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岭南甯氏的源流

本章分为源和流两部分。“流”的部分，主要参考了网上能查到的一些甯氏

家谱、族谱。这些谱牒，详简不一，历史价值也不同。在历史上，许多地方的甯

氏都立有族谱，现在有更多地方的甯氏后裔也都在重修族谱，但往往不得要领。

因此，这里参考百家论坛上转帖的“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修谱历史”和“谱牒学”

等资料，先介绍一些有关常识，以供大家修谱时参考；然后再据之对一些甯氏族

谱进行分析。

第一节 家谱的起源和发展

家谱是家乘、家牒、族谱、宗谱、大宗谱的总称，又称谱牒。所谓“乘”，

原来是春秋战国时晋国人对历史书的称谓。《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

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就是说，晋国的“乘”(shèng)楚国的“梼杌”(táo wù)

鲁国的“春秋”，都是历史书，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有人将史籍统称为“史

乘”，把记载本家族历史、世系的家谱称为“家乘”。至于“谱牒”，就是记述氏

族或宗族的书，专门研究谱牒的学问，叫做“谱牒学”。谱牒的价值与正史、方

志一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从发展的顺序和层次来看，家谱、族谱、宗谱有着递进的关系：家谱的发展

形成了族谱，族谱的发展又形成了宗谱。宗谱可分为大小两种。较小的宗谱只是

某一宗支或某一地域的宗支的家谱、族谱；而大的宗谱则较全面地将各地各宗支

的宗谱综合而成。

家谱的起源，其历史可上溯至夏朝甚至更早。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

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时间长了，记忆就难免有差错。

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据考古

发现，商代的一些甲骨文刻辞和商代的几件金文彝铭中，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

这是家谱的雏形。如果没有这些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世系，后人就不可能编撰出详

细的夏商周王室的世系。

到春秋时，谱牒已经比较成熟，也相当盛行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唐代，家谱



都是王侯贵族高贵身份的标志，庶民是没有的。这点和姓、氏原来的情况相类似。

贵族有姓有氏，庶民有姓无氏。氏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用以区别贵贱，有氏者

为贵。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姓和氏就逐渐混而为一，不再是区别贵贱的标志了，

但普通老百姓即所谓“庶民”仍然没有家谱。家谱的编修仍为王室所垄断，实际

上仍是世袭制、分封制、门阀制度下的帝王谱、官谱、士族谱，庶族没有权利，

也不具备编撰谱牒的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不过，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那

种家谱，在秦汉时期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所以秦汉时期的谱牒

并不兴旺，其中的最大原因，民国时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认为是“大族之迁徙

频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到东汉末年和魏晋之际（公元 200～公元 300 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

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因为当时人们入仕做官或联结姻亲，都要根据谱牒来

认定门阀的尊卑，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柳冲传>），

“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认定？需要查官修的谱牒（又叫簿状）才具有法律效力，才

能作为根据。因为当时有许多新起的士族，原来没有资格列入本族的族谱，新起

后就要求“合族通谱”，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某族的谱牒。经过认定的家谱，

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名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

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

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修撰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所

以有些庶姓大族就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据《南齐书·贾

渊传》，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当时掌管修撰谱牒的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

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但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幸

得其子向皇帝乞免，叩头至流血才免去贾渊死罪。

五代以后，隋唐时兴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照理说，谱牒

至此就应该消亡了，可是唐初朝廷却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原因，主要

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分，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

社会基础，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从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而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

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政治措施。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

挺、岑文本、令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

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完成了《氏族志》一百三十卷。但高士廉等

人大概没有领会唐太宗钦命修谱牒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

的目的，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为第一

等。结果触怒了唐太宗，下令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

廉传》）的方针重修，把崔姓列为第三等，并颁布天下。

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干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

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

高宗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

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

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

《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李义府传》）。《姓氏录》将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

收录入谱，五品以下的即便是原大族也不能入谱，普通百姓更是望尘莫及。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

行己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

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

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钦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1]

此后唐代中央就再也没有修过谱牒了。

就在官修家谱如火如茶之时，私修族谱也悄然兴起。因为许多新贵原来出身

寒门庶族，为了“名副其实”，往往编造族谱。唐王朝为了提高新贵的地位，也

就默许他们的作为，所以唐代的谱牒，往往是士、庶不分，间杂相混。唐代著名

的史学家刘知己（公元 661～公元 721 年）就曾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考证自己的家

世，写出了《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等家谱。武则天时的宰相王方庆也杜撰自

己的家谱，有一次，武则天向他询问有关王羲之的墨迹，他就乘机大肆炫耀自己



是东晋大姓王导之后，借以抬高自家的身世。另外，科举制使许多老士族在政治

上失去了世袭为官的特权，在经济上也大受损失。他们“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

于贫贱”。新官之辈常常利用他们“名著于州闾”的社会影响，“竞相婚媾”，以

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扩大影响；而旧士族也企图利用新贵以图东山再起，也

就认可他们杜撰的谱牒而联姻。这些都是唐代私家修谱能兴起与发展的社会根

源。

唐代的谱牒与魏晋南北朝相比较，有几个显著的不同点：

(1)士族与庶族同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是名门望族的专利品，而唐代

则打破了这种专利，使大批庶族新贵涌入官修谱牒之中；不仅如此，有些庶族新

贵还要列在旧士族之上。这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士、庶合流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新贵突出的特殊地位。

(2)修谱原则是“厚今薄古”，注重现实而非历史。魏晋六朝时期的谱牒中，

姓氏的排列是以血统、郡望为原则拟定先后的。而唐代的谱牒则一改旧习，完全

按当朝爵位高下为标准进行排列，打击旧士族、提高新贵社会地位的政治目的十

分明显。

(3)人为更改门第、郡望。在魏晋六朝时期，每一士族的门第及其所标榜的

郡望，都是在长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不是官府甚至帝王所能任意更改。

而在唐代，这种人为更改门第、郡望的事情屡屡发生，不足为怪。

(4)谱牒的政治意义逐渐消失，社会意义却有增无减。魏晋南北朝时期，谱

牒是朝廷选拔官吏的基本依据，是各门大族晋升官阶的凭证和保持世代特权的护

身符。唐代以科举选官而不是凭借谱牒，使得旧士族的护身符失效了。这样，官

修谱牒除皇族外统统失去了政治意义，变得日渐衰颓了。与此相反，私修谱牒却

日益兴盛起来，因为人们认识到，谱牒在维系家族宗族团结和社会地位方面，仍

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样，谱牒就逐渐演变为家族宗族史了，其社会意

义不断增强。

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农民造反，天下大乱，新、旧士族的特权制度

遭到毁灭，谱牒也被焚毁殆尽。从此士、庶难分，士、庶不辨。世家大族彻底瓦



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也就寿终正寝了。明代谱学专家归有光说：魏晋

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

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

由此看来，许多姓氏的所谓家谱、族谱，且不说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仅上

溯到唐代也多为伪托。

当谱牒衰绝之后，到北宋时期，情况又完全变了。庆历年间（公元 1041～公

元 1048 年）毕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国家修史、地方修志、百姓修谱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欧阳修（公元 1007～公元 1072 年）在

