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韦景福宗支

韦景福，韦山涛之第四男，封文林郎
[10]

，尊称千四，原住广西东兰长塘乡岩耀村，

后奉皇命平恩有功，封以食受地方，安冬立甲，落藉宾州，生三子，像卿、俊卿、俸

卿。其中俸卿因千三亲子不回原藉，过继承袭千三产业，已划入千三世系。景福裔孙

分布较广，包括宾阳、上林、来宾、忻城、柳州、贵县、桂平、灵山、象州、平南、

浦北、钦州、防城等 133 个村镇，总人口近 10 万人。

一世景福，生三子，像卿、俊卿、俸卿。

二世像卿，生四子，文昌、法政、善政、上政。俊卿，妣张氏，生表彬、仲彬。

三世文昌，生二子，宁邦、安邦。表彬生敬聪、用、泰、材、寿。

四世安邦，生三子，国柱、住、谏。敬聪生宥政、亮、林。

五世国柱，生四子，显威、盛、或、岱。宥亮生彦佛、珠。

六世显威，生四子，树恩、社、甜、荟。彦佛又名理佛，生廷宝。

七世树甜，生有甜、种、花、苏、田、枝、长、积、存。廷宝生韦能、贤、仁。

八世有甜，生二子，万铜、盆。韦贤生宗敬、节、质、本。

九世万铜，生二子，轮经、简。宗敬生国玺、彝、史、四。

十世轮经，生二子，敬高、礼。国彝生士谊。

十一世敬高，生三子，发祀、相、安。士谊生影节、志。

十二世发祀，生树和、富、子杰、伟。影节又名登瀛，生至径、理、道。

十三世树和，生家东、正、日运、进、刚、兰。至径生荐廷。

十四世家正，生建华。荐廷生作其。

十五世建华，作其生侦之。

十六世侦之，生四子，孟规、材、培、报。

十七世孟规，生三子，绍祥、登、翥。

十八世绍翥，生二子，可通、仪。

十九世可通，生二子，兴祥、秀。

二十世兴秀，生二子，凤贵、全。

二十一世凤贵，生二子，小东、杰。

二十二世永华，生健文。

二十三世健文，生二子，小云、明。

二十四世小云。

（摘自《韦氏家族族谱》）

1．上林白圩文岭洋塘村韦氏支系



一世景福，生三子，像卿、俊卿、俸卿，

二世俊卿，生茂善。

三世茂善，生五子，敬聪、用、泰、材、涛。

四世敬聪，生三子，宥政、林、亮。

五世宥政，生二子，彦瑜、佛。

六世彦瑜，生文绣。

七世文绣，生韦坚。

八世韦坚，生二子，韦现、广。

九世韦广，生应冬。

十世应冬，生建白。

十一世建白，生七子，宗孔、孟、思、熹、参、夏、口。

十二世宗孟，生七子，必明、强、普、行、就、金、宁。

十三世必明，生汝钦。必强生汝林。

十四世汝钦，生吉耀，由必就孙廉耀继嗣。汝林生辉耀。

十五世廉耀，生三子，启源、成、信。辉耀生景致。

十六世启源，生三子，怀谨、宝、玉。景致生绩政。

十七世怀谨，生受祺。怀宝生绍祺。绩政生邦乾。

十八世绍祺，生增禄。邦乾生金堂、宝堂。

十九世增禄，生英华。宝堂生立言、绸。

二十世英华，生汉全。立绸生蹈和、毓和。

二十一世汉全，生四子，元德、毫、杰、海。蹈和生辉殿、杨、汉。

二十二世元德，生三子，居春、伦、礼。辉杨生居兴、德、珍、良、显。

二十三世居兴，生二子，家民、发。

二十四世家民等。

2．宾阳北街韦氏支系
一至四世与“洋塘世系”同。

四世宥亮，生彦佛。

五世彦佛，生三子，长生、次贤、三盛。

六世次贤，号云山，生二子，崇教、节。

七世崇节，生国瑶、垣、辈。

八世国瑶，生士松。

九世士松，生二子，泰朝、力。

十世泰朝，号雄群，生至礼。



十一世至礼，生四子，韦璇、玑、壁、典。

十二世韦玑，字仪，生作汉。

十三世作汉，生绥之。

十四世绥之，生体荣。

十五世体荣，生四子，绍浚、哲、文、明。

十六世绍浚，生四子，二于可茂、四子可智。

十七世可茂，生六子，兴仁、德、礼、悌、忠、廉。

十八世兴仁，生二子，凤纪、楼。

十九世风纪，字伯刚，生二子，世经、纬、纶

二十世世经，生三子，耀新、川、荣。世纬生乃斌、军。世纶生乃寒。

二十一世乃玲（十八世兴德裔孙）。生韦坚、强。

二十二世韦坚等。

3．宾阳甘棠旺龙村韦氏支系
一至三世与“洋塘村世系”同。

四世敬材，生二子，宥清、绍。

五世宥清，生三子，彦演、生、隆。

六世彦演，生韦循。

七世韦循，生韦刑。

八世韦刑，生天与。

九世天与，生国冕。

十世国冕，生士瑛。

十一世士瑛，生泰登。

十二世泰登，生孙绳。

十三世孙绳，生四子，文伟、炳、基、景。

十四世文伟，生敬宝。

十五世敬宝，生宪宗。

十六世宪宗，生三子，妙广、冠、峦。

十七世妙广，生二子，唐葛、朝。

十八世唐葛，生道言、钰、明。

十九世道言，生传简。

二十世传简，生三子，明学、明廷、明清。

二十一世明廷，生演肇。

二十二世演肇，生士超。



二十三世士超，生五子，兆贤、宾、赞、凭、凤。

二十四世兆凭，生三子，奕鼎、信、仕。

二十五世奕仕，生有彰。

二十六世有彰，生七子，居安、泰、康、荣、华、英、雅。

二十七世居华，生四子，登高、照、府、监。

二十八世登高，生天德。

二十九世天德，生日金。

三十世日金，生国胜、欢。

三十一世国胜，生洪干、辉。

三十二世洪干等。

4．宾阳露圩均圩村韦氏支系
一至十七世同“宾阳甘棠旺龙村世系”。

十八世唐葛，生道展、宏。

十九世道展，生传宝、玉。

二十世传宝，生云颖、荣、辉。

二十一世云颖，生志仁、善。

二十二世志仁，生扶兴、旺。

二十三世扶兴，生启回、屈。扶旺生启翰、林、恩。

二十四世启回，生世广、仰、进。

二十五世世广，生奕昌、圣。

二十六世奕昌，生文烈、辉。

二十七世文烈，生有贵、栏、槐、增。

二十八世有贵，生谒然、肄、尤、豁。

二十九世谒然，生挺群、英。

三十世挺群，生锦纶、绣、绅、绶。

三十一世锦纶，生海球、琳、浪。

三十二世海球，生桂安。海琳生桂源、南、发。海浪生桂高、有，

三十三世桂安等。

5．宾阳河田茶喜村韦氏支系
韦明庆于 1490 年由那马司（思恩府）卡巴村迁来，现有男丁 300 余人。

一世明庆，生显政。

二世显政，生法传。



三世法传，生赵记。

四世赵记，生道照、延寿、扶三。

五世延寿，生邓记、佛养、道公。

六世佛养，生杜记、石还、云教。

七世石还，生文杰、清、通、举、凛，

八世文清，生茂积、与积。

九世茂积，生上略。与积生上桂、荐、爱、卓。

十世上略，生开隆、祖隆、作隆、九隆。上桂生金隆、四隆。

十一世开隆，生守信、备、庆。祖隆生守舜、守得。作隆生守常、申、

求、分。金隆生斌申、和。四隆生斌凤。

6．宾阳思陇那周村韦氏支系
韦源深为千四裔孙，在思陇一带形成了许多支系。包括那余村、龙庆村、淋

罗村、那周村等。源深妣马氏，生 12 子，颜良为第十二子，住那周村。

一世颜良，生伯球、林、罕、团。

二世伯罕，生韦回、科。

三世韦回，生韦年。

四世韦年，生石季。

五世石季，生韦赐。

六世韦赐，生韦德。

七世韦德，生经妙。

八世经妙，生芦养。

九世芦养，生二子，世钦、发。

十世世发，生三子，宝乾、玉坤、文。

十一世宝乾，生二子。日炳、佑。玉坤生日锦、佐。

十二世日锦，生金修。日佐生元恒、和、嗣。

十三世金修，生四子，紊球、冠、芳、英。

十四世紊球，生焕元。

十五世焕元，生三子，有仁、安、典。

十六世有仁，生家光、年。有安生家开、兰、政。有典生家授。

十七世家光，生二子，传充、谨。家年生传常。

十八世传充，生三子，继祖、尧、昌。

十九世继祖，生四子，世元、业、妙、君。继尧生世忠。

二十世世忠，生三子，相坚、朝、杰。



7．横县粱圻韦氏支系
韦道政为千四孙裔。从宾阳古辣乡大塘村（原旧乡为化龙乡化龙村）分支

而来，主要住横县良圻乡下双渡村。迁入时间待考。

一世道政，生世案、从。

二世世煮，生明专、论。

三世明论，生学演、真、志泰、乐。

四世学演，生朝统、裕。志泰生朝见。志乐生国贤、相、安。

五世国贤，生文会、善。

六世文会，生开基、源、清。

七世开基，生秀贤、荣、免。

八世秀荣，生德承、康。

九世德承，生士稳、生。

十世士生，生增兰、奎、就。

十一世增就，生锡汉、珍。

十二世锡口，如锡球生治标。

十三世治标，生林健、杰。

十四世林杰等。

8．横县板路韦氏支系
韦发礼为千四裔孙，住横县板路乡塘敲村一带。

一世发礼，生进连。

二世进连，生长佑。

三世长佑，生开通。

四世开通，生枝兰。

五世枝兰，生结参。

六世结参，生果文、武。

七世果文，生从简、宜、高。

八世从宜，生贵林、仲。

九世贵林，生善璋。贵仲生善余。

十世善璋，生喜胜。善余生喜敬。

十一世喜胜，生佑灿。喜敬生佑明、亮。

十二世佑灿，生三子，朝高、胜、荫。佑明生朝参。

十三世朝高，生国尚。朝参生国宾。

十四世国尚，生经通。国宾生经机、照。



十五世经通，生承福。经照生永玄。

十六世承福，生三子，世杰、义、劳。永玄生天统。

十七世世杰，生若明。天统生立明、璋。

十八世若明，生二子，英达、桂。立璋生敏树。

十九世英达，生二子，胜安、源。敏树生慎源。

二十世胜安，生二子，其为、思。慎源生斯满、朝、孚、志、贵。

二十一世其为，生二子，昌伦、凡。斯满生士通。

二十二世昌伦，生四子，庆育、宾、彩、增。士通生庆光。

二十三世庆育，生三子，东家、国家、文家。庆光生昌仁、义、毓。

二十四世昌仁，生万进、明、德、清。昌义生万里、安。昌毓生万其、富。

