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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要不要取英文名？
我居然給兒子取了個白人富二代的名字
五年前，滴答同學入 K 年紀。沒過多久，他
有了自己的好朋友哈利。哈利回家，興奮的跟他
爸爸彙報，我交到朋友了。

這個問題中國人很少問。要出國了，或者孩
子要學英語了，大家習慣了早早給自己取一個英
文名字，一個是大家都這麼做，二是能跟外國人
拉近距離。

說，她小時候同一條街上有七八個同名的女孩，
上學後一個班又有四五個同名的。於是，老師需
要在名字後面加上姓的首字母來區別，比如她就
是 Jennifer S。

哦，那很好啊，攀上富二代了，那他姓什麼

但有一次，我的一個老師很不解的問，你為
何要取英文名呢，為何我看到的中國學生都要取
一個英文名呢？在她看來，名字是人的符號，追
隨家庭傳承和文化記憶以及身份認同，不會輕易
去改變的。

我的大學一年級英語課，老師要求，每個人
取一個英文名。我剛好手上有本美人魚的書，就
隨便給自己取了 Mermaid，反正記得當時老師看
見我們全班交上去的名字，表情很複雜，說了一
句，你們這些英文名簡直是災難。

Muhammad（穆罕穆德），哈利回答。

所以，沿用自己的本命，還是取一個英文名
，是一個大問題。

具體災難在哪，她倒是沒說。於是，這個名
字我安安心心一直用到工作。現在想想，當初和
世界各國學校代表交換名片時，人家看見 Mermaid 這個名字時內心的掙扎有多大。

哈利爸爸很高興，問，那他/她叫什麼名字？
哈利說，Chad。
哈利爸爸腦袋中浮現這個畫面，一個不羈的
白人富少。
？
什麼？哈利爸爸懵了，一個穆斯林叫 Chad，
沒聽過啊……
他是從哪個國家來的？哈利爸爸追問。
China。
Seriously? 哈利爸爸徹底暈菜了，一個來自
中國的穆斯林孩子，取了個白人富二代（white
preppy kid）的名字……？？？
接下去幾天，一團迷惑的哈利爸爸終於摸清
了情況，原來滴答旁邊的另一個穆斯林學生叫
Muhammad，哈利把這幾個串在一起，放在滴答
身上。
後來，我看 SNL(週六夜間秀)，裡面有個演
員 Pete Davidson，扮演一個叫 Chad 的年輕人，是
個冷冷的，對啥都沒興趣，沒同理心的白人青年
。這跟滴答的形象也差距太大了……
滴答來美國前，我想著要幫他取個英文名，
因為他的中文名字聽起來像 bully（欺淩）（取中
文名的時候完全沒想到這一點，另一個教訓……
）。所以，就找了當地的美國朋友幫忙。
當時他給了我們兩個選擇，特意上網查，
Chad 意思是勇敢善戰的武士，很男性和陽剛，安
全放心又符合滴答形象，就選它了，沒想到在當
地人腦子裡還有另一個形象。
可見在跨文化和語言背景下，不同名字和身
份的搭配，會產生多少完全不同的效果。下面聊
聊常見的問題。

要不要取英文名？

我的建議是，如果你的名字在英文裡很不好
發音，或者發音容易引起歧義，還是建議取一個
英文名。譬如我的中文名拼音是 Fang，在英文裡
是動物的獠牙，或者蛇的毒牙的意思，試想下老
外聽到一個中國女性叫這個名字的反應。
滴答的中文名跟欺淩（bully）諧音，小朋友
中容易引起歧義，尤其是剛進入一個新的國家，
會對心理有影響，最好還是換一個。
如果不存在這個問題，沿用本名挺好的。中
文名是個人獨特的標籤，反而讓別人容易識別和
記住你。之前寫過的一篇白宮記者智鬥川普的文
章，主角是 CBS 的白宮記者 Weijia Wang，三歲
移民到美國，出鏡時就是用的本名，沒有改用英
文名。
還有很多中國人，也是沿用自己的本名，像
著名的大提琴家馬友友 Youyou Ma。隨著中國人
跟世界交往越來越多，老外對中文名的介紹瞭解
增多，沿用中文本名的也會越來越多了。

