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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的家政服务人员，
在城市一直非常受欢迎。其
实，在清末民初，保姆这个
职业就非常受关注。

在民国时期，保姆多
叫佣人。不过老北京有个
常用的俗语：“老妈子”。当
时一些老太太有事没事就
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怕
什么———没辙了，我给人当
老妈子去。”为什么会有这
种说法呢？因为当时，佣人
在北京城非常受欢迎。很多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都
有佣人，有的家庭甚至和佣
人相处长达半辈子。

那时的佣人也分三六
九等。从年龄分：有二三十岁
的、有四五十岁的，甚至有六
十来岁的；从能力来分：有会
烧菜做饭的，有会做针线的，
有善于收拾房间的，有能说
会道工于接待客人的。

老北京介绍佣人，有

专门的店面。店面一般以
店主人的姓氏为标志，姓张
的开的就叫“张家店”，姓李
的开的就叫“李家店”。上世
纪30年代初开始，老北京由
社会局管理此事，介绍保姆
的店面都要向社会局登记
注册，此举也是为了维护雇
佣双方的权益和安全。这些
店面也有了正式的名称———

“佣工绍介所”，其门口挂一块
不到一尺见方的“门楼”式木
牌，下垂一红布条，写上“某
某佣工绍介所”，并注明“社
会局立案”。谁要雇人，就到
这里联系，问明要求，便可
按要求负责介绍。

佣人介绍到雇主家，试
工三天，如果中意，便可留下
长干，第一天的工钱，归“绍
介所”。年轻力壮、精明能干
的佣人选择雇主时，一般先
问零钱多少，再谈工钱，零钱
多，工钱便可少。“佣工绍介
所”在佣人失业时，可以让她
们免费住一段时间，并提供

水、火、炊具等用于做饭。
民国时期，在北京居

住求学较长时间的文史学
家邓云乡（1924-1999）对当
时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较为
了解，他曾回忆当时的保姆
情况：“我家住在皇城根陈家
大院，院里住户人家，都有男
女佣人，谁家用老妈子，都到
灵境胡同口上的‘冯安氏佣
工绍介所’去找人，那是一个
高台阶三间正房，一东一西
的小院，主人冯安氏当时四
十来岁，能说会道，也十分负
责。她介绍的‘老妈子’一般
都很可靠，只是偶然要对主
人耍点小手段，如洗衣服时，
故意藏起一只丝袜子，却拿
了一只去问大奶奶：‘您的袜
子怎么只剩一只啦？’大奶奶
换好衣服正要出去打牌哪
里管这个，‘好、好……你拿
去吧。’她便落一双丝袜子，
嘴里还埋怨：‘唉，您真不
在意，挺贵的东西……’”

老北京胡同里那些富

贵人家常常会雇佣人，每
个月管吃管喝外，那时月
工资也就几块钱，遇见善
良大方的女主人偶尔会给
买件儿新衣服，这些佣人
就会美滋滋的。

当年，这些佣人干的活
儿主要有带孩子、做饭、做
针线活儿、打扫房间等。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北
京生活的时候，把母亲鲁老
太太和原配夫人朱安接到
北京定居以后，就雇了三个
佣人：一个王妈，一个潘妈，
一个胡妈。王妈专职侍候鲁
老太太，潘妈专职侍候朱
安，胡妈负责买米买菜。3个
佣人的待遇是管吃管住，每
人每月3元大洋。

民国时期，这些佣人每
月工钱，最高6元大洋，最低
3元大洋，一般情况下5元大
洋和4元大洋的情况比较多。
有些佣人还有不少零钱，即
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大宅
门里客人多，送礼的多，买

东西多，佣人都可得零钱，
客人也会给佣人，这叫赏
钱，买东西节省的，佣人们
也会留着，这叫底子钱。

正常的零钱收入，大宅
门家里的佣人可增一倍，即
4元大洋工钱，还可分到4元
零钱。如果有一两桌牌，那
就更多了。如果是客人少，
又不打牌的小户人家，佣人
的零钱就不太多，只能在每
月主人买米、买煤、买菜时
得点底子钱，每买一两元的
东西，可得二三十枚，最多
一角钱的底子钱。这样算
来，如果三四元大洋工资，
每月底子钱，再加上偶然来
个客人给的一两毛钱赏钱，
另外还有三节的节钱，总共
可得两元零钱，这样最不济
的佣人，只要有事由，每月
可赚到五元钱。所以在讲价
时，有些佣人是会看雇主是
否有零钱的。

