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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电针百会尧神庭穴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海马区

GAP-43蛋白表达的影响 刘斐雯袁俞坤强袁彭洪卫袁等渊189冤
右归饮治疗大鼠膝关节全层软骨缺损的研究 应 俊袁罗 程袁张元斌袁等渊193冤
补阳还五汤中生物碱提取工艺的优化研究 刘晨敏袁范红晶袁张宇燕袁等渊197冤
西黄丸防治宫颈癌放疗引起的急性放射性肠炎临床观察

陈清梅袁李 燕袁焦丽敏袁等渊199冤
活血尧破血药对动脉粥样硬化大鼠血清 MMP-9尧TIMP-1的影响

谢海波袁汪 典袁刘亚娟袁等渊201冤
丹参酮域A注射液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域表达及
心肌收缩力的影响 苏亚平袁卜琳琳袁李平平袁等渊204冤
鹿瓜多肽注射液对家兔长节段单椎体压缩性骨折 VEGF及 PMMA颗粒
诱导骨溶解的影响 冯艳琴袁江雪莲袁王文杰袁等渊208冤

益心汤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 200例临床观察 杨 旭袁胡文龙袁韩鑫冰袁等渊212冤
仙元方凝胶剂灌肠和激素治疗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临床观察 朱浩宇袁冯晓纯渊216冤
丹参酮域A磺酸钠对大鼠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心脏做功的影响

杨 萍袁李小燕袁杜成芬袁等渊219冤
通纤方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研究 王步青袁薛勤梅渊223冤
救脑汤治疗偏头痛急性期渊血瘀证冤的疗效及对中医证候积分和血清 LPA尧

TNF-琢水平的影响 毛 燕袁崔慧娟袁王玉才渊22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观察 丁 哲袁谢立群渊229冤
固本定喘方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临床观察 邓 鸣 张 毅渊232冤
三九天不同强度穴位贴敷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庄进飞袁胡奇妙袁陈温慈袁等渊236冤
急诊 rt-PA动脉溶栓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研究

冯 琼袁涂明义袁张武昌袁等渊23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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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黄连苷域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TLR4尧NF-资B及 I-资B表达的影响
陈红兵袁赵 磊袁刘一民渊242冤

葛根素联合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炎症因子的影响

程文静袁张晓雪袁张 磊渊245冤
平针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渊肾虚督寒证冤的临床研究

景福权袁牛相来袁周 钰渊248冤
白虎汤对脓毒症患者的免疫调理作用 胡星星袁刘绛云袁刘克琴袁等渊251冤
·思路与方法·

急性脑血管病发病特点的研究 董 雯袁李保玉袁屈园利袁等渊254冤
·薪火传承·

汪悦教授关于痛风的治疗思路探析 王红艳袁徐 骁袁平 凡袁等渊256冤
王珂老中医平肝活血法治疗偏头痛的思想 王 亮袁王 珂渊259冤
付于主任医师治疗神经源性膀胱的思路初探 田春洁袁付 于渊262冤
·证治探讨·

小柴胡汤及禁忌症的思考 马佳维袁叶 明袁李荣群渊265冤
·文献分析·

中医药治疗高尿酸血症用药规律分析 路腾飞袁高树明袁于泽胜袁等渊268冤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的 Meta分析

刘 纲袁丁碧云渊272冤
·医籍研析·

叶医略正误曳述评 薛文轩袁沈澍农渊276冤
·综 述·

单侧空间忽略治疗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李艳丽袁徐基民袁陈之罡袁等渊279冤
针灸治疗腹部外科术后胃肠功能紊乱的进展 刘梦阅袁李 宁渊282冤
脓毒症中医辨证分型的研究进展 徐顺娟袁芮庆林袁奚肇庆渊286冤
·临床观察·

复方南瓜藤软膏治疗疮疡阳证渊未溃期冤的临床研究 徐光耀袁李 萍渊289冤
麻杏甘石汤穴位离子导入辅助治疗小儿肺炎喘嗽渊风热闭肺证冤临床观察

张淑英袁李银红袁蒋英亮渊292冤
中药灌肠治疗小儿轮状病毒肠炎疗效及对炎症因子影响的观察

杨 璐袁陈又华袁童 玲袁等渊295冤
如达溃疡散联合四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 68例 郑皓云袁杜锦辉渊297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临床观察

