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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化蝶 ——— 将免疫细胞化学技术应用于细胞涂片／液基细胞学标本：阳性的胞膜勾勒出翅膀上鳞片的轮廓，而细胞学制
片特有的平面结构，恰使胞质蒙上一层薄如蝉翼的浅棕色。（马晓燕／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病理科）

中：大红灯笼高高挂 ——— 乳腺癌ＨＥＲ２基因检测：蓝色是ＤＡＰＩ染色的细胞轮廓，红色是 ＨＥＲ２基因探针，绿色是对照基
因。（马文霞／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理科）

右：奔跑的汪汪 ——— 乳腺导管癌的肿瘤细胞，呈团块状、条索状排列，构成了一只向前奔跑的狗狗。（顾文亚／云南西双版
纳农垦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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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ｔｒａｎｏｄａｌＮＫ／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ｎａｓａｌｔｙｐｅ：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ＮＧＳｕｆｅｎ，ＬＩＵＰｉｎｇ，ＬＵＬｉ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５２９
!!!!!!!!!!!!

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ｎｏｎａｓａｌｔｅｒａｔ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ＷＵＨａｉｂｏ，ＷＵＪｉｆｅｎｇ　５３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ＸＣＲ１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Ｎａｎａ，ＷＡＮＧＹｕｅｊｕｎ，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ｙｉ，ｅｔａｌ　５３８
!!!!!!!!!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ｅｕｒｏｍａ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ｘｃａｓｅｓ

　 ＨＥＹｉ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５４２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ｄｏｐｌａｎｉｎｏｆ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ｉｎ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ＴＩＡＮＨｕａ，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ｇｕｏ，ＭＥＩＸｉａ　５４７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ＢＣＯＲ，ＣＤ１０ａｎｄＣｙｃｌｉｎＤ１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ｓａｒ

ｃｏｍａ ＬＩＵＨｕｉ，ＬＩＹｕａｎｐｅ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ｒｕ，ｅｔａｌ　５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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