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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 不寻常 
 

陈关荣 
 

 

“请问贵姓？” 

 

      --“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 

 

“哎呀，认真点。” 

 

      --“认真。我就姓‘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 

 

“真的？没听过。” 

 

嘻嘻，您也没听过吧？ 

 

我似乎已经能看到您那怀疑的眼神和否定的微笑了。您会说您连《百家姓》都可以

倒背如流，哪有听说过什么“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的呀？ 

 

当然，提到中国人的姓，大家最熟悉的自然是《百家姓》了。可以查证，《百家

姓》的成书甚至还早于《三字经》。原版的《百家姓》收集了 411 个姓，后来经过

增补的《百家姓》列有 504 个姓，其中单姓 444 个，复姓 60 个。关于百家姓，我

想您一定知道民间流传的一幅帖子：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昝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于惠 甄麹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郄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庾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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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益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梁  

  晋楚闫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畲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总共才 568 个单字，其中当然没有“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啦。 

 

1977 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当时华人族姓的文章，

说：  

 

  第一大的 10 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约占总人口 40%。 

  第二大的 10 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超过总人口 10%。  

  第三大的 10 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约占总人口 10%。  

  接下来 15 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约占总人口 10%。  

 

如果这些数字是对的话，那么在当时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用了这 45 个大姓。

最近的官方统计数字则表明，国人中的第一大姓属于唐太宗 — 李。此外，汉族人

的姓的总数超过 4000 个。看来《百家姓》要改成《千家姓》了。 

 

在中国人众多的姓中，最古老的是“姬”姓，它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姬姓之族

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据说，最初黄帝居住在一个叫姬水的地方，因而姓“姬”。

“姓氏”现在是一个合成词。但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本质的区别：姓源于母系，

同一个姓表示有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姓”字以“女”字和“生”字组合而

成，可知其意。因而中国最早的姓都以“女”为边旁部首，如：姜，姚，姒，妫，

嬴等。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按父系来标志血缘关系。中华民族都是“炎黄

子孙”，其中“炎帝姓姜，列山氏”而“黄帝姓姬，轩辕氏”。据说黄帝当时是轩

辕部落的首领，炎帝则为少典部落的首领。这两个部落经过一场坂泉之战（又称涿

鹿之战），炎帝落败，两族人合并，后人称之为炎黄部落，从此中华民族便成为炎

黄子孙。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又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后来，黄帝的家

族越来越大了，他的后裔被陆续分封到中原各地，演化出其它姓氏。由此可见，中

国人姓氏的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即使是同一姓氏，也未必出于一源，因为有些姓

氏是受赐于帝王的，有些则是由不同姓氏结合而成，彼此不见得有血缘关系，许多

也没有共同祖先。不过，当时中华民族的主流依然以姬姓世代沿袭，直到三千多年

前的周文王父子也依然姓姬：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召公姬奭等便

是其中的知名人士。中国到了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渐式微。连严谨的司马迁

作《史记》时都已经把姓和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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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趣的姓氏很多。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自不必说，姓

“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就不少，甚至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中国人的姓，其中“明”和“时”虽属罕见的姓，人数依然

在 12 万以上，其它则属于稀有的姓，人数在 12 万以下。按人口而统计的数字表

明，“接、伯、脱、须”是目前最稀有的四个姓。 

 

据说陕西省泾阳县埝口五村有几十位村民姓“第五”，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百家

姓》中最后的两句“第五言福、百家姓终”中的第五。其实这个姓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据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原为田姓的齐国皇亲结伴逃亡，到郊外清点人数时，

只剩下八个人，为逃避秦兵追捕，便以第一到第八为姓。其中姓“第五”的族人的

子孙后来也在台湾繁衍下来。 

 

说到台湾，据当局 1954 年的统计，这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岛屿上有 768 种不同

的姓氏，其中复姓 4个，还有一些非常有趣，例如“金、木、水、火、土”不说，

连“死、难、黑、老、毒”都是姓，也有人姓“三、母、神、镜、蚋、铙、豺、

妈、了、乳、用、出、巢、昌、汲、芮、操、练”等等，甚至历史学家都难以逐一

考证其出处。听说还有姓“鸟”的，叫他们“鸟先生”、“鸟太太”便可。 

 

中国有人姓“公”— 遇到这些年纪大的男士，女士们都不敢叫他们“老公”。还

有姓“您”的，如果打招呼您就不能说“先生您好”而只能说“您先生好”！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与累积，中国人的姓氏如今已是纷繁众多，其趣无穷。稍作

