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古代文武贤达众

韦氏英贤万万千，桑田沧海竞相妍；摧枯拉朽开新宇，治国安邦著巨篇；武将功

勋芳史册，文臣睿智旺坤乾；元哲苗裔多龙虎，日月轮回总胜前。穿越时空隧道，在

韦氏五千余年历史文化积淀中探赜，不禁使我们震撼惊叹：韦氏不简单，韦氏了不起！

在螺旋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处在哪一个社会形态、哪一个领域，韦氏都表现出

了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任劳任怨、仗义疏财、百折不挠、大智若愚、善破善立的精

神。韦氏的历史，既有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壮丽一幕，也有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

辉煌篇章；既有摧枯拉朽、改天换地的惊人壮举，也有情动上蒼、意征人神的弘论力

作；既有力挽狂澜的传奇，也有平凡铸就的伟大；既有巅峰绚丽夺目的光彩，也有低

谷自强不息的浩歌。

首先是，谙熟文经武略、善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军事家不胜枚举。韦氏得姓始

祖是彭祖别孙元哲，他在夏时期就在河南滑县东南韦城创立了韦国，成为夏时期五大

诸侯国之一。韦国被商灭掉之后，元哲子孙重登上政治舞台先河的是商朝的韦伯遐。

韦伯遐即韦遐，初为韦方国（漳川<今陕西扶风县〉）国君。周武王伐纣时，韦遐带军

征战，灭商有功。西周建立后，周武王封韦为伯国，迁于故国地豕韦（今河南滑县），

称“韦伯国”，国君韦遐随之称“韦伯遐”。之后再登上政治舞台的是伯遐的二十四世

孙战国的韦孟，官为楚元王、夷王、戊王傅（亦称太傅）。而后，韦孟之五世孙韦贤、

韦贤之四子韦玄成相继为相。这就是史称的“一脉三相”。韦氏崛起于西汉中期，至北

朝时处于蓬勃发展、持续上升的态势。此期间史籍记载的京兆韦氏官吏有三十余人，

绝大多数为太守、刺史品级以上官员。北魏后期至北周，韦氏有不少人出任朝廷官员，

如韦孝宽等，韦氏渐渐变为中华有一定影响的土族家族。隋朝，韦氏家族在政治上的

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代表人物有韦世康兄弟、子侄及其同祖韦师、韦操等人，《隋

书》等史书记载的高官政要有 21 人。唐代是韦氏家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唐时朝野

公认的。《旧唐书》说，“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唐代长安城内百姓有句

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足见韦、杜两大家族人丁之旺和权位之重。两《唐书》

记载的韦氏人物有九百余位，他们大都活跃于唐代的政治文化舞台之上，仅出任地方

最高行政长官的人数就有百余名，出任宰相者则高达 28 人次，高于其他著族（其他著

族拜相人数则分别是：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 17 人，博陵崔氏 15 人，赵郡崔氏、陇

西李氏各 12 人，弘农杨氏、京兆杜氏、荣阳郑氏各 11 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 8

人，琅琊王氏 4 人，河东薛氏、柳氏各 3 人）。“以铜为鉴，可知衣着端正；以人为鉴，

可知个人过失；以史为鉴，可知国家兴衰。”（唐太宗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过去

就不懂未来。韦睿是南朝梁武帝时的名将。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的批语中说：“（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赞扬他会打仗，善于调

查研究；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赞扬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

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足见先贤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古代韦氏家族政治地位如此显赫，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地位和贡献又如何呢？一言

以蔽之：不容小觑。在唐代，韦氏家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世人有口皆碑。《中国文学