二十五世万进，生大孙。

9．横县校椅韦氏支系
横县校椅六味村显盛生树才生有敬后，由儒延分支居高石村。

一世儒延，生五子，启柳、贯、潘、凤、忍。

二世启柳，生二子，道政、光。

三世道光，生玉坛。

四世玉坛，生三子，廷妙、尝（居旺宅村）、表。

五世廷表，生二子，元门、棋（迁居维洞）。

六世元门，生壬河。

七世壬河，生二子，起积、进。

八世起积，生国刊、增。

九世国刊，生清珍。

十世清珍，生建宁。

十一世建宁，生宗堂、举。

十二世宗举，生祖珏、聚。

十三世祖珏，生顺成、昌、后、茂。

十四世顺成，生凤楼、余、甘。

十五世凤楼等。

10.横县镇龙定稔村韦氏支系
韦有运原名韦原照，是韦儒传的第五子。其父儒传于明朝成化年间从上林三里分

支至永淳县甘棠村落业。生五子，长子住甘棠村，二子迁石塘冯村，三子下北乡落业，

四子去高石，五子到定稔村落业改名有运。



一世有运。生三子，志香、发、涵。

二世志香，生宝寄。志发生宝珠、凛、爵。

三世宝寄，生三子，传恳、喜、立。宝珠生传典。

四世传典，生二子，朝鸾、凤。迁至镇龙山区伍膳村落业。

五世朝凤，生五子，世万、华、荣、业、养。

六世世万，生三子，桂株、树、椿。

七世桂公。

八世启公，如启成、金、宽等。

九世日公，如日曾、兰等。

十世宏公，如日兰生宏运、彩。

十一世天公，如宏运生天相、赐。

十二世福公，如福仁、真等。

十三世寿公，如福真生寿勇、程。福仁生寿荣、宗。

十四世增凭、涛、二弟、四弟等。

11．横县云表六河村韦氏支系
(1)六河南片屯韦氏分支

一世美昔，生癸胜。

二世癸胜，生三子，雁珠、柳、排。

三世雁柳，生海湖。

四世海湖，生常穗。

五世定稳，生二子，盛安、论。

六世盛安，生杰正。

七世杰正，生敬仲。

八世敬仲，生二子，仙求、贵。

九世仙求，生胜贤。仙贵生应臣、茂、敏、满。

十世胜贤，生金光。应敏生元赞、才。

十一世金光，生宏富。元赞生宏育。元才生宏鞠、扬。

十二世宏公，如宏育、喜、富等。

十三世泰公，如宏富生泰结。宏喜生泰珍。

十四世上公，如泰结生上青。泰珍生上周、下、学、朝、青。

十五世春公，如上青生春益。

十六世文公，如春益生文宁、行。春积生文贤。

十七世保公，如文贤生保家、香。文华生保兆、海、卫等。



(2)六河村北片屯韦氏分支

一世有深，生二子，昭凤、泰。

二世昭泰，生英广。

三世英广，生应尧、喜森、善。

四世应尧，生合现。

五世合现，生二子，美戒、垣。

六世美戒，生二子，敬付、文。美垣生四子，海口、赞、亮举、敬任。

七世敬任，生武林、杰明。

八世杰明，生现启。

九世现启，生二子，仪经、顺。

十世仪经，生三子，世能、用、易。

十一世世易，生二子，瑞结、平。

十二世瑞平，生二子，锡钱、志。

十三世锡志，生五子，永禄、初、和、溢、欢。

十四世永初，生培喜。

十五世培喜，生玉灵。

十六世玉灵等。

12．横县平马丹竹村韦氏支系
韦贵定从大坡村到古龙村再到佛子村，最后定居于丹竹村。

一世贵定，生道通。

二世道通，生二子，从散、所。

三世从散、所，生子兴、赞。

四世子赞，生三子，长子有能（二、三子佚名）。

五世有能。生万理、现、真、响。

六世万理，生世彩。万现生世英、赞。万真生世华。万响生世荣、兴。

七世世彩，生日旦。世荣生日台。

八世日台，生尚镜、业。

九世尚镜，生敏中、国中。

十世敏中，生天保、寿。

十一世天保，生布文、武。

十二世布武，生景光、亮。

十三世景光，生光毫、杰。

十四世光毫等。



13．横县大陂村韦氏支系
韦国谏为景福五世裔孙，移居横州北乡桐根屯大陂村（今平马乡大陂村）造庄立

业。时间待考。

一世景福。

二世像卿。

三世政法。

四世安邦，生三子，国柱、住、谏。

五世国谏，生四子，显威、盛、升、岱。

六世显威，生四子，树恩、社、称甜、树甜。

七世树恩，生四子，有晓、执、通、达。

八世有达，生四子，应礼、钦、镜、志。后有三代失传。

十二世大公，如大清、河、造、显。

十三世大河，生超能。超能生克住。

十四世克住，生二子，昌情、义。

十五世昌公，如昌广、煌、王。

十六世佳公，如佳庆、年。

十七世作公，如作南、根。

十八世永寅。

14．贵县东龙镇闭村韦氏支系
该世系包括罗村、桥站韦氏。

一世社记，生妙辇。

二世妙辇，生三子，道然、显、敬钦。

三世道然，生四子，敬宝、总、齐、容。敬钦生敬传、晓、传严。

四世敬宝，生善堂。敬晓生妙范。

五世善堂，生五子，会都、杨、登、隆、财。妙范生玄广。

六世会都，生二子，玄意、韦美。玄广生韦鉴、租、学真。

七世玄意，生二子，妙珠、琏根。韦鉴生妙语、马盛。

八世伟权，系四世传严之后。伟权生善交、善财。

九世善交，生传道。

十世传道，生振常、家。

十一世振家，生宗保。

十二世宗保，生福棵、吉。

十三世福公，如福泰、盛、吉。



十四世文公，如文卷、文祺清等。

十五世国公，如国强、柱、良、少。

十六世寿公，如寿航、款、年等。

十七世继公，如继龙、王、元等。

十八世永公，如永耀、德、越等。

15．贵港山北轩村韦氏支系
韦茂生为千四裔孙，居住广西来宾县迁江镇巴瓦方村，后代则分支于贵港山北乡

煌里村、上马阡村、罗村、轩村及武宣县石井村一带，支系较多。

一世茂生，生三子，道显、喜、音。

二世道音，生三子，敬全、严、尧。

三世敬尧，生六子，靖广、应候、扶广、玄满、鉴、广。

四世玄广，生二子，尚朝、宝。子孙住轩村、松柏村、山北街、下覃坡、芦荻村、

古补村、仁映村等。

五世尚朝，生二子，显举、威。

六世显举，生道应。

七世道应，生五子，正全、元、隆、贤、朝。

八世正全，生三子，业炳、美、茂。正朝生业冠。

九世业炳，生五子，祈星、悦、成、寿、在。业冠生祈祥、俊、号、赐。

十世祈祥，生尚现。

十一世尚现，生耀祖。

十二世耀祖，生三子，启书、步、保。

十三世启书，生四子，中煌、指、权、伟。启保生中惠、大。

十四世中煌，生二子，文锋、作锋。中惠生文悟、晓。

十五世文悟，生明军。

十六世明军等。

16．贵港古樟川山村下塞屯韦氏支系
韦弟系千四后裔，其裔孙分布于内、外川山、华堂、石林、岭窗及来宾县上水村、

回就村等，枝繁叶茂，总人数在 3000 以上。下为其支系之一。

一世至二世待补。

三世韦弟，生善骥。

四世善骥，生重本、行、忿。

五世重本，生兰养、生、佐。重行生兰联。

六世兰养，生建严、虞。兰生生建宪、椅。兰佐生建映、绕。兰联生建勃。



七世建严，生尚仁、笔、艺、惠。建映生尚伦、勋。

八世尚惠，生世忠。尚勋生世晚、堂、雄、英。

九世世晚，生永康、任、鲜。世英生永觉、植。世加生永道、杰、康。

十世永康，生福龙。

十一世福龙等。

17．来宾平阳六老村韦氏支系
韦齐、韦案系千四公后代韦逢转支脉，其世系如下：

一世韦齐、案。

二世锡更、扩、祥。

三世祖金、春。

四世演经、元明、威、芳、高。

五世天安、泰、厚、享、照、锡、送、良。

六世字口，如家国、富、善、庭、添、兴、成、训等。

七世志口，如志良、岗、科、玩、清、爱、初、求、平等。

八世子先、进。

18．浦北乐民佃渠村韦氏支系
韦志忠先祖由横县草衣村迁至浦北县乐民乡落马村，后又迁往佃渠村居住。时间

待考。

一世明魁，生韦连、真。

二世韦连，生志忠。

三世志忠，生崇元。

四世崇元，生仕进。

五世仕进，生秀珠。

六世秀珠，生胜才。

七世胜才，生禧厚。

八世禧厚，生长元、芬。

九世长元，生福双、位。长芬生福堂、和。

十世福位，生有保、志、才。

十一世有保，生德安。

十二世德安，生四子，韦春、亮、军、很。

十三世韦春等。

19．浦北乐民佃板村韦氏支系
韦尚文是从乐民佃渠村迁往佃板村，其时间待考。



一世尚文，继子经通。

二世经通，生超琚、理。

三世超琚，生儒英、明、规、容、恩。

四世儒英，生同学、福学。

五世同学、福学，生正来、香、己。

六世正香，生家书。

七世家书，生世积、规、焕、永一发、一达、荣。

八世世积，生桂木。

九世桂木，生光斌、红。

十世光斌等。

20．马山林圩那利屯韦氏支系
韦祖华、韦祖财原住宾阳邹圩石牛，后迁居马山林圩乡那利电。

一世祖华，生东保。祖财生记保、成保、通保、玉保。

二世东保，生善彰、营。记保生善贤、信。

三世善彰，生明修、现修。善贤生编修、建修。

四世明修，生世和。编修生世昌、良、谨。

五世世和，生仕清、杰、正。世昌生仕伦。

六世仕清，生德会、生。

七世德会，生福生、寿生、乔生、宁生。

八世生口，如福生、国生、佳生、零生等。

九世瑞口，如瑞庭、吉、晓等。

五、韦景文宗支

韦景文为韦山涛第五男，官任修职郎[11]，尊称千五。其孙裔主要分布在广西宾

阳、贵港、武宣、横县、来宾、浦北、马山、柳州、桂林、南宁、河池、南丹、象州、

北流、容县、上林等地，已形成了 53 个支系，总人口约 19000 多人。

1．宾阳黎塘潘山村韦氏支系
该支系经分枝形成了黎塘乡常安村、仁里村、韦垌村、韦垌老村；芦圩乡吴村；

大桥乡陈桄村、雅庞村、福寿村；邕宁百济乡平派村、那楼乡、良庆乡等支系。

一世景文，生六子，仲善、荣、华、良、猷、学。

二世仲善，生仕达。

三世仕达，生宗盛、辅。

