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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三张小图

　左：“树的精神”———Ｍａｓｓｏｎ三色＋维多利亚蓝染色显示肺组织血管及间质中的纤维结缔组织，如树枝根不断蔓延分支。
（潘贝晶／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病理学部）

中：“鱼”———甲状腺细针穿刺涂片，像一条游泳的鱼。（张慧／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理科）
右：“生命之树”———输卵管异位妊娠ＨＥ染色。（吕婷／城固县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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