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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电针内关穴预处理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 NO尧NOS及腺苷 A1受体的影响

宋 瑾袁王 超袁阳仁达袁等渊565冤
芎芷地龙汤不同时间预防给药对偏头痛动物模型 iNOS mRNA尧c-fos mRNA
表达的影响 赵永烈袁王永丽袁胡 坤袁等渊568冤

黄芪建中汤治疗消化性溃疡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分析
魏乙锋袁高 岑袁宋俊生渊572冤

中医疗法预防脑卒中后抑郁有效性的系统评价 张 丹袁张春红袁马会靖袁等渊577冤
IL-17A尧TNF-琢在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中的变化及射干麻黄汤的干预作用研究

隋博文袁李明爽袁王 达袁等渊581冤
历代医家运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咽喉疼痛的经验研究

何嘉慧袁管桦桦袁彭 霖袁等渊584冤
化湿降浊方对高尿酸血症模型大鼠血尿酸尧尿尿酸水平及肾功能的影响

周 翔袁陈志亮袁熊秀林袁等渊588冤
青藤碱对 BALB/c-nu/nu裸小鼠高侵袭性人结肠癌 SW 480移植瘤增殖及
环氧合酶-2表达的影响 朱红玲袁王秋荣袁何华琼渊591冤

湖北黄石药用植物种类分布及开发利用研究 雷保清袁黄廷荣袁谈金莲袁等渊594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去甲肾上腺素对脓毒症休克大鼠 sCD163尧丙二醛尧超氧化物
歧化酶的影响 陈 烈袁刘 霖袁王智超袁等渊598冤

姜黄素对脓毒症大鼠血浆炎症细胞因子的影响 张 良袁王永春袁朱文娟渊601冤
通腑化痰法对急性脑出血肝损害大鼠 Kupffer细胞 NF-资B尧TNF-琢表达的影响

李 蕊袁王 威袁赵海滨袁等渊604冤
土家族药三百棒提取物对大鼠肢体缺血再灌注损伤血清 AMPK与 VEGF表达
调控的影响 卢卫忠袁周 杰袁姜仁建袁等渊608冤
窑薪火传承·

陈新宇教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经验举隅 吴治谚袁舒 华袁刘佑晖袁等渊611冤
丁樱教授分期论治小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经验 李向峰袁闫永彬渊613冤
林兰教授治疗胸痹经验介绍 郭小舟袁林 兰渊6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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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昌教授运用表里双解法治疗早期寻常型银屑病经验

孙 晗袁李志宇袁林崇泽袁等渊619冤
张西俭教授湿滞互结证的观点和诊治经验渊一冤 陈中沛袁张西俭渊622冤
孙轶秋运用利水渗湿药治疗肾病综合征经验 沈晓华袁孙轶秋渊626冤
·证治探讨·

从骨错缝尧筋出槽理论探讨林氏正骨推拿治疗颈性眩晕的关键技术规范及
相关临床思考 赖淑华袁范志勇袁王金玲袁等渊629冤

寒地城市儿科野治未病冶思想的运用 关洋洋袁刘志伟袁尤 卓袁等渊632冤
中医野五神冶理论视角下的脑卒中辨治析要 陈君臻袁滕 晶渊636冤
·医籍研析·

从叶黄帝内经曳浅析真武汤中芍药的作用 刘 杰袁陈 锋袁俞 芳渊639冤
·急症建设管理·

PCMC与多媒体结合教学模式在中医院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任 毅袁毛 燕袁邹演梅袁等渊641冤

窑思路与方法·
中医学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要要要以中医急症为例

范铁兵袁宁秋萍袁杨志旭袁等渊644冤
·医 话·

学习经典倡导微观辨证 王行宽袁石 好渊646冤
·综 述·

中药对脑缺血和缺血/再灌注性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李沐涵袁程海波袁李 黎袁等渊648冤

疏风解毒胶囊临床应用概述 李艳青渊652冤
针灸治疗亨特氏面瘫临床进展 郭 飞渊656冤
中医证型与脓毒症炎症-凝血生物标志物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王 曼袁盛海忠袁万 洁袁等渊659冤
大黄素对急性肺损伤保护作用研究进展 郭丽纳袁孙燕妮渊663冤
·临床观察·

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休克患者早期容量复苏组织灌注的影响

尹明新袁孔 立袁范开亮袁等渊666冤
透脓托毒饮联合手术治疗肛周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观察 谷 丰渊668冤
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丹参注射液治疗酒精性肝病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

临床观察 杨小花袁吴时胜袁刘 斌袁等渊671冤
大柴胡汤治疗急性胰腺炎 30例临床观察 吴正刚渊673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渊心气阳虚证冤并快速性心律失常的临床观察

田鲜美袁刘 宇袁王 玫袁等渊676冤
小续命汤辅助治疗大面积急性脑梗死的疗效观察

李泽钊袁洪 震袁芮汉臣袁等渊679冤
补肾填精方联合后路椎间融合术治疗椎间盘源性下腰痛临床观察

刘 源袁吕振超袁郭艳幸袁等渊682冤
岗藿抗感汤抗流感病毒作用及其对 Th1/Th2平衡的影响

杨柳柳袁刘小虹袁冯立志袁等渊685冤
温针结合葛根汤加减治疗落枕临床观察 凌 恩袁陈小梅袁尹光丽袁等渊68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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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肺益肾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竹英袁郭 玮袁刘紫君渊690冤
参附注射液对急性左心衰渊心肾阳虚证冤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

