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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让宁波河水 起来活然 地 处 江 南 水
乡，但宁波缺水

是个始终绕不开的难题。
由于流域水系自成体系、
过境水量少，以及人口稠
密等因素，多年来，宁波

“水压力”一直很大：平
均降雨量 1517mm，全市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75
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仅为浙江省平均水平的
57% 和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50%，是水资源短缺的城
市之一，属典型的丰水地
带的缺水型城市。特别是
近几年，宁波市生态环境
用水逐年增加，全市每年
环 境 用 水 在 2.4 亿 吨 以
上，但水利部门在正常情
况下提供环境用水量仅1
亿吨/年，这对河道水体
的改善作用十分有限。以
鄞州区有些河道为例，没
有可调控的优质水源，河
网水流也存在整体不畅
的弊端，夏季到来时突
发性区域水质恶化现象
时有发生。因此河网补
水是改善和维护城区河
网水质最为直接和有效
的措施之一。

2013年4月，市城管
局决定，将再生水作为河
道环境补水水源之一，由
市供排水集团下属排水公
司联合市内河管理处启动
再生水回灌河道试点项
目，其间保持一周2次的
频率开展水质情况监测。
在各类数据的积累基础
上 ， 2015 年 正 式 实 施
《再生水作为环境用水应
用研究与示范》项目。近
期，记者从市供排水集团
获悉，该项目今年取得了
重大突破，各项水质指标
优于地表Ⅳ类标准，达到
改善和维护河网水质的目
的。

陆家河 1000 多米长，平均宽
度 10 米左右，边上是陆嘉家园和
波波城两个大型小区。水质好
坏，对周边居民影响挺大。

俞阿姨是波波城社区的老居
民，“以前陆家河的水质也不错，

和附近的桑家河比要好上不少。
但 2013 年的时候，浮萍很多，河
面全被盖满了，水质影响很大。
听孩子说，这叫富营养化污染。
那之后，鱼也少了很多。”

笔者走到陆嘉家园大门口附

近的桥上，陆家河从桥下流过。
映入眼帘的是河里那绿意盎然的
水生植物。特别是离小桥不远处，
一大片粉色的睡莲衬着碧绿的荷
叶颇有江南韵味，还有芭蕉、水草
等相映成趣。水面不时激起阵阵涟
漪，鱼儿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

俞阿姨说：“这里今年水清
了，鱼也比以前多很多。”

陆家河“喝”上宁波头口再生水

“陆家河水质各项指标都比较
优，其中化学需氧量、pH值、溶
解氧、氨氮等主要水体数据已经
符合地表Ⅳ类水标准。”昨天，市
排水公司检测员韩霞拿出了一份
水质检测数据，“我们从 2013 年
起，就对陆家河的水质着手检
测，当时，这里的水质数据显
示，总氮、总磷等数据都不满足
地表Ⅴ类水标准，是一条劣Ⅴ类
水河，而从目前的水质检测数据
看，各项水质数据都有明显好
转。”

这主要归功于再生水在改善
城市水环境中的作用。再生水回

灌河道试点项目以江东北区污水
处理厂再生水出水作为水源，采
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生
产工艺，经过深度处理将生活污
水变成优于排放标准的“产品
水”。再生水经过提升回灌至城市
内河陆家河河道，不仅极大地促
进区域河网水系的流动，而且该
项目还在河道内进行了生态涵养
活化，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水的自
然性状。

为使污水厂再生水出水标准
与地表水标准有机衔接，实现

“产品水”向“近自然水”过渡，
项目还在陆家河新建了 2 万平方

米的生态涵养区，利用河道生态
系统对水体进行再生涵养，通过
生物滤床-微纳米气泡活化-水生
态构建，集成沉水植物栽培、漂
浮植物固定等多项水处理与生态
修复技术的相辅相成，以地表Ⅳ
类水为目标，恢复水体活性，确
保再生水回用河道应用的生态健
康安全。

为顺利推进再生水回灌河道
试点项目，江东北区污水处理厂
提高了再生水的生产工艺标准，
在污水处理环节上，投加化学除
磷药剂 （降总磷）、投运内回泵系
统 （提高脱氮效果）；在再生水生
产环节，改漂白粉溶液投放为二氧
化氯溶液投放（更好地杀菌、漂
白），强化了对各类病原体的消杀。

