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迁桂海拓岭表 宗支瓜瓞延绵长

广西，战国时期，岭南称百越之地。公元前 214 年，秦王朝统一百越，在岭南设
置桂林、南海和象郡，其中桂林郡和象郡包括今广西大部分地区，民国初期省会是在
桂林，所以广西称“桂”由此而来。
省一级的行政建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秦朝称“郡”，唐朝称“道”，宋朝称“路”，
从元朝开始，才逐步改称为“行省”或“省”。各省的名称来源于不同的取义，有的以
省内有名的山川湖泊取名，有的则以坐落的地理位置命名。广西的名称则来源于宋朝
所建制的行政单位—“广南西路”，后简称广西路，这是“广西”名称的由来。
广西地处中国西南，北回归线横贯全区中部，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
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北连华中，背靠大西南。广西周边与广东、湖南、贵州、
云南等省接壤。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华南通
向西南的枢纽，是全国唯一的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区
域内聚居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民族。1958 年，
广西省改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中国和东
盟十国经贸合作的聚会地点，素有“绿城”之美称。
韦姓为广西大姓，发源地在河南境内，但自称韦氏已居彭城，即今江苏境内。其
早期的迁播情况大致如下：韦伯遐 24 世孙孟为汉初太傅，辞位后移居鲁国邹县；孟五
世孙贤为汉相，后迁杜陵。这就是说，早在汉代，韦氏就已经分布在河南、山东、山
西、河北等地了，而且有韦氏南迁。三国以后，韦氏盛于今陕西省境内。唐朝时韦姓
在陕西省境内得到了大举繁衍，以至盛唐时期的韦氏大多在陕西省。与此同时，也有
一些韦氏移居到今江苏、四川、安徽登地，多为京兆郡望的分支。韦氏的大举南迁却
是在晚唐以后。唐代以后，韦氏才遍及大江南北。总之，历史上的韦氏是一个典型的
北方姓氏。
元哲裔孙进入广西较早，可追朔到战国（公元前 221 年）前骆越、西瓯部族从黄
河流域游牧到岭南。
根据史书、志书和姓氏通书、族谱等资料记载，广西韦氏有两支。第一支，也是
最早最大的一支，即夏朝始祖元哲裔孙，秦、汉、唐、宋等朝从北方和中原大批南来，
开发广西，繁衍后代。如宋朝韦山涛随枢密副使狄青统军来桂，平定侬智高叛乱后，
韦山涛留 6 子及宗亲 1700 人于广西，这支留人多，仕官多，妻室多，子孙也多。如千
一韦景岱 20 世孙韦祖宏，土司，生子 24 个。如今韦山涛苗裔遍布八桂东南西北中各
市县。
史书、志书、族谱凡写有“土著”者，还应上朔至战国，春秋、西周、商朝，骆

越、西瓯族从黄河下游游牧到岭南（广西）定居的韦氏。第二支，汉朝韩信小子韩滢，
因父被害而改韦滢，密送南海，某朝始，其子孙西移，如今分居八桂一些市县。
2013 年，根据公安部人口姓氏统计的最新排名，新的百家姓排名为：
“王李张刘陈
杨黄吴……”超过 1000 万人的姓氏有 22 个。据广西自治区公安厅截至 2013 年 4 月 15
日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广西共有 2008 种姓氏，超过 100 万人口的姓氏有 14 个，其
中黄、李、韦、陈、梁这五大姓氏，人口总数就已经超过广西总人数的 31%。韦姓以
304.6 万人和 5.7%的人口比例位居广西第三大姓，居黄、李姓之后。
一、南宁韦氏
南宁，东晋大兴元年（318 年），从郁林郡分出晋兴郡，郡治设在晋兴县城即今南
宁，这是南宁建制的开始，距今已有 1680 多年的历史。唐朝贞观八年（634 年），唐太
宗定名为邕州，南宁简称“邕”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1314 年），中央政府为取南
疆安宁而定名，广西境内由“邕”改为“南宁”，南宁由此而得名。1958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成立，设南宁为自治区首府；至此，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南宁是广西第一大城市，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位于广西西南部，与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毗邻，是红豆的故乡，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着壮，苗，瑶等 36 个少数民
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南宁市常住人口为 666.16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为 344 万人。
南宁别称绿城、凤凰城、五象城，分别因市区一年四季树常绿、花常开和有凤凰岭、
五象岭而得名。
1．宾阳韦氏
宾阳县古为百粤之地。夏至周为荆州地，秦时属桂林邵所辖。汉武帝元鼎六年（公
元前 111 年）建领方县，为本县立行政建置之始。三国时代，本县为吴国属地。元兴
元年（264 年）改领方县为临浦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年）将临浦县疆域划分为二
恢复领方县，又予汉广郁地设等宁县，唐朝贞观五年（631 年）置宾州。清朝康熙以前，
仍沿明制，宣统三年（1911 年）改宾州为宾县。民国元年（1912 年）宾县改称宾阳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置宾阳县，宾阳县专区（后改邕宁县专区）1953 年 3 月起
为桂西壮族自治区（后又称州）所辖，1958 年 3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划归南
宁专员公署所辖（后改称地区），2003 年 6 月 27 日正式移交南宁市，为市辖县，治所
宾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宾阳县常住人口是 78.23 万人。
人们常说“宾阳韦、上林李”。“宾阳韦”意指宾阳韦氏在宾阳各姓氏中人数最多。
民国《宾阳县志·姓氏》载，1946 年全县姓氏 123 个，韦氏人数居首位。刘介编《广

西通志·1949 年》载：全邑有姓 130 余，族之巨者，韦、黄、张三氏，每姓丁口万余
人。1987 年 12 月出版的《宾阳县志·姓氏》记叙，1980 年调查，全县姓氏为 295 个，
按人数多少顺序排，韦、黄、张……韦氏人数也列前茅，主要分布于宾州、新桥、大
桥、古辣、露圩、黎明、和吉、黎塘、甘棠等乡镇。其中韦山涛裔孙有 127 个支系分
布于 163 个村屯，近 10 万人。在宾阳北街有韦氏（山涛）总堂。
宾阳各地《韦氏族谱》记载，始祖山涛公，京东东路（今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
人。北宋·皇祐四年（1052 年），携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 6 了，及宗
亲 1700 人的铁骑军，随枢密副使狄青到广南西路（今广西）宾州（今宾阳县），“元夜
三鼓夺昆仑”，打败侬智高，平定叛乱，维护地方治安和祖国统一，战后，祖留子及族
人宗亲等于广南西路戍边。山涛由皇上口封千岁。其长子景岱（千一）奉命领兵入都
彝哨招抚，初援木兰哨长，后题授木兰（今东兰）安抚司，辖平林、都铭、三旺及东
院、长江、武篆、凤山等内外 12 哨；二子景明（千二）授职庆远府长官司；三子景宗
（千三）授职思恩府那马土巡检；四子景福（千四）官封文林郎；五子景文（千五）
官封修职郎；六子景武（千六）驻罗定兴隆土司。韦山涛 6 子（包括族人）留桂戍边
守疆，安居乐业，子孙繁衍，为开发祖国南疆作出了贡献。
其中，千三景宗落业宾阳北街，妣唐氏、邓氏、徐氏，其后裔共形成了 48 个支系，
分布于思陇、邹圩、新宾、陈平、武陵、和吉、高田、洋桥等地。景宗因领唐氏及 2
子长期任职于思恩府，并在赴横州（今广西横县）公务中病逝，由于宾阳邓氏、徐氏
之产业无人照管，特让千四景福的第三子俸卿继承。于是俸卿的裔孙若干个支系也分
布于宾阳的一些村镇中。此外，千一景岱的 7 个支系，千二景明的 1 个支系，千四景
福的 49 个支系以及千五景文的 3 个支系，都在宾阳境内形成。
宾阳韦氏除了山涛世系外，还有别的世系。如早期唐澄州刺史韦厥裔孙的迁入；
明清战乱后为生计而自广西各地的韦氏迁入者。如韦妙怀，原籍广西武鸣县罗波乡六
塘村，迁居宾阳思陇长塘村后，子孙繁衍于思陇乡以至邕宁金陵镇等地；江西、湖南、
广东的经商者中也有不少韦氏能人落籍宾州。
根据 198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
述：千一韦景岱裔孙分居太守、思陇、新桥、芦圩、武陵、洋桥等 6 个乡镇。千三韦
景宗裔孙分居思陇、河田、武陵、新宾、宾州、芦圩、邹圩、和吉、黎明、黎塘、高
田、陈平、太守、新桥、大桥、洋桥等 16 个乡镇。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居邹圩、宾州、
大桥、黎明、露圩、古辣、武陵、中华、思陇、新桥、太守、陈平、洋桥、河田、黎
塘、王灵等 18 个乡镇。千五韦景文裔孙分居宾州、大桥、芦圩、中华、黎塘、黎明、
洋桥、和吉、古辣、甘棠、河田、新桥、武陵、新圩、双桥等 15 个乡镇。千六韦景武
裔孙分居和吉镇。

1998 年，景岱、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公后裔扎根宾阳，已 11.58 万多人，分
居全县 23 个乡镇 349 个自然村（圩）。其中：陈平乡约 2610 人，分居 22 个村；高团
乡约 4640 人，分居 19 个村；思陇镇约 7990 人，分居 42 个村；太守乡约 2990 人，分
居 19 个村；新桥镇约 4000 人，分居 10 个村；宾州镇约 3820 人，分居 10 个村；芦圩
镇约 1620 人，分居 10 个村；河田乡约 2300 人，分居 9 个村；新宾镇约 10530 人，分
居 6 个村；新圩镇约 1650 人，分居 4 个村；邹圩镇约 7760 人，分居 30 个村；大桥镇
约 16720 人，分居 18 个村；武陵镇约 3300 人，分居 14 个村；中华镇约 2110 人，分
居 7 个村；古辣镇约 9060 人，分居 24 个村；露圩镇约 5220 人，分居 18 个村；甘棠
镇约 5460 人，分居 32 个村；黎塘镇约 6560 人，分居 11 个村；黎明镇约 6460 人，分
民 23 个村；双桥乡约 480 人，分居 2 个村；王灵镇约 320 人，分居 2 个村；和吉镇约
6550 人，分居 15 个村；洋桥镇约 3600 人，分居 7 个利。1998 年，全县韦氏 11.58 万
人，占全县 91.50 万人的 10.26%；分居 349 个自然村（圩），占全县自然村（圩）的
20.30%。
以下是按支脉分述：
景岱公 （千一公）落藉东兰，苗裔迁居宾阳县 17 个自然村，约 2100 人。
太守乡

水川、六农、六耀、谭齐、六河、六旺、六侯、秀英、六廖、新安、高

田等村和太守圩。
思陇镇

细六六村

新桥镇

六耀村

芦圩镇

高田村

武陵镇

横岭村

洋桥镇

洋桥圩

景宗公（千三公） 初落籍思恩府（今武呜县），后迁宾州（今宾阳县）北街定居，
苗裔分布宾阳的有 122 个自然村，约 3.84 万人。
思陇镇

长塘、贯田山、站塘、谭青、谭冰、那赖、六田、六黄、东江、六阉（外

门内七字）、蒋屋等村和思陇圩。
河田乡

上孟、茶喜、古例、六进、龙骨、六柿等村和河田圩。

武陵镇

新佑、孔雀、六里、枧村、六蒙、新六丁、背西内村、背西外村和武陵

新宾镇

勒马、新勒马、拱搪、三把、红坭等村和新宾圩。

宾州镇

北街、三联街。

芦圩镇

宋村、石村、武岭、塘山等村和芦圩。

圩。

邹圩镇莲塘、白石、老白石、务柳、下里、雨蒙、韦兴、塘鸦、上横岭、下横岭、

南门、大江新村、木棉、三和、沙江、塘洪、弄排、盘鱼老利和邹圩。
和吉镇

良伞、马罗、叠子、鸦乌、北罗、驼山等村。

黎明镇

李乐村。

黎塘镇

老罗要和黎塘圩。

高田乡

上枫、和平、松塘、六表、洋塘、小康、江堪、六格（上面林下面田字）、

佛韦、六凌、王社、高韦、新阳、同琼、马六、（上面林下面田字）蕾伍、六罗、那房
等村和高田圩。
陈平乡

旧地、六栋、庙面、大平、灯盏、竹根、那国、韦就、那逢、南洋、布

那、上松关、高峰、白石、金坑、长田、耀屋、亚陵等村和陈平圩。
太守乡

邦东、六逢、六廖、谭盛、那龙、那龙新村等村。

新桥镇

竹匠、绿苑、六掘、大庄、甘村、黄村等村和新桥圩。

大桥镇

凤山、新桥等村。

洋桥镇

那谢村及洋桥圩。

景福公 （千四公）初落籍上林县万嘉乡云泉村，后迁宾州北街定居，苗裔分布宾
阳的有 142 个自然村（圩），约 3.63 万人。
邹圩镇

友运、韦屋、石牛、六新、木棉、王筱、社岭、中村、桐油、地久等村。

宾州镇

北街、仁爱街。

大桥镇

六廖村。

黎明镇

欧阳、果我、梁村、新梁、沙古、独河、黄茶等村。

露圩镇

下富、欧村、田僚、那洪、马头、罗管、上学、王里、谷埠、长运、均

圩、平旺、六思、平浪、平塘、库利、罗村等村和露圩。
古辣镇

大劳、四季、福龙、新良、平风、小满、闭村、平南、小陆、大陆、潘

元、马户、新里匠、广村、下莫、六窑、军屯、洋额、官塘、北罗等村和古辣圩。
新圩镇

上国、下国、平塘等村。

甘棠镇

西边、罗西、金圭、韦覃、上韦、下韦、那洪、那洋、乌石、新旺、浪

心、那俐、
（上面林下面田字）蕾合、合庄、旺盛、那妙、赤黎、中间坡、石壬、木塘、
那河、长滩、那冷、连细、田陈、民主、罗维、旺龙、那宁、民主、大田等村和甘棠
圩。
武陵镇

