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汉唐南岭常征战 垦守岭表拓蛮荒

一、韦料质宗支

韦料质（一说料贞）系京兆堂韦氏孙裔，曾任山东省青州府卫挥使职。东汉光武

帝建武十八年（42 年）随伏波将军马援征讨南粤，平定交趾（今广西境内），军功显赫，

授封为钦州、防城一带最高军政长官，世袭那狼司把总，并准其免狼田四石，世代相

传。料质宗支目前已发展到 53 个支系，总人口近 3 万人。其分布已从原封地扩展至念

卑、其那、冷力、王峰、平锦、洞中，扶隆、上思、钦州及越南等地。

一世料质，生韦聪。

二世韦聪，生韦高。

三世韦高，生陆梁。

四世陆梁，生二子，文保、文蔚。

五世文保，生韦翁

六世韦翁，生本结。

七世本结，生韦德。

八世韦德（明），生韦齐。

九世韦齐，生宝台。

十世宝台，生韦华。

十一世韦华，生韦胜。

十二世韦胜，生韦政。

十三世韦政，生韦安。

十四世韦安，生连成。

十五世连成，生贵宽。

十六世贵宽，生庆富。

十七世庆富，字太鼎，生四子，汉曾、汉租、汉洪、汉贤。汉祖迁居越南。

十八世汉曾，生茂生。

十九世茂生，生二子，仁能、仁亮（旅居越南）。

二十世仁能，生国荣。

二十一世国荣，生三子，廷举、廷佳、廷考。

二十二世廷举，生二子，好铨、好细。

二十三世好铨，生栋伯。

二十四世栋伯，生世华。

二十五世世华，生三子，炳贞，瑞贞、考贞。



二十六世瑞贞，生五子，玉金、玉良、玉才、玉生、玉荣。

二十七世玉金，生二子，兆福、兆海。玉荣生兆军、兆将。

二十八世兆军，生丰仁。

二十九世韦丰仁。

1．韦元宽支系
韦元宽系料质十六世孙，韦文蔚十一世孙。文蔚曾率族人由今防城滩营大田迁至

上思思阳高岸屯。

一世料质。

二至十五世同“韦料质世系”。

十六世元宽，生二子，应举、应源。

十七世应举，妣田氏，生善登。

十八世善登，妣黄氏，生必选。

十九世必选，生五子，京美、京汉、京尧、京龙、京凤。

二十世京美，生二子，朝和、朝纲。

二十一世朝和，生二子，国政、国能。

二十二世国政，生秀武。

二十三世秀武，生德儒。

二十四世德儒，生二子，布精、布士。

二十五世布精，生二子，以熙、成熙。

二十六世以熙，生二子，乃任、乃英。

二十七世乃任，生二子，启灿、启姚。

二十八世启姚，生遂初。

二十九世遂初，妣黄氏，生二子，汉宗、汉谋。

三十世汉宗。

2．韦志熙支系
韦志熙为元宽八世孙，清应试考中探花。二十世纪初从上思高岸屯迂回防城大录

街。

十六世元宽。（下至二十二世失传）

二十三世仕布，妣雷氏，生志熙。

二十四世志熙，妣梁氏、蔡氏，生乃荣、乃芬，

二十五世乃荣，号仁义，妣庞氏，生三子，启安、启猷、启贤。

二十六世启安，妣廖氏，生二子，玉初、玉新。

二十七世玉初，妣唐氏，生汉强。



3．韦清相支系
韦清相为钦州大寿镇那铺村始祖，为料质后裔。

一世清相，生五子，仁金、仁银、仁铜、仁铁、仁锡。

二世仁铜，生三子，喜浪、喜服、喜日。

三世喜浪，生三子，成界、成求、成信。

四世成求，生二子，往月、往明。

五世往月，生本向。

六世本向，生贵耀。

七世贵耀，生三子，振耕、振金、振银。

八世振耕，生朝良。振金生朝祖。

九世朝良，生二子，京梅、京学。朝祖生京先。

十世京梅，生国珍。京先生国彬、国兆。

十一世国珍，生中仁。国兆生中候、中杰、中信。

十二世中仁。中候生宁眉、宁齐。中杰生字贵、字富。

十三世宇眉，生日景。宇贵生日喜、日增。

十四世日景，生明珠。日喜生明理。

十五世明珠，生二子，业绍、业继。明理生业绅、业纪、业纲。

十六世业继，生宏冰。业绅生宏连、宏兴。

十七世宏冰，宏连生昌能、权。

十八世昌能。

二、武鸣太平文潭村宗支

韦鸿恩先祖韦文聪、韦宥伯系韦厥裔孙，明孝宗弘治年初由上林迁来，是广西武

鸣太平乡文潭村韦氏始祖。韦鸿恩父韦开宗，前清庠生，终生执教，乡人题匾“窦氏

家风”，颂其教育世家。目前文谭村韦氏已衍籍成四个自然村屯，并分枝为十二月房：

一月房主韦文应，即今之金满、鸿德、鸿云、鸿禧等。二月房主韦贵芳，该房早迁居

广东肇庆府（今肇庆市）独乐村，人口约一千余人，移居时太祖韦锡部，子韦朝焕。

三月房主无后，由五月房韦礼隆继。四月房主韦宝康，即今廷科、学科、顺科、政理、

太、兴、光等。五月房主韦应程，今观瑞、庆支、肇京、日满、树恩、典隆、琪瑞、

礼隆、兴吉、逸兴、日光、瑞隆、桐华、日辉等。六月房主韦宗显，今天进、送等。

七月房主无后，由六月房继。八月房主佚名，今之炯位、炯仍等。九月房韦有彬，即

今尊才、三、杨禧等。十月房主韦文选，今天庭、蕃宗等。十一月房、十二月房待考。



1．文育村支系
一世文聪。

二世永公。

三世宗公。

四世文公。

五世贵宽，生进财。

六世进财，生二子，明伸、明我。

七世明我，生二子，志桑、志树。

八世志树，生希尧。

九世希尧，生四子，应惠、志酉、志国、志忠。

十世应惠等，生之丙、之杰、之补、之求、之全、之尧、之免、之异。

十一世之求，生呈谨。之全生焕翌。

十二世焕翌，生四子，云秀、云景、云章、云隆。

十三世云秀，生承锦。云隆生上锦。

十四世承锦，生三子，永裕、永表、永杓。上锦生永江。

十五世永裕，生四子，邦爱、宗爱、祖爱、国爱。永表生即爱。永江生孔爱、儒

爱、冬爱、编爱、纯爱。

十六世孔爱，继子有礼。儒爱生有礼（继嗣孔爱）、有修、有道、有义。冬爱生有

信、有智。编爱生有仁。纯爱生有椿、有朝。

十七世有礼，生彩升。有道生朝升。有义生堂升、致升、举升。有智生周升、廷

升。有仁生必升。

十八世彩升，生三子，开朗、开瑞（过房有修）、开宗。朝升生开诚、开祥。堂生

开显、开敢。致升继子开珍。举升生开珍（过房致升）、开基、开运、开新（过房有信）。

廷升生开英。必升生开华、开先。

十九世开宗，生三子，鸿恩、颂恩、慈恩（过房开端）。开端继子慈恩。开诚生全

恩。开珍生载恩、俊恩。开基生济恩。开新生文恩。开英生立恩。开华生元恩。开先

生普恩、龙恩、庆思。

二十世鸿恩，生玉馨、炯述。颂恩生炯位、那、隆、赳、玉芬、芳、伍、禄。慈

恩生炯仕、侥、仍、伯、作、玉明。全恩生炯侃、信、俭、富。载恩生炯伸、权、贵。

济恩生炯俦、僚、佳。文恩生炯经、伦。立恩生玉山、浩、邕、玲、柳、炯印、锌。

元恩生四女。普恩生炯农、湖。龙恩生炯福、烈、明。

二十一世炯述，生钧飞。炯位生院生、阳生。炯那生家生。炯隆生韦涛、浩、瀚。

炯赳生历历。炯优生成生、庆生。炯仍养子韦俊。炯俭生显生、乔生。炯信生勇生。



炯侃生进生、杭生。炯贵生宁生。炯伸生巨生、志生（早逝）。炯佳生美生、武生、文

生。炯僚生永生、仁生。炯俦生恒生、和生、竞生、壮生。炯伦生日生、月生。炯经

生焕生、产生、招生。炯印生若谷、思盟。炯湖生锦生、正生、青生。炯农生国生、

经生。炯明生瑶生、高生。炯烈生意生、少生。炯福生远生、平生、立生。

二十二世院生，生韦乐。家生生韦丁、韦渊。成生生荣峰、荣山。美生生荣伦、

荣州。和生生荣盛、荣开。恒生生荣彪、荣强、荣华。月生生荣恩。日生生荣亮、荣

玉。招生生荣青、荣方。产生生荣茂、荣位。焕生生荣禧。瑶生生荣岭。少生生荣观。

意生生荣年、荣利。远生生荣东。

二十三世韦乐、韦丁、韦渊、韦荣山、韦荣峰等。

（资料由韦炯位提供）

2．文笔村支系
一世宥柏，生永盛。

