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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ＡＯＸｉａｏ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Ｒｏｎｇ，ｅｔａｌ　５５９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ＢＸＷ７ａｎｄＦＡＭ８３Ｄ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ｉｄ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Ｕ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５６４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ＡＳＬＣｇ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ｌｕｎｇ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ＸＩＡＬｉｈｕａ，ＺＨＯ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ｅｔａｌ　５６９
!!!!!!!!!!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ｎｏｎａｓａｌ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ｓｏｎｃｏｃｙｔｉｃｔｙｐｅｉｎｓｉｎｇｌ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ｅ ＬＩＡｏ，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ｅ，Ｗ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　５７５
!!!!!!!!

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ｅｒｔｏｌｉ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ｓ：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０ｃａｓｅｓ

　 ＬＩＬｕ，ＤＥＮＧＸｉ，ＹＵＷｅｎｙｉｎｇ　５７９
!!!!!!!!!!!!!!!!!!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