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3日，新吴区旺庄街
道新光社区的居民秦师傅发现，新
光农贸市场旁多了一座高颜值公
厕，新公厕不仅美观，还集智能、节
能环保于一体。从新吴区城管局了
解到，目前新吴区正在全面摸排辖
区加油站、地铁站、农贸市场及周边
500米范围社会公厕，并依据大数据
初步建立的3575个可能存在社会
公厕的点位进一步全面排查，建立
社会公厕点位的清单目录，分类指
导督促整改提升，深入推进“厕所革
命”。

记者在新光社区的新公厕内看
到，一块崭新的智能LED屏中能精
确显示当日公厕使用人次、公厕内温
控以及节水量，内部的智能灯控能够
让空余位置一目了然，公厕内的小便
器可以自动感应出泡沫，具有除臭、

抑菌功能。每个公用洗手台上还安
装了一面带有LED补光灯的化妆
镜，可满足爱美女性的化妆需求。除
了必要的相关设施设备，这座公厕还
添设了第三卫生间、休息区等，可以
方便特殊人群的如厕需求。旺庄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街道大
力推进公厕建设，2019年至今已新
建公厕4座，改建公厕16座，辖区内
公厕环境和设施设备得到极大提升
和完善，今年还将持续改建公厕12
座，新建一类公厕1座。

无独有偶，硕放街道新硕社区
最近也新建了一座灰墙白顶的“江
南风”公厕，有效解决了附近居民

“如厕难”问题。社区有关负责人
说，厕所改造项目启动前，社区通过
召开居民代表座谈会、入户填写调
查问卷等方式，将居民们提出的意

见建议融入到公厕改革的设计方案
中，比如周边老人较多，在公厕改造
中安装了无障碍扶手、无障碍坐便
器，提升了厕所的照明度，增加了一
条轮椅坡道等，这些人性化建议都
被采纳了。如今新硕社区4座老旧
公厕已全部完成提升改造，实现了
500米内全覆盖。

小厕所，大民生。公厕建设管
理水平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志，更是城市环境形象的对外窗
口。新吴区城管局人士表示，为深
入推进“厕所革命”，新吴区不仅对
全区公厕进行摸排整改，还将成立
厕所开放联盟，化解局部地区环卫
公厕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等问题，巩
固落实长效管理，提升如厕文明，树
立文明新风，让小公厕不再成为群
众如厕大难题。 （刘丹）

新吴区列“公厕清单”，对3575个点位进一步排查

督促推进“厕所革命”

看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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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年的4月20日至26
日是江苏省“爱鸟周”活动时间，今年
的“爱鸟周”已是第40个。昨日，记
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4月
18日上午8点，我市将在大溪港湿
地公园组织一场线上“云观鸟”活动，
邀请观鸟达人和博物专家现场分享
鸟类科普知识，与网友开展互动。

“去年受疫情影响，我市在梁鸿
湿地组织了首场线上‘云观鸟’活动，
没想到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线
观看人数超过3000人。”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人士介绍，“云观鸟”就是由
观鸟爱好者通过专业镜头蹲点观测
野鸟活动身影，并同步进行网络直
播。此举可免去观鸟“入门者”在现
场不能及时寻找到野鸟的苦恼，也特
别适合给孩子进行观鸟启蒙。此次
网 络 直 播 地 址 为 https：//live.
bilibili.com/22137275。

鸟类是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晴
雨表”。目前，我国拥有鸟类1400多
种。无锡地区鸟类资源极为丰富，据
我市观鸟爱好者统计，无锡有记录的
鸟类已达350种以上。今年2月5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
联合发布公告，调整了《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新出台的名录新
增了大量物种，也对原名录中部分动
物种类进行了升级。根据这一最新
名录，无锡境内记录到的国家级保护
鸟类达到72种。一些猛禽，如凤头
鹰、红隼，还有些水鸟，如水雉、黑颈
等国家级保护鸟类在锡相对较
为常见。

去年，无锡鸟类记录再添“新
丁”。我市观鸟爱好者共记录到新增
鸟类10种。如在长广溪湿地出现的
西方秧鸡、堪察加柳莺，贡湖湾湿地
观测到的琉球山椒鸟、栗头鹟莺，宝
界山记录到的斑尾鹃鸠，白旄湾观测
到的大滨鹬、白头鹀，太湖出现的白
额鹱等，均为无锡鸟类新纪录或是近
几年来在无锡出现的罕见鸟种。其
中，主要栖息于海岸、河口沙洲及附
近沼泽地带的大滨鹬还是濒危鸟
种。接二连三的新发现，都表明近年
来我市生态环境逐渐向好，鸟类栖息
地得到有效保护，鸟类多样性逐步提
高。 （王怡荻）

