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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ｗａｆ１蛋白表达与口腔鳞状细胞癌中心体扩增相关性 !!!!!!!! 蔡 扬，柳咏发，杨 宏（５８３）
Ｍｐ
ｌ基因 ＲＮＡ干扰载体的构建及荧光显微镜筛选 !!!!!!!!!!! 邹宇光，莫玉叶，庞实锋，等（５８７）
贵州省侗族人群 ｍｔ
ＤＮＡ９ｂｐ序列缺失频率及 ＤＹＳ
２８７位点多态性研究 !!!!!!!!!!!!!!!!
!!!!!!!!!!!!!!!!!!!!!!!!!!!!!!!!!!! 王

欢，任凌雁，何

燕，等（５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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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ＯＲ信号转导通路在鼻息肉中的表达 !!!!!!!!!!! 林 董，林 海，戴雄雄，等（５９７）
低浓度丝裂霉素对肺腺癌 Ａ５４
９细胞增殖及调控的影响 !!!!!!!!! 赵俊刚，鲁继斌，门万夫，等（６０１）
宫炎平胶囊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研究 !!!!!!!!!!!!!!!!!! 刘丽君，郑 林，王永林，等（６０５）
两种大鼠受孕方法及两种判断受孕方法比较 !!!!!!!!!!!!!! 毕晓洁，李 兴，杨国珍，等（６０８）
高效提取二相性白假丝酵母菌总 ＲＮＡ实验研究 !!!!!!!!!!!! 罗红梅，苑天红，佘晓玲，等（６１１）
化疗药物对大肠癌移植瘤裸鼠组织中 ＰＣＮＡ蛋白表达的影响 !!!!!!!! 程海玉，颜登国，龚 慧（６１５）
荭叶心通软胶囊中三七提取工艺研究 !!!!!!!!!!!!!!!!!! 石凌云，黄 勇，郑 林，等（６１９）
妇科调经胶囊的制备工艺研究 !!!!!!!!!!!!!!!!!!!!! 牟景丽，黄 勇，李勇军，等（６２３）
苗族及侗族中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调查 !!!!!!!!!!!!!!!!!! 邹 璇，邓 冰，谢平霞（６２６）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脑脊液中内皮素、氧合血红蛋白表达与脑血管痉挛相关性 !!!!!!!!!!!!
２
９）
!!!!!!!!!!!!!!!!!!!!!!!!!!!!!!!!!!! 吴德模，管义祥，居兴云，等（６

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期外周血中 ｍｉ
ＲＮＡ表达 !!!!!!!!!!! 段 斌，高妍婷，罗永康，等（６３２）
腺嘌呤核苷酸转位酶 １在亚硒酸钠抑制脑胶质瘤中的作用机制 !!!!! 吕小生，陈旭义，汤锋武，等（６３５）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胃黏膜组织 ＴＧＦ
βＲＩ表达的影响 !!!!!!!!!!!!! 刘爱军，越 飞，李展君（６３９）
感觉统合训练联合运动训练对中枢协调障碍患儿智能发育的影响 !!!! 郑一博，赵 丽，张秋河，等（６４２）
不同肠道营养方式对腹部手术后胃瘫综合征的疗效 !!!!!!!!!!! 崔哲铭，曲延生，张德巍，等（６４５）
研究简报

微创治疗老年人慢性硬膜下血肿 !!!!!!!!!!!!!!!!!!!! 李玉明，隋建美，刘 沣，等（６４８）
综合疗法治疗顽固性肛门会阴疼痛 !!!!!!!!!!!!!!!!!!! 沃春新，孙丽华，王 雯，等（６５０）
电化学发光法与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比较 !!!!! 王 焰，黄晓雪，马 莉，等（６５２）
１
１１
７４例手术后患者在麻醉恢复室的监测治疗 !!!!!!!!!!!!! 谢 刚，蒋 柯，刘艳秋，等（６５４）
支气管内膜结核 Ｘ平片及 ＣＴ影像学特点 !!!!!!!!!!!!!!! 王海瑛，龚圣兵，刘 阳，等（６５６）
ＭＩ期未成熟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后可获得胚胎分析 !!!!!!!!!!!! 周 桦，何 峻，周从容（６５８）
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 １０７例临床分析 !!!!!!!!!!!!!!!!!!!!!!! 张龙久，陈冬梅（６６０）
血浆纤维蛋白原在胃癌诊断及转移中的临床价值 !!!!!!!!!!!!!!!!! 张伟德，严芝强（６６２）
金水宝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ｈｓ