主持编撰国史《新唐书》的过程中，以“大宗之法”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

上溯数可达八代、十代甚至百代。这段经历使得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他在修定

《新唐书》后，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远祖的世系并不清楚，于是以当时

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

和图表的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

家族显赫、曾经感叹“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的苏洵

（公元 1009～公元 1066 年）也修编成了《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

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因此，一般家谱都只从其可知之祖

写起。这就大大提高了谱牒的可信度。另外，欧、苏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这使

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百姓仿效欧、苏谱例，也开始采用“小宗

之法”编写家谱，形成一个高潮。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

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所谓“大宗之法”，主要特点是“吾宗之所由来，源清而流自不紊”，即强调

宗族始祖的来源以明血统，表现宗族直系主干的延续以明继嗣，不设宗系世代的

限制以明永远。它对于世系的追溯范围可以是无限的，要包含共同始祖之下所有

的直系、旁系宗亲。而“小宗之法”往上只求追溯到高祖之父即可，因为再往上

己无法追溯，但求以此为基础而往后无穷发展。欧阳修创造了“五世图表”，每

图只记五世，自上而下依次为高祖之父、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右而左为同

辈兄弟；五世排满一图后，则另起一图，但第五世必须同见于第一图的末一栏与



第二图的第一栏，两图共列九世。第三图则出第九世到第十三世，余此类推。

元代已出现了由亲及疏、由远及近、一体共载的现象，不拘泥于欧阳修、苏

洵小宗谱法的限制。谱图也突破了五世为图的限制，出现了以大宗谱法做的大谱

图。

在明初，家谱的体例得到了发展，增加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

先世考辨”等内容。嘉靖时允许民间建祠堂以后，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各姓族

间互相竞争攀比，使得民间祠堂的规模越来越大，一般姓族不堪重负。为了缓解

筹资的压力，民间又逐步兴起了连宗修祠之风。而联宗建祠的成功，又催生了各

姓各氏的联宗修谱之风，家谱的体例又增加了“祠堂、祠产”的内容。各姓各氏

都开始出现了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并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

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开始出现。

清朝时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清

朝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

谱采用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为彰显门第，都采用宋朝皇族

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

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

时，江西巡抚辅德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谱禁规定：在追溯

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

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以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

君罔上之罪；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对于有违上溯内容者一律删

节毁版。在谱禁期间，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违禁的家谱 1016 姓，这些家谱

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嘉庆、道光（公元

l796～公元 1850 年）以后，统宗统系的现象再度泛滥。各姓氏均以采用皇族家

谱的“大宗之法”联宗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致使随意上溯、攀援望族、

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习以为常。或为祖先封官加爵，或为祖先

娶妾生子，或为祖先添兄加弟，或为祖先认父攀祖，这些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还

有把后人当作前人祖先的谬误。所以，清代编修的家谱族谱所上溯的世系往往荒



诞不经，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尽管如上所述，但清代谱牒在体例方面却得到了充分发展，其记事范围几乎

涉及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了排列家族世系，又增加了传记、著述、家

规、家训、恩荣录、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

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

状、志录、年表等 20 多项，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

了“30 年一小修”、“60 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清时家谱的纂修体

例更系统，更完善。

民国时期的谱牒，一方面因袭了清代修谱的体例，但在统宗统系方面却发展

了清代修谱的陋习。1949 年以后，大陆的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文

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保存的大量旧谱牒遭到了焚毁的厄运，宗族文化遗产更是

遭到了极大破坏。1985 年以后，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香港、澳门

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起了高潮。这是可喜的

现象，但这波修谱热所修的谱牒，质量却明显不如清代；而且在世系方面故意弄

虚作假、进一步统宗统系的陋习，较之于明清、民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节 岭南甯氏先祖的世系概况

通过前面介绍的家谱族谱在历史上的发展，可资我们在分析甯氏家族的谱牒

时参考。问题的焦点之一，即从甯逵开始的岭南甯氏家族的世系，其可靠程度如

何呢？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三节曾经作过考证，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钦州发现的甯贙墓志铭，是隋代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制作的，其时离南

北朝并不远。南北朝时私家谱牒在社会上尚未形成风气，虽然也有人假冒，但一

经查出是要杀头的，所以人们一般不敢冒这个风险。那时中央政府设谱局，置令

史掌管。凡百家族姓之有家状、谱系者皆呈送谱局并诏领专人整理与编修谱牒。

地方州郡的中正、主簿、功曹，负责保存本地区望族和世人的谱籍。宋、齐之际，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检籍”活动，以清查冒牌士族；梁、陈二朝，

也派员整理各士族谱系。所以，甯贙墓志铭所说的家世，应该是经过官府严格审



查的，因而是可信的。而甯道务死于唐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十一月，于开

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迁葬，其墓志铭当制作于这一年。唐朝虽然允许新贵乱

编家谱，但甯氏并非“新贵”，而是归顺唐王朝的岭南旧权贵，没有必要杜撰；

而且其所述世系也与甯贙墓志铭相一致，所以也应该是可信的。如此看来，这两

方墓志铭为我们编排南朝到隋唐时期岭南甯氏的世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两方墓志铭和一些史书、族谱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排列：

1 2 3 4 5 6

甯 逵—甯猛力—甯长真—甯 璩—甯原悌—甯以善

—甯以文

—甯以良

—甯以景

—甯以丙

—甯道务—甯岐岚

—甯岐芨

—甯岐雄

—甯 贙

—甯 暄—甯 纯

1 2 3 4

? 甯道明

？ 甯师京



6 7 8 9 ?