一组给力的水质数据

市城管局“五水共治”办公室
调研员张惠东表示：“对再生水作
为环境用水的应用进行研究与示
范，将有效推动城市缓解水资源
短缺问题的进程，且恢复‘天然
活性’后的再生水，对改善地表
水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对
其他水质性缺水、资源性缺水的
城 市 环 境 用 水 需 求 具 有 重 要 示
范、推广意义。”

据宁波水务专家介绍，再生水
成为环境用水将产生“绿色”效
应，不仅能有效增加城市水供给
量，更能优化宁波市的分质供水体
系，改变传统的“开采—利用—排
放”资源利用模式，逐渐形成一个

可观的再生水制水-输水-售水的
新型水产业链。而且，在科学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和合理的水资源价格
体系下，还将创造更大的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

据记者了解，随着今年 11 月
江东北区污水处理厂整体升级改造
项目的开工，MBR 膜工艺、反硝
化深床滤池等应用，将进一步提高
出水水质，各项指标达到地表准Ⅳ
类水标准，让再生水水质更优，供
水量也将扩大到 5 万立方米/天，
使再生水在城市水体的比重进一步
增加，并逐步延伸到宁波全市，让
老百姓真切体会到“五水共治”带
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再生水成为居民身边的清泉

虽

清澈的再生水清澈的再生水

恢复活力的陆家河恢复活力的陆家河，，围绕着波波城社区围绕着波波城社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薛丛川） 记者昨天从鄞州区教育局
获悉，该区出台新的中小学作业管
理规定，提出了中小学教师作业布
置的要求。规定提出，要控制作业总
量，晚上超过 10时学生可不做完作
业；积极实施作业分层，学生可自主
选择相应层级作业；批改作业是教
师职责，严禁要求家长批改。

控制作业总量，晚上
超10时可不做完作业

在总量控制方面，以班级学习
中等生为参照，规定小学一二年级
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但可布置不
超过 30 分钟的听说型、活动型作
业。三至五年级书面作业一般控制
在每天 1.5 小时以内，鼓励适当布
置阅读型、实践型、游戏型作业。

初中段，六七年级书面作业一
般控制在每天 2小时以内，八九年
级家庭作业一般控制在每天 2.5 小
时以内。各学科可根据本学科特
点，安排适量的预习型、社会实践
型、阅读型、探究型的作业。

规定提出，如果学生晚上 10
时还未完成作业，在家长证明下，
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余的作业。教
师要充分理解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
异，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

实施作业分层，学生
可自主选择相应层级作业

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增强学生
对作业的选择性，书面作业应实施
分层布置，由学生自主选择相应的
层级作业，主要分为一般基础层和
拓展提高层两类。基础一般的学生
可以选择只做基础层的作业，基础
较好的学生可以选择只做拓展提高
层的作业，使各层次的学生都有收
获。

鼓励教师布置阶段性、探究
性、实践性作业。作业形式既可有
当堂练习巩固型作业，也可有复习
型、预习型作业，还可有拓展型、
创新型、阅读写作型、综合实践
型、实验操作型、小组合作型以及
个性化型作业。

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教师必

须要先做，做到作业量适中、科学
有效、针对性强。鼓励小学各年级
推行每周一次“无书面作业日”。
教师不得要求学生家长打印作业，
不能布置由家长完成的作业。杜绝
布置机械性、重复性、难度过大的
作业，严禁布置惩罚性作业。

批改作业是教师职
责，严禁要求家长批改

规定明确，批改作业是教师的
一项基本职责。

教师批改时要做到基本题全批
全改，重点题细批细改，必要时面
批面改。批改形式坚持以定量评判
与定性评判相结合，用红笔批注。
有评语的，要有针对性、启发性和
激励性。

作业批改坚持做到“有练必
批、有批必评、有错必纠”，以此
倒逼教师在作业布置时做到精心选
题、控制总量。杜绝“有布置无批
改，有批改无评价”的现象发生。

欢迎有能力的家长审核学生作
业情况，家长要与学校配合，监

督、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做作业习
惯，提高学生做作业的专注度，但
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对作业问题较多、监
管不力的学校要进行通报