英文名是有代際區分的要趕潮流
英文名跟中文名的一個不同是，要趕潮流，
變得很快。名字是有代際之分的，有的名字，五
六十年可能很流行，現在取，可能變得落伍了。
就像中文名一樣，叫建國、建軍，是在特定時代
的名字，如果現在的孩子取這個名字，別人聽到
可能就想笑。
所以，每年的流行英文名字也不一樣，於是
同一年出生的重名率很高。我們的朋友 Jennifer

後來換工作到北京，終於到了該換英文名都
時候了。教育行業人人都有英文名。我再次不甘
於平凡，要找一個不是 Vivian，Fiona，Jenny 這
樣泯然眾人矣的名字。
為了不犯以前聳人聽聞的錯誤，我這回找了
人名辭典，挑了 Mavis 這樣簡單又看起來雅致的
名字。範曉萱也是用這個名字的嘛，夠安全了。
坦坦然用了好幾年。
然後我就到美國了，有一次，我的老闆問我
有沒有英文名，我說是 Mavis, 她笑趴了。我丈二
和尚摸不著頭腦。然後她給我看這個下圖，Mavis
這個名字在美國文化裡給人的印象是年老的黑人
婦女。六七十年代，有很著名的教打字的 Mavis
Beacon，大家一聽到 Mavis 就頭腦裡跳出那樣的
形象。
有 位 流 行 的 年 輕 的 華 裔 脫 口 秀 演 員 Jimmy
Young，講過他家取名掉過的坑。他哥哥最早叫
Roger，後來意識到這是個白人老頭的名字，自己
改成了 Roy。結果，還是個白人老頭的名字。改
變你的名字形象，不要被名字束縛。
大家可能覺得中國人的名字難以發音。其實
不是，多數中國人的名字簡短上口，很容易就發
出來了。

的一個同學名字，有十八個字母……
還有很多很奇怪的姓名，譬如我有個學生
叫 Mama Oh。我還有男同學的姓 Baby，第一次
看到，我差點笑出來了，這是多坑人的祖上，姓
Baby。後來想想也正常，中國人姓寶的也很多的
啊，還有姓錢的，以及更多特立獨行的姓，如姓
牛，姓馬，還有姓黑的，姓難的等等，如果翻譯
成英文都會覺得很詭異，但在本國文化背景下沒
有任何問題。
一般來說，就跟中國人不會嘲笑一個老外的
中文名一樣，即使是再詭異的英文名，他們也不
會當面指出，名字是一個人的身份，首先要尊重
。所以，不是特別緊密的朋友，不會跟你說名字
有何歧義或者不妥。
但可以主動問當地朋友，這個名字怎麼樣。
好不好聽，有無歧義。即使在網站上查了，也最
好多問當地人，跟不同的姓搭配，不同文化和語
境，對名字的理解會不一樣。
取名字很難，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世人
的名字千奇百怪，適合自己就好。
也不用太在意自己名字的含義，就像我在之
前 文 章 介 紹 過 一 個 著 名 主 持 人 ， NPR 的 Terry
Gross。最初每次聽到她名字，我都會咯噔一下，
太像 Terror Gross（可怕噁心），但聽眾沒覺得有
啥問題。至於亂取名字的外國人和明星也不少，
譬如 Elon Musk 這樣的神人。
每個人都能改變名字本身的含義。這樣，後
來者可能還會跟隨著取你的名字呢。
滴答同學後來自己發現，非洲還有個國家叫
Chad，雖然很窮，但是個面積挺大的國家。他很
高興，我擁有一個國家啊，就像國王一樣。
我的名字 Fang , 儘管看起來那麼嚇人，我也
還是保留了。我會跟外國朋友解釋，這個名字在
中文裡是芬芳的意思，搭配我的姓，就是慢慢飄
香的意思，他們都非常喜歡。所以，名字的含義
是你自己塑造賦予的。

