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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辅助放化疗已成为直肠癌术前常规治疗手段ꎬ 具有降低直肠癌分期、 提高直肠癌保肛率、 减少直肠癌局部

复发及可能达到病变完全缓解等优势ꎮ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 ＤＷＩ) 能够反映肿瘤分子功能信
息ꎬ 可较好地评估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疗效ꎬ 本文对 ＤＷＩ 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早期疗效监测、 肿瘤残余、 临床及
病理缓解等方面的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综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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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 Ｊ ＰＵＭＣＨꎬ ２０１７ꎬ８(２￣ ３):１００－１０５

直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１] ꎬ 手术切

直肠腔内超声、 ＣＴ、 磁共振成像 (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前标 准 的 治 疗 方 式 为 全 直 肠 系 膜 切 除 术 ( ｔｏｔａｌ

价ꎮ 直肠腔内超声对于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 Ｔ 分期预

除是常规的治疗手段ꎮ 针对直肠解剖结构的特点ꎬ 目
ｍｅｓｏｒｅｃｔａｌ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ꎬ ＴＭＥ) ꎬ 是指沿着直肠系膜筋膜锐
性分离ꎬ 然 后 完 整 切 除 直 肠 及 直 肠 周 围 系 膜 脂 肪 组
织ꎬ 被认为是直肠癌标准切除方法

[２]

ꎮ 由于进展期直

肠癌通常累及直肠周围系膜及系膜筋膜ꎬ 仅凭借手术
疗法无法完整切除肿瘤组织ꎬ 新辅助放化疗已成为进
展期直肠癌患者术前常规治疗手段
１００ Ｍａｙꎬ ２０１７

[３]

ꎮ 目前通常采用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 ＭＲＩ) 等方法进行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评

测准确性为 ２７％ ~ ７２％ꎬ Ｔ ０ 分期准确性为０ ~ ６０％ [４￣ ５] ꎮ
ＣＴ 在肿瘤新辅助放化疗后患者是否达到病理完全缓
解 (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ＰＣＲ) 方面的预测
不准确 [６] ꎮ ＭＲＩ 是评估肿瘤治疗效果的常规方法ꎬ 在
直肠癌 Ｔ 分期及 Ｎ 分期的诊断准确性分别仅为 ５０％和

６５％ꎬ 而对 于 肿 瘤 是 否 侵 犯 环 周 切 缘 的 准 确 性 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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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 ８５％ [７￣ ９] ꎮ 扩散加权成像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

高信号ꎮ 表观弥散系数 (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列ꎬ 由于该序列受肿瘤周围炎性反应的影响较小ꎬ 直

观量化病变组织中水分子扩散能力ꎬ 弥散能力越高ꎬ

ａｇｉｎｇꎬ ＤＷＩ) 是一种能够反映分子水平的 ＭＲＩ 功能序
肠癌在 ＤＷＩ 图像中通常表现为明显高信号ꎬ ＤＷＩ 序列
能够显著提高直肠癌诊断的准确性

ꎮ 利用 ＤＷＩ 序

[１０]

列的分子功能信息ꎬ 可以对新辅助放化疗进行疗效评

ＡＤＣ) 可较好地反映活体弥散成像中的弥散情况ꎬ 客
ＡＤＣ 值越大ꎬ 反之则越小ꎮ 恶性肿瘤组织较良性肿瘤
的 ＡＤＣ 值小ꎬ 一方面是由于肿瘤细胞增殖周期细胞体
积不断增加ꎬ 细胞外体积分数逐渐减少ꎻ 另一方面是

由于肿瘤细 胞 体 积 增 加 导 致 细 胞 内 核 浆 比 也 逐 渐 增

估ꎬ 从而为临床直肠癌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帮助ꎮ

加ꎬ 从而使细胞内体积分数增加更明显ꎬ 导致肿瘤细
胞外与细胞内比值减小ꎬ ＡＤＣ 值随着肿瘤细胞的增殖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
直肠癌 ＴＭＥ 术前新辅助治疗包括新辅助化疗、 新辅
[１１]

