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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字记载!来姓有
!

个起

源"

一是源于虞姓 ! 出自古代

舜帝的后代遏父 !属于以封邑

名称为氏 # 周武王灭殷商后 !

将长女太姬嫁与遏父之子胡

公满为妻 ! 并封地于陈邑 !胡

公满的子孙后来就以国为姓 !

称陈氏 !流传至今 # 陈氏有诸

多分支 !其中有子孙分封在徕

邑 # 其后裔子孙遂以封邑名称

为姓氏 !称徕氏 !后简化为来

氏 #

二是源于妫姓!出自古代夏

王朝缔造者大禹之裔孙伎来!属

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伎来的后裔

子孙中! 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

者!称来氏#

三是源于子姓!出自商汤王

族后裔之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

为氏# 商王族支孙食采于荊
"

今

山东龙口
#

!建国!其后遂以封地

名称 $荊 %为姓氏 !后简化为来

氏&

四是源于莱姓!出自商朝莱

侯之后裔!属于以国名因故改姓

为氏& 鲁襄公六年!莱国
"

被齐侯

所彻灭!莱侯之子浮柔跑奔至棠

邑!因失国而去$艹%部首!称作

来氏&

五是源于回族!出自蒙古族

札赉特部!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在和卓'和札赉的族人以及后裔

子孙中! 有取原部族汉语称谓

(札赉特%之(赉%为汉化姓氏者!

简笔为来! 成为回族来氏的主

源&

六是源于蒙古族 ! 出自蒙

古族来默氏)毛忽来氏部落 !属

于以部族称谓汉化为氏 # 据史

籍 *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

旗姓 -记载 "

!

蒙古族来默氏 !

又称林明克氏!世居察哈尔 .今

河北张家口地区/0后有满族引

以为姓氏 ! 满语称
$%&'()%*%

!

清末民初改汉姓来氏 ! 亦有改

汉姓赵氏者 &

"

蒙古族毛忽来

氏部族 !世居鄂尔多斯 .今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 /! 后多冠以

汉姓牟氏 )来氏 )何氏 )李氏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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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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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姓氏少见吗! 你知道你的祖辈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

否因为自己的姓氏让你啼笑皆非!你的家族有什么稀奇的故

事!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亲朋有稀有姓氏"请告诉我们#如果你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你或你身边的稀有姓氏"请联系我们$

电话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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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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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杜欣 金月全 马治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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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姓氏"来姓人数量不多"也是周口境内稀有姓氏之一$

据了解"来姓主要分布在河南%浙江%山东%陕西等省&历经周%春

秋%战国%秦朝%汉晋%唐%宋%元%明%清至今已有
7999

余年的历

史$ 如今&在扶沟县固城乡海岗行政村高庄村&生活着
599

多口

来姓人$

55

月
65

日&记者走近他们的生活&倾听来姓人家讲述他

们姓氏的来源和趣闻$

扶沟探访来姓人
!!!!!!

初冬时节! 豫东平原的乡野

一览无余&旷野里是泛青的麦苗!

一望无际1乡间公路两旁!杨树林

立!偶有零星的几片黄叶点缀!仿

若淡墨写意1 沉浸在冬日宁静中

的一座座村落!看起来大同小异&

位于扶沟县固城乡境内的海岗行

政村高庄村也不例外! 普通得令

外地人来过一次再回头就很难相

认&

55

月
65

日下午!多亏扶沟县

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人员张晓蒙

引领!记者一行才不至于迷路!从

扶沟县城直奔要 采 访 的 目 的

地222高庄村3

乡间新修的水泥路四通八

达)平坦宽阔)畅通无阻& 途中不

禁让记者大发感慨" 现在乡下的

交通真是方便多了啊4

(你别说!有姓来的!我还是

头一回听说& %

(不知道有姓往的没有5 %

(有来就应该有往啊!来而不

往非礼也& %一路上!张晓蒙与记

者边走边聊&

抬眼间! 记者竟然发现路边

有一个(来庄%的路牌!很是纳闷"

难道来庄也有姓来的5 后来采访

时得知! 这个来庄没有一户姓来

的! 姓来的都住在不远处的高庄

村&至于为什么叫来庄!大家都说

不上来&

在高庄村!村干部顾本立帮忙

找到了住在村中间的几户来姓人

家&(他姓来!叫来国安&%顾本立指

着一位朴实而憨厚的男子说&

记者说明来意后! 正蹲在地

上摘棉花的来国安立即放下手中

的活!给记者找板凳)让座& 来国

安告诉记者! 他对自己姓氏的起

源了解甚少!除了本村的!平时听

说的同姓人很少&

(我不会说!我给你叫人去& %

来国安话音一落! 有点不好意思

地起身往外走&

村干部顾本立介绍说! 他们

高庄有
:99

多口人!姓氏很杂!有

59

多个姓! 其中姓来的有
599

多

口人&在扶沟!他也没听说过其他

地方有这个姓的&

很快! 来国安就喊来了几位

岁数稍大些的来姓人& 一位
!;

