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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俺姓母是男的，俺姓 老被打成员”

人口普查查出一些稀奇姓
本报泰安 1 1 月 10 日讯

中华姓氏，无奇不有，随着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束，在泰

安不少鲜为人知的姓氏也浮出

水面。

“这个字挺罕见啊，念啥？

员？允？”9 日，岱岳区范镇 北

村普查员李青翠看着入户登

记册上的“ ”字，觉得很稀奇。

在普查中遇到同样“姓氏惊奇”

的还有肥城市仪阳镇普查员赵

传洲，他的普查范围包括肥城

市东杨村，而东杨村有 200 多

户人家都姓“母”。“我之前还不

知道有这么个姓氏呢，更没想

到这么多人姓母。”赵传洲说。

据了解，这种在普查过程中遇

到的稀奇姓氏还不少。

统计过泰安市之前 4 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原泰山区档案

局局长冯钦淮对泰安姓氏有着
很深的研究。据其 2005 年整理

的《泰安姓氏漫谈》一文中统

计，泰安市共有 1088 个姓氏，

其中泰山区 821 个，岱岳区 510

个，新泰市 694 个，肥城市 431

个，宁阳县 291 个，东平县 216

个。“有大姓必有稀姓、奇姓，泰

安的稀奇姓氏总结起来也大概

有 100 多个。”冯钦淮说。若单
从字面的意思稍加区分，便可

列出几十例同类概念的姓氏。

按照天气气象分，有风、雷、雨、

雪、虹、霞；按颜色称谓分，有

赤、黄、绿、青、蓝、紫、黑、白、

朱；按表象特征分，有肥、胖、

密、多、少、新、方、圆；按亲属称

谓分，有母、叔、伯、公、姑、夫、

祖、翁、长、孙等。

“一听见姓母人家就笑”

10 日，记者来到肥城市仪阳镇东杨村

村民母兴龙家中，“家里很多人出去一说

自己姓母，人家都笑，我觉得也没啥特别

的啊。”母兴龙很无奈地说。“平时在村里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村里很多人都姓母。但
是一出村，特别是到市里去，一说自己姓

母，人家听了就‘哈哈’大笑，让我觉得笑得
莫名其妙的。”母兴龙的侄子母坤说道。

说到姓氏带来的困扰，让母兴龙最头

痛的是，每次去医院买药时，开药单的医

生有时因为连笔，让人把“母”字误认成

“田”字，结果老是被叫错名。

母兴龙的堂孙母晓宇也向记者抱

怨，因为他家姓母，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开

他玩笑，叫他“小母”。

“其实有很多麻烦，有时候见到人打

招呼，跟人家不熟时，人家也不知道该怎

么叫你，叫你老母吧，有点沾人家便宜；叫

你母先生吧，听起来又很别扭。”母坤说。

东杨村村支书王庆友告诉记者，在

东杨村，母姓算是大姓，占村里 1/4 的人

口，大约有 200 多人。今年 75 岁的母兴国

告诉记者，其实东杨村应该叫母家庄，最
初是母家人来到村里定居的，而且人数

也很多，但是因为觉得名字不好听，而后

来又来了姓杨的人，所以叫杨家庄，最近

几年又改成了东杨村。

母兴龙的孙子母朝利拿来了书页已

经泛黄的母氏族谱，族谱记载了母氏家

族来到肥城后的家族历史，现在已经续

写了 20 代人。“在肥城定居之前的家族历

史我们都不清楚了，族谱记载的第一代

祖先是承业、承恩两位老人。”母兴龙指

着族谱的第一页告诉记者。“有的学者考

证，母姓本为复姓胡母，源于田姓，是齐

王之后。虽然我们姓氏很奇怪，但怎么说

也是名门之后，所以我们都以这个母姓

为荣，一些小的困扰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现在我们也在续写族谱，让更多的人都

知道我们母姓。”母兴国说。

电脑不识“ ”经常打成“员”

“你叫步兵？我还叫炮兵呢！”当一个

叫步兵兵的小伙子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经常能听到这样善意的玩笑。

2009 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25

岁的步兵兵在泰安一家公司从事电器外

贸方面的工作。谈及自己的名字，步兵兵

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说，他老家在潍坊青
州王坟镇，虽然当地姓步的人很多，但是

