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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官平日居舍中五日一休沐

休假制度， 早在我国的秦汉时期
就已有之。 《史记·高祖本纪》 记载：
刘邦担任亭长职务时， 就 “常告归之
田”。 “告” 是什么呢？ 三国孟康 《汉
书注》： “古者名吏休假曰告”。 西汉
时期， 休假制度基本形成， 汉代官吏
供职期间， 一般居住在官府修建的舍
中， 不与家人同住。 因此 《汉律》 规
定： “吏员五日一休沐。” 《汉书》 也
记载 ： “每五日洗沐归谒亲 。” 对于
“休沐”， 唐朝 《初学记》 解释得很清
楚： “休假亦曰休沐。 汉律， 吏五日
得一休沐， 言休息以洗沐也。”

除了类似周末的休假外， 汉代政
府还规定了节庆的假日 。 《后汉书 》
记载 ： “冬至前后 ， 君子安身静体 ，
百官绝事 ， 不听政 ， 择吉辰而后省
事。” 也就是说从冬至日起， 百官都要
放长假休息， 假期休完另选吉日开衙
办公。

元代全年节假日仅16天

魏晋南北朝时期， 开始出现官吏
间互相 “轮休”。 轮休制度， 因为符合
人性化管理 ， 开始被各个朝代采用 。
从唐代开始， 不在官府值班的官员下
午以后就可以回家。 由于大部分官员
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 因此没有必
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 。 唐代
《假宁令》 规定， 休假制度从5日休一
天改为10日休一天， 称 “旬假”， 即每
月第10天、 第20天和最后一天， 各休
假一天。 宋代休假制度基本沿袭唐代，

但是比唐朝宽松一些。 那时候的休假，
提前要 “告假”， 假期满后要 “销假”，
否则便会罚俸甚至罢官。

唐宋时期除了这几天一休的 “旬
假” 以外， 还有许多的节庆假日。 在
唐代， 有53个各类节庆假日， 学生有
专门的田假和授衣假。 宋代有54个各
类节庆假日， 但只有18个节假日官员
可自由活动， 其余36个可能要出席相
应节假日庆典活动。

唐代重要人物的生日也要放假 ，
重要人物主要有三个人： 老子、 释迦
牟尼和皇帝 。 老子诞辰 、 佛诞放假1
天， 皇帝诞辰放假3天。 到了宋代， 老
子诞辰、 佛诞的假日取消了， 只剩下
皇帝一人 。 除了以上这样的假日外 ，
如果皇帝哪天心情好或者遇上喜得贵
子等高兴的事情， 也会放假。

宋代过于宽松的休假制度造成了
吏政涣散 ， 元朝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
假日大幅减少 。 在元朝统治者看来 ，
生命在于运动， 工作就是休息， 官吏
们全年的节假日减少到16天。

清朝时 “匿丧不报者， 革职”

明清时期， 许多假期被完全免掉
了 ， 除了父母去世的三年 “丁忧假 ”
外， 少有的假日也要皇帝特批才能获
得。 这段时期全年只有三个节庆， 即
春节、 冬至与皇帝的诞辰， 这种改变
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和父母义务的强调。
有人为了头上的乌纱， 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 对 “丁忧” 隐匿不报。 朝廷对
此的态度是绝不姑息 ， 清政府规定
“匿丧不报者， 革职”。

同时， 出于维护孝道的需要， 如
果你是家中独子， 向上级说父母生病
了， 就可以休假。 正如太平天国时期
在中国的英国议员迈多士在 《中国人
及其叛变》 中所说： “政府即使明知
官员是在逃避公务上的困难， 也不敢
拒绝身为独子的官员以照顾母亲为由
告假； 但是另一方面， 官员却从来不
敢因为照顾病痛中的妻子而告假。”

国子监学生有田假和授衣假

国子监的学生也经常放假， 甚至
有专门的田假和授衣假。 《新唐书·选
举志上》 说： “每岁五月有田假， 九
月有授衣假。” 田假是专门为农忙时节
而放的假， 此时出身于农家的学生都
会赶回家里帮忙； 授衣假意为九月天
气变冷的时候， 专门放假让学生回家
准备过冬的衣服。

古时的国子监因为设在京城首府，
国子监的监生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而
来 ， 有的路途很近 ， 有的却很遥远 ，
为了方便学生回家， 田假和授衣假假
期都比较长， 时间有一个月。 更为可
取的是， 这一个月的假期是不包括学
生来回奔波的时间的。