岁

的老人诙谐地介绍自己说"(我叫

来信!你听听!这名字多好听!谁

不喜欢有来信啊& %

来信比较健谈"(我听上辈人

说! 俺这村里姓来的
699

年前是

一家人!

699

年前! 只有一户姓来

的! 还是从西华县的来洼村迁过

来的& %他回忆说!什么原因迁过

来的倒是没听说! 过去他父亲曾

经放有一本家谱! 是跟西华县来

洼村的来姓族人一起续的 !(文

革%后!就找不到了& 现在来洼村

还有上千口姓来的! 周口也就这

两个村有姓来的了&

;<

岁的来心安担心地说"(现

在也没人牵头续家谱了! 名字中

间的辈分一字都是乱取的! 这以

后也不是个事儿啊& %

说到以后!原本话语不多的来

国安有了话题"(过去家里穷!上不

起学!我小学毕业就没学上了& 现

在条件多好啊!我两个闺女一个上

高中!一个上初中!我说啥也得让

她们上大学!为我们来家争光& %

"

" 来姓人家有趣闻

!!!!!!

据了解 ! 来姓在古代以南

阳)江都)平阳为郡望!现代主要

分布在河南)浙江)山东)陕西等

省!历经周)春秋)战国)秦朝)汉

晋)唐)宋)元)明)清!至今已有

7999

余年的历史&来氏族人历史

上出现过不少官宦名人 ! 齐国

有来章!楚国有来英!汉朝有光

禄大夫来汉)中郎将来歙!三国

有官典学校尉来敏等& 来姓在

众多姓氏中虽然人数较少!但他

们口口相传下来的传奇或趣闻!

无不显示出后人对自己姓氏的

尊崇&

来姓后人记录了一则(御桃

分家%的趣闻!演绎了来姓的民

间起源& 说在宋朝的时候!河南

鄢陵县咸平乡淮安里!出了一户

祖孙七代不分家的大户!家中有

多少人已经说不清楚!仅青壮年

就有
699

多人 !人丁兴旺 !名震

四方&

一天 ! 西宫娘娘在皇上面

前谗言说 "(河南有一大户 !正

在囤积粮食!积蓄力量!怕日后

是个祸害& %皇帝一听!将信将

疑!就派了两名大臣!带上两颗

(御桃%!到河南探听虚实& 那两

名大臣以赠送 (御桃 %为名 !见

了这大户人家的当家太公 & 那

太公不知来意 ! 见了皇上赠送

的(御桃%十分感动!立即吩咐家

人把桃子碾碎 !放入缸内 !用开

水溶化& 中午全家人吃饭时!太

公请大家分享(御桃%!每人一碗

桃汁&

事后!两名大臣将见到的情

景详详细细地向皇帝汇报& 皇帝

十分震惊!深感这位太公治家有

方)发家有术!便传旨会见太公&

太公来到金銮殿上! 皇帝问道"

(你家
;

代合聚! 必有一套治家

方法!何不说给寡人听听 !为朕

治国借鉴4 %太公回答"(要治家

庭! 小民以为必须勤俭持家!阖

家团结& 再就是不轻信妇人之言

也十分要紧& %皇帝听到这里!脸

红了起来!心想"我就是听了贵

妃之言! 差一点害了这无辜之

家!便赞赏了太公一番!让他回

家去了&

太公回到家里 ! 回想赠御

桃和上殿询问的情景 ! 感到不

妙! 觉得一定有人在皇帝面前

说他们的坏话!否则!哪来这些

是非呢5 便召集长子)长孙一道

商议!会上决定分家各居 !让各

房大小远走高飞!各奔四方 !建

立家园& 其中有位名叫康顺的

子孙!由于他治家有方!教子有

法!家业兴旺!左邻右舍都喜欢

和他打交道 ! 但不知道他家的

实姓! 互相之间问起 ! 只说是

(新来的那户人家 %& 年深月

久 !(新来的 %便成了 (姓来的 %

了&

#

" 人口不多 起源不少

来姓起源的趣闻

来姓村民聚在一起讲述他们姓氏的来源和趣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