家大辞典》（唐第五卷．周祖譔主编）称：唐代韦氏文学家六十人左右。其实远不止，

是百人左右。这是 2009、2010 年学者、博士王伟、孟祥娟对唐代韦氏文化研究得出的

结论。孟祥娟在《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中称：“京兆韦氏家族是我国中古时期

的重要土族之一。自西汉中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韦氏家族以诗礼传家，绵延数百年

长盛不衰。至隋唐时期，在家族整体发展繁盛、社会地位尊崇高贵的同时，仍然保持

着经学传统与文史修养。韦氏族人多笃志好学，博涉文史，显示着家族在文化传承上

的优势。以房支而论，韦氏家族在唐代房支茂盛，人物众多。逍遥公房、郧公房、阆

公房、彭城公房、小逍遥公房、郿城公房、南皮公房、龙门公房、平齐公房等九大房

共同创造了韦氏家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特点与文化特征。

以文学论，韦氏家族涌现了韦应物、韦庄、韦承庆、韦嗣立、韦瓘、韦绚、韦述等知

名文人，他们和其他一百余位文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家族，在唐代文学家族

中首屈一指，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王伟在《唐代京兆韦家族与文学研究》

中说，“迄今可知留有作品传世的韦姓文学家已逾百人，作品总数千余篇”。在推动历

史发展，创造人类文明中作出贡献的韦氏俊杰能贤，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第一节 夏商两晋南北朝 同脉三公披相袍

元哲如前所述，历史上的彭祖有个儿子叫彭寿，继任彭祖的部落长职务，和夏部

落长禹的关系亲密。禹建立夏朝（公元前 2070 年）后，封彭寿为伯，国称彭伯国。传

到孙子一代时，因帮助少康从东夷人手中夺回王位，少康又封彭祖的一个孙子元哲
[1]

于韦城，建立诸侯国，史称韦国或豕韦国（邑城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从姓氏起源规律

来看，古人以国为姓或以地名为姓，所以史书及典籍称元哲是韦氏的得姓始祖。

韦 定 根据各种史料综合分析，最先到达陕西的一支元哲后裔即韦国旧贵族住在

雍州湋川（今陕西扶风县），首领叫韦定，在周诸侯国（邑城今扶风县与歧县交界的周

原）的辅助下才建立韦方国。

韦 宣 商·雍州湋川人，韦方国继任者。

韦 广 商·雍州湋人，韦定八世孙，韦宣孙，韦方国继任者。

韦 瑞 商·雍州湋人，韦广十五世孙，韦方国继任者。

韦伯遐 商·雍州湋川人，韦方国继任者。如前所述，到韦遐的时候，经过几十代



人的艰苦创业、勤勉奋发，加上韦遐折节苦读，心高志远，雄才大略，治国安邦，励

精图治，综合国力逐步雄厚。韦方国逐渐强大之后，被商朝廷所重用，并受封为伯国

爵位，国君韦遐也称韦伯遐。于是，韦方国改称韦伯国。据《史记》、《楚源流考》、《汉

书》等典籍及《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启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韦伯遐乃韦氏得姓始

祖元哲之裔孙，在商代曾建立了韦伯国。公元前 1027 年，韦伯遐率领韦伯国军队参加

周武王领导的 800 诸侯国灭商大同盟，会战于太行山前的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身死，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后，封韦伯遐于万福河西岸（今山东省西南成

武县、邹县一带），继称豕韦国。韦伯遐是韦伯国、豕韦国之国君。史书及典籍称韦伯

遐是韦氏受姓祖先。

韦 孟（约公元前 228—前 156 年）韦氏一脉三相之一。战国末年彭城（今江苏徐

州）人，韦伯遐二十四世孙，祖原居城武（今山东成武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为楚元王傅（即辅导国君、诸侯王的官，亦称傅相），历辅其子楚夷王刘郢客及

