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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春运

也是一场“人在囧途”

每年春节，离家千里，在外
辛苦打拼的中国人即使买高价
票，无座票，甚至没有票都要想
尽办法回家过年。在古代，由于
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所限，许多
人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
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
现象也相当普遍。

古人回家过年的路费太过惊
人，公务员年薪的一半都不够付
个路费。根据《唐六典》记载，唐朝
雇个驴车装满一车行李，走 100 里
地的路费是 900 文钱，如果走的是
山路，车费会上涨到 1200 文。

除了路费贵，行李也是很大
的负担。古代出远门因为路上饭
馆旅店少，锅碗瓢盆被褥什么的
等一应俱全的用品都得带上。甚
至连夜壶都是必需品。

当然，时间成本也不容忽视。
公元 1061 年，五十四岁的欧阳修
春节回家，为父母扫墓，从河南开
封到江西永丰，不过 700 多公里
的路程，需要车船奔波整整一个
月的时间。宋仁宗特批他三个月
的春节假期，回家过年。

据《华西都市报》

眼下，春节的脚步终于近
了，不少在外打拼的“上班族”已
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那么，
在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里，春节作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
日，古人又是如何放假休养的？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休假制
度并非阳光普照，大多数只规定
了学生和官员的休假制度。而春
节假期，古代公务员的休假制度
历朝历代都不同，形成了多套官
方认证的标准。

唐朝官员很难享受完整春节
唐朝的官员不一定能享受

到完整的春节假期。《假宁令》记
载，唐玄宗李隆基（公元 6 8 5
年— 762 年）颁布的“红头文件”
说，“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
所谓“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
是春节放假 7 天，冬至放假 7
天，而在春节期间，唐朝全国公
务员从腊月二十八一直休息到
正月初四。

而农民则没有固定的假期，
甚至大年初一也要到庄稼地里
干活。孟浩然就以《田家元日》为
题写了一首诗，“田家”的意思就
是农民，“元日”就是初一，这首
诗里有两句：“桑野就耕父，荷锄
随牧童。”说的就是大年初一那
天，田野里耕作的农夫，扛着锄
头和牧童一起劳作。

某些唐朝官员也很难享受
到完整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
两个规矩。首先，大年初一，品级
较高有资格入宫上朝的文武百
官和各省行政“一把手”都得上
朝给皇家拜年。因而，在初一这
天，高级官员是不能仅仅跟家人

呆在一起过年，而是要先跟皇帝
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一
起享受天伦之乐。

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
长官在春节期间必须坚守在岗
位上，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如
此一来，如果家在外地的，就失
去了回故乡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唐朝著名田园诗人韦应物
在诗歌《元日寄诸弟》中写道，

“一从守兹郡，两鬓生素发。新正
加我年，故岁去超忽。淮滨益时
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风景温，城
池草木发。高斋属多暇，惆怅临
芳物。日月昧还期，念君何时
歇。”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官，
每年春节都没回去。我在这个衙
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
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更惨的是唐德宗时期的官
员。因为唐德宗一心想收拾安史
之乱的烂摊子，就下令要求春节
期间照样得上朝。大臣们自然是
苦不堪言，集体叫屈。迫于压力，德
宗最终才勉强同意，春节七天采
用单双号制，单号上朝，双号休假。

宋朝公务员春节放假长达 28 天
有意思的是，古代公务员跟

现在单位里的职工一样，也有值
班制度。《南部新书》记载，唐代
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
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
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
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
有此名”。

那些资历尚浅又没钱送礼
的官员，新年就甭想休息了，且
全国上下都一样，不能搞“特殊
化”。有些家境贫寒的新官员在
春节期间生病告假，之后还得用
例定的休息日来抵偿，有的甚至
一年到头都要值班。

到了宋代，春节沿袭唐朝的
规矩，春节假期也是七天。据《宋
史·职官志》记载，自宋太宗即位
以后，到宋真宗退位以前，历年
元日(春节)均给七天长假。除此
之外，每逢冬至与寒食，同样也
是七天假期。