起这么个性名字的人还不多见。本来他

的名字叫步兵，但后来家里人听说王坟

镇台头村还有个男孩叫步兵，而他的小

名又叫兵兵。为了防止重名，就改成了步

兵兵。

考上山东农业大学之后，步兵兵发

现在泰安叫步兵的人少之又少，而作为

男子汉，他多少有点不喜欢自己名字里

带有叠字，所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直

接说自己叫步兵。

步兵兵笑着说，由于姓氏少见，名字

又个性有趣，大学里的同学没少拿他的

名字开些善意的玩笑。例如，他喜欢打乒

乓球，而且水平还不错，所以得了一个外

号叫“步乒乓”。在一些写有自己名字的

比赛表和值日表上，“步兵兵”三个字有

时会被涂鸦成“步乒乓”，而这类表格会

被张贴在公共场合，所以会引来一些同

学好奇的目光。“都是一些同学开的善意

玩笑。”步兵兵笑着说。

对于自己的名字，步兵兵说，男孩子
小时候都喜欢玩兵匪游戏，总是把自己

想象成英雄式的人物，也崇尚阳刚之气
的军人。但是由于他 400 多度的近视眼

不能通过体检，所以想成为一名步兵的

步兵兵，也只能遗憾地和自己的当兵梦

说再见了。

冯钦淮：

泰安稀奇姓

也有本土化

10 日，记者在冯钦

淮那里获悉，在众多泰

安奇姓中，还有不少与

泰安地名有渊源的奇

姓。

10 日上午，记者在

温泉路附近的泰山区政

府宿舍见到冯钦淮时，

他正坐在家中研究自己

的书稿，一本厚厚的泰

安市市志和一个放大镜

摆在书桌上。谈及自己

从事了 30 多年的姓氏

研究，70 多岁的冯钦淮

显得很有精神。冯钦淮

说，由于之前在泰山区

档案局做档案工作，所

以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一

手材料，也搜集了不少

稀姓、奇姓，其中一些源

自于泰安本土的姓氏是

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

题。

冯钦淮回忆说，这

些与泰安地名有渊源的

奇姓，都体现出浓郁的

地方特色，属于泰安特

有的姓氏。如“岱”“岳”

等姓氏是以泰山衍生出

来的姓氏；“泮”姓，以居

住地为姓，《中华万姓溯

源》云：“古有泮河，在今

山东泰安境，或因水得

氏”；姓氏“汶”，以水名

为姓，汶，就是今天的大

汶河，居住这一带的居

民有以“汶”为姓；姓

“肥”，因肥子国后裔的

散落处而得名，迁来者

就用原来部族的名称

“肥”作为自己的姓氏，

而这个肥子国就是今天

的泰安肥城。

谈及泰安为何有那

么多的稀奇姓？冯钦淮

带上老花镜，边翻着他

编写的《泰安稀奇姓》边

分析了四条原因：首先

是改革开放后人员交流

多，必然要有新姓氏的

人到泰安工作、学习；其

次，外地婚入的多；再者

少数民族增加；最后是

到了当地新形成的姓

多。

步兵不是兵，喊作步乒乓

“这个村子总共有 344 户、1273 人，三

分之二的村民都姓 ，这个姓很多人都没

有见过。”范镇 北 村的人口普查员

焕英告诉记者。

同时，这个鲜少的姓氏也给村民带来

了诸多不便。村民 钦佩告诉记者，以前

“ ”字在电脑中很难查出来，所以很多时

候“ ”就被写成了“员”，不管是户口本还

是身份证上，自己都叫做“员钦佩”。“后来

电脑上可以打出这个字来了，再去办事的
时候又全部用上了‘ ’，但麻烦也就来

了，想报销合作医疗费用的时候，还得回

村子开证明，证明‘员’和‘ ’是一个姓

氏，可添了不少麻烦。” 钦佩说。

同样有尴尬遭遇的还有 峰吉。他

说，由于二代身份证把姓氏改成了“ ”，

以前的银行存款都不好取了。

在村头的石碑上，记者看到上边清

晰地记载了 北 村的历史：汉武帝封

禅时，在此一带祭地，祭也称“ ”。明初，

有人从河北迁此定居，因 姓多，故名

“ 北 ”。

今年 63 岁的 钦宝是村子里唯一

一个拥有 氏家谱的村民。他拿出书页

已经泛黄的四卷家谱翻阅着告诉记者，

家谱记载了家族 23 世成员和 117 年的历

史，从上边可以看出， 氏家族是春秋时

期伍子胥的后代。伍子胥字伍 ，出于政

治原因，后来取他的字作为家族的姓。山

东省 姓集中的两个地方就是泰安市范

镇 北 村和聊城市冠县的 庄。“目

前，我们正在续家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家族成员有归属感，同时让更多人了

解‘ ’这个姓氏。” 钦宝说。
钦宝翻看着有 117 年历史的老家谱。

母兴龙向记者展示他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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