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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鸿新

社区辖区至宾路南侧（原管家桥
地块）、至宾路北侧（原荣更上地
块），因项目建设需要，需对该地
块范围内坟墓进行搬迁，在用地
范围内的坟墓坟主必须于2021
年4月30日前到鸿新社区办理迁
坟手续。逾期不迁移坟墓的，将
视作无主坟规定处置。联系电
话：0510-88581030 地址：无锡
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鸿泰苑三区
56号101室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
鸿新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4月1日

本报讯 清明小长假运输即将
拉开序幕，无锡火车站2021年清明
运输方案及“4·10”调图方案昨天出
炉。据悉，今年清明小长假旅客运输
期限为4月2日至5日共计4天，客
流主要以省内旅游流、探亲流、扫墓
流为主。

清明小长假期间，铁路无锡站预
计发送旅客29万人次，预计客流最
高日为4月5日（小长假最后一天），
单日发送8万人次。根据客流情况，
无锡站计划增开上海、徐州、阜阳、合
肥、蚌埠等方向临客24趟，其中京沪
普速线10趟、沪宁城际线2趟、京沪
高铁线12趟，并将适时通过增开临
时旅客列车、普通车加挂、动车组重
联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程度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与此同时，无锡站旅
客进出站流程也更优化，清明小长假
期间，无锡站北进站口将开足安检通
道，南出站口也已恢复24小时开放。

4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盐城
首次开行途经苏锡常三地至上海站

的 G8294、G8296 次列车。G8294
次列车由无锡开往盐城方向，用时2
小时51分，G8296次列车由盐城开
往无锡方向，用时3小时零5分。“无
锡至盐城高铁直达，将缩短两地往返
时间，降低往返费用，缓解高速堵车
压力”，无锡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清明小长假汽车票正开放预订
中。无锡汽车客运站副站长钱俊介
绍，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2日至
4月4日三天，日均客流将达2万人
次，最高峰日旅客发送量在3万人次
左右。清明小长假车站预计日均发
送800班次。

清明小长假期间，机场也将迎来
今年旅客出行的首次高峰，苏南硕放
国际机场预计三天保障进出港旅客
8.2万人次。三亚、丽江、昆明、张家
界、乌鲁木齐、重庆将成为热门旅游目
的地。据了解，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出
发旅客进入候机楼仍需查验健康码和
测量体温，到达旅客落地后查验健康
码为绿码可正常出行，“苏康码”及全
国各地健康码均可使用。 （雷颖）

清明小长假客运
“铁公机”准备就绪
铁路无锡站计划增开临客24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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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江阴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江苏省首例贩卖“复
方曲马多片”系列案件依次宣
判，该系列案件系江苏省第一
例将特殊处方类药物纳入毒
品范畴的新型案件。近年来，
像这样关注民生的“首个案
件”，江阴市检察院已办理了
多起。

目前，江阴检察院已有11
个案件入选全国、全省检察机
关典型案例，3个案件获评全
省检察机关精品案件，212个
典型事例和案件被中央电视
台等中央级、省级主流媒体关
注报道，35篇情况反映被高检
院采编录用，27篇调研分析报
告被上级检察机关和地方党
政主要领导批示，推动解决了
一批社会治理难题，成为了县
域领先的“实力澄检”。

2017年，江阴市三房巷派
出所来了一位特殊的报案人，
他的出现拉开了打击猖獗外
挂的序幕。“这就是我们办理
的全国首例《王者荣耀》游戏
外挂案。”江阴市检察院副检
察长朱彩娟表示，面对从未踏
入的领域和技术盲区，检察官
们引入专家证言、明确认定方
式、确保定罪宽严相济，最终

该案成功入选了省院一季度
全国有影响力典型案例。

在守护长江专项监督中，
江阴检察院发现一船舶公司
租赁大庆港西北侧江滩后，
竟非法填滩并建设码头、货
场等建筑物，时间长达十
年。江阴检察院向相关单位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推动
成立了“大庆港码头专项整
治小组”。去年，这一擅自侵
占长江江滩的问题最终完成
整治。该案连续入选最高
检、江苏省服务保障长江经济
带发展典型案例。

