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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Ｙｕｊｉｅ，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ＷＵＨａｉｂｏ　１０５５
!!!!!!!!!!!!!!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３０ｃａｓｅｓ

　 ＤＯＮＧＲｏｎｇｆａｎｇ，ＧＯＮＧＬｉｈｕａ，ＳＵＮＸｉａｏｑｉ，ｅｔａｌ　１０６０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ｕｍｏｒｓ

　 Ｆ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ｅｉ，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０６５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１６／Ｋｉ６７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ｓｔ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ＨＰＶ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ＣＴ

　 ＪＩＮＨ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ｉａｎ，ｅｔａｌ　１０７１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ＩＡＨ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ＺＨＥＮＪｕａｎ，ＬＩＵＹｕｄｏｎｇ，ＷＵＳｈａ，ｅｔａｌ　１０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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