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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贵州地区 １４
９株临床白念珠菌对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 !!!!!!!!! 王梅竹，王颜颜，曹 煜，等（６１７）
云贵地区淡水湖中类蛭弧菌多样性分析 !!!!!!!!!!!!!!!! 康颖倩，刘涛华，曾 佳，等（６２１）
一株放线菌发酵液的抗菌活性及稳定性研究 !!!!!!!!!!!!!! 康颖倩，金 方，刘涛华，等（６２５）
１
８５株白念珠菌 ２５Ｓｒ
ＤＮＡ基因型分布特点 !!!!!!!!!!!!!!! 王梅竹，王颜颜，曹 煜，等（６３０）
论

著

氟维司群对雌激素诱导的 ＭＣＦ
７乳腺癌细胞侵袭及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的影响 !!!!!!!!!!!
３
３）
!!!!!!!!!!!!!!!!!!!!!!!!!!!!!!!!!!! 王宏健，尚丹丹，朱筑霞，等（６

适于膜片钳实验的心肌细胞分离方法及维拉帕米对钙电流的作用 !!!!! 张彦燕，黄勇攀，石刚刚（６３８）
贵州凤冈富锌富硒绿茶对小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 申雪慧子，聂 兰，刘 华，等（６４２）
家族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网织细胞瘤的病理学观察 !!!!!!!!!!! 出良钊，刘 健，杨 华，等（６４５）
急性髓系白血病 ＣＥＢＰＡ基因突变研究 !!!!!!!!!!!!!!!!! 张 艳，高华强，华海应，等（６５２）
前列腺增生大鼠模型的建立 !!!!!!!!!!!!!!!!!!!!!! 楚元奎，杨 文，冉林武，等（６５７）
乌司他丁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神经保护作用 !!!!!!!!!!!!!! 王 冰，李 兵，胡世颉，等（６６０）
双脉冲低频刺激诱导成年大鼠海马 ＣＡ１区 ＮＭＤＡ受体依赖性长时程压抑 !!!!!!!!!!!!!!!
!!!!!!!!!!!!!!!!!!!!!!!!!!!!!!!!!!! 王新凤，杨予白，谢

雯，等（６
６
４）

德国小蠊致敏原 Ｂｌ
ａｇ８的抗原表位预测及其同源建模 !!!!!!!!!!! 杨 铁，龙高群，张春林（６６９）
刺梨提取物对小鼠的抗疲劳作用 !!!!!!!!!!!!!!!!!!!! 张 硕，赵 梅，张 敏，等（６７５）
孟鲁斯特对百草枯急性中毒患者 ＣＲＰ及白介素 ６的影响 !!!!!!!! 蔡胤浩，罗莎莎，何恩乐，等（６７９）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 ＥＲ、ＰＲ、ＨＥＲ
２、ＥＧＦＲ、ＣＫ５／
６的表达及预测化疗效果的意义 !!!!!!!!!
!!!!!!!!!!!!!!!!!!!!!!!!!!!!!!!!!!!!!!!! 刘

英，黄建军（６
８
２）

血清 Ｃｙ
ｓ

Ｃ、ＮＧＡＬ在海洛因依赖伴慢性 ＨＣＶ感染者早期肾损伤中的变化 !!!!!!!!!!!!!!!
!!!!!!!!!!!!!!!!!!!!!!!!!!!!!!!!!!! 何

军，张

丽，田洪伦，等（６
８
８）

再极化肿瘤巨噬细胞对胃癌的抑制作用 !!!!!!!!!!!!!!!! 刘 灏，吴小翎，王山梅，等（６９２）
早期应用小剂量多巴胺及多巴酚丁胺治疗新生儿窒息所致的多脏器损害 !! 丁可军，余明敏，韩金芬（６９７）
肾上腺超声诊断中的重要三维断层解剖层面 !!!!!!!!!!!!!!!!!!!! 文 静，余资江（７０１）
苗药防感香囊对小鼠肺组织 Ｉ
ＲＡＫ
Ｍ、Ｓ
ＯＣＳ
１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 李君莉，张 权，程明亮，等（７０６）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１基因沉默对人卵巢癌 ＳＫＯＶ３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
!!!!!!!!!!!!!!!!!!!!!!!!!!!!!!!!!!! 贺

珊，吴维光，王

筝，等（７
０
９）

急性脑梗死患者同型半胱氨酸及凝血纤溶相关指标的检测及意义 !!!!!!!!!!!!! 代 凌（７１３）
研究简报
支气管镜与内科胸腔镜治疗结核性包裹性胸腔积液对比评价 !!!!!! 张廷梅，李春兰，袁国琴，等（７１７）
芭特洛美对烫伤创面修复作用的研究 !!!!!!!!!!!!!!!!!! 刘小红，付凌云，文 波，等（７２０）
２
５例多发性脑膜瘤的治疗 !!!!!!!!!!!!!!!!!!!!!!! 徐卡娅，刘 健，刘 沣，等（７２３）