六蒙、蒙塘等村。

中华镇

里匠、背西外、背西内、里匠新村等村和中华圩。

思陇镇

龙庆、古棉、老余、新余、淋罗、谭联、淋五、北良、吊塘、谭秀、那

周、诗塘、天田、新庆、平田、花根、同平、六良、廖田、六周、六六、上里、樟木
平、那贵、岭岗、六进、高新、谭乐、马蛉、老圩等村。

新桥镇

大仙圩。

太守乡

新安村。

陈平乡

大平、竹根、横片等村。

洋桥镇

莲塘、桥王村和洋桥圩。

河田乡

六这村。

黎塘镇

老罗、李仁村及新圩。

王灵镇七新横岭树及王灵圩。
景文公 （景寿、千五公）落藉宾州（宾阳）潘山村，后裔分布宾阳 64 个自然村、
约 35330 人。
宾州镇

北街、太平街、新街。

大桥镇

陈撰、雅庞、洋塘、新洋塘、福寿、大庄、炒豆、六廖、磨道、新磨道、

谷塘、水瓜、马村、滑石等村和大桥圩、廖平圩。
芦圩镇

吴村。

中华镇

文基、宣村。

黎塘镇

潘山、琴塘、清平、里仁、常安等村和黎塘圩。

黎明镇

欧阳、清草、陈树、韦垌、六廖、六绿、塘村、黄茶、果招、果我、六

方、夏黄、良缘等村。
洋桥镇

谭葛、朱武等村。

和吉镇

亚欧、洋塘、北罗、大邦、三王、茶表、连花等村。

古辣镇

大塘、下莫、平南、潘元等村。

甘棠镇

甘棠圩。

河田乡

凉水村。

新桥镇

新桥、大庄等利。

武陵镇

杨山村和武陵圩。

新圩镇

里村。

双桥乡

那昂村及双桥圩。

景武公 （千六公）

袭兴隆、苗裔迁居宾阳 4 个自然村，今约 2800 人。

和吉镇妙岭、良缘、沙子、朱木等村。
在宾阳韦氏中，爱国人士韦君平(1901-1980)宾阳镇北街人，广西区政协一、二届
委员；韦同芳(1900-1984)，字干英，宾阳大桥乡陈撰村人，爱国华侨，曾在印尼雅加
达出版诗集《晨风小唱》（1981 年），现侨居澳大利亚。
2．上林韦氏
上林位于广西中南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置桂林郡。唐朝武德四

年（621 年），析领方县置上林县，属南方州（后南方州改称澄州）。县治设上林洞口（有
上洞、下洞）的上洞（“上”系壮语“洞”的近音，
“林”系壮语“水”的谐音，
“上林”
意为有泉水流出的洞），故此得名。永淳元年（628 年）11 月，县人岭南大首领[鹣]州
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办撰《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颂》，刻碑于
文通村麒麟山圣书庙后岩内（今属洋渡村，为广西区重点文物保护）。咸丰七年八月初
八日（1857 年 9 月 25 日）李锦贵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县城，改上林县为澄江县。同治元
年（1862 年）复改为上林县。民国 15 年（1926 年）废道，直隶广西省政府。民国 29
年（1940 年）划属武鸣行政督察区。民国 31 年（1942 年）并区，属广西省和第四专
区。解放后，上林县初隶南宁专区专员公署。1951 年改属宾阳专区。1956 年，桂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直隶自治州。195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改属南宁专区员公署，
1971 年属南宁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8 年冬，上林县、宾阳县合并，改称宾林县。翌
年夏，上林、宾阳分开，恢复上林县建置至今。2003 年 6 月 27 日，上林县并属南宁市
管辖。治所大丰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上林县常住人口有 34.36 万人。
民国 22 年（1934 年）《上林县志》载，全县共有 148 个姓氏，韦姓较多。刘介编
《广西通志稿》
（1949 年版）称：上林“韦氏之族，原籍山东邹县。始祖韦厥，韦玄成
裔。初唐刺澄州，子孙蕃盛，行而散居上林、宾州、武篆诸县。今其祠主题，敕封忠
义候。子曰金轮、银轮。金轮称二世祖，银轮称次世祖。又思陇之族，分三支：一、
七冬，祖名源深。二、十冬，祖名永全。三祥堂，祖名留经。俱有昭穆可考。具巷忠
邦光村韦氏，原籍山东青州，随狄青南征。始居宾州，其裔再行上林。”当年统计，该
县共有姓氏 154 个，韦氏为第 11 姓。
1989 年 5 月出版的《上林县志》记载：
“上林县壮、瑶二族古代无姓氏，最早见于
唐碑所载的韦敬办。”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58 个。“从整
个县来说，诸姓之中，李、韦、黄是大姓”，“而以民族论姓，壮族中以李、韦、黄、
蓝、覃、卢、周、蒙、何等姓为大”。
上林韦氏源自唐代。始祖韦厥，唐高宗永徽三年武进士，京兆堂裔孙，敕封忠义
候。南唐武德七年（624 年）曾率其子及部属奉旨征剿粤西。因“持节压伏生蛮，开拓
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古“澄州”即今上林澄泰。韦厥裔孙除了分布于上林之外，马
山、武鸣、宾阳亦有其后裔。
上林韦氏又是韦敬办的后裔。韦敬办又作韦敬辨、韦敬辩。壮族先民俚僚人酋长、
澄州（今广西上林）大首领，生卒年不详。曾任都云县令、廖州刺史。唐永淳元年（682
年），曾用汉文夹杂个别方块壮字以骈体文在今上林县龙麟山圣书庙后一个岩洞的石壁
上书写了一块名为《六合坚固大宅颂》的摩崖碑；神功元年（697 年），他的同宗和下

属，廖州属下无虞县令韦敬一又在今上林县白圩智诚洞的崖壁上书写了一块名为《智
诚峒》摩崖碑。二碑文经石匠镌刻在石壁上，至今明晰可认，是最早的壮族知识分子
遗存笔迹。
宋，山涛 6 子留镇广西，有千一、千二、千三、千四的 63 个支系在上林县境，约
4 万余人。韦山涛支系，千一韦景岱苗孙分居白圩、巷贤、西燕、澄泰和太平等乡镇。
千四韦景福苗孙分居白圩、巷贤等乡镇。千五韦景文苗孙分居大丰、明亮等乡镇。
《广西壮族地名选集》称：上林县百红村排邑屯，明崇祯元年（1628 年）由东兰
韦氏迁来镇圩，又迁到了这里。今已有 90 户、400 人。上林县六坡村板江屯，清乾隆
46 年（1781 年）也是由东兰韦氏迁入，今有 100 户 560 人。
根据韦昌富供稿称，元年山东历城韦田宏（系韩车后代，韩车至历城而改用韦姓）
迁上林六秀村，其子孙除了上林，在灵山、横县一带都广为分布。
3.横县韦氏
横县地处广西南部，郁江中游。秦为象郡地、桂林郡地。晋太康七年（286 年）始
设县。唐设简州，贞观八年（634 年）又更名为横州。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宁浦
县，并入横州，属广西布政司浔州府所辖。洪武十年（1377 年）降州为县，改横州为
横县。洪武十三年恢复横州。民国十年，横州改为横县，属南宁道所辖。1952 年撤永
淳县，将其所属峦城、六景、良圻、平朗、石塘等区划归横县管辖，属南宁专区。2003
年撤南宁地区，横县划归南宁市管辖。治所横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横县常住人口有 86.30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稿》载：横县于“清代称盛者，为陈、吴等六姓，钟、
韦等七姓次之。”而永淳县之“韦氏之族，明初来自青州，丁口今四千有余”。
1989 年 10 月出版的《横县县志》记载，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该县共有姓
氏 194 个，韦姓人数最多，其次是黄、李、张、谢等姓。韦姓主要分布于马山、平马、
附城、陶圩、双桥、板路、良圻、灵竹、石塘、云表、镇龙及六景、南乡等乡镇。其
中千三有 4 个支系、千四有 53 个支系、千五有 2 个支系以及千六次子的裔孙，与世繁
衍。如横县云表大塘村、良圻红花村韦氏由宾阳古辣镇大塘村迁入，是千五裔孙韦吃
的子孙；韦妙真从宾阳白石村迁至横县六景镇小王村；千三继子俸卿的后代韦文章分
支后迁至横县六景镇西洲村等等，都是佐证。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载：
千四韦景福苗裔分布百合、石圹、校椅、陶圩、平马、莲圹、云表、峦城、南乡、那
阳、灵竹等 11 个乡镇。千五韦景文苗裔分布镇龙、石圹、云表、灵竹、良圻等 5 个乡
镇。
该县韦氏的另一个重要支系则是从上林迁来的田宏世系裔孙，据韦昌富统计，灵

山、横县该支系人数约 5 万余人。
广州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韦云卿(1873-1911)，原名有力，横县石塘乡高石村
人。
4．武鸣韦氏
武鸣地处广西西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增食、领方 2 县。三国为临浦、怀安 2
县。晋南北朝为晋兴县、增翊县。隋开皇元年（581 年）置武缘县，后并入岭山郡。唐
复置武缘县。民国二年（1913 年）置武鸣县。1939 年 2 月，设武鸣行政监督区，区治
在县城，辖武鸣、都安、平治、果德、隆山、那马、上林、宾阳八县。1948 年将原广
西第四区管辖的武鸣、上林、隆山、那马、果德、平治、都安、隆安划出设置第十一
区，区署武鸣。解放后，先后属广西武鸣人民专员公署、武鸣专区、南宁专区、宾阳
专区、邕宁专区、南宁专员公署辖。1958 年 12 月，与隆安县合并为武隆县，次年 5 月
复分为武鸣县，属南宁地区辖。1983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批准武鸣县划归南宁市辖。
治所城厢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武鸣县常住人口有 54.45 万人。
《广西通志稿》
（1949 年版）载：武鸣“韦氏之族，系派不一，一系出宾州，始祖
仲容，韦景文之子，宋代迁来，今有百余户。一系出山东益都，始祖松柏，宋代迁来，
其裔散居东区，今 300 余户。一系始祖韦昊，凡鸣山脚下，下由、杨圩、雷圩、两江、
龙田、和圩、小陆、马头诸韦姓，皆其后裔。现有千余家。此族自明已盛，中乡式者，
明代五，清代三。”在当年统计的全县 85 个姓氏中，韦姓排第七位。
据资料，武鸣韦氏族源有三：一为京兆堂韦厥裔孙，其代表有韦鸿思家庭世系，
明·弘治（1488-1505 年）年初由上林县迁来，分居太平乡文谭村，已繁衍 12 月房、
23 代；①韦文聪世系，分居文育村，已繁衍 23 代；②韦宥柏世系，分居文筆村，已繁
衍 22 代。二为韦三绝裔孙，由南京北直禁迁来；三为韦山涛裔孙，包括千一景岱的后
裔韦继权、韦文全子孙迁居灵马，子孙繁衍 20 代和 13 代。千三的 12 个支系，千六的
8 个支系等。再者，
“一系出宾州，始祖仲容（荣），千五韦景文 3 子，宋代迁来，今百
余户。一系出山东益都，始祖松柏，宋代迁来，其后裔散居东区，今三百余户。一系
始祖韦昊，凡呜山脚下，下由、杨圩、雷圩、两江、龙田、和圩、小陆、马头韦氏，
皆其后裔，现有千余家。此族自明已盛，中分二者，明代五，清代三。”
清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韦天宝及著有《今是山房吟草》
《今是山房吟余琐记》的作者
韦丰华等均是武鸣人。
5．南宁市区韦氏
南宁地处桂南，始建州郡于公元 318 年的东晋时期，唐贞观八年（634 年）称“邕
州”，其间州、县治均在邕州。汉属交州，晋为晋兴郡。唐属南晋州、邕州。元至十六

年（1277 年）邕州改邕宁路。元朝泰定元年（1324 年）改为南宁路。“南宁”由此得
名，亦简称“邕”。明、清两代置南宁府及宣化县治。民国二年废府改南宁县名同时废
止，次年易名邕宁县，1911 年至 1936 年曾为广西省会所在地。1949 年 12 月 4 日南宁
解放，建为省辖市，称为南宁市（邕宁县治迁往蒲庙镇），1950 年复为广西省会。1958
年 3 月 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南宁市为自治区首府。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宁市兴宁区、青秀区、江南区、西乡
塘区、良庆区常住人口分别是 39.88 万人、70.97 万人、56.80 万人、115.62 万人、34.48
万人。
南宁市（含各区）韦氏目前记载的至少有三支系，即西乡塘区罗文村为千一支系；
千五 4 个支系分布在亭子乡一带；山东历城韩改韦韩车裔孙田宏之系则分布于安吉乡
一带。
按《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韦山涛这一支。千三
韦景宗苗裔分居九塘、三塘、安吉、浦庙、四塘、五塘、长塘、良庆、那洪、伶俐、
百济、新江、那楼、那陈、吴圩、延安、那马、南晓、南阳等 19 个乡镇。千四韦景福
苗裔分居良庆、安吉等乡镇。千五韦景文苗裔分居西乡塘、安吉、亭子、金陵、双定、
那隆等乡镇。其中，在西乡塘区仁义村有上韦坡（1 个队）、下韦波（3 个队），居住的
韦氏人口 1000 多人。
清末广西南宁人韦云清（卿），光绪三十一年入清军当兵，第二年参加同盟会。曾
参加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后在广州起义中进攻两广都督时被俘殉难，为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之一。
6.邕宁区韦氏
邕宁地处广西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属郁州郡地。三国为临浦县地。东晋太兴
元年（318 年）设晋兴县。南北朝沿用。隋大业三年（607 年）改称宣化县。唐五代十
国为宣化县、朗宁县、封陵县。宋元明清为宣化县。民国三年（1914 年）改设邕宁县
至今。1983 年 10 月，邕宁县划归南宁市，为市辖县。经国务院批准，2005 年 3
月，南宁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邕宁县，设立邕宁区至今，治所蒲庙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宁市邕宁区常住人口是 25.97 万人。
宋以后，千三景宗有 34 个支系分布于三塘、四塘、九塘、良庆、蒲庙、那楼、南
阳、新江、百济、南晚、吴圩等地。
7．隆安韦氏
隆安地处广西西南部，右江下游。秦属象郡。汉为增食县。晋、南北朝属晋兴郡。
隋为宣化县（今南宁）。唐乾封元年置思龙县。宋、元为宣化县。明嘉靖十三年(1533
年)始置隆安县。1958 年 12 月与武鸣合并为武隆先，1959 年 5 月复置隆安县至今。