助放疗和联合新辅助放化疗等措施

ꎮ 新辅助放化疗的

优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ꎬ 可降低直肠癌术前分期和
[１２]

体积ꎬ 进而提高直肠癌局部手术切除率
~３０％的患者可达到 ＰＣＲ

[１３￣ １５]

ꎬ 其中约 １５％

ꎻ 第二ꎬ 可提高低位直肠癌

的保肛率ꎮ 研究表明ꎬ 新辅助放疗术后ꎬ 低位直肠癌的
保肛率由 ４０％左右提高到了 ６０％

[１６]

ꎻ 第三ꎬ 降低直肠癌

术后局部复发率ꎮ 其原因包括: (１) 经过新辅助放疗
后ꎬ 肿瘤细胞发生了坏死、 纤维化等改变ꎬ 从而降低
了因手术挤压导致的肿瘤细胞脱落机率ꎻ (２) 肿瘤细
胞的增殖活性也会因放疗而降低ꎻ (３) 肿瘤的切缘阳
性率在经过新辅助放疗后会明显下降ꎮ

指数增加而减少ꎮ Ｓｕｎ 等 [１９] 通过对 ４９ 例直肠癌患者
的 ＡＤＣ 值和增殖指数 ( Ｋｉ￣ ６７ 和银染核仁细胞计数)

进行相关性研究发现 ＡＤＣ 值与 Ｋｉ￣ ６７ 和银染核仁细胞
计数均呈 明 显 的 负 相 关 ( ｒ ＝ － ０ ３１８ꎬ Ｐ ＝ ０ ０２６ꎻ ｒ ＝

－ ０ ３１０ꎬ Ｐ ＝ ０ ０３０) ꎬ 提示 ＡＤＣ 值可较好地反映肿瘤

增殖情况ꎬ 说明 ＡＤＣ 值越低ꎬ 直肠癌病变的侵袭性也
越高ꎬ 因此 ＡＤＣ 值可作为一种有效评价直肠癌恶性生
物学行为的指标ꎮ

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评估残存
肿瘤细胞的价值
新辅助放化疗后ꎬ 肿瘤细胞伴随残留、 坏死、 间

质纤维 化 以 及 黏 液 样 变 性ꎬ ＤＷＩ 结 合 Ｔ２ 加 权 成 像
( 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 Ｔ２ＷＩ) 可反映不同组织的影像
学特点ꎬ 如 残 留 癌 灶 由 于 组 织 水 分 子 扩 散 受 限ꎬ 在

Ｔ２ＷＩ 上呈中等或偏低信 号ꎬ 而 在 ＤＷＩ 上 呈 高 信 号ꎻ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ＤＷＩ 利用水分子的扩散作用ꎬ 将活体组织中水分

子的微观扩散运动反映在宏观成像中ꎮ ＤＷＩ 图像中扩
散效应的权重随着扩散敏感系数 ( ｂ 值) 的不断增加
而增加ꎬ 这也使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之间的对比度得
到不断 增 加ꎬ 同 时 可 使 图 像 的 信 噪 比 下 降ꎮ 研 究 表
明ꎬ 当 ｂ 值≥１０００ ｓ / ｍｍ 时ꎬ 肿瘤本身的信噪比、 肿
２

瘤和肠周脂肪及肌肉的对比噪声均适中ꎬ 背景信号抑
制亦较好ꎬ 此时病变表现为高信号

[１７]

ꎮ 孙应实等

[１８]

通过对 ｂ 值为 ３００、 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ｓ / ｍｍ 时
２

的直肠癌 ＤＷＩ 图像比较发现ꎬ ｂ 值 ＝ １０００ ｓ / ｍｍ 时ꎬ
２

可较好消除灌注和 Ｔ２ 穿透效应对直肠癌 ＤＷＩ 图像带
来的影响ꎬ 成像效果最佳ꎬ 从而准确反映组织本身的
扩散特性ꎻ 而从 １０００ ｓ / ｍｍ 升至 １３００ ｓ / ｍｍ 时直肠
２

