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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会伴随一个人一生，对
于不少家庭来说，给新生儿取名
都是一件大事。近日，广东佛山
市公安局公布的一份“2018年户
籍人口姓名之最”报告却让人有
些哭笑不得，因为一些名字俨然
已成“爆款”，父母起名给孩子多
了些撞名的尴尬。

佛山市公安局公布的最新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在佛
山办理出生登记的人口中，男孩
取名最多的为“梓洋”，约 1000
个新生男孩中，就有 1 个“梓
洋”。第二名为“梓轩”，这个名
字曾经两年“蝉联”榜首。3-10
名分别为：俊宇、梓睿、梓豪、俊
杰、宇轩、浩然、浩宇、子睿。

女孩取名最多的为“梓晴”，
已经连续 3 年排行榜首。约

1000 个新生女孩中，就有 2 个
“梓晴”。榜单 2-10名分别为：
雨桐、芷晴、梓淇、梓涵、梓妍、梓
琳、思妤、晓彤、思颖。

这样的“爆款”名字在陕西
是否也同样被家长所青睐？昨
天，记者采访了3位在不同幼儿
园就职的老师，让她们分别写5
个近两年在幼儿园里出现频率
最高的名字。一位陈姓老师写
的是“梓淇、诗涵、子涵、宇轩、梦
瑶”，一位关姓老师写的是“梓
轩、若涵、子涵、欣悦、梓萱”，另
一位王姓老师给出的名单是，

“宇泽、梦琪、梓涵、奕泽、欣
怡”。提及出现频率最高的字，
老师们给出的答案则基本一致，

“梓、子、涵、轩、萱、宇、淇”。
王墨轩小朋友的姑姑王女

士称，侄子这个名字是她给起
的，“墨”是希望孩子以后肚子里
面有墨水、有文化；“轩”字是因
为里面有个“车”字，又有个“十”
字，希望他以后的路四通八达。
蒋诗涵小朋友的妈妈告诉记者，
取“涵”字是因为孩子“五行缺
水”，是取名时专门查过的。

昨天，社会文化专家王晓勇
对“爆款名字”这一现象做了专
业解读。他称，这一现象是一直
以来就存在的，因为国人起名通
常跟所处的年代有关。

“起名字其实并没有什么
特殊规矩，主要跟文化、年代有
关。而出现爆款名字，说明大
家的文化看起来很丰富，其实
文化取向上是比较单调的，是
被一种流行文化所左右的。”王

晓勇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
女有一个文雅的名字，但这种
从电视剧或者网络小说里模仿
出的文字，只能被称为一种“伪
文艺”。

而在起名上，现代人其实比
古人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他
向记者讲述古人起名的文化称，
在古代，社会阶级分明，农民起
的名字通常比较粗俗，有社会地
位的人则讲究族谱、家谱，孩子
姓名由父亲决定，第二个字还通
常已经被族谱所定，能选择的只
有后一个字。

王晓勇建议，给孩子取名，
可象征性寄托某种意义，但应注
意首先要好读，不选用生僻字或
单纯模仿。

首席记者张晴悦

给娃起名字爱“攀”热门字
专家：别选用生僻字或单纯模仿

一方小小的玉印，是伏海
平施展拳脚的“阵地”。切割、
定型、抛光、排版、刻字，一方印
成型，他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
骄傲与喜悦。

刻在玉印上的，多是些人
们希望恒久流传下去的东西，
比如家训校训，或者一些人生
座右铭。他喜欢这项工作，更
喜欢这个过程。他觉得，这些
人生智慧让自己无形之中也受
到了熏陶。

今年31岁的伏海平是甘肃
天水人，现在西安市蓝田县开了
家公司专门做玉印设计与加工制
作。昨天，他向记者表示，这份工
作是自己丢了“铁饭碗”换来的。
而这一切，仅仅源于喜欢。

