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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三张小图

　左：“雏羽”——— 乳腺叶状肿瘤切片，羽翼未丰的雏鸟胆怯地站在树枝上学习飞翔；象征年轻病理医师的成长中需要不断探
索和反复练习，未来飞上天空翱翔！（张原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

中：“不忘初心”———毛根横断面呈心形，被外围的内根鞘、外根鞘、血管和结缔组织鞘层层包围，不同的部分起到维护和提

供营养的作用，体现了“不忘初心”，的理念。（李金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
右：“海阔凭鱼跃”——— 宫颈腺上皮细胞排列成立体的“鱼”形状，周围散落宫颈鳞状上皮；仿佛一条“锦鲤”在湖中遨游。

（朱向兰、苏学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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