２

癌病变与正常肠壁的信噪比明显下降ꎬ 提示 ｂ 值超过

１０００ ｓ / ｍｍ 时直肠癌 ＤＷＩ 图像质量将下降ꎮ 由于肿
２

瘤组织细胞增殖较旺盛ꎬ 细胞密度也较高ꎬ 细胞核浆
比例较正常细胞大ꎬ 导致细胞外间隙随之减小ꎬ 肿瘤
组织水分子扩散受限ꎬ 进而使其在 ＤＷＩ 图像中表现为

坏死组织由于病理上通常为液化坏死ꎬ 在 Ｔ２ＷＩ 上表

现为高信号ꎬ 在 ＤＷＩ 上扩散不受限故表现为低信号ꎻ
而单纯纤维化由于组织水分较少ꎬ 在 ＤＷＩ 和 Ｔ２ＷＩ 上

均表现为低信号ꎻ 黏液样变性由于含蛋白成分较多ꎬ
在 Ｔ２ＷＩ 和 ＤＷＩ 上均表现为高信号ꎮ 通过 ＤＷＩ 的信号
特点可以早期、 较好地鉴别放化疗后肿瘤纤维化及残
留 [２０] ꎮ 曹务 腾 等 [２１] 通 过 对 ５１ 例 直 肠 癌 患 者 进 行

Ｔ２ＷＩ 和 ＤＷＩ 图像对比研究ꎬ 发现其中 ４ 例直肠癌患

者在 Ｔ２ＷＩ 上将癌灶残留错误判断为纤维灶ꎬ 而 ＤＷＩ
序列上呈高信号ꎬ 判断为癌灶残留ꎬ 病理证实确实有

癌灶残留ꎮ 以上结果提示 Ｔ２ＷＩ 观察恶性病变的形态学
及信号特点不足以准确反映恶性病变本身ꎬ ＤＷＩ 可较好
地判断肿瘤组织残留ꎬ 但对于肿瘤残留较小时ꎬ ＤＷＩ 由
于空间分辨率的限制还不足以准确作出判断ꎮ ＤＷＩ 与
Ｔ２ＷＩ 结合 有 助 于 检 出 新 辅 助 治 疗 后 残 存 的 肿 瘤 组

织[２２] ꎮ Ｓｏｎｇ 等[２３] 通过对 ５０ 例局部进展期新辅助放化
疗术后直肠癌患者进行研究ꎬ 发现 ＤＷＩ 结合 Ｔ２ＷＩ 序列
较单一使用 Ｔ２ＷＩ 序列新辅助放化疗术后肿瘤检出的准

确度从 ７６％提高到 ９０％ꎬ 敏感性从 ７７％提高到 ９８％ꎬ 特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３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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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中早期疗效
监测的价值
直肠癌经过术前新辅助放化疗ꎬ 肿瘤分期可降低

甚至可达 ＰＣＲꎬ 明显降低了直肠癌患者肿瘤切除后的
局部肿瘤复发率ꎬ 同时也提高了患者生存率ꎮ 然而术
前新辅助放化疗的效果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ꎬ 研究发

现约 １５％ ~ ３０％ 的直肠癌患者会在治疗后可达 ＰＣＲꎬ
约 ５０％的患者部分有效ꎬ 而剩余的患者无效

[２４]

ꎮ 尽

早检测出哪些直肠癌患者对新辅助放化疗有效ꎬ 对于
直肠癌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确定和预后至关重要ꎮ
目前常规的疗效评价方法为通过 ＣＴ 或 ＭＲＩ 对肿瘤体
积进行测 量ꎬ 对 比 治 疗 前 后 体 积 变 化 以 反 映 治 疗 疗
效

