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源月份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
化车间举办了企业文化理念宣讲
月活动遥 渊安爱峰冤
银猿 月 猿员日至 源月 员 日袁中

铝郑州企业唯特太极拳协会组织

会员到武当山进行了武术观摩活
动遥 渊刘云峰冤

银为迎接公司工会 野氧化铝
杯冶篮球比赛袁近日袁保卫消防中心
组织了内部篮球选拔赛遥

渊季承锋冤
银近日袁 保卫消防中心巡逻

队积极开展廉洁文化格言警句征

集活动袁现已征集 猿缘条遥
渊邢素勤冤

银近日袁 工程公司搅拌站利
用业余时间开展了班组篮球友谊
赛遥 渊邓广顺 杨冬花 韩东斌冤
银近日袁 后勤服务管理中心

在全体女工中举办了拉丁舞培训
班遥 渊张艳红冤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洽智 实习生 王秋丽冤由中国小说学
会等单位评选的 圆园园远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猿 月 圆缘日在济南
揭晓袁莫言的叶生死疲劳曳尧铁凝的叶笨花曳等 猿远部渊篇冤作品上
榜遥 铝城作家秦德龙的叶因为你瘦得像条狗曳列入榜单遥
进入本届排行榜的有长篇小说 源部尧中篇小说 员园部尧短篇

小说 员园部尧 小小说窑微型小说 员圆篇遥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
长尧 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说院野这个排行榜总体上反映了 圆园园远
年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遥 冶中国小说排行榜已连续举办了
苑届袁由于坚持以历史深度尧人性内涵尧艺术魅力为评价尺度袁
被称为野学者视野下的排行榜冶遥
秦德龙的叶因为你瘦得像条狗曳袁是一篇反映农民工生存状

况的力作袁原发于微型小说选刊叶德龙专栏曳遥 该刊主编郑允钦
先生评述说院野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是微型小说的优势所在袁这
一点看来袁秦德龙是十分清楚的遥他紧扣时代袁将笔触伸向社会
底层袁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袁写得亦庄亦谐袁挥洒自如袁较好
地把握了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遥 笔触荒诞夸张袁表现出来的是
不和谐的一面袁而目的却正是为了消灭荒诞袁构建和谐社会遥 冶
秦德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尧中国铝业矿业分公司创作

协会主席尧张青岗矿基层管理者遥他常年坚持业余文艺创作袁主
攻小小说窑微型小说袁其作品多次获奖袁先后收入叶百年百篇经
典微型小说曳尧叶小小说金榜曳尧叶世界微型小说经典曳尧叶中国当代
微型小说精华曳尧叶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曳尧叶中国年度最佳杂
文曳尧叶感动中学生的 员园园篇小小说曳等 苑园余种文集遥 圆园园缘年袁
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开设叶德龙专栏曳共 猿猿期遥 圆园园苑年袁该刊
又在叶名家新作曳栏目持续推出他的作品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等单位曾授予他 野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窑小小说星座冶
奖遥

秦德龙名列中国小说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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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烂漫 何锦星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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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黄河袁
奔流不息袁
横冲直撞袁
放荡不羁遥
一道大坝袁
横空出世袁
横卧在中原小浪底遥
像一条巨龙袁
把这洪水猛兽吞进口里浴
那混浊的大河袁

被巨龙咀嚼袁
咽下黄沙千里袁
喷出平湖如碧遥

这巍峨的大坝啊袁
混凝着几代人的心血袁
渗透进多少科学家的情思遥
坝区的乡亲为你炸山运石袁
各级领导为你挖土奠基遥
工程指挥员袁

为你被岁月消磨成霜鬓遥
中外建设者袁
为你把热血汗水倾进钢筋水泥噎噎
从此这贫瘠的山村袁
更换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要要要万山湖区浴
举世瞩目袁
人人皆知院
中国有个小浪底浴
招来百鸟袁

在湖区鸣翔遥
引来四方游客袁
在景区云集噎噎
啊浴
千古一坝袁
人间奇迹浴
华夏的巨龙袁
钢铁的身躯袁
你联结着中西友谊袁
横跨了两个世纪浴

小 浪 底 放 歌
张建陆

今年的 猿月 愿日是第二个 野世界肾
脏日冶遥国际肾脏病学会提出今年的主题
是野了解你的肾脏冶袁口号为院野你的肾脏
健康吗钥 冶
今年 圆月 圆园日袁国际肾脏病学会的

新闻公告称袁 目前世界上超过 缘亿人患
有不同程度的肾脏疾病遥 每年超过百万
人口死于与慢性肾脏病相关的心脑血管
病遥慢性肾脏病已成为继心尧脑血管病和
肿瘤尧 糖尿病之后又一种威胁人类健康
的重要疾病袁 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
题袁而且治疗费用巨大袁令世界各国都不
堪重负遥

所以袁致力于慢性肾脏病渊悦运阅冤的
预防袁尤为重要遥

悦运阅可以完全没有症状或症状不
明显袁不易引起患者及其家属重视遥所以

人们将悦运阅称为野沉默杀手型冶疾病遥
肾脏的代偿功能极其强大遥 即使肾

脏功能已经损失 缘园豫以上袁 患者仍可能
没有任何症状遥 故在常规体检及门诊就
医时袁应加强对 悦运阅的重视遥 加强对尿
常规和肾功能检查的重视袁认真解读尧细
心分析检验结果遥

日常应重视的悦运阅信号遥
悦运阅的急性发作与咽炎尧 扁桃体

炎尧上呼吸道感染及皮肤感染等相关遥此
时袁应进行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遥
高蛋白饮食尧吸烟尧过度饮酒及年龄