如此看来，那时的佣人
最少一个月也能挣3元大洋，

那时3元大洋可以买什么呢？
据老北京的史料记载：当时，
每块大洋折合460枚小铜元，
230枚大铜元，3元大洋就有
690大铜元。两大枚能买到
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酱烧饼，
3元大洋就可以买345个大
烧饼。当时，30枚大铜元能
买1斤五花肉，3元大洋就可
买20来斤好猪肉。

由于佣人在主人家有
吃有住，整年不用花钱，一
年到头还多有节赏和其他
进项，都攒起来也很可观。
佣人手头有几百元、上千
元存款的不稀奇，那对于
一般百姓来说，可是一笔
巨款。所以，主人当家奶奶
向佣人借钱，也是常见的
事。在清代，男主人欠师爷
钱、跟班、听差的钱，女主
人欠女佣人钱的都很普
遍，这种佣人叫作“带肚
子”，他们是辞不掉的，要
还清欠款他们才走。

（据《北京晚报》）

长城是我国古代军事
防御的重要工事，包括边
墙、烽燧、关隘和镇堡等一
系列防御体系，被称为古代
世界第八大奇迹。今天北京
市的境内，依然矗立着早到
北齐，晚至明代的长城。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侯仁之先生曾称北京的地
形为北京小平原，它的东、
北、西三面被燕山山脉和
太行山脉所包围，这些山
地又将华北平原与蒙古高
原和东北地区限隔开来，
因此南北气候全然不同。在
古代中国，燕山山脉是重要
的农牧分界线，农耕文明和
游牧文明在这里发生碰撞
与交流。由此，历史上北京
周边的长城也多以燕山山
脉为基础修筑，以抵御北方
游牧民族的进攻。

北京的长城从哪里来？

以北京地区为核心修
筑长城的历史，可以从西
周初期分封到北京地区的
燕国开始说起。商朝灭亡
后，西周的宗室召公■的
儿子克被分封到当时遥远
寒冷的北京小平原，建立
了燕国，作为周朝北方的
屏藩，抵御东北方向商朝
同姓国孤竹国和山戎部落
的进攻。不过，因为地处偏
远，直到春秋时代，有关燕

国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这
一时期的燕国为了防御，
是否曾在燕山修筑过烽燧
或是边墙，现在还不清楚。

到战国初期，燕国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较强的国家，
位列七雄之一。燕昭王时，
燕国达到了鼎盛时代，这一
时期，燕国征发百姓修筑了
燕北长城。《史记》载：“燕亦
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燕
北长城西起造阳，一种说法
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
北部，向东经过今河北北部
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
延伸到了襄平，即今辽宁辽
阳，再向东一直跨过鸭绿
江，到达今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清川江畔。

居庸关崭露头角

从地形上来看，沿北
京北面的燕山山脉，可能
有比燕北长城更早的长
城，作为早期燕国的屏障。
但是，在史料和考古工作
中，尚未发现这条长城。后
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
隘，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居庸关。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
氏春秋》记载：“何谓九塞？
大汾，冥■，荆阮，方城，■，
井陉，令疵，句注，居庸。”居
庸塞与句注（古雁门关）、令
疵（古令支塞，在今河北迁

安市西）、井陉等雄关并列，
为天下九塞之一。居庸塞就
在今天北京昌平西北的居
庸关，扼守着军都山上的孔
道，西北通向延庆盆地，与
更远的蒙古高原相接；东南
则通向北京小平原，与中原
沃野连成一片。