[２５￣ ２６]

ꎮ 然而在新辅助放化疗早期ꎬ 肿瘤体积的变化

并不明显ꎬ 只能在新辅助放化疗后期才能够观察到肿
瘤体积大小改变ꎬ 所以仅通过形态学评估早期疗效较
为困难ꎬ ＤＷＩ 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肿瘤细胞的减少和
肿瘤微血管的减少 [２７] ꎮ 恶性病变的 ＡＤＣ 值与新辅助
放化疗疗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２８] ꎮ
Ｋｉｍ 等

[２９]

发现局部浸润性直肠癌患者治疗前病灶

ＡＤＣ 值较高时ꎬ 对于新辅助放化疗的疗效不佳ꎮ Ｓｕｎ
等

[３０]

对 ３７ 例直肠癌患者在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前两周

进行 ＤＷＩ 成像研究ꎬ 发现直肠癌分期降低患者治疗前
病变 ＡＤＣ 值低于分期未降低患者ꎬ 同时新辅助放化疗
后第 １ 周 结 束 时 ＡＤＣ 值 高 于 分 期 未 降 低 患 者 ( Ｐ <

０ ００１) ꎮ ＡＤＣ 变化趋势和肿瘤治疗反应性有较好相关

性ꎬ 新辅助放化疗中病变 ＡＤＣ 值早期升高提示治疗反
应良好

[２８]

ꎮ 这可能是由于对放化疗反应较好的肿瘤

经过新辅助放化疗后很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肿、 纤
维化及炎症等病理改变ꎬ 导致细胞密度减低和细胞间
隙中水分子增多ꎬ 由于水分子扩散受阻程度降低ꎬ 使

术前直肠指检和肠镜检查未及残存肿瘤ꎻ 而 ＰＣＲ 定义
为切除 标 本 中 未 见 残 存 癌 细 胞ꎮ Ｍａａｓ 等 [３３] 通 过 对

３１０５ 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进行预后的 Ｍｅｔａ 分析ꎬ
结果显示 ＰＣＲ 患者和未达 ＰＣＲ 患者的 ５ 年总体生存
率分别为 ８３ ３％和 ６５ ６％ꎬ 提示 ＰＣＲ 患者 ５ 年生存率
明显高于未达 ＰＣＲ 患者ꎻ 而临床上对于 ＰＣＲ 患者可
采取局部切除或暂不手术策略ꎬ 这样既保证了对肿瘤
本身的 有 效 控 制ꎬ 又 避 免 了 不 必 要 的 手 术 创 伤ꎮ 因
此ꎬ 术前对 ＰＣＲ 早期精准预测对于临床治疗策略的制
订至 关 重 要ꎮ 新 辅 助 放 化 疗 后ꎬ 肿 瘤 达 ＰＣＲ 时 的
Ｔ２ＷＩ 图像特征为肿瘤体积缩小ꎬ 残余病灶呈均匀低
信号ꎬ 而 ＤＷＩ 图像特征为原瘤灶高信号消失ꎬ 其内未

见高信号灶ꎮ 坏死在 Ｔ２ＷＩ 表现为高信号区ꎬ 而肿瘤
残留也表现为高信号ꎬ 这导致单纯依靠常规 Ｔ２ＷＩ 序
列难以鉴别ꎮ 坏死在 ＤＷＩ 图像上常表现为低信号ꎬ 而
当存在肿瘤残留时ꎬ 其内可见高信号ꎬ 因此 ＤＷＩ 序列
对于二者可很好进行鉴别诊断ꎮ Ｋｉｍ 等 [２９] 研究直肠癌

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ＡＤＣ 值、 ＡＤＣ 变化值在评估 ＰＣＲ
中的诊断效能ꎬ 其结果显示ꎬ 治疗前 ＡＤＣ 值及治疗前
后 ＡＤＣ 变化值评价的敏感性均达 ９１％ꎬ 高于治疗后