明朝时太学生待遇十分优厚， 每
月不仅可以补六斗米， 还能获得鱼肉
奖励， 甚至每月还可以领取一些俸禄，
但学生要穿御定的学生服， 如果想回
家得皇帝批准才行。

西方人带来了星期天

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人大量进入
中国， 他们每星期休假一天， 一开始

国人对此非常反感， 认为星期日休息
是一种精神和钱财的极大浪费。 但是
随着来华的外国人日益增多， 生活共
处耳闻目睹， 国人也开始慢慢了解了
星期日公休的意义， 逐渐认为这是一
种良风美俗。 1872年6月13日， 有人在
《申报》 上发表文章 《论西国七日各人
休息事》， 文章说 “西洋诸国礼拜休息
之日， 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
者也。”

中国最早规定星期天放假的是
福 州船政学堂 。 1882年该学堂规定 ：
“一班照西例 ， 礼拜日歇息 ， 其从
汉教习受教者 ， 每月朔 、 望 、 初七 、
二十三歇息一日。” 该学堂共四个班，
一班是接受西式教育的 ， 所以休星
期天； 其迂腐之处在于， 其余三个接
受 “汉教习” 的班， 虽然也是七天一
休 ， 但硬是按照阴历规定每逢初一
(朔日 )、 初七、 十五 (望日 )、 二十三
各休一日。

首次见到中央政府关于实行星期
制休假的规定， 还是在中国近代第一
个由国家颁布的 、 史称 “壬寅学制 ”
的文件里。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8月15日， 朝廷颁布 《钦定中等学堂章
程》、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 其中规
定全国的中等、 高等学堂， 一律实行
星期制， 逢星期天休息。 不出4年， 星
期制就走出校门， 在京城的中央机关，
先采取星期制的是与学堂有关联的学
部， 之后是分管经济和外交的商部和
外务部， 到后来， 被视为最保守的礼
部和吏部也过上了星期制。

摘自 《北京日报》

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最高统
治者的称号， 但最早皇和帝并不是一
个词 ， 而分别是两个称号 ， 如 “三
皇”、 “五帝”， 最早的国家最高统治
者大多则以 “王” 来称呼， 如春秋战
国时期的齐王、 燕王、 赵王……首次
将皇帝俩字用来称呼国家最高统治者，
始于秦始皇嬴政。 那么， 秦始皇是怎
么确定这一名称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 周王室逐渐衰微。
于是， 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
便自称为 “王”。 公元前221年， 秦王

嬴政挥鞭四举， 灭掉了其他六国， 平
定天下， 统一中国。 嬴政认为， 自己
的功业是亘古未有的， 甚至连 “三皇
五帝” 都比不上。 为了 “称成功， 传
后世”， 他决定改变 “王” 的称号。 于
是， 召集群臣， 商议改号之事。 丞相
王绾说： “三皇五帝虽然是天下共主，
可他们实际上占领的土地不过方圆千
里。 自商周起， 称 ‘王’ 者才真正拥
有了天下， 而且他们的丰功伟绩可以
维持七八百年。 所以说 ‘王’ 的称号
最好 。” 嬴政听了却不以为然 。 他认

为， “商朝七百年、 周八百年的天下
不算什么 ， 我要的是万世永传的朝
代。” 这时， 李斯开口了， 他说： “如
今四海之内皆是陛下的囊中之物， 这
是从未有过的事。 陛下的功绩自然为
三皇五帝所不及 。 古有天皇 、 地皇 、
泰皇， 而泰皇最尊贵， 臣认为陛下可
称泰皇。” 嬴政听罢连连点头： “依我
看， ‘泰皇’ 仍没多大区别。 不如去
‘泰’ 留 ‘皇’， 采上古 ‘帝’ 号， 称
‘皇帝 ’。 我称始皇帝 ， 后世以数计 ，
二世、 三世， 直至万世， 传之无穷。”

就这样， 秦王嬴政成了中国历史
上的 “始皇帝 ”， 后世因而通称他为
“秦始皇”。

从秦始皇算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
长达两千多年， 当过皇帝的人多达千
余位。 其中， 在位时间最长的是清圣
祖康熙， 皇帝当了61年； 最短命的皇
帝是1916年倒行逆施称帝的袁世凯 ，
皇帝梦只做了84天。 寿命最长的皇帝
是清高宗乾隆， 享年89岁； 寿命最短
的是东汉殇帝刘隆， 2岁夭亡。

摘自 《北京晚报》

■史海钩沉

皇帝一词始于何时？

国国人人休休假假始始于于秦秦汉汉
探探寻寻假假期期的的古古代代来来源源

随着气温升高， 又到了一年中的休假旺季。 我国休假
制度起源于官员休假， 初多与节令、 时令日庆贺活动有关，
后渐出独立休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