伏海平最喜欢刻家训的
印，他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去
年蓝田县曾发起一个面向全国
举办的“玉印传家训”活动，对
外征集优秀的家训故事，再刻
成玉印相赠，自己是承办方。
在这一过程中，他听到了许多
令他深有感触的家训故事。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
贵州的张先生给我们发邮件
说，自己的家训是‘路艰多福’，
已经传了七代人。”伏海平向记
者分享，这位张先生的祖辈名
叫张时龙，年少时为避战乱，由
江西吉安迁居，一路辗转，最终
在贵州落地生根，一个人丁兴
旺的大家族由此而起。多年
来，全家人始终铭记“路艰多

福”的家训，如今每个人都生活
得很好。

伏海平说，这让他深刻感受
到了家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独特地位，及其蕴含的巨大能
量，他十分希望这一民族文化能
永远传承。

首席记者张晴悦

80后小伙刻印传家训

每一方印章制成都要十余道工序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相同案件
为何有3个判决

2016年，西安市部分购房者
通过签订内部认购合同的方式，
购买了闻天公司所开发的“紫杉
庄园项目”商品房。2018年2月
前后，闻天公司以该项目没有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将多名购
房者起诉至西安市各基层法院，
要求确认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2018年6月8日，受理其中
一起案件的长安区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确认闻天公司与业
主李某茹之间签订的内部认购
合同无效。宣判后，李某茹不服
提出上诉，西安市中级法院依法
立案受理，后作出终审判决：撤
销长安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开

发商诉讼请求。
存量房买卖纠纷一案的报

道显示，2016年11月中旬，市民
薛先生和妻子林女士通过中介
公司看上一个86平方米的二手
毛坯房，于十多天后以总价51万
元的价格，和中介、房东吴某及
其妻子黄某签订了西安市存量
房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居间合
同，并交了5万元定金。

存量房买卖合同写明：甲方
需在房产证办理后7个工作日内
办理撤押手续，然后办理过户。
但次年3月房产证下来后，房东
却不愿再配合过户。同年6月，
薛先生夫妻将吴某夫妻起诉至
新城区法院，希望被告能继续履
行合同完成过户，并支付违约滞
纳赔偿金等费用。最终法院判

定合同解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
约滞纳赔偿金45900元、租金损
失4500元、律师费6000元、保费
3500元。合同解除后，薛先生和
林女士再次将黄某、吴某起诉至
新城区法院，提出支付双倍定金
10万元，因违约产生的房屋增值
部分差价损失 530160 元等诉
求。法院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
房屋差价损失93614元，驳回了
其他诉求。

律师：
裁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

昨天，陕西维瑾律师事务所
何睿律师对此进行了解读。何
律师称，光从具体的法律规则上
来看，闻天公司签约时未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确实违反了有
关“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明”的规定，长安区
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并非全然
不能理解。但除了具体的法律
规则，公平正义的实现有时还需
受一些另外的约束，比如《民法
通则》、基本道德的约束，需要站
在一个较高的角度来审视判
定。比如不受道德约束的“正

义”是否是一种“伪正义”，是否
符合基本的社会价值导向。西
安中院即是从大的法治原则出
发，站在另一个高度上作出判决
的。至于新城区法院为何对存
量房买房纠纷一案作出了解除
合同的判定，何律师说，裁决都
是根据具体的、不同的情况作出
的，这个“不同”，甚至包括一点
点细节的不同，如交易进展等。
以这两个案子为例，开发商起诉
业主案是在房子卖了两年后，并
且业主已经入住的情况下发生
的，如此判决后期执行几乎是自
然而然的，没有阻力。而存量房
买卖纠纷一案，交易初期就出现
了问题，即使法院勉强判决买家
胜诉，判决结果也是很难实现
的。“卖家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不
愿继续履行合同，涉案房屋还是
其按揭购买的，被设立有抵押
权，法院即使判了正常履行，卖
家后期就是不愿意配合，不办解
押手续，也不过户，这个判决就
没有意义。”