分类，便可发现如下的姓氏： 

 

1． 天、日、月、星、风、云、雷、虹、霞、雪、霜、露、冰。 

2． 地、山、沙、野、岛、岸、坡、岭、江、河、洋、渠、泉、池、湖、海。 

3． 头、耳、口、眼、鼻、舌、齿、眉、发、足、身、骨、心、胆、皮。 

4． 马、牛、羊、狗、猪、鸡、鸭、鹅、虎、熊、龙、蛇、鹿、猫、虫、鱼、鸟、

雀、鸽、象。 

5． 桃、李、杨、柳、松、柏、桐、梅、兰、竹、菊、荷、花、果、叶、根。 

6． 父、母、兄、弟、叔、伯、公、婆、姑、舅、娘、姥、哥、姐、夫、儿。 

7． 开、关、问、听、打、杀、扔、扑、扫、拍、拉、抱、吹、吼、爬、看。 

8． 国、省、市、州、府、县、旗、区、镇、乡、京、都、郡、郊、家。 

9． 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印、扇、鼓、管、箫、笙、号。 

10．军、师、旅、团、连、排、班、帅、将、校、尉、兵、卒、司工、司马。 

11．新、旧、方、直、圆、尖、厚、扁、肥、胖、稀、密、多、少、混、清。 

12．米、饭、茶、酒、烟、糕、盆、钟、镜、柴、烛、枕、席、秤、伞、盘、碗。 

13．春、秋、夏、冬、晨、午、晚、夜、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14．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辰、午、未、申、酉、戌、亥。 

15．工、农、商、学、兵、师、艺、乐、医、士、卫、邮、厨、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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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褐、乌。 

17．夏、商、周、秦、汉、魏、蜀、吴、晋、隋、唐、宋、金、元、明、清。 

18．京、津、沪、渝、辽、吉、黑、冀、豫、晋、鲁、皖、苏、浙、闽、赣、川、

黔、滇、陕、甘、宁、青、藏、湘、粤、桂、台、琼。 

19．中、朝、日、泰、缅、菲、柬、老、印、越、英、美、德，法、意、奥、比、

荷、俄、捷、波、匈、保、罗、南。 

20．汉、满、蒙、回、藏、苗、彝、侗、瑶、白、傣、黎、土、羌、京、怒、哈。 

 

您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凑出更多的分类，饶有趣味，令人忍俊不禁。 

 

在民俗方面，广东省南雄乌径镇地区是目前中国最完整地保留了“姓氏节”这种古

老习俗的一个古代村落群。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这里便开始庆祝为期一周的姓氏

节。全国首届“姓氏文化节”则于 2004 年 10 月 17-19 日在河南省周口市召开。主

办学者认为，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姓是伏羲的“风”姓，而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姓

氏有一万多，最前面 100 个大姓中有 97 个姓与河南有关，其中 77 个姓直接起源于

河南。 

 

在考究方面，中国有一个叫做“华夏姓氏文化研究会”的非官方机构，有网站： 

http://www.yeqm.com/prc2004/zhxs/zhxs1/zhxs.asp 

近年来，全国各地姓氏文化研究蓬勃开展，编辑出版的姓氏丛书有十多套，零散出

版的相关书籍有一百多种。姓氏寻根活动还上了互联网，有中文网站近两百家。

2004 年 11 月 18 日，北京举行了《寻根中国 — 中华百家姓邮资品珍藏册》的首

发仪式，以“数典认祖、追宗寻根、中华子孙、万姓一家”为主题，按照 1982 年

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将占人口总数 90% 左右的 128 个姓氏以全新发行的 8 个整

版暨 128 枚个性化姓氏邮票为主体，结集成上下两册，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1996 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袁义达和杜若甫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

典》，说我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一共有 11969 个，此外还有异译字和异

体字姓氏 3136 个。其中，单字姓 5327 个；双字姓 4329 个；三字姓 1615 个；四字

姓 569 个；五字姓 96 个；六字姓 22 个；七字姓 7 个；八字姓 3 个；九字姓 1 个 

— 那就是 “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 

 

不过，山寨版最长的姓是在内蒙乌兰木通的蒙古族人的一个姓：“阿列古拉勃尔谟

斯吾勃阿列坎素奈斯里卡素夫”，用蒙文写下来的话，一共有 52 个字符。信不信

由您。但是，您总可以称呼一下这位先生或女士。不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