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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4日讯 水管老化致
水漏、水损大，无人承担；小区无
人管理， 业主不知往哪交水费被
停水……3月28日，三湘都市报就
老旧小区“水事”之困进行了报道
（详见本报3月28日深读周刊）。
为保障市民正常用水需求， 记者
近日从长沙水业集团了解到，长
沙水业集团计划于今年内在全市
完成28个老旧市政管网和小区庭
院管网改造项目， 改造创建14个
省级标准化二次供水泵房， 解决
近10万户居民用水难题。

有效改善老旧管网
“跑、冒、滴、漏”现象

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
供水设施使用年限的增加， 部分
老旧城区的供水管网逐渐老化，
存在爆管、 漏损等较大的安全隐
患。2020年4月10日，湖南省印发
的《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纳入民生实事重点
项目。

长沙燕子岭社区共有44栋居
民楼2000余户居民，2020年10月
小区完成老旧小区庭院管网改造
之前， 居民日常用水常常出现用
水高峰期因水压不足导致家中无
水的情况。 庭院管网改造完成之
后， 燕子岭社区的居民再也不用
错峰用水、提水上楼了。

长沙水业集团结合节水型城
市创建及保障市民正常用水需
求，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老旧
管网改造工作。 通过一系列摸排
分类， 今年计划在全市完成28个
老旧市政管网和小区庭院管网改
造项目，有效改善老旧管网“跑、
冒、滴、漏”现象，确保所有管网运

行安全，保障水质安全。

持续推进
二次供水泵房改造

面对二次供水管理主体缺失
会造成的水质风险， 长沙水业集
团目前积极接管二次加压小区泵
房共计1284个，均按照高于《国家
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进行日
常维护。

为进一步提升供水设施建设
水平以及运行效率， 长沙水业集
团计划于今年内， 在全市范围内
改造创建14个省级标准化二次供
水泵房。 改造后的二次供水泵房
按照日巡、 月巡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定期监测，并安装了安防系统、
设置了温湿度传感器，增加通风防
震系统、排水防淹系统，泵房内的所
有数据都通过智能采集终端，实时
接入二供泵房管理平台，24小时确
保用户的二次供水安全。

3年内天心区1.2万农村群众
将喝上“放心水”

在长沙暮云片区， 受地理位
置及资金投入大等因素影响，该
区域大部分住户一直未通上自来
水， 家家户户饮用水均需开车到
几公里外的湘潭昭山运输。

2021年3月， 长沙水业集团
下属供水公司与天心区政府签订
《天心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
设项目合作协议》，全力助推自来
水管网建设等与周边区县农村地
区“一体化”，彻底解决当地居民
异地拖水，用水难的问题。预计三
年内，天心区1.2万农村群众都能
喝上“放心水”。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王帅 翟黎

孩子上学后，除了学习成绩，让父母焦虑的，
还有孩子的睡眠时间。近日，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生
睡眠时间要求，要求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
学生睡眠“让路”。那么，当孩子的睡眠时间与学习
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办？长沙部分学校又是如何
保障孩子的睡眠？4月4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本报4月4日讯 为防止问题
读物流入校园，近日，教育部印发
了《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
理办法》（下称《办法》），首次明确
了管理边界， 将课外读物界定为
除教材和教辅之外的、 进入校园
供中小学生阅读的正式出版物
（含数字出版产品），同时，还明确
了国家、 地方和学校在课外读物
管理中的管理职责， 以及课外读
物自愿购买原则和其他渠道进校
园课外读物的管理要求。

此外，《办法》 还列出了不得
推荐或选用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
的12条负面清单。包括：违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丑化党和国
家领导人、英模人物，戏说党史、
国史、军史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
益的，有反华、辱华、丑华内容的；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
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的内容，宣
扬宗教教理、教义和教规的；存在
违反民族政策的内容， 煽动民族
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
或者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宣
扬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
无主义等错误观点， 存在崇洋媚
外思想倾向的； 存在低俗媚俗庸
俗等不良倾向，格调低下、思想不
健康，宣扬超自然力、神秘主义和
鬼神迷信，存在淫秽、色情、暴力、
邪教、赌博、毒品、引诱自杀、教唆
犯罪等价值导向问题的； 侮辱或
者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存在科学性错误的；存在违规
植入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及
不当链接， 违规使用“教育部推
荐”“新课标指定”等字样的；其他
有违公序良俗、道德标准、法律法
规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记者 杨斯涵

