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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重名改不改？历史文化怎么挖？规范化就是“统一着装”？

地名标准化设置
的深层考量

■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实习生 林川 符君 通讯员 王剑 8月8日，省民政厅组织召开地名标识标准化设置现场会，与会人员参观了地名标准化
设置示范工程——三亚商品街，“统一着装”的地名、路牌、门牌看起来一目了然。会议同时
决定加快推进地名标识标准化设置，明年底全面完成城乡地名标识规范化设置。

治，源于乱。
此前，网上流传着一个绕口令般的段子：东沙路在海口西边，西沙路在海口东边，中沙路

不在东沙路和西沙路中间，中沙路在海口南边。此外，还有两条中山路、两条板桥路、两个海
口东站……让人眼花缭乱。

海南一些地名也同样混乱。省民政厅在《海南地名管理工作调研报告》用了六个“不”来
表达这种混乱：地名标准化程度不高、地名标识设置不全、地名信息化建设不均衡、应用不够
广泛、地名文化挖掘不够深入、地名档案不完备。

地名，是地域历史的“活名片”，积淀着城市发展的文脉基因，蕴含着城市的历史底蕴。
我们正在深入推进地名标准化工程，希望有关部门慎重地将这张“活名片”擦亮。地名乱象

知多少

门牌号根本不按顺序编，重号漏号相当多
路名、地名、车站名“孪生”随处可见

记者在海口琼山区板桥路调查，发现大多数商户没有
清晰可见的门牌号，有的门牌号被两个店面共同使用，门
牌号也完全没按顺序编排，例如海口板桥门诊部是106
号，隔壁的加勒比啤酒城却是21号。

说起门牌号，一复印店老板叫苦不迭：“我这个店一会
儿是47号，一会儿改成34号，老是换来换去，搞得我自
己都晕。”

这种乱，很多人都有同感。
8月20日上午，记者前往省科技厅采访，偶遇快递员

小郑。烈日下，他满身大汗地推着电单车寻找门牌号。“我
在公司负责白龙南路一带的快递投递，这一带龙岐村、下
洋村的门牌号特别乱，根本不按顺序编，重号、漏号又多，
几乎每天都要走冤枉路。”

小郑的困惑，海口120急救中心救护车司机也常遇
到。“门牌路牌不清晰、地名标识不清楚、新修道路不及时
标识地名……捉迷藏一样绕来绕去，耽误最佳抢救时间。”
海口120急救中心急救科科长欧阳洁渺诉苦，还有些道路
更名后，市民按习惯叫老名字，如果遇上年轻救护车司机
出车，往往一头雾水，不知道往哪里开。

“不仅城市路名乱，农村地名、景点地名也很乱。”省民
政厅地名区划处处长张建明告诉记者，这两年，为推进我省
地名管理标准化工作，该处组织人员对我省地名进行调研，
发现地名混乱的情况在我省城乡都比较普遍。结合调研成
果，张建明一一列举我省地名乱象的几个突出表现：

乱象一：重名多。比如海口和琼山区划调整，就多了
四条重名道路，分别是龙华区的中山路、金花路，美兰区的
板桥路、振兴路，与琼山区的中山路、板桥路、振兴路、金花
路重名。尤其以重名的板桥路和中山路最让人困扰，因为
这两条路经济活跃、商铺多，美兰区板桥路以吃海鲜出名，
龙华区的中山路是电器一条街，因此，经常出现市民或者
游客因重名而走错路的情况。

乱象二：方位错乱。比如那段吐槽东沙路、中沙路、西
沙路的“绕口令”，地名命名时没有考虑到东、南、西、北在
人们心中固有的方位，如果东边的就叫东沙路，西边的就
叫西沙路，就更明了准确。

乱象三：洋大怪丑入地名。尤其是新修的小区、新修
的道路，喜欢用外国地名，比如东方市曾经用巴黎北大街、
巴黎南大街、罗马大道这样的路名。还有些名字取得特别

“高大上”，动不动就叫某某国际广场、某某花园等等。
乱象四：字面关联地名多。不少地名单从字面上看，

以为是相关联的，对不熟悉的市民尤其是外地游客来说，
很容易被误导。比如，琼州大桥并不在琼州大道上，而是
连接国兴大道和海文高速的桥梁，国兴中学不在国兴大道
上，很多人都曾想当然地犯过错误，直接到国兴大道找国
兴中学，结果气恼地打道回府。

乱象五：农村地名生僻字多。我省少数民族聚集地
较多，方言使用也较复杂，因此冷僻字多。这些地名中的
生僻字，电脑不辨识。以前手写档案的年代问题还不大，
但现在通行信息化管理，发放户口本、身份证时，常出现
电脑打不出字。东方市曾有一个村因村名过于生僻，电
脑打不出字，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全村人的户口、身份证都
难以办理、更新。

乱象六：地名路名更名频繁。相对路名的使用，地名
的沿用一般历经多年，有很深厚的历史积淀，但海南历史
上行政区划调整较多，比如海口、琼山区划调整，儋州、万
宁等地撤县设市等，导致地名多有改变和重叠。