二世永盛，生二子，宗顺、宗显。

三世宗顺，生文应。宗显生文确、文荣、文选。

四世文应，生三子，贵成、贵滔、贵芳。

五世贵成，生三子，庆连、庆宏、庆让。贵酒生庆莲。贵芳生庆翼、庆然、庆勉。

六世庆宏，生三子，韦丝、韦升、韦绵。庆莲生韦时、韦影、韦照。庆翼生韦盍。

庆勉生韦武、韦权、韦实、韦胜、韦志。

七世韦时，生五子，廷暑、廷果、廷洒、廷续、廷世。韦照生廷桂、廷梅。韦滋

生廷表、廷猿。韦权生廷学、廷按。韦实生廷胜。韦胜生廷道。韦志生廷达。

八世廷洒，生邦砚。廷续生邦相、邦材、邦柄。廷桂生邦干、邦形、邦真。廷梅

生邦机、邦暑、邦茂、邦舜。廷表生邦绍、邦教、邦敬、邦赏。廷学生邦宪、邦守、

邦宗。

九世邦干，生三子，应编、应禧、应士。邦形生应逊、应莲、应运。邦真生应让、

应谦。邦机生应填。邦暑生应行、应尧.邦茂生应光、应恒。邦舜生应罗、应昌、应绫。

邦绍生应惠。邦敬生应祥。邦宗生应元、继科。

十世应逊，生三子，盛球、盛卓、盛兴。应让生紫上。应谦生盛绚、盛勋、盛绵、

盛钺。应填生盛彩、僧弟、道弟。应行生著三。应尧生著本。应光生著斗、九。应恒

生君谕、赞。应昌生著伍。应绫生著英。应惠生盛富、红。应元生汉渴。

十一世盛球，生锡阶。盛卓生锡烈。紫上生锡选。盛绚生锡玷、玑、璇。盛绣生

锡琮、珍、琪、硅、璋。盛勋生锡佩、紫追、璋。盛钺生锡瑾。盛彩生外弟、凤弟。

著三生锡善。著本生锡用。著斗生锡哲、建。君谕生锡宝。君赞生锡连。著伍生锡禄。

著英生锡仁、绵、丙弟。盛红生锡予、琅。



十二世锡玠，生朝星。锡玑生朝遴、朝芳、朝纬、朝胜。锡硅生朝甲、朝彩、朝

文。紫碹生朝敬、朝恭。紫璋生朝升。锡瑾生朝宁、朝瑞、朝贤。凤弟养子朝聘。锡

善生朝忠。锡宝生朝定。锡连生朝明。锡椁生朝拔、朝臣。锡仁生朝建。锡琅生朝钦

（外出广东）。

十三世朝星，生王轴。朝遴生安仲。朝纬生王居。朝胜生王兴。朝彩生王举。朝

文生王壁、王缙。朝敬生安正、平、居、直。朝升生王安。朝聘生王承。朝定生王刚。

朝明生王珠、宝。朝臣生王瑞、智。朝建生王开。

十四世安仲，生肇极。王居生肇杰、桢。王举生肇桂、桐。王壁生肇椿、樘、樽。

安正生肇材。王承生肇杨。王刚生肇桶。王珠生肇典。王瑞生肇柏、松。

十五世肇极，生周冠、元冠。肇杰生凤冠。肇桢生德冠、椽冠、明冠。肇桂生清

冠、宝冠、世冠、布冠。肇椿生位冠、仁冠、儒冠。肇材生素冠、武冠、文冠。肇杨

生元高、袈。肇典生元裘、褒、装、衾。肇柏生元正、中。肇松生元袋。

十六世周冠，生荣洁。元冠生荣足。椽冠生荣月。明冠生荣高。宝冠生荣桄、坚。

仁冠生荣基、辉。儒冠生荣本。文冠生荣根。元袈生荣秀、锦。元裘生荣华。元褒生

荣琮。元装生荣兴。元衾生荣含。元正生荣珠。元中生荣丹。元袋生荣珍。

十七世荣洁，生御钧。荣基生御钿。荣辉生元恺。荣本生元坤。荣根生元椿。荣

秀生元封、元善。荣锦生元斌、元香。荣华生元瑞、元隆。荣琮生元秀。荣丹生元象、

元坡。荣珍生元坊。

十八世御钧，生金灵。御钿生金合、金满。元恺生金凰、金镜、金铎。元坤生金

芝、金兰、金鼎、金秀、金玉、金芹。元椿生金财。元封生金钵。元善生金柱。元斌

生金镑。元香生金声。元瑞生金铺。元隆生金镦。元象生金堂、金镐、金其、金镀。

元坡生金铿、金英、金镇、金光。元坊生金銮、金贵、金铢、金经。

十九世金满，生鸿雅。金凰生鸿俊、鸿图。金镜生鸿彦、鸿源。金铎生鸿京。金

芝生鸿仕、鸿云。金兰生鸿信、鸿霖、鸿谐、鸿郁。金鼎生鸿霜、鸿泰、鸿鉴、鸿诚。

金秀生鸿猷、鸿基。金玉生鸿茂、鸿兴。金财生鸿识、鸿运、鸿蛙。金柱生鸿耀。金

声生鸿范、鸿修、鸿显。金铺生鸿义。金镦生鸿德。金镇生鸿禧、鸿飞、鸿环、鸿初。

金光生鸿钧、鸿周。金銮生鸿安、鸿烈、鸿泉、鸿国。金贵生鸿模、鸿使、鸿文、鸿

丕。金铢生鸿辉、鸿儒。

二十世鸿雅，生悦彬、汉彬、进彬、仕彬。鸿京生仁彬、贵彬、良彬。鸿源生万

彬、裁彬、合彬、能彬。鸿图生颂彬、永彬。鸿俊生庆彬、国彬、祖彬、斐彬。鸿茂

生恒彬、孟彬。鸿猷生海彬、港彬。鸿霜生统彬、史彬、质彬、亮彬。鸿泰生教彬、

练彬。鸿鉴生盛彬、仲彬。鸿诚生作彬、正彬。鸿信生炯彬、蕃彬。鸿谐生豪彬、爽

彬。鸿郁生浩彬。鸿云生井彬、齐彬、克彬、最彬。鸿识生元彬。鸿耀生富彬、胜彬、



私彬、益彬。鸿修生促彬、前彬。鸿显生战彬、帅彬。鸿德生高彬、瑞彬。鸿钧生谢

彬。鸿周生团彬、建彬。鸿禧生文彬、浏彬。鸿飞生浪彬。鸿初生德彬。鸿清生招彬、

展彬。鸿敏生露彬、朝彬。鸿真生起彬、晓彬。鸿来生武彬。鸿儒生韦彬、树军。鸿

使生志彬、腾彬、奇彬、才彬。鸿文生克彬、联彬、群彬。鸿丕生松彬。鸿安生常彬、

逢彬、加彬、素彬。鸿泉生里彬、必彬。鸿国生日彬、仅彬。

二十一世悦彬，生财照。仁彬生奉照。贵彬生透照、义照。良彬生景照。颂彬生

高照、明照、月照。永彬生辉照。恒彬生典照。孟彬生鹏照。万彬生杰照。合彬生欢

照。庆彬生星照、月照。国彬生通照、耕照。祖彬生勇照。盛彬生满照、堂照。统彬

生营照、屏照。史彬生阳照。质彬生锦照。爽彬生冕照。炯彬生烈照、丕照。井彬生

关照。齐彬生喜照。克彬生闪照、府照。最彬生吉照。元彬生腾照。富彬生龙照、隐

照。胜彬生按照、韦照。私彬生韦华。促彬生欣照。瑞彬生宁照。树军生英照。联彬

生祟照、建照。群彬生运照。奇彬生伟照。常彬生远照）温照。加彬生金照、钢照。

素彬生镜照、广照。

二十二世星照，生增文、武。月照生增军。龙照生增虎。远照生增达、增凯。

（资料由韦鸿椿提供）

三、都安大兴宗支

正周号天公，原籍广西东兰，明洪武年间率子兆虎、象、麟迁至今都安大兴乡国

隆村。这里山深林密，土地肥沃，泉水甘甜，飞瀑数丈，群峰侧立，好一个天然屏障，

是设关立寨的风水宝地。初建寨的扬内屯，因滩头立石墙，飞瀑声声，与石城关寨相

互交映，特取名“响水关”；另为弘扬其先父韦国开基立业，昌隆发达，将住地命为“国

隆”。该村创建近四百多年，裔孙已形成了许多支系，总人口 2 万余人，主要分布于都

安大兴乡（包括百康村、国隆村等）、马山勉圩乡一带。

1．百康村支系
一世正周，生三子，兆虎（号虎臣）、兆象（号韦朝）、兆麟。

二世兆虎，生韦报。

三世韦报，生三子，韦禁、韦风、韦善。

四世韦善，生五子，韦宜、韦荷、韦三、韦好、韦五。

五世韦好，生三子，韦周、韦江、韦福。

六世韦福，生韦平。

七世韦平，生三子，韦安、韦朝、韦代。

八世韦安，生四子，光兴、韦纺、田、善。

九世光兴，生韦由。韦妨生元林、元纪、元珍。



十世韦由，生永瑞。元珍生永芳、永成、永周、永纪、永连。

十一世永瑞，生二子，克阳、永仁。永芳生安仁、安惠。

十二世克阳，安惠生善伍、善学。

十三世善伍。

2．国隆村支系
该支系枝繁叶茂，支系较多。这里只介绍其中一些世系，即韦虎、韦金世系。

(1)韦虎支系

一世正周。

二世兆象，生六子，韦们、韦晓、韦袁、韦湾、韦椿（抱养）、韦林。

三世韦们，生韦园。韦晓生韦宝、韦陶、韦经、韦合、韦虎、韦金。

四世韦虎，生韦龟。

五世韦龟，生韦相。

六世韦相，生三子，韦碧、韦僮、韦念。

七世韦碧，生韦升。

八世韦升，生二子，韦庙、韦奇。

九世韦庙，生三子，仁定、仁明、仁三。韦奇生仁义、仁连、仁贞、仁纪、仁宝。

十世仁定，生二子，志通、志达。仁义生韦琴、韦全、韦黄、韦永（韦琴、韦永

迁宜山、巴马）。仁连生有宣、有京、有园。仁贞生韦峰、韦常、韦元，韦军、韦更、

韦六。仁纪生韦祥。仁宝生韦谅、韦天、韦面。