四世宗盛，生伯坚、彦坚、永坚、玄坚、茂坚。



五世彦坚，生韦明、政、监。

六世韦政，生韦盘、翁、俊。

七世韦翁，生召满。

八世召满，生华山、玉山。

九世华山，生少华、山庭。

十世少华，生逸川。

十一世逸川，生云举。

十二世云举，生建初、旗。

十三世建初，生而博、耀、中选、伦。

十四世而博，生范玉、惠、杨。

十五世范玉，生禹常、载常。

十六世禹常，生应民、赤民、章民。

十七世应民，生鹏口、空。

十八世鹏空，生立秀。

十九世立秀，生本隆、治、熙。

二十世本熙，生锡坚。

二十一世锡坚，生子瑞、萌、瞻。

二十二世子瑞，生奉珠。

二十三世奉珠，生志海、永海。

二十四世志海等。

2．宾阳陈撰村韦氏支系
韦宗杨号精烈，系千五景文五世孙，大约于明英宗年间由安城司（今宾阳黎塘镇）

潘山村迁入宾阳大桥陈撰村南边英塘垌田螺旧官路边居住，以经商为业，后转而垦荒

务农，并入村建房，安居乐业。迄今裔孙约 7000 余人，主要分布于宾阳陈撰、雅庞、

洋塘、磨道、宣村、大邦、青草、陈树等村，部分迁居浦北、灵山、横县、上林、忻

城、马山等地，形成了 20 多个支系。

一世山涛，生六子，景岱、明、宗、福、文、武。

二世景文，生六子，仲良、善、华、猷、荣、学。

三世仲华，生士护。

四世士护，生三子，宗胜、杨、灏。

五世宗杨，字精烈，生三子，以聪、龙、鲜。

六世以聪，生韦珠。以龙生韦山、善。以鲜生韦茂、口、口、口（均佚名）。

七世韦珠，生茂辅。韦山生璋琐。韦善生韦老、宽·韦茂生韦口（佚名）。



八世茂辅，生玄琼。璋琐生韦蒙。韦老生韦愿。韦宽生文德、前坡、川。

九世玄琼，生二子，道显、仁。韦蒙生韦魁。韦愿生双山、口（佚名）。文德生佐

我。前坡生云衢、清、光。前川生心我

十世道显，生五子，云集、迁、蔼、升、鑫。道仁居龙山。韦魁生良士。双山生

六太、口（佚名）。佐我生韦世。云清生韦益、国范。心我生世快、成、业。

十一世云集，生二子，良贤、宾。六太生唐文。

十二世良贤，生二子，全首、颖。唐文以后 13-17 世资料散失。

十三世全首，生自朗。全颖生自荣、壮。

十四世自朗，生三子，垠邦、亮邦、武生。

十五世武生，字名时，生增生。

十六世增生，生三子，藻饰、火饰、绚饰。

十七世藻饰，生子贶。火饰生子阐、问、间。绚饰生子宏、安。

十八世子贶，生四子，友信、义、忠、敬。士木为十二世唐文支脉，士木生恒召、

光。

十九世友义，生二子，辉国、振国。恒光生念书、常书。

二十世辉国，生善源。念书生作山、通。常书妣黄氏生作杰。

二十一世善源，生八子，居仁、尊仁、学仁、赖仁、干仁、赞仁、若仁、振仁。

作山氏生有安。作通生剑光、飞。作杰生剑映、红、平。

二十二世居仁，生五子，乃康、圣、贤、经、权。有安生新龙。剑光生新昆、凯。

剑飞生新耀。剑映生新鹏、健、宁。剑红生新亮、荣、富。剑平生新达。

二十三世乃权，生二子，芳华、汉华。

二十四世芳华，生受明、强、韦琨。汉华生受能、平。

二十五世受明，生二子，宁斌、福斌。

二十六世宁斌等。

二十七世国栋、梁等。国栋生韦宝。国梁生冬冬。

二十八世韦宝、冬冬等。

（资料由韦剑平提供）

3．南宁市西乡塘罗文村韦氏支系佛庆支脉
该支系为佛庆公之后。佛庆公系景文公（山涛老祖第五子即千五公）八世孙。佛

庆公作为罗文村韦氏分支第一代，目前已有二十五代。

一世佛庆，于明朝洪武初年（1368 年）从宾阳迁至西乡塘阳额圩。佛庆生万隆、

万旺
[12]

。

二世万隆，生富一、富二。富一迁址沙井仁义韦屋村，富二迁至罗文村。



三世富二，生悦裕。

四世悦裕，生煜金、煜鉴。

五世煜金，生韦全、韦宝。煜鉴生韦延。

六世韦宝，生景通、景运。韦全生景容。韦延生景贤、景兰。

七世景通，生世柄。景运生世椿、世桂。景容生世懋、世权、世威、世辉。景贤

生世科。景兰生世楷、世伯、世材。

八世世柄，生学修。世椿。世桂。世懋。世权生学仁、学信、学思。世威。世辉。

世科。世楷。世伯。世材。

九世学修，生承祖、承祚、孔佑、承礼。学仁生继祖。学信生显祖、耀祖。学思

生扬祖、昌祖。

十世承佑，生琼选、魁选、首选、师文、师旦、师发。承祖。承祚。承礼。继祖

生登现、登凤。显祖生登标、登榜、登極。耀祖生宪璧、宪皋、宪臣。扬祖生登新、

登谕。昌祖生登琼、登第。延祖生登魁、之埏、之瓒。

十一世登现。登凤。登标。登榜。宪璧。宪皋。宪臣。登新。登谕。登琼。登第。

延祖生登魁、之埏、之瓒。琼选。魁选生圣传。首选。师文生圣著。师旦生圣演、圣

简、圣敏、圣聪、圣珍。师发生圣揆、圣聪
[13]

。

十二世圣传，生佩若、佩钦、佩恒。圣著生佩元。圣演生佩乾。圣简。圣敏佩弢
[14]

、

佩连、佩璇。圣珍生佩刚。圣揆生佩瑄。圣聪生佩瑛、佩珖。

十三世佩若，生廷瑞、廷皆。佩钦生廷相、廷璧。佩恒生廷璠、二秀、廷琦、廷

瑾。佩元生廷鏊。佩乾生廷望、廷辅。佩弢
[14]

生廷贤。佩连。佩璇生廷珏。佩刚。佩

瑄生廷琛。佩瑛生廷玉。佩珖生廷玑、廷赞。

十四世廷瑞，生韦彦。廷皆生宗才、韦廉。廷相生韦谦、韦浩、韦恭。廷璧生韦

渊。廷璠。二秀。廷琦生鸿喆、韦昭、韦坚。廷瑾生韦高、韦章。廷鏊生韦郁、韦馨。

廷望生韦浩。廷辅。廷贤生韦信、韦纯。廷珏生韦模、韦楷、韦校。廷琛
[15]

生韦熹
[16]

。

廷玉生韦丰、韦洵、韦熹、韦耀。廷玑生韦华、韦锦、韦箐。廷赞。

十五世韦彦，生翼经、绍经。宗才。韦廉。韦谦。韦浩
[17]

生显经。韦恭生秉经。

韦渊。鸿喆
[18]

、韦昭生体经、引经、执经。韦坚生道经、遒径、遵经。韦高生治经、

统经。韦章生载经、盛经、戬经。韦郁生大经、宏经、定经、宰经。韦馨生扬经、扩

经、拓经。韦信生执经。韦纯生横经。韦模。韦楷生博经、典经。韦校生阐经。韦熹

生文经。韦丰生溥经、鏠经、漋经。韦洵。韦耀生伦经、哲经。韦华生宜经。韦锦
[19]

。

韦箐生炽经、灼经、灿经、诒经。

十六世翼经，生立邦、荣邦、得邦。绍经生振邦、齐邦。显经。秉经。体经生任

邦。引经。执经
[20]

。道经生兴邦、效邦、广邦。遒径生护邦。遵经生朝邦。治经。统



经生本邦、平邦、伟邦。载经生变邦、营邦。盛经。戬经生黼邦、黻邦。大经生润邦、

正邦、健邦。宏经生巩邦、保邦、作邦。定经生勤邦、肇邦、敬邦。宰经生守邦、省

邦、有邦、萃邦。扬经生绥邦、维邦。扩经生卫邦。拓经生协邦、持邦。执经生安邦、

奠邦。横经生南邦、树邦、赵邦。博经生范邦。典经生培邦、均邦。阐经生型邦。文

经生靖邦。裕经生治邦。溥经生御邦、重熙。鏠经。漋经。伦经生巨蓝。哲经生烈邦、

鳌邦、堂邦。宜经生莅邦。炽经生健邦。灼经生繟邦、经邦。灿经生候邦。诒经生纪

邦。

十七世立邦。荣邦。得邦。振邦。齐邦。任邦
[21]

。兴邦。效邦生国器、国龄、国

瑗。广邦生国观。护邦生国寅、国上。朝邦生国鸿、国丰。本邦
[22]

生国干、国翰。平

邦生国藩。伟邦生国规、国梁。变邦生国琳。营邦
[23]

。黼邦生国鉴、国麟。黻邦生国

训。润邦。正邦。健邦生国柱、国治。巩邦生国桢、国用。保邦生国贤。作邦生国勋、

国楫。勤邦生国钰。肇邦。敬邦。守邦生国提、国拔。省邦生国懋、国信。有邦。萃

邦。绥邦生国俊、国儒。维邦生国祥、国仕。卫邦生国英、国芳、国芬。协邦生国珍、

国珠。持邦生国欢。安邦生国泰。奠邦生国仁、国义。南邦生国臣、国杰。树邦生国

铨。赵邦生国栋。范邦生国枢、国瑞、受贵。培邦生国计。均邦生国兰。型邦生国猷。

靖邦生国栋。御邦。重熙生朝冕、周冕。巨蓝。烈邦生国仪、国史。鳌邦生国奎。堂

邦。莅邦生国材、国佑、国常、保贤、肖贤。健邦生国昌、国铭、国升。繟邦。经邦

生国钟。候邦。纪邦生国恩、国赏、国均。

十八世国器，生韦金、韦业。国龄。国瑗生韦喆。国观。国寅
[24]

、国上
[25]

生韦发、

韦喜、韦织、韦物。国鸿[26]。国丰
[27]

。国干生韦球、韦槐，国翰生韦瑶、韦琼。国藩

生韦鹄。国规生韦璜。国梁生韦琬、韦环。国琳。国鉴生韦凯。国麟
[28]

。国训生韦泽。

国柱生韦瑱。国治生韦琪。国桢生韦武、韦苍。国用生韦瑗。国贤生韦冠。国勋。国

楫生韦吉。国钰生韦棹。国提生韦寿、韦福
[29]

。国拔。国懋。国信。国俊生韦瑛、韦

琚
[30]

、韦琇
[31]

、韦瑞
[32]

。国儒生韦绅、丛兰。国祥。国仕生韦玲、韦瑜。国英生韦焜、

韦煊。国芳生韦炤。国芬。国珍生韦龙。国珠。国欢生韦声、韦显。国泰生韦瀚。国

仁生韦焱。国义生启先。国臣。国杰。国铨生韦爵、韦禄、韦森。国栋生韦式。国枢。

国瑞。受贵。国计生润祖、韦斌、韦焕、壬祖。国兰生韦美、韦善。国猷生韦祜。国

栋生韦韬、韦韫、韦炳、韦兆。洽邦。望贤。朝冕生绍锴、绍皋。周冕生绍裘。国仪

生韦纭。国史
[33]

。国奎生韦纊、韦织。国材生韦缨。国佑生韦访。国常。保贤。肖贤。

国昌生韦冼、韦纲。国铭。国升。国钟生韦良。国恩。国赏生韦中
[34]

、韦正
[35]

。国均。

十九世韦金，生毓佳、毓伦。韦业。韦喆生毓尧。韦发生毓晃。韦喜。韦织。韦

物生毓骅。韦球生毓嵩、毓岐。韦槐生毓才、毓智。韦瑶。韦琼生毓盈。韦鹄。韦璜。

韦琬生毓云、毓廷。韦环。韦凯生毓华。韦泽生毓绍、毓裘。韦填。韦琪。韦武。韦



苍。韦瑗生毓模
[36]

、毓梧
[37]

