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 阳 医 学 院 学 报
２
０
１
４年

第３
９卷
目

次

综

述

第 ６期

基于树突状细胞的抗肿瘤免疫治疗 !!!!!!!!!!!!!!!!!!! 胡祖权，夏 雪，杨晓芳，等（７８３）
专题研究
转化生长因子
β１ 对人成熟树突状细胞生物物理特性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
８
８）
!!!!!!!!!!!!!!!!!!!!!!!!!!!!!!!!!!! 郑勤妮，许筱莉，胡祖权，等（７

Ｇｉ蛋白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表达检测 !!!!!!!!!!!!!!!! 胡祖权，何天军，贾 义，等（７９４）
生理层流剪切力对未成熟树突状细胞 ｍ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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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表达谱的影响 !!!!! 董 蓉，薛 慧，杨 晖，等（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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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肠炎粪肠球菌 １６Ｓｒ
ＲＮＡ鉴定分析 !!!!!!!!!!!!!!!! 康颖倩，牟丽丽，周晓明，等（８０５）
松油烯
４
醇对白念珠菌 ＰＬＢ１、ＳＡＰ２基因表达的影响 !!!!!!!!!! 王梅竹，罗红梅，曹 煜，等（８０９）
Ｉ
Ｉ
ＮＡ在兔左心室外膜、中层及内膜的表达 !!!!!! 李 溪，马爱群，王亭忠，等（８１３）
ｔ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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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氟中毒大鼠肝脏中 Ｐ
糖蛋白和细胞核因子
κＢ的表达水平 !!!!!!! 张凯琳，吴昌学，官志忠（８１７）
ＡＰＣ基因在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及相关性 !!!!!!!!!!!! 訾 聃，任 念，杨英捷（８２０）
燃煤型氟中毒对雌鼠卵巢 ＴＧＦ
α的影响 !!!!!!!!!!!!!!!! 陈 瑜，夏曙华，余司文，等（８２５）
贵州省射击运动员心理健康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 陈伟源，张卫刚，卢塞军（８３１）
Ｆｌ
ｏ
Ｔｒ
ａ
ｃ／
Ｖｉ
ｇ
ｉ
ｌ
ｅ
ｏ系统联合被动抬腿试验在老年感染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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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阳，叶宏伟，冯玉峰，等（８

ＭＲＩ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诊断鼻咽癌侵犯斜坡 !!!!!!!!!!!! 商观锋，王世黔，夏文刚（８３８）
肾上腺三维超声诊断的研究 !!!!!!!!!!!!!!!!!!!!!!!!!!!! 文 静，向 明（８４４）
脑出血患者脑利钠肽前体和超敏肌钙蛋白的水平及意义 !!!!!!!!!! 杨 会，宋安军，刘兴德（８４８）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脑血管的影响 !!!!!!!!! 张新勇，文成才，刘冬梅，等（８５１）
创伤早期血糖水平和凝血指标与创伤病情的关系 !!!!!!!!!!!! 华文良，何建刚，顾 强，等（８５４）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对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诊断价值 !!!!!!!!!!!!!!!!! 刘景珍（８５８）
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向血管内皮细胞分化方法的建立 !!!!!!!!!!!! 杨建昌，刘 慧，刘 莉（８６１）
龈沟液瘦素与牙齿移动的相关性研究 !!!!!!!!!!!!!!!!!!!!!!! 王绵洁，徐卫华（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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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闵卫利，李 杰，韩 佳，等（８６８）
研究简报
两种非甾体抗炎药物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的镇痛效果 !!!!!!!!!! 汤 欣，杨 剑，于子龙（８７３）
Ｉ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调查 !!!!!!!!!!!!!!!!!!!!!!!! 侯瑞蕊，李 萌（８７７）
Ｂ超引导下穿刺与传统切开引流治疗哺乳期乳腺脓肿的效果比较 !!!!!!!!!!!!! 周 恬（８７９）
胸腔镜联合胃镜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效果 !!!!!!!!!!!!! 张庆斌，韩连奎，刘 迪，等（８８２）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 Ｋｉ