十一世志通，生三子，永朝、永明、永情。韦黄生韦正。有宣生永学、永全、永

吉、永庆、永龙、永丰。韦元生永照、永财。韦更生韦文、银、统、广、五、六、山。

韦祥生韦满。韦谅生永荣、正。韦天生永昌、高。韦面生永松、柏。

十二世永明，生四子，元宇、庙、韦二、六。永情生元宗、荣、宋。韦正生韦补、

光。永学生元照。永全生元宣、尚、相、志。永吉生元光。永庆生元成。永龙生元京、

朝、林。永照生韦广、五、六。永财生元亮。韦文生元高、清。韦统生元通、达。韦

山生元兴、征、纪、伍。韦满生元海、信、合。永荣生元茂、韦二、元福、日四。永

正生元依。永昌生元江、安、成、杰。永高生韦传、元奉、韦英、元林。永松生元甫。

永柏生元贵。

十三世元宇，生文法。元庙生韦油。韦二生文义。韦六生文里。元宗生文安、焕、

彩、斌。元荣生文信、杰。元宋生文现、孝、碎。韦补生文竹。韦光生文忠、珊、流、

升。元宣生文明。元相生文福、和、京、方、官。元志生文会、禄、规、点、灵。元

光生文清、美。元成生文庭。元京生文亲。元朝生文金。元林生文八、久。元清生文

负、荣（迁巴马）。元通生文贵、英、因、加、龙。元达生文良、伍、兵。元兴生文任、



学、兰。元海生文通、达、宏、理、汉、法、雅、豹。元信生文亮、炳。元合生文武、

灵、经、依。元茂生文学、书。元依生文章、勇。元江生韦丰、文仁。元成生文财、

海。元杰生口、文静。韦传生文瑞。元奉生文球、芳、谨、良、豆。韦英生文基。元

林生文毅、严、召。元贵生禹珍、斌。元照生文珍、高。

十四世文安，生成周。文焕生成芳、育。文彩生成碧、基。文斌生成中、昌、初。

文孝生成标、傍。文碎生成光、元、英、合。文竹生成安。文珍生成全、栖、斯、军。

文忠生成府。文升生成现。文福生成堂、开、香、旺。文和生成山、照、依、义、凡、

球。文京生成业。文方生成利。文官生成焕。文会生成广、祖、国。文禄生成辉。文

规生成周、北、江。文点生成海、总。文灵生成猛、成勇。文清生成奉、道。文美生

成黄、根。文庭生成新。文亲生成谋。文八生成因、素。文久生成朋、立。文任生成

财。文学生成德。文兰生成素、奉、球、元、尊。文通生成葵。文达生成林。文宏生

成宁、康、泽、仕。文理生成爱、平。文亮生成台、旺。文炳生成格、福、江。文伍

生成庆、田、团。文雅生成涛、良。文汉生成凡。文豹生成平。文灵生成奉、高、国、

学。文经生成忠。文依生成年、青、参。文学生成高、兴、明、庭。文勇生成河、能、

艳、尾、谊。韦丰生成斌、周、切、环。文仁生成彩、祖。文财生成景、锦。文瑞生

亮东。文球生成青、详、儒。文芳生成甫、炮、信、欢、衡。文豆生成宝、爱、长。

文基生成在、止、海。文毅生亮新、山。文严生亮学、要。文召生成情。禹珍生成照、

亮烟、英。

十五世成周。生三子．锦昌、全、根。成碧生锦富、宁。成基生锦华。成中生锦

德、质、良。成标生锦瑶、美。成榜生锦福、西、国、英。成光生锦先。成元生锦瑞、

珍、来、生、庭。成英生锦黄。成合生锦勇。成安生锦全、线、丰。成全生锦春。成

栖生锦林。成斯生锦龙（居南丹龙泉）。成军生锦炜、阳。成府生锦敏、敢。成开生锦

兴、康。成香生锦亮、山、胜。成旺生锦龙。成照生锦高、仕、标、乐。成依生锦相、

林。成义生锦奉、光、勇。成凡生锦喜。成业生锦荣、官、周、师。成利生锦珊、生、

定。成焕生锦尾、琼。成广生锦近、凤、雷。成辉生锦保。成道生锦涛、北、南。成

黄生锦英、财、汉、宁。成根生锦良。成谋生锦标。成元生锦强、经。成财生锦根、

通。成素生韦明、兵。成球生锦洋、天。成奉生锦利、权。成葵生锦王。成宁生韦刚。

成仁生韦景。成爱生锦飞、学。成平生锦成。成台生锦飞、生。成旺生锦胜。成庆生

锦思、乐。成高生锦标。成兴生锦合、德。成明生锦丰。成庭生锦进。成斌生锦明。

成周生锦逢、飞、猛。成切生锦育、照、办。成环生锦珠、道。成彩生锦连、长、条。

成景生韦凡。成锦生锦干、应、葵。成青生锦束、情。成详生锦宁。成儒生锦农、宏。

成甫生锦国。成宝生锦德。成照生锦甲、送。成止生锦北、念。

十六世锦口。如锦昌等。 （资料由韦成艾等提供）



(2)韦金支系

韦金子孙居住比较分散，除了都安、大化之外，还有平果、武呜、南丹、巴马、

田东、田阳等县。(一至三世同“(1)韦虎世系”）

四世韦金，生显晓。

五世显晓，生三子，韦派、进宁、韦在。

六世韦派，生六子，韦长、韦权、韦台、韦波、韦福、韦依（居都阳）。

七世韦长，生二子，韦唐、韦广（住百弄）。韦台生韦花、韦方（住百弄）。韦波

生韦将、韦封、中华、韦能。

八世韦唐，生三子，韦应（住武鸣）、韦面、韦祖。韦方生韦朝、韦开。韦将生韦

堂、志吉、有林。韦封生韦文、韦汉、韦现、韦逢、韦银、韦歪、韦七、志德。韦能

生有龙、有明。

九世韦面，生四子，韦初、韦合、韦三、韦四。韦祖生韦连、韦香、韦形。韦朝

生天福。韦开生彩平、安、吉、庆。韦堂生卜祥、韦二、贵、四。有林生朝白、松。

兰、福。韦文生韦高。韦汉生朝启、义。韦现生朝里。韦逢生朝盛。韦银生朝政、龙、

以、通、兄。志德生韦唐。有龙生朝荣、德、昌、韦田。有明生彩凤、英。

十世韦初。生元口。韦香生韦台、韦二、元才。彩平生元英、规。彩安生元交。

天福生元和、禄。卜祥生韦海、韦万。朝白生元琴。朝兰生韦音、韦明。韦贵生元光、

表。朝启生韦行、韦丰、韦贞。朝义生韦昌、元茂、华。朝里生元清、韦万、千。朝

盛生元享、正、王。韦唐生韦金、二、十、泰。韦银生韦大、元收、胜、孝、日点、

元保。朝荣生元兴、韦文、段。朝昌生元七、吉、三。韦田生韦千、连、元标。彩英

生元会、爱。

十一世元□，生文表。文荣为韦合之孙。韦二生韦盘、卜里、胡、开。元才生文

昌。元规生文门。元交生文周。元和生禹宽。元禄生禹绩。韦万生文龙、卜金。元琴

生文规、德（住平果）。韦音生文真、里。韦明生文光、昌、正。元光生文景、丰。元

表生文龙。韦行生文弓。韦丰生文付、荣、锦、吉。韦贞生文标、照。韦昌生文崇、

德、才、机、凤、杰。元茂生文珠。元清生韦刚、付。韦万生卜月、韦荣。韦千生文

由。元享生文锡。元正生文里。元王生文腾。韦二生卜败、韦立、县、五、六。韦十

生文岁。韦泰生卜乃、文辉。韦大生文生。元孝生文平、杨。元保生文堂。元兴生韦

王、书、文成。韦文生韦停、文兰。韦段生文能。元七生文吉、三。韦千生文祖。韦

连生文英。元标生文彦。元会生文京、祥。元爱生文盛、兵、榜、吉、涛、德。

十二世文表，生二子，成方、利。文荣继子成官。韦盘生成绩。卜里生成华、远。

韦胡生成修。文昌生成礼、祥。文光生成孝、甲。文周生成法、远、明。禹宽生成依。

禹绩生成道、昌、照。文龙生成禄（住都阳）。卜金生成康、国。文德生成珠、贵（住



平果）。文光生成就、阳。文正生成瑞。文景生成进、才。文丰生成宏、壮。文弓生成

祥。文付生成贵、禄、良。文荣生成权、祖、结。文吉生成志。文标生成辉、旭。文

照生成兰。文崇生成孝、通。文机生成荣。文才生成音、绩。文杰生成亮、彦。韦荣

生成华、荣。文由生卜肥、成祥、兴、业。文锡生成德、立、光、付、金。文里生成

利、校。卜败生成二。韦县生成进。韦五生成文、远。文岁生成国、付、生。卜乃生

成庆、记。文辉生成纪。文生生成香、超、端。文平生成勇、同。文堂生成田、勤。

韦刚生卜闷、成风、陆、辉。韦付生成金、贵、德、才。韦王生成仕。韦书生成孝、

念、坤。文成生成年。韦停生成方、育、学。文通生成灵。文祖生成汉。文英生成高.

