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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ＥＩＸｉａｏｙｉｎ，ＬＩＷｅｎｃａｉ，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ｎａｎ，ｅｔａｌ　６６２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ｉｎｅｄｒｉｖｅｒｇｅｎｅｓ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ｂｙ

ＡＲＭＳＰＣＲ ＤＥＮＧＱｉｎｇ，ＬＵＯＴａｏ，ＧＥＪｉａ，ｅｔａｌ　６６６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ＰＲ１２０ａｎｄＶＥＧＦ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ＹＡＯＹｉ，Ｚ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ＬＩＷｅｉ，ｅｔａｌ　６７１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ＦＶ６００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ｉｔｈ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ｓ

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ｔ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ＡＤｏｎｇｌｉｎ，ＰＩＡＯＹｉｎｇｓｈｉ，ＭＡＯＭｅ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　６７７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ＥＢａｎｄ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ｅｃｌｉｎ１ｉｎ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ＲＵＡＮＰｉｎｇ，ＨＥ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ｉ，ｅｔａｌ　６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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