1958-2002 年隶属原南宁地区，2003 年划入南宁市管辖。治所城厢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隆安县常住人口是 30.02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稿》（1949 年版）记述：隆安县“黄、李、梁、周为大姓，马、
陆、陈、林为著姓，刘、余、潘、何亦称盛族。”除前述十二姓外，尚有罗、韦诸氏共
38 姓。当时，在统计的全县 56 个姓氏中，韦姓居第 14 位。1993 年 3 月出版的《隆安
县志》记载，到 1985 年调查，全县共有姓氏 147 个，韦姓仍居第 14 位，主要分布于
丁当、乔联、杨湾、万朗、上孟、龙礼、爱华、南圩、那桐、都结、布结等地
马山地处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汉为郁州郡地。唐为思恩州。明设那马、罗定、
兴隆、白山、古零土司。清除开那马土司升厅以外，其余依故。民国元年(1912 年）置
那马县，民国四年(1915 年)置隆山县。1951 年 7 月 1 日由那马、隆山合并改置马山县
至今。2002 年 12 月 23 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南宁地区，马山县于 2003 年 6 月 27 日正
式划归南宁市管辖。治所白山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马山县常住人口是 39.09 万人。
《广西通志稿》（1949 年版）载：“隆山县（马山县）邑之大姓，为韦、黄、蓝三
氏。韦氏丁口二千四百有奇。一部为土族，一部系土官之裔，为汉族。如兴隆土官韦
贵，籍山东邹县，即汉人也。”
宋以后，韦山涛支系，千一景岱在马山兴隆、周鹿、林圩等有 5 个支系；千三景
宗在片联、古陵等地有 4 个支系；千四景福在马山有 2 个支系，分居马山各镇；千六
景武在古灵乡、杨圩乡、上龙乡一带有 13 个支系。祖源均来自山东。其中包括后周（正
祥）有东兰迁入上林后，有一支子孙分布于马山白山街；韦大任子孙分布在马山县林
圩乡兴隆、黄璠村、林屯等。韦贵生 2 子，大儿韦芦号东平，子孙分布在林圩乡兴隆
村、巴沓村。二儿子韦金号怀平，子孙分住兴隆、兑位、玉贵、甘豆、塘七、坡楼。
马山片联乡韦氏从贵县桥站村迁来，是千四后裔韦应朝的子孙。此外，马山县还有不
少韩改韦支系分布。
二、崇左韦氏
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北回归线以南，地理坐标在北纬 21°36′
-23°22′，东经 106°33′-108°6′之间。秦属象郡地。汉为临尘、雍鸡县。三国属
临浦县地。晋至南北朝属晋兴郡地。唐至五代十国为太平、左州、思明三州地。宋皇
祐五年（1053 年）置崇善县及江州、左州、罗白县。元明清沿用。1912 年左州改 1918
年罗白、江州并入崇善县。1951 年崇善、左县合并为崇左县。l958 年并入扶绥县。1962
年复设崇左县。崇左县原为南宁地区公署的一部分，于 2003 年 8 月 6 日正式挂牌成立。
崇左市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及东南部接南宁市、钦州市，北邻百色市，辖江

州区和扶绥、大新、天等、龙州、宁明 5 个县，代管县级凭祥市。其中西与西南部的
宁明、龙州、大新、凭祥四县市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 533 公里，是广西边境线陆路
最长的县。总面积 17440 平方千米。有国家一类口岸 3 个，二类口岸 4 个，边民互市
点 13 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市总人口 234.77 万，常住人口 199.43 万，其
中壮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8.11%。
1.大新韦氏
大新地处广西西南边疆地区，西与越南毗邻。秦属象郡。汉至三国为临尘县。晋
至南北朝属晋兴郡。隋属郁林郡。唐至五代十国为养利州、万承州、万形州、波州。
宋波州、万形州置太平州、安平州和下雷州。元明清沿袭。民国为养利县、万承县和
雷平县。1951 年由养利、万承联合县与雷平县合并为大新县。1958 年与天等县合并称
新英县。1959 年复原两县至今。2003 年 8 月 6 日崇左市成立后，归于崇左市管辖。治
所桃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大新县常住人口是 29.66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大新县（万承县）罗、刘、周、吕、古、谢、
吴、曹、王、林、邹、韦、霍、翟、杨、庞、彭、龙诸姓，韦姓排第 12 位。人口数百
人或数十人不等，原籍及始迁均无考。1989 年 3 月出版的《大新县志》载：据 1980 年
的调查，该县共有 137 个姓氏，韦姓排第 17 姓，主要分布在昌明乡、新振乡一带。
2．天等韦氏
天等地处广西西南部。秦属象郡。汉至三国为郁林郡。晋、南北朝为晋兴郡。隋
复属郁林郡地。唐五代十国，划入羁縻州。宋建隆四年（960 年）始置镇远土州、结安
土州、向武土州、都康土州、上映土州、茗盈土州、全茗土州及龙英峒、佶伦峒、结
安峒、都结峒等，属左江道。元、明、清峒改为土州。1916 年改土归流，全茗、龙英、
茗盈三土州合置龙茗县，结安、镇远、结伦、都结四土州组建成镇结县。1917 年向都、
都康、上映合并置向都县。1951 年 6 月，镇结县与向都县合并为镇向县，9 月，镇向
县又与龙茗县合并为镇都县，县治添等镇。1952 年镇向又与龙茗合为镇都县，后因镇
都含贬义，转写成“添等”壮话地名（当地壮话“添”指石头，“等”指竖立），后谐
音为“天等”。1957 年 4 月，改名为天等县，添等镇亦改称天等镇。1959 年 1 月至 4
月，天等、大新县一度并为新英县，后改为龙茗县。1959 年 5 月撤消龙茗县，复称天
等县至今。治所天等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天等县常住人口是 33.08 万人。
1949 年初统计，仅镇结县就记有韦氏丁口约千余人。1991 年 3 月出版的《天等县
志》载：1980 年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10 个，韦氏居第 35 位，韦山涛支系，千五韦景
文裔孙韦日健居住上映乡福宝屯。

3．扶绥韦氏
扶绥位于广西西南部，地跨左江两岸。扶绥县春秋战国以前为古骆越民族居住地，
从秦代开疆，属桂林郡地。汉代属郁林、合浦郡地。隋代，属宁浦郡宣化（今邕宁）
县地。明属新宁州和罗阳县。民国为扶南、同正、绥缘三省地。1951 年三县合并为扶
绥县。1959 年 1 月扶绥县与崇左县合并称左江县，后改名为崇左县。1962 年 4 月复置
扶绥县至今。治所新宁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扶绥县常住人口是 37.91 万人。
扶绥县韦氏，主要分布于扶南、长和、四和、中东、东罗、东门及岜盆、渠旧、
渠黎、柳桥、山圩、昌平一带。
4.江州区韦氏
2003 年 8 月 6 日崇左市成立，原崇左县辖区变为江州区，治所太平镇。
1994 年 10 月出版的《崇左县志》载：“全县共 l75 个姓，韦氏居第 9 位，居住分
散。”东汉为马援平定岭南，就有韦氏随征落藉左江地区。北宋皇祐五年(1053 年）狄
青南征，部队来自山东，后由其部属(含韦氏)分领江洲、左州、罗白、崇善等地并世
袭土官。明清以至民国，亦有自广东、福建、江西韦氏移居。1958 年有韦山涛子，千
四韦景福裔孙韦妙应的 14 世孙韦燕彩、韦红彩、韦庆彩等 10 兄弟从浦北县大成镇宝
鸡村迁江州镇浦升村定居。根据韦纬组资料：书法奇，祖藉山东，世居崇左县驮卢镇
社瓦村水口屯，子孙繁衍己 10 代。又据韦榕资料，韦光，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年）已在崇善（今崇左）县梨山村居位，繁衍 13 代、17 支。
据族谱记载，崇左县雷州乡陇桑村韦氏之先祖韦光于清顺治年间从崇善县梨山村
先迁至崇善罗阳之地楞凉村，后又迁崇左县雷州乡陇桑村，迄今已三四百年历史。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江洲区常住人口是 31.67 万人。
崇左县韦氏主要分布于那龙、雷州、驮卢、左州、太平一带。
5．宁明韦氏
宁明地处广西南部边陲，与越南毗邻。秦属象郡地。汉为临尘、雍鸡县。唐置羁
縻思明州。宋置永平寨。元改思明路。清雍并镇南、思乐两县为宁明县至今。治所城
中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宁明县常住人口是 33.71 万人。
明史载，永乐四年（1406 年）敕封韦延寿为思陵（今宁明县）州知州。正统元年
（1436 年）韦成袭，成化十四年（1478 年）韦昌袭，正德三年（1508 年）韦伯勇袭，
宁明韦氏与其相关。家谱有宁明思陵土州韦氏家谱。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该县 149 个姓氏中，韦氏为一般姓氏，主要
分布于桐棉乡一带。”宁明韦氏外迁“多来自广东，闽、赣诸省亦有之。”

1988 年 6 月出版的《宁明县志》载，该县姓氏仍为 149 个，韦姓为一般姓氏。
6．龙州韦氏
龙州位于左江上游，地处广西西南边陲，西与越南接壤。秦属象郡。汉属交趾郡
雍鸡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龙州。元大德三年（1299 年），升龙州为万户府，属
太平路。明洪武二年（1369 年）降龙州万户府为龙州。民国二年（1913 年）置龙州县，
1937 年龙州县更名龙津县，1951 年 5 月设龙津、上金联合县、后改为丽江县。1952 年
8 月改名为丽江县，隶属崇左专区。1955 年复改名龙津县。1958 年 12 月，宁明县、龙
津县、凭祥市合并为睦南县，县政府驻凭祥镇。1959 年 5 月 10 日，复分为宁明县（凭
祥市属宁明县）、龙津县。1961 年 12 月 31 日恢复龙州县名至今。治所龙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龙州县常住人口是 22.18 万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出版的《龙津县志》载：龙州县共有姓氏 70 个，韦姓为
第 16 位。
1993 年 3 月出版的《龙州县志》记载，1985 年龙州县有姓氏 147 个，韦姓居第 18
位，为一般姓氏。
龙州水口乡峒桂村韦荣昌，字善荣，花名韦老曲，民国初年任湘桂军第一军总司
令兼前敌总指挥、广西省边防军司令等职，他统军到宾阳县参加总堂秋大祭，并捐白
银 2000 文，修理韦氏总堂。1921 年解甲归里。
7．凭祥韦氏
凭祥地处广西西南边陲，西南部与越南接壤，为中越交通要道。秦属象郡地。汉
为雍鸡县。三国至西晋，属郁林郡临浦县地。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属郁林郡晋城县地。
隋属宣化县地。唐代始设置羁縻石西州，州治今上石镇。宋皇祐五年（1053 年）置凭
祥峒。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凭祥又改设镇。永乐二年（1404 年）五月，凭祥镇升
为凭祥土县。成化十八年（1432 年），因镇夷关（今友谊关）为左江流域要害之地，故
被提格为土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宣统二年（1910 年）凭祥土州改流置凭祥厅。民国
二年（1913 年）凭祥改为县。1951 年 5 月，宁明、明江、凭祥三县合并为镇南县。1952
年镇南县与思乐县并为宁明县。1955 年 7 月，划凭祥为县级镇，与宁明县分治。1956
年 11 月 16 日，凭祥镇改为县级市。1958 年 12 月，宁明县、龙津县、凭祥市合并为睦
南县，县政府驻凭祥镇。1959 年 5 月 10 日，睦南县又分为宁明县、龙津县。时凭祥又
降为宁明县属睦南公社，对外仍称凭祥市。1961 年 5 月 27 日宁明县复析出县级凭祥市
至今。治所凭祥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凭祥市常住人口是 11.22 万人。
1993 年 6 月出版的《凭祥市志》记载：据 1985 年调查统计，全市共有姓氏 170 个，
韦氏为一般姓氏。

