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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三张小图

　左：“踏浪前行”——— 乳腺癌组织ＨＥ染色，形似脚印；象征着人生路漫漫，无论风雨，踏浪前行。（许存宝／福建省泉州市第
一医院病理科）

中：“风中的蒲公英”——— 耳道内真菌感染：镜下见曲霉菌的孢子头如蒲公英般呈球形放射状排列，“花枝”仿佛在风中摇

曳。（张　巍／陕西省人民医院病理科）
右：“花海”——— 卵巢环状小管性索肿瘤ＨＥ染色：淡染的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排列成环状小管围绕中心透明小体，构成洁白、绚烂的
花海。（孙　琦／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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