孙刘戊，“历相三王”30 余年。刘戊荒淫无道，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因被削

王，与吴王刘濞通谋作乱，次年事败自杀。韦孟在刘戊乱前，作诗讽谏，然后辞官迁

家至邹（今山东邹城），有诗咏其事。后逝于邹。自孟至韦贤五世，号称邹鲁大儒。《前

汉书》录孟讽谏四言诗一首。

楚元王好《诗》，与某臣僚申公在汉初始传鲁《诗》（《汉书·楚元王传》）。韦孟傅

楚王三代，亦通《诗》，传为家学。韦孟诗仅存《讽谏诗》、《在邹诗》两首四言长诗。

《讽谏诗》108 句，先叙韦氏家族历史，次述楚元王三代变化，始责刘戊荒淫，末抒忧

愤，期望刘戊觉悟。《在邹诗》52 句，写年老辞官迁邹，抒发思恋楚王之情，赞美邹鲁

尊孔崇礼的风气。这两首诗典雅古奥。从思想到语言都学习《诗·大雅》，所以刘勰说：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2]
，韦孟诗对汉初诗歌创作的影响甚微，

似乎当时并不流传。因而班固撰《汉书》时还听说，韦孟这两首诗，可能是“其子孙

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
[3]
。

韦 贤（约公元前 148—前 67 年）西汉宣帝朝丞相，字长孺，鲁国邹（今邹城东

南）人。韦氏一脉三相之一，韦孟五世孙。据《汉书》记载他生性淳朴，对于名利看



得很淡，一心一意专注于读书，因此学识非常渊博，兼通《礼》、《尚书》等经，并以

教授《诗经》著名。当时的人都称他为邹鲁大儒。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设立五经博士，极力

推尊儒学，韦贤则以经书致仕。西汉时期，经学派别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易经》有

高氏学、京氏学之分，《尚书》则有欧阳氏学与大小夏侯氏学之别。鲁地申公以治《诗》

见长，传至瑕丘（今兖州市）江公，徒众最盛。江公为韦贤的老师，贤继承申公、江

公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阐释，对《诗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史称韦氏学。

韦贤声誉卓著，远近知名，朝廷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征召他为博士。汉昭

帝并拜他为师，请他教授《诗经》。不久，升迁为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昭帝崩逝，

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和公卿们共同商议，尊立孝宣帝。宣帝刚即位时，韦贤因为参

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享有食邑。这时候，他改任长信宫少府（太后官属，长

信宫是太后所居住的宫名），因为他是昭帝的老师，很受尊重。

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韦贤已经七十多岁。丞相蔡义去职，宣帝命他继

任，并封他为扶阳侯，食邑七百户。韦贤担任了五年的丞相后，在宣帝地节三年（公

元前 67 年），以老病为由，上书请求退休。宣帝觉得他年事已高，不可以太劳累，就

准他辞职，赏给他一百斤黄金。从韦贤起，汉代始有丞相致仕制度。几年后，韦贤去

世，宣帝还下诏颁赐“节侯”的谥号，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受皇帝的器重。

韦贤生四子。长子方山，高寝县令，早逝，有子安世，历郡太守，大鸿胪，长乐

卫尉。韦贤次子韦弘，太常丞，大山都尉，东海太守。弘子韦赏，汉哀帝刘欣为定陶

王时，韦赏为太傅。哀帝即位后，以旧恩拜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名列三公，赐爵

关内侯，食邑千户，享年八十有余。弘孙韦彪，字孟达，独迁扶风平陵。“好学洽闻，

雅称儒宗”，“彪以承二帝”，官至尚书，大鸿胪，著书十二篇《韦卿子》。韦贤三子韦

舜，留邹县守业。四子玄成，汉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此

乃韦氏“一经堂”堂号由来。

韦玄成（公元前？—前 36 年），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韦氏一脉三相之

一。韦玄成年少时，聪敏活泼，勤奋好学，酷爱学业。如果外出，途中遇见知识渊博

者，玄成总是邀之同行，尊为师表，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其父在

任时，玄成受赐为郎，常随武官骑射。玄成虽为相府子弟，出身显贵家庭，但在社会

交往中，尤其注意平等待人，不拘门第。对出身贫贱者也毫不轻慢，对学识渊博者更

是以礼相待，于是，他的声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称赞。韦玄成智力过人，才学出

众，他曾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后又提升为大河都尉，并先后出任淮阳中尉、太常少

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之时，玄成曾受诏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