。韦冠生毓灵、毓杏。韦吉。韦胄生毓勋、毓篪。韦寿生

毓汉、毓泞。韦福生毓澄、毓僚、毓仁。韦瑛生毓乾。韦琚。韦绣。韦瑞。韦绅生润

秋、润春、毓昭。丛兰。韦玲生毓明。韦瑜生毓聪、毓联。韦焜。韦煊。韦炤生毓科、

毓程、毓稠。韦龙生毓承、毓信。韦声生毓康。韦显生毓安。启先。韦爵。韦森生毓

桂、毓祥、毓瑞、毓达。韦禄。韦式生毓炯。润祖。韦斌。韦焕。壬祖。韦美生毓常、

毓良。韦善生毓春、毓秋、毓坚。韦祜生毓发、毓强、毓刚、毓毅。韦韬。韦韫。韦

炳生毓甡、韦兆。绍锴生杭生、粤生、东生、宁生。绍皋生耆生、京生、沪生、春生。

绍裘。韦纭生毓徽、毓崔、毓钦、毓镇、毓铣。韦纊。韦织生毓文。韦缨生毓元。韦

访生毓光、毓拔。韦冼。韦纲。韦良生毓繁、毓淮、毓彬。韦中生毓衡、毓徐、毓衢。

韦正生毓径、毓徵、毓徒、毓誉。

二十世毓佳，生辉德。毓伦生敏德、敬德。毓尧生裕德、茂晃、晁晃、树晃。毓

晃。毓骅。毓嵩生有德、宣德、以德。毓岐。毓才。毓智生天德。毓盈。毓云。毓廷。

毓华生达德、庚德、恩德。毓绍生旋德、益德。毓裘生雷德。毓模生文德、莹德、錞

德。毓梧生辅德、椿德。毓灵。毓杏生礼德、洽德、耀德、冽德。毓勋生令德、日德。

毓篪生兆德、海申。毓汉。毓泞生燕德、翼德、宪德、彰德、悦德、愉德。毓澄。毓

僚生绍德、箕德、裘德。毓仁生昭德、玄德。毓乾生建德。润秋。润春。毓昭生继寿、

继永、继昌、继彬、继成。毓明生顺德、贤孙、洪孙、钦德。毓聪生河孙、桂孙、汉

孙。毓联生酉孙、金孙、培孙、家德。毓科生进德。毓程生逢德。毓稠。毓承。毓信。

毓康生长孙、庆孙、顺孙、春孙、杰孙。毓安生仁德、杰德、儒德、仲德。毓桂
[38]

生

明德。毓祥
[39]

生家璋。毓瑞
[40]

生家珣、长白、家瑜。毓达生家瓒、家玲。毓炯生建安。

毓常生举德。毓良生锟德、幸德。毓春生谊德。毓秋生志德。毓坚。毓发。毓强生庆

德、富德。毓刚生昌德。毓毅生贺德、旺德、贵德。毓甡。东生
[41]

育新德、兴德。玉

强。杭生。粤生育卫星。宁生育擎德、厚德。耆生。京生。沪生（落籍上海）。春生。

毓徽。毓崔。毓钦。毓镇生志平、志强、志方。毓铣生志祥、志鸿。毓文生健德、佩

德。毓元生世德、治德、宏德。毓光。毓拔生贤春、培春、瑞春、顺春。毓繁。毓淮。

毓彬生长春、鸾春、荫春。毓衡生大德、仕德、洪兰。毓徐生锦春、杰春。毓衢。毓

径生世祥、锡祥。毓徵。毓徒生胜德。毓誉生英祥、万祥。

二十一世辉德。敏德
[42]

生宗俭。敬德生宗勤、宗谨、宗慎。裕德生宗略、宗球、

宗泉。茂晃生宗碧、宗良。晁晃生宗玛、宗玮。树晃生宗斌、宗逊。有德。宣德生宗

俊、宗潮。以德
[43]

生宗英、保生、保定、保安。天德生宗源、宗淋、宗洪。达德生宗

佳、宗伦、宗仁。庚德生宗任、宗愉。恩德。旋德。益德生羽翔。雷德。文德。莹德

生宗纪、宗泰、宗旭。錞德生宗繁、宗艺、宗愈。辅德生宗干、宗圣。椿德生宗范、

宗韶、宗琼。礼德
[44]

生宗恩、宗科。洽德生宗翼、宗联、宗钦。耀德生宗瑞、宗云、



宗群。冽德
[45]

生宗宜、宗琦。令德生宗悦、宗韬、宗谦。日德生宗剑、宗飞。兆德生

宗树、宗欢。海申。燕德生宗兴、宗爱、宗贵、宗财。翼德生宗成、宗相。宪德宗民、

宗威。彰德生宗佩、宗权。悦德生韦杰。愉德生宗耀、宗坤。绍德生宗业、宗政。箕

德生宗立。裘德生宗照。昭德生宗坚。玄德生宗胜、宗清。建德生宗浩。继寿生宗辉、

宗贤。继永生宗保、宗枢。继昌生朝伟。继彬生宗炎。继成生宗冕。顺德生宗合、宗

信、宗礼。贤孙生宗烈、宗勇。洪孙生宗剑、宗安。钦德生宗焕、宗煌。河孙生宗宁、

宗满。桂孙生宗凡。汉孙生宗益、宗宙。酉孙生宗兴。金孙生宗猛。培孙生宗将。家

德生宗睿。进德生宗文、宗武。逢德。长孙生锦平、锦勇。庆孙生锦伦。顺孙生锦树、

锦全。春孙生锦华。杰孙生锦晖、锦光。仁德生宗海。杰德生宗寿。儒德生宗祥、宗

富。仲德生宗福、宗春。明德生宗和、宗平、宗昌、宗盛、宗永、宗远。家璋生宗彦、

宗律、宗岸、宗革。家珣。长白生宗凯、宗敏。家瑜生宗庆、宗吉、宗培。家瓒。家

玲生宗华、宗亮、宗宇。建安生元春。举德。锟德。幸德。谊德。志德。庆德生宗乾、

宗程。富德。昌德。贺德生宗蔚。旺德。贵德。新德生宗毅。兴德生宗展、宗城。卫

星生宗铿。擎德生宗巍、宗忠。厚德生宗祯。志祥。志平生宗琨。志强。志方。志鸿

生宗鑫、宗慈。健德生宗泰、宗鹤。佩德生宗振。世德生宗勃、宗勋。治德生宗明、

宗显。宏德生宗劭。贤春
[46]

生宗旺。培春生宗锴。瑞春生宗凌。顺春生宗誉。长春
[47]

生宗超。鸾春
[48]

宗瑶、宗莹。荫春宗贺、剑武。大德生宗能、宗强。仕德生学锋、学

进。洪兰生宗广、宗添。锦春生宗义。杰春生宗鹏。世祥生宗善。锡祥生宗喜、宗静。

胜德生宗泽、宗绍、宗深、宗洁。英祥
[49]

生宗仕、宗桂。万祥。

二十二世宗俭，生庆先、喜先、进先、财先。宗勤生绍先、耀先、华先。宗谨生

宝先、贵先。宗慎生仕先。宗略生富先、敬先。宗球生启先。宗泉生敏先。宗碧生立

先、奉先。宗良生广先。宗玙生炳先。宗玮生永先。宗斌。宗逊。宗俊
[50]

。宗潮生字

先、赞先、礼先。宗英生文先、明先。保生。保定生勇先。保安生甫先、琼先。宗源

生杰先、乃文。宗淋生挺先。宗洪。宗任。宗愉。宗纪生小庆。宗泰生贤先。宗旭。

宗繁生灿先。宗艺生宏先。宗愈生荣先。宗干。宗圣生学先。宗范生福先、寿先。宗

韶生东先。宗琼生艺先、海先。宗恩生志先、志文。宗科生民先、国先。宗翼生健先。

宗联生品先。宗钦生贺先。宗瑞生仕先、任先。宗云生桂先。宗群生俊华。宗宜。宗

琦生升华、善华。宗悦生卓林。宗韬生卓兵、卓言。宗谦。宗剑。宗飞。宗树。宗欢。

宗兴生壬先、丙先。宗爱生鹏先。宗贵生恒先。宗财生镇华。宗成生孟先、仲先。宗

相生凯先。宗民生放先。宗威。宗佩生志伟。宗权生瞬先。韦杰生俊廷。宗耀生俊宇。

宗坤。宗业生俊洋。宗政生俊翔。宗立生俊威。宗照。宗坚。宗胜生俊轩。宗清。宗

浩生保先、卫先、和先、平先。宗辉生胤先。宗贤生裕佳。宗保。宗枢。朝伟。宗炎。

宗冕。宗合。宗信生东伟。宗礼。宗烈博文。宗勇生嘉杰、嘉翔。宗剑生子锋。宗安



生子彬。宗煌生铭浩。宗焕生铭海、铭扬。宗宁生震彬、震铭。宗满生震达。宗凡。

宗益。宗宙。宗兴。宗猛生志强。宗将。宗文生金先、玉先、美先。宗武生敏先、添

先。锦平生睿先。锦勇生警先。锦伦生智杰、智洋。锦树。锦全生营先。锦华。锦晖。

锦光。宗海。宗寿。宗祥。宗富。宗福。宗春。宗和生举先。宗平生伟先。宗昌生琦

先。宗盛生韦卓、达先。宗永生益先、礼先。宗远生杰文、杰元。宗彦生继先、迎先。

宗律戊先。宗岸生子先。宗革元先。宗凯。宗敏。宗庆
[51]

生力先。宗吉生自先。宗培

生可先。宗华
[52]

