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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6 月 22 日 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 月 23 日 南阳市教育局

6 月 21 日，南阳市房产服务中心党
委委员、副主任张春丽带队值班行风热
线节目， 重点介绍我市维修资金的归
集、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内容，回应市民
关注的物业费收取、业主委员会成立流
程等问题。

行风反馈
1.居住在一楼，不使用电梯，可以不

缴纳物业费吗？
市房产服务中心回复：小区的物业

服务费一般包括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
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物
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
行、维护费用；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
费用； 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物
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办公费用；

物业管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
用；经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 273 条规定：业主对
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
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
不履行义务。 综上，不乘坐电梯不应成
为不缴物业费的依据。

2.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流程是什么？
市房产服务中心回复： 符合成立业

主大会条件的建设单位或者 10 人以上
业主联名可以申请成立首次业主大会筹
备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
收到申请后 30 日内组织成立首次业主
大会筹备组， 并自筹备组成立之日起60
日内组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③5

中学生睡不够是常态，小学生睡不够也不少见
连日来， 记者将相关调查

问卷发布到多个晨报小记者
群和家长群， 截至发稿时，共
有 100 多位小记者和家长参
与此次调查。

考虑到高中生、 初中生所
面临的升学压力， 他们的睡眠
情况跟记者之前预想的差不
多：参与调查的初中生群体，每
天睡眠时长均低于 8 个小时。
原本以为小学生们的睡眠时长
应该还不错， 但调查结果令记
者颇为意外： 在参与调查的小

学生群体中， 睡眠时间基本达
标的比例仅占 33.82%， 偶尔不
能睡够的占 20.59%， 经常不能
睡够的占 33.82%， 完全不能睡
够的占 11.77%。

孩子们睡不够觉的主要原
因有哪些？ 在这道多选题中，选
择课内学业负担较重、 学习效
率不高两项原因的人数遥遥领
先， 紧随其后的是晚睡等不良
生活习惯影响、 课外兴趣班辅
导班占时间。

与问卷一并提交的还有来

自家长们的吐槽。“别的孩子都
在学， 哪个家长敢放心让孩子
睡够 9 个小时。 ”一位初中生的
家长说， 看着孩子晚睡也很心
疼，但是没有办法。 不少小学生
的家长则因为孩子写作业“磨
洋工”而抓狂。“晚上回到家就
开始写作业， 一写就是几个小
时。 写作业时，要么时不时发会
儿呆，要么大人说话他插几嘴，
一会儿要上厕所， 一会儿找东
西吃，你说愁不愁人。 ”一位小
学生的家长无奈地说。

我市两名学生

省级书法大赛获奖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静 王星）

6 月 19 日， 首届河南省中小学生禁毒主题硬
笔书法大赛评选结果出炉， 我市两名学生获
得二等奖。 这两名获奖学生是：市六小五年级
学生张懿霄、 邓州市穰东实验学校五年级学
生丁丹阳。

为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向纵深
发展，河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教育
厅、 河南广播电视台于今年 4 月在全省中小
学校开展“拒绝毒品花朵向阳”系列禁毒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暨首届河南省中小学生禁毒主
题硬笔书法大赛。 我市这两名学生参加硬笔
书法比赛并获奖， 充分展示了我市禁毒宣传
和书法艺术教育成果。

近年来， 我市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 在全市中小学深入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
动，通过举办书法比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宣传
形式，宣传毒品对人类的危害，教育中小学生
远离毒品，健康成长；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活
动，教育家长远离毒品，净化社会环境。 ③5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 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小时

快来看看 你家孩子睡够了吗
□本报记者 张婵 文/图

市中心医院

关爱学生脊柱健康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6 月 21 日，记者从

市中心医院获悉， 南阳市儿童青少年脊柱弯
曲异常筛查公益活动启动。

教育部指出， 将脊柱侧弯曲异常纳入学
生常见病监测网络，争取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早治疗。 为此，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
中心医院等单位联合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康复医学分会， 开展南阳市儿童青少年脊柱
弯曲异常筛查公益活动。

活动由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魏艳
霞带队，负责完成全市中小学生筛查工作。 活
动得到郑大五附院教授解益和河南省人民医
院教授杨光等专家的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时
间为 6 月 18 日至 7 月 10 日， 先从市直学校
开始，将覆盖全市所有学校。 筛查结果将在筛
查 2 天后通知家长， 有问题的孩子需到市中
心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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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要保证睡眠时间充足，更要保持早睡
从提交的问卷来看，睡眠不

足造成孩子们上课打瞌睡、注意
力不集中、影响白天学习、影响
免疫力的情况不在少数。

“睡眠对健康的影响很大。
保证健康睡眠， 不仅要保证睡眠
时间充足，更重要的是保持早睡，
晚上入睡时间最迟不要超过 11
时。”市中心医院儿童门诊主任陈

芳说，评判儿童健康状况，通常要
从营养均衡是否合理、 运动量是
否足够、 行为是否健康三个方面
进行，其中睡眠包含在行为当中。
睡眠不够的孩子可能出现生长速
度减慢、大脑发育跟不上、注意力
不集中、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
情绪不佳、烦躁等问题。

不过，睡眠时间存在个体差

异，有些学生睡够了“睡眠令”要
求的时间，但对他们而言还是睡
眠不足，有些学生睡眠时间达不
到“睡眠令”要求，也并不影响他
们的健康状态。 因此，家长们不
要一看到孩子睡不够“睡眠令”
要求的时间就很焦虑，可以找专
业医生咨询，科学评判孩子的睡
眠时间是否合理。 ③5

小学生能否睡够 10 小时情况调查

日前，教育部连续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学
前、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
近视防控指引》 等文件，规
定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的睡眠时长。 根据不同年
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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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记者在晨报小
记者及家长群中进行了调
查，发现大多数中学生睡不
够是常态，而小学生睡不够
也不少见，睡不够除了因为
学业负担重，还有一个突出
原因则是学习效率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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