江阴检察院还创建了全
国首家检察机关“生态环保和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成
为全国范围内可推广、可复制
的“江阴模式”。凭着出色的
成绩，江阴检察院先后获评了
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
实践基地、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先进基层检察院、全省
政法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集
体等荣誉。“继续秉持审慎谦
抑的理念，人民至上的信念，
答好履行检察职能、维护公平
正义这道‘必答题’。”江阴市
检察院检察长胡洪平表示。

（唐芸芸）

打造县域领先的“实力澄检”
——记江阴市检察院

从 检 14 载 ，办 理 了
1400余件案件，最多时一年
办理150多个案件，平均两
个工作日即办结一起案件。
他所办理的案件不仅数量
多，而且复杂程度高，难度系
数大，无不昭示着他严谨的
法律素养和精湛的业务能
力。他就是无锡市人民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孙宁，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也收获了“全国优
秀公诉人”、全国公诉标兵提
名奖、优秀辩论奖、全省“十
佳公诉人”等荣誉。

从当上检察官的第一天
起，孙宁就给自己制定细到
每一天的奋斗目标，刻苦钻
研、勤学善思。2019年，在
办理11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的过程中，面对公安机关
移送的三箱卷宗，孙宁加班
加点从繁杂的卷宗材料和案
件事实中梳理出定罪的证
据，形成了长达90多页的审
查报告，最终啃下了这块“硬
骨头”。“检察官笔下财产万
千，人命关天，一纸千钧重。
宁愿自己多跑路多做点工
作，也要考虑更周全一些。”
孙宁说，自己养成了“复盘”

习惯，对于承办的每一起案
件都仔细推敲，精心求证，用
心研究出庭公诉的技巧和谋
略。

“保护民企、护航经济”
的锦旗和感谢信，是群众对
孙宁领衔的知识产权办案团
队“平等保护、主动服务”理
念的认同。在新吴区检察院
工作时，孙宁带领团队创建
了“服务平台+执法办案+课
题研究+合理协调”的“四位
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检察
法律服务模式，在全省率先
建立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立案同步审查”机制。对于
孙宁来说，除了法条的耳熟
能详，更要将良法善治的崇
尚熔铸于内心、贯通于经手
的每一起案件，捍卫、践行

“人民至上、司法公正”的诺
言。

除了办案，孙宁作为最
高检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讲师
团的一员，他的巡讲足迹走
过了北京、吉林、青海、新疆
等多个地区，拥有了不少忠
实听众。他的《公诉人庭审
讯问技巧与策略》的授课内
容已被直接上传到最高检

“检答网”。 （杨柳）

善打硬战的公诉人
——记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孙宁

本报讯 寻访新时代“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
老黄牛”，昨天，2021年第一季度道
德讲堂在红豆集团举行，传播和弘扬
责任民企以四千四万精神接续奋斗，
秉八方共赢理念将志愿服务精神传
播到海外，架起中柬友谊桥梁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生动故事。

本次“道德讲堂”以“不待扬鞭自
奋蹄”为主题，现场分享了红豆“听党
话、跟党走、报党恩”的忆初心故事，
聆听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周海江讲述“新四千

四万”精神，观看了中柬友谊公益志
愿者联盟视频，并邀请红豆集团全国
劳模郭军伟作现场访谈。

从市文明办获悉，今年我市基层
一线将保持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
宣讲活动，把党史宣讲与惠民服务、
文化生活、情景体验、情感交流相结
合，组织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大V”
名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深入社
区、企业、学校、军营、机关、农村，引
导群众从身边人身边事来看成就、看
发展、看变化，潜移默化汲取前行的
智慧和力量。 （朱冬娅）

“不待扬鞭自奋蹄”