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

其父韦贤死，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世袭爵位让于兄。皇帝及文武官员高其气节，拜

玄成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永光二年（前 42 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韦玄成为相之始，

国力衰竭，频繁的祭祀活动更加剧国家财力紧张。面对京室及郡国设置的数百座祖庙、

陵寝，陵园，韦玄成及御史大夫郑弘等 70 余人上书，建议减少祭祀活动，把设在郡治

国治的宗庙停止修缮，停止奉祀，只保留京室的祖庙供皇帝祭祀。建议被皇帝采纳，

先后裁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及郡国宗庙一百余处。“皆

不奉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确立了祭太祖之庙、祭近亲四庙的祭祀制度，

国力不支的状况开始扭转。

韦玄成为相七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精通《诗经》，

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他与父亲韦贤同是《诗经》韦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噪当

世。据《汉书本传》、《旧唐书·经籍志》等书记载，韦玄成著有《自劾》一书，《韦玄

成文集》二卷，《诫示子孙》诗二首流传于后世。《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书将韦玄成

置于中国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县历史上比较有建树的文学家之一。

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韦玄成卒，谥共侯。长子韦宽，倾侯；次子韦育，嘻

侯；三子韦沈浚，僖侯。

韦彪（? —89），字孟达，抉风平陵人。汉宣帝之丞相韦贤的玄孙，哀帝时大司马

韦赏之孙。韦彪博学洽闻，一生安贫乐道，不慕名利，而勤于教授，其大家风范与高

尚情操，尤为三辅诸儒称道和敬仰，被称为儒学宗师。东汉时期，历任魏郡太守，左

中朗将，奉车都尉以至大鸿胪，代理司徒等职。中国历史记载的重光京兆的韦氏任务。

著书十二篇，名为《韦卿子》。《后汉书》有传。

韦料质（一说料贞）原籍山东青州府水街人，任青州卫挥使要职。东汉光武帝十六

年，南粤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姐妹反，九真（今越南清化、河静等省）、日南（今越南

广治省广治河和甘露河汇合处）、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蛮俚群起响应，下六十五城，

自立为王，定都麓冷。光武帝十八年，帝昭马援为伏波将军，青州府卫挥使韦料贞等

为副将，征讨南粤。光武帝十九年，擒斩两征，平定交趾。马援班师回朝，授韦料贞

为那狼司把总之职，落籍合浦。并于一条河坊河滩上建立营盘，保卫边境安宁，后人

叫做滩营。料贞还鼓励子孙与越人通婚，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料贞

逝世后，后代子孙在营滩到流村建立料贞宗祠，以示永远纪念。韦料质生二子：长子

韦聪、次子韦章。后裔分布钦州、防城、上思等地，世代相传
[4]
。

韦 昭（204—273）字弘嗣，史家避晋司马昭讳，改称“韦曜”。三国时吴国吴郡

云阳（今江苏丹阳市）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

子中庶子，受太子孙和谕作《博弈论》。孙和被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



辅政，表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即位后，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并命如西汉刘向

故事，校定朝廷藏书。孙皓即位，封高陵亭候，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

国史。因昭生性精确刚正，不好言嘉应，又不欲为废太子孙和作纪，为孙皓所怒，遂

坐他事下狱诛死。遗著甚多，留传至今而又影响甚大者为《国语注》。

《国语》是关于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为左

丘明所作，但体例不一，文辞古奥。韦昭广泛参考西汉的贾谊、司马迁，东汉的郑众、

贾逵，当时的虞翻、唐固等诸家学者对于《国语》的研究成果，斟酌取舍，更为是正，

汇为一编。“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

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国库全书总目》统计的韦昭自己创立的训诂

有六十七条，并认为“《国语注》存於今者，惟昭为最古”。因此它事实上已经成了集

两汉三国《国语》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先秦文化、语言及历史的必读

书目。

韦昭的其他历史著作还有：《吴书》五十五卷，是关于三国时吴国的官方史书，陈

寿著《三国志》时曾多有采录，《新唐书·艺文志》中尚有著录，今佚。《汉书音义》，

是对《汉书》的注解，书已佚，尚有遗文存于李善《文选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

书中。《三吴郡国志》，当是对吴国所辖郡县户数物产及人文历史的总录，书已佚，遗

文仅存两条，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四湖州乌程县“具区”条、“孔姥墩”条。《三国