针对各学科教师布置作业总量
的协调问题，规定指出，由首席导师

（班主任）负责对学生当天的作业总
量进行调控，由学校教学管理部门
负责对各年级一周的作业质量和总
量进行调控与监督，对违规布置惩
罚性作业的现象要作相关处理。

该区教育局将把作业质量、作
业批改、作业负担等情况作为规范
办学行为的督导内容之一，加强监
督检查，对作业问题较多、监管不
力的学校要进行通报，并与年度学
校考核挂钩。

教研室、学校要把“减负增
效”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着
力引导教师提高业务素质，改进教
学方法，向课堂要效率，向作业要
质量，给学生留下自主学习、了解
社会、走进自然的时间。

鄞州中小学作业管理出新规

晚上超10时可不做完作业
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何琼 王梦莎） 吃鱼能预防癌症、
动脉硬化和冠心病？近日，象山石
浦一家生鲜电商因将网络搜索到的
内容作为页面广告，被市场监管部
门认定为虚假宣传，处以罚款 1万
元，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据介绍，该电商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无实体销售店，在淘宝
平台开设的网店是其唯一的销售渠
道，主要售卖鲳鱼、小黄鱼、梭子
蟹、带鱼等海鲜产品。“原先我们
的生鲜销售页面仅向客户展示产品
照片，内容比较单一。但现在网上
卖生鲜的太多了，为了增强竞争
力，我特地请了一名美工为网店页

面略作‘美化’。”该公司负责人何
某说。

该美工在何某网店页面产品
“营养价值”处，增添了“食用东
海深海野生鲳鱼能预防癌症发生”

“食用东海深海野生黄鱼能预防动
脉硬化和冠心病”等广告内容。对
此，何某表示没仔细看过。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
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
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
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
产经营者要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而何某网店
页面已涉嫌虚假宣传，会对消费
者正确认识海鲜产品功效产生误
导。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
消费者在网购时擦亮眼睛，不要被
一些夸大其词的虚假广告忽悠。如
发现食品外包装或销售页面上出现
疾病治疗功能等广告词，可及时拨
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吃鱼能预防多种疾病？

一生鲜电商虚假宣传被罚1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昊 镇海记
者站赵会营） 立冬过后，天气渐
冷。宁波帮博物馆工艺美术师张
章银患肝硬化晚期急需 50万元做
肝移植手术的消息让很多人牵
挂。这一消息 11 月 2 日经镇海区
的媒体报道后，爱心捐款如潮水
般涌来，短短 8 天时间就突破 50
万元，成为照入病患心田、温暖
城市街巷的一缕暖阳。

去年，张章银被诊断为肝硬
化晚期，并且病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身高 1.7 米的他只有 45 公
斤，和原先照片上的健壮汉子判
若两人。医生提出尽快做肝移植
手术，首次手术医疗费用约需 50

万元。张章银说：“即使变卖房
子，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此事
经镇海区的媒体报道后，无论是
以前朝夕相处的同事，还是网络
上素未谋面的人，纷纷向张章银
伸出援助之手。

市美协为张章银举办了微信
群爱心义拍，12 幅画作筹款 3.79
万元；云杰画社顾弘杰一直热心公
益，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在微信群
里发出号召，短短两天，该群的募
集金额就逾 2万元；香港全球宁波
帮文化经贸促进会捐款 4600 元；
镇海民间组织“雅园爱心”捐款2.5
万元；镇海区博爱慈善阳光基金捐
助5万元……

目前，张章银已在宁波李惠利
东部医院完成肝器官移植术前检
查，等候手术。张章银特意录制了一
段短视频向大家致谢：“希望自己早
日康复，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宁波帮博物馆工艺美术师张章银患肝硬化晚期

众人献爱心重燃生命之光
8天筹齐50万元手术款

近日，宁海县跃龙街道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双水村村民
家里宣讲棚改政策。为了确保该村400户居民整村拆迁工作顺利完成，指
挥部自今年3月份成立以来，17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动员，把棚改政策公开、透明地让每一名村民知晓，激发大家支持、配合棚
户区改造的积极性。至今，已提前完成调查摸底、评估、测绘、资料公示等
相关工作，即将进入测算签约环节。 （严龙 陈云松 摄）

上门宣讲棚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