2021年首场“道德讲堂”举行

昨天，厚桥街道北小桥“糕团一条街”经营户在赶制青团。厚桥糕团在锡东地
区颇有盛名，但原来一家一户分散单干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该街道因势利导，引导
经营户集中起来，抱团经营，逐渐形成“糕团一条街”，同时通过加强管理、规范经
营行为让糕团经营日益火热，经营户也因此获利。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清明节临近，青团市
场也热闹起来。螺蛳粉、酸辣柠檬
鸡爪、香辣牛肉、海盐花生、杨枝甘
露……昨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
年不少商家都在青团的馅料上下足
了功夫，用新奇特的口味在这场青团
大战中抢占一席之地。

在欧尚超市，记者看到生鲜区里
专门辟出了一块场地做了个“青团铺
子”。两位点心师傅，正忙着现包、现
蒸，铺子旁有不少等待青团出炉的市
民。欧尚超市生鲜处负责人介绍，往
年的青团主要是应季引进一些老字
号品牌的传统口味，今年尝试现场制
作，除了常规的芝麻、咸蛋黄肉松等
口味，还有马兰头、梅干菜扣肉、紫
薯、酸菜笋丁等新口味。“现做现卖，
一天可以卖出 2300—2500 只青
团。”该人士告诉记者，此次他们还尝
试了螺蛳粉、酸辣鸡爪等几款今年新
出的“网红”口味，但真正购买的并不
多。

不仅是商超，老字号也在口味上
不断推陈出新。穆桂英美食相关负
责人介绍，他们使用的很多是应季的
普通原材料，像热销的马兰香干、荠
菜肉等口味里，马兰、荠菜都是传统
春菜，口感鲜美，能让客人体验到一

口入春的感觉。“今年我们把青团放
到微商城里，线上线下一起销售，拓
宽市场。”该人士说，为此在青团的手
工制作中还进行了技术改进，从口感
和保存上都有提升，吸引了不少周边
城市的客户线上订购。

同为老字号的三凤桥也针对不
同客群推出了香辣牛肉蛋黄、芝士酸
奶、花香玫瑰等新口味。而烘焙品牌
元祖食品则把草莓味、芝麻味、杨枝
甘露味的冰淇淋与青团进行了融
合。就连主打茶饮的乐乐茶也顺势
推出了红豆麻薯和咸蛋酥松两款青
团包。

无锡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人士
表示，不少商家为了赢得消费者的欢
心，从同质化产品中跳脱出来，以最
独特的口味为青团这一传统美食注
入新的生命力。正因如此，这两年的
青团季越来越火爆，吸引了大批年轻
人消费群体。年轻人最明显的消费
特征就是对新奇口味的需求。青团
就跟月饼、汤圆一样，包容性高，为馅
料的创新留足了空间。不过新口味
研发需要以消费需求的基础，还要有
较强的技术团队作支持，如果只是一
味猎奇或盲目跟风很难“出圈”。

（祝雯隽）

又是一年青团季

商家创新口味抢市场

本报讯 “终于晒到太阳了，社
区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望着
刚刚修剪过的树木，河埒街道水秀
社区居民朱阿姨笑着说。近日，滨
湖区河埒街道率先对稻香、水秀一
带的老新村开展整新改造工作，对
新村植物进行整体修剪，预计将修
剪大树3500多棵。

走进水秀新村，不论是楼前或
是道路两旁均种植着成排的香樟、
广玉兰及杉树，由于时间久远，这
些大树遮天蔽日，很多树高已经
超过居民楼顶楼，茂盛的枝叶像

一道屏障笼罩在居民楼上，投下
浓重的阴影。社区居民告诉记
者，有时走在新村内就像走进了
树林，虽然享受了清凉，却远离了
阳光。平时晒个衣服、被子都不
方便。不仅如此，有些树木有病
虫害，让居民不胜其扰。一些大
树紧邻高压电线，有些电线甚至
穿树而过，一旦遇到大风暴雨天
气，就有可能面临大树倒伏、小区断
电的安全隐患。

水秀社区工作站副站长陈欢介
绍，之前对一些被居民投诉过的和

对供电产生影响的树木已进行过
零星修剪，此次整体修剪，水秀社
区待重修的树木达1000多棵。目
前，已修剪了80棵香樟，淘汰棕榈
200棵。“进度比想象中快很多，社
区居民也积极配合。”滨湖区河埒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6月左
右陆续完成修剪和补种工作，届时
采光问题、安全隐患、病虫害传染
等“顽疾”都将得到解决，下一步街
道还将对小区道路进行“微更新”，
全面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居民生活
幸福感。 (周岚婷)