三、柳州韦氏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
元和八年（813 年），由唐朝宰相李吉甫所编撰，是比较权威的最早解答柳州名称的著
作。《元和郡县志》记录：“潭水东去二百步，一入九曲都柳江”，贞观八年（634 年），
改南昆州为柳州，即以柳江为名；当时的柳江，指的是从现在的柳州市向东而去的一
段河流，柳州的得名，便由此而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柳州，又称龙城，是广西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广西工业名城、历史名城、文化
名城、旅游名城。全市辖 6 县 4 区，总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
市，柳州工业总量约占广西的三分之一。柳州是一座底蕴浓厚的历史名城和文化名城，
也是一座充满风情的旅游名城。柳州的民族风情独具神韵，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
族的节和侗族的楼，堪称柳州“民族风情四绝”。
1．柳州市韦氏
柳州为广西第二大城市，辖柳江、柳城，面积 561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 61.8 万。
柳州古名潭水，秦属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潭中县。隋初改桂林县，又改马平县。唐武
德四年（621 年）置昆州，后改南昆州，为州治。唐贞观八年（634 年）改为柳州。天
宝元年（742 年）改龙城郡，后复柳州。宋为广南西路柳州治所。元为柳州路，治所迁
柳城龙江。明改路为府，治所回柳州。民国三年（1914 年）改柳州道。二十六年（1937
年）改柳州县。1949 年置柳州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柳州全市总人口 375.87
万人，常住人口 355.44 万人。
柳州韦氏主要是山涛裔孙。明嘉靖年间韦思授柳州都府巡检职，柳州韦氏有其支
系。
柳州市韦氏，主要系韦山涛大子，千一韦景岱苗裔，分居长圹乡及市内一些街道。
明·嘉靖（1522-1566 年）间，韦思授柳州都府巡检职，柳州韦氏有其支系。
2003 年 9 月出版的《柳州市志·第七卷》载：当代城区姓氏，以李、黄、张、陈、
刘、韦、王、吴、杨、覃、周等为较大姓氏。郊区居民姓氏，主要有黄、张、李、何、
周、潘、廖、覃、王、韦、谭、吴、刘等。
姓氏分布：韦氏居于长塘乡北岸村南岸屯、鹧鸪江村，洛埠镇下窑村老下屯，柳
东乡窑埠村，石碑坪乡古木村古木屯、新维村棠社屯、蔡家屯、泗角村白竹屯，柳东
乡窑埠村，羊角山乡新云村等。
2．柳江韦氏
柳江地处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汉至南北朝为潭中县，取意潭水之中。隋开皇
十一年(591 年)改潭中县为桂林县，旋又改为马平县。唐至五代十国为马平县、新平县、
乐沙县。宋元明清为马平县。民国二十年（1931 年），马平县改为柳州县，县治在柳州。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柳州县改为柳江县至今。治所拉堡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柳江县常住人口是 55.23 万人。
民国《柳江县志》载：“县属僮人，以覃、韦、廖、谭姓为多，韦最盛，覃次之，
廖又次之。”县城内有覃、韦、谭等姓祠堂。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柳江县“韦氏之族，明·万历(1573-1620 年)
间从东兰县迁来，散居各乡。中道一区，丁口尤众，今 25000 人有奇。城乡俱有宗祠。
族巨宗强，居全邑首。”
1991 年 4 月出版的《柳江县志》称，该县共有 189 个姓氏，其中韦、覃为大姓。
主要分布于里雍、百朋、成团、洛满、福塘、三都、进德、穿山、土博、拉堡等乡镇。
其中柳江县三都乡的党山、龙盘、龙兴等地韦氏，已查明多属千一韦景岱的裔孙。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分册》载：柳江县韦氏系韦山涛长男，千一韦
景岱苗裔，今集居百朋、进德、三都、里雅、流山、里高、成团、穿山、土博、洛满
等乡镇。
3．鹿寨韦氏
1913 年，析永福县的黄冕、鹿寨、寨沙三个区设置榴江县，县治寨沙圩，属桂林
道。此间，境内分属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民国 19 年（1930 年），雒容、中渡、榴
江同属柳州民团区。1923 年，三县属柳州行政监督区。1929 年，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
员兼保安司令公署。1931 年改属第二行政督察区，区治柳江。1938 年 7 月，三县属第
十三区，区治柳州。1951 年 6 月，将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及修仁县第二区合并成立
鹿寨县，属柳州专区。1952 年 8 月改属桂林专区。1958 年 8 月改隶柳州专区。2002 年
11 月 30 日改属柳州市。治所鹿寨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鹿寨县常住人口是 46.34 万人。
1996 年 5 月出版的《鹿寨县志》载：民国时期，雒容、中渡、和榴江县较有影响
的姓氏有沈、邓、徐、廖、韦、刘、陆等 80 个，解放后，姓氏增加，至 1987 年，全
县姓氏达 199 个，韦姓为一般姓氏。
4．柳城韦氏
柳城位于柳州市和柳江县北面。秦属桂林郡地。汉晋为潭中县地。南北朝粱大同
三年(537 年)，从潭中县划出设龙城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设龙州，辖龙城、柳岭
两县。贞观七年（633 年），柳岭县并入龙城县，撤销龙州。五十年代沿用。宋景德三
年（1006 年），取柳岭和龙城各一字而置柳城，沿用至今。治所大埔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柳城县常住人口是 40.11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邑有僮人、客家人，百姓人数种，僮人以韦、
覃两姓为钜。”

1992 年出版的《柳城县志》述：“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全县有 106 个姓氏，
韦氏为首姓。”1987 年姓氏增加到 302 个，人数最多者仍是韦姓。在六塘、马山、冲脉、
洛屋、寨隆、古砦等乡镇，单一韦姓的村庄共有 74 个、2.6 万多人。多属山涛支系，
如隶属千一韦景岱的裔孙韦王朝支系就是由柳江县百朋大相村迁入柳城县凤山、三都
板旺村等地。
5．三江韦氏
三江地处广西北端，是桂、湘、黔交界处。秦属桂林郡地。前汉至魏晋为

潭中

县。南北朝属齐熙郡。隋改义熙县。唐属融州。宋元明清属怀远县。地处都柳江、浔
江、融江三江汇合处，民国三年（1914 年）改为三江县。1952 年置三江侗族自治区，
1955 年改为三江侗族自治县至今。治所古宜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三江县常住人口是 36.77 万人。
千一韦景岱后裔韦国林从南丹迁三江县文楼，子孙繁衍已 12 代；韦万前迁古宜镇
州开屯，子孙繁衍已 14 代；韦江源迂江源村，子孙繁衍已 12 代，还扩迁和平、寮六、
梗板、沙宜、板瓦、牛圹、板揽等村屯。韦传亮从东兰迁三江和平乡青马屯，再圹迁
独洞乡林略村、福安乡源溪村，后定居侗寨笋脉（今廖村）已繁衍 14 代，子孙分居和
平寨、方寨、林略村、廖村、杉木寨及下余等地。
1992 年 11 月出版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志》载，1986 年全县壮族共有 2176 人，壮
族的姓氏有韦、覃、梁、杨、伍、潘、骆、曹等，其中以韦、覃、梁三姓较多。韦氏
多是古代俍兵后裔，住斗江、高基、丹州一带，从庆远南丹迁来。在该县侗族等 24 个
姓中，韦姓居第七位，而汉族的 39 个姓氏中，韦姓居第 17 位。
6．融安韦氏
融安地处广西北部。秦属桂林郡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为潭中县。
南朝齐析潭中县置齐熙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齐熙县为义熙县。武德六年（623
年）改义熙县为融水县。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融水县。1377 年降融州为融县，民
国时期至解放后仍称融县，县政府设在融乐镇，属柳州专区。1951 年 7 月，融县政府
迁至长安镇。1952 年 9 月，融县改为融安县。治所为长安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融安县常住人口是 31.58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韦氏之族，大而且著。”
“或日莫、韦、覃三
氏，客土著大姓。”据考，书氏始祖一支自庆远、南丹迁来，已定居数百年，传承十五
至二十代。二支从湖南迁入。韦山涛大子千一韦景岱裔孙韦存亮后代，分居大将乡。
韦英德、韦英盛后代，住东宅、南江等乡。韦若学后代住大城乡。韦肇先后代住四意
村。韦宗仁、韦宗文、韦朝仁、韦朝圣、韦礼隆、韦德奈、韦德明、韦高曾等后代住
大将乡。

7．融水韦氏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春秋战国时期为百越之地。秦时属郁林郡。南朝
齐析潭中县置齐熙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齐熙县为义熙县。武德六年(623 年）
改义熙县为融水县。明洪武二年（1369 年）撤融水县融水县并入融州。1377 年降融州
为融县，民国时期至解放后仍称融县，县政府设在融乐镇，属柳州专区。1951 年 7 月，
融县政府迁至长安镇。1952 年 9 月，融县改为融安县。1952 年析分融安县和大苗山苗
族自治区，1955 年改大苗山苗族自治县，1965 年改设融水苗族自治县。治所融水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融水县常住人口是 47.92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韦氏之族，大而且著，宋元明多代来自湘粤，
散居全境。”或曰，莫、韦、覃三氏，皆土著大姓。”据考，韦山涛支系，千一韦景岱
裔孙，自庆远南丹迁来，已定居数百年，普遍已传承十五代。
1998 年 10 月出版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志》载：姓氏，苗族习用汉姓。境内苗族习
用的汉姓有：贾、龙、滚、管、梁、杨、韦、董、杜等 30 个，韦姓居第 7 位。
四、来宾韦氏
来宾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的地级市，于 2002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成立。来宾
市位于北纬 23°16′至 26°29′、东经 108°24′至 110°28′之间，位居广西中部，
故有“桂中”之称。来宾市北与柳州市、桂林市、河池市交界，东与梧州市、桂林市、
贵港市相邻，西与河池市、南宁市相交，南与贵港市、南宁市毗邻。深居广西腹部，
经济、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地缘优势十分明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
示，来宾市常住人口是 209.9 万人。
来宾市麒麟山发现“麒麟山人”头盖化石，证明距今约 3.5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
代，来宾人的祖先便在此繁衍生息。先秦时，来宾为百越民族杂居之地，公元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在今广西设置桂林郡，今来宾市属于桂林郡地。西汉元鼎 6 年（公
元前 111 年），在今象州设桂林县，在武宣设中留县，为来宾市有行政建制之始，至今
已有 2213 年的历史。之后，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在境内设桂林郡，郡治在今象州、
武宣两县交替，唐以前所称“桂林”，均为今来宾市一带。元、明、清、民国时期，今
来宾市所属各县、市、区的行政区域屡屡变化。
1．象州韦氏
象州位于广西中部，柳江下游，因境内有象山而得名。秦属桂林郡地，郡治所为
布山（今贵县、桂平境）。汉至南北朝属潭中县地和中溜县。三国置武安县。晋改武安
县为武熙县。隋属桂林、阳寿县地。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于二县地首置象州。唐及
五代十国改属武化、阳寿二县。宋元年为阳寿县。明清复置象州。民国元年(1912 年)

象州改称象县。1952 年 9 月，象县与武宣县合并，改称石龙县，县城暂设于武宣镇，
1953 年 6 月迁至石龙镇。1960 年 5 月，石龙县更名象州县。1962 年 3 月，复置武宣县，
象州县城迁至象州镇。2002 年 12 月，设立地级来宾市，象州属之。治所象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象州县常住人口是 28.52 万人。
秦朝从军来，移民来，流放来的韦氏，广西中部象州南部平南有考。1994 年出版
的《象州县志》载：①韦姓系象州县第二大姓，仅次于覃氏。②象州县大乐乡韦贵豪
保存的《韦氏族谱》记，韦姓颛顼（编者注：应为元哲）之裔，国号豕韦，汉唐亦为
著姓，迁入广西后亦为岭南著姓，县内韦氏香火堂均为“京兆堂”。③历史上象州县有
两支汉人南来，一支系秦朝从北方和中原移民岭南，一部份在象州定居，成为象州县
早期移民（含韦氏）之一。另一支则是宋末延至明朝，北方战乱频繁，岭南地区相对
安定，以客家为主体的大批移民（含韦氏）辗转迁徙，分别从湖南、广东进入广西。
④明朝后，韦氏多由东兰沿红水河流经来宾，柳江迁入象州。始祖韦义春，明隆庆时
人，推算人象已 400 余年。韦山涛子千二韦景明的裔孙从东兰来，以那勒、韦瑞、巴
廖、交址为聚居点。千五韦景文的裔孙韦经从平南来，住寿村、大乐、百丈、皇姑、
象州、北晶、运江等乡镇。
注：韦经，同名者两人或三人。这里的韦经系韦景文五世孙。
象州拿勒村韦氏系千二景明的裔孙，他们后来由拿勒村迁韦瑞村，又迁巴廖村，
今已繁衍成人口众多的三大支系；象州交趾村是韦氏聚居点之一，该村建于清光绪六
年(1880)。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即是该村人。如今，该村共有 50 多户，将近
300 多人。该村族源系北宋韦经后裔来自平南“黄金山”，纯束为韦经二十八世孙；象
州的寺村、大乐、百丈、皇姑、象州、北晶等乡及运江镇都是韦氏相对集中的地方。
象州韦氏比较著名的人物还有韦陟云(1843-1922)，字蘅浦，清同治十二年举人，
大乐乡大乐村人，爱国诗人。
2．兴宾区（合山）韦氏
兴宾区位于广西中部，红水河下游。秦属桂林郡。汉为潭中县、中涵县、领方县
地。三国为五溪县、临浦县地。晋为临浦县、潭中县地、南北朝属中溜县、领方县地。
隋属阳寿县、郁林郡地。唐为循德县、归化县、思刚州地。唐天宝二年（743 年）改为
来宾县。宋元明清民国为来宾县、迁江县属。1949 年后为来宾县至今。2002 年 9 月，
撤销柳州地区和来宾县，设立地级来宾市，来宾市设立兴宾区，以原来宾县的行政区
域为兴宾区的行政区域。
合山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领方县地，三国属临浦县地，两晋至隋，复属领方县城
地，唐属羁糜思刚州辖地，宋至民国属迁江县。1954 年迁江县并人来宾县，合山市原
属来宾县一个镇，1981 年 6 月，以合山矿区为中心，划出来宾县部份地区成立合山市