(７０％) ꎬ 但特异性分别为 ７３％及 ８６％ꎬ 较疗治疗后低
(９０％) ꎮ 由于纤维化组织和癌组织在 Ｔ２ＷＩ 上均可表
现为低信号ꎬ 仅单纯依靠 Ｔ２ＷＩ 图像难以判定纤维化
组织内有无癌组织残留ꎬ 而癌组织在 ＤＷＩ 上表现为高
信号ꎬ 因此 ＤＷＩ 结合 Ｔ２ＷＩ 图像可较好预测直肠癌新
辅助放化后 ＰＣＲꎮ 曹务腾等 [２１] 观察了 ５１ 例直肠癌新
辅助治疗患者ꎬ 发现 ＤＷＩ 结合 Ｔ２ＷＩ 正确预测 ＰＣＲ 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６６ ７％和 ９４ ９％ꎮ

扩散加权成像结合 Ｔ２ 加权图像对直肠癌新辅助

放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Ｔ２ＷＩ 序列可较好地发现直肠癌病变ꎬ 进行术前

利用 ＡＤＣ 值对直肠

术后的体积测量评估ꎬ 而 ＤＷＩ 可较好反映直肠癌病变

周时肿瘤的平均 ＡＤＣ 值升高幅度为 １１ ６％ꎬ 作为诊断

疗效进 行 全 面 评 估ꎮ Ｌａｍｂｒｅｇｔｓ 等 [３４] 利 用 Ｔ２ＷＩ 结 合

得 ＡＤＣ 值升高

[３１]

ꎮ 孙应实等

[３２]

癌放化疗疗效进行影像学早期监测ꎬ 发现治疗后第 １
直肠癌 Ｔ 分期是否出现分期降低的指标ꎬ 诊断敏感性
为 ７５ ０％ꎬ 特异性为 ７８ ６％ꎬ 因此可将术后第 １ 周作
为疗效评估的有效时间监测点ꎬ 提示 ＡＤＣ 值对于新辅
助放化疗早期疗效的预测具有潜在作用ꎬ 可定量评价
肿瘤早期新辅助放化疗效果ꎮ
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完全缓解的
评估价值

新辅助治疗后完全缓解包括临床完全缓解 ( 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ＣＣＲ) 和 ＰＣＲꎮ ＣＣＲ 定义为手
１０２ Ｍａｙꎬ ２０１７

扩散受限程度ꎬ 结合二者可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
ＤＷＩ 图像ꎬ 对 ４３ 例直肠癌患者在术前放化疗前后病
变体积和 ＡＤＣ 值进行研究发现ꎬ 放化疗前低 ＡＤＣ 值

与高 ＡＤＣ 值的直肠癌相比ꎬ 低 ＡＤＣ 值的直肠癌对于
新辅助放化疗效果较好ꎬ 肿瘤体积缩小ꎻ 放化疗前后
Ｔ２ＷＩ 肿瘤体积缩小率和 ＡＤＣ 值增高率比较ꎬ 二者与
新辅助放化疗术后反应相关性良好ꎬ 即疗效较好患者
的肿瘤体积缩小率和 ＡＤＣ 值增高率均较高ꎮ Ｔ２ＷＩ 可
较好显示直肠癌的形态ꎬ 但是难以确定保肛手术后局

部是否存在复发ꎬ 这种不确定性的概率为 ５％ ~ ９％ꎬ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中的应用价值

结合 ＤＷＩ 不确定性下降至 ２％ ~ ５％ꎬ ＤＷＩ 结合 Ｔ２ＷＩ
不仅能够明显提高直肠癌术后复发诊断的效能ꎬ 同时
将放化疗后局部肿 瘤 复 发 的 检 测 敏 感 性 从 ５８％ 提 高

[２]

的应用局限

虽然目前临床上常利用 ＤＷＩ 的 ＡＤＣ 值来预测直

[３]

[４]

