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眼02 2019 . 1 . 11 星期五
首席编辑、组版/于海霞 美编/左晓明

“一诺”千金 家长给娃起名最爱用这词
其次是“梓涵”和“浩宇”，这仨名字持续三年稳居前三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给孩子起个啥名好？既怕重
名，又担心名字太普通。起名成
了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

生活日报·济南头条客户

端记者从济南公安户政部门大
数据平台获悉，从最近三年济
南新生儿名字来看，“一诺”是
最受家长欢迎的名字，位列重
名率第一名，其次是“梓涵”和

“浩宇”。

2018年新生儿叫“一诺”的最多
2018年刚刚过去，在这一

年里，济南出生了多少孩子？家
长们给孩子起的名字，哪些是
最受欢迎的？近日，生活日报·
济南头条客户端记者独家采访
了济南市公安局户政处，从数
据中读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信
息。

济南公安大数据平台显示，
2018年，济南全年新出生登记落
户的婴儿总共81334人，其中名
字重名率前三依次为一诺、梓

涵、浩宇，人数分别为313人、188
人、169人。四到十名依次为依
诺、欣怡、铭泽、浩然、雨桐、若
溪、润泽，人数分别是162人、157
人、150人、146人、131人、125人、
116人。

从人数上来看，2018年济南
新出生的孩子里，叫“一诺”的最
多，叫这个名字的明显多于其他
名字，人数上遥遥领先于其他高
频名字，其中比第二名的“梓涵”
高出125人之多。

近三年“一诺”“梓涵”“浩宇”稳居前三
2018年最受济南家长欢迎

的新生儿名字分别是“一诺”、
“梓涵”、“浩宇”。那么往前数两
年，2017年、2016年又是什么情
况呢？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
来，家长对上述名字的喜好差不
多。

数据显示，2017年，济南全
年新出生登记落户婴儿97413
人，其中名字重名率前三依次
为一诺、梓涵、浩宇，人数分别
是365人、315人、278人。四到十
名依次是欣怡、雨桐、欣妍、子
涵、梓萱、一鸣、子墨，人数分别
是236人、219人、177人、176人、
173人、164人、160人。

再往前看，2016年济南全年
新出生登记落户婴儿112734人，

为近三年人数最高值。其中名字
重名率前三稍有不同，从高到低
依次为梓涵、一诺、浩宇人数分
别是459人、352人、342人。四到
十名依次为欣怡、子涵、梓豪、浩
然、雨桐、佳琪、梓萱，人数分别
是260人、257人、218人、218人、
217人、212人、209人。

从2016年到2018年这三年
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济南新生
儿最受欢迎的名字十分稳定，一
诺、梓涵、浩宇这三个名字组成
了第一阵营，其中浩宇一直是第
三名，一诺持续2年夺冠，而梓涵
则在2016年以107人的绝对优势
夺冠，不过后来两年便退居第
二，特别是2018年，更是比一诺
少了125人。

夺冠的“一诺”“梓涵”女孩占绝对多数

从最近三年的数据信息来
看，新生儿名字叫“一诺”的总共
有1030人，叫“梓涵”的总共有
962人，叫“浩宇”的总共有789
人。从第一阵营的人数来说，连
续两年夺冠的“一诺”位列第一，

“梓涵”紧跟其后，“浩宇”位列第
三。从这三年的情况来看，济南
新生儿家长最青睐的孩子名字
当数“一诺”无疑。

在记者身边，有两个人名字
叫“一诺”，其中一人30多岁，一
人10多岁，两人都是女生。那么，
叫“一诺”的孩子都是女孩吗？生
活日报·济南头条客户端记者通
过济南市公安局大数据平台了
解到，从性别来看，也并非如此。

数据统计信息显示，2018年济南
新出生孩子里，名字叫“一诺”的
313人中，其中女孩有253人，此外
还有60人为男孩。也就是说，男
孩比例大约占到五分之一左右。
在2017年，365个叫“一诺”的新生
儿里，女孩299人，男孩66人；2016
年，352个新出生的“一诺”中，女
孩253人，男孩高达99人。

位居近三年济南新生儿重
名率亚军的“梓涵”，性别情况也
大抵如此。2018年新出生的188
个“梓涵”里，女孩163人，男孩25
人，2017年315个“梓涵”中，女孩
278人，男孩37人，2016年有459
个叫“梓涵”的新生儿，其中女孩
394人，男孩65人。

相关新闻

2018年新生儿名字中最高频字是“泽”
按照姓名中出现的单个字

的频率，记者对2018年济南8万
多名新生儿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统计。分析显示，新生儿名字中
最高频的词汇是“泽”，有3606个
孩子的名字中带有“泽”这个字，
其次是“梓”，总共有3071人，第
三是“子”，总共有2934人。此外，
第四到第十名依次是宇(2330
人)、涵(2107人)、佳(2030人)、
雨(1859人)、浩(1697人)、欣
(1630人)、嘉(1610人)。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
武表示，起名喜好的变化，体现
了不同时期社会历史的变迁。建