文京生成堂、甫。文祥生成兴、熙、辉、禄。文盛生成学、香。文吉生成南、王、周、

飞。文涛生成邦、俊、美、玉。文德生成珠、劳、流、义。

十三世成利，生三子，锦料、慢、快。成法生锦奉、庭、贵。成远生锦龙、兰。

成明生锦堂、现、柏。成依生锦珊、忠、球。成道生锦付。成禄生锦显、八。成康生

锦祥。成国生锦光。成阳生锦理、流、楼、岸（住保安乡）。成瑞生锦仁、元。成祥生

锦开、杰。成贵生锦楚、兴。成良生锦流、学、珊。成权生锦焕、朝。成祖生锦汉。

成志生锦联、合、乐。成育（旭）生锦宁。成孝生锦辉、康。成通生锦真、美、利。

成荣生锦芳、定、英、会。成亮生锦儒、佐、伯。成彦生锦合、琼。成华生锦政。成

荣生锦良、录、龙、国、行、飞、桃。成兴生锦锡。成业生锦忠。成德生锦道、通。

成立生锦心、珠、业、宜、凡。成付生锦榜。成利生锦部伯、们、阳。成校生锦欢、

依、欧。成庆生锦录。成记生锦更、号、先。成纪生锦联、共、党。成香生锦奉、龙。

成端生锦丰、能、恒。成勇生锦敏。成田生锦依、辽。成勤生锦恩、情。卜闷生锦凡。

成凤生锦华、荣。成辉生锦元、文、楼。成贵生锦康。成德生锦持、生、建。成才生

锦标、辽、红。成孝生锦设。成念生锦政。成年生锦榜、雷、作。成坤生锦朝。成育

生锦化、营、团。成汉生锦海、万、灵、强。成高生锦弟、仕、赛。成堂生锦银、化、

规。成甫生锦利。成兴生锦芳、凡、全。成辉生锦周。成熙生锦礼、志、光、高。成

禄生锦合、标。成学生锦宁、泽、恒、志。成香生锦幸、结、情。成南生锦强、瑶、

波。成王生锦安、桥。成周生锦官、敏、朝。成飞生锦楼。成邦生锦程、勇、宝。成

俊生锦旺。成美生锦通。成珠生锦克。成劳生锦乐、海、红。成流生锦强、论。成义

生锦墨。

十四世锦科，生秀展、丹。锦奉生秀平。锦贵生秀锋。锦龙生秀光、音、格。锦

兰生秀科、恳、恒、案。锦堂生秀景、轩。锦珊生韦东。锦忠生秀勇、敢、波、涛。

锦光生秀松、才、付。锦流生秀柏。锦兴生秀儒、宜、宝、孝。锦辉生俊兵、秀英、

明、林、凡、元。锦康生秀清、依。锦真生秀勇、敏。锦美生秀林、楼。锦芳生秀开、

赛。锦定生秀音、新。锦英生秀光、烟。锦儒生秀恒、红。锦佐生秀权、力。锦政生



秀文、金、观。锦良生秀仁、堂、仪。锦录生秀团、瑞、甲。锦锡生秀星、高、岩、

球。锦忠生秀马、兵。锦凡生秀合。锦华生秀宁。锦荣生秀康、山。锦元生秀阳、飞、

名、周。锦文生秀鹏。锦搂生秀克、希。锦新生秀波、瑶、叁。锦康生秀昌、甫、恒。

锦持生、秀神、宝、前、树。锦建生秀肯。锦标生秀锋、炮。锦辽生秀杰。锦红生秀

东。锦设生秀展。锦海生秀伍、鹏。锦弟生秀柳、周。锦仕生秀华、锐。锦赛生秀宁、

庚。锦周生秀东、芳。锦标生秀高。锦泽生秀勉。

十五世秀高，生付作、检。秀成生付业。秀光生付雷、耿、萼金。秀音生付杰。

秀宁生付侠。秀叁生付表、年。秀康生付巍（韦巍）。秀山生付聋。秀阳生付晓。秀芳

生付平、孝、权、展、利。秀星生付波。秀亭生付浪、象。秀岩生秀滔。

十六世付业，生贵福。付安生贵思。

十七世贵福、思等。

（资料由韦秀康等提供）

四、大化贡川那杨村宗支

韦排，原籍广西田州（今田东境），是广西大化县贡川乡那杨村韦氏始祖。

一世韦排，生三子，韦贤、韦大、韦威。

二世韦贤，生韦晃（光）、韦冗。韦大生韦胜。

三世韦光，白山土司，生国宁。韦胜生韦甘。

四世韦甘，生韦在。

五世韦在，生韦玉。

六世韦玉，生二子，韦兴、韦宽。

七世韦兴，生六子，英祥、富、贵、相、才、德。

八世英祥，生载山。英德生载经、灵、仁、和、芳、忠。

九世载经，生三子，怀宝、珍、瑾。

十世怀宝，生雅斌。

十一世雅斌，生四子，韦麟、韦龙、韦风、韦仁。

十二世韦麟，韦龙生香菊。

十三世香菊。

五、大化贡川龙口大村、丹丈村宗支

韦马兄弟 8 人（名字已失传）从广西东兰迁至广西大化县贡川乡龙口大时、丹丈

村一带居住。

一世韦马，生三子，韦日、韦旺、韦双、韦枝。

二世日旺，生六子，韦畅（法宝）、韦禁（法清）、韦稳（日养）、韦凤（月喜）、



韦调（月蛮）、韦征（月臻）。

三世韦畅。生朝碌、爵（号才用）。韦征生朝重。

四世朝爵，生二子，国琦、珍。朝重生国富。

五世国琦，生三子，记兰、尝兰、彬兰。国富生用兰、钟兰。

六世记兰，用兰生建塾。

七世建塾，生二子，作缙、机。

八世作缙，生金铃。

九世金铃又名修德，生五子，振方、斌、常、煜、五。

十世振方，生用臣。

十一世用臣，生书恒：

十二世韦恒。

（摘自《韦门历代宗谱》）

六、马山乔利、合群宗支

万卜，何时迁来，其上接关系均失传。现在的裔孙有 8 个分支，主要分布于广西

马山县乔利乡、合群乡一带，包括乔利、刁科、古峰、那吊、内亨、六鸾、岜独、合

糙、女下钢、岽色等村屯，总人口三千余人。

一世万卜，生景连（总老）。

二世景连，生韦正。

三世韦正，生三子，韦元、韦贵（兴隆土司）、韦品。

四世韦品，生朝相。

五世朝相，生韦发。

六世韦发，生韦游。

七世韦游，生韦亮。

八世韦亮，生好言。

九世好言，生忠浪。

十世忠浪，生经祥。

十一世经祥，生二子，富旺、斋。

十二世富旺，生八子，善香、财国、进思、财纪、善清、流、溢、福。

十三世善香，生真束。

十四世真束，生二子，贵玉、贵显。

十五世贵显，生昌城。

十六世昌城，生八子收养二子，共十子，道金、顺阎、道元、兴、顺赖（无嗣）、



任、宁、康、才、利。

十七世道金，生绍云。顺阎生庆祥、甫、教等六子。

十八世绍云，生三子，英伟、彦、俊。庆甫生英朝。

十九世英彦，生友文。英朝生景文、祖文、世文、殉文。

二十世友文，生二子，亚温、吁。景文生杰令、仁、荣。世文生杰麟。

二十一世杰荣，生二子，佩先、现。杰麟生佩瑶。

二十二世佩现，生之盛。佩瑶生之长、华、冀、基。

二十三世之盛，生三子，印华、瑞、祥。之基生印光。之穆生印堂、廷、廉、国。

二十四世印祥，生学飞。印光生学行、学林、学弟。印廷生学川、学峰、学荣（已

离休）、学流。

二十五世学飞。生应龙。学弟生岜龙。学荣生恒宁、康宁。

二十六世应龙，生生瑶。岜龙生生秀、桂。

二十七世生瑶，生韦俊。生秀生玉才。

二十八世韦俊，生韦荣。玉才生荣彰。

二十九世韦荣，生韦善。荣彰生英彦、华、卓。

三十世韦善，生韦改。英华生锦文。

三十一世韦改，锦文生殿珠。

三十二世殿珠，生二子，怀贵、宝。

三十三世怀宝，生元积。

三十四世元积，生四子，印宗、付、臣、指。

三十五世印宗，生二子，学良、员。

三十六世学良，生二子，云龙、武龙。

三十七世云龙，生生德。

三十八世生德，生韦英。

三十九世韦英，生韦安。

四十世韦安，生韦德。

四十一世韦德，生耀腾。

四十二世耀腾。

（摘自《万古流芳韦氏支谱史录》）

七、谭邶宗支

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谭邶（壮语地名）韦氏于康熙已卯年（1699 年）定居于此（现