志·韦曜传》中韦昭自称别有《洞纪》三卷，考证伏羲至秦汉年间的历法历象，又欲

将吴国黄武以后的历法历象专为一卷，未成。《官职训》一卷，《辩释名》一卷，均为

驳正汉代语言学家刘熙《释名》中的错误所作。书皆佚。

韦 端 （字休甫，一作甫休，三休之一）三国时期人物，从凉州收征为太仆。子

康代为凉州刺史，子诞善书有文才。

韦 康 字元将，韦端之子、韦诞之兄，京兆尹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政治人

物，是获得荀彧向曹操的推举的人物之一。根据赵岐《三辅决录》记载“韦元将年十

五，身长八尺五寸”。孔融曾在书信中赞誉他“雅度弘毅，伟世之器”
[5]
。本任郡主簿，

其父为凉州刺史，后受召担任太仆，由韦康代父担任凉州刺史，受百姓爱戴。后马超

来袭，韦康在冀城周旋抵抗多时，在夏侯渊的援军到来前被马超杀害。《魏志．杨阜传》

记载韦康被围八个多月后，决心与马超讲和，不肯听从杨阜的劝谏，在开城出降后，

被马超所杀。

韦 诞 (179—253)，字仲将，三国魏人，是三国魏书法家、制墨家，京兆（今西

安）人。韦端之子，韦康（字元将）之弟，韦熊（字少季）之父。官光禄大夫。有文

才，善属辞章，与邯郸淳、衛觊以善书有名。诞诺书并善。太和（227 至 232 年）中诞

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诞及姜认、梁宣、田彦和皆



伯英（张芝）弟子，皆善草书。诞书最优，又善楷书。并作剪刀篆，亦曰金错书，其

飞白人妙。尤精题署，南官既建，明帝令诞以古篆书之。凌云台初成，舍诞题榜，误

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使就榜书之。榜去地二十五丈，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

掷其笔，比下焚之，诫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初青龙（233 至 236 年）中洛阳、许、

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诞大为题署，以为永制。诞以御给笔墨，皆不任用。因奏云：

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流统绮素，不妄下笔。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

卒年七十五。《文章叙录、四体书势、平欣能书人名、水经注、书断、梦英十八体书、

书林纪事》诞善辞章，尤工书法。又善制笔，撰《笔经》。以光禄大夫逊位，玄孙韦沈，

节侯，“嗣自贤传至玄孙乃绝”。

韦 熊 字少季，诞子，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亦善隶书，时人云：“名公之子，不

有二事。”世所美焉。

韦 睿 (441—520)字怀文，南北朝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南梁名将。

齐末为上庸太守，随梁武帝萧衍起兵，建立梁朝。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

年)率军破北魏军，攻取合肥。次年，与曹景宗合兵解救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又

大败北魏军。韦睿治军严明，善抚士卒，且文武双全，被人尊称为“韦虎”。官至雍州

刺史、护军将军。毛泽东在读史批注中多处称赞韦睿：在《南史·韦睿传》“‘料简隐

恤，威为管，百姓很信赖他”之处批注“善守”；在“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

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私财”，攻克合肥时“俘获万余，所获军费，无所私焉”

等处批注“仁者必有勇”，“不贪财”；在韦睿统率部队身先士卒，关心将士生活，“确

有旷世之度，莅人以受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

井灶未立，亦不先食”之处逐字加旁圈，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祖父韦玄在南北朝宋时避吏患隐居长安南山。伯父韦祖征曾为光禄勋，父亲

