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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ｏ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ＺｈｕＬ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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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ｏｒｔｒｅｗａｒｄ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ｅｎＳｉｌｕ，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ＭａｏＪｉ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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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ＬｉｎＹｕａｎｑｉ，ＸｕＪｕｎ，Ｘｉｅ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４９）
!!!!!!!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ｃｕ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ｚｏｎｅ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Ｄｉｓｐａｔ

ｃｈｅｓ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Ｇｕ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ｕＢｅｉｂｅｉ，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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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ＡＦａｎｄＴＡＣ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ｂｕｓｔ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ｉａｎＹｅ，ＭａＪｉｅ，ＨｕａｎｇＬｕ，ｅｔａｌ（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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