（县级），市辖两乡一镇，治所岭南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兴宾区常住人口是 91.03 万人。合山县
常住人口是 11.45 万人。
民国 24 年(1935 年)《迁江县志》载：
“大姓以黄、韦两姓为主。于明初来自山东，
人数占全县百分之三。”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来宾县志》载：“县属男口五万六千
一百六十三，姓氏一百四十有七，韦氏男口最多，覃、黄氏次之”。
1994 年 6 月出版的《来宾县志》载，1990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285 个，旧
称来宾“五大姓”的韦、覃、黄、张、李，人口仍较多，其中韦姓为首。
来宾韦氏中，韦山涛大子，千一韦景岱裔孙有 25 个支系分居来宾、平阳、寿山、
三五、板江、城厢、王山、良江、蒙村、石牙、陶邓、南泗、北五、风凰、大湾、良
圹、正龙、桥巩、七洞等乡镇；千二韦景明的裔孙则多在迁江一带，他们从柳江县龙
兴、白云洞、古达迁来；千三韦景宗有 11 个支系分布于石陵、陶邓、平阳、寿山、南
泗等和蒙村以及合山市北泗乡六龙村一带；千四韦景福的一些支系多分布于小平阳、
寿山、蒙村、三五、石陵一带；千五韦景文裔孙较集中于蒙村乡的横水、歌朗、良圹、
陶邓、南泗等一带。另外，韦国善 1646 年抗清勤王失败后，避难于柳江百朋他山村，
其四子老午后代迁往来宾屯口。
3．金秀韦氏
金秀位于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地。宋元明分属杨平、修仁、桂平、平南县地。
清分属修仁、桂平、平南、象州县地。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8 月在金秀村设金秀
警备区署。1951 年 2 月，永宁乡和崇义乡合并成金秀瑶民自治区。1951 年 8 月，修仁
县撤销并人荔浦县，金秀瑶民自治区属荔浦县。1952 年由荔浦、象州、武宣、蒙山、
桂平划出边缘地区组成大瑶山瑶族自治区，1955 年 8 月，改称大瑶山瑶族自治县，
1966 年 4 月，改称金秀瑶族自治县至今。治所金秀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金秀瑶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12.40 万人。
1992 年出版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志》载：1987 年全县有瑶族 4.6 万人，汉族 3.2
万人，壮族 5.7 万人。其中壮族姓氏中以韦、罗、蒙、李、覃为大姓。他们大多是明
朝初期迁来，如桐木、鹿鸣、大蚕、旧村、龙庆等乡镇。大多迁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
年），有些则迁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
文分册》载：千五韦景文苗裔韦经支系，由平南县迁来。
4．武宣韦氏
武宣地处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汉晋先后为郁林郡、中溜县、桂林县、中胄县
地。南北朝宋、梁、陈为桂林郡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武仙县。宋元沿袭。明宣
德六年（1431 年）改武宣县。1952 年 9 月与象县合并为石龙县，1962 年复设武宣县至

今。治所武宣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武宣县常住人口是 35.33 万人。
据民国 23 年（1934 年）
《武宣县志》载，武宣县氏族中以覃、韦两姓入籍为最先。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武宣有覃、韦、黄、陈等 99 个姓氏，韦姓仅
次于覃姓，居第二位。“韦氏之族，系出山东，宋代从征来县，丁口今万人有奇”。
1995 年 12 月出版的《武宣县志》载，1990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 142 个姓氏，
韦排在覃之后，居第二位。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述：
千三韦景宗裔孙分布通挽，思灵等乡镇，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布桐岭、通挽、金鸡、新
龙、三里等乡镇、千五韦景文裔孙等分布马步等乡镇。
武宣县峒岭乡一带韦氏系韦经裔孙，其关系为韦经生应仁，应仁的十一世孙邦宽
（号一封）裔孙分支至峒岭乡。
此外千五后裔韦善满因官司纠纷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64 年）从宜山县德胜羊角
村出走，先隐居宾阳白牛洞，后迁至武宣县南乡古豪里，大儿子韦明县分居武宣绿新
乡地有村，二儿子韦明州分居岗岭塘莲村、大蒙村，而韦明荣、记则分居峒岭乡古朴
村、新龙乡田台村。属千三后裔的韦惠珍、照因灾荒从宜山逃至来宾寺山乡罗绅村后，
子孙迁至武宣思灵乡止根村、能子村。
5．忻城韦氏
忻城地处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隋朝属始安郡地。唐贞观初
置忻城县，天宝元年（742 年）改忻城郡，乾元元年你（758 年）置芝州，治所忻城县。
五代十国沿袭。宋庆历三年（1043 年）合并芝忻、归思、纡州地为忻城。弘治十年（1497
年）降忻城正县为土县。民国十七年（1928 年）置忻城县至今。2002 年 12 月撤销柳
州地区，忻城县划归来宾市。治所城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忻城县常住人口是 31.24 万人。
民国 38 年（1949 年），刘介编的《广西通志·各县民族》载：
“忻城县，钜族为韦、
莫两氏。韦氏之族有两系，一系为土著；一系来自东兰。宗支源流，莫可评考。”而“两
族先代，迭为土官、土目，主持县政。两族丁目，各三千有余。”1949 年初统计，该县
有 90 多个姓氏。
1982 年统计，该县姓氏上升为 148 个，韦姓为首，人口约在 8 万以上，韦山涛大
子，千一韦景岱裔孙分布于全县各地。其中居住较集中的有古蓬、宁江、马泗、欧洞、
思练、大塘、安东、北更、红渡、逐意以及城关镇等；千五韦景文裔孙分居宁江等乡
镇。
忻城韦氏祖承关系，比较认同的看法有：一是当地土著。指明代以前居住在这里

的韦姓族氏，并历任土目；二是嘉靖七年王守仁明征剿八寨后，东兰韦应鲲、韦显能
留守八寨为土巡检，今古蓬乡一带的部分韦氏就是他们的后代；三是清顺治年间
（1644-1661 年），东兰韦兆鹰之子韦士佩、韦士学两兄弟从迁江迁到思练镇板儿村定
居，其子孙日繁。除了思练，还散住于安东乡、大塘镇等地；四是部分韦姓从宜山迁
入县境落籍者，包括宁江、马泗、欧洞等乡韦姓居民，人口约有 8 万人。此外，忻城
拉丹村韦氏查明属千一后代，从柳江百朋大相村迁来。
1922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忻城县韦氏有百岁老人两位；城关镇西宁街韦黎花
（1890 年 7 月出生），女性；北更乡龙门韦柄根（1890 年 5 月出生），女性。
五、桂林韦氏
“八桂”一词源于《山海经》中的“桂林八树”，晋人郭璞说“八树成林，言其大
也”，桂林的名称来源于“桂花成林”。
早在夏、商、周时期，桂林属“百越”人的居住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
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徒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是“桂林”名称
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在这里设始安
县，隶属荆州零陵郡。东汉时改属始安侯国。三国时先属蜀，后归吴。甘露元年(265
年)，置始安郡始安县，郡县治所都在今之桂林。隋唐时属岭南桂州总管府。唐武德四
年(621 年)，李靖修城于独秀峰南。贞观八年（634 年）改名临桂县，属桂州始安郡。
光化三年（900 年）始，属静江节度。五代十国时先后属楚和南汉的桂州。宋朝时，前
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元时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明清时均属广西省桂林
府。民国时属广西省。1914 年改名桂林县，1940 年始设桂林市。1944 年 11 月至 1945
年 7 月 28 日，为日寇所占领；光复后仍为广西省辖市，历史上桂林长期为广西省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桂林为广西省辖市，1958 年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桂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桂林全市总人口是 498.84 万人。
桂林市韦氏“其多属宋、明之间来自省外，湘赣最多，闽、粤次之，其他省又次
之。”
（见《广西通志稿》）。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桂林全市共有姓氏 360
个，韦氏在第 53 位。
1，阳朔韦氏
阳朔地处广西东北部。县处阳朔山，故名。该县以山清水秀、奇峰异洞著名，素
有“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称。秦属桂林郡。汉为始安县。三国吴置熙平、尚安二县。
晋省入熙平县。南北朝梁复归始安县。隋开皇十年（590 年）置阳朔县至今。唐朝武德
四年（621 年），在阳朔县域内，曾一度析置归义县，到贞观元年（627 年）省归义其

地复拼入阳朔。阳朔沿用至今，治所阳朔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阳朔县常住人口是 27.22 万人。
明嘉靖元年（522 年）平乐府垦印照所记载的瑶族 7 姓中无韦姓。刘介编《广西通
志·1949 年稿》载：
“全县 97 个姓，韦姓居第 31 位”。
《阳朔县志》编委会调查，1985
年全县 156 个姓，韦姓为第 29 位。”1988 年 10 月出版的《阳朔县志》述：阳朔县韦氏，
大部份由广西各县迁来，小部份宋代后由外省迁入，主要分布于高田、普益两乡。
2．灌阳韦氏
灌阳地处广西西北部，东界湖南。秦属长沙郡地。西汉文帝后元年（前 163 年）
建观阳县。隋属湘源县地。唐大业十三年（617 年）县名由观阳改称灌阳县。唐、五代
屡经废置。宋乾德二年（964 年）复置灌阳县至今。治所灌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灌阳县常住人口是 23.36 万人。
1995 年 6 月出版的《灌阳县志》载，据 1990 年人口普查统计，灌阳县共有姓氏
209 个，韦姓为一般姓氏，人口二三百人，居住比较分散。
3．桂林市区韦氏
桂林地处广西东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始安县地。南北朝梁天监六年（507 年）
置桂州。唐贞观六年（634 年）改始安县诶临桂县。宋元明清沿袭。1912 年改临桂县
为桂林县，1940 年设桂林市至今。今辖临桂、阳朔县，总人口 114.6 万。
桂林市韦氏“其多属宋、明之间来自省外，湘赣最多，闽、粤次之，其他省又次
之。”
（见《广西通志稿》）。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桂林全市共有姓氏 360
个，韦氏在第 53 位，人口在 30 户以上。
4．临桂韦氏
临桂地处广西东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始安县地。唐贞观八年(634 年）改为
临桂县。1912 年撤县直属桂林府，1913 年置桂林县，1940 年因城区析置票桂林市，桂
林县复称临桂县至今。治所临桂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临桂县常住人口是 44.40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全县的 195 个姓氏中，韦氏居第 48 位，人口
在 200 户以上的有韦氏等 7 个姓，其中僮（壮）族以韦、蒙、白、黄、莫为多
1996 年 10 月出版的《临桂县志》载，据 1990 年统计，全县共有 189 个姓氏，韦
姓为人数较少的姓氏。
5．恭城韦氏
恭城地处广西东北部，东北与湖南接界。相传恭城原名茶城，因“盐茶税”过重
而故名，后减免了茶税故改名为恭城。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富川县地。三国至隋初为
平乐县地。隋末义宁二年（618 年）析平乐县置荣城县（后为茶城）。唐武德四年(621

年)茶城被改名为恭城。1990 年 2 月，撤消恭城县，设立恭城瑶族自治县。1998 年底，
桂林地市合并，恭城瑶族自治县为桂林市辖县。治所恭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恭城县常住人口是 25.09 万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恭城县志》载：“明·洪武（1368-1398 年）初年，势
江源梁朝天等在西乡八角岩（今西岭乡）‘谋反’，由庆远府（今宜山，南丹等地）调
集韦、陈、周、石等 23 姓之兵士前来恭城平定后，而留居恭城。”
1992 年 2 月出版的《恭城县志》述：民国 25 年（1936 年），全县有姓氏 145 个。
1989 年全县姓氏增至 205 个，其中人口较多的有韦氏等 15 个姓，韦姓居第 15 位。壮
族姓氏主要有韦、蒙、石、覃等，韦、蒙、石、覃于明洪武初年由庆远府河池、南丹、
宜山等地迁入。从庆城府来者，为千一景岱或千二韦景明裔孙，恭城龙虎韦氏宗祠，
竖韦公德、韦公对为主位。韦姓主要分布于莲花乡，其次是栗木镇、平安乡、恭城县、
西岭乡。
6．平乐韦氏
平乐地处广西东北部，桂江中游，因地处平乐溪，故名。秦属桂林郡地。汉为荔
浦县、富川县地。三国吴甘露元年（265 年）首置平乐县。唐析平乐县东南置沙亭县。
后改沙亭为永平先。宋废永平人平乐县。1912 年废县升府，次年降府复县制至今。治
所平乐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平乐县常住人口是 37.0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记述：
“马家乡以陈、黄、韦、谭、全、潘、李为
大姓”，“元坛乡韦姓次之”，“金华乡陈、黄、张、韦、欧阳、钟为大姓。韦、张诸姓，
清初迁来。”
1995 年 12 月出版的《平乐县志》载，全县共有姓氏 279 个，韦姓属一般姓氏，人
数近 2000 人。
7．荔浦韦氏
荔浦地处广西东北部。建制于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11 年，属苍梧郡，秦属桂
林郡地。汉设荔浦县，地处荔水而得名。此后境域几经迭变，三国时人吴，属始安郡。
甘露元年于县境分置平乐、永丰、建陵三县。隋开皇十年分置隋化县。唐武德四年分
置崇仁县。宁代以后，与修仁、立山二县时有分合，但荔浦县名历代未变，沿用至今。
治所荔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荔浦县常住人口是 35.2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编》载：荔浦县莫、陈、李、何、张、韦七姓最大。
原籍多为湘、赣、粤、闽，其始迁多明、清两代。
8．永福韦氏

