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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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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请发至!

/012((!3('4567+

顿姓源自商水!古顿国"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文
8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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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姓"在我市并不多见"据%中国姓氏文化大

全&记载'顿姓源出姬姓'祖根在河南项城'始祖

是姬弱$西周时期'姬姓周族有人名弱'受封于顿

(今河南商水县境内)"建立顿子国"也称弱顿子$

后顿国为陈国所迫" 南迁至今河南项城西南"称

为南顿"春秋时亡于楚"后子孙以国为姓"故姓

*顿+,

日前'记者在商水县大武乡焦寨村寻访到顿

姓人家'与他们一起探访了这一稀有姓氏起源$

!我姓顿"顿号的顿#

!!!!!!2

月
6

日上午! 记者驱车赶到商水县大武乡

焦寨行政村寻访顿姓人家" 村民介绍!该村只有

一户人家姓顿!户主名叫顿培机!由于顿培机的

儿子在漯河市上班!顿家人于几年前都搬到漯河

了" 在村民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顿培机的电话

号码" #我姓顿!顿号的顿!在生活中很难找到同

姓人!年轻时曾有人和我开玩笑称我小顿$老顿!

还有人戏称我为顿号呢% &当记者问及顿培机的

姓氏时!顿培机打开了话匣子'言谈中!听说记者

要和他一起探访顿姓起源!顿培机很兴奋!并迫

切想知道有关顿姓的起源"

顿培机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他今年
74

岁!近

几天由于身体不好!正在医院治病" 他的祖籍是

漯河市堰城县顿庄!

3688

年起在商水教书! 当时

户口迁到了商水县巴村镇!由于妻子是商水县大

武乡焦寨村村民!为了工作方便!后来就在焦寨

村安家落户了"

顿培机说!他先后在商水县谭庄镇$张庄乡$

巴村镇教书!于
3677

年退休!由于孩子在漯河市

工作!他和老伴在前几年搬到了漯河"

顿培机说!特殊的姓氏在生活上和工作中都

对他产生过影响" 由于他是位教师!加上姓氏的

特殊!在商水很多不认识的人都知道他!特殊姓

氏让他拥有了一定的 (知名度&!(不少人知道我

姓顿后! 还以为我是少数民族呢! 其实我是汉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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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姓以古顿国国名为姓

!!!!!!

电话中! 记者和顿培机谈起顿姓的起源!

顿培机说*(听说我们顿姓人祖根在周口项城

市南顿镇!不过!我也没有专门考证过) &

听了顿培机的话!记者随后查阅了+中

华姓氏寻根网,及+华夏姓氏考,!发现据记

载!顿姓源出姬姓!祖根在河南项城!始祖

是姬弱) 西周时期!姬姓周族有人名弱!受

封于顿
9

今河南商水北
:

!建立顿子国!也称

弱顿子) 后顿国为陈国所迫!南迁至今河南

项城西南!称为南顿) 春秋时亡于楚!子孙

以国为姓!姓顿) 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内

蒙古$湖北等省市都有姓此姓的) 顿姓名人

西汉有孝子顿琦!宋代有泰州通判顿起!明

代有正德进士顿锐等)

古顿子国是否在商水.

2

月
0;

日
7

时

许!记者带着这一疑问来到商水县文物所)据

商水县文物所所长王韬介绍! 古顿国故城遗

址位于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及李岗与冢子王

庄之间!整个故城遗址地面为村庄和耕地!地

下埋藏的城址保存完好)故城遗址呈正方形!

每边长
<;;

米!总面积
4<

万平方米) 城墙用

夯土筑城! 墙基仍完整地存于地表下约
3

米

至
3=<

米深处) 城墙外四周有城壕护绕!护城

壕宽
4;

米!深约
3;

米!环城四周无间断)

王韬介绍!据文物专家考证!古顿国兴

起于西周初年! 周武王灭商后! 于公元前

3344

年大封诸侯! 封其近族姬姓于今商水

县平店乡一带称顿国) 顿国在今平店乡李

岗村建立城池!与陈国-沈国等为邻)

然而!由于顿国辖区较小!国弱民少!它

成了强国欺凌的对象) 当时!顿国惧陈之强

大!决定搬迁!他们在古
!

水之南又找到了

一片可以生活的地方) 于是!顿国开始派遣

臣民- 工匠在今项城南顿故城处修建土城)

待土城修成之后!顿国开始了一场神不知鬼

不觉的大搬迁)他们把都城由商水平店的李

岗村一直向东南转移几十里!而搬入了今项

城南顿故城之中) 因新搬迁之处在
!

水之

南!亦在故城之南!故顿国改名为南顿)

顿国搬迁后!李岗顿国故城被陈所占!