生鸿先。宗亮。宗宇。元春。宗毅。宗展。宗城。宗铿。宗巍。宗忠。

宗祯。宗琨。宗鑫。宗慈。宗泰。宗鹤。宗振。宗勃生前先、靖先。宗勋生铮先。宗

明。宗显生雄彪、汉彪。宗劭。宗旺。宗锴。宗凌。宗誉。宗超。宗瑶。宗莹。宗贺。

剑武。宗能生顺先。宗强生俊奇。学锋生博先。学进。宗广。宗添。宗义生奥先。宗

鹏生宇轩。宗善生翔先、翊先。宗喜。宗静。宗泽。宗绍生宁先。宗深生贺沅。宗洁。

宗仕生锦先。宗桂。

二十三世庆先。喜先。进先。财先。绍先生政鑫、政杰。耀先。华先生政轩。贵

先。宝先。仕先。富先。敬先。立先。奉先。宇先生政泉。赞先。礼先。文先生政康、

政广、政超。明先生政毅、政海。勇先生政崧、政棋。甫先生政刚。琼先生政魁。杰

先。乃文。挺先。小庆。贤先。灿先。宏先。荣先。学先。福先。寿先生少杰。东先。

艺先。海先。志先。志文生耀翔。民先。国先。健先。品先生政兴。贺先。仕先。任

先生政辉。桂先。升华生政亿。善华生政龙。壬先生智晖。丙先生政国。鹏先。恒先。

孟先。仲先生政添。保先生政宏、政全。卫先生政华、政勇。和先。平先生政恒、政

高。胤先。裕佳。东伟。博文。嘉杰。嘉翔。子锋。子彬。铭浩。铭海。铭扬。震彬。

震铭。震达。志强。睿先。警先。智杰。智洋。营先。金先生政伟。玉先生政平。美

先生政宇、政宙。敏先生政崑、政强、政洲。添先生政彬、政威。举先。伟先。琦先。

韦卓。达先。益先。礼先。杰文。杰元。前先。靖先铮先。雄彪。汉彪。顺先。俊奇。

博先。奥先。宇轩。翔先。翊先。宁先。贺沅。锦先。

二十四世政泉。政康。政广生钰纯。政超。政毅。政海。政崧。政祺。政刚。政

魁。少杰。耀翔。政兴。政辉。政亿。政龙。智晖。政国。政添。政宏生宇轩。政全。

政华生志纯。政勇生兆纯。政恒生敬纯。政高。政伟。政平。政宇生立纯。政宙。政

崑生楷纯。政强。政洲。政彬。政威。

二十五世钰纯。宇轩。志纯。兆纯。敬纯。立纯。楷纯。

据《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景文分支编委会”（南宁市西乡塘罗文村）支

脉图及相关资料整理

4．南宁市沙井仁义村支系
该支系原为罗文村佛庆公之后，佛庆公系景文公（山涛老祖第五子即千五公）八



世孙。佛庆生万隆、万旺（迁至安吉里村）。万隆公生富一公、富二公。富一公从罗文

村迁至南宁市亭子乡（现为沙井）仁义韦屋村。富一公记作仁义村韦氏分支第一代，

目前已有二十二代。

一世富一，祖妣刘氏，生喜政、喜圣、喜存、喜满。

二世喜政，生蒋恭。喜圣生蒋推、蒋积。喜存生积珊、积弘。喜满生严生。

三世蒋恭，生果庄、果相。蒋推生果和、果缘。蒋积生果朝、果乃。积珊。积弘

生果龙。严生生凤昂、凤景、凤晃、凤显、凤名。

四世果庄，生礼信。果相生礼佳。果和、果缘、果朝、果乃（分别迁居左右江各

县）。果龙生大纲、大纪。

五世礼信，生嗣明。礼佳生嗣亮。大纲生学风。大纪生学臣。

六世嗣明，生如蓝。嗣亮生如意。学凤生子华。学臣生子富。

七世如蓝，生望远。如意生望遂。子华。子富生望傲、望宇。

八世望远，生永吉。望遂生大吉。望傲生瑞吉、瑞洁。望宇。

九世永吉，生君衍。大吉生君表。瑞吉生君旦。瑞洁。

十世君衍，生建巨、建贤。君表生建基、建琮、建殆。君旦生建统、建业。

十一世建巨、建贤，共育广璇。建基生广秀。建琮、建珆。建统生广灿、广铨、

广珍。建业生广志。

十二世广璇，生瑶宴。广秀生舒敏、舒宽。广灿生品高。广铨生品冠。广珍生品

乾。广志生品提、品标、品隆、品超。

十三世瑶宴，生士烈、士杰、士熊、士点。舒敏、舒宽共育士位。品高生士攀。

品冠生士丹。品乾生士登。品提生士文、士达、士安、士恒。品标生士技、士华、士

巨。品隆生士班。品超生士显、士丹。

十四世士烈，生廷彬。士杰。士熊生廷恩
[53]

、廷赞。士点生廷扬、廷甫。士位生

廷鄘。士攀生韦锦、韦森。士丹生韦光、韦耀。士登生韦庄、韦甫、韦楚。士文。士

达生韦洁。士安生韦翰。士恒。士技。士华生韦明、韦章。士巨。士班。士显生韦标。

士丹
[54]

。

十五世廷彬，生大缮、大纷。廷恩生大绍。廷赞生大纭。廷扬。廷甫生大彬。廷

鄘生大绶。韦锦生可俊、可贤。韦森生可魁、可芳。韦光生可道、可其。韦耀生可良、

可德。韦庄。韦甫生可宜、可尚、可佩。韦楚生可钦、可式、可法。韦洁。韦翰生绍

虞。韦明生绍盈。韦章生绍林、绍基。韦栋生绍棠、绍昌。

十六世大缮，生瑞声、金声、玉声、福声。大纷。大绍生振声、亚乾。大纭生连

珠、莲升、莲英。大彬生朝荣。大绶生忠献。可俊生万清。可贤。可魁生玉清、树清。

可芳。可道和可其
[55]

。可良生茂贤。可德
[56]

。可宜生正清、秀清。可尚生启清。可佩



生体清。可钦。可式生寿清、国清、贵清。可法生武清、祭清。绍虞。绍盈生福清、

禄清、狄清、锡清。绍林生庆清。绍基。绍棠生德清。绍昌生有清、献清。

十七世瑞声。金声生应克。玉声生应民。福声生松有、庚有、培有、甲有。振声。

亚乾
[57]

生启光、启民、启能、启志。连珠。莲升生启明、启成。莲英。朝荣生启亮、

启发。忠献生积福、积寿。安仁。世太生天就、天奎。季生。进生。世鸿生天文、天

明。福清生世强。禄清生世纲。狄清生世烈。锡清。庆清。德清生世吉、世光。有清

生世就、世佳、世兆、世合。献清。世立生天成。世锦生天雄。世才生天福、天朝、

天佑。世用生天寿、天良。世祥生色芹、保芹。世桢生伯时、伯春。世瑞。世环生瑞

芹。世荣生天盛、天瑞。世华生天兆、天合。朝荣生天有、重有、子有、天成。

十八世应克，生群德、杰德、邦德。应民生安平、安静、安宁、大同。松有生长

孙。庚有、培有、甲有、启光、启民、启能、启志
[58]

。启明。启成。启亮。启发。积

福生天兴、天年。积寿生天德。天就生遂宁。天奎生遂璨、遂章。天文。天明。世强

生韦辉。世纲生保辉、保荣、保兴、保有。世烈生保东。世吉
[59]

。世光生保全、保民、

保杰、保升。世就生保顺、保和。世佳生保润。世兆。世合生保进、保瑞
[60]

、保康、

保龙。天成生遂达、遂德。天雄。天福生遂祥、遂发、石宝。天朝生万祥。天佑生遂

昌、遂其、遂光。天寿生遂强。天良生遂吉、遂安、遂结。色芹生映龙、映杰、映光。

保芹生映明、映智。伯时生映平、映军、映坤。伯春。瑞芹生映宁。天盛生遂民、遂

辉。天瑞生遂斌、遂彪。天兆生遂余、遂钦、遂知。天合生建兴。天有生韦琦。重有。

子有。天成。

十九世群德，生雄猛、雄笑。绍新生丽贤。韦健生金辰。保华生宇乐。杰德。邦

德。安平生韦强、韦勇、韦坚。安静。安宁。大同。长孙。天兴。天年生宗佳。天德

生宗标、宗椿。遂宁生长先。遂璨生家先。遂章。韦辉。保辉。保荣生宗斌。保兴。

保有。保东。保全生明强。保民生明飞。保杰。保升。保顺生明伟、明佳。保和生明

聪。保润生明先。保进。保瑞生明亮、明灿、明雄、明超。保康生明勇。保龙生明志。

遂达生广坤。遂德。遂祥生建坤。遂发生少坤、信坤。石宝。万祥生伟坤、瑞坤。遂

昌生有坤。遂其生德坤、富坤。遂光生贵坤。遂强生庆坤、贤坤。遂吉生国坤、立坤。

遂安生仕坤。遂结生旺坤、成坤。映龙。映杰。映光生国成。映明。映智。映平。映

军。映坤。映宁。遂民生丙先。遂辉生志先、剑先。遂斌。遂彪。遂余生进先。遂钦

生伟先。遂知生卫先。建兴。韦琦。

二十世宗标，生永先、衡先、朝先。宗椿生华先、荣先。遂麟生家先。遂章生创

先、业先。明强生福先。明伟生学先。明佳生旺先。明先生海先。明亮生东先，贺先。

明雄生祝先。明超生贤先。明勇生国先，德先。遂德生润坤。映平生庆先。映军生健

先。映坤生航先。映宁生赞先。韦强生博文。建宗生韦斌。建全生韦贤。建业生韦豪。



二十一世建坤，生政添，政德。少坤生政弘。信坤生政国，政伟。瑞坤生政创。

德坤生政亮，政威。庆坤生政泽。贤坤生政中。国坤生政恩。立坤生政宇。丙先生政

鑫。志先生政海。长先生政标。

二十二世政添。政德。政弘。政国。政伟。政创。政亮。政威。政泽。政中。政

恩。政宇。政鑫。政海。政标。

根据《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景文分支编委会”富一公（南宁市亭子乡仁

义村）支脉图整理。

5．南宁市安吉乡里村佛庆公分支万旺公支脉
该支系原为南宁市西乡塘区罗文村佛庆公之后，佛庆公系景文公（山涛老祖第五

子即千五公）八世孙。佛庆生万隆、万旺。万旺公从罗文村迁到安吉里村。万旺公记

作里村韦氏分支第一代，目前已有二十四代。

一世万旺公（祖妣蒙氏），生善荫、善喜。

二世善荫（后人从第三世至十一世共九代资料失传，从十二世周伦起记录）。善喜

（祖妣黄氏），生运聪、运刚、运暹。

三世运聪，生天民、天重。运刚。运暹生天宥、天道。

四世天民。天重生文秀。天宥。天道。

五世文秀，生应华。

六世应华，生本环、本赞、本株。

七世本环，生子振、子宴。本赞生子扬、子杈。本株生子相、子彬。

八世子振，生宪辉、宪宗、宪樟。子宴生宪金。子扬生宪国。子杈生宪臣。子相

生宪华、宪思。子彬。

九世宪辉，生翔鳌。宪宗生翔英。宪樟。宪金生翔玉、翔星。宪国生翔凤。宪臣

生翔云、翔龙。宪华生翔鹏、翔鹍。宪思。

十世翔鳌，生作栋、作梁、作会。翔英生作师。翔玉生作贤。翔星生作曾。翔凤

生希孟。翔云。翔龙生希呈。翔鹏作相、作兴。翔鸥。

十一世作栋，生錫现。作梁生錫谱、錫玠。作会生錫珍、錫樟。作师。希呈。作

贤生錫瓒、錫炤、錫琏。作曾生錫配。希孟生錫璠。作相生錫玠、錫兰、錫玑。作兴

生錫芳、錫瑸、錫琅。

十二世周伦
[61]

，生玉淄、天淮、明世。錫现生世儒。錫谱生世安。錫玠生世广。

錫珍。錫樟。錫瓒生世浩。錫炤生世任。錫琏。錫配生世清、世瀚、世强、世容。錫

璠生世仁、世玉。錫玠。錫兰生世杰、世儒。錫玑生世华、世宗、世隆。錫芳世全、

世熏。錫殡。錫琅。

十三世玉淄，生广誉。天淮广远、广大。明世生广仍、广达、广兆、广盈。世儒



生学属。世安生学淳。世广生学辉、学焕。世浩生学明。世任生学敏、学政、学教。

世清生学文、学敬、学洁。世瀚。世强。世容。世仁生超南、占南。世玉生周南、召

南、治南。世杰生学智、学圣、学禹。世儒。世华生学尧。世宗。世隆。世全。世熏。

十四世广誉，生尔盛。广远生尔昌。广大生尔心。广仍生尔泰、尔和。广达生尔

庄。广兆生尔清、尔珩。广盈生尔宁、尔华、尔政、尔行、国学。学属。学淳。学辉。

学焕生言经、灿经。学明生元经。学敏生甫经、帝经、万经。学政生国经。学教。学

文生会经、德经、绍经。学敬。学洁。超南生宏谋。占南生宏亮、宏高。周南生宏猷、

宏廷、宏才。召南生宏光、宏现。治南生宏业。学智。学圣。学禹。学尧。

十五世尔盛，生礼裘、宗裘、明裘。尔昌生振裘、炳裘。尔心生甫裘。尔泰。尔

和生承裘。尔庄生肇裘、启裘。尔清生佩裘。尔珩生麟裘。尔宁生凤裘。尔华。尔政。

尔行。国学。言经生培升、培鼎。灿经生培瑞、培恣、培树、培瑜、培鼎。元经生培

胜、培宣。甫经。帝经生培芝、培珍。万经。国经。会经生培球。德经生培彰。绍经

生培盛、培茂。宏谋生永荣。宏亮。宏高生禧荣。宏猷。宏廷。宏才。宏光。宏现生

绣荣、电荣、显荣。宏业生盛荣。

十六世礼裘。宗裘。明裘。振裘生隆遇。炳裘。甫裘生金瑞。承裘生天瑞。肇裘

生祥瑞。启裘生集瑞、陵瑞、隆瑞。佩裘。麟裘。凤裘。培升生兆锦、兆钧、兆钟。

培鼎。培瑞。培恣生兆德。培树生兆积。培瑜生兆邦、兆都。培鼎生兆铨。培胜。培

宣。培芝生兆熙。培珍生兆烈。培球。培彰。培盛。培茂。永荣。禧荣生兆魁、兆元。

绣荣生兆成、兆冠。电荣。显荣生兆亨、兆昌。盛荣生兆祯、兆祥。

十七世隆遇，生国能。金瑞生超秀、超伦。天瑞。祥瑞。集瑞。陵瑞生隆口、隆

运、隆遂、隆迦。隆瑞。兆锦生瑞云、瑞泱、瑞渭。兆钧生瑞濂、瑞淮。兆钟生瑞涵。

兆德。兆积生瑞儒、瑞裘。兆邦生瑞贤。兆都生瑞杰、瑞僚、瑞仅。兆铨生瑞仍瑞海、

瑞河。兆熙生大谟。兆烈生大昂。兆魁。兆元生瑞瑶、瑞璜、瑞珍。兆成生瑞祁、瑞

郊。兆冠生瑞琼、瑞谦。兆亨。兆昌生瑞森。兆祯生瑞檀。兆祥生瑞椿。

十八世国能，生耀勋、耀虞。超秀生保曾。超伦生耀廷、耀阶。隆公。隆运。隆

遂。隆迦。瑞云。瑞泱生毓林、毓权、毓权、毓楠。瑞渭生毓机。瑞濂。瑞淮生毓枢。

瑞涵。瑞儒生保朝。瑞裘生家朝、国朝。瑞贤生坤朝、树朝、卿朝。瑞杰
[62]

