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4月2日从教育部了
解到， 为保证中小学生享有
充足睡眠时间， 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教育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
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中
小学生必要睡眠时间， 并为
此对作业、校外培训、游戏等
管理作出规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介绍，通知提出了3个
“重要时间”： 一是必要睡眠
时间。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
应达到10小时， 初中生应达
到9小时， 高中生应达到8小
时。二是学校作息时间。小学
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
学校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
校， 有条件的应保障必要午
休时间。三是晚上就寝时间。
小学生一般不晚于21:20，初
中生一般不晚于22:00，高中
生一般不晚于23:00。

他介绍，2020年12月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相关监

测显示，小学生、初中生平均
睡眠时长分别为 9.5小时和
8.4小时， 不同程度存在睡眠
不足问题。

“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
要为学生睡眠让路。” 吕玉刚
说，在作业方面，小学生要在校
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 中学生
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
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
未完成作业的， 家长应督促按
时就寝不熬夜，确保充足睡眠。
教师要对此进行针对性分析，
加强辅导， 如有必要可调整作
业内容和作业量。 在校外培训
方面， 校外线下培训结束时间
不得晚于20:30，线上直播类培
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不
得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作业
练习、 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
布置作业。 各地教育部门要按
照管理权限， 会同相关部门采
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 确保每
日22:00到次日8:00不得为未
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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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日上午
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
调，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参加
义务植树， 就是要倡导人人爱绿
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 让大家都
树立起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责
任意识，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

要从小培养
劳动意识、热爱劳动

春风拂绿，万象更新。上午10
时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集体乘
车， 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温榆
河的植树点， 同首都群众一起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

这是一片面积约320亩的开
阔地，原有多家沙石料厂、废品回
收站等。近年来，经过拆迁治理和
环境整治， 这里正在规划构建水
绿融合、生物多样、生态惠民的生
态空间。

习近平一下车，就拿起铁锹
走向植树地点。 正在这里植树
的干部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
热情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
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北京市、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
及首都干部群众、 少先队员一
起忙碌起来。

油松、矮紫杉、红瑞木、碧桃、
楸树、 西府海棠……习近平接连
种下6棵树苗。他一边同少先队员
提水浇灌， 一边询问孩子们学习
生活和劳动锻炼情况， 叮嘱他们
要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热爱劳动，
勤劳是人的基本素质。 等你们长
大了，祖国将更加富强。你们要注
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既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又要做到身体
强、意志强，准备着为祖国建设贡
献力量。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
大家一起扶苗培土、拎桶浇水，气
氛热烈。

美丽中国建设
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新种下的树苗，迎风挺立，生
机勃勃。植树期间，习近平对在场
的干部群众表示， 今年是全民义
务植树开展40周年。40年来，全
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锲而不舍，
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多， 城乡人
居环境越来越美， 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同时，我们
也要清醒看到， 同建设美丽中国
的目标相比， 同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相比， 我国林草资源总
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仍然突出，
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习近平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个重要特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
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
和呼声。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中华文明积累了
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新发展阶
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 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
努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我们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
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
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美丽中国建设
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美丽中
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
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
要深入开展好全民义务植树，坚持
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
与，加强组织发动，创新工作机制，
强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激发全社会
参与义务植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履行植树义
务，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呵护好
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好祖国的绿
水青山，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参
加植树活动。 ■据新华社

围绕近期出现的几起诋毁英
雄烈士案件，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
李蓓4月2日通报， 公安机关将始
终保持对诋毁、贬损、侮辱英雄烈
士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
强力震慑， 坚决维护英雄烈士的
名誉和荣誉， 坚决守护和捍卫英
烈尊严。

近期，江苏南京、北京海淀等
地公安机关对网民“辣笔小球”、
潘某等人在网络上歪曲事实、诋
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等违法
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3月
26日， 北京东城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了在网上发布丑化英雄烈
士言论的犯罪嫌疑人许某怡。

“尊崇英雄、缅怀英烈、捍卫历

史， 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李蓓说，英雄不容亵渎，任何诋毁抹
黑英雄烈士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
地， 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当天在京举办的公安部新闻
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新中国成
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有1.6万
余名民警因公牺牲，30余万名民
警因公负伤。今年1月至3月，全国
又有51名公安民警和13名辅警
牺牲，其中最小的仅有23岁。

发言人李蓓表示， 深切悼念
缅怀所有为人民公安事业献出宝
贵生命的公安英雄， 向他们的亲
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英雄不容亵渎
公安部将持续打击诋毁英烈等违法犯罪行为

作业要为睡眠让路
教育部发文要求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提出了3个“重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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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管理办法，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
教育部2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 为建立中小学生课

外读物进校园的“防火墙”，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生课外读
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明确标准要求，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
程序。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介绍， 管理办法明确了国
家、地方和学校在课外读物进校园中的管理职责及其管理
边界，将进校园课外读物的推荐权赋予学校，将其他渠道
进校园课外读物的管理责任压实到学校。 管理办法提出，
坚持方向性、全面性、适宜性、多样性和适度性的推荐原
则，要求符合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读性强和启智增慧的
推荐标准，列出不得推荐或选用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12
条负面清单。 ■据新华社

4月2日，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 、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 赵乐际 、
韩正、王岐山等来到
北京市朝阳区温榆河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
动。 这是习近平同大
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 图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
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 明确，2022年年底
前，有序完成2020年已到安全鉴
定期限水库的安全鉴定任务；对
病险程度较高的水库， 抓紧实施
除险加固； 探索实行小型水库专
业化管护模式。2025年年底前，
全部完成2020年前已鉴定病险
水库和2020年已到安全鉴定期
限、经鉴定后新增病险水库的除
险加固任务；对“十四五”期间每
年按期开展安全鉴定后新增的
病险水库， 及时实施除险加固；
健全水库运行管护长效机制。

《通知》要求，要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 强化部门监督指导
责任。 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
所属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负总责， 要将水库除险加固和
运行管护工作纳入“十四五”规
划和相关计划以及河湖长制管
理体系。 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
查，落实地方资金投入责任，健
全市场化机制，带动地方投资和
民间投资。水利部要健全规章制
度和技术标准，加强对水库除险
加固、运行管护和资金使用管理
等工作的指导、 监督和考核；能
源、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要结合
各自职能，切实加强对所管辖水
库的监督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负责安排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
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部负责安
排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维修养
护中央补助资金。

《通知》强调，要健全责任
追究机制。由水利部牵头负责，
制定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工作问责办法， 明确责任追究
主体、内容、程序等，完善监督
保障措施。坚持“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据新华社

国办通知加强水库
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