美國老師最恐懼的，是印度學生還有非洲裔
同學的名字，經常是長長的一串字母，完全不是
名字的名字，看上去沒有任何規律。我見過最長

華人女性在美國竟這樣被歧視：4 段令人心酸的真實經歷！
我的出生地不是美國。在法國，人們說我笑
起來嘴角咧到了耳朵，說這是美國人的標誌。在
中國，雖然他們不說，但是我走在街上的時候大
部分人的目光就像膠水一樣黏在我身上，他們用
這個告訴我，我不是他們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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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課上，我主動和一個來自中國的男
孩打招呼，介紹我自己。我在其他課上也看到過
他，發現他很少和別人交流。於是，我決定主動
認識他，讓他在美國感覺更自在些。出乎我的預
料，他對我說：「你是最糟糕的那類華人。」
我震驚到語塞，完全不明白本來只想寒暄一
下，聊聊他在紐約的經歷，怎麼竟招來了歧視我
的言論。
「你剛剛說我是最糟糕的那類華人？」
「是的。」
「為什麼？」我還是反應不過來。
「因為你出生在中國，但在美國長大。」
我目瞪口呆，不能相信眼前這個我自以為和
我擁有共同背景的人竟然把我看作異類。
「我把自己看作美國華人。我承認，我離自
己的中國背景很遠，並且我對她的理解永遠不可
能和你一樣深，但她對我依然有重要的意義。
我知道我很美國化，但我的身份仍然是華人
，因為別人是這樣看我，我也是這樣看自己。我
的很多家人還生活在中國。我沒有辦法改變我的
和英語的能力。
境況，回到過去，選擇在中國長大。你說我是最
糟糕的那類華人，只能說明你是最糟糕的那類人
。」
11面對面聯繫房主
他說：「但我的朋友們都認為你是最糟糕的
。
那類華人。」
「這只是他們自以為是的成見。」我說，然
後就上課了。
課間休息時，聽到我們談話的同學一個個走
到我身邊，說他們難以相信自己聽到的，問我為
什麼要這麼和善地應對，為什麼我覺得需要說明
自己的身份認同。
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對他在班級裡的外來者

身份有一份同理心，而且我認為沒有必要因為他
的無知就粗魯地回應，那樣反倒表明我在乎他的
話。
說實話，他的話的確傷到了我，我問了中國
的朋友以及家人，努力弄清楚他表達的究竟是什
麼意思。也許我現在更像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
但是這並不能抹煞或貶低我來美國並成為美國公
民前的人生歲月，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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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被歧視。
上小學時我的同學主要是亞洲人，所以沒什
麼問題。到了初高中，我所處的環境缺乏多元和
包容。我常常感覺必須消除自己的種族意識才能
融入，並且經常拒絕和其他亞裔同學交朋友，因
為那樣會讓我在眾人面前顯得更亞洲化（結果是
被邊緣化）。
這些都在無意識中不知不覺地發生。那時我
只是個孩子，理解不了害怕與別人不一樣的心理
。我經常不學習，只是為了對抗「亞洲人都是書
呆子」的刻板印象。我開始不去上中文課，而且
每天晚上都非常抗拒練鋼琴（真後悔），因為我
覺得這樣可以讓我不那麼像「外國人」。
事實上我錯了，我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掉我身
上的「外國人」印記，入籍前綠卡上已經標明了
我是個外國人。
不幸的是，我對學習的逆反違背了父母的價
值觀；和很多來自中國的移民一樣，他們把教育
視為向社會上層流動的主要途徑。我對歧視的反
應和對同化的渴望讓我付上了很大的代價，使我
非常困惑、孤立，並且充滿了羞愧與內疚。
在長大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岔開關於數
學、大米和小眼睛（關於華裔的槽點）的話題，
或者至少學會了在受到困擾時掩飾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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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我開始約會，我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成
了「戀物癖」裡的「物」。
對我感興趣的男人往往承認說自己有「黃熱