生安朝、

品朝。瑞僚生盛朝、护朝。瑞仅生钦朝、镇朝。瑞仍。瑞海生毓樟。瑞河生毓棠。大

谟。大昂生达朝。瑞瑶生寿朝、甫朝。瑞璜。瑞珍。瑞祁生榜朝。瑞郊生桂朝、仕朝。

瑞琼。瑞谦。瑞森生毓俊。瑞檀生立朝、登朝、会朝。瑞椿生任朝、恩朝、福朝。

十九世耀勋，生本恩。耀虞。保曾。耀廷生本盛、本富、本善。耀阶。毓林
[63]

生

锡德、荷德。毓枝生海德、顺德。毓权生必德、如德、敬德、成德、裕德。毓楠。毓

机生彬德。毓枢。保朝生润德、兴德。家朝生乾德、津德。国朝。坤朝。树朝。卿朝。



安朝。品朝生英德。盛朝生源德。护朝生连德。钦朝生荣德。镇朝。毓樟生其德、义

德、廉德、耻德。毓棠生永德、信德、和德。达朝。寿朝生文德、武德、全德。甫朝。

榜朝。桂朝。仕朝。毓俊生金明、泽明、有明、寿明、家明。立朝生八寿、友寿、庚

寿、肇德。登朝生华德。会朝生明德、圣德。任朝。恩朝生庆德。福朝。

二十世本恩，生家幸、家强、家祥、家宁。本盛生宗仁、宗义、宗礼。本富生宗

智。本善生宗信、宗建、宗立。锡德生宗仕、宗建、宗强。荷德生宗福、宗禄、宗坚、

宗添。海德
[64]

生宗联、宗敏。顺德生宗叶、宗庆、宗如。必德生宗文、宗炎。如德生

宗俊、宗宁。敬德生宗辉、宗胜。成德生宗杈。裕德生宗凯、宗毅。彬德生宗焕、宗

坤。兴德生宗丽、宗群。润德生宗培、宗平。乾德生宗鹏、宗达。津德生宗楚。英德

生宗吾、宗能。源德生宗明。荣德生宗贤、宗凡、宗杰
[65]

