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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名字的变迁，总是带

着满满的时代烙印。大家一定忘

不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建军”、

“红兵”，也能脱口喊出 80 年代

的“小娟”、“小娜”，而如今的

父母则更有“时代精神”，比如

2017 年 9 月，就出现了一个轰动

网络的女孩名字——王者荣耀。

1 月 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了解到，不仅是“王者荣耀”，

且“黄埔军校”、“谢主隆恩”、“冠

名”等特色姓名都纷纷出现。然

而，这些任性的取名到底有哪些

讲究呢？

“ 湖 南 家 长 取 名也 很 有创

意。”长沙市公安局户口身份证

受理中心一名女工作人员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湖南公民

身份信息系统里，也常见一些谐

音的名字，比如，“黄后”、“艾妃”、

“白素珍”；还有一些父母在孩子

身上“搞怪”，取名“朱会飞”、“马

一名”；另外，一些父母为了追

星，更是给孩子取跟偶像相同的

名字。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长沙

市汉族户籍人口中，2 字姓名的

人数约占到全市汉族户籍总人口

的 14%；3 字姓名的户籍人口占

比 超 过 85%。 也 就 是 说，2 字

姓名与 3 字姓名人口总和占到了

99% 以上，而 4 字姓名在长沙还

不算多见，不超过 1%。

该工作人员表示，4 字姓名

中有很多同时包括父姓和母姓，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还有一种是成语或成语的谐

音，如“杨柳闻莺”、“尹航高歌”、

“姚池仙子”等 。

这厢“王者荣耀”刚落户，那厢“彭 A”忙改名——

湖南爹妈个性取名：乐了网友坑了娃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父母给孩子取名，总想与众不同，特别是一些追求个性
的“90 后”新晋爸妈，在娃的名字上更是天马行空地行使
着为人父母的“特权”。

但他们想不到，随心所欲胡乱取名也能惊动中国最高人
民法院——不久前，曾备受关注的“北雁云依案”再次引发
热议。原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 17 批共 5 件指导
性案例，其中，因父母给孩子取名“北雁云依”遭到公安局
拒绝登记的案件入选其中，成为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

那么，取名字到底谁说了算？ 1 月 5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来到长沙市公安局，看看咱们湖南父母取名，都有哪
些新套路……

“追求个性是新一代年轻家

长给孩子取名字的趋势。”叶恺

鑫认为，中国人以前给小孩取名，

往往是为了表达一种美好愿望，

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但现在，

一些家长为了标新立异，给孩子

取类似“王者荣耀”、“史诗王爵”

之类的名字，虽然政策也是允许

的，但家长的个性取名也是一种

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同时，这些

太另类的名字也可能对中国文化

传统和伦理观念造成冲击，既

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

求，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

现社会的良性管控。

叶恺鑫提醒，希望孩子与众

不同的想法是好的，可如果太过

追求个性，使用生僻字或多个字，

不便于他人识别或难以在普通字

库中查到，很可能给孩子的未来

带来不便，影响其日常生活和正

常交际。比如说老师不知道念孩

子的名字；上户口、办护照、看

病时，电脑打不出孩子的名字；

之后要改名，程序也比较复杂等。

因此，叶恺鑫呼吁，年轻家

长在给孩子取名时，可以张扬个

性，但要张弛有度，在不违背公

序良俗的前提下，尽量使用通用

规范汉字，避免生僻字的出现。

■故事

老爸太任性，“彭A”麻烦多
如果说，身边有朋友叫“小

A”，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昵称。不

过，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人

口与出入境办证大厅内，工作人

员还真就知道这么一个叫“彭 A”