甯以善

甯以文

甯以良—甯后年—甯太四—甯东昭—甯博卿—甯念三

—甯时年

—甯丰年

—甯浩年

—甯祖年

甯以景

甯以丙

甯岐岚

甯岐芨

甯岐雄

（注：表中最上的数字“1、2、3……9”为代数，如与“1”相对应的甯逵

为第一代，与“5”相对应的甯原悌、甯道务为第五代；甯原悌在上为兄，甯道

务在下为弟；用“—”连接的两个名字为父子关系；平排用“—”表示兄弟关系；

“？”表示上接祖源不明。）

为了明确起见，还需要结合上表对岭南甯氏作进一步说明：

第一代 为甯逵，其生卒年不详，在南朝梁后期（公元 550～公元 556 年）

任南定州（今玉林—石南）刺史，南朝陈时（公元 557～公元 589 年）任安州（今

钦州）刺史。

第二代 有甯猛力、甯暄二人，均为甯逵之子。

甯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该日为梁元帝乘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相当于公

元 553 年 12 月 10 日；死于开皇十七年十月（公元 597 年 11 月）。甯猛力于陈朝

末年袭父职任安州刺史。

甯暄为甯猛力之弟，应比甯猛力小 2～3 岁，其生年约为公元 555～公元 556



年。在陈后主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甯暄受甯猛力派遣，带兵进驻

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死于隋恭帝义甯二年（公元 618 年）。

第三代 有甯长真、甯贙、甯纯、甯道明等。其中，甯长真、甯贙为甯猛力

之子；甯纯为甯暄之子；甯道明为谁之子，不详。

甯长真，约生于南朝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 571 年），死于唐高祖武德九年

（公元 626 年）；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甯长真遵照父亲的遗嘱，进京朝觐

隋文帝；仁寿末年（公元 604 年）随驩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刘方攻打林

邑（越南南部）；隋炀帝于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甯长真“又率部落数千从征

辽东”。战争结束后，隋炀帝诏命甯长真“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隋朝

灭亡后，甯长真归顺唐朝，被唐高祖委任为钦州都督，死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

元 626 年）。

甯贙，生于南朝陈宣帝太建五年（公元 573 年），死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

元 608 年）。他的《甯贙墓志铭》说他“南定交趾之州，北靖苍梧之野”，“沉神

惟帷，竞羊祜之谋。”曾参加林邑战争，是水军的实际指挥官，使林邑水军溃不

成军。大业二年十月（公元 606 年 11 月），受诏进京，被隋炀帝授以开府仪同三

司，以后又改为正义大夫。因长期征战，劳累成疾，从京师回来两年后，于大业

四年（公元 608 年）正月十九日病逝于钦州家中，享年 35岁。

甯纯，生卒年不详，为甯暄之子，与甯长真、甯贙为叔伯兄弟。他沿袭父职，

为廉州（今合浦县）刺史，在今浦北县福旺圩和灵山武利圩一带开辟了蔡龙、东

罗两个新县。之后，唐朝廷将两县与封山县增置为姜州，任命甯纯为姜州刺史。

后又转任合州刺史。贞观初年（公元 627 年），高州首领冯暄去世，其弟冯盎反

叛，屡次攻打甯纯，甯纯闭境自守。甯纯不但能带兵打仗，还“通章句，颇善书”。

甯道明，生年不详，在唐高祖委任甯长真为钦州都督的同时，被任命为南越

州刺史。但不久，甯道明联合高州冯喧据南越州造反，甯长真与合浦太守甯纯联

合起兵镇压，历 4年之久。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甯道明被州人杀死。

第四代 有甯璩、甯师京。甯璩为甯长真仲子，即二儿子。按照称为“仲子”

的惯例，甯长真至少有 3 个儿子，但老大和老三是谁，均不详，只知道老二叫甯



璩而已。至于甯师京，为何人之子亦不详。

甯璩在其父甯长真于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逝世后，袭任钦州剌史职。但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唐太宗即位当皇帝，取消了甯氏的世袭特权。

甯师京，生卒年及其祖及后裔均不详，但他与甯璩为同时代人是确切的，或

许是两兄弟。据《旧唐书·地理志·岭南》载，曾任过交州都督及桂州都督的清

平公李弘节，于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派遣甯师京沿着父辈甯长真的足迹，

开通上思到越南的道路，新建了瀼州，同时建了临江、波零、鹄山、弘远四个县，

州治设在临江县。甯师京成为瀼州的第一任刺史。至于甯师京何时离任，卒于何

时，无法得知。

第五代 有甯原悌、甯道务，均为甯璩之子，甯原悌为兄，甯道务为弟。

甯原悌，生卒年不详，在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考取进士。唐睿宗

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甯原悌以谏议大夫上言，为睿宗采纳。玄宗时（公元

712～公元 756 年），甯原悌复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因直书不隐而被罢官。后人

在今钦州北二里为他立祠，称为谏议庙。

甯道务，生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他最早出仕是任滚州临漳县

（今广西上思县）令，武则天朝曾任龙州司马（广西龙州），后任爱州司马（在

今越南北部）。约在景云初年（公元 710 年），甯道务升为郁林牧；开元初年（公

元 713 年），又授朝仪郎新州（广东新兴县城一带）刺史，不久又改任封州（广

东封川县）刺史。开元十七年（公元 729 年），甯道务病逝在封州衙署内。

第六代 有甯以善、甯以文、甯以良、甯以景、甯以丙、甯岐岚、甯岐芨、

甯岐雄。据族谱，前 5 人为甯原悌之子；据《甯道务墓志铭》，后 3 人为甯道务

之子。

在甯原悌的 5个儿子中，仅知甯以景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公元 797 年），

其余的生卒年及其生平均不详。

在甯道务的 3个儿子，长子甯岐岚，曾任朝议郎勋职，桂州主簿；中子甯岐

芨，曾任荔浦县丞；季子甯岐雄，未仕。他们的生卒年及入仕之年均未详。

第七代 据族谱，仅知有甯后年、甯时年、甯丰年、甯浩年、甯祖年。5 人



均为甯以良之子，但他们的生卒年及生平均未详。

第八代 据族谱，仅知有甯太四一人，为甯后年之子，在唐昭宗（公元 889～

公元 894 年）时为殿中侍御史；唐昭宗被杀后弃官于江西南城。

第九代 据族谱，仅知有甯东昭，为甯太四之子，其生卒年不详，北宋时为

殿中侍御史，迁任江西饶州刺史，后治守昭武军（今南城旰江），定居南城。

以上是根据墓志铭、史书和民间族谱等资料，从第一代甯逵开始，能理顺关

系的九代人。时间可从南朝梁到北宋时期，往后则无法连接。

网上的“隋唐钦州甯氏先祖世系”中有一条说：甯原悌（进士、谏议大夫兼

修国史）—甯宗乔（进士、南宋参军）、甯宗谔（进士、南宋通直郎）。好像甯宗

乔、甯宗谔是甯原悌的儿子，其实这并不确，因为甯原悌是武则天永昌元年（公

元 689 年）进士，唐玄宗时（公元 712～公元 756 年），曾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