我市境内记录到的国家级保护鸟类达72种

周日与专家一起“云观鸟”

本报讯 昨日，市疾控中心发布
2020年无锡市癌症发病和死亡情
况，去年全市共有1.98万人新诊断为
癌症，肺癌、肠癌、胃癌位居发病癌种
前三位，近10年来我市居民肺癌、肠
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死亡水平呈不
断上升趋势，肝癌、食管癌死亡呈下
降趋势。

恶性肿瘤已连续12年位居我市
居民死因的第一位。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全市共有1.19万人死于癌
症，即平均每天33人死于癌症；死亡
前三位的癌种分别是肺癌、胃癌、肠
癌。2020年全市共有1.98万人新诊
断为癌症，即平均每天有55人诊断
为癌症；发病前三位的癌种分别是肺
癌、肠癌、胃癌。从总体上看，男性恶
性肿瘤发病和死亡水平均高于女性，
自40岁开始，无锡市居民恶性肿瘤
发病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自50岁
开始，居民恶性肿瘤死亡水平呈快速
上升趋势。不同年龄人群重点癌种
有所不同，15-44岁青年人群死亡
前三位癌种为肝癌、胃癌和肠癌，发
病前三位分别为甲状腺癌、肺癌和乳
腺癌；45-64岁中年人群死亡前三位
癌种分别是肺癌、肝癌和胃癌，发病
前三位癌种是肺癌、肠癌和胃癌；65
岁以上老年人群死亡和发病前三位
癌种均是肺癌、胃癌和肠癌。

从近10年的监测数据来看，我
市居民肺癌、肠癌和前列腺癌的发
病、死亡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肝癌、

食管癌死亡呈下降趋势。“无锡市的
癌症死亡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在近
几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市民的防癌
意识在提高，癌症诊疗水平在提升，
肿瘤综合防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璐说，通过改变
不健康生活方式，1/3的癌症可以预
防，要及时关注身体出现的危险信
号，40岁以上的人群应定期体检，规
范的防癌体检能发现大多数的早期
肿瘤。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常见恶性肿
瘤诊断时早期比例不断上升，从
2017年的15.79%上升到2020年的
27.38%，这是政府有力推动癌症防
控、专业机构积极防治癌症、市民防
癌意识不断提高的结果。近年来，我
市积极推进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工
作，全市肿瘤规范诊疗水平显著提
升。在省内率先开展企业退休人员、
老年人12种肿瘤标志物免费筛查，
连续11年实施妇女宫颈癌、乳腺癌
免费筛查项目，服务540万人次。得
益于肿瘤防治水平的不断提升，全市
癌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我市被国家癌症中心列为肿瘤全链
条全周期筛查试点地区。

今年4月15日到21日是第27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昨天，由
无锡市卫健委主办，市疾控中心承
办的第27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无锡启动仪式暨大型专家义诊活
动在金城湾公园举行。 （逯恒贞）

常见恶性肿瘤诊断时早期比例从2017年15.79%升至2020年27.38%

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效果显现

本报讯 沈安娜和她的先生、无
锡荡口人华明之是无锡走出去的一
对红色特工伉俪。昨天，以隐蔽战线
共产党人沈安娜、华明之为原型创作
的大型锡剧《蝶恋花·沈琬》在市锡剧
院开排，该剧将于5月下旬搬上舞
台，献礼建党百年。

沈安娜原名沈琬，泰兴人，速记
每分钟两百字，能力超凡，性情温婉
内敛，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秘密情
报员。潜伏14年没有暴露，最后还
能全身而退。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电影《谍战玫瑰》的主人公原
型，沈安娜的曝光率比华明之高。但
当年，如果没有他们夫妇二人一个在
台前、一个在幕后的密切配合，长期
潜伏在敌人心脏斗智斗勇，谁都难以

完成上级交给的重任。把这对红色
特工伉俪的传奇故事用锡剧演绎，还
是第一次。

《蝶恋花·沈琬》的创作得到了中
国剧协等部门的支持，充分肯定该剧
根植一方、独辟蹊径。该剧由国家一
级编剧落梅执笔，上海昆剧团艺术创
研部主任、导演俞鳗文执导。演出阵
容以锡剧新生代为主。锡剧“梅派”
新一代传人、国家一级演员蔡瑜饰演
沈琬，锡剧“彬彬腔”第三代传人、国
家二级演员王子瑜饰演华明之。

“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无锡市
锡剧院院长蔡瑜表示，此剧将为广
大青少年打造一台生动的“文艺党
课”。 （张月）