的湘西女孩。“这个名字可没少

给她惹麻烦。”一名刘姓工作人员

回忆，第一次见彭 A 是在 2012

年，当时她还是湖南大学会计专

业的研究生。由于入校后必须将

户口迁至学校，彭 A 便带着户口

本来办理迁户手续。

“彭 A”这一特殊姓名被工作

人员反复核实，别人迁户可能只

需要几个小时，可她来回奔波了

好几天。彭 A 告诉工作人员，自

己是湘西保靖县人，父母是保靖

县民族中学的老师。

1989 年 8 月， 彭 A 出生时，

父母还没想好名字，于是就直接

给她取名“A”。后来，彭 A 得知，

父亲因钟爱鲁迅的作品，尤其对

《阿 Q 正传》情有独钟，所以执

著地为她取了个有个性的名。由

于当时没有公 安部户籍网络系

统，也没有对取名作硬性规定，

所以“彭 A”这个名字顺利上了户。

接下来，这个名字却带来了

一系列的麻烦——自我介绍时，

彭 A 总要不断重复解释 ：“我叫

彭 A，彭德怀的‘彭’，ABCD 的

‘A’”；报考研究生时，报名系统

里无法输入字母“A”，学校建议

可用“？”代替“A”，好不容易

报上了名，可之后，她所有的书

面材料中，名字都是“彭？”。

之后，公安部户籍网络系统

启动，彭 A 不能办理一切与互联

网有关的业务，不能在网上购买

汽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甚至

因为包含英文字母的姓名无法上

传至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她成

了“黑户”。因为老爸的一时任

性，彭 A 的生活和学习受到了不

少影响。于是，彭 A 想尽办法

为自己改名。2012 年 6 月，彭 A

将名字改为“彭艾”，这才避开

了名字带来的种种麻烦。

名字太生僻，长沙女孩被喊“张开腿”
“取名字可不是闹着玩，一

不小心就闹笑话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网上曾有一

个很热门的话题—— 孩子出生

后，父母取好了名字，叫“黄跃菁”，

因为家长以为“菁”与“青”同音。

直到开好《出生医学证明》并且

签好字后，父母才得知，“跃菁”

实际上和“月经”同音，但再去

找医院改名，就被告知“不能修

改”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玩笑，因

为像“黄跃菁”一样，父母取名

时未考虑谐音而惹来麻烦的女孩

在湖南也不少。近日，家住长沙

市雨花区的张开娧就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吐苦水。

张开娧的名字是父母取的，

“娧”字，与“退”同音，寓意美

好的样子，是希望孩子长大后更

漂亮。可说来也巧，土生土长的

长沙妹子张开娧在 2017 年被调

到了四川工作，到了四川后，原

本不尴尬的名字就尴尬了！

“大家好，我叫张开娧。”话

音刚落，台下的男女员工就笑成

一团，老板的表情也很是尴尬。

下台后，四川的朋友告诉她，在

当地方言里，大多数字都是读第

四声，也就是说，“张开娧”用

四川话表达，就与“张开腿”是

一个发音。接下来的时间，男同

事总是调侃她：“每次叫我都是‘开

腿，开腿’，特别郁闷！”

最 尴 尬的是，2017 年 12 月

12 日，朋友给张开娧介绍男朋友。

谁知，刚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对

方就不停地盯着自己的双腿看。

回到家后，对方还给自己发信息，

称赞“开腿，腿很美”。

“以前在湖南还没感觉这名

字不好，现在要在四川生活，真

想去改个名字。”张开娧向记者

求助，“像我这种情况，还能改

名字吗？”

■调查

湖南个性家长爱给孩子取这些另类名字

■说法

“王者荣耀”能上户，个性取名有讲究
“ 首先 是 不能自创 姓 氏。”

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

过程中，长沙市公安局有关工

作人员反复提到这句话。除此

之外，想给孩子个性取名的家

长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湖南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帅表示，根据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公民享

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

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

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但

公民行使姓名权时，还应当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不能 违 反公序良俗。

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而早在 2007 年，公安部也

出台了《姓名登记条例（初稿）》，

有了关于名字的限制性规定，虽

然至今尚未正式生效，但也作

了具体规定。

张帅解释，《姓名登记条例

（初稿）》中规定 ：“在户口登记

时要求姓名由姓氏和名字两部

分组成。姓氏在前，名字在后。

少数民族可依本民族的风俗习

惯设定姓名。公民应当随父姓

或者母姓。允许采用父母双方

姓氏；对一些不能使用的字符，

公安部门有明确的规定，包括：

姓名不得使用已简化的繁体字；

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

异体字除外；自造字；外国文

字；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

符号；及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

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

样。同时，姓名不得含有损害

国家或者民族尊严的；违背民

族风俗的；容易引起公众不良

反应或者误解的内容。 

■呼吁

别让个性取名制约了孩子的成长
叶恺鑫（长沙雨果心理咨询事务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人口与出入境办证大厅内，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办理改名业务。

一名家长
带着宝宝取名
上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