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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３Ｆ３Ａ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３３Ｇ３４Ｗ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ｉａｎｔ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ｒｏｆｂｏｎｅ ＹＡＮＧＸｕａｎｔａｏ，ＸＵＹａｎｑｉｏ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　１１９７
!!!!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ＦＡＫ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ｔｏｎｇｕｅｓｑｕａ

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ＣＡＬ２７

　 ＣＨＥＮＫａｉ，ＬＩ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ｅｔａｌ　１２０２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ｍｏｎｏｎｅｔｉ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ＴＵ６８６ ＤＩＡＯＹｕｐｅｉ，ＬＩＰｉｎｇ，ＧＵＯＭｉｎｇｋｕｎ，ｅｔａｌ　１２０７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