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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ＷＡＳＦ１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ｕｍｏｒｉｎｆｉｌ

ｔｒａｔ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ｅｃｅｌｌｓ ＷＵＨ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ＪＩＮＹｅ，ｅｔａｌ　９３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ＫＩＳＳ１，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ｄ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ｌｕｎｇ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ｎｇ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ＯＵＮｉｎｇ，ＰＡ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ＷＡＮＧＸｉｎｌｉ，ｅｔａｌ　９４３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２ｗｉｔｈＳＭＡＲＣＡ４ｄｉ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ｓｒ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ｔｕｍｏｒｓ ＷＵＦａｎｇｊｕｎ，ＸＩＡＯＷｅｉｊｉｎ，ＰＥＮＧＲａｎ，ｅｔａｌ　９４８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Ｕ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ＸＵＭ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ｅｉ，ＬＩＵＹｉ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　９５３
!!!!!!!!!

Ｐａｒａｇａｎｇｌｉ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６ｃａｓｅｓ

　 ＬＥＩＪｉ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ＬＩ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９５８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