永福地处广西东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始安、潭中县地。三国属始安、永丰
县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永福县。民国分永福、百寿县，1952 年百寿县并入至
今。治所永福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永福县常住人口是 23.3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百寿县（1952 年并入永福县）黄、韦邑称
大姓，丁口最多。”“清代韦业群，第进士，官贵州学政，其族人亦盛也”。“韦氏之族，
其系不一，最盛为东兰一支，明末迁来”。永福县“李、王、张、侯、秦、章”为著姓，
“胡、韦、吕、林、周、刘、梁、唐”次之。“瑶族有盘、赵、李、侯诸氏，僮（壮）
族有黄、莫、罗、韦、覃诸氏”。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永福县志》记载，全县共有 237 个姓氏，人口 1 万人以上的
有韦、黄、李、莫 4 个姓。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韦瑞霖系永福县人。韦山涛长男，千一韦景岱后裔
韦瑞霖先祖，明代从南丹迁临桂县再迁永福县。
9．龙胜韦氏
龙胜地处广西东北部。北界湖南。秦属桂林郡地。汉至隋为始安县地。唐龙朔二
年（662 年）置灵川县，龙胜属灵川县地；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 年）置义宁县，
龙胜属义宁县地，延至明代。明隆庆五年（1571 年）置桑江巡检司。清乾隆六年（1741
年）设龙胜理苗分府（亦称龙胜厅）。民国元年（1921 年）龙胜厅改为龙胜县。1951
年 8 月实行区域自治，改称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1955 年 9 月改为龙胜各族联
合自治县，1956 年 12 月改称龙胜各族自治县，是中南地区第一个成立的民族自治县。
治所龙胜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龙胜县常住人口是 15.49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僮（壮）族姓氏，以梁、谭、韦、蒙、白、
陆、贲、杨、廖、黄最多。其始迁时代及区域无考。”全姓居第三位。
1992 年出版的《龙胜县志》述：全县侗族 19 姓中，韦姓居第 12 位。壮族的 19 姓
中，韦姓居第 7 位，分布于该县的南部和西部地区。韦氏祖迁，早见于宋代，明、清
亦有庆远府韦氏迁入。
10.全州韦氏
全州县隶属于楚国的青阳之地，战国是属楚之长沙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
一六国，在今全州县西南设置了零陵县（当今广西区内最早的一个县），隶属长沙郡。
民国元年（1912 年）废州改全县。1935 年将西延分出建资源县。1952 年资源又与全县
合并，1953 年又分出资源县。1959 年改称全州县至今。治所全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州县常住人口是 63.32 万人。

据民国 24 年（1935 年）
《全县志》载，当时县内人口 386423 人，共有 108 个姓氏，
韦为一般姓氏。1998 年 5 月出版的《全州县志》记载，据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统计，全县共有 230 个姓氏，韦姓排在第 57 位。
11．兴安韦氏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今兴安县境属始安县地。唐武德四年（621 年），分
划始安县地，今县境设置临源县。大历三年（768 年），改县名为全义。后晋开运三年(946
年)，于县境设溥州，并把县名改称德昌，隶属溥州。宋乾德初废除溥州，恢复全义县
名。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取“兴旺安定”之意把县名改称兴安县。元、明、清、
民国迄今都称兴安县。治所兴安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兴安县常住人口是 32.95 万人。
2002 年 6 月出版的《兴安县志》记载，据 1982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81 个，
其中 1 万人以上的有 6 姓；1000 至 1 万人的有 45 姓，韦姓为其中之一，共有 1260 人，
其明朝来自广西南丹，主要分布在洞上、富江、半圩、五甲、塘堡等行政村。据 1992
年调查统计，全县仍为 181 个姓氏。
12．灵川韦氏
灵川县建置之前，古属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为桂林郡地，汉属零陵郡始安县，
唐初属桂州始安县地。唐龙朔二年（662 年），析始安置灵川县。1954 年 6 月，灵川县
与临桂县合并为一县，称临桂县，属桂林专区。1961 年 6 月，复置灵川县至今。治所
灵川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灵川县常住人口是 35.08 万人。
灵川虽然不似桂南、桂西南那样，是壮族同胞聚居的地区。但是，也同样居住有
壮族同胞。主要姓氏有韦姓、陈姓和梁姓、莫姓、覃姓等五个姓，以韦姓为多数。
关于韩改韦，居在灵川的多数韦姓后裔认识基本统一。关于灵川的韦姓壮族是否
全是韦天贡之后裔和是否都是从庆远府同一时间，同是到灵川西乡等来平剿匪乱等等，
有待于统一认识。居住在灵川各地韦姓壮族的源流世系，据道光十五年“富篇此支宗
支簿”记载，他们到兰田的最早祖先是韦万教，祖籍系广西省庆远府南丹城，思恩县
金兰乡即今东兰公社籍，由明洪武年间同马鞍始祖韦公佑带兵征贼，于成化四年来到
桂林府灵川县西江口把隘，成化五年始祖等人招韦、陈、梁、侯四姓同在西江分住把
守隘口，据该族谱记载，以韦万教为始，圩上韦姓壮族如此已经有十七代，约 400 多
年时间了，即始祖韦万教，二代始祖韦思塘，三代祖公韦念宇，四代祖公为富篇，五
代韦海云，六代韦廷现，七代韦宝善，八代韦光祖，九代韦道辉，十代韦代，十一代
韦仁豪，十二代韦应春，十三代韦字继，十四代韦仕琪，十五代韦汉迪，到韦汉迪之
子、孙，共十七代。

光绪十五年（1889 年）韦国瑞整理的《韦氏宗谱》记载：
“始祖韦宫右（当是韦公
佑）自明奉庆远南丹土州石坪村籍，自明奉调至灵剿平六都（今九屋）山谷地方苗匪
有功，留居于此，赏给各处隘田隘山耕食世守，所以有獐田乡即有隘山，六都岭底村
等处即有韦公洞，以纪其功。嗣因兴邑有苗匪发生，又调始祖司总令，带同始祖妣陈
并壮丁前往剿服，即住兴邑枞山头，后年迈寿终，始祖及妣氏陈就地卜吉安葬。因后
来到民国年间改清田税始无猹田名目，统作官田。韦应瑞生於康熙之辛未年，即康熙
三十年，公元 1691 年。殁于乾隆丁丑年，即乾隆三十二年，公元 1757 年，戌寅年立
碑，戊寅年乃是其死后之第二年，碑上所记之事应可信。但是，韦应瑞碑上和该村续
修的《韦氏族谱》均未写清是谁人之子和什么时候，为什么从南宁府直接迁到灵川一
都那个村，因为一都只写了在榕树下，但该榕树树址究竟在何处，后来又为何迁居寺
基寨。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清楚。该族谱，以应字辈为首，撰立了二十四个字的
字号，即：应海里仁钦，松金传习世。抡家兴善德，忠厚宽宏。才文贤广，韦贤登名
高。现呈玉彩，万代都富贵，壮族永吉祥。该字号现已排列到“德”字辈了，这就说
明，自韦应瑞为始，韦姓壮族到此已经居住十五代人，约 370 多年时间了。

六、贺州韦氏
贺州是广西壮族自冶区的下设市。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在此设贺县，三国时吴
国黄武五年（226 年）设置临贺县，隋朝改设贺州，迄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贺州
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民族风情古老多姿，古朴奇异的民风民俗引人入胜。其位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北挨湖南省永州市，东达广东省清远市、肇庆市，南临梧州
市，西靠桂林市。
贺州市位于北纬 23°39′0″至 25°09′0″，东经 111°05′0″至 112°03′
0″，处于湘、粤、桂三省区的结合部。贺州市总面积 11855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贺州市常住人口是 195.4 万人。
平时交流以普通话、客家话、粤语、桂柳话、西南官话为主，也有讲少数民族方
言的。已建成通车的洛湛铁路、广贺高速公路、桂梧高速公路和建设中的贵广高速铁
路，永贺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贺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9.9℃，极端最高温度 38.9℃，极端最低温
度-4℃。年均降雨量 1535.6mm，年平均降雨日 171 天。年无霜期 320 多天。日照时数
1586.6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78%，平均蒸发量 1621.8mm。常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
夏季为东风，平均风速 1.8 米／秒。
1．富川韦氏

富川古称江浔，地处广西东北部，其东部、北部与湖南毗连。秦属南海郡地。汉
元鼎六年（111 年）置富川。唐改富水县，后复置。宋废冯乘县入富川县。清顺治十二
年（南明桂王永历九年，即 1655 年），富川县属平乐府。民国 2 年 7 月属漓江道，治
桂林。民国 19 年属平乐民团区，治八步。1950 年元月 1 日，富川人民政府成立，驻富
阳镇，属广西省平乐专区。1953 年 4 月，撤销富川、钟山 2 个县，合并置富钟县。1961
年 7 月，富川与钟山分治。1962 年 3 月复设富川县。1983 年 8 月设立富川瑶族自治县，
撤销富川县。治所富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富川瑶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25.68 万人。
据统计，该县韦氏仅有数百人，比较集中分布于富阳镇、朝东镇一带。
2．八步区韦氏
八步区设置于秦朝，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署临贺县；隋开皇
九年(589 年)废郡设贺州；明洪武十年（1377 年）改州为县；1952 年 9 月县治从贺街
迁至八步，属平乐专区；1958 年改属广西梧州专区；1997 年撤贺县设立贺州市，属贺
州地区，2002 年贺州地区撤地设市，改名为贺州市，原贺州市改为八步区。治所八步
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八步区常住人口是 61.35 万人。
据考，贺县韦氏为不同时期从区内外人迁。如千五韦景文五世孙韦经后裔从平南
“黄金山”迁入贺县。
到 1986 年 12 月，贺县共有 282 个姓氏，韦姓不是人口较多的姓氏。
台湾韦榜粲（更名正中）为贺县人，其家族后六世的班辈为：“秦、应、物、榜、
永、周……”。
3．钟山韦氏
钟山地处广西东部。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钟山镇。宋元明清属富川县地。
民国 5 年（1916 年）10 月，析富川县之钟山镇区、昭平县之防字区、乐字区合并设立
钟山县。1953 年 4 月，撤销富川、钟山 2 个县，合并置富钟县。1962 年 3 月，复置钟
山县至今。治所钟山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钟山县常住人口是 35.11 万人。
1985 年 7 月出版的《钟山县志》记载，据民国三十年（1941 年）《钟山县志》载：
“全县共有 115 个姓氏，韦氏居第 7 位，人口 1700 人，主要来自江西。”解放后，姓
氏增加，据 1987 年统计，全县有姓氏 233 个，韦为一般姓氏。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载：“韦氏之族，其先东兰人，始祖镜，明·弘治
(1408-1505 年)年间，东兰土司奉调征瑶，平乱后留戍其地，子孙繁衍，丁口约二千余
人”。其昭穆为：“镜邦振佳以国宏，永纯世代自兴荣；存仁尚义文光炳，明德昭常锦

运崇。万年继昌报本同，展新向进志英雄；才华会聚乾坤喜，承胜安祥纪泰隆。”
据考，明·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年间，庆远府（韦山涛裔孙）东兰人韦忠良、
韦忠英奉调征平梧州、龙城、昭州（今平乐、昭平、钟山一带）等，于正德三年（1508
年）驻守清塘（今属钟山县），乱平忠英返山东原籍，忠良及其裔孙在此繁衍。
1987 年对县内城镇居民的姓氏调查表明，韦氏在姓氏比例中仍为第 17 位。
4．昭平韦氏
昭平与蒙山毗邻。秦属桂林郡地。汉晋为临贺县地。宣和六年（1124 年），宋徽宗
改龙平县为招平县，谓招抚平定之意，“招”字不雅，改用光明、明亮的“昭”字，始
得名“昭平”。考宗淳熙六年（1179 年）复称龙平。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撤龙平
县改昭平里，至万历四年(1576 年)重设昭平县至今。治所昭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昭平县常住人口是 34.07 万人。
1992 年 11 月出版的《昭平县志》记载，解放初，县境内居民共有 115 个姓氏。至
1989 年，全县共有姓氏 185 个，韦姓居第 29 位，为人数 2000 人左右的 19 个姓氏之一。
其祖承多系京兆堂南迁之裔孙。
另外，韦应允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从藤县下桐香里迁至昭平高裕乡花赵冲
定居，子孙分布富裕乡唐山村一带。
七、梧州韦氏
春秋战国时期，在梧州聚居的原始氏族部落称“仓吾”，主要从事渔猎、农耕、水
运。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说：“仓吾乃古代的南蛮。”仓吾一名，含义为“青
色的人。”《逸周书注》就说：“仓吾，蛮也，翠其色青。“仓吾”族是“百越”的分支。
汉高后 5 年（公元前 183 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封赵光为苍梧王，在今梧州市
筑建苍梧王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广信县、苍梧郡。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交趾刺史部移治广信县城（今梧州市区），辖岭南等 9 郡，梧州成为岭南首府。
隋开皇三年（583 年），广信县改称苍梧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始称梧州，辖 3 县。
新中国成立后，梧州升为地级市，名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并一直沿用至今。
梧州，位于广西东部，市区紧接两广边界，为广西东大门。现辖万秀区、蝶山区、
长洲区、苍梧县、藤县和蒙山县，代管岑溪市，面积 12588 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
1097 平方公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梧州市常住人口是 288.2 万
人。全市通用语言为粤语，市区为广府粤语口音，郊区属于沟漏粤语口音。梧州处于
西江“黄金水道”两广交界处，拥有岸线 141 公里，历史上一度是岭南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1897 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与广州同时通关，并逐步成为全国对外
开放的窗口之一，曾有“小香港”美誉。