乱象七：路牌门牌混乱。门牌的编排不按顺序，或
有错漏，随意性强，中国人有迷信心理，遇到8尾、6尾的
门牌号就乐意接收，甚至不惜花钱或者走后门索要此类
门牌号，但遇上4尾的门牌号，说什么也不同意主管部
门挂牌。

重复地名
改不改

不改，给游客市民出行造成不便，影响旅游形象
改，房产证、营业执照等都得改，投入成本巨大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说明姓名的重要，
名是一个事物与彼事物区别开来的标识。其实，地名管
理混乱现象不只海南有，也是其他省市普遍存在的问
题，比如安徽黄山就曾多交遭游客投诉地名管理混乱，
给旅游带来诸多不便。

那么，我省地名管理如此混乱，正在深入推进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海南，又如何让国内外游客在岛上
轻松无碍地行走呢？那些重名的、不规范的地名，
是不是要更改呢？

记者在海口的两条板桥路、中山路调查了沿路居民
的意见，反对更名的声音很大，理由是这两条路名都是
沿用上百年了，有历史积淀也有情感，居民也用惯了，不
愿意改，如果要改，都希望对方改，而不愿意更改自己所
在路段的地名。

海口出租司机王师傅说，海口的两个东站最让他
头疼。“海口东站（动车）刚投入使用的时候，很多市
民、游客还不知道海口东站有两个，一个乘动车，一个
乘汽车，碰到说不清楚的客人，就拉错过几次，半路掉
头又往另一个海口东站开。”王师傅愤愤地说，像这样
的地名，完全应该改。“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小小海口
市两个交通站的名字会一模一样。取个不一样的名
字可以方便群众出行，这件事很难吗？”王师傅百思不
得其解。

对于两条板桥路、中山路是否改名，王师傅说，路
名相同也让他经历过尴尬事。一次把要去美兰区板
桥路的游客，送到了琼山区板桥路，结果乘客很有意
见，投诉他故意宰客，让他说不清楚。“如果不能改名，
政府主管部门也应想个办法，把美兰区板桥路与琼山
区板桥路区分开来，以免造成误会，甚至影响海南旅
游形象。”

“对于地名、路名的更改，沿用已久的地名、路
名，都应本着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张建明告诉记
者，区划地名处调研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群众对改
路名持谨慎意见。对于民政部门来说，改地名不仅
仅是改一个名字，还要重新设置地名牌、路牌、门牌
号，这些牵涉千家万户，投入很大；对于当地居民来
说，还要改户口、身份证、营业执照、房产证等等一
系列证照，不仅要花钱，还要到政府各部门跑来跑去
更名，非常繁琐，增加了社会成本。对于政府其他部
门来说，比如派出所、社保办、医保办、街道办等，也
要对过去建立的档案重新更换改名，工作量大，还容
易造成错漏。

对于重名的地名怎么解决，张建明告诉记者，民政
部门也很纠结，一直在探讨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希望集
思广议，请广大群众提出可行性建议。

标准设置
好不好

三亚商品街巷道纵横，当地人晚上都会走错路
改造后既方便出行，也从细节处提升了城市形象

张建明认为，我国地名门牌管理混乱原因是多方面
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方言众多，不同语系里对同
一地理环境的表述不一样。比如“什”，在汉语里意思是

“什么”，但在黎语里却是“平地”的意思，因此很多地名从
读音、语意上都不标准、规范。此外，也与国家多次调整地
名管理体制有关，这给地名建档、新建路名、小区命名的管
理都增加了难度。

但是，地名管理从小的方面说，方便群众出行，从大的
方面说，代表一个地区的管理能力、经济发展状况等等。

“推行地名标准化管理和地名标识标准化设置，是一
种有效的尝试。”张建明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我省分别
在海口、三亚选择部分路段、小区，开展地名标识标准化设
置试点工作，从总结的试点经验来看，地名、路牌、门牌规
范了、清晰了，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游客，出行都方便了，
社会效益很好。

以试点的三亚商品街而言，商品街共有13条小巷，分
别命名为“商品街一巷”、“商品街二巷”，以此类推至“商品
街十三巷”。过去路牌、门牌指示混乱，大部分巷口没有路
牌，居民出行极为不方便，长期居住在商品街的居民凭着
经验，才能区分出各个巷口，外来人根本搞不清楚，问路时
还听不懂海南话。

“以前商品街有路有名，却没有路牌，门牌号也不全，
很多居民与外面不能通邮，非常不方便。”从小在商品街长
大的三亚市民陈泰璋对商品街路牌、门牌标准化设置试点
工作，举双手欢迎。

陈泰璋对路牌、门牌残缺不全或者根本不设置，给居
民带来的不便有切身的体会。他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在
商品街长大，以前没设置标准化路牌时，也常常走错路，有
一天晚上回家，走出了好几条巷道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8月8日，省民政厅在三亚组织召开地名标识标准化
设置现场会，记者到商品街实地体验了一番，果然，每个门
店的门牌号都非常清晰，门牌号按顺序逐号相连，非常方
便寻找。路牌也是标准化制作，上面分别标注有汉字和汉
语拼音，每个巷道出口和入口都树有路牌，一目了然。