陈 红袁邓正旭袁文艳梅袁等渊300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开胸术后痰潴留致肺部感染的临床观察

太 祥袁陈慧永袁鲍亚男袁等渊302冤
铁箍膏用于前庭大腺脓肿切开引流术前及术后的临床观察 噎噎张 园袁袁 萍渊304冤
针药并用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急性期渊风寒阻络证冤的疗效观察 孙 培渊306冤
明目复元汤联合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急性视神经萎缩的临床观察

徐朝伟袁潘小玲渊309冤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临床观察 吴丽霜渊31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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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穴位放血治疗颈源性眩晕渊风阳上扰证冤的临床观察

苟春雁袁李 梦袁樊沙沙渊314冤
三妙散加味外敷灌肠联合胜红清热胶囊辨治急性盆腔炎的临床研究

陈方智渊316冤
芪参胶囊治疗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观察 李瑞梅渊318冤
益气养阴活血祛湿法干预稳定型冠心病心力衰竭及对心室重构的影响

晋玉梅袁杨宇平袁方 芳袁等渊320冤
自拟解毒开窍汤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急性细菌性脑膜炎肿瘤坏死因子-琢尧

C反应蛋白及脑脊液细胞因子的影响 韩建东袁刘天易渊323冤
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观察 宋明霞袁沈友虎袁胡长顺渊326冤
卵巢内膜异位囊肿术后多途径干预的临床研究 张利梅袁翁双燕袁王彩霞袁等渊329冤
自拟清热除湿化瘀汤治疗急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陈丽文袁胡 平渊331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晚期肿瘤合并慢性心功能衰竭的疗效观察

张志明袁彭 琳袁董 霞渊334冤
石蒿退热散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高热临床观察 刘 敏袁何 彦袁杨继君渊336冤
柏苋止痒汤湿敷治疗急性湿疹临床观察 付 蓉袁李元文袁李 纬渊338冤
丁香开胃贴热敷神阙穴辅助治疗胰腺炎的疗效观察 刘 洋袁张金萍袁于晓江渊340冤
代温灸膏辅助治疗肾绞痛临床观察 赵 伟渊342冤
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急性心肌梗死早期临床特征分析 王翠柳袁卿立金渊344冤
补肾利咽饮干预卒中后假性延髓麻痹吞咽障碍对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王小亮袁侯 斌袁姜远飞袁等渊346冤
自拟清热通络方加减辅助西药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叶 明袁杨娟娟渊349冤
哮喘发作期患者中医证型与肺功能检查的相关性研究

黄敬蕊袁沈 军袁刘良丽渊351冤
中药对婴儿胆道闭锁术后的干预作用及其远期疗效的观察

陈 黎袁胡 艳袁杨 梦袁等渊353冤
密集型毫针针刺治疗肱骨外上髁炎临床观察 刘国忠渊357冤
康复理疗联合活血化瘀中药治疗脑梗死后遗症的疗效观察 陆 兵渊359冤
中医宏观辨证结合微观辨证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渊肝胃不和证冤临床观察

李枝锦袁李 静袁吴平财渊36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疗效观察及对患者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

钭南霖袁张 剑袁邓俊义袁等渊363冤
醒窍散瘀汤联合西药治疗颅脑损伤后躁狂发作临床观察

李师臣袁张 蕾袁窦峰诠渊366冤
·临证体会·

五味消毒饮加减在盆腹腔巨大肿物伴发热治疗中的应用

王琳琳袁王秀霞袁吴效科渊271冤
针灸辅助治疗呼吸机脱机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叶聿隶袁萧雪峰袁耿 赟袁等渊368冤
过敏性紫癜的辨治经验 王茂生袁王海南袁范 华渊370冤
电针结合艾灸治疗桡神经麻痹 樊金灼袁贺 雄渊373冤
·护 理·

导引护理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应用 何白林袁冯朝琼渊37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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