率仅为 ６７％ꎬ 提示目前还不能完全将 ＡＤＣ 值作为判定
复性与稳定性、 样本量的大小等有关 [３６￣ ３７] ꎮ 同时研究
发现肿瘤经常包括坏死区和黏液湖ꎬ 也会使 ＡＤＣ 值增

[５]

注这一重要影响因素ꎬ 其主要缺点为不能精确反映水

描成像ꎬ 可以弥补 ＤＷＩ 序列缺陷ꎬ 反映水分子的真实
扩散及微循环灌注信息ꎮ 利用 ＩＶＩＭ 模型对直肠癌的
疗效评估进行研究ꎬ 发现新辅助治疗后疗效较好组的
ＡＤＣ 值和真实扩散系数 ( Ｄ 值) 的中位数与疗效较差
组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 Ｐ < ０ ０５) ꎬ 提示 ＩＶＩＭ 模型
将来有可能更好地用于评估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疗
效

[４０]

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扫描序列、 ｂ 值、 感兴趣区的

选择、 患者呼吸动度、 参数分析模型 等 因 素 对 ＩＶＩＭ

[６]

因素ꎮ

[７]

[８]

[９]

效的评价指标ꎬ 但 ＡＤＣ 阈值的界定因个体差异导致其
变异性较大ꎬ 如何制定个体化的 ＡＤＣ 阈值来准确预测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疗效对于临床上制定直肠癌个
性化新辅助治疗策略及其预后评估至关重要ꎬ 这也是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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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ＤＷＩ 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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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和医学杂志» 第二届编委会正式成立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ꎬ « 协和医学杂志» 在协和学

他指出ꎬ 医院的办刊目标始终未曾改变ꎬ 第一步要

着编委会换届工作顺利完成ꎬ 新一届编委会工作正

４ 年后ꎬ 即协和建院百年之时ꎬ 杂志能形成与医院

术会堂召开了第二届编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ꎬ 标志
式全面启动ꎮ 此次会议为院内编委工作会议ꎬ 旨在
使会议更高效务实ꎬ 院外编委工作会议择期召开ꎮ

实现加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据库的小目标ꎬ 力争
相符合的品牌与影响力ꎮ 编委会要切实承担起工作
职责ꎬ 通过综合考核ꎬ 优秀编委给予表彰ꎬ 届满更

会议由北京协和医院张抒扬副院长主持ꎬ 张院

换不合格编委ꎬ 吸纳愿意为杂志工作的专家ꎮ 要创

长代表医院宣读第二届编委会名单: 北京协和医院

新编委工作机制ꎬ 建立执行主编轮值制度ꎬ 设立执

院长赵玉沛院士担任主编ꎬ 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教

行主编和执行副主编ꎬ 不断创新办刊思路和方法ꎬ

授、 外科学系主任李汉 忠 教 授、 神 经 科 崔 丽 英 教

集思广益ꎬ 把握并提升期刊整体学术导向ꎮ 同时积

授、 麻醉科黄宇光教授、 放射科金征宇教授、 重症

极拓展杂志经营活动ꎬ 不断扩大杂志宣传途径ꎮ 医

医学科刘大为教授担任副主编ꎬ 编委共计 １０６ 人ꎬ
青年编委 ３５ 人ꎮ

主编赵玉沛院士为 ６ 名副主编、 编委及青年编

委代表颁发聘书并在会上发表讲话ꎮ 他首先肯定了
« 协和医学杂志» 创刊 ７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ꎬ 对新

一届编委会和期刊整体工作提出以下要求和期望ꎮ

院将从人员配备、 政策倾向等方面加大对杂志的支
持力度ꎬ 希望把杂志做强做大ꎮ
相信在医院的支持下ꎬ 在全体编委和编辑部的
共同努力下ꎬ « 协和医学杂志» 一定会脚踏实地ꎬ
努力践行创刊宗旨和办刊目标ꎬ 服务我国医学科学
的临床科研与临床实践ꎮ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３ １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