远缘岁以上者袁也易患 悦运阅袁故有以上情
况者袁就诊时要检查及评估肾脏功能遥
乏力尧腰痛尧易疲劳尧眼睑浮肿尧颜面

及踝关节浮肿袁尿中泡沫多或尿色异常袁
特别是以往有肾脏病史者袁 应检测尿常

规及肾功能袁必要时作肾脏彩超袁观察肾
脏血供情况袁 并由医师认真地进行肾功
能评价遥
糖尿病患者袁 特别是病史 缘年以上

者袁及代谢性疾病渊肥胖尧高尿酸尧高血
脂冤患者和感染性疾病渊肝炎尧结核尧艾滋
病等冤患者及长期应用减肥药尧中草药尧
抗菌素尧抗病毒药尧化疗药的人袁更要经
常检查尿常规尧肾功能遥
总之袁借野国际肾脏日冶之际袁提醒大

家关注健康袁警惕 悦运阅的发生袁定期检
查尿常规和肾功能袁 并认真评估检验结
果院早防早治遥多饮水袁防结石袁让人人都
拥有自己健康的肾脏遥

渊职工总医院冤

关 注 你 的 肾 脏

春天来了袁我怀念苦楝树遥
楝树是一种很普通的落叶乔

木袁大概皮和果实都是苦的袁又称
为苦楝树遥 由于楝和恋是同音袁家
乡人就借用苦楝树来抒发对恋人
的情感遥 苦楝树说它普通又不普
通袁这除了它和一般树一样袁躯干
可以当木材制作各种器具外袁它的
种子尧树皮和根皮都可以入药遥 这
是一般树所不具备的遥
在我的家乡豫东平原袁苦楝树

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一种树袁房前屋
后袁村头巷尾袁地头前袁田埂上袁到
处都是这种树遥 春天来了袁那一簇
簇淡紫色的小花袁宛如层层云雾萦
绕在村庄周围遥 走在树下袁那幽幽
的清香伴随着淡淡的苦味袁刺激着
你的嗅觉袁让你忍不住要打几个喷
嚏遥 呼吸着这香淳湿润的空气袁仿
佛听一首古老悠远的歌谣袁让人神
清气爽遥 微风一吹袁那浅绿色的树
叶哗哗作响袁淡紫色犹如一个个微
型喇叭的小花顿时会拂满你的一
头一身遥 走在铺满紫色小花的路
上袁你不忍将脚放下去遥
苦楝树枝桠稠密袁 树叶丰厚遥

夏天的时候袁村民们总是喜欢端着
碗饭在苦楝树下边吃饭边聊天遥 吃
过午饭他们又各自回家搬个条凳
来到自家门前的苦楝树下袁纳凉午
睡遥 苦楝树巨大丰满的树冠像一把
巨伞为他们遮挡夏日的炎热遥 烈日
烤热的夏风经过苦楝树林过滤袁吹
到身上已变得温柔凉爽多了遥 深秋
的时候袁一夜寒霜袁楝树叶的枝柴
也落下许多遥 上小学时袁我和小伙
伴们曾一边上学一边捡拾树上落
下的枝柴卖给老师袁 一分钱一斤袁
三斤换来一支铅笔袁五斤换来一个
本子遥 苦楝树给我贫困的少年时代
的学生生活增添了希望遥 冬天来
了袁树叶和枝柴落净以后袁树头上
只剩下一嘟噜一嘟噜的楝树果子遥
这些果子非常好看袁 饱满圆润袁金
黄可人袁 仿佛一嘟噜一嘟噜的葡
萄袁单个看更像一个个尚未成熟的
黄皮枣子遥 我曾梦想这些楝树果子
一夜之间都变成一个个鲜甜的枣
子遥 多少次袁我和小伙伴们用这些
果子打玩仗遥 有时候我们还按照父
母的要求把果子带回家袁用开水一
烫袁剥去皮袁把果肉涂抹在手上袁防
冻遥

苦楝树没有水杉那么笔直挺
拔袁也没有泡桐那么容易成材袁但它
很容易成活遥有一年家乡发大水袁秋
天时水退了袁 我和一个小伙伴在淤
泥上埋下一些楝树果子袁 没有想到
第二年春天竟长出许多小树苗来袁
第三年秋天就长成一米高的小树遥
后来这些小树被移栽到其他地方长
成大树遥苦楝树成材比较慢袁一般八
至十年才能长到碗口粗袁 主干一般
只有四五米高遥它不高的主干袁粗糙
的表皮袁节节疤疤的躯体袁为我们爬
树提供了方便遥无论是春天藏猫儿袁
还是夏天捕蝉袁冬天摘果袁只要把鞋
一脱袁两条腿往树上一夹袁就可以上
去了遥记得小时候我上树如履平地遥

苦楝树虽然难以成为栋梁之
材袁但结实耐用遥我家的桌子板凳大
门柜橱几乎都是楝木做的袁 虽然许
多年过去了袁依然坚固如初遥在那封
山育林袁寸木寸金袁木头很难买到的
年月里袁不大容易成材的苦楝树袁成
了我们那里建房盖屋的主要材料遥
不知是气候的变化袁 还是人口

的急剧增加袁 改变了苦楝树的生存
环境袁有一年春天袁家乡的苦楝树突
然出现了许多白叶子袁 从此后苦楝
树一蹶不振袁许多年不见长大袁逐渐
被其他树种所替代遥如今袁家乡的苦
楝树越来越少了袁春天里袁很难看到
那如烟似雾的苦楝花了遥
我怀念苦楝树袁 更怀念那无忧

无虑的童年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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