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 全国人民都在倡导勤俭节约之风。 学会过 “紧日子”， 正在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北京文化里， 勤俭节约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老北京的传统中，
都把节约视为美德， 将勤俭持家当做居家过日子的法宝。 在很多老北京的
人的家里， “勤以修身 俭以养德” 的格言被摆在了中堂上。 那么， 老北
京有哪些颇具特色的勤俭持家的好招式？ 近现代的北京文化名人中， 他们
又是怎样身体力行、 勤俭节约过日子的？

□□主主讲讲人人：：户户力力平平//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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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
会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
究，特别是北京地名、风物、民俗
及古村落研究，并在《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劳动午报》 等报刊
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光阴里的
老北京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 》
《京西海淀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介绍：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
这里的居民历来有勤俭持家的传统美
德， 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

存钱罐儿： 古称 “扑满”， 初为用
泥烧制而成的陶器。 圆体， 平底， 顶
上有一细长的孔， 可放入钱币。 这种
存钱罐儿是只进不出， 要打破后才能
将钱取出来， 类似于现代人使用的储
蓄罐 （盒） 儿。 早年间， 不少京城人
家都有一个存钱罐儿， 将平日不用的
零钱存在里面， 多是硬币， 日积月累，
便积少成多。 而大人们常常教育孩子
不能乱花钱， 并给他们一个存钱罐儿，
将平时给的零用小钱儿， 尤其是过年
收的压岁钱存在里面， 使孩子们从小
养成不乱放零钱和不随意乱花钱的节
俭习惯。

记账本儿： 俗称 “流水账”。 早年
间， 京城的许多家庭都有记账的习惯，
也就是用一个专门的本子， 将家中的
日常开销记录下来 ， 包括购物时间 、
物品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费用等，
且每笔账都记录的很仔细。 每个月还
有一个 “小结”， 将当月的开销与上个
月相比较， 看看增加了多少， 减少了
多少。 通过这种 “记账” 方式， 可以
发现哪些方面的开支大了， 需要控制，
哪些方面需要增加。 当买则买， 不该
花的钱绝不多花一分钱。 账记得越细，
日子过的才越安稳。

针线笸箩： 俗称 “线笸箩”。 “新
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
是流传已久的一句口头禅， 体现了人
们勤俭持家的又一面。 过去京城不少
家庭都备有一个针线笸箩， 多是用柳
条或者荆条编制的小筐 ， 多为圆形
（或椭圆形）， 直径约20厘米， 深约七
八厘米， 里面放着针线、 布头、 剪子、
锥子、 尺子、 顶针、 纽扣、 松紧带等，
可谓一应俱全。 那时人们穿戴的衣裳、
帽子、 袜子、 鞋子破旧了， 大都需要
缝缝补补。 若家里小孩子多， 为了省
钱， 就以大改小、 以旧翻新。 小小的
针线笸箩， 正是人们勤俭持家的真实
写照。

用餐三净： 北京人吃饭时有 “三
净” 之说。 一是吃完饭后， 碗里要一
干二净 ， 不能有剩余的米粒粘碗上 ，
也不能有剩菜 。 老人常对小孩儿说 ，
碗上粘着米粒， 将来就要娶个麻脸的
媳妇， 不会持家过日子； 二是桌子上
要干净， 不能剩菜剩饭留下一堆， 即
使有剩下的饭菜 ， 也要分类收集好 ，
以便下次再吃； 三是地上干净， 不能
将饭菜拉拉 （lá la） 到地上 。 特别是
吃米饭 、 烧饼 、 麻团儿之类的食物 ，
不能将米粒儿、 芝麻芽儿落到地上。

修旧利废： 早年间， 人们所用物
件儿极少有 “一次性” 的， 家中日常
用品使用久了或破损了 ， 多 要 修 整
一下继续使用 。 能自己修理的， 便
自己动手。 自己不能修理的， 就拿到
街上修理 。 那时京城胡 同 里 有 焊 洋
铁壶和锔盆锔碗的手艺人， 家中的
铁锅、 铁盆、 水壶坏了， 就拿到街上
让他们来修补一下。 陶瓷的面盆、 饭
碗、 盘子裂了， 也拿到街上锔上， 继
续使用， 绝不会轻易地扔掉。 冬天烧
过的煤灰倒掉之后， 要把没有烧透的
煤球 、 煤核儿挑捡出来 ， 再烧一次 。
家中的木质家具坏了， 多是请木匠师
傅上门修理一下， 接着再用， 不会轻
易的废弃。

