制作成细胞块的方法：琼脂糖模具法 于　娟，张仁亚，王　卫，等（１１３）
!!!

病例报道

　甲状腺包膜内嗜酸性细胞乳头状肿瘤２例 杨　婉，丁　莉 （１１５）
!!!!!!!!!!!!!!!

脑室恶性畸胎瘤再发第二原发胫骨骨肉瘤１例 鲁康洋，郑露露，李　明，等（１１７）
!!!!!!!!!!

腮腺淋巴上皮癌伴肺转移１例 刘　有，张晓欢，李　杰 （１１８）
!!!!!!!!!!!!!!!!!

原发性肺内良性成熟性畸胎瘤１例 年　瑞，李万军，张冠军，等（１２０）
!!!!!!!!!!!!!!!

具有脊索样特征的浸润性尿路上皮癌１例 王　续，刘月平，王小玲 （１２１）
!!!!!!!!!!!!

胃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伴癌肉瘤分化１例 包强伟，张　敏，吴善连 （１２３）
!!!!!!!!!!!!

甲下恶性黑色素瘤伴软骨肉瘤分化１例 陈欣怡，丁　彬，姜慧峰，等（１２５）
!!!!!!!!!!!!!

国外期刊文摘

　伴乳头状核特征的非浸润性甲状腺滤泡性肿瘤诊断标准变化 （５５）
!!!!!!!!!!!!!!!!

分子检测在涎腺癌鉴别诊断中的作用 （８４）
!!!!!!!!!!!!!!!!!!!!!!!!!!

胃癌伴淋巴样间质：组织病理学及其分子特征评价 （１２４）
!!!!!!!!!!!!!!!!!!!!

简　　讯
　论文修改注意事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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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作者 （６４，１１１）
!!!!!!!!!!!!!!!!!!!!!!!!!!!!!!!!!!!!

统计学符号书写要求 （７０）
!!!!!!!!!!!!!!!!!!!!!!!!!!!!!!!!!

警惕虚假网站假冒本刊名义征稿收费 （８０）
!!!!!!!!!!!!!!!!!!!!!!!!!!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征稿启事 （８７）
!!!!!!!!!!!!!!!!!!!!!!!!!!!

本期执行编委　韩安家　余英豪　高　岩　王朝夫　梁英杰　魏　兵
本期责任编辑　王立龙　　英文文摘编辑　黄文斌　张建中　封面设计　刘丹丹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１９８５ｍＡ４１３６ｚｈＰ￥２５．００３８００４１２０１９－０１

封面三张小图

　左：“缓缓飘落的枫叶”———小鼠肝组织ＨＥ染色。（翁丹枫／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中：“芳华”———胸水细胞学涂片，犹如春花萌发，万物生长，芳华永驻！（刘　辉／西安市第四医院病理科）
右：“绝望中盛开美丽的花朵”———纤维性脑膜瘤组织切片。（李晓玲／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病理科）

·Ⅱ·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Ｊｕｌｙ１９８５　　 Ｖｏｌｕｍｅ３５　Ｎｕｍｂｅｒ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８，２０１９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ｈｕｉ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ｒａｒｙ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ＧＯＮＧＸｉｙｕ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ＭＥＮＧＧａ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ＡＮＧＬｉｌ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ＪＣＥ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ｉｓｈａｎ
Ｒｏａｄ，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２，ＰＲ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１０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ｅ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
　　ｌｃｓｙｂｌ＠１６３．ｃｏｍ
Ｐｒｉｎｔｅｒ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Ｈｅｆｅｉ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ｈｕｉ，ＰＲ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ｏｋＴｒａｄｉｎｇ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Ｂｏｘ３９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ＣｏｄｅＮｏ．Ｍ６４５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Ｐｏｓｔ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２６－５４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ＪＣＥＰ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９９ＣＮ３４１０７３／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２０１９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Ｅ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ＭＥＴ，ＥＧＦＲａｎｄＨＥＲ２ｏｆｈｕｍａ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ＬＩＬｉｎ，ＦＵＹａｏ，Ｗ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　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ＮＭｙｃａｎｄｐ５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

　 ＨＥＧｕｉｆ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Ｌｕｌｕ，ｅｔａｌ　１０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２４０／ＣＤ３４ＣＫｃｏｃｋｔａｉ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ｈａｒｖｅｓｔ ＬＩＵＸｉａｎｈｕａ，ＹＵＹｉｎｇｈａｏ，ＱＩＸｉ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１４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ｏｎｂｒａｉ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ＡＮＧＭｉｎｇｋｅ，ＷＥＩＤｉ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Ｙ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ａｄｅｎｏｉｄｃｙｓ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ｇｌａｎｄ

　 ＷＡＮＧＹｕ，Ｔ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ＹＵＡＮ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３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ａｓｃｉｎ１ａｎ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Ｋｒａｓ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Ｇｕｉ，ＷＡＮＧＬａｎ，ＭＡＳｈｕ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７

ＲＥＬＡｆｕｓ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ｐｅｎｄｙｍ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ｌｅｖｅｎ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Ａｎｌｉ，ＳＵＮＳｉｂａｉ，ＬＩ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３３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Ｒ９２ａ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ＦＥ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ｅｔａｌ　３８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ＬＩＮＣ００４８５ｉ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ＵＩＦｅｎｇｈｅ，ｅｔａｌ　４２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ｉｎａｎｄ１４Ｃｕｒｅａｂｒｅａｔｈｔ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

　 ＷＡＮＷｅｉｓｏｎｇ，ＷＡＮＧＬｅ，ＨＵＹｕ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４７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ＢＸ８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ＸＩＥＸｕｅｎａ，ＺＨＯＵＸ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ｎ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５１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ｋｉｎａｓｅ１ａｎ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 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ＪＩＮＤａｎ　５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ＭＰ４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ＸＩＯＮＧＦｅｉ　６０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