首席记者张晴悦

卖房者毁约法院为何判决不一
律师解惑：裁决根据不同情况作出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长期以
锁大门、威胁等手段在小区内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近日，一个5人恶势力犯罪
团伙被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6年6月以来，穆某、小杰、尹某、
涛子、张某5人形成团伙，“称霸”雁塔区
一小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违法行
为包括禁止他人在该小区内贩卖沙石，
禁止业主在外购买沙石，在小区强卖沙
石获利；禁止他人清运该小区生活垃圾
及建筑垃圾，强行清运小区垃圾，收取小
区物业清运费；强行收取小区业主停车
费。非法获利共计20余万元。

雁塔区检察院认为，上述行为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
尹某、穆某、小杰、张某、涛子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
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构成强迫交
易罪，于近日对其提起公诉。

小区内强卖沙石
5人被提起公诉

1月10日,西安永宁门外公交站旁,
来自四川的龙小双正在街边唱歌。一
曲《我们都一样》，因声音和歌手张杰相
似，瞬间吸引了数十位市民驻足倾听。

与其他网络主播或一人独当一面，
或组合搭档出镜不同，龙小双冬夜街边
开唱，女友屈一丹静静陪在身边。龙小
双说自己的爱情，就是从6年前的西安
开始。当时正在新疆服现役的他休假
来西安旅游，遇到了同团旅行的女孩屈
一丹。那年龙小双20岁，屈一丹只有
16岁，他们一起逛钟楼游鼓楼登大雁
塔，也一块在城墙上骑自行车，在陕历
博感受古代文明的震撼和大长安的富
裕。旅行结束后，龙小双回到了部队，
屈一丹也忙于自己的学习，但两人的联
系并未中断。

龙小双说：“我是四川遂宁人，她等
了我6年。她在西安，于是我就来了。
而我也很喜欢西安这座城市，打算留在
这里发展，希望能在这里安家。”龙小双
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女友的支持。屈
一丹表示：“他喜欢唱歌，街边也会是舞
台，我喜欢听他唱歌，所以我只要下班，
就来陪他。” 本报记者李佳

在西安收获爱情
情侣街头唱起歌

粗心旅客安检丢包
乘警辗转帮忙找回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通讯员
刘卫国王小东）一名男性旅客将自己
装有大量贵重物品的背包落在了火车
站安检处，直到坐上车才发现。西安铁
警迅速与车站工作人员联系，不久便帮
该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背包。

1月9日上午10点左右，深圳开往
西安的K446次列车运行至惠州站时，
西安铁路公安处乘警接到旅客钟某求
助，称自己一个白色背包不见了，里面
装有两只金耳环、一枚金戒指、两张银
行卡、一部价值3000元的手机以及户
口本等物品。乘警闻讯后全力找寻，但
在列车上并未发现钟某丢失的背包。

经询问得知，该旅客一个小时前进
站乘车时，曾将自己的白色背包放在安
检仪上。乘警意识到旅客可能将背包
遗忘在了安检仪处，辗转与深圳站工作
人员取得联系，请对方帮助查找。不久
深圳站传来消息，白色背包确实落在安
检仪上，被当时执勤的安检员捡拾。随
后，乘警请车站人员将该背包用车递至
该旅客的下车站点南昌站，并与南昌站
说明情况要求妥善保管。当天下午 5
点多，K446次列车到达南昌站时，乘警
又叮嘱丢包旅客前往领取自己的物品。

随着房价上涨，近一年来，卖方毁约事件频现，双方因此闹上法
庭的也不胜枚举。近日，有不少市民向本报提出疑问称，同一类案
件，为什么法院判决各有不同，比如开发商举报自己无证卖房起诉购
房者一案，长安区法院判定合同无效，西安中院却改判合同有效。而
在另一起存量房买卖纠纷中，卖家毁约，新城区法院又支持了合同
解除。此类案件的判决标准是什么？购房者又该如何最大限度保
护自己的权益？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邀请专业律师说法释疑。

说法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