王俊辉袁郝 浩袁韩 宁袁等渊693冤
风引汤治疗重症手足口病渊毒热动风证冤的临床观察 曹晓英渊695冤
活血化瘀法对下肢骨折患者围手术期血栓前状态分子标志物指标的影响

李 伟袁涂益鸿袁刘彦勋袁等渊698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瑞替普酶溶栓治疗急性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疗效观察

刘庆东袁耿继飞渊702冤
浮针激光联合自制金黄膏外敷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敖金波袁郭俐宏袁吴 松渊705冤
针灸联合膀胱区穴位按摩治疗肛肠术后尿潴留的临床观察

王 斌袁白世斌袁秦凯龙渊708冤
经皮芒硝超声导入治疗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观察

施胜钰袁陈建华袁赵 炎渊711冤
自拟益气清肠汤治疗重症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

乔 磊袁王海芹渊714冤
益气和血尧豁痰开窍法治疗脑外伤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疗效观察

徐顺娟袁王 霞袁汪建飞袁等渊717冤
健腰通络方联合经皮椎间孔镜下减压术治疗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急性期的

临床观察 曹秦辉渊720冤
面瘫急性期中医证型与红外热成像图像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周 熙袁田丰玮袁毛 翔渊723冤
自拟滋水清肝饮加减治疗后循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渊阴虚阳亢证冤的临床观察

宋蒙蒙袁田 立袁孟庆阳袁等渊725冤
双黄连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渊胃火上炎证冤临床观察

洪顺垣袁甘友志袁陈曼莉渊728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 NP方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临床观察

赵丽丽袁尹 巍袁姜爱英袁等渊730冤
益气活血解毒法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陈殿豫袁詹鸿越袁芮玩珠渊733冤
清消饮联合一次切开挂线法治疗高位肛周脓肿的临床观察 高 媛渊735冤
自拟清肺祛痰方联合糖皮质激素雾化吸入治疗 AECOPD临床观察

曹雪萍渊73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渊风寒袭耳证冤患者疗效观察

王新莉渊740冤
·临证体会·

从气血水相关探析心力衰竭中医辨治思路 杜 蕊袁李文杰渊742冤
胃心痛中西医诊疗的探讨 龙 云袁宋雪云袁祝海梅渊745冤
从野外风冶论治眩晕初探 祝家梁渊748冤
·护 理·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隐患及护理应对策略

黄泽慧袁黄 燕渊75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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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at Neiguan Point on NO袁NOS and Adenosine A1
Receptors in Ra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SONG Jin袁WANG Chao袁YANG Renda袁et al 渊565冤
Effect of Xiongzhi Dilong Decoction Preadministration at Different Time on
iNOS mRNA袁c-fos mRNA Expression in Migraine Animal
ZHAO Yonglie袁WANG Yongli袁HU Kun袁et al 渊568冤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Huangqijianzho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Peptic Ulcer versus West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WEI Yifeng袁GAO Cen袁SONG Junsheng 渊572冤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Therapy on Preventing
Post-stroke Depression
ZHANG Dan袁ZHANG Chunhong袁MA Huijing袁et al 渊577冤
Effect of Shegan Mahuang Decoction o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IL-17A袁
TNF-琢 in Asthmatic Mice Model
SUI Bowen袁LI Mingshuang袁WANG Da袁et al 渊581冤
Empirical Research on Previous Medical Treatment of Sore Throat with
Xin Wen Relieving Drugs
HE Jiahui袁GUAN Huahua袁PENG Lin袁et al 渊584冤
Effect of HuaShi Jiangzhuo Decoction on Levels of Serum and Urine Uric Acid
and Renal Function of Hyperuricemia Model Rats
ZHOU Xiang袁CHEN Zhiliang袁XIONG Xiulin袁et al 渊588冤
Effect of Sinomenine on BALB / c-nu/nu Nude Mice of Highly Invasive Human
Colon Cancer SW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umor 480 Epoxy Synthase-2 Expression
ZHU Hongling袁WANG Qiurong袁HE Huaqiong 渊591冤
Study on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the Huangshi city of Hubei Province
LEI Baoqing袁HUANG Tingrong袁TAN Jin-lian袁et al 渊594冤
Effect of Shenfu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Norepinephrine on sCD163袁
Malondialdehyd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Endotoxin Induced Septic
Shock Rats
CHEN Lie袁LIU Lin袁WANG Zhichao袁et al 渊598冤
Effects of Curcumin on Cytokine in Septic Rats
ZHANG Liang袁WANG Yongchun袁ZHU Wenjuan 渊601冤
Expression of TNF-琢and NF-资B in Kupffer Cells caused by Hepatic
StressInjury in Rats with Acute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Effects of
Bowels-relaxing and Phlegm-resolving Method
LI Rui袁WANG Wei袁ZHAO Hai-bin袁WANG Yun袁et al 渊604冤
Effect of Tujia Medicine Toddalia Asiatic Extract on AMPK and VEGF
Expressionin Rats with Ischemic-Reperfusion Injury
LU Weizhong袁ZHOU Jie袁JIANG Renjian袁et al 渊60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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