名镆阳村），往上何时何处迁来不清楚。目前谭邶仅韦氏一娃，基本形成了东西两地段



的居住群落。兴猷支系为西段，人丁稍为兴旺。廷供支系为东段。各段按地势及氏族

亲疏又自我分成上房、下房。共 100 多户，世代务农。

1．兴猷支系（1-4 世失传）
五世兴猷，生灼滚。

六世灼滚，生二子，辉性、辉绣。

七世辉性，生润章。辉绣生良英。

八世润章。良英生锦诗、锦编、锦赋、锦窗。

九世锦公，生文江、文高、文德、文明、文新、文训、文通。

十世文公，生字辈。文川生士邦、士昭。

十一世士昭，生志钜、志锡。

十二世志钜，生韦宁、韦军。志锡生韦明、韦江。

十三世韦宁，生奉申。韦军生韦鉴。韦明生韦松。韦江生韦典。

十四世奉申等。

2．廷供支系
一世廷供，生君秘。

二世君秘，生二子，耿明、耿昭、耿敏。

三世耿昭，生三子，立耀、恒仙、舜。耿敏生恒现。

四世恒现，生二子。光熙、光佑。

五世光佑，生兴会。

六世兴会，生三子，仁显、仁烈、仁梅。

七世仁显，生以蔽。仁梅生以隆、以超。

八世以超，生韦贤。

九世韦贤，生四子，文统、文斌、文兄、文善。锦珊生文运、文德、文明、文道。

十世文光，生乃经。

十一世乃经，生二子，运财、运明。

十二世运明，生俊武。

（资料由韦运明、志钜提供）

八、武鸣两江板迫屯宗支

韦大元，康熙年间人氏，世居武鸣县两江乡云川村板迫屯，大元往上失传。该屯

均为韦姓，人口 2000 余人，内分成一至十冬。九冬又分成上房、下房，人口各 200 余

人。本支系属九冬下房。

一世大元，生二子，明日、明秀。



二世明日，生驮国。明秀生仁升、仁泰。

三世驮国，生三子，世德、世耀、世能。仁升生文辉。仁泰生文顺、文英。

四世世德，生荣彰。世耀生荣桂。世能生荣国。文顺生国淡、国顶。

五世荣彰，生三子，宜纪、宜高、宜典。荣桂生宜章。荣国生宜成。

六世宜纪，生二子，美川、美仙。宜高生美华。宜典生美香。宜章生美春。宜成

生美光。

七世美川，生四子，京宾、京祥、京云、京四。美仙生京才、京明。美华生京甘、

京廪。美香生京升、京东。美容生京关。美光生京林、京兆。

八世京宾，生振兴。京祥生振规。京四生振开。京才生振德、业。京东生振文。

京林生振忠。

九世振兴，生三子，发珍、金、英。振规生发珠。振开生发斌。振德生发行、清。

振业生发儒、元。振文生发兴、洁、禧。振忠生发辉、星。

十世发金，生四子，建平、通、达、堂。发珠生建臣、邦。发斌生建宗。发行生

建甲。发清生建冒、军。发儒生建生。发元生建莲、玉。发兴生建英、基。发洁生青

仙。发辉生建康、强、蓬。发星生建雄。

十一世建达，生统球。建堂生统乔。建臣生统瑞。建邦生统维。建宗生统宁。建

甲生统霖、雷。建冒生统魁、成、二。建莲生统明。建玉生统福。青仙生统英。建康

生正美。建强生统平。建蓬生统香。建雄生统贤。

十二世统球，生三子，海华、文、荣。统乔生海贤。统宁生海奇。统明生海杰。

正美生海二。统平生海新、生。

十三世海奇，生鹏程。

十四世鹏程等。

（资料由韦健甲提供）

九、浦北宗支

韦立，原籍广西田州竹根村，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和正德六年（1511 年）

任粮兵总目，与杨实（女）奉调广东归德（今广西浦北）一带剿平贼乱之后，即在当

地屯戍耕守，世袭兵业。其中韦立、杨实同住合浦县归德乡叩塘村（即今广西浦北县

寨圩镇后塘村）。清光绪十三至十五年（1887-1889 年），韦立后代八、九世孙迁徙至龙

胆村、牛头村。据入册的韦立世系（只统计了十三世）共有男丁 240 人。

一世韦立，生三子，韦积、韦管、道全。

二世韦积，生二子，粹英、容。韦管生云链、尚耀。道全生粹养、童。

三世粹英，粹养生必达。粹童生邦政、泰、承宗。



四世必达，生三子，玄庙、文简、斌。承宗生文纤。

五世玄庙，文纤生玉振，养子玉翼。

六世玉振，生三子，国杰、培、柱。玉翼生国元、昌。

七世国杰，生喜吉。国培生喜君、相。

八世喜吉，生二子，现龙、凤。喜君生现明、亮、光、彩。

九世现龙，生二子，锦兰、桂。现光，字鼎魁，生锦绍、缃、纶、绲、绳、绰。

十世锦兰，生二子，鸿烷、煜。锦绍字赞堂，养鸿智承嗣。

十一世鸿智，生守志。

十二世守志，生三子，善通、善球、善喜。

十三世善通，生立军。善球生立志、立识、立谲。善喜生立梅、立梓、立程（鹏）。

（摘自韦善通《韦氏宗谱·全卷》）

十、马山乔制兴科宗支

韦真升原藉山东，于明朝嘉靖年间。随征岑猛有功，恩赐调扎兴阳感香要路，落

业斯土。后从东兰移至今马山乔利乡兴科村自鸡屯。其孙裔形成了都安、感香等许多

个支系。

一世真升，生三子，韦显、明德、韦银。

二世明德，生韦琴、贵顺（迁都安，为都安支族的始祖）、法亮、韦金。

三世韦金，生四子，真达、韦凤、韦文、韦四。

四世真达，生士保。

五世士保，生世清。

六世世清，生文光。

七世文光，生英高。

八世英高，生二子，大成、大哉。

九世大成，生二子，秀隆、秀昌。

十世秀隆，生三子，瑞廷、瑞英、瑞吉。秀昌生瑞明、瑞坤、瑞华。

十一世瑞廷，生四子，景福、景和、景行、景录。瑞英生景丰、景林、景志、景

恒。瑞吉生景豪、景杰。瑞明生景宾、景海。瑞坤生景善、景桂、景京。瑞华生景生、

景兴。

十二世景福等。

（资料由韦炯那搜集）

十一、周安龙堂村宗支

韦桐，原藉山东，宦游广西庆远府东兰州（今宜山东兰一带），明拔贡，封职修职



郎（周安龙堂村）。兄弟四人，辈居其次。长兄韦槐、三弟韦梧、四弟韦汉。明弘治年

间随兄韦槐征三寨、永定有功，承袭周安土州。韦槐子孙分居庆远府南三寨、永定下

关村、遇寨、同意村、板立村、马泗、欧洞、坡料、内三寨、龙潭等地。韦梧下粤东。

韦汉迁上林大明山。韦桐承袭周安土州，卜居龙堂村，配兰氏。兰氏原藉福建省汝南

郡，诰封七品孺人，生 7 子，枝繁叶茂，分居上林、来宾、马山、都安等 108 个村屯，

目前在册男丁 21260 人。

一世韦桐，生七子，枯道、枯胆、枯来、枯强、枯星、枯通、枯乐。

二世枯道，生海明。

三世海明，生印墨、印明、印存、印顺。

四世印明，生仁学。印存生仁忠。

五世仁学，生二子，喜林、喜树。仁忠生风成、风将。

六世喜林，生太行。喜树生太坐。风成生鸿案、汉准。风将生仁明。

七世太行，生演正。太坐生里富。鸿案生运宗、云处、运回。汉准生杈晃。仁明

生妙亮、文耀。

八世演正，生有才。里富生有德。运宗生定会。运回生定福。杈晃生定曼。妙亮

生文高。文耀生建南、定南、顺。延部、适朝、接均为印顺八世孙。延部生权形。适

朝生权甘、升。适接生权伟、洪、梅、文汉。

九世有才，生二子，祖芬、全。有德生友愚。定会生里长、沈。定福当里清、香。

定曼生玉齐。文高生演尧。定南生里恒、转。权形生光行、里、勒、勤。权甘生光财、

宝、日。权伟生光观、蒙、日。权洪生光养、增强、庭偶。权梅生光掌、秀。文汉生

庭荣、熊、余、林付。

十世祖芬，生凤高。祖全生凤冠。里春生演教。

十一世演教，生经和。

十二世经和，生顺奇。

十三世顺奇，生三子，玉覃、玉具、玉珍。

十四世玉覃，生离由。玉具生炳祥、炳玲。玉珍生炳昌、炳华、炳辉、炳超。

十五世离由，生志炳。

十六世志炳，生二子，绍友、绍德。

十七世绍友，生启高。绍德生启善、启欣、启芬。

十八世启高，生三子，彩合、彩军、彩脑。启善生彩皮。启欣生忠辉、金辉。启

芬生忠文、忠武、兰、飞燕、海荣。

十九世彩合等。

（资料由韦挺勋提供）



