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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二里头遗址的保
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二里头遗址的保
护、管理、研究、利用以及相关活动。

本条例所称二里头遗址是指位于洛阳市
偃师区行政区域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中国早期都城遗址。

第三条 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应当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
原则，坚持遗址保护与城乡发展、生态保护、
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相结合，确保遗址及其历
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二里头
遗址保护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二里头遗址
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负责二里头遗址保
护工作。

二里头遗址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协助做好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对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二里头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保护
日常管理工作。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公安、
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和城
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做好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

第六条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二
里头遗址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通过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二里头遗
址保护资金。

二里头遗址保护经费及资金，应当按照
规定专门用于二里头遗址保护相关工作，严
格管理，并接受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监督。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二里
头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同意
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保护规划不得擅
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依法按照程序报批。

二里头遗址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纳入市
国土空间规划，并与市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

第八条 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域包括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应依法划定并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
相衔接。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为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设置保护标志和界桩。

第九条 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实行专家
咨询制度。编制二里头遗址保护规划、报批
与二里头遗址有关的建设工程等重大事项，
应当征求专家意见。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二里
头遗址的义务，有权对破坏二里头遗址的行
为进行劝阻、举报。

对在二里头遗址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偃师区人民政府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一条 在二里头遗址保护范围内，

禁止下列行为：
（一）刻划、涂污、损坏文物；
（二）损坏文物保护设施；
（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和界桩；
（四）擅自打井、挖塘、采砂、挖渠、取土、

建坟、立碑、深翻土地、平整土丘等活动；
（五）种植危害遗址安全的植物；
（六）建设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设施或者

违规倾倒建筑垃圾、排放污染物；
（七）其他影响遗址安全及其环境的行为。
第十二条 在二里头遗址保护范围内不

得进行与文物保护、展示无关的建设工程或
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确需
开展上述作业的，应当依法履行报批手续，确
保遗址的安全。

在遗址保护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影响文物
安全或者与遗址历史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不
相协调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逐步治理或者
依法拆迁。

第十三条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二里头遗址保护范围内居民和单位搬迁安
置规划，统筹解决搬迁安置用地和费用。因
迁建造成单位或者个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应

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在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

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其保护规划要求，不得破
坏遗址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工程设计方案
应当经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在二里头遗址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内开展考古工作应当依法履行报
批手续，并由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考古发掘
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田野考古规程实施。

第十六条 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土的文
物，应当由考古发掘单位登记建档、妥善保管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交。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二里头遗址出
土文物的收藏单位和展示场所，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收藏、展示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开展
学术研究和交流，加强对遗址的阐释与宣传。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做好二里头遗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工
作，加强洛河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工作，保护二里头遗址安全和历史风貌。

第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中国早期文明
和国家起源、夏文化的研究，推进国内外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
第十九条 鼓励开展与二里头遗址相关

文化交流、文艺创作、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活
动，在确保遗址安全的前提下发展遗址特色
文化和旅游产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第二十条 市、偃师区人民政府和二里
头遗址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监督检
查，健全管理制度，加强遗址保护。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
定，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刻划、涂污、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
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二百元罚款；

（二）损坏文物保护设施的，依法赔偿，文物
主管部门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和界桩
的，依法赔偿，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百元罚款；

（四）擅自打井、挖塘、采砂、挖渠、取土、
建坟、立碑、深翻土地、平整土丘，种植危害遗
址安全的植物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建设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设施，违
规倾倒建筑垃圾、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从事二里头遗址保护和管
理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
起施行。2009年7月31日河南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

《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
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洛阳市二里头遗址保护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
市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地方立法计划的安排，我市制定的《洛阳
市二里头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已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为使该条例制定得更加科学、完善，
更加符合洛阳实际，经研究决定，将《洛阳市二里头遗址保护条例

（草案）》予以公布，公开征求全市广大公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若
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2022年6月
10日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映。

网络查询：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http://lysrd.henanrd.
gov.cn）

来信请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电子信箱：lyrd311@163.com
电 话：65500100
特此公告。

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12日

洛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1号

故园漫忆

周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孔子嫡孙子思在
卫国做官。卫侯说话做事武断，“而群臣和者如出一
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大夫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自以
为是），则众谋不进。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
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主昏暗
而臣下谄媚，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
类矣！”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昏君
多而明君少，与此相对应的，是佞臣多而直臣少。值得思
考的是，昏君与佞臣往往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佞臣因昏君
而疯狂，昏君因佞臣更昏庸：秦二世残暴不仁，就有了赵
高的指鹿为马；隋炀帝荒淫无道，就有了虞世基的颠倒是
非；唐玄宗乱伦无耻，就有了杨国忠的祸国乱政。然而，