滨湖启动老新村大规模树木修剪

“剪”除烦恼去隐患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上海搬运
公司的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了无锡
市梁溪区新街巷30号-1的钱锺书
故居门口（下图）。车子里满载着
从上海市复兴中路钱氏旧居搬出
的一批老家具。大家小心翼翼地
将家具卸下，搬入故居。这批家具
中，有张石青色的小书桌（右图），
是上海钱氏旧居亭子间里的旧
物。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锺书流寓
上海时，在这张不起眼的书桌上完
成了一批文学著作。

三年前，钱锺书的堂侄、定居
上海的钱汝虎作为无锡钱氏家族
的代表，曾把上海钱氏旧居内其祖
父（钱锺书的叔父）钱孙卿等钱氏
族人用过的10件（套）旧物无偿捐
赠给了家乡无锡的钱锺书故居。
此次，钱汝虎再次将旧居内的一批
家具捐赠给了钱锺书故居，希望其

发挥更大价值。这批家具包含大
衣柜、小书桌、衣箱、书箱、木椅、木
桶、竹书橱等十余件（套），虽然沉
淀着岁月沧桑，但保存基本完好。

1938年2月，钱孙卿为躲避侵
占无锡日寇的威胁拉拢，举家避居
上海法租界，几经周折，租住了今
天位于复兴中路上的寓所。钱锺
书的堂侄女、钱汝虎的姐姐钱静汝
就出生在上海钱氏旧居。她介绍，
钱孙卿和钱基博兄弟情深，一直没
有分过家，抗战中，包括他们家在
内的钱氏十几口人，一度都住在复
兴中路这栋三层小楼里。对此，杨
绛在《我们仨》中说，钱锺书1941
年夏由湘返沪后：“我们挤居辣斐
德路（即现在的复兴中路）钱家，一
住就是八年。”

因为居住空间有限，钱锺书一
家三口入住时，只能挤在不足9平

方米的二楼亭子间里。“钱锺书的
《围城》就是在这个亭子间完稿的，
这张书桌一直放在亭子间里。”钱
汝虎说，小房间里放了床以后，就
没多少空地了，只能勉强塞进这张

“迷你书桌”。今年88岁的钱锺书
堂妹钱锺华回忆，当时自己还小，
脑海中仅有的画面就是看见锺书
大哥伏在亭子间的小书桌上写
作。后来，不少钱家子孙都用过这
张书桌。

据了解，1941年夏至1949年
夏，钱锺书流寓上海期间，文学创
作达到了高峰：其散文集《写在人
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长
篇小说《围城》由《文艺复兴》杂志
连载，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
司出版单行本；其短篇小说集《人·
兽·鬼》和学术著作《谈艺录》由上
海开明书店出版社出版。钱锺书
的《围城》创作于1944年至1946
年，小说中弥散着战时知识分子对
于现实生存的深重焦虑。用钱锺
书自己的话说：“两年里忧乱伤生

……锱铢积累地写完。”话中难掩
他们一家三口蜗居亭子间的窘境。

这批家具中，除了钱锺书用过
的小书桌，其他家具的背后也有故
事：钱孙卿刚到上海不久购置的湘
妃竹书架，一直装满了书，在门后
一放就是八十多年，直至数天前才
卸载；钱氏一大家子在上海，一度
用一口大铜锅做饭，盛在木桶里分
食……钱家用的家具虽然都朴实
无华，但它们承载了那个时代，又
能幸存至今，实为可贵。钱锺书故
居主任周立超十分感谢钱氏的捐
赠，他表示，故居将用好用活这批
珍贵的物品，向世人讲好无锡钱氏
故事。 （张月 文/吕枫 摄）

钱锺书创作《围城》的书桌搬来锡城
一批上海钱氏旧居老家具运抵钱锺书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