1．韦枯胆支系
韦枯胆为韦桐次子，子孙分布于忻城县蚂蚁村、板岑、左逢、北学、弄光、板垒、

弄楼、朝门、刁桑、弄贬和上林兰于、马山留兴上本村、枯更、上垒、枯由、里当加

化村一带。

一世韦桐，生枯胆。

二世枯胆，生海亮。

三世海亮，生海仁、仁念、仁堂、仁福。

四世海仁，生顶鸿。仁念生鸿现。仁堂生鸿星。仁福生鸿口。

五世顶鸿，生鸿现。鸿现生道隆、道二

六世公，生二子，法总、朝元。道隆生桂旺、根、道胜、桂盛。

七世法总，生四子，老恳、五、四、文强。朝元生里行、读。桂旺生奉年。桂根

生奉陋。道胜生奉匡、道桂。桂盛生奉光。

八世老恳，生彰贤。老五生玉彰。老四生玉顺。文强生里掌、里处。里行生彰秀。

里读生印先、印文。奉年生那天。奉陋生里想。奉匡生里园。道桂生道宝。奉光生里

公。鸿星曾孙国文生定稳、定财、定接。因伟生定算。仁福的八世孙道山生永亮。

九世彰贤，生三子，献清、献淇、献芳。玉彰生清山。玉顺生清禄。里掌生清文、

清树、清求、清紧。里处生清杨。彰秀生学林。印先生学成。印文生学平。那天生三

公。里想生世德。里园生世和。道宝生世匡。里公生奉能、卯会。挺荣生佑保、佑将。

道□的曾孙文造生佑相（居马山县留兴上本村）。文秀生乾昌、乾恩。文松生乾恒（居

马山加化）。文欣生乾聚。定稳生仁光、乾朝。定昭生佑福、佑份。定接生佑泰。定算

生佑通。永亮生顺昌、顺治、顺禄。

十世世德，生学雨。世和生学公。

十一世学雨，生清接。学公生清公。

十二世清接，生经昌、秀珍。清公生顺宝。

十三世经昌，生二子，宝光、德光。秀珍生祥光、锡光、日光、炳光。顺宝生莫

杰、招杰、招法。

十四世宝光，生挺升。德光生挺勋、挺初、挺兰、挺顺。祥光生挺枝。锡光生挺

春、挺花。日光生挺文、挺辉。炳光生兰胜、兰宗、挺月。

十五世挺枝，生二子，冠联、冠林。挺春生方荣、方才。

十六世冠联，生三子，东强、文强、才强。冠林生韦欣、韦冰。

十七世东强，生巧经。

十八世巧经等。



2．韦枯来支系
据韦世英的资料，韦枯来支系目前在册子孙已达 2840 人，除了上林白马之外，基

本分布于忻城县板豪、湟澄凤凰、傍岜、金山、浪江、卡贤、白路、那洞、古马等地

带。

一世韦桐。

二世枯来，生海富。

三世海富，生胜台、胜广、胜乐。

四世胜台，生贵风。胜广生贵龙。胜乐生贵亲。

五世贵风，生二子，总能、总扶。贵龙生五子，总刚、总盛、总胜、总强、总安。

贵亲生总君。

六世总能，生文理。总扶生法光、乾坤。总刚生法印、法首。总盛生法宏。总胜

生法兴。总强生法旺。总安生法盛。总君生应文、应顺。

七世文理，生道坚。法光生耀忠。乾坤生学旺。法印生里光。法首生里准。法宏

生理元。法兴生理昌。法旺生里光。法盛生文德、文学、文雄、道想、文献、泰宿。

应文生里阿。应顺生光现、文象。

八世道坚，生光禧。耀忠生光秀。学旺生光贤。里光生庭扬、配。里准生庭贵。

理元生庭学。里昌生庭山、庭秀。里光生庭豪。文德生庭昌。文雄生印升。道想生庭

会、庭禄。文献生民场、龙、妙善。泰宿生文算。里阿生友相。光现生振扬、辉、倍、

弟。

九世友相，生四子，树荣、山、英、兰。振扬生大盛、德。振辉生大芬、芳。

十世树兰，生元正。大盛生祖善。大芬生善存。

十一世元正，生金升。祖善生自生、华、杰。善存生佩易、琼。

十二世金升，生二子，如林、玉。自生生永新。佩琼生肇谨、慎、德、丰。

十三世永新，生四子，世冠、英、章、世康。肇丰生世文、康。

十四世世冠，生四子，日珍，良、乐斌、孝宁。世英生日焊、诉。世章生日琦、

旺、祜。世康生韦宁。

十五世日良，妣兰氏，生朝华。

十六世朝华等。

（以上资料由韦世英提供）

3．韦枯强支系
韦枯强裔孙分布在忻城 30 个支系；在马山 5 个支系；上林 2 个支系（三里上布、

枯仰村）。

一世韦桐



二世枯强，生海丰。

三世海丰，生其丘。

四世其丘，生举高、明顺、举胜。

五世举高，生二子，富格、富立。明顺生泰节、泰环。举胜生道先、道学、道总、

道容。

六世富格，生二子，世富、世告。富立生世同。泰节生朝练、文生。泰环生朝洪。

道先生谓品、谓兴。道学生法宗。道总生法仙。道容生法直、四宁。

七世世富，生三子，定合、定用、定相。世告生定福、定支。世同生定青。朝练

生里应、里源、里存、里当。文生生里干。朝洪生云竹、云接。谓品生月行。谓兴生

月查。法宗生富齐，富养。法仙生富清。法直生印祖。四宁生建松。

八世富齐，生里成。富养生里公。富清生桂德、桂义、桂承。

九世里成，生胜可。里公生廷亮、廷部、廷义、廷礼。

十世胜可，生二子，庭昌、庭显。廷亮生顺顶。

十一世庭昌，生演光。庭显生演意。顺顶生桂德、桂义、桂承。

十二世演光，生三子，仁荣、青安、春录。演意摄生春光。仁道生演得育黄华通。

桂德生德音、德原。桂义生德权（迁宜山）。桂承生德新。

十三世仁荣，生三子，任贞、任恒、任纯。黄华通生世国、世林、世樊。德新生

广樊、广继、广田。

十四世任恒，生二子，乃龙、秀龙。世国生佩开、佩利。广樊生启仁。

十五世乃龙，生四子，并新、日新、甲新、月新。佩开生冠松、冠群。启仁生国

军、国利。

十六世甲新，生甲昭。冠群育黄华成。国军生世伯。国利生世学、世宏。

十七世甲昭，生二子，桂东、桂江。黄华成生荣奖、如玲、三玲。

十八世桂东等。

4．韦枯星支系
韦枯星的孙裔主要分布于忻城县（16 个支系）、上林（5 个支系）、来宾（5 个支系）

及马山县（2 个支系）一带。

一世韦桐。

二世桔星。

三世九嘉。

四世启全。生二子，富楼、富与。启和生富善、富慈。合锦生是文、韦扬。

五世富楼。生三子，凤桃、凤喜、凤艳。富与生演造、胜学。富善生朝合、开。

是文生以庆。韦扬生太顺。



六世凤桃，生胜回。凤喜生胜柜。凤艳生胜安。演造生经羌、定兴。胜学生定友。

朝合生仁钱、仁意。朝开生仁藏。以庆生贵登。太顺生权处、权扶、权长、北皇。

七世胜回，生二子，里盛、权准。仁钱生运忠。贵登生有德。权扶生里呈。

八世里盛，生二子，延吉、永芳。运忠生延喜。有德生经照。里呈生定甘、定将。

九世延吉，生三子，佑掌、经显、球。延喜生道线、佑照、康、强、光。经照生

清光、清信。定甘生佑处。定将生佑业。

十世佑处，生二子，世德、世盛。佑业生世公。

十一世世德，生二子，绍传、世棉。世公生佑昌、香、顺、零佑、王柏。

十二世佑顺，生云高。

十三世云高，生二子，华然、华英。

十四世华然，生启秀。华英生启民、启谋。

十五世启秀，生四子，显忠、显光、显辉、显志。启发妣樊氏生显国。启谋生显

昭。

十六世显国，生三子，海锋、卫锋、寒锋。

十七世海锋等。

（资料由韦李权、韦世英提供）

5．韦枯乐支系
韦枯乐裔孙近 30 个支系，主要分布于上林（17 个支系）、忻城和马山县一带。

一世韦桐。

二世枯乐。

三世海善。

四世抚官，生三子，匡平、匡昶、匡兴。抚权生匡富。仁台生国元。影通生匡顺。

五世匡富，生二子，朝福、朝现。国元生朝成、明朝。匡顺生泰直、泰和。

六世朝福，生二子，里元、里都。朝现生法受。泰和生法董、炳瑞。

七世里元，生佑交。里都生佑份、佑才。法受生佑环。法董生妙忠。

八世佑交，生清辉。佑环生树含、树献。妙忠生道书、昌书、忠书。

九世清辉，生印成。树献生启年。忠书生学公。

十世印成，生三子，式昌、式周、式基。启年生武川、式谟、隆。学公生天赐。

十一世式周，生编隆。式谟生编庆。天赐生日文、日容、日荣。

十二世编隆，生汉权、汉雄。编庆生玉才。日荣生自成、自高。