自带饭盒 ： 不少人因路途较远 ，
中午不能回家吃饭， 所以多是自带午
饭去上班、 上学， 因此饭盒儿是许多
家庭必备的物件儿。 其材质以铝制的
居多 ， 也有搪瓷的 。 如果家中上班 、
上学的人多， 家里会有四五个饭盒儿。
自带午饭不但饭菜的味道合乎自己的
口味， 且卫生， 吃着放心， 最关键的
是省钱， 比在外边就餐便宜许多。 有
人计算过， 自带午饭要比到单位食堂
买饭吃节省三分之一， 比到外面餐馆
吃饭节省三分之二， 而且吃多少， 带
多少， 不会造成浪费。

北京人勤俭持家方法多

文化名人也过勤俭日子
历史上， 许多北京地区的名人秉

承家训或家风，以勤俭持家为本。 仅近
现代史上就留下了许多文化名人厉行
勤俭的佳话。

鲁迅： 从1912年到1926年在北京
生活了15年， 从他的日记中发现， 曾
去过北京的不少餐馆， 其中最多的是
小酒馆 、 小饭铺 ， 主要是价钱便宜 ，
可以更节省些。 西长安街有一家 “龙
海轩” 小饭馆， 只有几张桌子、 几把
椅子， 却是鲁迅经常去的地方， 在那
里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 他喜欢北
方口味， 怕开销大， 平常在家吃饭就
只有素炒豆苗、 笋炒咸菜和黄花鱼三
碗菜 。 他爱吃糖果 ， 也只挑便宜的
买 。 他备有两种烟 ， 一种价钱贵的 ，
用来待客， 一种便宜的， 自己抽。 鲁
迅不讲究衣着， 从端午到重阳只有一
件廉价的羽纱长衫。 相比起在生活方
面的节俭， 鲁迅在购书方面可就大方
多了， 平均每个月购书的开销是全家
菜金的两倍多。

齐白石：57岁从湖南到北京定居，
以卖画为生。 齐白石小的时候家境贫
寒， 所以在生活中养成了勤俭持家的
品性。 他的孙女齐慧娟曾回忆说， 爷
爷的节俭给她印象最深刻 ， 他对笔 、
墨、 纸张都十分爱惜， 虽说他成名后
经济比较宽裕， 但即使是包宣纸的纸
皮以及在街上买东西包鞋、 包书、 包
糖食的纸他都不舍得扔掉， 全部留下
来打草稿。 白石老人曾对入室弟子娄
师白言道： “钱物来之不易， 唯俭朴
才能度过贫困。” 每次做饭前都要用小
秤把米秤好再下锅， 不多不少， 每顿
饭四两米。 家人择菜时， 他多是一边
画画儿一边斜眼盯着， 当要把叶子发
黄的菜叶扔掉时， 便走上前， 拿指甲
掐一下， 掐得动的让炒着吃。 他的女
儿齐良怜曾回忆说， 父亲常对我们说
的一句话是 “常将有日思无日， 莫把
无时作有时”， 这也是齐白石一生节俭
所恪守的格言。

梅兰芳： 祖籍江苏， 出生于北京，
一生节俭， 虽是京剧大师， “四大名
旦” 之首， 但在花钱上却很 “吝啬”。
同为 “四大名旦” 之一的尚小云曾说
过： “畹华 （梅兰芳， 字畹华） 大哥
真是勤俭， 最近这几年里， 总是穿着
那套西装。” 他常告诫子女： “对任何
衣物都要爱惜， 只要还能穿， 就不应
弃旧换新 。” 而他的行头 （戏装 ） 破
了， 多由妻子福芝芳缝补， 如果破的
地方多了， 就拿到街上的裁缝铺缝补。
梅葆玖先生曾回忆到： “我家经常吃
面条， 有时早饭也吃， 父亲说这样既
省钱， 又简便。” “父亲从小生活环境
并不富裕， 所以他珍惜身边的任何东
西。 生活中， 他一切从简， 想着 ‘一
粥一饭， 来之不易’。”

老舍： 满族正红旗人， 本名舒庆
春， 生于北京 。 老舍日常衣着俭朴 ，
两套中山装倒换着穿了许多年 。 一
次 ， 朋友邀请他参加一场大型的舞
会， 可他的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
后， 已显得旧了， 穿在身上像个清洁
工。 妻子胡絜青让他买一件新的， 可
他没有同意， 便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
会 ， 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朋友说 ：
“对不起了 ， 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
了。” 老舍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 ， 题
目就叫 《勤俭持家 》， 告诫读者 “勤
俭持家的好传统万万忘不得！”

说说北京文化里的
“勤俭”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