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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袁王勇强袁等渊380冤

朱

亮袁赵

雷袁钱风华袁等渊384冤

周凌云袁宫丽鸿袁张

湜袁等渊387冤

过灵香袁倪

芳袁等渊390冤

伟袁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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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籍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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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教学研究·
床房快捷教学法在心系急重病症临床带教中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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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析·
近 6 年耐药菌肺炎中医证候特征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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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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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察·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大叶性肺炎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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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针刀松解术治疗菱形肌上后锯肌损伤疗效观察

张铁英渊463冤

臭氧穴位注射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疗效观察

孙玉燕渊484冤

益气活血祛瘀法治疗缺血性中风临床观察

庄志江 袁张丽红渊492冤

快针并闪罐治疗泌尿系结石发作期疼痛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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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袁杨巧菊袁张

蕾袁等渊502冤

中医药联合关节镜手术治疗急性髌股脱位并发内侧支持带撕裂临床观察
宋锡国袁张学梅渊504冤
回生口服液对复发卵巢癌患者高凝状态的影响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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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参丹蛭汤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疗效观察

李红英袁陈少军袁杨

枣仁宁心胶囊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临床研究

马

振袁赵

靖袁等渊509冤

琨袁黄晓莉袁等渊512冤

大黄鼻饲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疗效观察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徐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敏袁徐继扬袁杨

燕袁等渊514冤

加味定喘汤联合补肺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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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O 影响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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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观察
张国刚袁耿继飞渊523冤
大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单纯性肠梗阻临床观察

承办

沈舟庆袁劳建军渊525冤

自拟中药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张同霞袁宋宗昌袁张书明渊527冤

艾司洛尔联合真武汤加味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急性左心衰竭的疗效观察
协办

楼定进渊530冤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下行中药局部喷洒的治疗效果分析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庆新,张振坤袁李向莉袁等渊532冤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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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薇渊534冤

马登超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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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胰汤对轻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及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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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强心中药联合新活素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急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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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永生渊553冤

责任校对 王 珏

复方黄连液促进外伤性感染创面愈合临床研究

本期

英文译校 魏 知

蔡雨菲 侯

期刊基本参数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鄢 员怨怨圆 鄢 皂 鄢 员远 鄢员88
鄢 扎澡 鄢 责 鄢 预 员园援园园 鄢 鄢75鄢 圆园员5原03

彬

芬渊551冤

杨洪杰袁蒋顺琬渊555冤

缺血性心肌病围手术期应用参附注射液临床观察
刘子雄袁刘

俊袁瞿晓红袁等渊557冤

张永康袁曹

方袁王素君袁等渊559冤

·临证经验·
从三仁汤临床应用看中医异病同治
经方治疗急腹症验案 3 则

下法在急重症中的应用

田家敏渊561冤
张奕奕袁薛一涛渊563冤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耘酝耘砸郧耘晕悦再 陨晕 栽砸粤阅陨栽陨韵晕粤蕴
悦匀陨晕耘杂耘 酝耘阅陨悦陨晕耘
酝燥灶贼澡造赠 耘泽贼葬遭造蚤泽澡藻凿 蚤灶 韵糟贼燥遭藻则 员怨怨圆

灾燥造怎皂藻 24 晕怎皂遭藻则 3

March

员缘袁圆园员5

砸藻泽责燥灶泽蚤遭造藻 韵则早葬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杂贼葬贼藻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责燥灶泽燥则泽
悦澡蚤灶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葬灶凿 孕澡葬则皂葬糟赠

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粤糟葬凿藻皂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耘凿蚤贼蚤灶早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袁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袁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苑园远源员圆愿

远猿缘圆员猿怨园

云葬曾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耘皂葬蚤造押扎早扎赠躁扎yx岳126.com

孕则蚤灶贼蚤灶早
Chongqing Kaiyuan Printing Co.袁Ltd.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燥则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院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孕燥泽贼 韵枣枣蚤糟藻