十三世汉权，生光筹。汉雄生光公、光艳、光珠、光义。玉才生韦彬。自高生顺

财、顺发。

十四世光筹，妣黄氏生三子，海燕、韦红、韦兰。光艳妣潘氏，生盛东、盛芳、



桂花、盛杰。光珠妣何氏，生秀红、菊、盛军、秀桂、枝。光义妣樊氏，生盛华。韦

彬生韦华、韦荣。顺财生汉新、汉其、汉荣。顺发生海标、海忠。

十五世汉新，妣盘氏，生韦春、韦玲、韦龙。汉其妣兰氏，生韦兵、韦妹。汉荣

妣覃氏，生韦红。海标妣樊氏，生韦军。

十六世韦春等。

（资料由韦李权提供）

十二、崇左水口屯宗支

该支系世居广西崇左县驮卢镇杜瓦村水口屯，现有人口 100 多人，据传祖籍山东。

一世法奇，生三子，连殿、连忠、连齐。

二世连忠，生尚贤。

三世尚贤，生四子，学帝、学官、学辉、学善。

四世学辉，生有志。

五世有志，生二子，仁才、仁达。

六世仁才，生二子，其勋、其产。仁达生其灼。

七世其勋，生杰组。其灼生经组、纬组、络组、盛组、会组。

八世经组，生二子，宁宽、力宽。纬组生志扬。络组生海涛、海鹏、海剑。盛组

生海天、海日、海升。

九世宁宽，生永光。

十世永光等。

（资料由韦纬组提供）

十三、崇左陇桑宗支

韦光于清顺治年间已在崇善县梨山村居住，何时迁来，待考。后来部分子孙迁至

崇善罗阳之地楞凉村，继而迁移到崇左县雷州乡陇桑村，共形成了 17 个支系。

一世韦光，生韦华。

二世韦华，生道达。

三世道达，生韦秀。

四世韦秀，生韦好。

五世韦好，生学通（定居陇桑村）、旦晓。

六世学通，生七子，世佳、世管、世贤、世礼、世眉、世志、世能。

七世世佳，生五子，尚伦、尚礼、尚华、尚和、尚荣。世管生尚宏、尚连。世贤

生韦凤、韦坚。世礼生尚仕、尚显、尚武、尚文。世眉生尚云、尚邦。世志生尚经。

世能生尚庆、尚包。



八世尚华，生大郭。尚荣生大恩。尚宏生大亭。尚连生大海。尚显生大江、大禄。

尚文生大结、大陇。尚邦生大昆、大昌。尚经生大珍、大中、大体。尚庆生大宣、大

学、大寿、大瑞。

九世大恩，生进开。大结生进富、进贵、进全、卜吴、进四。大昆生进清。大珍

生进祥。大中生进财、进发、进高。大学生进英。大寿生进臣、进利。大瑞生进明。

十世进富，生以道。进贵生以德、以品、以形、以生、以兴、以忠。进祥生以彰。

进发生以太、以平、卜周。进财生以光。进高生以贞。进英生以饭（又名恒休，迁扶

绥县陇河村）。进明生以松、以柏。

十一世以德，生韦政。以品生韦权、韦柄、韦根、韦机、韦枫、韦榕。以形生玉

兰、韦琼。以彰生韦善、韦美、韦梅、韦栏。以光生金兰、韦其、韦林、韦乐、韦佳、

韦凤。以太生韦新。以平生韦义、韦贵、韦娟、韦友。以贞生韦球、香兰、韦仙。以

松生韦彪、韦花。以柏生韦芝。

十二世韦政，生春娇、灵群、月群、香群。韦权生喜群、丽群、圣群、团群（此

支住崇左县城）。韦根生海群、红群、艳、洲群、洋群、红梅、俊杰（此支住崇左县驮

卢镇）。韦机生韦莲、国全（此支住齐齐哈尔）。韦榕生隽群、劫群（此支住南宁）。韦

琼生作群、洪群、芬群、芳群、梅群、毅群、明群。韦善生龙群。韦美生勇群、猛群、

坚群。韦其生健群、礼群、配群、益群。韦林生彩群、苏群、连群、增群。韦乐生月

娥。韦佳生军群、青群、师群、梅群、东群。韦新生凯群、翠群、专群、棉群、精群、

国群、恩群、烈群。韦三生珍群、林群、凤群、科群、艺群、学群、媚群。韦球生艳

群、文群、刚群、武群、高群、兰花。韦仙生加群、永群、汉群、万群、自群、口二、

三。韦彪生导群、治群、惠群、爱群、忠群。

十三世灵群，生四子，文松、峰、红珍、文瑞。喜群生媛珍。海群生灵珍、文中、

玉珍。洲群生莹珍。洋群生文华、琴珍。作群生海娟、强、文、城。洪群生海龙、英、

秋梅、冬梅。龙群生汉强、青、英、华、林、梅。勇群生汉丽、武。礼群生爱珍、文

加、爱娟、文强、胜。凯群生海红、恒、方丽、梅。加群生海连、团、平、花。永群

生海林、艳、香。

（资料由韦榕提供）

十四、宜州北山街韦生源世系

吾族高祖生源公乃汉朝宰相韦孟之后裔，为七十一代孙，原籍山东省邹县。清乾

隆年间，其父因避山东白莲教之乱，从原籍携幼子生源举家流亡至广西庆远府（今宜

州市庆远镇）龙江北岸会仙山下筑茅屋三间居住。嘉庆末年（约 1818 年），生源移居

北山梅洞宾州村，娶本地壮女为妻，有祺禄、祺襟等 4 个儿子。



第四子祺襟，皇清例赠登仕郎（正九品文官阶），定居北山圩（今宜州市北山镇北

山街），有子应球、廷瑜。此后子孙繁衍，世代相传，为北山一带之望族。廷瑜为邑庠

生，从官五品，一生勤奋好学，为官清廉。廷瑜之子继贤为清末监生加五品顶戴，庆

远府龙门司局统，管辖北牙一带四十二村地方治安，竭忠尽智保一方安宁，称誉乡里。

韦氏世代香火为“一经堂”，以“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为家训格言，崇尚文

明。门风家教，一向严整缜密，垂范四邻。

一世生源，生祺禄、襟等四子。

二世祺襟，生应球、廷瑜。

三世应球，生慕贤、缵贤。廷瑜生继贤。

四世慕贤，缵贤生焕奎、炬奎，国卿、君，重鸾、娥，丽娟、鲜，翠云、辉。继

贤生耀奎、炳奎、昭奎、耿奎、宝奎、志奎、韦耀，耐月，丽珠、芳。

五世焕奎，生锦铮、忠、俊。炬奎生锦华、洲、理、田。国卿生锦荣、屏、玲、

群、愉。国君生锦斋、同、云、枝、清。耀奎生寸合。耿奎生庆如、辉。宝奎（又名

宝林）生克雄、群。志奎（参加抗日，淮海战役一等残废荣誉军人）。韦耀生克明、义、

琼。

六世锦铮，生远乐、明、成，巧英、云、珠、玲、凤。锦俊（又名韦乙），生远立、

智，巧元。锦洲生影年、忠、虹、江。锦理生影刚、鲜、娟、菊。锦斋生慧宁、觉（曾

名颖军），颖鲲、鹏。寸合生应华、婵，佩、利婵，应群、佩莲、春婵。庆如生应强、

力、新、红。庆辉（又名东辉）生燕君、萍，小燕。克雄生应杰、小杰，应莲、菊、

碧。克明生晓慧、丹，许华。克义生晓虹。锦荣生韦谦、东呈。锦斋生慧宁、觉。七

世远乐，生柳婵。远明生俊侠。远成生俊杰。远力生韦信。远智生昕宇。影年生练星、

筱玥。影忠生昕成。影刚生艾伶，翔文。应华生宁宁、韦伟、圆圆。应强生雨辰、秋

宇。应杰生诚成、竑彬。小杰生诚彬。晓慧生建新。

八世宁宁，生鸿一。韦伟生皓泽。俊侠生凯羲，俊杰，韦信，昕成，翔文。诚成、

竑冰，诚彬，秋宇。

九世鸿一、皓泽、凯羲等。

（韦锦田据族谱提供）

十五、广东阳春韦氏

（一）源流、迁徒与发展

据查史料：阳春韦氏属于韦贤世系，堂号是京兆堂。有两个开基组迁入阳春。

1．广东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史料

韦氏于南宋建炎元年至三年（即 1127-1130 年）的时候，从河南滑县迁到广东省



阳春县李堡留安村（今岗美）又据阳春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资料：韦姓原于京兆郡（今

陕西长安以东）夏帝少康封元哲豕韦（今河南滑县）其儿孙以国为氏，世居京兆郡，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韦渊是韦师之后韦安道之子，显仁（宋高宗赵构）太后

之季弟，居河南开封。韦渊之子韦讯又叫韦广号春山迁县境李堡留安村。春山公生有

二子：长子君载，次子君佐（据传已迁往高州），韦君载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 年)登进