韦祖归任宁远长史。韦睿生 4 子：放、正、棱、黯。

韦 放 (469—528)字元青。韦睿子。南梁室名臣。官拜明威将军、北徐州刺史，

谥宜侯。放子韦聚，字长茜，谥护军将军，梁元帝追谥“忠贞”。尼及弟助、警、杨、

昂、沟均战死沙场，并获追赠谥号。粲子凉，中禄事参军兼记室。粲长子韦臧（字君

理），历官尚书三公郎。

韦 正 字敬直。韦睿子。“位襄陵太守”，“卒于给事黄门侍郎”。子韦载、鼎。

韦 载 字德基。韦正子。先“仕梁，为尚书三公郎”，历迁中书侍郎、浔阳太守。

后仕陈，位散骑常侍，太子卫率。天嘉元年（560 年）引退迁江乘县之白山。

韦 鼎 ( 515—593)，字超盛，韦正子。鼎少时即涉经史，明阴阳祸福，尤善相术，

仕梁起家，为湘东王法曹参军。先后为太尉副官、大司马、从事中书舍郎。佐陈武帝，



为黄门侍郎，未几迁职司农卿、司徒、右长史、贞威将军。领安右晋安王长史，行府

国事，转迁尉卿。南北朝太建中（576 年），聘为周主使，兼散骑常侍。继而为秘书监、

宣远将军，后又迁职临海王长史，关行兴郡事，人为太府卿。初，鼎被聘于北，周，

常与隋文帝杨坚相晤，时为北周丛相，而授上仪同三司。鼎考校昭穆，曾撰《韦氏谱》

七卷。开皇十二年（592 年），授职光州刺史，以仁义治州，部内肃然，道无拾遗。卒，

年七十九。

韦 棱 字威直，韦睿之子。尤其擅长五经。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

世之士，成就质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太子仆，光禄卿。著《汉

书续训》三卷。

韦 黯 (? -548)字务直，韦睿之子。性强正，少习经史，有文词。南梁侯景之乱，

“以功授轻车将军加持节，座于城内”。起家太子舍人，稍迁太仆卿，南豫州刺史，太

府卿。侯景济江，黯屯六门，寻改为都督城西面诸军事。时景于城外起东西二土山，

城内亦作以应之，太宗亲自负土，哀太子以下躬执畚锸。黯守西土山，昼夜苦战，以

功授轻车将军，加持节。卒于城内，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

韦 爱 (? -502)睿族弟。字孝友。其高祖韦广，“晋后军将军北平太守”，曾祖韦

执以，东晋孝武帝司马昭时，南迁襄阳，官拜“本州别驾散骑侍郎”。父韦羲正早卒。

韦爱仕南齐，官至晓骑将军，号辅国将军，谥卫尉卿。其子乾向，官至晓骑将军。

韦 阆 (?—约 440)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冠族”。避乱迁蓟城。官拜至

武都太守。间父韦达，大长秋卿。间祖韦楷，晋长乐、清河二郡守。间子范，试守华

山郡，赐爵高平男。

韦 隽 (459—516)字颖超。韦范子。袭爵，历位都水使者，含冤而卒。追赐洛阳

刺吏，谥曰贞。共有子 13 人。子道谐，南汾州镇城都督。子子爽，史无载。

韦荣诸 字子光，韦隽长子。袭爵员外散骑侍郎。战死关西战役。

韦荣茂 字子晔，韦隽次子。东秦州刺史。永熙末（532 年），与兄荣诸并殁关西。

韦子粲 字晖茂。韦隽三子。赐爵长安子。封西焚县男，官迁豫州刺史，谥曰忠。

韦荣亮 字子昱，韦隽子。迁卫大将军。卒赐河南刺史。荣亮子韦纲，字世纪，位

至赵州刺史。纲子文宗、文网。

韦真喜 阆兄（无载）子。迁中书侍郎冯翔太守。真喜子韦祉，太府少卿。祉子义

远，歧州刺史，殁关西。祉弟韦祯，光禄大夫，卒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祯子文殊，

员外散骑侍郎。

韦道福 阆从叔（堂叔），彭城人。仕宋为盯贻、南沛二郡太守，领镇北府录事参

军，卒赠征虏将军，兖州刺史。谧曰简。道福父韦器，仕符坚为东海太守，仕刘裕（南

朝宋武帝，公元 420 年前后）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



韦欣宗 道福子。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赠龙镖将军充州刺史，谧曰简。欣宗子元

睿，颖州骠骑府长史。欣宗从父弟（堂弟）合宗，东海太守。合宗子元恢，任刺史，