因直书不隐而被罢官。而甯宗乔、甯宗谔二人则是南宋（公元 1127～公元 1279

年）的进士，即使以南宋刚开始的 1127 年计，与甯原悌相距也有三百多四百年。

所以，可以肯定甯宗乔、甯宗谔不是甯原悌的儿子，但为甯原悌的后裔则是可能

的。

由上所列，其中明显有许多缺环，如第三代甯贙、甯纯、甯道明的后裔均未

见载，希望以后有材料能够补上，目前就无可奈何了。

第三节 岭南甯氏后裔发展的一些线索

一、人口分布与支系归属

据不完全统计，“两广”地区甯氏人口有 40余万人，是我国甯氏人口最多的

地方，其中在广东吴川、化州约有 22000 人，其余全部分布在广西地区。广西地

区的甯氏则主要集中在灵山、玉林、浦北、博白四县市，灵山、玉林甯氏人口都

在 10 万以上，浦北约有 8 万人，博白县约有 4 万人，其他县市甯氏人口数量从

多到少依次是横县、南丹、邕宁、桂平、陆川、钦州、防城港、贵港、武鸣、北

流、宾阳等县市。

明清以来，各地甯氏族人多编撰有自己的谱系，但由于年代久远，各地各支

系之间缺乏联系沟通和研究，故所述支系较混乱，特别是始祖来源，各执一端。



综而观之，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都说自己的始祖是外地来的，如广东始祖甯龙跃

是元朝进士，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后迁山西，再迁福建三明市，最后来到广东化

州定居；甯庸原籍北京顺天府大兴县珠玑巷，元朝来到湖广地区，后迁广西宾阳，

子孙散居南宁、邕宁、横县等地；甯维朝原籍山西，后于明朝建文四年（公元 1402

年）到福建漳平当县令，明朝正德八年（公元 1513 年）到广西合浦任职。南丹

甯氏也说自己的始祖来自江西，只有玉林的甯敬儒支系说自己始祖来自广西合浦

县。

这些始祖外来说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撰谱者，如浦北县甯氏宗亲理事会编的

《甯氏族志》，就将“两广”甯氏族分为四大支系，即甯逵、甯龙跃、甯庸、甯

维朝。如果将甯逵作为一个支系，那就是说，甯龙跃、甯庸、甯维朝不是甯逵的

后裔，与甯逵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甯逵是岭南甯氏最早

的祖先。早在民国时期，甯可风就对族人中的类似说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

是“忘祖”之说。他在民国三十八年（公元 1949 年）三月二十八日给广东省通

志馆的呈文中说：“可风研究我甯氏志乘，历有年所，素谂合浦、钦县、灵山、

防城、吴川、化县及桂省郁林、贵县、兴业、博白、横县等处，均有吾姓繁衍，

顾一考其牒谱，有来自闽漳者，有来自珠玑巷者，有自认为土著者，然皆无确切

之证明。且开族年代，多在朱明以来，祖系失传，无可稽考……盖我逵公，系出

齐郡，于陈宣武帝时来镇越中，世为刺史，而甯暄、甯纯、道务、道明等，复分

治合浦、郁林诸地，挈中原文化播植南越迄今已千载。是知我粤桂南区甯族，为

逵公后裔，可无疑义。讵容记述中断，轻认一二代显宦为祖先耶？”
[2]
甯可风在

文中明确表明三点：其一，认为“两广”的甯氏族人都是甯逵的后裔；其二，外

来说是在明朝才开始有，没有任何依据，不足信；其三，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外地

的官员是自己的祖先。

甯可风还在《灵山甯氏族谱序》中进一步说：“受读谱牒，自明中叶福海公

下椒衍，历叶十九，未知厘然而不紊，惟福海公以上有九公之祀，九公墓在灵之

倒勾岭。其北数里有蜘蛛墓，相传为九公高祖，欲托始祖焉？所据者二：一曰龙

跃公，传至元间由闽迁化，其子由化迁钦，曾孙九德，曰九公父；一是维朝公，



传洪武间由晋迁闽，其孙规划德间由闽迁廉，曾孙相品，亦曰九公父祀龙跃，则

祖九德之子元直，祀维朝，则祖相品之子元英，然中更几何世次？均无可考。且

至元与洪武相距六十年，二说已莫衷一是。前说屡十年前采自化州墓碑，而旧谱

载墓在灵；后说为旧谱抄本所述。而祖为洪武，孙为正德，相去至百三十稔……

梁、陈、隋、唐四代中，甯家五刺史，实手启之，当年文化之中心在灵山，灵山

之重心在甯氏，甯氏开郡，郡始有史，虽由道务公下至福海公，阅岁六百，世次

不祥，而里居墓庐所在，固与山川同其不改，故福海公一脉，昭昭呼为五刺史直

系之裔，绝不容以纪述之中断，轻取近代由闽官粤之人物，认为入灵之始，而忘

其祖也。”
[2]
文中认为，灵山的甯氏以甯九公为自己的始祖，甯九公其人有两种

说法，一是元朝福建人，二是明朝山西人，两说相差 130 余年，太牵强附会了，

不足信。他还是认为，从唐朝的甯道务到明朝的甯福海，中间有 600 多年世系不

清，但甯家的祖坟还在，甯氏先祖创造的文化遗存还在，这就是证据充分的历史

记忆，甯可风文词激昂，在 60 多年前就向族人呼喊，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自己

真正的祖宗。

现在看来，甯可风所说是对的。我们认为，现在世居两广的甯氏族人应当都

是南朝、隋唐时期甯氏家族的后裔。现在我们采用族群聚落分类法，先理顺隋唐

时期甯氏族人的聚落支系，再根据发生的历史事件导致甯氏族人的流动路线，与

现在甯氏族人的分布地域相联系，从中找出他们的支系传承脉络。

隋唐时期，甯氏族族人可归纳为三大支系，即钦州的甯猛力一甯长真支系、

合浦的甯暄—甯纯支系。甯猛力、甯暄是同胞兄弟，都是始祖甯逵的儿子，后来

两兄弟分家，各据一方，繁衍族裔，自成支系。

钦州的甯猛力支系是岭南甯氏家族的嫡系，一直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甯承

基非礼韦皇后的父母兄妹，遭到残酷报复。唐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唐中宗命

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 2 万兵马到钦州围剿甯氏族人。这次剿杀，史书说“杀掠其