西汉时设博阳县!东汉时称朱家!直到三国

时才逐渐衰败) 李岗顿国故城的土城遗址

逐渐风化成为冢子! 从而形成李岗东坡连

冢的现象)

顿国秘密搬入了人烟稀少的项城南顿

故城一带时!由于突然兴起一座土城!人们

解释不清!就把南顿故城称之为(鬼修城&)

后来又附会上刘秀避难的故事! 更为南顿

故城增加了几许神话色彩)

其实! 顿国的南迁仍然没有改变它灭

亡的命运) 周敬王十四年/前
<;8

年0!顿国

的西邻沈国被蔡国所灭)

3;

年后!楚国率兵

围顿!顿国成为了楚国的属地)

顿国灭亡后! 顿国的贵族和臣民为了

纪念国家!他们才开始以国名为姓!使得顿

姓由此而生)

3677

年! 商水县人民政府将顿国故城

遗址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商水县志, 也有关于古顿国遗址的

记载 *(顿 /北都 0!位于城东南
31

公里李

岗村!古城址呈正方形!每边均有
<;;

米!

原有
!

水从西北来!在城址东部南去) 汉

称博阳!王莽时称乐家!三国时废) 城址周

围有大量周-汉墓!出土有周-汉建筑部件

和蚁鼻钱) &由此可见!古顿国遗址确实在

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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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国之!顿$有深意

!!!!!!

姬弱封国为何称(顿&. 给后人留下了

很多遐想的空间)

顿!形声字!从页!屯声) 从(页&!表示

与头有关) 屯义是卷曲-包裹!顿的本义就

是屈膝跪地叩头-磕头)

风俗通义记载*顿!姬姓国!楚灭之!子

孙以国为姓) 据+中国姓氏文化大全,记载*

顿!现行较罕见姓氏) 今山东之平度!山西

之太原-大同-阳泉!甘肃之酒泉!黑龙江之

嫩江县!河南之卢氏!湖北之武昌!湖南之

芷江等地均有分布) 汉族姓氏)

据相关姓氏专家分析! 当年封姬弱于

顿!是要姬弱向周天子磕头-叩头吗. 不能

这样简单理解) 顿子国北有陈/虞舜后裔妫

满之封国 !侯爵 0-宋 /纣王兄微子启之封

国!公爵0!南有楚/芈姓!子爵0!西有蔡/蔡

叔度之子姬胡之封国!侯爵) 蔡原在今河南

汲县北-新乡西北一带!周公旦平定三监之

乱后!将蔡迁至今河南上蔡0) 东南江淮或

更远处有许多殷商旧族和蛮夷等异姓诸侯

小国) 顿子国东面还有一个项子国!项子国

为何称(项&. (项&的本义是颈的后部)项子

国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控长江!进

可以攻退可以守) 此地如同人的咽喉-颈项

一般!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项子国的作用就

是扼守殷商旧族和蛮夷对周王朝反叛和进

攻的咽喉要道)如果说项子国为周王朝的第

一道防线!那么顿子国就是周王朝的第二道

防线)如果项子国第一道防线没能扼守住殷

商旧族和蛮夷对周王朝反叛和进攻的咽喉

要道!还有第二道防线顿子国) (顿&的意思

就是! 殷商旧族和蛮夷反叛或进攻到这里!

必须立即停止反叛或进攻的不法行为!向周

天子磕头谢罪) 由此可见!弱顿子虽只是周

天子同族!其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这就是姬弱封国之所以名(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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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国遗址处今无顿姓人
!!!!!!2

月
3;

日
3;

时许!记者来到商水县平

店乡李岗行政村北侧的古顿国遗址所在

处!这里塑有古顿国国君顿子弱的塑像!塑

像前供有一香炉!香炉里满是香灰!可见当

地群众对顿子弱非常景仰)

遗憾的是!记者在李岗村采访得知!李

岗村及附近村庄没有一户顿姓人) 据李岗

村支书邹丙来介绍!听上辈人说!李岗村曾

经有姓顿的人家! 可后来顿姓人为什么在

此消失!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

不过 !古顿国遗址在李岗村 !应该没有疑

问!前些年!村民在建房-挖坑时可以捡到

一些状若铜扣的 (打鬼扮 &!又称蚁鼻钱 )

这些斑斑锈迹的蚁鼻钱正是古顿国的钱

币) 如今!个别村民家里现在还存放有蚁

鼻钱)

3;

日中午! 记者到达项城市南顿镇继

续寻访顿姓人家) 据南顿镇政府文化站站

长李雪梅介绍!南顿故城经过
48;;

多年的

自然风化-人世沧桑!仅存城垣一段) 经考

古发掘!城下有殷商文化遗址!是殷民的一

处聚居地!城墙下有大量的周代文物!具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 南顿镇上竟然也

没有一户顿姓人) 据南顿镇一马姓村民介

绍!听上辈人讲!南顿原有顿姓人)

线索提供 王占华

南顿故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