“天道轮回，善恶有报”，当昏君昏到极致之时、佞臣权势
熏天之时，就是国家败亡之时，历朝历代概莫能外。正如
子思所说：“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资治通鉴》对“君昏则臣佞”的记载，无情揭露了封
建统治阶级“家天下”的腐朽透顶和罪恶滔天。

南朝宋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十一月，孝武帝刘骏
征调青州、冀州二州刺史颜师伯入朝为侍中。颜师伯大
肆收受贿赂，家产累计达千金，但善于谄媚、阿谀奉迎，深
得孝武帝欢心和信任。一日，刘骏和颜师伯下樗蒲（游
戏）赌博，掷下骰子，五个全是“雉”，认为自己赢了，高兴
得手舞足蹈；颜师伯接着掷骰子，竟掷出了五个“卢”，反
败为胜。刘骏大惊失色，颜师伯悄悄把骰子一收，说“差
一点全是‘卢’了”，竟变赢为输。这一天，颜师伯输给刘
骏一百万钱。

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六月，侍中、开府仪同三
司和士开有宠于武成帝高湛，“奸谄百端”，常谓高湛曰：

“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
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
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高湛非常高兴，于
是重用了一批专事谄媚的小人：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
掌财用，唐邕掌外、骑兵，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高湛

“三四日一视朝，书数字而已，略无所言，须臾罢入，淫乐
不已”。

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二月，德宗李适任命常
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获此
重用，是因为他向宫苑使李齐运行贿数十万钱，李齐运向
德宗推荐了他。李琦执掌全国财政大权后，通过进献贡
物向德宗邀宠，通过行贿结交地位高、有权势的高官，从
而骄横放纵，盗占国库大量财物，属吏中无罪而遭杀害的
相继不断。浙西平民崔善贞主张正义，前往朝廷进献秘
密奏章，谈论宫市、进献贡物及经营盐铁的弊病，列举证
据揭露李锜罪状。德宗览奏“不悦”，下旨将崔善贞用枷
锁拘禁起来送给李琦处置。李琦计算时日，事先在道旁
挖掘了个大土坑，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六月己亥（初
八），崔善贞披枷带锁到了浙西地界，李琦亲手将其推入
土坑，“生瘗（活埋）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

这些昏君佞臣的恶行劣迹令人发指，只能用“狼狈为
奸、群魔乱舞”八个字形容。

君昏则臣佞“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又到石榴花
绽放的五月，我不由得想起儿时家中的那棵石榴树来。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花卉并不少见，但大多是乡间
野花。华贵的牡丹、高洁的荷花、妩媚的芙蓉、艳丽的
杜鹃、清秀的水仙、香艳的玫瑰、傲霜的秋菊、斗雪的蜡
梅……尽管它们美得千姿百态，但它们大多是城里花，
与乡村无缘。而且我敢说，它们都没有火红的石榴花
美。这不是我在夸大石榴花的娇妍，而是我对石榴花
实在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

在我偃师西谷村老家的四合院里，有一棵石榴
树。据说这棵石榴树还是在爷爷小时候栽种的，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已和八十多岁的奶奶年龄差不多。这棵
石榴树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满身沧桑。

在我们村，石榴树倒有几棵，但都不如我家的叶茂
花好果多。于是，我家这棵石榴树便成了我们村的果
树之王。每当石榴花盛开的时候，经常会有街坊邻居
来我家串门看花。大人会绕树转上几圈，赞叹一番。
而他们带来的小孩可不让人省心了，看见那火红的花
儿耀眼好看，就想摘一朵玩耍，大人如果不让，就哭闹
不止。这时奶奶就会笑着搬个凳子，站上面给哭闹的
孩子摘下一朵诳花来。奶奶对我说，诳花虽然开得和
其他的花一样红，却是一朵不会结果的花。

当石榴花全部开放的时候，那棵石榴树的魅力便
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雨过天晴时，石榴花有一种清
新火热的感觉。那绿叶更是亮闪闪的，上面一颗颗圆