士，为阳春首登金榜名人，钦赠奉议郎，权摄广南东路提举。君载生有三子，武平、

学平、元平。学平、元平去向不清。白牛案后（据传君载家养有白牛一头，不见了，

后有牛贩佬赶着一群牛，其中也有白牛一头，误以为牛贩偷走，把几个牛贩打死，后

有一人生还，向上告状胜诉，官府要捉拿凶手，家人被迫四散出逃）君载长子武平公

的后人迁岗美那旦居住，其中一支一直居住到现在。君载公也有后人从岗美迁至三甲

庞垌居住。居载公十三世孙韦敬峰公从那旦迁居三甲长沙安居。君载九世裕远公夫人

谢氏孺人带孙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从三甲庞垌迁居河口黄蔃塘安居（即河口

黄蔃龙门村）裕远公八世孙以敬公从黄蔃迁居圭岗永宁安居。裕远公九世孙可法公从

黄蔃迁居阳江溪头海坦居住。裕远公九世孙韦全公从黄蔃迁居高州长坡清湖居住。韦

全公五世孙如显从清湖迁居电白那霍安居。君载九世孙裕源公从庞垌迁居广西桂平榕

树社后又由裕源公六世孙三迷公回迁三甲长沙安居。以上所列安居之地，都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已记载在二○一三年新编的韦氏族谱之内），从春山公君载公发展至现在已

有 30 个世代了。韦氏进入阳春计至 2013 年已达到 886 年。

2.又据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史料

明代（1368-1644 年）以后又有多支迁入阳春。（应是松柏云容、三甲长沙一编者

注）明宣德（1427 年）韦会国公是韦胜登长子，其祖父韦彦春是元朝兵部刺郎、将军，

曾祖父韦应邦是南宋朝钦点武状元。会国公奉旨领兵镇守泷水城（今罗定）开荒屯田，

明宣德四年（1429 年会国公 51 岁）中武进士，官为兵部尚书、大将（正一品）相当于

现在国防部长，但无实际兵权，辞官后全家从南雄府迁罗定州二都二图洞心安居落业。

会国公妣李氏生九子，其中长子滨亮（迁居阳春）滨亮公应是松柏开基祖，邵平公之

太祖，滨亮子福海公是会国公三世孙，邵平是会国公六世孙，约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1652-1795 年）由罗定金鸡迁松柏云容，发展至现在已有 20 个世代了。进入阳春也

有 645 年。

以上两个开基祖在阳春发展，包括老祖宗迁往阳江溪头海坦、高州清湖、电白那

霍等地，其人口计至 2013 年约 1.5 万人，有处级干部 20 人，科级干部 42 人，中高级

教师 76 人，大专、大学本科以上人员有 487 人。

（二）阳春韦氏古、现代名人

古代名人：



远祖韦渊公 宋朝科目官，授忠州防御使（武将官衔、掌本区军事）拱卫大夫，

宁州观察使，德庆军节度使（总缆一区军、民、财政为地方最高长官）。

远祖济豪公 赠奉议郎，妣杜氏赠五品宜人。

远祖春山公 号广诘赠奉议郎批黎氏诘五品宜人。

远祖君载公 字厚元南宋二年（即公元 1175 年）已未科进士，广南东路提举（主

管专门事务的职务一编者注）特授奉议郎，旨宗妃贤妣林氏诘授五品宜人。

远祖韦会国公 明朝宣德四年（1929 年 51 岁）中武进士，入朝（北京）官为兵部

尚书、大将，明代正二品，清代正一品。

十六、韩安国公支系

韩安国公生三子，长男韩地发，次男韩地原，三男韩地旺，韩地旺生得一女颜妹

招夫入赘配女生得五子。

长男韩天清，次男韩天云，三男韩天光，四男韩天明，五男韩天高。是三十二世

五兄弟入朝中当宦将是因受五妖妻，名苏坦纪九尾星乱害朝中人民现食五叔比干吃心

头五步，因此见怕，兄弟跑回，思想在不下，韩天清和四弟以谭山耀，文谟天威结义

同意引妻子兄弟逃变转过山岩狗架桥浮由暗江水出来为韦天象，韩天光改为韦天星，

韩大明改为韦天佛，韩天高改为韦天赐。当时五兄弟生死不离也，谭山耀改为覃怀满，

谟天威改为莫可能也。三姓七名死了同死来同生结义移到广西省宾阳州地，阳老村，

居住家乐业。

韦天公要妻马扬二干妈。马氏生七子为初一节，杨氏生五子为初二节，马杨二妻

共生十二子：

韦天公生得十二子，长男韦万照，次男韦万成，三男韦万红，四男韦万章，十一

男韦万岩，六男韦万龙，七男韦万目，八男韦万喜，九男韦万帮，十男韦万章，韦万

年，十二男韦万世。

妻同氏，长男覃大冬，覃怀满生得三子次男，覃大春，三男，覃大秋，莫可能妻

陵氏生得二子，长男莫风林，次男，莫风海。

韦覃，莫定语结言我们男女做亲不别交婚也。韦天公在东兰州居住是因朱洪武五

君国中蛮贼反乱五上发圣青牌命令委造举人扬世风，陈朝勇，韦天公三名去领带兵马

三万七千五百勇军治削匪招地方，东兰州人民一切归服洪武十二年迁移来到庆远府，

宜山县洛素城居信也，洪武见韦天公有功发印，一课交东兰州给韦天公作土司官建立

衙门副洪武王十四年。又委选大将军是韦天公，刘文烈，陈光辉三人去领带兵马二万

一千人去贵州征治土匪蛮？地方人恶一切归服清白韦天公有功劳，洪武打将大谢，将

兵银五百两金花一封，银一面金条十两经缎二条彩纳贵州东兰庆远宜山地方作士知任



事，父子兄弟从此分支各处落业也，（是一世）

六居韦万龙安居贵州地方要妻陆氏生得二子：长男韦猴（韦猴芳），次男韦猿（韦

猿芳）文进士，韦猴，韦猿二兄弟当时在朝庭为臣将保护转佐君王是唐朝中理事，国

家得力乃因武王反朝韦猴，韦猿二兄弟。

见不好，退步回来到广西省散处贵州，复回，东兰庆远，宜山、都安、兴隆、白

山、古零、三镇、上林、三里邑各散居作士知任事也（是二世）韦猿公妻黄氏生得二

子。

长男，韦文考文冲进士票榜出第三名也，次男，韦厥，考武冲状元票榜，出第一

名也。

乃是经贤骨人，（是第三世）韦文（考文进士）韦厥，（考中武进士），韦文公妻虚

氏生得三子，长男韦珠仙，次男韦缺仙，三男韦玉仙，三兄弟居住东兰，柳州、丹州、

德胜、奥远等地落业也韦厥公妻黄陵二氏生得三子，长男，韦金伦，次男，韦银伦，

韦铜。

韦金伦当时考中进士第三名，韦铜当时考文中鉴生老爷第。

韦金伦公妻唐氏生二子，长子，韦景文，次男韦景武。

韦银伦公妻虚氏生四子：

长男，韦景岱，次男，韦景明，三男，韦景宗，四男，韦景福。

头房：公管下管生韦卜存妻黎氏婆，长男，韦家明，长男，韦卜存妻黎氏生三子，

次男韦家祯去拉合入赘李家三男韦家祥。

韦家明生一子，韦善福，韦家祯去拉合入赘李家韦家祥妻黄氏生一男韦善荣，又

生一女，韦柳青，嫁吉仲丙亡屯

次男，韦英宝妻蒙氏生二子，长男韦顺兵，次男韦顺陆，韦顺兵妻黄氏生长男韦

家宗、长女韦桂芬招家甫入赘生二女韦月兰、韦月玲，嫁在上级聊内双屯，三女韦桂

英嫁在马山勉圩，韦家宗妻蒙氏生三子长男韦善春、次男韦善辉支入赘等云飞家、三

男韦善星、长女韦月明招杨昌文入赘，韦善春妻谭小玉生二子长男韦振生、次男韦振

贵，韦善辉妻蓝芳生一男一女，韦桂芬招家甫入赘生二女长女韦月兰、次女韦月玲。

次男韦顺隆一妻生韦家珠次男韦家业行恶去都安归阴，二妻生韦家年，韦家珠等氏生

长男韦善球妻黄氏生一男，在海南落业、次男韦善国妻何氏生一女一男去张家为子，

韦家年妻蒙氏生二男长男韦善芳、次男韦善成、四女长女韦月鸾、三女韦月仙，韦善

芳妻梅氏生一男韦振风、长女韦妖勤、次女韦妖妹，韦善成妻李氏生一女韦妖平，富

妻黄氏生三子次男韦顺庭，韦顺良妻蓝氏生三男长男韦家思、次男韦家耀又三女长女

嫁古弄、次女嫁本立、三女控股拉荒，三男韦家喜，韦家思潘生二子长男韦善洋、次

男韦善勇、三女长女韦金莲、次女韦金荣、四女韦金仙，三女韦金禄，韦家耀妻梁美



花生三子长男韦善庆、次男韦善明、三男韦善钧（现用名韦钧）一女韦宁，韦家喜妻

蓝氏生长男韦善敏，五女长女韦金兰、二女韦金英、三女韦金秀、四女韦金燕、五女

韦金良，韦善洋妻潘氏生三子长男韦振斌、次男韦振林，韦顺庭妻李月英无子转要韦

家耀承这房祖宗也，四房韦日照公破像讲话不出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