平乱时遇害。

韦 崇 字洪基，阆从子（堂侄）。司州中正迁华山太守。崇父韦萧，字道寿，为

魏豫州刺史。崇子酞之，前将军中大夫。酞之弟休之，徙安西将军光禄大夫。休之长

子道密，魏永熙中（533 年）开府祭酒；天保末（599 年）卒；三子道儒，中书黄门侍

郎，齐文宣王大将府东阖祭酒；四子道逊，京兆杜陵人，武平初（570 年）尚书左中兵

加通直散骑侍郎、通直常侍。崇“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阳，官至华山太守”。

韦 珍 (434-508)阆族弟，字灵智。在招安平乱中累迁，至中散大夫、加镇远将

军太尉咨议参军。卒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懿。珍子韦缵，字遵彦(466—511 年)。

由秘书中散，累迁司徒长史加平远将军，因战事坐免职。珍子韦月朏，字遵显（? —

530 年）“以功封杜县开国子”，卒赠侍中车骑将军雍州刺史，谥宣。月出子韦鸿(505

—537)，字道衍，“迁尚书令吏部书郎中中书舍人”，坐漏泄罪赐死。朏子道植，开府

中兵参军。

韦 彧 （? —525）字遵庆。“解褐”太尉骑兵参军，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

幽州行台，“以功封阴盘县开国男”。卒赠抚军将军雍军刺史，谥文。彧子韦彪，袭职

兰田太守。彪弟韦融，以军功赐爵长安伯，迁大司马开府司马。

韦 瑱 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著姓。曾祖惠度，姚泓书郎。随刘义真过

江，仕宋为镇西府司马、顺阳太守，行南雍州事。后于襄阳归魏，拜中书侍郎，赠安

西将军、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阳郡守。父英，代郡守，赠兖州刺史。瑱幼聪敏，有

夙成之量，闾里咸敬异之。笃志好学，兼善骑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

稍迁直后，除明威将军、雍州治中，假镇远将军、防城州将。累迁谏议大夫、冠军将

军。太祖为丞相，加前将军、太中大夫，封长安县男，食邑三百户。孝闵帝践阼，进

爵平齐县伯，增邑五百户。秩满还京，吏民恋慕，老幼追送，留连十数日，方是得出

境。世宗嘉之，进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成二年，卒，时年六十一。

赠岐，宜二州刺史。谥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为公，增邑通前三千户。仍诏其子峻

袭。峻后位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峻弟师，起家中外府记室，历兵部小府下大夫。

建德末，蒲州总管府中郎，行河东郡事。

韦孝宽 (509—580)名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陕西西安南）人，南北朝时期西

魏、北周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韦孝宽少以字行，所以皆称其为韦孝宽，而很少称

韦叔裕。韦孝宽的祖父韦直善，为北魏冯翊、扶风二郡守；父亲韦旭，曾为武威郡守，

建义初，后为大行台右丞、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将军、南幽州刺

史。



--------------------------

[1]彭祖一生先后娶了 49 位夫人，都一一先彭祖而去世，先后共有 54 个儿子。由于不知道元哲是哪位儿子

所生，所以史书上就说元哲是彭祖的别孙。

[2]《文心雕龙·明诗》。

[3]《汉书·韦贤传》。

[4]摘自《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上思支谱》。

[5]《魏志·荀彧传》引《三辅决录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