国初期孩子起名多选择“建国”、
“国庆”等，之后许多孩子的名字
为“跃进”、“卫国”，这与当时大
跃进的社会形势有关。进入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政治对名字的影
响开始模糊，“刚”、“勇”等字越
来越多，简单、朴实的气息开始
占据主流。八九十年代后，“伟”、

“丽”、“娜”、“静”等在人名中使
用的频率居高不下，这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港台文化的影响。进
入21世纪之后，随着传统文化的
兴盛，家长起名字也越来越倾向
于文雅的词汇。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十年前济南新生儿
叫“子涵”的最多

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举
办的年份，这一年出生的娃娃
被称作“奥运福娃”。不过从出
生人口来看，这一年济南新生
儿只有60844人，几乎相当于
2016年二胎放开后济南新出
生人数的一半。

数据显示，2008年济南新
生儿名字重名率从高到低依
次为子涵、浩然、欣怡、子豪、
浩宇、硕、一诺、博文、紫涵、天
宇，人数分别是 3 3 3人、2 5 7

人、236人、169人、163人、147
人、139人、137人、110人、109
人。

从十年前的情况来看，子
涵是最受济南家长欢迎的新
生儿名字。不过，在最近三年
红得发紫的“一诺”、“浩宇”，
也已经占了一席之地。此外，
在2016年夺冠的“梓涵”虽然
在2008年时没有进前十名，但
是跟他发音相同的“子涵”、

“紫涵”已经是大热词。

关注公安微信
可以查询重名率

给孩子落户时起个啥名重
名率低？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
只需关注济南公安的微信，动
动手指就能办到。2015年起，济
南公安推出了“济南阳光户政”
微信服务平台，载入了重名率
查询功能。通过这个功能，任何
济南市民只要输入自己的名
字，就能清楚地知道，在济南现
有的户籍数据库中，总共有多
少人的名字与自己重名。

数据显示，2018年济南新
生儿姓名重合率最高的是“王
一诺”，有52人。济南市公安局
户政处人口信息中心主任李
冰输入“王一诺”的名字后，系
统很快回复，济南已经有509
人叫这个名字。

具体如何操作呢？微信
搜 索“ 济 南 阳 光 户
政”，关注济南市公
安 局 户 政 处 的 微
信号，进入界面点
击下面的“便民
服务”，然后选
择“ 新 生 儿 取

名指引”，便可以看到查济南
市重名的页面。

济南市公安局户政处户
籍科科长王玉强提醒家长，需
要注意的是，新生儿取名时，
姓氏可以随父母其中一方，无
法提供父亲信息的只能随母
亲姓氏，除了姓氏，名字应当
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
字，否则无法办理出生户口登
记。公安机关以《出生医学证
明》上记载的姓名办理出生户
口登记，《出生医学证明》填写
不规范(包括含非规范汉字)
或者未填写姓名的，需要到签
发单位补充完整或者申请换
发。

首席记者 吴永功

2018年

一诺313
(女孩253人，男孩60人)

梓涵188
(女孩163人，男孩25人)

浩宇169

依诺162 欣怡157
铭泽150 浩然146
雨桐131 若溪125
润泽116

2017年

一诺365
(女孩299人，男孩66人)

梓涵315
(女孩278人，男孩37人)

浩宇278

欣怡236 雨桐219
欣妍177 子涵176
梓萱173 一鸣164
子墨160

2016年

梓涵459
(女孩394人，男孩65人)

一诺352
(女孩253人，男孩99人)

浩宇342

欣怡260 子涵257
梓豪218 浩然218
雨桐217 佳琪212
梓萱209

在起名这个事上，很多家长对
于政策不了解。济南市公安局户政
处户籍科科长王玉强告诉记者，
2016年公安厅发文，对改名取消了
限制，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允许
市民更改姓名。不过需要提醒市
民，姓名反复更改容易引发生活中
诸多麻烦。

此外，有家长认为公安部门
不允许孩子姓名为两个字，对此
王玉强表示这是误解。政策层面
从来没有对两个字的姓名进行限
制，只是可能两个字会引发高重
名率，有时候民警会提醒，但并不
限制。

首席记者 吴永功

权威信息

给孩子起名这两点家长得明白

近三年

济南新生儿重名率

2018年济南新生儿高频字

泽 3606 梓 3071
子 2934 宇 2330
涵 2107 佳 2030
雨 1859 浩 1697
欣 1630 嘉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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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济南新生儿重名率

子涵 333 浩然 257
欣怡 236 子豪 169
浩宇 163 硕 147
一诺 139 博文 137
紫涵 110 天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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