演绎无锡走出的红色特工伉俪

原创锡剧《蝶恋花·沈琬》开排

本报讯 昨天，52名来自黄巷
街道机关、社区的年轻干部和“两
新”组织的团员青年相聚新华书店
图书中心三楼廉政书屋，共同见证

“巷上青年研学社”的成立。黄巷街
道“巷上青年研学社”，将为“巷上青
年”提供学党史、悟初心、话使命、强
担当的学习平台。

“我是2019年7月由梁溪区黄
巷街道派驻循化县道帏乡的扶贫干
部陆超。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带着
责任去走访，带着感情去倾听，用真
情打动人，用政策吸引人，针对每家
贫困户的困难提出具体可行的方
案，打消了俄家村人赴锡务工的后
顾之忧。”“巷上青年研学社”成立仪
式上，扶贫干部陆超、支教老师赵廷
章、退役军人周进三本“真人图书”

依次被“打开”，为青年们答疑解惑，
让青年们深切体会到榜样就在身边
（如图）。

据了解，研学社从青年教师、扶
贫干部、社区书记典型中遴选了七位
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较高、个人
事迹突出的优秀青年，组建成立讲师
团，通过用青年人的语言引导青年学
习、分享学习心得，引领更多青年干
部担当时代使命、矢志艰苦奋斗。

当天，黄巷街道还发布了为巷
上青年量身打造的人才培养——

“巷翼”计划，将通过“孵化”“留巢”
“丰翼”三个阶段，让街道青年学好
“立志为民第一课”、走好“干事创业
第一步”、站好“服务发展第一岗”，
为街道跨越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张月 图文报道）

老城厢成立“巷上青年研学社”

“真人图书”为青年送干货

本报讯 即将施行的《无锡市
湿地保护条例》确定每年四月的第
三周为“无锡市湿地保护宣传
周”。在我市首个湿地保护宣传周
启动之际，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获悉，位于无锡太湖国际旅游
度假区污水处理中心西南侧的马
山西太湖湿地公园项目将于今年
11月完工。项目建成后不仅将成
为目前我市最大的尾水生态湿地，
还将通过湿地景观的精心营造，成
为马山的“城市客厅公园”，丰富市
民的休闲体验。

西太湖湿地公园一期占地面
积 54624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3200万元。整个湿地公园由引水

池、曝气池、饱和流湿地、表面流湿
地、半饱和流湿地和稳定塘等构
成。度假区污水处理中心党支部
书记杭元春说：“度假区污水处理
中心去年完成提标改造后，总污水
处理规模在3万吨/天，出厂水质相
当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 IV
类，经过湿地净化后，水质将进一
步提升，优于IV类水标准（总氮除
外）。”他带记者来到出水口，只见
现场正进行提升泵的施工。据他
介绍，原先尾水达标后直接排入周

边峰影河。项目建成后，达标
尾水将由提升泵引流

至湿地区域再排入河道。“美人蕉
等水生植物最喜欢以氮磷为‘食
物’，尾水经过各类水生植物及滤
料净化后，水质将再上一个台阶。”

站在项目施工地点向北望去，
可以看到宜马快速通道工程的预
制件加工中心厂房。“西太湖湿地
离宜马快速通道马山入口不到一
公里距离，独特的交通枢纽地理位
置，也赋予了项目更高的景观节点
打造要求。”杭元春透露，湿地东边
规划建设一个游客集散中心，今后
前往灵山、拈花湾游玩的市民都可
以在此停车、歇歇脚。为此，项目
设计充分考虑了旅游休闲功能，计

划种植香樟、广玉兰、女贞、水杉等
乔木，莲类、荷类、菖蒲等水生植
物，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打造水
岛错落、层次丰富的湿地景观。湿
地公园内还设有富有韵律的步道
空间、自行车道和蜿蜒曲折的亲水
栈道等，使其成为马山又一处景色
宜人的生态观光旅游景点和生态
宣教科研基地。

据悉，今年我市计划完成湿地
生态修复1000亩，并将结合闲置
地绿化、美丽河湖岸线景观提升等
工作，为市民打造更多“家门口”的
生态廊道和“绿肺”。太湖国际旅
游度假区计划将该湿地申报为湿
地保护小区，完善保护措施，为当
地水鸟的繁殖栖息和度假区的建
设营造良好环境。 （王怡荻）

我市最大尾水生态湿地打造“城市客厅公园”

西太湖湿地公园年底建成

无锡最新“癌情”发布

昨天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无锡市一中高一（9）班的班会课上，生物、
化学、思政、地理和技术五科老师同台，从国土、粮食、信息等学生生活的多方面入
手，生动介绍如何筑牢国家的安全屏障。 （陈春贤 摄）

上接第1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
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
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
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
大飞跃，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
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
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
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
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
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
坚持、永不动摇。

文章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
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
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永远保持建党时
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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