。连德生宗微、宗承。其德

生宗发、宗汉、宗信、宗全。义德生宗美、宗良。廉德生宗伦。耻德生宗君、宗安。

永德生宗盛、宗祥。信德生宗伟。和德。文德生连有、有孙、明孙。武德。全德生宗

创。金明生宗富、宗贵。泽明生宗兴、宗旺。有明生宗科。寿明生宗宏。家明生宗林。

八寿。友寿。庚寿。肇德生宗成、宗裕。华德。明德生宗秀、宗麒。圣德生宗麟。庆

德。

二十一世家幸，生智丰。家强生震岳。家祥。家宁。宗仁。宗义生宏新。宗礼生

然新、锦新。宗智生志强。宗信。宗立。宗仕生腾先、云先。宗建生志先、才先。宗

强。宗福生佳先。宗禄生益先。宗坚生达先。宗添生旺先。宗联生程先。宗敏。宗叶。

宗庆生祥先。宗如。宗文生富先、澎先。宗炎生福先、沛先。宗俊生杰先。宗宁生霖

先。宗辉。宗鹏。宗杈。宗凯。宗毅。宗焕生宇先、宙先。宗坤生伟先。宗丽生扬先。

宗群生林先。宗培生喜先、庆先。宗平生华先、斌先。宗鹏生威先、锐先、超先。宗

达生贺先。宗楚生奥先、博先。宗吾生恒先。宗能生亮先、民先。宗明生美先、满先。

宗贤生吉先。宗凡生桂先、玉先。宗杰生顺先。宗微。宗承生律先。宗发生明先、勇

先。宗汉生立先。宗信生朝先、权先。宗全生龙先、晓先。宗美生国先。宗良生徽先。

宗伦生宝先、冠先。宗君生有先、耀先。宗安生寅先。宗盛生嘉先。宗祥生洋先。宗

伟生科先。连有生永先。有孙生其先。明孙生胜先。宗富生俞先、奕先。宗贵生胜先。

宗兴、宗旺。宗科。宗宏。宗林。宗秀生创先、业先、和先、平先、昌先、盛先。宗

成生富先、贵先、吉先。宗裕生祥先。宗麒。宗麟生明先、华先。

二十二世智丰。震岳。宏新生政馨。然新生政有。锦新生政发。志强。腾先。云

先生政吉。志先生政乐。才先生政阳。佳先。益先。达先。旺先。程先。祥先。富先。

澎先。福先。沛先。霖先。杰先。宇先。宙先。伟先。扬先。林先。喜先。庆先。华

先生政鸿、政爵。斌先。威先生政奇、政青。锐先。超先。贺先生政洁、政昕。恒先。

亮先。民先生政彪。美先。满先。吉先。桂先。玉先。顺先。律先。明先生政宏。勇



先生政聪。立先。朝先。权先。龙先。晓先。国先。徽先。宝先、冠先。有先。耀先。

寅先。嘉先。洋先。科先。永先生政铭。其先。胜先。俞先。奕先。胜先。创先生政

贤、政祥。业先生政良、政辉。和先生政诚。平先生政海、政龙。昌先生政杰、政强。

盛先生政全。富先生政宽。贵先生政斌、政康。吉先生政福。祥先生政业。明先生政

吉、政伟、政灿。华先生政坤。

二十三世政馨。政有。政发。政吉。政乐。政阳。政鸿、政爵。政奇、政青。政

洁、政昕。政彪。政宏。政聪。政铭。政贤。政祥生隆纯。政良生兴纯。政辉。政诚。

政海、政龙。政杰、政强。政全。政宽。政斌生皓纯。政康。政福。政业。政吉、政

伟、政灿。政坤。

二十四世隆纯。兴纯。皓纯。

根据《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景文分支编委会”万旺公（南宁市安吉里村）

支脉图整理

6．宾阳古辣大塘村韦氏支系
韦晚系山涛孙裔，千五景文长男仲良支脉，其父国亮。韦晚排行第二，字肖强，

号叙谦。生 2 子，敬华、昌。世居广西宾阳县古辣镇大塘村。总人口为 1083 人。

一世韦晚，生二子，敬华、昌。

二世敬华，生二子，以隆、球。

三世以隆，生仕琦、宽。

四世仕宽，生道言、妙。

五世道言，生志宾。

六世志宾，生马胜、杰。

七世马胜，生惠赞、兆极。

八世惠赞，生法殊、聪。

九世法殊，生世赞。

十世世赞，生国相、互。

十一世国互，生尔瞻、邦、岗、纪。

十二世尔岗，生献河、治。

十三世献河，生接恩。

十四世接恩，后以八世法聪孙裔亮思接谱。亮思生恩远、茂。

十五世恩远，生意忠、焕忠。

十六世意忠，生近臣、兴臣。

十七世兴臣，生如珍。

十八世如珍，生二子，炳光、文光。



十九世炳光，生宗英、奇、玉、乾。

廿世宗英，生小坚、明。

廿一世小坚。

廿二世韦挺（八世法聪后代）。

（摘自《韦晚公支脉图十七》）

7．贵港市古樟川山村韦氏支系
韦朝宝系干五后裔，其孙士宗生三子，因真名失传，按韦长、次、三称之。三兄

弟中之一位，在樟木街打长工时与黄三（即黄鼎风）情投意合，结拜同庚。后黄三之

父被人谋杀害死，并扬言要铲草除根，黄三只好外逃从军，还当上了首领。后来三兄

弟与黄三一起参加了横州起义，当黄三被剿后，韦长返回古樟原藉，韦次落藉于来宾

寺山乡上水村，韦三下落不明。

如今朝宝世系已分衍成樟木村龙江屯、山北乡和兴村及华堂村、回就村等 10 多个

支系。其始迁时间待考。

一世朝宝。

二世佚名。

三世士宗，生三子，佚名，族谱暂名为韦长、次、三（非真名）。

四世韦长，生天芬、代。

五世天芬，生世元。

六世世元，生树通、堂、宁。

七世树通，生正良。树堂生正华、云。

八世正良，生锡申。正云生锡遂、孟、子。

九世锡申，生义兰、琼、睦。锡子生育杰、斌、健。

十世义琼，生国斗、春。育杰生国荣。育健生新荣、养。

十一世国斗，生建璋、升、全。国春生建雄、忠。国荣生家保、全、辉。

十二世建璋等。

8．武宣桐岭村韦氏支系
一世银畔，生善满（又名仁满）。

二世善满，为桐岭村祖，生十二子，明府、州、县、思、扇、荣、记。

三世明州，生韦受、奉。明县原生胜期、元二子后，离家出走至贵县北部山区大

王（煌）村，生四子，茂隆、应、荣、远。

四世韦受，生平湖。

五世平湖，生法周、中。

六世法周，生三子，志明、善、许。



七世志善，生道众、前。

八世道众，生师赵、积。

九世师赵，生思护、队。

十世思护，生扶奇、鉴、伍。

十一世扶伍，生富扬、送。

十二世富扬，生云晓、学。

十三世云晓，生玉珍、士纪、辛、仁。

十四世玉珍，生启南、翰。

十五世启南，生赞乙、诚。启翰生赞猷。

十六世赞猷，生树俊、瑞、鉴、儒、宗、德、柳。

十七世树俊，生杨文。

十八世杨文，生威煌、映、讲。

十九世威煌，生武题。

二十世武题。

9．韦明县支系
韦明县系韦善满第三子，干五裔孙，生于明末，康熙十五年，由于他有不寻常的

出走经历，从广西武宣至贵港山区隐居，至二十世纪 40 年代，经武宣县平田村韦志宽

历尽艰辛查询，才使武宣地有和贵港大王（煌）两地韦氏取得联系，终于团聚了。对

此，特把该世系分成两个支系加以介绍。

(1)武宣县地有村分支：

一世明县，生二子，胜期、元。

二世胜期，生韦明。胜元生韦考、禄、三、涞。

三世韦考，生韦宣。韦禄生占宝、明。韦三生韦胶。韦涞生韦狮。

四世占明，生韦望、章、行。韦胶生韦祖。韦狮生韦能。

五世韦行，生国位。韦祖生韦鉴。韦能生韦大。

六世韦鉴，生韦倒。韦大生韦潮。

七世韦倒，生国动、应。韦潮生国耳、佑、翻、南。

八世国动，生耀敏。国应生耀后、瑶、算。国耳生耀代、见、培、合。国佑生耀

等、念。国南生耀隆。

九世耀敏，生杨学、东、省。耀后生杨雅、伦、明、兰。耀瑶生杨浪。耀算生杨

汉。耀代生杨守。耀见生杨项。耀培生杨冈、罗、拉。耀合生杨柳。耀等生杨喜。耀

念生扬万。耀隆生杨承、题、品。

十世杨学，生威嫩、具、币、意。杨守生威祥、懒、低。



十一世威祥，生武斌、义、则。威懒生武服、立。威低生武销。

十二世武服，生邦轴。

十三世邦轴等。

(2)贵港大王（煌）村分支：

一世明县，生四子，茂隆、应、荣、远。（茂荣第四代孙育章移居蒙公乡乌苗村；

茂远居韦田屯。）

二世茂隆，生朝升、选等。

三世朝升、选。

四世士公。

五世志公。

六世廷公。

七世成公。如成昌生耀益（分居蒙公乡蒙公圩）、榜。成林养书尊。

八世耀榜，生杨万、翁。书尊生杨升、余、款。

九世杨翁，生威能、彬、赋、辉。杨升生威更、甜。

十世威能，生武文、抗、见。威更生武义。威甜生武东、礼、作。

十一世武文，生邦合、楚。武义生邦二。武东生邦庆、珑、慢、教、黑。

十二世邦庆等。

10.宾阳大桥乡韦氏支系
一世茂豪，生肇堂、庆、专、春。

二世肇堂，生韦孟。

三世韦孟，生玄成。

四世玄成，生钻然。

五世钻然，生赵帅、马帅、军帅。

六世赵帅，生韦昂、钻、笛、寿、余。马帅生有忠、社忠。军帅迁忻城。

七世韦昂，生韦郁、彦。

八世韦郁，生自休、君休。韦彦生佛禀。

九世自休，生国孔、容、顺。

十世国孔，生世文。国容生世贵。国顺生世明。

十一世世文，生展德、余、伍。世贵生展秀。世明生展贤、零。

十二世展德，生忠权、瑞。展秀生忠伦、纪。展贤生忠立、才、理、经一模。

十三世忠权，生映亮。忠瑞生映昌。忠伦生彦禄、森、贞。忠纪生彦庆。忠立生

映道、礼。忠才生映林、壁、日。

十四世映亮，生怀新。映昌生亦新、正新。彦禄生全道。彦森生载道。彦庆生抱



道。映道生讫新。映礼生松新、树新、在新、最新、致新。映林生乃新。映日生茂新、

殿新、用新。

十五世怀新，生其意、荣、贤、典、发。讫新生其高、意。

十六世其意，生以仁、义、辉文、英。其贤生以受。其典生以琼、业、田。其发

生以龙、凤。其高生以良、登、球、珠。

十七世以仁，生子标、尚。辉英生子玩。以受生子森、韦强。以业生韦振、彬。

以田生韦军。以龙生勇华、平。以凤生勇强。以良生子龙。

十八世子玩，生振山、海、龙。子森生瑞长、高。韦强生瑞伦、福。子龙生瑞辉、

雄。

十九世瑞辉，生钟安、全、强、往。

廿世钟安，生衍海。

廿一世衍海等。

11.宾阳六廖村韦氏支系
韦仲华支系经分枝彤成了宾阳大桥、新桥、芦圩；来宾浪塘；马山林圩甘且村；

贵州麻江等支系。下面介绍的是宾阳大桥六廖村韦全八支系。

一世仲华，生宗扬、全八。

二世全八，生光迪。

三世光迪，生茂康。

四世茂康，生就荣。

五世就荣，生礼继。

六世礼继，生上志。

七世上志，生相纯。

八世相纯，生吾田。

九世吾田，生韦员、颢、显、冥。

十世韦显，生佛寿。

十一世佛寿，生民望、童。

十二世民童，生韦球。

十三世韦球，生韦臣、增。

十四世韦臣，生韦裕、森。

十五世韦裕，生伟质、烈、全、珠。

十六世伟质，生朝荐、相、佑、仰。伟烈生朝林、山、尖、福。

十七世朝相，生廷英、耀。朝林生廷昌、龙、岗、彩。

十八世廷昌，生祖武、裕。廷耀生祖彰、善。



十九世祖武，生有鹏、田。祖彰生有盛、居。

二十世有鹏，生焕范、东。有盛生焕高。

二十一世焕范，生可深、燕、职。焕高生可建、爱。

二十二世可深，生学养、求。可建生学星、韶。

二十三世学养，生文斌、优、兴、贤。学星生文高、止。

二十四世文彬，生允龙、才、洪、豪、超。文高生允飞、武、三。

二十五世允飞，生武昌。

二十六世武昌等。

六、韦景武宗支

韦景武系山涛第六子，尊称千六。原住罗定司（今马山县兴隆街），授土司
[66]