部众殆尽”，甯承基逃入海中也被捉拿归案。这次毁灭性剿杀，使钦州的甯氏族

人举族外逃，凡向南欲从海上逃走的，几乎都被周仁轨的两万军队剿杀，而向东、

西、北方向逃的，才是安全之路。因被剿杀离开故土，此支系的后裔必定是分散



居住，且人口不多。甯庸支系分散在南宁、宾阳、横县、灵山等地居住，人口不

多，应是钦州甯猛力支系的后裔。

广州都督周仁轨率 2万兵马到钦州围剿甯氏族人，同时也殃及合浦的甯暄支

系，因他们也多沿海而居，又是与钦州甯猛力支系是同胞兄弟的关系。当年从钦

州至北部湾海岸，都是围剿甯氏族人的唐朝军队，甯暄支系的族人也得逃命。这

一支族人不是周仁轨围剿的核心族群，因此有充分的时间逃离，逃离的目的地也

相对集中。玉林有甯姓 1O 万人，多说是宋朝年间从广东合浦迁来，始祖是甯敬

儒，由此推测，甯敬儒支系应是合浦甯暄支系的后裔。

以上将现在甯氏三个支系与隋唐时期甯氏先祖的三个支系进行了初步对接，

但由于年代久远，甯氏后裔三个支系杂居的现象比较突出，如灵山县 10 万甯氏

中就自然分成甯龙跃、甯庸、甯维朝三个支系，据分析认为，甯龙跃、甯维朝应

是同一支系，属南越州甯道明的后裔，甯庸则是钦州甯猛力后裔，相信这种情况

在别的地方也有存在，因此，各地甯氏的支系归属问题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广西各地的甯氏族人中，有不少地方都另有始祖，不列入甯龙跃、甯庸、

甯敬儒三大支系内，对隋唐远祖也失忆了，例如：南丹甯氏说自己的始祖是甯天

宝，江西南昌新建县人，明洪武十三年（公元 1380 年）奉旨开辟南丹那地州；

鹿寨甯氏说其始祖甯元吉，从广东信宜县迁来；陆川甯氏族始祖甯绵远，明朝来

自江西吉安，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史料依据的。根据上述族群聚落分类法，

我们认为，南丹、鹿寨、宾阳、武鸣、百色等地散居的甯氏族，应归到甯庸支系，

是隋唐时期钦州甯猛力的后裔。至于桂东地区的陆川、博白等地族人，则应归入

甯龙跃支系，是甯道明的后裔。在玉林及周边地区世居的甯氏族人，凡来源不明

者，可归入甯敬儒支系，是合浦甯暄的后裔。

据我们实地调查，钦州上蒙村上蒙岭“唐谏议大夫甯原悌”墓，从宋朝开始

一直到现在，每年清明都有钦州、灵山的甯氏族人自觉来扫坟拜祭。既然承认甯

原悌为先祖，为何又在族谱中说自己始祖来自福建、来自北京、来自江西呢？这

是前后矛盾的事。所以，应当重新审视理顺岭南甯氏族人的来源问题，明确所有

“两广”地区世居甯氏族人都是甯逵后裔。



近年来，各地成立甯氏宗亲理事会，甯氏族人有机会接触交流，逐渐有了较

统一的共识。其中，玉林甯氏宗亲理事会将“两广”甯氏家族分为甯敬儒、甯庸、

甯龙跃三大支系；敬儒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甯庸公生于元朝

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龙跃公生于元朝至正元年（公元 1341 年）。尽管也

有争议，但我们觉得比较接近史实，故而以此为基础，将各地甯氏族谱归纳如下。

二、现代岭南甯氏三大支系概况

据各地族谱、墓志铭，现代岭南地区有甯敬儒、甯庸、甯龙跃三大支系。这

三大支系大体都是隋唐时期的钦州甯猛力、合浦的甯暄二支系后裔，把甯敬儒、

甯庸、甯龙跃三大支系，与唐宋的二大支系相联系，中间还有缺环，目前还无法

直接连接，所以这里只能把甯敬儒、甯庸、甯龙跃作为第一代往下排列。一代始

祖甯逵生于公元 533 年到公元 1196 年 33 代（33 代以前无族谱记录）（以 20年为

一代推算得出以上代数）。

（一）敬儒支系

（据甯氏宗亲会玉林理事会整理的资料）

甯敬儒，字德贤，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庠生，品德优秀；

淑配杨氏，生二子，长子朝端，次子朝容。敬儒于元宪宗二年 8 月（公元 1252

年）从广东合浦（广西合浦县当时属广东管辖，下同。）迁居广西玉林州北门外

州佩村，卒于元成宗大德九年 2 月（公元 1305 年），享年 83 岁，葬于玉林分界

五岗岭。

玉林市龙安镇龙胆村、扬前村支系：（名前数字为代数，下同。）

甯逵……甯暄……34甯敬儒—35 朝端—36 思谟 （思国 迁州珮）、（思训 迁

大水）、（思诰 迁博白）—37帝叙（思谟子）—38甯成—39 京礼（京宾 龙胆支

祖）—40怀贤、怀满（京礼子），寅能（京宾子）—41[抚魏州佩村、石塘村支祖]、

[抚忠扬前村支祖（怀满子）]，林朝、林馀（寅能子）—42帝株（抚忠子），秉

礼（林朝子），秉谨（林馀子）—43福海、僧光（秉礼子），义受、受儿（秉谨子）

—44用右（福海子），惠良、惠秀（义受子），用为、赵元（受儿子）

玉林市福绵镇石塘分支系：



甯逵……甯暄……34甯敬儒—35 朝端—36 思谟 （思国 迁州珮）、（思训 迁

大水）、（思诰 迁博白）—37帝叙（思谟子）—38甯成—39 京礼（京宾 龙胆

支祖）—40 怀满—41 抚魏—42 天宇—43 平林、平胡—44 尚宾（平林子）—45

甯敏—46 罗相—47 将显—48 悦怀、悦俊—49 佛惠（悦怀子）—50 聘庠—51 仕

辉（石塘支祖）—52甯伦—53 行修—54 居仁—55 敬训、敬谨、敬诿— 56廷宣、

廷现、廷任—57世宗、世傅、世堂—58继猷、继瑞、继壁—59 祖意、祖阴、祖

贵—60宗经、宗烈—61业造、业忠

玉林市福绵镇覃村分支系：

甯逵……甯暄……34甯敬儒—35 朝端—36 思谟（思国 迁州珮）、（思训 迁

大水）、（思诰 迁博白）—37帝叙（思谟子）—38 甯成—39 京礼 （京宾 龙胆

支祖）—40 怀满—41 抚魏—42 天宇—43 平林、平胡—44 尚宾（平林子）—45

甯敏—46 罗相—47 将显—48 悦俊—49 甯义—50 士学—51 彩字辈—52 绍字辈—

53 伟字辈—54 秀字辈—55 甫字辈—56 世字辈—57 朝字辈—58 文、奕字辈—59

武、耀字辈—60振、祖字辈—61家、永字辈—62声、光字辈—63惠、宗字辈

敬儒系—思谟—怀满—甯敏—用辅州佩支系

34代 生于公元 1221 年：

1 代甯逵……甯暄……34代敬儒公，字德贤，淑配杨氏，庠生品德优秀。生

二子，长子朝端，次子朝容，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终于元成

宗大德九年 2 月（公元 1305 年），享年 83 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公于元宪

