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先生在 《骆驼祥子》 中曾经
借祥子之口这样评价过这条街： “这
儿什么都有， 有御河、 有故宫的角楼、
有景山、 有北海、 有白塔、 有金鳌玉
蝀桥 、 有团城 、 有红墙 、 有图书馆 、
有大号的石狮子， 多美， 多漂亮。”

其实， 老舍先生笔下的景色是朝
阜大街的东段， 而阜内大街则是朝阜
大街的西段。 阜内大街沿途虽然没有
皇家建筑的气派， 却多了市井生活的
亲切。

阜内大街西起阜成门立交桥， 东
至西四十字路口， 是北京最古老的大
街之一， 至今已有700年历史。 阜成门
的前身是元大都平则门， 那时阜内大
街称为平则门街。 明正统年间， 平则
门改称阜成门， 平则门街也就改称阜
成门街。 清乾隆年间， 阜成门街被分
为两段， 从阜成门至沟沿 （今赵登禹
路） 仍叫阜成门街， 沟沿往东至西四
牌楼， 则称为羊市大街。 1956年羊市
大街的名字取消， 统称阜内大街。

阜内大街两侧虽然没有辉煌的皇

家建筑， 但是文物古迹比比皆是。 路
北， 从阜成门往东一字排开三座古寺：
妙应寺、 历代帝王庙和广济寺。

这条街上， 不但有古迹， 近现代
建筑也不少。 还记得鲁迅先生 《秋夜》
一文中的名句吗？ “在我的后园， 可
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 一株是枣树 ，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先生的这处
小院就坐落于阜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
号。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交恶后， 搬出
“八道湾” 大宅， 不久便买下了这个四
合院。 1924年春天， 鲁迅亲自设计改
建了这座小院。 这里成为他在北京生
活的最后一处住所。 1956年， 这里被

改建为北京鲁迅博物馆。
阜内大街路南靠近西四路口是中

国地质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前身可追
溯到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建的
地质矿产陈列室。 1958年建成了现在
的馆址， 后几经扩建成为今天一流的
现代化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对过儿是中国佛教协
会所在地广济寺。 广济寺始建于北宋
末年， 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寺庙最
初的建筑， 早已毁于元末明初的战火
中。 明天顺年间寺院被恢复重建。 明
成化二年， 被赐名为 “弘慈广济寺”。
可惜的是 ， 1931年广济寺不慎失火 ，

主要殿堂被烧毁。 现在留下来的建筑
是1935年重建的。

出了广济寺往东走， 在西四十字
路口的两层转角楼是有名的西四新华
书店。 您可能不知道， 这座建筑大有
来头， 它最初是为了给慈禧太后庆寿
而建的。 1894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
太后的六十大寿， 慈禧本来想风光大
办一场。 原计划， 生日当天她要在紫
禁城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然后銮驾出
西华门 ， 走北长街 ， 经西安门大街 、
西四路口往北， 出西直门， 直奔颐和
园 。 沿途不但黄土垫道 ， 清水泼街 ，
还要搭建经坛 、 戏台 、 牌楼等景观 。
可是， 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 慈禧
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泡了汤， 沿途景
观也纷纷下马。 当时西四路口西北和
东北的两座转角楼已经建成 。 如今 ，
它们分属西四新华书店和工商银行 。
这两座建筑虽然说不上豪华， 但是别
具一格， 记录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阜内大街全长虽然只有1.4公里 ，
但步步是景。 摘自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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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行年薪制， 通常是对高工
资的白领级别而言。 其实， 在中国古
代相当长的时间里， 从当官的， 到打
长工的， 主体实行的都是 “年薪制”，
尽管也有月薪。 如果以现代的年薪制
概念来理解， 那时的中国人个个都是
白领了。 实际不然， 年薪也分三六九
等的。