官。

生四子，长男帝承生四子，分住那马司；次男帝接生五子，分住罗定司；三男帝祖生

二子，分住今马山县下旺村、敢花、兑韦、兑扬、百旁、六太、中林、白山街；四男

帝宗生五子，分住今马山县思明村、韦降村、白山街、龙头村。统计有男丁共 3000 余

人。

一世景武，生帝承、接、祖、宗。

二世帝接，生一承、世。

三世一承，生公兰。

四世公兰，生福象、赐、行、添、启。

五世福象，生云端、传、坚、表。

六世云端，生道仙、言。

七世道仙，生妙锦、胜长。

八世妙锦，生云智。

九世云智，生以南、通、顺、芳。

十世以通，生善和、义。

十一世善和，生有文、度、运、卯、广。善义生有亦、寸、缘。

十二世有文，生秀满。有亦生秀全、泰。

十三世秀泰，生上珠。

十四世上珠，生天华、云。

十五世天华，生大安。

十六世大安，生平星、希、浪、昌。

十七世平星，生保伶、望伶。

十八世望伶，生焕瑞、琪。



十九世焕琪，生绍德、亮。

二十世绍德，生韦敏。

二十一世韦敏。

1．马山下旺村韦氏支系
韦良保先祖原籍山东，宋朝时随狄青奉檄平侬智高有功，被绶右江道土巡检司

[67]
。

到明朝，良保因随沈总兵征战有功而绶下旺土司，并世袭定居东兰庆远府。其后由德

载、明扬、显威、天庆、隆德（隆德因年老多病，转职隆基）、圣环、圣珠、际铉（住

平果海城）承袭司职。明嘉靖七年际泰奉伯父命任下旺首城头（原下旺土官名。下旺

于明时称江州府）。由于该世系分枝较多，这里仅录良保世系中的下旺村支系。目前。

下旺韦氏总人口 600 余人，分布相对比较集中分布于下旺村。另下旺旧祠堂原有长联

一付，为：

朝始祖自有守奉檄平蛮几经汗马功劳只沐国思颂世守；

勉后人於当代著鞭拓土继续勤王勋业重光门第振家声。

而下旺韦氏的宗谱排辈顺均取中间一字，组成共二十字昭穆，即：

圣际廷汉仕尚继应鸣成有祖泽延长书香显丕振

一世良保。

二世德载。

三世明扬。

四世显威。

五世天庆，生隆德、基、英。

六世隆英，生圣环、珠、好。

七世圣珠，生际弦、泰、安。

八世际弦（居今广西平果县海城乡），生廷杰。际泰（住下旺村）生廷俊、俪。际

安（迁往那来村）。

九世廷杰，生汉流。廷俊生汉经、纶。廷俪生十二子，汉弦，纳、丝、绅、纬等。

十世汉流，生仕秀。汉经生仕弘、文、喜。汉纶生仕永、偶、祜、拔。汉弦生仕

劳、灿。汉纳生仕敏、敬、清、学。汉丝生仕优。汉绅生仕通、修、琳。汉纬生仕宽。

十一世仕秀，生尚礼。仕弘生尚志。仕拔生尚旗。仕芬生尚庆。仕敬生尚滤、惠、

升、恩、熙。仕清生尚福、寿。仕学生尚康。仕优生尚品、形、相、色。仕通。

仕修生尚能。仕琳生尚华、用。

十二世尚礼，生继勋。尚志生继武。尚旗生继雄。尚庆生继蛮、墨。尚滤生继义、

善、礼、尧、忠。尚惠生继业、康、传、业。尚升生继昌。尚恩生继宗、兴。尚福生

继封。尚寿生继可、德。尚春生继于、德。尚康生继臣、伦。尚相生继禄（迁马山古



零）。尚形生继祥。尚色生应偏、遒、绣、冠、康、球。

十三世继勋。生应辅。继武生应祥。继雄生应锡、隆、麟、明。继蛮生应未、锦。

继义生应跃、辉、荣。继善生应暖、烈、暄。继礼生应光。继尧生应宝。继忠生应熙。

继业生应德。继昌生应仁、科、新（邦办）、芳。继封生应豪、富、调。继臣生应华、

善、平。继样生应彬、丽。继禄（迁马山古零）生应试、宜。继冠（定居马山古零）

生应亚、中、偏。继康生应绣、世、奇。继球生应福。

十四世应辅，生鸣韶。应祥生鸣国。应锡生鸣羽。应隆生鸣杨、旅。应麟生鸣信、

笃。应明生鸣高。应未生鸣弼。应锦生鸣和、笙、簧。应跃生鸣勋。应辉生鸣楝。应

荣生鸣周。尖烈生鸣统。尖光生鸣宾、口、璋。应宝生鸣鸾。应熙生鸣玲、忠。应仁

生鸣弦、瑟。应新生鸣标、魁。应富生鸣亮、京、都。应调生鸣贵、连。应华生鸣琚、

环、球、立、德、达、就（迁上林）。应彬生鸣财。应丽生鸣芳。应宜生鸣流。应亚生

鸣放。应中生鸣敏、法、武。应偏生鸣文。应绣生鸣欢、桌、初。应试生鸣金。应奇

生鸣良、学。应福生鸣孝。

十五世鸣韶，生成材。鸣国生成森、焱、尧。鸣羽生成修、理、恩义。鸣扬生成

权、球。鸣旅生成弼、当。鸣笃生成香、方。鸣高生成仪、品、色。鸣弼生成编、堂。

鸣和生成贤、仪、育、名。鸣笙生成祥。鸣簧生成安。鸣勋生成象。鸣楝生成蛟。鸣

周生成熙。鸣统生成燧。鸣宾生成康。鸣口生成志。鸣鸾生成业。鸣玲生成章、英、

帆。鸣忠生成超。鸣弦生成辉、才。鸣瑟生成炯。鸣标生成彩。鸣魁生成楝。鸣亮生

成杰、史。鸣京生成立、卓、竹。鸣都生成纪、仁。鸣贵生成法。鸣琚生成邦、甲、

民。鸣球生成坚、铁。鸣立生成禧。鸣达生桂川、南、黔。鸣芳生成英、荣、宝。鸣

流生成习、生。鸣放生成金、仕。鸣敏生成华、刘、先、连、祖。鸣法生成周。鸣武

生成荣、棉。鸣文生成俊。鸣欢、桌、初等生成体、丹、水、海、田、福、山气鸣金

生成果、群、丛、林。鸣良生成慰、桃、奇。鸣孝生韦成。

十六世成材，生有谊。成森生有煌、辉、清、明。成焱生有常、香、竹、补。成

尧生有业、兴亮。成修生有志、能、仁。成理生有贵、道、华、川。成恩生有丰、富、

豪、杰。成义生有金、仕、嘉。成权生有规、康。成球生韦强、勇。成弼生有业、学、

英、良。成香生有民、诚。成方生有群、健、直。成仪生有喜。成品生有欢。成编生

有习、信。成贤生有恒：恭、尊。成仪生有为。成育生有典。成鸣生有序、俭。成祥

生有依。成安生有条。成象生有年。成蛟生有龙。成熙生有庆、文、德。成燧生有权、

乐。成康生有赞、朋、瑞。成志生有松。成业生有荣。成英生有元、余。成超生有祥、

贞。成才生有国、思、尚。成炯生有坤、伸。成彩生有方、芳。成楝生有先、涵。成

杰生有正、新。成史生有义。成立生有玲、忠。成卓生有玲。成竹生有逢。成仁生有

汉、和、奎、敏。成法生有德、狄。成甲生有连。成坚生有奉、珊、没、法、权。成



禧生有根。成欢生有雷、叶。成荣生有福。成习生有福、标、祥。成生生有礼。成先

生有谊。成连生有京。成周生有庭。成体生有宪。成丹生有尚、清。成水生有相。成

海生韦群。成田生韦猛、命。成福生有湖。成山生有绿、茵。成果生有红。成群生有

向、阳、周。成丛生自强。成林生有彬。成桃生韦伟。

十七世有谊，生祖福。有煌生祖标。有辉生祖统、仕、培、楚。有清生祖明。有

竹生祖送、全。有补生祖佗。有宁生祖考、瑚、强。有兴生祖象。有亮生祖亨、顶。

有志生祖庆、安、基、昭。有能生祖琳、琦。有仁生祖辉、善。有搏生祖坤。有华生

祖庭。有丰生祖引、宁、显。有豪生祖怀。有杰生祖禄、祜。有金生祖伟、荣。有规

生祖科。有康生祖纳、康。有业生祖经、乐。有民生祖魏、京。有诚生祖业。有群生

祖儒。有善生祖廉、寨。有习生祖武、烈、常。有信生祖训、道、义、丰。有为生祖

光、明、白。有典生祖克、福、难。有序生祖达、杰、伦。有俭生祖昌。有依生祖杨、

盛。有条生祖儒。有年生祖衫、裘、源。有龙生祖和。有庆生祖祯、德、国。有文生

祖勤、俭、孝。有德生祖基、荣。有乐生祖流、海、温。有赞生祖牡。有宗生祖开。

有荣生祖神、旭。有祥生祖项。有国生祖清、真、文、林、尊。有思生祖练。有尚生

祖口，有坤生祖通、禧、己、莫。有伸生祖志。有方生祖秋、顺。有涵生韦弘。有正

生祖彬、勋、学。有新生祖江、东。有玲生祖华、良、田。有忠生祖迎、蚊。有珍生

祖敏、亚、进、寿．显。有逢生祖厚、睦、实、朗、敦。有汉生祖化。有和生祖辛。

有德生祖珍、珠、宝。有狄生祖贵、祥，有向生祖儒。

十八世祖安，生泽潭。祖武生泽星。祖常生泽孝、忠、民、军、锋。祖道生泽富、

强。福义生泽旺。祖丰生泽昌。祖明生泽亮、斌。祖克生泽肖、开。祖福生泽国、仁。

祖难生泽映。祖儒生泽正。祖衫生志刚、强。祖裘生泽涛。祖源生泽状。祖祯生泽海、

翻。祖德生泽滕。祖国生泽楝、梁。祖勤生泽秋、夏。祖开生泽立、成。祖秋生韦周。

祖珍生泽年、茂、盛。祖贵生泽富。

十九世泽潭等“泽”字辈。

（资料由马山县韦杰、石华密提供）

2．宾阳和吉韦氏支系
韦福象子孙居住宾阳和吉良添上下村及黎塘镇一带。

一世景武，生二子，一承、一世。

二世一承，生公兰。一世生席盛、接、祖，宗。

三世公兰，生五子，福象、赐、行、添、启。

四世福象，生四子，云端、传、坚、表。

五世云端，生二子，道仙、言。

六世道仙，生二子，妙锦、胜长。



七世妙锦，生玄智。

八世玄智，生四子，以南、通、顺、芳。

九世以通，生二子，善和、义。

十世善和，生四子，有文、度、运、卯。善义生有亦、寸、缘。

十一世有文，生秀满。有度生秀泽。有运生秀君。有亦生秀全、泰、烦。

十二世秀泰，生上珠。

十三世上珠，生二子，天华、云。

十四世天华，生大安。

十五世大安，生四子，平星、希、浪、昌。

十六世平星，生保伶、望伶。

十七世望伶，生焕瑞、琪。

十八世焕瑞，生绍德、绍亮生韦春。

十九世绍德，生韦敏。

二十世韦敏等。

3．马山古零敢花屯韦氏支系
帝盛、帝接、帝祖、帝宗裔孙分居马山敢花、兑韦、乐梅、东林、下旺、兑杨、

东庄、弄梨、北梯、巴林、那勒、杨圩及武鸣罗波、府城、六洞、东甘、伏下、覃下

六韦、两江等地。伦往上接关系待考。

一世伦往，生公对、动。

二世公对、动，生法政等四子。

三世法政，生芝霖、雨、蕴、倜。

四世芝霖，生料胡。

五世料胡，生能政、藉。

六世能政、藉，生玉福、缘。

七世玉福、缘，生福邻、兆、进、真。

八世福邻，生韦合。

九世韦合，生文彰、相、选。

十世文彰，生志高、成矩、志、国志。

十一世志高，生梅光、贵。

十二世梅贵，生有明、彬。

十三世有明，生天星、降。

十四世天星，生克基。

十五世克基，生群英、杰英、惠英。



十六世群英，生迪奎、武、新、古、昭。惠英生典荣、专荣、显荣。

十七世迪奎，生科峰。迪武生文峰、学峰。迪新生志峰。迪昭生铁峰。迪青生兆

峰。

十八世科峰等。

4．马山杨圩兑韦屯韦氏支系
能籍后裔住马山杨圩兑韦电。海荣等往上与能籍断代关系待考。

一世海荣、世、京、养等住兑韦屯。海世生彦明、经、口。

二世彦明。以下失传五代。

八世永口。如永英、清、明、源、丰等。永英生振经、荣。

九世振荣，生汉财。

十世汉财，生德珍、林。德刚为永丰裔孙。

十一世德刚，生成东。

十二世成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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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抚使司，官署名。安抚使是中国古代官名，为由中央派遣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隋代曾设安抚大使，

为行军主帅兼职。唐代前期派大臣巡视经过战争或受灾地区，称安抚使。宋初沿之，为诸路灾伤及用兵的

特遣专使。后渐成为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明、清沿置安抚使司，设安抚使等官。

[2]土知州，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以当地世袭酋长为土官土吏的地方行政制度。主要设于湖南、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土官之名产生已久，一般认为肇始于元，而定制于明。明土州的等级及设

官如土知州、土州同知、土主簿等文职官，另有土巡检、土驿丞等。

[3]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卷》第 572 页载：“富挠之先（祖）自宋以来，踞有东兰、西兰两州，——富

挠之父晏勇仍踞东兰”。

[4]明洪武十二年(1379 年)，富挠派遣其弟钱保诣阙，上交所授印信及进贡方物。钱保匿富挠名，以己名上，

朝廷不察，以钱保知东兰州。钱保征敛暴虐，民不堪命。众拥富挠请广西布政司发兵相助，执钱保正其罪，

仍以其地归富挠。富挠复职后，奉旨封训大夫，御赐名贤顺。

[5]富挠子分居：万成居波豪，万亮居隘洞，万杰居高岭，万红居泗城，万卜居那地，万岩居凤山，万邦居

都彝同旁，万章苗孙迁宜州、都街、金城一带，万年前往贵州独山。

[6]据东兰土知州同知韦绍庶乾隆九年的奏章，继宗被谋杀身亡，该光祚承袭，于天启七年七月，奉分守右

江道丁副使给剳回州承袭，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到州署视事，办理兵粮，病故。子兆麟早故；子兆虎、兆象

等，因年幼，未能管理，有庶室杨氏所生光祀不勘协理州务，故公议详请光裕之子韦兆才协理代理州务，

兆羆袭职。

[7]据东兰土知州同知韦绍庶乾隆九年的奏章，因振声尚年幼，兹奉布政司批委族目韦绍庶暂理土知州同知

事务，接授印信管理，族目土民众心悦服。

[8]长官司，地方政权机构名，后只作为土官世袭的地方政权。长官司最高官职是长官正六品。

[9]巡检官，自宋以降，中央设立了锦衣卫，地方上则设立了巡检司。在各外地边疆少数民族府州县关卡要

塞的地方均建立了土巡检司，设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手下有差役和少量军队，负责缉捕盗贼。



在交通要道之处设立的巡检司则专门负责盘查往来奸细和贩卖私盐的人。

[10]文林郎——唐、宋文阶官之制，从九品上曰史林郎，金升为正八品，元升为正七品，明为正七品升授

之阶。清制正七品概为文林郎，惟吏员出身者称宣德郎。

[11]修职郎，文阶官名，是正八品和从八品文官的散阶，散阶是授予官职时同时授予的虚衔，像今天军衔。

[12]迁至安吉里村。

[13]圣聪为师发养子。

[14]佩发出继圣简。

[15]廷琛出继佩琛。

[16]韦熹出继廷琛。

[17]韦浩出继廷望。

[18]鸿喆出继那扼岭舅父。

[19]韦锦出继廷琛。

[20]执经出继韦信。

[21]任邦迁往云南省义宁县归朝乡。

[22]本邦出继治经。

[23]营邦出继载经。

[24]国寅迁往云南省义宁县归朝乡。

[25]国上迁往云南省义宁县归朝乡。

[26]国鸿迁往云南省义宁县归朝乡。

[27]国丰迁往云南省义宁县归朝乡。

[28]国麟迁往百色。

[29]韦福出继国懋。

[30]韦琚迁居田东林凤。

[31]韦绣迁居田东林凤。

[32]韦瑞迁居田东林凤。

[33]国史出继掌邦。

[34]韦中出继国恩。

[35]韦正出继国国均。

[36]毓模出继韦武。

[37]毓梧出继韦苍。

[38]毓桂出继韦禄。

[39]毓祥出继韦瀚。

[40]毓瑞出继韦爵。

[41]东生出继韦炳。

[42]敏德出继毓佳。

[43]以德出继毓岐。

[44]礼德出继毓灵。

[45]冽德出继韦吉。



[46]贤春出继毓光。

[47]长春出继毓繁。

[48]鸾春出继毓淮。

[49]英祥出继毓徵。

[50]宗俊出继有德。

[51]宗庆出继家殉。

[52]宗环出继家瓒。

[53]廷恩出继士杰。

[54]士丹出继品冠。

[55]可道和可其迁往龙州县。

[56]可德迁往龙州县。

[57]亚乾出继振声。

[58]庚有、培有、甲有、启光、启民、启能、启志迁往百色。

[59]世吉当兵去台湾。

[60]保瑞出继世兆。

[61]周伦以上失传 9代。

[62]瑞杰出继兆德。

[63]毓林出继瑞云。

[64]海德出继毓楠。

[65]宗杰出继镇朝。

[66]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

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

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宋王朝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部下和加封土酋为土官，

成立许多土州、县、洞。这些土州县洞，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等都与流官的州县

不同，故称为土司。司者主管其事，或官署之称。”（摘自黄现瑶著《壮族通史》）。

[67]巡检司为中国元朝，明朝与清代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该组织于元朝首创时，通常为管辖人烟稀

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除了无行政裁量权之外，也没有常设主官管，其功能性以军事为主。明朝依其例沿

用，不过佐以行政权力。晚清，中国人口大增，相对的县衙数量并无增多，于是次县级的巡检司在数量上

与功能上日渐增多，也多有通判等官职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