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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ｅｒ Ｆ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ＺＨＥＮＧＱｉａｏ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１３４０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ＧＭ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ｇｌｉｏｍａａｎｄ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ＭＧ

ＭＴｇｅｎ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ｉｎ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

　 ＣＨＥＮＹｕｎ，ＺＵＯＰｉｎ，ＬＵＯＬｉｎ，ｅｔａｌ　１３４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Ｄ１／ＰＤＬ１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ｍｅｓｏｔｈｅｌｉ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ＤＵＸｕｅｍｅｉ，ＬＩＸｉｎｂａｏ，Ｙ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３４８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