那时的 “年薪”， 官方书面语言叫
“年俸”， 俸， 当然是指俸禄， 是有官
宦之身者才能享受的， 普通人叫口粮
或工钱。 中国古代时的 “年薪制” 是
真正的年薪制， 到年底才发呢， 按年
结算， 给地主老财家打长工的失地农
民也是这样， 要到过年时才能领到一
年全部的劳动报酬。 如果家中实在急
需，手头实在拮据怎么办？ 可以 “支”，
即临时借点用用， 到年底一并抵扣。

到了唐代， 中国才出现全部用货
币来支付劳动报酬 、 发工资的形式 ，
但大多数的单位和部门还是发实物工
资， 当时的说法叫 “职田年米”。 一直
到明代中叶以后， 实物工资才渐渐退
为次， 货币工资成为重要选择。 当时

有的单位有的时候是发金子， 绝大多
数则是用银子来支付， 称为 “月费”，
后来改称 “柴薪银”， 现代的 “薪金”、
“薪水” 名词， 都是由此而来。

中国古代的 “月薪制”， 真正出现
于何时？ 应始于南朝宋政权。 别看人
家宋政权是个偏居江南的小朝廷 ，
但在布衣开国皇帝刘裕的领导下， 该
朝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事与
改革。 刘裕三儿子刘义隆继位后 (史
称 “宋文帝”)， 继承了他老子的一套
改革 ， 连老百姓欠官府的税租债款
什 么的也不要了 ， 即免去 “通租宿
债”， 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因其年
号叫元嘉， 史称 “元嘉之治”。 刘义隆

当年的工资改革———“按月分俸”， 对
工薪阶层影响巨大， 可以说是中国现
代 “月薪制” 的雏形。 据 《南史·阮长
之传》 记载， 宋实行 “月薪制” 的具
体时间 ， 是元嘉末年 (公元450年左
右)。

别看这 “年薪” 与 “月薪” 仅一
字之差， 但可以解决好多因薪水发放
引发的问题。 如果辞职、 升迁什么的，
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 ， 如果跳槽了 ，
这年薪制是个麻烦， 员工随意跳槽很
可能一年的工资就泡汤了。 月薪相对
就好办多了 ， 月结月清 ， 清了走人 ，
给劳动者的 “跳槽” 带来了便利 (现
在不少工地上更先进 ， 实行 “日薪

制 ”， 干一天活拿一天的钱 ， 当天结
算， 这更灵活了)。

为了解决 “年薪制” 引发的矛盾，
各朝代也会结合本朝情况， 进行适度
的工资改革。 如在辞职和跳槽的时间
上， 都会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南朝宋
政权以前， 辞职者结算工资时间一般
以 “芒种” 为标准， 即每年的6月6日
前后。 如果在芒种前辞职， 则其一年
的工资 (俸禄 ) 悉归后任和替岗者 。
现在流行的最佳辞职时间是年底， 穿
越一下说， 如果放在古代， 辞职者就
亏大了， 白干一年。

到了唐代， 则将结算时间提前了
约一个月， 即每年的5月5日。 据唐天
宝十五年 (公元756年 ) 进士封演的
《封氏闻见记》 (卷九) 所记， 凡在每
年5月5日以前上岗的， 可领全年工资
(职田年米 )， 否则便不可以 。 这样 ，
会算账的 ， 便赶在这日前辞去旧职 ，
去新单位报到。

据此可以看出，古人辞职最划算时
间在年中，而不是现在流行的年底。

摘自新浪网

老舍先生笔下“北京最美大街”

随意跳槽一年工资会泡汤

阜内大街：

古人辞职
不选年底

1918年1月27日， 由中国人自己筹建和管理的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北
京中央医院正式启用， 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 医院坐落在阜成门大街历代帝
王庙隔壁， 阜成市场旧址。 图为中央医院大楼。

阜内大街上最著名的一处
古迹是妙应寺， 俗称白塔寺。
它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
院， 寺内的白塔建于元朝， 是
中国现存年代最早、 规模最大
的喇嘛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