但实际上，宋代的春假往往
长得离谱。宋太祖赵匡胤纪念腊
月初七去世的祖父，加了三天
假，宋仁宗为了纪念自己的母
亲，章献太后腊月初十的寿辰，

又加了三天假。再加上冬至放假
七天，正月初三天庆节又放五
天，正月十五元宵节再放三天。
这宋朝从腊月到正月，前前后后
总计假期有二十八天之多。

宋朝的地方公务员福利特
别好，每年腊月二十就可以“封
印”，也就是说停止公务，回家
过年省亲，只要在第二年正月
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
就行。但是首都的高官跟唐朝
时候一样，初一不放假，也不能
请假，得先守岁，打个小盹儿之
后，凌晨就要穿戴整齐，顶风冒
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
旦大朝会”。在这个阵仗特别大
的朝会上，皇帝要接受百官朝
贺，被称“排正杖。”由于正旦宴
由皇宫“埋单”，所以叫“赐食”。
赐食还被称为“廊餐”或“廊下
餐”。《宋会要》记载，“廊下餐宴
席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
西两廊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
西廊。”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没有
那么多讲究，可以自由支配自己
的时间，开开心心过大年。

明代学生寒暑假“勤工俭学”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
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在各大
城市遍地开花，将西方的现代
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也把欧
美等国放寒暑假的习惯带了
进来。1901 年袁世凯组织制定
的《山东大学堂章程》最早对寒
暑假进行了明文规定：“每年春
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暑
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
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以前放
学，给年假。”此后，这种学期和
放假制度被清政府各类学堂章
程袭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用公
历纪元。这本是一件与国际接轨
的好事，却无意中使本来简单的
学期和寒暑假复杂了起来。

民国期间施行的是“三学
期制”。1912 年 9 月 13 日，民国
教育部颁布《学校学年学期及
休业日期规程令》规定：“各学
校以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以

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
终。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元月
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为一学
期；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为一学期。八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

规程规定，寒假只有两星
期，时间统一为 1 月 18 日到 1
月 31 日。但问题是每年春节的
日期却行踪不定，不一定都在
寒假内。由于纪年的差异，造
成了假期与春节的冲突。

这种经历，季羡林就赶上
过。据《清华园日记》记载，1933
年 1 月 18 日，季羡林放寒假回
家，2 月 2 日返校。查下万年
历，当年春节在 1 月 26 日，季
羡林在家过年。但是到了 1934
年，春节却在 2 月 14 日，此时，
假期已经放完了，所以，这一
天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今
天学校里照常上课。”

据《华西都市报》

民国寒假经常与春节时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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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除了公务员，学生
的休假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而不同类型的学校，放假制度
也是不一样的。

我国学生的放假制度源远
流长，早在汉武帝时期，创立了
官方正规的太学开始，就有了
休假制度。到了隋唐时代，确立
了国子学 (即太学，又称国子
监)。据史料记载，在国子监里
读书并不轻松，监生们很多都
是抛家舍业、不远万里跑到京
城。朝廷体恤他们的辛劳，就为
这些古代的大学生设立了休假
制度。休假制度，主要分为“田
假”和“授衣假”。《新唐书·选举
制止》有明确记载，“每年五月
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

“田假”也就是现在俗称的
“农忙假”，每年农历五月份开
始放，时长为一个月左右，此时
麦子成熟，出身农家的子弟可
以回家帮忙干农活，所以被称
作“田假”。而二十四节气中的
霜降一般在农历九月份左右到
来，在那个时候会放“授衣假”。

《诗经·豳风·七月》写着“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

“授衣假”，顾名思义，也就
是让学生回家去取衣服的假，

时长跟“田假”类似，也在一个
月左右。等到学生们回到太学
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穿上厚
厚的冬衣了。

明朝的官学假期制度比较
人性化。由于太学居于首都，对
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异乡学
生，会扣除用在探亲赶路时所
占去的时间，200 里之外的异
乡学生都可以享受此等待遇。
为了防止有些学生偷懒，太学
还有另一条规定，如果学生没
有在适当延长的假期内返校，
就会被开除学籍。

在科举制度下生活的古
代学生，有着考取功名，光宗
耀祖的压力，其寒假生活远没
有当代学生丰富多彩。而对于
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来说，
得赶紧趁着放“寒假”的时间
来“勤工俭学”。一般来说，九
月一开始，明代的太学生们便
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备好冬衣
后就立刻投入到“勤工俭学”
中。书画好的学生便在街头
摆个书画摊，文笔好的就在
衙门口代写公文诉状，以此
赚取下一学期的学费。富贵
人家的子弟则会利用这段时
间出游四方。

春节
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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