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刊 1992年 10月创刊 第 24卷 第 4期渊总第 204期冤 2015年 4月 15日出版

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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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
针刺预处理对脑梗死大鼠细胞凋亡及炎性因子的影响

秦彦强袁孙忠人袁张亚娟袁等渊565冤
中医药治疗成人癫痫的系统评价 聂莉媛袁张 青袁王潇慧袁等渊569冤
养阴解毒汤对急性放射性食管炎临床观察 赵 迪袁鹿 红袁宋 威袁等渊573冤
蒙医震脑术治疗对偏头痛的疗效及血浆 5-羟色胺的影响

张昌盛袁阿古拉袁朝鲁门袁等渊576冤
Box-Benhnken响应面法优化超声辅助提取大黄鞣质的工艺研究

张 铂袁王 兵袁曹书华袁等渊579冤
俞募配穴对椎间盘源性腰痛急性发作的即刻效应观察

吴 凯袁朱 丹袁高 锋袁等渊583冤
乌司他丁联合醒脑静注射液对脑出血模型兔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尧水通道蛋白 4的影响

佟丽妍袁金 鑫袁胡才宝渊586冤
芍药软肝合剂对荷 H22肝癌小鼠免疫功能及 VEGF尧PCNA表达的影响

孙 燕袁张爱琴袁郜飞宇渊590冤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抗生素治疗血液肿瘤并肺部感染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艾 坤袁肖 政袁汪成琼袁等渊593冤
理中汤加味治疗小儿高热临床观察 成云水袁江晓宇袁蔡在欣袁等渊596冤
稳消方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血脂的干预研究 黄 侃袁霍清萍袁王宇新袁等渊598冤
伏风理论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期抗炎效果的临床研究

叶振宇袁邱志楠袁王 峰袁等渊602冤
痰热清注射液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大鼠肺损伤保护作用的初步研究

赵中江袁邓 哲袁孙冀武袁等渊604冤
中药通腑开窍液灌肠在高血压性脑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杨风菊袁刘远杰渊608冤
凉血祛湿止痒汤治疗急性湿疹临床观察 王京军袁杨薛朝袁孙占学渊611冤
熄风祛痰化瘀通络法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李振爽袁翟宏伟袁杨永勤袁等渊614冤
三联中医外治疗法分期治疗膝痹的临床研究 詹 强袁曹 畅袁周 翔袁等渊6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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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例广州居民中医体质与高脂血症关系初探 张 静袁唐 毅袁黄思斯袁等渊622冤
·专家经验·

方邦江教授针药结合治疗肺胀病的学术思想 陈燕琼袁杨 婕袁俞志刚袁等渊624冤
赵振利主任补肾活血法治疗冠心病的经验 马绍波渊626冤
杨群玉教授辨治岭南暑月热病的经验 谭玮璐袁范 萍袁任培华袁等渊628冤
邱家廷教授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经验介绍 谢建寰渊632冤
周平安教授治疗哮喘临床经验介绍 陈华琼渊635冤
蒋梅先教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经验撷菁 吕天娇 蒋梅先渊639冤
孙浩主任运用中药散剂脐疗法的经验 时 乐袁高 军袁王其兵袁等渊642冤
张志明主任医师治疗重症银屑病的经验 贾晓博袁王 鑫袁刘志军袁等渊644冤
·证治探讨·

高血压病动脉弹性及内皮功能和中医证型相关性研究 何 云 陈晓虎渊647冤
中医体质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甄晓敏 陈 曦 郭德莹袁等渊650冤
·综 述·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股骨头坏死修复关系的研究进展

罗 程袁张元斌袁应 俊袁等渊653冤
中西医改善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生活质量概况

张秀莲袁程艳梅袁朱生樑渊657冤
针刺治疗卒中后抑郁的临床治疗概述 王 丽袁张春红渊660冤
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中医研究现状 王文锐渊663冤
·临床观察·