６
７变化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 魏 娜，戴 民（８８４）

ｕＰＡ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王素霞（８８７）
紫杉醇联合卡铂新辅助化疗对三阴乳腺癌疗效及细胞周期蛋白 Ｄ１表达的影响 !!!!!!!!!!!!
!!!!!!!!!!!!!!!!!!!!!!!!!!!!!!!!!!!!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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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颈动脉斑块与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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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的关系 !!!!!!!!!!!! 李建成，易星航（８９２）
肝豆状核变性的临床与头颅 ＭＲＩ特点分析 !!!!!!!!!!!!!!! 蔡立君，焦 玲，楚 兰，等（８９４）
Ｅｄｗａ
ｒ
ｄｓ三尖瓣成形环在三尖瓣成形术中的应用 !!!!!!!!!!!! 彭万富，胡选义，吴观生，等（８９７）
呼吸系统功能评分对呼吸衰竭患者撤除呼吸机时机的指导作用 !!!!!!! 万小兵，陈宇洁，陆海英（８９９）
内镜下黏膜分片切除术治疗结肠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 １２例 !!!!!!! 王芝芝，王 媛，李 乾，等（９０２）
肛塞米索前列醇在预防产后出血中的效果 !!!!!!!!!!!!!!!!!!!!!!!!! 张 蠧（９０５）
益气活血方对舒张性心功能不全患者临床疗效 !!!!!!!!!!!!! 张一炎，娄 彬，谷明林，等（９０８）
胃肠道间质瘤的 ＣＴ、ＭＲＩ表现及诊断分析 !!!!!!!!!!!!!!!!!!!!! 骆兴东，牛尚甫（９１１）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关系 !!!!!!!!!!!!! 胡孝海，田 进（９１３）
两种腹腔镜取石术治疗上尿路结石 !!!!!!!!!!!!!!!!!!! 李虎宜，杨碧云，刘卫华，等（９１６）
两种方法治疗中青年股骨颈骨折的疗效观察 !!!!!!!!!!!!!!!! 王 智，任 平，王 杰（９１８）
上尿路结石、肾盂尿和中段尿细菌培养和药敏实验对感染性结石的诊断价值 !!!!!!!! 曹洪豪（９２１）
ＨＧＦ、ＭＭＰ
２和 ＶＥＧＦ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 !!!!!!!!!!!!!!!! 曹庆生，杨宝友，李志超（９２３）
依托咪酯复合舒芬太尼用于老年人无痛胃镜检查 !!!!!!!!!!!!!! 张云飞，谭洪婧，马世颖（９２６）
还原型谷胱甘肽在红细胞葡萄糖
６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中的运用 !!!!!!!!!!!!!! 罗 艳（９２８）
驱梅治疗时机对妊娠合并梅毒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 !!!!!!!!!!!!!!!!!!!! 陈 璇（９３０）
妊娠晚期孕妇空腹血糖水平与年龄的相关性 !!!!!!!!!!!!!! 欧阳凯，胡 塔，叶 青，等（９３３）
肝病区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 张小河，韩秋丽，张优惕（９３５）
小骨窗经侧裂显微术对高血压基底节区血肿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恢复的影响 !!!!!!!! 于 波（９３７）
个案报道
肝脏第 ＶＩ
Ｉ
Ｉ段精准切除治疗乳腺癌肝转移 １例 !!!!!!!!!!!!! 孙诚谊，杨能红，张 宏，等（９４０）
恶性疟疾误诊 １例 !!!!!!!!!!!!!!!!!!!!!!!!!!!!! 刘 璐，吴 君，罗天永（９４３）
马凡综合征 １例 !!!!!!!!!!!!!!!!!!!!!!!!!!!!!!!!!! 于 琦，庄 梅（９４５）
注意正确使用“百分点”!!!!!!!!!!!!!!!!!!!!!!!!!!!!!!!!!!!!! （７９９）
医学名词术语使用规范 !!!!!!!!!!!!!!!!!!!!!!!!!!!!!!!!!!!!! （８０４）
有效数字的确定!!!!!!!!!!!!!!!!!!!!!!!!!!!!!!!!!!!!!!!!! （８０８）
中医古代文献的引用规范 !!!!!!!!!!!!!!!!!!!!!!!!!!!!!!!!!!!! （８７６）
《贵阳医学院学报》更改刊期的启事 !!!!!!!!!!!!!!!!!!!!!!!!!!!!!!! （８８１）
关于医学符号的使用 !!!!!!!!!!!!!!!!!!!!!!!!!!!!!!!!!!!!!!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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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卷主题索引 !!!!!!!!!!!!!!!!!!!!!!!!! （Ⅰ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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