1．苍梧（含梧州市）韦氏
苍梧地处广西东部，东连广东。因境内多苍梧花而得名。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广
信、猛陵两县地。前 111 年（汉元鼎六年）置广信县，县治广信城。三国析广信县置
新宁县。晋太康元年（280 年）改新宁县为新县，并增置农城县。南北朝梁改农城为遂
城县。隋开皇三年（583 年），广信县更名苍梧县至今。治所龙圩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苍梧县常住人口是 55.04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全县姓氏 161 个，韦氏居第 32 位，丁口约
4000 余人。根据各地族谱考，苍梧（梧州）韦氏三大支，第一支京兆堂之韦胜寄于明·洪
武元年（1368 年）迁至梧州落籍。第二支南京韦应邦裔孙，主要从广东南雄府分支迁
入。第三支千五韦景文苗裔韦侄子孙韦春奎之后代，分住苍梧胜州一带。这三支，均
为元哲后裔。
1997 年 3 月出版的《苍梧县志》载：1990 年底，巷梧县有姓氏 202 个，以姓氏人
口多少为序，韦姓排在第 32 位。各时期迁入的姓氏，民国末及解放初有韦姓等。各姓
的原籍，从广东迁入的较多，有韦等姓。广西各地迁入的有韦姓。姓氏人数及分布：
韦姓 3400 多人，主要分布在马王、理冲、不倚等村，河口、大同、古城、马水、长发、
外旺、万安、双贤、深塘、石桥、岭脚、古能等地。
2000 年 8 月出版的《梧州市志》载：1950-1996 年，梧州市常住人口姓氏有 404
个，其中世居梧州以黄、李、陈、梁、黎、张、刘、吴姓居多，还有韦姓。
2．藤县韦氏
藤县地处广西东南部。秦属海南郡地。汉为猛陵县地。晋为安沂、夫宁县地。隋
析置藤州。因境内盛产白藤，故称。明洪武十年（1377 年）降州为藤县，沿用至今。
治所藤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藤县常住人口是 83.5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该县共有 78 个姓氏，韦姓为第 15 位。
藤县韦氏来源有三，一为“京兆堂”世系南迁的裔孙。一为南京应邦世系，由广
东南雄，高州等转迁而来，一为韦山涛裔孙韦经后裔，分居太平、山口、大疏、罗姑、
五屯、下波等乡镇。以后二支为主，三支均为元哲后裔。
据《嘉庆志》记载，本县罗龙里竹井滩有桥名曰“裔昌”，为乾隆庚子年里人韦勋
创建，两代人努力，前后近 20 年时间。广大群众始终以创始人名尊称为“韦勋桥”，
传颂几百年，竟忘原桥名。
1996 年 10 月出版的《藤县志》载：1991 年调查全县 273 村（街）140382 户，姓
氏 162 个，千户以上有黄、李、陈、梁、吴、覃、何、周、韦、莫、刘、江等 33 姓，
共 118279 户，占全县总户数的 84.26%。其中，韦姓 3840 户，居第 9 位。韦氏主要分

布在平福、藤城、埌南、同心、金鸡、象棋、岭景、天平、潆江、和平、太平、东荣、
大黎、宁康、古龙等乡镇。
3．岑溪韦氏
岑溪地处广西东南部。秦属海南郡地。汉属猛陵县地。梁置永业郡。隋开皇三年
（583 年）废郡，改为永业县。于开皇十六年（596 年）复置。唐武德五年（622 年），
分置安义、龙城、义城三县。唐至德二年（757 年），安义县改为永业县，龙城县改为
岑溪县，是为岑溪县名之始。此后历代除隶属变迁外，岑溪县名及建置基本不变。1995
年 9 月，岑溪撤县设市（县级市）。治所岑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芩溪市常住人口是 77.21 万人。
岑溪工化乡顺和里古眉村韦氏系韦庆厚裔孙，于清朝由北流县六郎村迁来。
岑溪旧街韦氏先祖韦月，中卫韦氏先祖韦德，中会韦氏先祖韦焕，都是广东南雄
府保昌县韦奇介的儿子，于明·万历（1573-1620 年）间迁入。韦会国（南雄世系）的
第九个儿子渭亮也住岑溪江宁。总之，该支系在岑溪人口众多，分布广，其远祖属南
京韦应邦，还是元哲后裔。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岑溪市志》载：1990 年据各乡镇统计，全县姓氏共有 190
多个，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排列如下：丁、于、马、万、王、孔、韦、邓、毛、化、
文等；以上姓氏中，人数较多的是李、陈、梁、杨、黄、覃，其次是林、韦、黎、邓、
刘等。
岑溪市广西重要侨乡之一，南洋一带岑溪籍的韦氏子孙中，多人在马来西亚经商
和生活。
4．蒙山韦氏
蒙山位于广西东部，桂、湘、粤三省（区）交接处，东与昭平接界。秦属桂林郡
地，汉至南北朝为荔浦县地。隋开皇十年（590 年）置隋化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
改为立山县，观八年改置蒙州，因州东有蒙山，山下有蒙水，居民多蒙姓，故名蒙州。
宋元为立山县。明清为永安州。永贞元年（805 年）避宪宗皇帝讳，改纯义为正义。宋
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改正义县为蒙山县。民国三年（1914 年）为蒙山县至今。治所
蒙山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蒙山县常住人口是 19.29 万人。
据《蒙山县志》记述，该县有 145 个姓氏。其中韦姓为第 15 姓，韦氏于明·洪武
（1368-1998 年）初由庆远府河池、南丹、宜山等县迁入，主要分布在莲花、栗木、平
安、蒙山、西岭、龙虎、西河等乡镇。
祖源清的有三支，一支千五韦景文后裔韦经子孙韦邦孚从平南迁永安州的文圩、
西河、夏宜等乡镇。此外，南雄府韦奇介，其儿子韦阔，字事远，于明·万历(1573-1620

年)年间迁至蒙山县汉豪乡坡冲定居。韦庆厚子孙，于清·道光(1821-1850 年)年间从
北流县六郎村迁至蒙山县黄村乡秀村一带定居，这三支均为元哲裔孙。蒙山永安洲文
圩韦氏为韦经裔孙邦孚的分支。
1993 年 6 月出版的《蒙山县志》载：蒙山县全县共计 196 个姓，其中，人数最多
的为黄、李、莫、吴、何、韦、覃、刘、廖、陈、冯等，全县姓氏，韦居第 6 位，人
口较多的姓氏主要分布的村落，韦姓是道义、屯津、壮村、谢村、秀才、桐油坪、大
车等。
八、玉林韦氏
宋开宝五年（972 年），今玉林市境废郁平、兴德、潭栗入兴业县管辖，又废善劳、
抚康、容山、怀义、定川、宕川六县人南流县辖地。兴业、南流二县属广南路郁林州。
宋至道二年（996 年），郁林州治设于南流县，建州于现今的玉林市区中心，迄今已有
1004 年，后人称玉林为“千年郁林”。新中国成立后，设郁林专区，专署驻郁林县，共
管辖郁林、兴业、博白、陆川、北流、贵县等六县，1958 年 7 月设立玉林专区，辖玉
林、贵县、桂平、平南、容县、陆川、北流、博白八县，专署驻玉林县，名称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玉林由此而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玉林，古称郁林州，玉林城区州郡史两千多年，玉林是广西东南部一座千年古城；
广西第四大城市，同时是一座正在崛起的泛北部湾中小企业名城、著名侨乡。现辖玉
州区、福绵管理区、玉东新区（2009 年 12 月 6 日成立）、北流市、容县、陆川县、博
白县和兴业县。被评为“广西文明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
日用陶瓷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国家级建材生产出口基地、皮革服装基地和食品加工基
地，福绵管理区被誉为“世界裤都”，博白县是国家级“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陆川
县荣膺“中国铁锅之都”。玉林是桂东南最发达的一个城市，治所玉林镇。根据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玉林市常住人口是 548.7 万人。
1．玉州区韦氏
玉林地处广西东南部。原称郁林，古属西瓯，后屡经兴废，秦属桂林郡地。汉晋
为郁平县。南北朝属郁平、石南、方度县。隋为郁平、石南、定川县。唐五代十国为
郁平县、兴业县、南流县、容山县、抚安县、兴德县、定川县、善劳县、岩川县。宋
改称郁林州。元明沿之。宋至道二年（996 年）建州城于今地。清雍正三年（1725 年）
置郁林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 年）置郁林县。1952 年兴业县撤消并人称郁林县，1956
年汉字简化改作玉林县。1983 年 10 月撤销玉林县，设玉林市（县级）。原玉林县城为
玉州区。治所玉林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玉州区常住人口是 67.73 万人。

该区韦氏人数不多，分布也比较分散，主要在山心、玉林、葵阳、沙塘、成均、
沙田、樟木、高峰、博爱、石南、城隍、太平山、新桥等乡镇。祖源清的有韦山涛子，
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居在城隍和山心等乡镇。千五韦景文裔孙分居成均、铁联等乡镇。
“黄
金山”韦经世系亦有一些支系在境内居住。
2．容县韦氏
容县地处广西南部。秦属象郡地。汉为合浦县地。晋置荡昌县。南北朝梁改为阳
石县。隋改阳石为奉化县，后又改为普宁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铜州，后改铜州
为容州。明洪武十年（1377 年）废容州置容县至今。治所容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容县常住人口是 63.31 万人。
明万历（1573-1620 年）间，南雄府保昌县韦奇介（南京应邦世系）的儿子韦荣迁
至广西容县，其子孙分住江口村、排埠一带。韦山涛子，千五韦景文苗裔韦经子孙分
居容县石头、十里、石寨、黎村、杨梅、松山等乡镇。
《新唐书》卷二六○《外戚传》载：唐中宗的国丈韦玄贞流死钦州，玄贞的四子
韦洵、韦洗、韦洞、韦讹，亦客死容州。另据《新唐书·韦丹传》，贞元十五年(799 年)，
韦丹任岭南道容州刺史。“教民耕织，兴学校，仁化大行”。容县韦氏应与此有关。
1993 年 6 月出版的《容县志》载，1982 年人口普查，容县共有姓氏 218 个，以姓
氏人口为序，韦姓排第 8 位，约 1.2 万人。分布于全县各地。其中，松山、黎村、杨
村较多，十里、沙田、慈堂、宁冲、古泉及容城镇等也有韦氏居住。
容县韦氏，“武状元”较多。如韦灿(1899-1940)抗日战争时间与日军激战阵亡，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追认为少将副师长，1986 年 12 月 15
日由广西区民政厅下文追认为烈士，松山乡松山村人；韦云淞(1889-1950)，原名东松，
号世栋，上将军衔，松山乡儒地村人；韦赞唐(1909—1951)，少将军衔，松山乡松山
村人；韦有鹏，少将军衔；韦饶铃，五十年代全国三级跳远冠军，运动健将，松山乡
松山村人。
容县是广西著名的侨乡之一，南洋的韦洁玑、韦兴、韦秀兴，美国的韦民锷以及
韦云淞等，祖籍都出自容县。其中韦云淞为韦经的三十一世孙，是民耕之后裔。而泰
国也拉府勿洞县韦氏，如韦荫南、韦荫辉、韦汉清、韦达明、韦达辉、韦达华、韦鸿
兴、韦鸿海等，其祖籍均属容县。他们的家族从经营橡胶业开始，艰辛创业，今根深
叶茂，兴旺发达。
家谱有容县水源里覃韦氏族谱二卷、容县自良韦氏族谱不分卷、延陵韦氏家乘十
八卷。
3．陆川韦氏
陆川地处广西东南部。秦属象郡地。元鼎六年（前 111 年），属合浦郡地。南朝齐

（479—502 年）析合浦郡合浦县地置陆川郡。梁陈（548—581 年）废陆川郡为陆川县。
这是陆川县正式建制的开始，历代沿之。治所温泉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陆川县常住人口是 76.24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全县 118 个姓中，韦姓居第 38 位。”1993
年 8 月出版的《陆川县志》述：至 1990 年 6 月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272 个，按各姓人
口从多到少依次排列，韦姓为排第 31 位，人口约 500 人以上。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
谱·山涛·景文分册》述：千五韦景文 23 世孙韦宁裔孙分居沙波、平乐、米场、
4.博白韦氏
秦以前，博白地属象郡。汉初，今博白县地属南越国。南朝梁（502—557 年）时，
百梁郡治所在今博白县菱角乡南端。五代十国时期（907—960 年），仍为博白、建宁、
周罗、南昌 4 县，属南汉白州。政和元年（1111 年）省白州，博白县改隶郁林州。1951
年 7 月，郁林专区与梧州专区合并设容县专区，博白县属之。1958 年，撤销容县专区，
设玉林专区。1997 年，玉林地区改称玉林市，博白县属玉林市管辖。治所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博白县常住人口是 134.25 万人。
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载千五韦景文 30 世孙韦高迁博
白双凤乡定居，繁衍后代。
5.北流韦氏
北流地处广西东南部，南与广东接壤。秦属象郡地。汉为合浦县地。南朝齐永明
六年（488 年），置北流郡，因圭江流向由南而北而得名，无属县。南朝梁(502—557
年），北流郡改称北流县，是北流县行政建制之始。北流县宋、齐属越州，梁、陈属合
州。1994 年撤县建市。治所陵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北流市常住人口是 113.22 万人。
1993 年出版的《北流县志》载：北流县 1975 年有 203 个姓氏，韦姓居第 20 位。
在有史可考的入迁北流县的 47 个姓氏中，没有韦姓。韦氏主要分布在六麻、清湾等 14
个乡镇。其中六马村、安平村一带韦氏系韦经裔孙韦民选、韦民育的后代。
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叙：
“千五韦景文苗裔韦经后代，
分居民安、六麻、北流、石富、扶新、新圩、隆盛、平政、圹岸、清水口、六靖、华
东、新荣、大里、大坡、山围、民乐等乡镇。
该县的能工巧匠、木雕名家高手韦森南(1906-1988)是清湾镇人。
6．兴业韦氏
陈天嘉二年（561 年）置石南郡、石南县，唐朝开始以兴业为县名。1952 年 8 月
撤销兴业县，归并玉林县。1997 年 4 月设立兴业县。兴业县辖原县级玉林市的石南、
城隍、大平山、蒲塘、北市、葵阳、沙塘、山心 8 个镇和龙安、铁联、博爱、高峰、