韵增藻则泽藻葬泽院悦澡蚤灶葬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月燥燥噪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孕援韵援 月燥曾 猿怨怨袁月藻蚤躁蚤灶早袁悦澡蚤灶葬
悦燥凿藻 晕燥援酝员圆远远
酝葬蚤造原韵则凿藻则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熏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熏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悦杂杂晕
陨杂杂晕 员园园源原苑源缘载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Experimental Study of Tianxiang Dan on ApoE-/- mice
with Atherosclerosis Huizhuo Tanzu Syndrome
MA W enhui袁A N Dongqing
渊377冤
Study of Rhubarb Tannins Effect on Acute Encephaledema by Rats
with Encephaledema Followed b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渊380冤
ZHA NG Bo袁W A NG Bing袁W A NG Y ongqiang袁et al
Research on the Inhibi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by Shengjiang San
in Sepsis Mice
ZHU Liang袁ZHA O Lei袁QIA N Fenghua袁et al
渊384冤
Study of Compound Soufeng Qutan Fang on Expression of Unstable Plaque
HO-1 and HSP70 in ApoE Gene Knock-out Rats with Atherosclerosis
渊387冤
ZHOU Lingyun袁GONG Lihong袁ZHA NG Shi袁et al
Meta-Analysis on Clinical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Shoulder Hand Syndrome
GUO Lingxiang袁NI W ei袁Qi Fang袁et al
渊390冤
Clinical Stud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rthopdeics and Traumatology combined
with Blood-letting Puncture and Cupping for Acute Lumbar Sprain
GUA N Enfu袁LIN Naiqiu袁LIU Y anlu袁et al
渊394冤
Effect of the Huoxue Tongmai Granule on ICAM-1 and IL-6
of Arotid Atherosclerosis Rabbit
XIE Jian袁TONG Xiaoyun袁SHEN Chao袁et al
渊396冤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Lung and Intestine Concurrent Therapy in Respiratory
an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of ARDS Patients after Orthopedic Trauma
Y OU Lili袁LIU Y an袁Y A NG Tiezhu袁et al
渊399冤
Clinical Evalu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gration Scheme
in Cervical Vertigo
GUO Jianhua袁MA Shanzhi袁LIU Y usong袁et al
渊402冤
Effects of Modified Xiongxie San on Airway Remolding in CVA Ra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Apoptosis Factor
SUN Taoyu袁W A NG Junhong袁XU Rongqian
渊406冤
Effects of Ischemia Preconditioning and Compound Glycyrrhizin Glucoside
on the Extremity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ies in Humans
LU W eizhong袁HU Zhifen袁LIU Zhengmin袁et al
渊409冤
Clinical Study of Oral Synovitis Particles combined the Herbal Penetration
Therapy on Acute Traumatic Knee Synovitis
CA O Y ongfei袁JIA Peng袁W A NG Changhai
渊413冤
Effect of Zeqi Huatan Fang on Syndrome of Phlegm-turbidity in COPD and
Influence on Airway Mucus Hypersecretion
FU Huiting袁DOU Danbo袁Y A NG Jun袁et al
渊415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gr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n 156 Cases of Whooping Cough Syndrome
CHEN Hui袁CHENG Y an
渊418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Bushen Yicong Keli in Treatment of Mild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Deficiency Syndrome of the Liver-yin and Kidney-yin
GUA N Jing袁MENG Qingyang袁TIA N Li袁et al
渊421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Effect of Xikebao Capsule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of Wet-stasis Blocking Collateral Type
TIA N Fengwei袁LI Jianjun袁ZHOU Xi
渊423冤
Early in the Application through Tapping Approximately the Influence of
the Serum Levels of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 A NG Chengxi袁CHEN Limei袁ZHA NG Y iwen袁et al
渊426冤
Clin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NFDS Score and
Barthel Index on the Breviscapine Injection Therapy with Qingnaoling Capsule
W A NG Dan袁QIU Xuerong袁JIA NG Xiufeng
渊428冤
Effect of Yiqi Tongfu Zhuyu Tang Enema Therapy on Blood Rheology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SONG Y ongxin袁LU Zhaoxin袁LI Peng袁et al
渊431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