宗大德二年（公元 1252 年）8 月从广东合浦迁居广西玉林州，北门外州佩村。

35代 约生于公元 1243 年：

朝端公，字仁忠，淑配郑氏，继庞氏，生四子，长子思国，次子思训，三子

思谟，四子思诰，生终无记载，享年 78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

二代祖朝容无记载。

36代 约生于公元 1265 年：

1．长子思国公居州佩村（无记载）。

2．次子思训公（公元 1302 年）迁大水。



3．三子思谟公字福良，淑配彭氏，继配谭氏、周氏，生一子帝叙，业儒，

庠生，品质优良颖慧，任桂平府赋税局长，世祖元年（公元 1260 年）七月迁腾

龙堡，（现龙安镇）龙胆村乐田园。享寿 81岁，葬牛栀水，墓今还在此山。

4．四子思诰公，迁博白（无记载）。

思谟后：

37代 帝叙

38 代 甯成

39 代 京礼 （京宾龙胆支祖）

40代 怀满（怀贤往周村无后裔）

41代 抚魏（字寿惠） [抚忠（字定惠），龙安镇扬前村支祖）]

42 代 天宇

43 代 平林

44 代 尚宾

45 代 甯敏公元 1399 年生[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丁酉举人]

46 代 罗相

47 代 将显

48 代 悦俊 （生用辅）

悦怀 （约公元 1558 年生）（生佛惠、福棉石塘村支祖）、（生璋保、

覃村支祖）（观活、仁东大路村支祖）

49代 生于公元 1596 年：

用辅公竖勋，库生，配陈氏，生三子，长予献忠，次子献良，三子献耿。生

于明万历丙申（公元 1596 年）正月十六日丑时，终于顺治壬寅（公元 1662 年）

四月初七日寅时。

注：老族谱原文记载如下：祖乃明永乐科举人，族所奉右显墓主讳，敏公之

子孙也世居州佩，合葬州城北门外豸塘岭之东岭山腰，州龙夹池过脉，面向东狱

岭，背下临园浪池，坐亥向巳兼乾巽正针。1983 年八月二十八日移葬福绵香山石

塘坡合葬。



50 代 约生于公元 1623 年：

献忠、献良、献耿。

51 代 约生于公元 1640 年：

国俊、国相、国秀、国升

52 代 约生于公元 1670 年：

煊、琛、振、臻、球、瑞、集

53 代 约生于公元 1690 年：

世选、彩能、彩凤等 17兄弟。

54 代 约生于公元 1720 年：

廷元、廷佐、廷辅

55 代 约生于公元 1750 年：

志钢

56 代 约生于公元 1780 年：

仁基、义基、毓基、邦基

57 代 约生于公元 1810 年：

宏昆、宏成、宏联

58 代 约生于公元 1840 年：

第来、第骖、第珍、第玟、第环

59 代 约生于公元 1870 年：

庆文、庆浦

60 代 生于公元 1900 年：

汝怡、汝填、汝怀

61 代 生于公元 1930 年：

业祺、业裕、业福、业思、业盛、业荣

62 代 生于公元 1960 年：

业盛后，耀光，耀欢



63 代 生于公元 1990 年：

伟堂、东堂、兴堂、永堂、海堂

64 代 生于公元 2010 年：

登文

注：以上材料根据龙安老族谱、怀满公碑文、尚宾公碑文、州佩用辅公族谱，

录部分人名、代数。

中华甯氏宗亲会玉林理事会

理事长 63代孙甯光强整理

2010 年 9月 18 日

34 代祖敬儒—思谟—怀满—甯敏—用辅—逹连基平地分支系

34 代 约生于公元 1221 年：

1 代甯逵……甯暄……34代敬儒公，字德贤，淑配杨氏，庠生品德优秀。生

二子，长子朝端，次子朝容，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终于元成

宗大德九年 2 月（公元 1305 年），享年 83 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公于元宪

宗大德二年（公元 1252 年）8 月从广东合浦迁居广西玉林州，北门外州佩村。

35 代 约生于公元 1243 年：

朝端公，字仁忠，淑配郑氏，继庞氏，生四子，长子思国，次子思训，三子

思谟，四子思诰，生终无记载，享年 78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

二代祖朝容无记载。

36代 约生于公元 1265 年：

1．长子思国公居州佩村（无记载）。

2．次子思训公（公元 1302 年）迁大水。

3．三子思谟公字福良，淑配彭氏，继配谭氏、周氏，生一子帝叙，业儒，

庠生，品质优良颖慧，任桂平府赋税局长，世祖元年（公元 1260 年）七月迁腾

龙堡，（现龙安镇）龙胆村乐田园。享寿 81岁，葬牛栀水，墓今还在此山。

4．四子思诰公，迁博白（无记载）。

思谟后：



37 代 帝叙

38 代 甯成

39 代 京礼 （京宾龙胆支祖）

40 代 怀满（怀贤往周村无后裔）

41 代 抚魏（字寿惠） [抚忠（字定惠），龙安镇扬前村支祖）]

42 代 天宇

43 代 平林

44 代 尚宾

45 代 甯敏公元 1399 年生[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丁酉举人]