病（戀慕黃種人的心理）」，要麼就是覺得和亞
裔女性交往是每個男人一生中都應該有的經歷。
曾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前男友的父母，他媽
媽對他說：「我明白，目前這個階段你需要一點
異域風情。」在我實在厭倦了別人只看到我的種
族後，我開始只和過去沒有交往過太多亞裔女性
的男人交往，因為我覺得，至少我可以確信他們
是對我本人，而不是對某一個類型的女性感興趣
。
但是下面這些經歷同樣讓我失望。有人迷戀
亞裔卻矢口否認，最近甚至有一個男人把我的眼
皮往上推，問我「怎麼睜不開」，這種幽默在我
看來真的不高級。不管對方喜歡我是因為我是亞
裔，還是表達說儘管我是亞裔但依然喜歡我，在
這兩種情況下，種族都是對方做決定時重要的考
量因素。
我曾經走在路上，還遇到過男人噓我說：
「你是從中國來這兒找老公的嗎？」，或是用低
劣的語彙「額愛你很久了(me love you long time)
」嘲笑華人的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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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身份還影響到了我的職場機會。
我之前的工作多少都得益於美國社會對亞裔
的積極印象。我在自以為資歷不夠的情況下被科
技公司錄用。當然我也體會過負面的看法：別人
認為我總是溫順和服從的。很多人當面跟我開亞
裔的玩笑，而原本不屬於我的工作也會委託給我
。
我還不能生氣，否則別人會說我過於敏感，
於是我的聲音繼續被漠視。我看到亞裔同事在聽
到歧視性的笑話時一樣哈哈大笑，拿自己的種族
開玩笑，只是為了和團隊相處得更好。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開亞裔的玩笑是可以
的，但如果換作其他族裔，就不行了。儘管表面
上亞裔常常被冠以「模範少數」的稱號，而且常
常和白人處在一個集體，但是這些理論上看起來
積極的刻板印象是基於一種忽略了實際體驗的表
面現象。

(ഺҳܻ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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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的能見度仍然很低。媒體中的亞裔形象
太少，尤其是可以擊碎刻板印象的形象。現在有
的，只是在進一步加劇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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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自己身份的困惑還有兩個不同的審美
標準。
在中國，膚白發黑、女性化且長得像洋娃娃
一樣的面孔很受人喜歡。眼睛通過貼膠或動手術
做出雙眼皮，還會戴「大眼」隱形眼鏡讓瞳孔看
起來更大。根本目的是要遮掩天生的樣子，因為
中國人大多喜歡白人或是卡通人物的樣子。
在美國，人們眼中好看的亞裔女性通常膚色
深、體格結實、顴骨高，同時保留有一些「少數
族裔」的特點，比如單眼皮。還有時候，在修出
來的廣告畫面中，除了極少的一些細節外（如杏
眼和黃皮膚），亞裔基本就是白人的樣子。
上述不同的審美觀讓我很難決定遵從哪一個
。更為複雜的是，我天生一頭濃密的卷髮、雙眼
皮、皮膚偏白而不是黃，我家人都不是這樣。有
人對我說，我看起來有點像歐洲人。很明顯，我
的長相既不符合美國人的審美觀，也不符合中國
人的審美觀，這讓我的身份認同更加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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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是誰？
作為一名美國華裔女性，我能對號入座的刻
板印象並不多：我不是虎媽、母夜叉（原文 dragon Lady，尤指東方冷酷無情、愛尋釁滋事的有權
勢的女人），也不是溫順的中國娃娃。我車技很
好，但數學很差。高中時的微積分考試，我考過
1 分；大學時的行為統計學，我差一點要補修。
中文我能聽會說，但讓我有點分裂的是，我不會
讀和寫。
我不是有意背叛我的遺傳基因，同時我也不
想因為自己的種族而被孤立、被歸為異類或被賦
予特別的性的吸引力。今天，我不再為亞裔身份
感到羞愧，而是羞愧自己曾經屈從於壓力，為了
融入美國而拒絕自己的民族文化。

堪城
新聞
堪城分類廣告請洽:
913-850-0781
1-314-991-3747

餐館出讓
有意者請洽陳太太
，中午2點至4點

913-653-3783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16-787-5098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