瑞芬太尼在硬膜外麻醉剖宫产术中的镇痛效果及安全性 !!!!!!!!!!!!!! 聂洪?，刘洪勇（７２５）
金属宫内节育器对磁共振检查图像质量的影响 !!!!!!!!!!!!! 蔡建财，曾敏光，郭昭鹏，等（７２７）
不同 ＣＤ４＋Ｔ细胞计数的 ＡＩ
ＤＳ初治患者血清 ＣＫ
ＭＢ水平研究 !!!!! 袁明兰，张陈匀，李贤荣，等（７３０）
头皮全层缝合用于塑型钛网颅骨修补手术 !!!!!!!!!!!!!!! 杨 栩，温 权，钟 云，等（７３２）
３５
６
３例脑钙化灶发生部位和频率调查 !!!!!!!!!!!!!!!!!!! 万照宇，郑发仁，万动华（７３４）
２０
０８－２
０１２年 ５２
４２例剖宫产手术指征分析 !!!!!!!!!!!!!!!!!!!! 袁秀红，李 丽（７３６）
血清降钙素原对败血症的临床诊断价值 !!!!!!!!!!!!!!!!!! 吕婉娴，叶铭坤，梁栋伟（７３９）
医学院校大学生创业意向调查 !!!!!!!!!!!!!!!!!!!!!!!!!!!!!!! 刘雪梅（７４１）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终末期肾病患者血脂代谢的影响 !!!!!!!!!!!!!!!!!!! 张小妹（７４３）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儿外周血清及关节液中 Ｉ
Ｌ
６、Ｉ
Ｐ
１０及 Ｉ
Ｌ
１７的表达 !!!!!!!!!! 商艳朝（７４６）
冠状动脉分叉角度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分析 !!!!!!!!!!! 马润磊，黄海青，朱敬荣（７４９）
胎儿生长受限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葛莉萍（７５１）
小剂量阿托伐他汀对冠心病动脉僵硬度的影响 !!!!!!!!!!!!! 孙洪勇，黄 健，詹 璇，等（７５４）
胎儿下消化道及会阴部畸形超声筛查漏诊或误诊原因分析 !!!!!!! 王文荣，宋杰东，王文清，等（７５６）
薄壁空洞型肺癌的 ＣＴ表现及误诊分析 !!!!!!!!!!!!!!!!!!!!!! 兰玉梅，刘 历（７５９）
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中老年股骨颈骨折疗效观察 !!!!!!!!!!!!!!!!!!!!! 古子文（７６２）
教学法研究
《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学时数对骨髓细胞教学效果的影响 !!!!!!!!! 苏艳丽，刘兴林，高德云（７６４）
社会实践调研在药事管理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 石秋轶，何 迅，刘易蓉，等（７６６）
护 理 学
受教育程度及入院教育对 ＣＯＰＤ患者护理效果的影响 !!!!!!!!!!!!!!! 柴恭敬，程义局（７６８）
临床急救护理路径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效果 !!!!!!!!!!!!!!!!! 史 超，杨晓燕（７７１）
技术与方法
不同放置时间段对器械清洗效果的影响 !!!!!!!!!!!!!!!!!!!!!!!!!! 杨欣欣（７７５）
个案报道
注射用尖吻蝮蛇血凝酶不良反应 １例 !!!!!!!!!!!!!!!!!! 李亭颖，陈 治，肖 源，等（７７７）
支气管扩张伴微小瘤 １例 !!!!!!!!!!!!!!!!!!!!!!!!!!!!! 杨 渊，杨文秀（７７８）
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 ＣＴ表现 １例 !!!!!!!!!!!!!!!!!!! 左育宏，李 屹，杜富猛，等（７８０）
关于医学符号的使用 !!!!!!!!!!!!!!!!!!!!!!!!!!!!!!!!!!!!!! （６４１）
一条参考文献 ３处著录差错 !!!!!!!!!!!!!!!!!!!!!!!!!!!!!!!!!!! （６５１）
《贵阳医学院学报》２
０１４年第 ３
９卷第 ５期论著英文目次 !!!!!!!!!!!!!!!!!!!!! （７８２）
《贵阳医学院学报》稿约 !!!!!!!!!!!!!!!!!!!!!!!!!!!!!!!!!!!! （封二）
《贵阳医学院学报》编委会名单 !!!!!!!!!!!!!!!!!!!!!!!!!!!!!!!!! （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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