46 代 罗相

47 代 将显

48 代 悦俊 （生用辅）

悦怀 （约公元 1558 年生）（生佛惠、福棉石塘村支祖）、（生璋保、

覃村支祖）（生观活、仁东大路村支祖）

49 代 用辅---------------------------------约生于公元 1596 年

50 代 1．献忠------------------------------约生于公元 1623 年

2．献良------------------------------约生于公元 1625 年

3．献耿------------------------------约生于公元 1627 年

51 代 献忠后：国俊-------------------------约生于公元 1638 年

献良后：国相，字达基，号现龙，平地来祖一生于公元 1637 年现字

辈达基后

52 代 1．可源-------------------------------------------失传

2．可基----------------------约生于公元 1662 年 以字辈

3．可范-------------------------------------------失传

53 代 1．遂立-------------------------------------------失传

2．遂业-------------------------------------------失传

3．显文-----------------------约生于公元 1684 年 显字辈



4．遂宏-------------------------------------------失传

5．显奎（迁小平地，为小平地支祖）------生于公元 1687 年

54 代 庭植--------------------------约生于公元 1712 年 庭字辈

55 代 宗瑶--------------------------约生于公元 1737 年 宗字辈

56 代 辅殷--------------------------约生于公元 1762 年 辅字辈

57 代 凤凌、凤翔--------------------约生于公元 1787 年 凤字辈

58 代 凤凌后：1．宏津---------------约生于公元 1812 年 宏字辈

2．宏渭-------------------------------

3．宏裕-------------------------------

59 代 宏津后：棣晟------------------约生于公元 1837 年 晟字辈

60 代 继荫--------------------------约生于公元 1862 年 继字辈

61 代 1．照伟-------------------------生于公元 1887 年 照字辈

2．照文-------------------------------------------失传

3．照昌：移居南洋-------------------------------无记录

4．照明--------------------------------生于公元 1893 年

62 代 照伟后：祥荣、祥寿、祥全--------生于公元 1914 年 祥字辈

照明后：祥福、祥源---------------------生于公元 1924 年

63 代 祥荣后：光新--------------------生于公元 1948 年 光字辈

祥寿后：光业、光勤、光严、光池---------生于公元 1953 年

祥全后：光强、光龙---------------------生于公元 1955 年

祥福后：光南、光明、光升---------------生于公元 1948 年

祥源后：光聪---------------------------生于公元 1973 年

64 代 光新后：耀宾--------------------生于公元 1974 年 耀字辈

光业后：耀飞、耀-----------------------生于公元 1979 年

光勤后：耀安---------------------------生于公元 1988 年

光严后：

光强后：耀盛---------------------------生于公元 1985 年



光龙后：耀豪---------------------------生于公元 1993 年

光南后：耀勇、耀进、耀军---------------生于公元 1972 年

光明后：耀华---------------------------生于公元 1987 年

光升后：耀林---------------------------生于公元 1986 年

光聪后：

65 代 耀宾后：子宇------------------------------------克字辈

耀飞后：友龙

耀勇后：

耀进后：克杰

排字辈：

现以显庭宗辅凤 宏晟继照祥光耀 克昌世代翼孙谋

广健志传千秋业 英贤集锦似山海 登科甲第振家声

注：以上材料根据龙安老族谱、怀满公碑文、尚宾公碑文、州佩用辅公族谱、

平地达基公族谱，录部分人名、代数。

中华甯氏宗亲会玉林理事会

理事长 63代孙甯光强整理

2010 年 9月 18 日

敬儒系—思训—正左大水支系

34 代，生于公元 1221 年：

敬儒公，字德贤，淑配杨氏，庠生品德优秀。生二子，长子朝端，次子朝容，

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终于元成宗大德九年 2 月（公元 1305 年）

享年 83 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公于元宪宗大德二年 8月（公元 1252 年）从

广东合浦迁居广西玉林州，北门外州佩村。

35 代 约生于公元 1243 年：

朝端公，字仁忠，淑配郑氏，继庞氏，生四子，长子思国，次子思训，三子

思谟，四子思诰，生终无记载，享年 78 岁，葬于玉林分界五岗岭。二代祖朝容

无记载。



36 代 约生于公元 1265 年：

1．长子思国公居州佩村（无记载）

2．次子思训公（公元 1302 年）迁大水

3．三子思谟公，字福良，淑配彭氏，继配谭氏、周氏，生一子帝叙，业儒，

庠生，品质优良颖慧，任桂平府赋税局长，世祖元年七月迁腾龙堡，（现龙安镇）

龙胆村乐田园。享寿 81岁，葬牛栀水，墓今还在此山。

4．四子思诰公，迁博白（无记载）

思训后裔

37 代 约生于 1287 年：

名号不详，公生于 1287 年，生一子。

38 代 约生于公元 1309 年：

谋公，名号不详，约生于公元 1309 年，生一子：正左。

39 代：

正左公，字母右，号履中，生于元朝致顺元年庚午（公元 1330 年）二月初

五日丑时，卒于明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丁亥十一月十二日寅时，享年 78岁。

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考取举人，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历任都督府