教育部：作业、校外培训和游戏都要为睡眠让路 学校呼吁：保证睡眠才能提高学习效率

落实“睡眠令”，长沙有学校“查岗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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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教育部发布
“睡眠令”， 明确了中小学上
课作息时间。其实，在湖南，
关于中小学生的睡眠问题早
已得到了重视，2016年，湖南
出台《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标准》，要求保证每天小
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
眠……

“只有保证孩子充分的
睡眠时间， 才能让他们聚精
会神地学习新的知识。”在长
沙市中雅培粹学校副校长曹
志鹏看来， 导致中小学生睡
眠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孩子的课外压力过大是
重要原因。他告诉记者，其实
学校布置的作业都经过老师
权衡过，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但家长给孩子频繁“加餐”，
不是课外的英语、奥数班，就
是作文班， 这导致他们不能
拥有充足的睡眠。“为了监督
孩子早点睡觉， 学校部分班
主任会进行抽查， 晚上11点
左右， 我们会选择几名学生
家长进行视频通话， 看看孩
子是否已经入睡。”

无独有偶， 在长沙市周
南秀峰学校， 为落实学生睡
眠时间问题，学校实施“睡眠
打卡”，“我们会要求家长对
孩子的睡眠时间进行签字打
卡。”该校教学副校长吴翠英
也认为， 孩子之所以不能拥
有充足的睡眠， 归根结底就
是“学习”二字，因此，学校规
定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任何书
面作业， 其余年级作业不得
超过规定时限。同时，学校还
定期下发调查问卷， 对孩子
的课后作业量、 课后体育锻
炼时间、睡眠时间进行摸底，
根据摸底数据进行减负提
质。

“满足中小学生生长发
育必要的睡眠和休息， 这样
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
曹志鹏表示， 充足的睡眠时
间是学生取得良好成绩的重
要保障， 以牺牲睡眠时间来
增加作业负担或进行校外补
课， 并不能有效促进学生成
绩的提升。他呼吁，学校应适
当减少作业量， 帮助学生提
高学习效率； 家长也不要舍
本逐末， 为了上补习班而影
响了孩子的睡眠。

■记者 杨斯涵

“上学期间，孩子的睡眠
时间不太够， 只能用周末的
时间让他补觉。”4月4日，在
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附
近，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带
着孩子上辅导班的家长，大
家纷纷表示， 虽说学校布置
的家庭作业不多， 但是每当
家长交流经验时， 就会开始
焦虑， 生怕自家孩子不上课
后辅导班就会落后。

“周一上钢琴课，周二上
舞蹈课，周三上声乐课，周四
上数学课……周一到周五，
孩子每天上完校内‘课后服
务’ 后， 还要参加校外兴趣
班。” 袁丽的孩子上三年级，
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 她和
孩子商量着报了5门校外兴
趣班，她告诉记者，这些兴趣
班都是孩子自己提出来的，
所以不用担心孩子“抗拒”，
但是这些课程占用了很多休
息时间， 导致孩子根本没有

办法在9点半前入睡。
袁丽给记者算了一下时

间： 孩子下午下课回家就快
到晚上6点，吃完饭后去上兴
趣班，大概到晚上8点左右回
家，再弹会钢琴，复习会当天
的功课， 基本就到9点半了，
“还好学校作业布置比较少，
孩子在‘课后服务’时间就能
将作业完成。”袁丽说，孩子
一般是早上7点起床，为了让
孩子的睡眠保证在10小时左
右， 每天中午她都会要求孩
子睡足一个小时， 这样才不
会影响到下午上课。

“大概每天能睡六七个小
时吧。”高二学生李明奇说，虽
然老师有控制作业的量，但是
很多作业需要查资料，这样就
会占用很多时间，而参加校外
培训班也是为了让成绩更好，
“在外补习的主要是数学和英
语，我要是不去上的话，怕跟
不上同学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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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越缺觉，学业负担成主因

保证睡眠，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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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长沙28个老旧小区
10万户居民将告别用水难
3年内天心区1.2万农村群众将喝上“放心水”

4月4日，游客在省
植物园赏花游玩。 清明
假期， 许多市民亲近自
然， 踏青赏花， 游园赏
景，乐享假日。

何红福 摄

踏青赏花
享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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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2类书籍
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