ＣＲＰ及尿 ＭＡＵ的影响 !!!!!!!!!!!!!!! 陈云亚（６６４）
小剂量多巴胺联合酚妥拉明治疗婴幼儿重症肺炎 !!!!!!!!!!!!!!!!!!!!! 侯 伟（６６６）

小儿巨大纵隔肿瘤切除术的麻醉及围术期处理 !!!!!!!!!!!!!!!!!!! 杨 剑，严 莉（６６８）
葛根素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３８例 !!!!!!!!!!!!!!!!!!!!!!!!! 席周让，金晓琴（６７０）
心理治疗对面部烧伤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 曲延生，崔哲铭（６７２）
氟喹诺酮类药物不良反应 ６７２例文献分析 !!!!!!!!!!!!!!!!! 丁 妍，陈邦元，赵 俊（６７４）
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内节育器位置异常 !!!!!!!!!!!!!!!!! 窦 艳，霍启祥，余小红（６７６）
儿童肝豆状核变性临床及病理分析 !!!!!!!!!!!!!!!!!!!!! 龙 梅，朱 莉，梁 丽（６７８）
低浓度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用于产妇自控硬膜外分娩镇痛 !!!!!!!! 任建奇，陈本然，赵 强（６８０）
环孢素 Ａ联合低剂量强的松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 陈荣全，朱蕴秋（６８２）
３种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与胃镜特征 !!!!!!!!!!!!!!!!! 周雨峡，屠惠明，乔 峤，等（６８４）
２９
６例输卵管妊娠根治术后病理诊断符合率分析 !!!!!!!!!!!!!!!!!!!!!! 范世敏（６８６）
教学法研究

ＰＢＬ教学法在医学生物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 雷霆雯，李红梅，王筑婷（６８８）
个案报道

痰热清注射液引起严重不良反应 １例 !!!!!!!!!!!!!!!!!!! 李莲华，陈 琦，谢 娟（６９０）
无痛人流术中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１例 !!!!!!!!!!!!!!!! 安 丽，高 鸿，雷玉娟（６９２）
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 ３例 !!!!!!!!!!!!!!!!!!!!!!! 郑 桐，王 岚，谭庆华，等（６９３）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认知功能损害 ２例 !!!!!!!!!!!!!!!!!!!!!!! 刘 癑，刘 芳（６９５）
主动脉全弓置换及支架象鼻术治疗主动脉夹层伴巨大升主动脉瘤 １例 !!!!!!! 马常天，吴观生（６９７）
文

摘

注意正确使用“百分点”!!!!!!!!!!!!!!!!!!!!!!!!!!!!!!!!!!!!! （５８６）
一个遗传性玻璃体淀粉样变性家系 ＴＴＲ基因的突变检测 !!!!!!!! 谢 渊，赵 艳，周建奖，等（５９２）
ＳＹ５Ｙ细胞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 欧阳凯，齐晓岚，官志忠（６０４）
α７尼古丁受体 ｍＲＮＡ表达抑制对 ＳＨ
氯离子通道蛋白及 β
肌动蛋白基因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 王 妍，周建奖，谢 渊，等（６４７）
《贵阳医学院学报》２
０１２年第 ３
７卷主题索引 !!!!!!!!!!!!!!!!!!!!!!!!! （Ⅰ ～Ⅹ）
《贵阳医学院学报》稿约 !!!!!!!!!!!!!!!!!!!!!!!!!!!!!!!!!!!! （封二）
《贵阳医学院学报》２
０１２年第 ３
７卷第 ６期论著英文目次 !!!!!!!!!!!!!!!!!!!! （封三）
《贵阳医学院学报》编委会名单 !!!!!!!!!!!!!!!!!!!!!!!!!!!!!!!!! （封四）

本期责任编委

罗

俊

吴建伟

张丽君

本期英文编辑

张国忠

周

凌

本期责任编辑

潘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５２
５
０１
２／
Ｒ１９３９ｂＡ４１２８ｚ
ｈ＋ｅ
ｎＰ ￥５
００１３００４４２０１
２
１
２

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