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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营养不良(dystrophy)是肝硬化患者较普遍的临床征象,严重地影响其预后。尽管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与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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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早期发现肝硬化患者的能量代谢异常并给予适当的营养支持,对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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