电针结合透刺治疗 BELL忆s面瘫临床观察 蒋学余袁陈绍力袁叶 鑫袁等渊666冤
抗休克合剂治疗烧伤休克临床观察 徐 顺袁王爱丽袁陈 波袁等渊669冤
针药并用治疗面神经瘫痪的临床观察 杨鸽华袁傅建苗袁林章根渊671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气管切开并发肺部感染临床观察

范成普袁方 伟袁田 勇袁等渊674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充血性左心衰竭 40例疗效观察

马玉静袁崔 琳袁张延蕊袁等渊676冤
四黄水蜜冷敷治疗下肢丹毒急性期皮损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陈熳妮袁沈玉珍袁黄珍霞袁等渊678冤
利湿通络方联合常规西医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及高尿酸血症的临床观察

朱 明袁杨久云渊681冤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观察 李兴国渊683冤
肠粘连缓解汤治疗急性粘连性肠梗阻的临床观察 刘英巧袁罗庆妮渊685冤
子午流注低频治疗仪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尚 芊袁何 纲袁张思为袁等渊687冤
自制吴丁散敷神阙穴在调节腹内高压中的应用

王 健袁郭汉画袁潘艳芳袁等渊690冤
吕氏三联疗法治疗早期急性乳腺炎临床观察

王永悦袁吕 钢袁闵 捷袁等渊693冤
血必净注射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的炎症标志物及

细胞免疫功能影响 张 涵袁龚建化袁张家洪袁等渊69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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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后溪穴结合颈部按摩治疗落枕的疗效观察

田洪昭袁孙忠人袁张秦宏袁等渊697冤
通腑泄浊方联合小骨窗微创手术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观察

刘 健袁龚鹏珠袁何金奎袁等渊699冤
腹针结合中频脉冲电治疗颈型颈椎病患者临床观察

许明珠袁崔韶阳袁赖新生袁等渊702冤
中医三步综合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渊肾阳虚衰证冤的临床观察

郭振平袁陈文龙袁曹会炎袁等渊705冤
补肾壮骨汤联合内固定术治疗股骨远端骨折临床观察

吴国强袁赵德义袁华建辉袁等渊707冤
大陷胸汤保留灌肠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韩 瑞袁谢 晴袁苏世平渊710冤
葛根汤联合西药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危象的临床观察 孙 赟袁钟芝芳渊712冤
化痰通腑泻热方加减辨治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临床研究

邸 杰袁崔春霞袁刘 钟袁等渊715冤
针刺联合清热利湿中药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吴 江袁徐 业渊717冤
综合康复训练治疗偏瘫后肩痛的临床观察 刘 新袁 戚小航袁吴 昊袁等渊720冤
筋舒霜膏摩结合浮针治疗急性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周宏杰袁詹 强袁张 艺袁等渊723冤
生大黄粉敷脐在新生儿胃肠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姚 艳袁陈国伟袁黄 莉渊725冤
培土生金针灸疗法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呼吸肌疲劳的

临床观察 汪靖羽袁俞万钧渊728冤
中药联合依达拉奉治疗糖尿病并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姚建平袁蒋文蔚袁郑淑莺袁等渊731冤
血必净注射液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刘 商袁李志勇渊733冤
加长型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治疗青壮年股骨粗隆下粉碎性骨折临床观察

罗贤红袁占紫龙袁王维学袁等渊735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足月儿高胆红素血症疗效观察 石来军袁赵 旸渊737冤
人参汤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渊虚寒证冤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费 园渊739冤
活血通络方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观察 李 芬渊741冤
通腑泻肺方配合双水平无创正压通气对 AECOPD呼吸衰竭患者免疫功能及
并发症的影响 张 涛袁吴伟东渊743冤
·临证经验·

野命系于气冶临床心得 邹振国渊634冤
应用大承气汤治疗野下利冶急症的体会 白正学渊646冤
1例急危症的中西医结合救治 崔淑菲袁李玉忠渊745冤
中风逆候及临床证治探讨 王洪忠渊747冤
桂枝二越婢一汤加味治疗湿疹的探讨 洪海都袁温俊茂袁孔祥瑞袁等渊749冤
·护 理·

中风的中医护理分析 樊 玲渊75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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