圆的小水珠像是一粒粒珍珠，晶莹剔透，耀人眼目。雨
后的花自然也更娇媚，像一位红装美人。红花下是绿
叶，绿叶上是红花，一棵石榴树将我们这农家小院点缀
得生机盎然。

我虽然被视为石榴树的卫士，但常常会被弟弟钻
了空子。弟弟比我小五六岁，十分调皮捣蛋。他常常
趁我不在家，偷偷爬上树，不是折石榴花，就是摘那才
指头肚大小的石榴吃。因此，小院常常被他弄得满是
落英红萼，令人叹息不已。

我家的石榴树不仅花开得红火，而且石榴结得十
分丰硕。夏去秋来，一个个石榴有拳头大小，颜色红黄
相间，活像一个个大元宝挂在绿叶中。鸟儿是贪吃
的，不过它们能把枣衔走，对石榴却无可奈何，只好绕
着石榴树“啾啾”地鸣叫。鸟儿吃不到石榴不甘心，于
是就将石榴树上的几只害虫啄走了，这倒帮了石榴树
的忙。

千难万难，等到石榴可以采摘时，总算可以松口
气，谁知围绕石榴，新的烦恼又来了。一棵石榴树，结
果再多，最后也不过能收二三十个好石榴。而这二三
十个好石榴，我家能留住的也就四五个。因为一到收
获季节，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在翘首盼望了，奶奶便让我
提个装满石榴的篮子，给每家每户去送。当然，开始我
是不情愿的。这时，奶奶就会告诉我：“有好东西了，不
能光想着我们自己吃。咱前街后邻的不是也常给我们
送好东西吗，你不是也常吃吗？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

光想着自己啊！”
奶奶这些话通俗易懂，我听了以后，就不再难受

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知道奶奶这是在教育我“不
要自私”，但至少我记住了奶奶说的“一个人活在世上，
不能光想着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奶奶对我的影响
很大。是奶奶教会我做个善良、诚实的孩子，是她教会
我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石榴送到剩下五个时，奶奶便给我最大的一个吃，
算是对我辛苦劳动的奖赏。从石榴树发芽到开花，从
开花到结果，从结果到采摘，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那
种兴奋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不像弟弟那样，石榴一到
手立刻就用菜刀一砍两半。我小心地将石榴用手巾包
起来，像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一直保存到春节，才打开
吃，这时肯定是少不了弟弟的一半的。

剩下的四个石榴，切开两个，每个一分为四，全家
一人一份。奶奶那一份是从没吃过的，倒又便宜了弟
弟。余下的两个石榴，奶奶会用红绒绳系起来，挂在大
屋迎门处，在奶奶生日时，会拿下来让孩子们吃。挂在
大屋迎门处的这两个石榴肚大脖小，色黄皮亮，随风摆
动，满是喜庆和吉祥，成为我家的另一道风景。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奶奶去世至今也已
四十多年，这棵石榴树也在弟弟家翻盖房子时被伐掉
了。但围绕这棵石榴树的许许多多趣事，我至今仍记忆
犹新。每当想起我家这棵石榴树，都会敦促自己按照奶
奶说的去工作、去做人，这也是对奶奶的深切怀念。

我家那棵石榴树

□喻清录

□侯运通

在朋友家楼下的一家小店里买了一个鸡蛋灌饼，没想
到竟出乎意料地好吃，香酥可口，用料也足。

“那当然。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怎么都吃不腻。”朋
友说。他告诉我，这家小店开了很多年，主要卖鸡蛋灌饼。

我在默默盘算，这么一间店面房租应该不低，几块钱一
个的鸡蛋灌饼也不会有太高的利润。我见过很多开小店的
朋友，因为利润太薄，顾客又少，开着开着就转行了。这家
店为何能支撑下去，而且生意这么好呢？

“因为这家店拥有无法取代的东西。”朋友笑着说。
我跟着笑，心里却是不屑的。这门小生意投入少，技术

上的门槛也不高，只要认真做，口味应该都差不多。
“我说的不是口味。”朋友摆摆手说，“是这家店几十年

的坚持。”
朋友说，这家店的老板从一开始就只用最新鲜的食材，

而且从来不偷工减料，面需要揉多少下、需要发多久，饼需
要烙几分钟等等，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听起来也不难，别人也能做到呀。”我忍不住说。
朋友看着我说：“可是他已经做了几十年。”
我一下听懂了朋友的话：很多小事做起来没有难度，但

加上时间的累积，就会脱颖而出，甚至变成一种很难取代的
东西。

无法取代的东西

若有所思

□张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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