“我觉得很方便，每条街都有名称，每家店都有门牌
号，很方便很好找，很规范，值得其他旅游城市学习。”陕西
西安一所高校教师王桔第一次来三亚旅游，对三亚商品街
的印象很好，认为地名的规范从一个细节体现了一个城市
的治理水平和精致程度。

三亚市民政局规划地名科科长郑鹏介绍，商品街是三
亚市的老街区，商业繁华，特色小吃、小商品很多，游客也喜
欢到商品街购物、品尝美食，但老街区巷道、小路纵横交错，
之前没有任何路牌、门牌，要找吃住玩的地方，只能一家家
问路，或者靠口头描述来找路。去年，三亚市拨出300万元
作为地名标志设置专项经费，选择商品街、亚龙湾片区、大
东海片区等，开展地名标识标准化设置试点工作，对地名
牌、路牌、门牌设计反复6次改进后，投入使用，很受市民和
游客的欢迎，社会效果非常好。“我们计划在试点的基础
上，在今年9月底前，将全市地名、路名逐一梳理，规范，并
向社会公示，到年底完成主城区的地名规范工作。”

海南大学副教授余升国认为，更改地名是一项系统
工程，因此需要谨慎，但从示范点的一片叫好的反响声
中可以看出，虽然会花费相当的社会成本，但长远看来
利大于弊，该改的还是要改。“至于是否都要统一着装，
也要分情况，有的也要注意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不必
处处追求整齐划一。”

地名文化
如何挖

继往：地名是“活化石”，要深挖地域的历史变迁
开来：地名是对外交往的名片，要与时代接轨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本身的文化认同性与延续
性，它不但反映出民族的分布、时代的变迁，还反映出海南
海岛地貌特征和地理沿革。

“海南近年也出现乱改名乱取名的现象，致使一些有
历史沿革和语源文化的地名消逝流失。加强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已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张建明说，针对这一
现象，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也曾组织力量对海南的地名进
行过梳理，发现不少地名背后蕴藏着许多历史、民俗、典故
等文化内涵，一个地名，甚至就是一段历史。

“那些沿用悠久的地名都有其独特的来历，以海口的
大英山为例，它的前世今生就是一本厚重的史书，还是中
华民族龙文化的一个缩影。”史料考证，大英山一名始于明
代，俗称“大小英都”，居住着波汶、波涛、波潮三个村的村
民，是自隋唐以来就有的村名，大英山北面临海，传说是五
龙“腾云升天”、“掀浪入海”之处，因此，大英山周围有振龙
坊、龙文坊、龙牙巷、龙舌坡、白龙路、义龙路、龙昆路、金龙
路等群龙环绕。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对海南地名的关注已经有十
几年，他说，地名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是海南
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个地名都涵盖了一段历史，甚至
反映了地域的变迁，将其规范标准化，是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

当前，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的
加快推进，各类国内外大型论坛、会议、赛事相续在我省
举办，内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空间与频率空前扩大，对
地名信息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地名是对外交往的窗口
和名片，反映一个地区发展环境和文明程度，反映当地
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对各种生产要素产生直接影
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名管理也是生产力，要与时
代接轨。”周伟民说。

因此，省政府对地名规范管理的工作非常重视，并在
2012年制定了《海南省地名标志设置工作方案》，提出自
2013年—2015年，用3年时间，按照“试点先行、经验推
广，先城镇、后乡村”的原则，有计划、分步骤地完成我省城
乡地名标志设置工作，实现地名标志设置工作标准化、规
范化。我省去年在海口、三亚开展的地名标志标准化设置
试点，共投入416万元，设置了街（路、巷）牌664块、楼
（门）牌43630块，为我省加快推进地名标志规范设置工作
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样板。

省民政厅提出，要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2014年全面开展市县城镇地名标志设置工作，2015年开
展农村地名标志设置工作，到2015年底全面完成我省城
乡地名标志设置工作。

到那时，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自如地行走在这个美丽的
海岛上，而不用担心迷路。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七大乱象？
利大于弊

效果初显

继往开来

我国地名管理体制的几次调整
相关链接

争议很大？
？

？

海口有两条中山路、两条板桥路。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制表\石梁均

1977 年，经 国 家 测
绘局、公安部、外交部等
有关部门呈请国务院批
准，成立了我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国家地名管理机
构——中国地名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由国家测绘局
代管，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也相应地根据国家的
设置，成立了地名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设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测绘局；

1983 年以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地名工作领导
小组相继改建为地
名委员会，其办公室
趋于稳定和加强，并
相继成立了地名档
案资料馆，省级多设
在建委，有的则设
在民政厅，全国地
名工作领导体制仍
不顺畅；

1987 年 8月，国家劳动
人事部下发了《关于改变地名
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确定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由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划归民政
部；地方各级地名委员会的办
事机构，原则上并入各级民政
部门。”这标志着我国各级地
名办公室作为同级政府的职
能机构列入各级行政机构序
列，并形成归属统一的地名管
理领导体制；

1989年，
海 南 省 民 政
厅 设 立 区 划
地名处，负责
我 省 的 地 名
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