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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凯!家住新乡市封丘县应举镇

南邢庄村! 他
!"#$

年考入周口师范学

院文学院" #记者大哥!我是外地人目前

在周口!我的姓氏能关注吗$ %日前!

广凯给记者打来电话!希望能对 姓进

行采访&

!

月
!%

日! 记者见到 广凯时!他

正和室友郭昆仑往宿舍走!如图"& 眼前

的这个
&"

后小伙子有点儿腼腆& #给你

添麻烦了!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 广凯

说!他虽然是外地人!但从目前来看他

至少还要在周口生活
$

年!#也算是周

口人%&

他说! 自己家现在是四世同堂!目

前家中有
'&

口人& 在居住有
("""

多人

的南邢庄村里! 姓人有
')""

多口!是

该村人口最多的姓氏&

距离去年的入学时间!虽然过去快

一年了!可当时的情景 广凯仍记忆犹

新& 他说!当时和家人来学校报到时!接

待他的学长不认识 姓!就问#这个字

念帝吗$ %#我姓
*!

' %#我不认识这个字!

别生气啊' %说罢!那位学长就开始为他

办理入学手续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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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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金月全 实习生 马莎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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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

老姓氏$ 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

家姓前
!"""

位& 统计表明$目前约有两

万余名 姓人广布中国各地$ 集聚分布

在山西临汾'陕西华阴'河北涿州'辽宁

沈阳' 河南封丘等
1

省
!'

个市
!1

个村

落里& 一个古老姓氏的族人经历了许多

风雨沧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子孙后

代现散居全国$甚至国外也有 姓人&

在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有一名叫

广凯的
&"

后小伙子$他对自己的姓氏渊

源很感兴趣& 从本报得知记者的联系方

式后多次电话沟通$ 希望能与记者聊一

聊 姓人的故事&近日$ 广凯向记者讲

述了关于 姓人的一串有趣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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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凯说! 姓人的生活习惯与常

人一样!只有一点儿与别人不一样& 他

说!很早以前!村子里的 姓女儿出嫁

时!如果这家的闺女此前在娘家不会做

饭!待她出嫁的那一天!娘家会准备一

捆干面条!放在嫁妆的显眼处!一起带

到婆家&

后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干面条已被替换为成箱的方便面& 有一

种说法是!这是一种间接提醒婆婆的做

法(儿媳妇不会做饭!不要为难她& 还有

一种说法是!讨#方便面%

$

个字中的#方

便%!向婆婆行方便!希望以后生活中婆

媳间能和睦相处&

当然!这仅是 姓人在当地的一种

风俗习惯!并无史料记载& 广凯说!现

在! 无论 姓女儿在娘家会不会做饭!

出嫁时!娘家都会陪送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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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实在太少见! 以前电脑打不出这个

字!周围人大多不会念& 一名叫 庆杰的老人

早过了退休年龄!养老金也已经领了好多年!

可养老金上的姓氏一直让她耿耿于怀&

庆杰说! 从退休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

了!至今自己的养老金户名仍是#帝庆杰%!每

每想起来总有些郁闷& #谁让我这个姓氏太特

殊呢!以前身份证登记的时候!就费了好大周

折才把姓氏输入正确了! 可养老金的户名这

么多年了还是错的& 当年在银行开户时!由于

计算机里没有这个字!说啥也打不出来& 我想

就算了!先用着)帝*这个姓凑合着!可后来又

和家人来过几次都没能改过来! 只能继续用

原来的户名!可每次取钱都得费一番口舌!而

且每当我取完钱看着回执票据上的)帝庆杰*

心里就不是滋味!% 庆杰老人一提起这个

事!就很郁闷+ 老人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一天!我的养老金户名-医疗卡上的姓

能改成. /字& %

无独有偶!据省内一家媒体曾报道!因为

姓氏冷僻!银行卡丢失后无法办理挂失手续!

一名 姓男青年跑到郑州市铭功路派出所非

要,改姓%&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这名男子的银行

卡上! 姓一直被银行工作拆开打成 ,辶%

,帝%!而他的身份证上!这个字是用手写上去

的& 一天! 姓男子的银行卡找不到了!想去

挂失! 但银行却因为他出示的身份证上的姓

和银行存根上的姓不一致!不能挂失& 所以出

现了上述,改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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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为探究 姓的渊源! 广凯专

程与本村的族人一起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县底镇河里庄村走访! 因为这里是全国 姓

人公认的 姓发源地& 居住在那里的 姓后

人口口相传的说法是! 河里庄附近的 姓人

以及分布在全国 姓人都是由此辐射或移民

出去的&

据资料显示! 姓共有
$

个主要来源!且

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源于姬姓! 出自明朝皇室

朱氏后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一-源于姬姓!出自明朝皇室朱氏后裔!

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据0 氏家谱1记载!为躲避皇室争权自

相残杀!遂远避隐居于陕西华山脚下的孟塬&

由于 氏源于皇室贵族!不忘自己源自帝王!

因避自残而走!所以在,帝%字下加,走%旁!把

姓氏改为 氏! 准备在日后能够恢复真正的

本家姓氏!但却一直相传至今!姓氏读音作
*!

&

二-源自平阳府!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

区河里庄!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

的,文明始族%尧帝建都之地&

相传! 姓人定居河里庄后!经过长期的

休养生息!人口繁衍越来越多!到了明朝初年

洪洞大槐树移民时! 河里庄 姓人口已达到

了相当的数量& 从明洪武元年2

'$)/

年3至永

乐
'1

年2

'('%

年3

1"

年的时间内!由平阳府衙

2今山西省临汾市3 组织在洪洞大槐树下集

中!就大规模移民
'/

次之多+ 期间 姓也迁

往秦-豫-冀-鲁等地+

三-源于古羌族!出自汉朝时期西羌族同

蹄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史籍0广韵4东韵1中记载(,同!齐也!共

也!又羌复姓有同蹄氏& %在史料0洛川县志1

中记载(,前秦
2

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国公元

$133$&1

年
4

!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 今旧县

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

为当时的羌族村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

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朝0重修灵泉院碑1仍

作同蹄村& %西羌族人后在历史演进中大多融

合于汉族!同蹄氏也逐渐汉化为汉姓!诸如同

氏-铜氏& 其分支党项部族后来建立了西

夏王朝!后被蒙古灭国!有王族后裔改汉姓为

氏&

广凯"左#和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