同知后、同沐英：讨伐平西建功领大都督府事。

40 代：

忠公，字近道，号怒乎，生于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公元 1352 年）五月二十

日午时，卒于明宣德六年（公元 1431 年），享年 70 岁，辛亥八月初十子时，妣

罗氏夫人生于元至正十三年（公元 1353 年）癸未十二月十五日未时。卒于明宣

德六年（公元 1431 年）辛亥二月，享年 69岁。生一子：从政。洪武十七年（公

元 1384 年）甲子科举人，建民元年历任中军都督后，建功封征虏大将军承北流。

41 代：

从政公，字志远，号裕如。生于洪武六年癸丑（公元 1373 年）正月初十日

申时，卒于景泰二年（公元 1451 年）四月十五日戌时，配陈氏，生四子：长子

骥，次子敏，三子俊，四子祥。



42 代：

1．骥公生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五月初二日申时，配陈氏。生一

子，克敬。永乐十二年（公元 1414 年）举人，任横州教谕，遂为横州支祖。

2．敏公，明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丁酉科举人，生明建元年（公元 1399

年），任平乐教谕。占籍玉林州，配王氏，生二子，长子克友，次子克恭。

3．俊公，生于建文三年（公元 1401 年）四月廿九日午时，配李氏，生一子，

克慈，占籍平乐府。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与敏兄同科举人，任贵县训道。

4．祥公，字声实，号宝之，生于建文五年（公元 1403 年）十二月初二日丑

时，永乐二十一年（公元 1423 年）举人，生二子，长子克温，次子克谦。卒于

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七月，寿 65岁。

祥公后裔：

43 代：

1．克温公，生于宣德四年（公元 1429 年）六月十二日，过继子复伟。

2．克谦公，生于宣德七年（公元 1432 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二子，长子复

初，次子复伟。

44 代：

1．复初公，生于明景泰五年（公元 1454 年），生一子杲。

2．复伟公，生于明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正月十一日，生一子宽。

45 代：

1．宽公，字济猛，号可亭，生于成化二十年（公元 1486 年）八月初九，生

二子，长瑞鲤。次子瑞麟。

2．杲公，字济海，号春亭，生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 1488 年）十月初二，

生一子瑞彪。

46 代：

1．瑞鲤公，字应灵，生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六月，生二子：长子龙，

次子蛟。

2．瑞麟公，生于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年）正月初三日，生二子：长子之



球，次子之珍。

3．瑞彪公，后改烈，生于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四月十八日，生二子：

长子之琼，次子之瑾。

47 代：

1．龙公，字云从，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6 年）正月十八日，生三子：

长子敬仁，次子敬智，三子敬信。

2．蛟公，字守中，号慎之，生卒无记录。生二子：敬义，敬礼。（生约公元

1558 年，河村支祖）

3．之球公，生于公元 1559 年，生一子：仕伟。

48 代：

1．敬仁公，生卒无记录，生一子：正怀。 （公元 1581 年，良村支祖）

2．敬智公，生卒无记录，生一子：武勇。（公元 1583 年，里村支祖）

3．敬信公，生卒无记录，生一子：武猛。 （公元 1585 年，甘村支祖）

4．敬义， （公元 1583 年）

5．敬礼， （公元 1585 年，河村支祖）

6．仕伟公，生于公元 1585 年生四子：志道，志遴、志延、志逹。

大水仕伟公支祖：

仕伟公，淑配徐氏，生四子：长子志道，次子志遴，三子志延，四子志逹。

生于明万历乙酉年（公元 1585 年）九月十八日子时，终于崇祯戊戌年（公元 1634

年）正月初六日申时，寿 50岁。

49 代：

1．志道公，字性一，淑配杨氏，继配李氏生二子：袁崨，袁崳，生于崇祯

乙亥年（公元 1635 年）九月初十亥时。终于康熙庚年（公元 1710 年）八月十八

日寅时，寿 76岁。 （州佩大水支祖）

2．志遴公，淑配陶氏，继配覃氏，生二子：袁畅，袁岎。生于崇祯丁丑年

（公元 1637 年）十月初六日巳时。终于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三月初十日申

时，葬于春岐山。



（獭寨支祖）

3．志延，1639 年，生终无记录。

4．志逹，1641 年，生终无记录。

志延、志逹二公后迁新圩。 （新桥怀垌）

50 代： （志遴公后裔）

1．袁畅公，生于公元 1662 年，生三子：长子佐魏，次子佐变，三子佐相。

2．袁岒公，约生于公元 1664 年，淑配罗氏，继配刘氏，生四子：长子佐吴，

次佐臣，三子佐聖，四子佐璋。

51 代：

袁畅后裔：1．佐魏，生卒无记录。

2．佐变公约生于公元 1687 年，养一子：世广。

3．佐相公约生于公元 1689 年，生二子：长子世任，次子世琦。

袁岎后裔：1．佐吴公约生于公元 1689 年，淑配梁氏生三子：世炤，世烈，

世琠。

2．佐臣公约生于公元 1691 年，无记录。

3．佐聖公约生于公元 1693 年，淑配张氏，生二子：世璿，世琨。

4．佐璋公约生于公元 1695 年，淑配李氏，继配杨氏，陶氏，生

三子：世珖，世瓒，世珊。

52 代：

1．世广，约生于公元 1712 年，生一子：储林。

2．世璿公生约公元 1718 年，生三子：长子储烯，次子储烒，三子储煜。

3．世琨公生约公元 1720 年，生三子，长子储焬，次子储炜，三子储焕。

50 代（志道公后裔）：

1．袁崨公，约生于公元 1660 年，字仲昆号秀峯，淑配胡氏，继配唐氏，生

四子。此公系州佩大水支祖。

2．袁嵛，约生于公元 1662 年，字悦昆儒士，配陈氏生四子：长子佐禹，次

子佐舜，三子佐，四子佐文。此公系大水分支祖。



仲昆公后裔，生四子，长子佐商，次子佐武，三子佐周，四子佐召。

佐商，约生于公元 1685 年，淑配关氏，生二子：长子世弘，次子世豪。

佐武，约生于公元 1687 年，淑配陈氏，生一子：世伟。

佐周，约生于公元 1689 年，淑配杨氏，生二子：长子世昌，次子世。

佐召，约生于公元 1701 年，淑配杨氏，生三子：长子世，次子世荣，三子

世。

敬仁公约生于公元 1581 年，西埌良村分支祖。

敬智公约生于公元 1583 年，里村分支祖。

敬信公约生于公元 1585 年，北流甘村分支祖。

敬礼公约生于公元 1585 年，北流河村分支祖。

仕伟公约生于公元 1585 年，大水分支祖。

志遴公约生于公元 1637 年，獭寨分支祖。

志延、志逹约生于公元 1639 年，新圩新桥田冲下垌分支祖。

仲昆公约生于公元 1660 年，州佩大水分支祖。

悦昆公约生于公元 1662 年，大水分支祖。

注：以上材料根据龙安老族谱、履中公族谱。

中华甯氏宗亲会玉林理事会

理事长 63代孙甯光强整理

2010 年 9月 18 日



一代祖敬儒系后裔居住分布及人口

思谟后裔 思训后裔

市(县) 镇 村 人口 市(县) 镇 村 人口

玉

林

市

玉城 州珮 883

玉

林

市

茂林 大水 1150

茂林 旺久垌 176 玉城 州珮 350

福绵 石塘 325 玉城 下街 68

福绵 覃村 336 茂林 獭寨 245

城北 小平地 106 新桥 田冲 169

城北 小平地 328

北

流

县

西埌 良村 188

仁东 大路 430 北流镇 甘村 190

龙安 扬前 808 民乐 里村 177

龙安 龙胆 730 新圩 河村 480

陆

川

县

马坡 六马垌 186

珊罗 珊罗 182

小计 4122 小计 3385 合计 7507 人

2012 年 3 月 23 日平地村甯光强整理统计





以下是一些碑文及图片：

①：思谟公墓坐落于玉林市龙安镇牛扼水岭

②：怀满公墓坐落于玉林市仁东镇召心村寒山岭有名燕子塝









③：尚宾公墓坐落于玉林市福绵镇石塘村扁担岭

④：甯敏公墓坐落于玉林市福绵镇石塘村扁担岭

⑤：用辅公墓坐落于玉林市福绵镇石塘村扁担岭

[1]《旧唐书·柳冲传》。

[2]中华甯氏宗亲会编：《中华甯氏》第三辑 6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