战国末期，秦国于公元
前228年灭赵，屯兵易水，准
备攻燕。第二年，燕太子丹派
荆轲出使秦国，
刺杀秦王政不
成，留下了千古
悲歌。秦王政大
怒，命令大将王
贲发兵攻燕。
由于这时候赵
国的遗民在河
北西北部的代
地 建 立 了 代
国，和燕国唇
齿相依，秦军无法由居庸塞
从西北攻打蓟城，只能从易
水直接北上，直取蓟城。燕
王喜逃往辽东。到公元前
222年，王贲发兵克辽东，燕
国覆灭，不久回师，灭代国。
随着在北方的军事胜利，九
塞终于尽入秦国版图。秦王
朝将秦、赵、燕三国在北方
为抵御游牧民族南下而修
筑的长城连为一体。

西汉初年在今天延庆
城区置居庸县。这时的居
庸塞已被称作居庸关。居
庸关在西汉流传下来的记

载不多，可能因为幽州一
带的西汉长城仍是沿用秦
长城，远在北方，这里只是
二线防御，而西汉国力较为
强大，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进入东汉以后，有关居庸关
的记载就很多了。东汉建武
十五年（39年），为了躲避匈
奴的骚扰，东汉将雁门、代
郡、上谷等郡六万余人迁入
居庸关和常山关以东。建光

元年（121年），鲜卑一度进
攻居庸关。随着东汉国力的
衰弱，北方游牧民族常常
袭扰幽州边境，居庸关面
临的压力不断增加。

刘虞与居庸关

说到居庸关，这里就
要提到一位幽州的著名人
物刘虞。东汉末期，刘虞任
幽州刺史，在任施行仁政，
后东汉朝廷任命刘虞为幽
州牧。不久，董卓控制东汉
朝廷，幽州军队众多，开支

很大，却得不到东汉朝廷
的转运诏令，一度经济困
难。刘虞在上谷郡与北方
各族互市，又充分利用渔
阳郡的盐铁之利，因此幽
州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
他还召集因为战乱流散的
百姓在幽州劝农，为政宽
仁，因此得到拥护和爱戴。

此时，讨伐董卓的各路
诸侯，以袁绍为代表，认为

汉献帝被董卓
劫持，企图立
刘虞为帝，被
刘 虞 坚 决 拒
绝。但是刘虞
太过宽厚，之
前，东汉朝廷
命公孙瓒讨伐
乌桓，受刘虞
节制，公孙瓒
天 天 招 兵 买

马，壮大个人势力，还经常
纵容部下侵扰百姓，这引起
了刘虞的不满。时间一久，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公孙瓒屡次和袁绍发
生冲突，总是失败，刘虞害
怕会给幽州带来祸患，日渐
防备公孙瓒。而公孙瓒则在
蓟城附近修了战垒，两人的
矛盾终于爆发了。初平四年
（193年）冬，刘虞率各部军
队共十万人进攻公孙瓒。公
孙瓒提前得到消息，乘风纵
火进攻刘虞军。刘虞的军队
不习战事，大败。刘虞无奈

之下和部属逃到居庸关外
的居庸县城。当时居庸关外
属上谷郡，远离公孙瓒的势
力。如果刘虞守住居庸关，
那么公孙瓒很难突破军都
山，鹿死谁手，便未可知。公
孙瓒毕竟行伍出身，看穿了
刘虞的计谋，直接追到居庸
县，仅用三天就把城攻破。
公孙瓒以之前袁绍等人打
算推举刘虞为帝为由，将刘
虞杀害。

这之后，幽州又几易其
手，最后为曹操所控制。曹
魏到西晋时期，都没有大规
模修筑过长城。而这一时期，
鲜卑各部正不断从北方迁入
幽州地区。清代学者杨守敬
在《水经注疏》中提到：“（魏）
文帝以牵招为鲜卑校尉，屯
昌平，又以田豫为乌桓校尉，
并护鲜卑校尉，必当屯居庸
关外，方能防御招怀，若在关
内，则声援不及。”驻守关内
与关外的差距如此之大，可
见居庸关的重要地位。

十六国时代，后赵、前
燕、前秦、后燕等政权都曾
先后控制幽州地区。尽管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
修建长城，但可以想见的
是，居庸关作为幽州西北
的重要关口，军事上必定
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
居庸关的故事，到这里才
刚刚开始。

（据《北京日报》）

北京的长城从哪里来？

清末民初雇主常向佣人借钱
◎◎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