洛阳、小平山、卖酒 7 个乡。治所石南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兴业县常住人口是 56.04 万人。
1996 年 3 月出版的《兴业县志》载，据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18 个，人数较多
的有韦等 62 个姓。其中韦姓分布于一心乡大贺村，为咸丰迁来；沙里村；铁城乡圣山
村，为道光迁来；仁厚西乡官村，为崇祯迁来；平定乡。
九、贵港韦氏
自唐朝伊始，贵港原名为“贵州”，是贵州郡址所在地；“贵”字人地名的出处，
是以县城北十里有座“宜贵山”，即现在的平天山而命名。到明朝洪武二年(1369 年)，
“贵州”降为县制，取名“贵县”，历经清朝、民国一直延续使用；1988 年 12 月 20 日，
经国务院批准，贵县撤销县建制，设立贵港市，贵港由此而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贵港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下辖市，位于广西东南部，西江流域中游，浔郁
平原中部，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门户，贵港港口为华南内河第一大港，地理位置
优越，西江黄金水道流经市境，东临梧州、南临玉林和钦州、西接南宁、北邻来宾。
贵港别称荷城，因城里多种植荷花得名，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郡，也是一座
充满生机的新兴内河港口城市，1995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升为地级市，辖港北区、港
南区、覃塘区和平南县，代管县级桂平市，总面积 10606 平方千米。根据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贵港市常住人口是 411.9 万人。特产有菠萝蜜、贵港莲藕、
龙眼、桂圆干、覃塘毛尖茶、罗汉果等。
1．贵港三区（港北、港南、覃塘）韦氏
贵港地处广西东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布山县地。三国晋为布山、怀
安县地。南北朝为布山、怀泽县地。隋为马麻县、郁林县地。唐贞观九年（635 年）置
贵州。明洪武二年（1369 年）置贵县。1988 年 12 月置贵港市。1995 年 10 月，贵港市
升格为地级市，设立港南区、港北区。2003 年 3 月设立贵港市覃塘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港北区常住人口是 57.84 万人；港南区
常住人口是 50.80 万人，覃塘区常住人口是 40.7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邹、韦各姓。余
俱外来占籍，概称土人。而于粤东惠潮嘉迁来者、均谓之来人”。“上石龙黄、覃、韦
三姓，则概于明代来自闽粤，是为例证。县属姓氏，均有数十，其中以覃、韦、刘、
粱、杨诸姓人口较繁”。
总之，贵港韦氏主要分布于黄练、蒙公、古樟等 13 个乡镇。其中千一景岱有 2 支
系分布于蒙公乡平龙村河山屯和古塘屯；千三景宗有 6 支系分布于大圩、东龙、古樟、
奇石一带；千四景福有 50 支系散落在东龙、古樟等 13 个乡镇；千五景文有 21 支系分

布于山北、古樟、中里、蒙公乡一带；千六景武次子有 2 个支系分布在妙岭村一带。
仅山涛世系总人数就接近 3 万人。在迁入时间上，目前有史可考的，多属明清。如千
三裔孙韦玄鉴明时由来宾县南鸦田村迁至贵县大圩镇东豪村。千四裔孙韦马护于清康
熙年间从宾阳县潭鸦田辽村迁至贵县东豪村；韦德从宾阳那州村迁至来宾后，子孙分
支叉迁至蒙村乡珠荣村，后又进而分支贵县山北乡芦村；韦茂先子孙则由来宾迁江镇
迁至贵县山北乡煌里村大煌屯及上马阡村、罗村、上北街、仁映村等 12 个村屯；贵县
黄练乡莫村也有千四孙裔。千五裔孙韦茂是明朝柳州府象州县龙门里大乐塘人，其子
孙迁住樟木区岭藤村、思布村；韦马应于明末清初从宾阳迁至贵县永北里河碑村（今
三里分界村）；韦仲善从象州迁至贵县山南里郭静村，部分子孙迁至东彭村和山北乡石
磨村；韦明县康熙十五年从武宣禄新乡出走至贵县大王村落户，迄今子孙分布在贵县
樟木乡韦田、淡村等 13 个村镇；韦佛庆部份子孙未由宾阳宾州山口村迁至贵县第六村。
其它韦氏支系还有：1．韩改韦的韦田宏裔孙，由灵山、横县迁入贵县。2．贵县
蒙公乡平龙村、河山屯、古塘屯韦氏是韦善众、韦善待的裔孙。3．贵县石龙乡长岭村
韦氏是韦良由来宾迁来的裔孙。4．还有韦经十六世孙悦举的分支。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和
1997 年出版的《贵港市韦氏族谱》述，贵港韦氏分居 20 个乡镇。韦山涛子，千三韦景
宗裔孙分居古樟、东龙、蒙公等乡镇。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居樟木、大岭、五里、三里、
石龙、东龙、古樟、蒙公等 8 个乡镇。千五韦景文裔孙居住中里、樟木、黄练等 3 个
乡镇未弄清祖源而同居山北、振南、覃圹、思怀、根竹、港城、贵城、奇石、庆丰、
木格等 10 个乡镇尚有大量韦氏。
2．桂平韦氏
桂平市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属西瓯百越地。秦时属桂林郡，汉改为郁林郡，领
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十二
县，郡治设在布山县内（今桂平市蒙圩镇一带），自秦到汉，桂平皆为郡治所在地。南
朝梁天监元年（502 年）置桂平郡，桂平之名首见于此。唐贞观七年（633 年）置浔州，
辖桂平、大宾、陵江三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改称为浔州郡，元朝改称为浔州路，
辖桂平、平南两县。明代，桂平属浔州府，府治在桂平城区、辖桂平、平南、贵县三
县；清代沿明制属浔州府，府治仍在桂平城区，辖桂平、平南、贵县、武宣四县、咸
丰五年（1855 年）陈开、李文茂举旗起义，攻克浔州府城，定为秀京，建立大成国，
改浔州为秀州，桂平县为秀水县，民国二年废浔州府，由省直辖，先后改属浔州行政
区（公署设在桂平），苍梧道，浔州区，梧州区和十三区（专员公署在桂平城区）。解
放后，桂平县初属梧州专区，后属容县专区，1958 年属玉林专区，1994 年 7 月撤县设
市至今，现辖 26 个乡镇，总面积 4074 平方公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显示，桂平市常住人口是 149.7 万人。全市聚居有壮、汉、瑶等 12 个民族，共有韦姓
等姓氏 275 个。
桂平韦氏，源自宋代，始祖韦经。韦经乃韦孟第五十世孙，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
年）入桂，居庆远府宜山县仕明村，宋大观三年（1109 年）中举，官至承仪郎，雷州
通判，权知州事，有政声于时。后携眷宦游。晚年为武陵县丞（今平南武林镇，平南
的旧名），于永乐年间卒于任内，卜葬于城东土名大歇岭（现今平南麻纺厂旁）。公原
配罗氏，生三子，应仁、应义、应礼。元朝末年，陈有谅起义，明太祖平江南，应仁
之曾孙五嗣（号会盟）为避战乱，从宜州迁浔州武陵寺面乡定居，至十一世邦相（号
二峰），为明弘治乙卯科举人，先后拜福建怀安县令及广东乐会县令，后任万州（今海
南崖州）太守，复调贵州麻哈州太守，官至明奉直大夫守致仕进阶修政庶尹。卒于嘉
靖庚子年十月二十八日卯时，享寿六十有六；祖妣黄氏宜人讳洁，系桂平署海丰县黄
瑞公第三女，生于成化甲辰年十一月二十日亥时，于嘉靖乙未年十二月初一日戌时寿
终内寝，享年五十有五，考妣葬于平南零二里石村附近马禄桥，土名黄金岭石马山，
碑文乃其长子应谏手誌，清道光三年重修，历时已四百多年。
韦经公后裔从平南分别迁往桂平、贵港、武宣、象州、来宾、柳江、藤县、容县、
北流、玉林等 32 个县市，各地裔孙，皆奉邦相为入乡之祖，每年春秋二祭，香火不绝。
迁往桂平的韦经公后裔分布罗秀镇小阳村、凤鸾村、六塘村、周顶村、贝岭村、大莲
塘、奕垌村；中沙镇南乡村、沙坡村、庞村、中和村、新宪村、太平村、容北村、六
石村、下冲村；木根镇木根村、东石村、湴地村、三益村、布新村、山表村、德华村；
罗播乡旺塘村、凤镇村、禄厚村、古斋村、山背村、承棠村、大田背村；大洋镇大洋
街、江头村；大湾镇水柳村、里各村、硬塘村；社步镇，麻垌镇，社坡镇，下湾镇，
白沙镇，蒙圩镇上贯村、福龙村、林村、牛排塘村、雍窑村、新德村、古旺村、新圩
村、上甫村、黎村、古城村、寻挞村，石龙镇，桂平城区下股街等 80 多个村、屯、街
道，遍及全市 26 个乡镇，总人口约 8 万。
桂平韦氏除韦经公世系外，还有山涛公世系。
迁往桂平的山涛公后裔，主要分布于蒙圩上贯村、上甫村，石龙珍垌村，厚禄芦
备村、社坡六塘村等。
3．平南韦氏
平南地处广西南部。秦属南海郡地。汉为猛陵县地。晋析猛陵县置武城县。南北
朝改武城县为武林县。唐贞观七年（633 年）合并西平、南平二县置平南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平南县常住人口 112.80 万人。
平南韦氏，1990 年统计的百岁老寿星有：大新乡大有村的韦节贤（1890 年 4 月出
生），汉族；国安乡思和村的韦秀英（1889 年 9 月 15 日出生），汉族。

1993 年出版的《平南县志》记述，平南韦氏从桂林、荔浦等地迁入。此外，明成
化年间，调归德（平果）、思恩（田阳）、东兰、武缘（武鸣）、巴马俍兵把守大同、鹏
化隘口，事后俍兵被安插在惠政（今思旺镇）的川一、川二、川三、川四各里（今安
怀、东平一带），有事出征，无事务农，年代久远，成为住户农民。韦姓俍兵不乏其人。
据考，平南韦氏大抵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和形成的，如秦汉“徙中原罪人《编
者注：大量的是从军来，移民来）杂居其间”。魏晋南北朝，北方多战乱，部份土族南
迁，先后到广西（陆川、平南）一带落户。清康熙（1662-1722 年）、乾隆(1736-1795
年)年间，曾行奖励垦耕的政策，招集闽、粤汉人人桂务农。道光(1821-1850 年)以后，
广东南海、番禺、顺德、肇庆等地汉人，不断地到县内各圩镇经商。民国特别是抗日
战争时期，大批粤藉汉人流入平南，后来部分落籍于此。
另考，平南“黄金山”为韦经世系俗称。韦经，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 年）入桂，
后封地于融州、宜州一带。一生宦游粤桂，晚年为武灵县丞（今平南县武林镇），病逝
于平南县城今麻纺厂旁。韦经生 3 子，应仁、应义、应礼，应仁之曾孙韦五嗣（号会
盟）因避乱从宜山到平南寺面乡定居，至十一世邦相（号二峰）曾官居福建、贵州等
地，殁后葬于平南镇隆乡“黄金山”地。韦经后代子孙目前遍布平南、桂平、容县等
32 个县市，其人数仅《平南县韦氏代谱》记载就有 6 万多人。因此“平南黄金山”已
变成该世系的族称。邦相的 2 男 7 孙，集中居住于六陈镇各村，因此，又有“六陈镇
黄金山“之称谓。
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韦树模、韦统铨、韦统淮、韦统荣诸烈士均是该
县东华乡人。
平南韦氏目前主要分布于东华、丹竹、六陈、大安、环城、平山、大鹏、国安、
马练、大新、安怀等乡镇。
十、钦州韦氏
先秦时期，钦州属百越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归属秦设象郡所辖；从汉朝、
三国一直至晋，钦州属交州合浦郡所管，于南朝末元嘉第一次建制，称为末寿郡，隋
开皇十八年（598 年）易名为钦州，取“钦顺之义”，此为钦州的最早得铭。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钦州先后属广东省钦廉专区，广西省钦州专区，广东省钦州专区，广
东省合浦专区，湛江专区，广西省钦州专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专区，1994 年 6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消钦州地区，设立地级钦州市，钦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钦州，地处祖国西南沿海，位于北纬 20°54′至 22°41′，东经 107°27′至 109°
56′之间。背靠大西南，面临北部湾，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钦州北邻广西首
府南宁，东与北海市和玉林地区相连，西与防城港市毗邻，现辖二县四区，即灵山县、

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和钦城管理区，小岛屿 303 个，陆地海
岸线长 520.8 里。有海外华侨同胞 38 万人，分布在 46 个国家和地区。
1．钦州（钦南、钦北）韦氏
钦州位于广西南部。地处钦江而得名。秦属象郡地。汉晋属合浦县地。南北朝宋
置寿郡，粱置安州。隋开皇十八年（599 年）改安州为钦州。明洪武九年(1376 年）置
钦县，十四年(1381 年)复升钦州。清沿之。民国改为钦县，归广东省，1951 年划归广
西，1955 年复隶广东，1965 年又划归广西，1983 年改钦州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钦州市常住人口是 307.97 万人。其中，
钦南区常住人口是 61.7 万人、钦北区常住人口是 58.14 万人
钦州韦氏目前查明的有千三的 9 个支系分布于板城乡、小董镇、犀牛脚乡、那蒙
乡一带；千四有 2 个支系居住于板中村和淡晓村。防城韦料质（贞）裔孙亦有迁入者。
此外，(1)邕宁南晚乡焕村韦清相三子仕铜迁至钦州市大寿镇那铺村。(2)韦云佳原籍
福建漳州人氏，迁至广西灵山县后，其子孙又迁至钦州市犀牛脚乡丹宁村大鸡屯。(3)
钦州那蒙坛吉村、平福村、那湾村，板城乡细六屋村、宁家村、那激坪村的韦氏都是
南宁抄牯岭韦本善的后裔。(4)钦州担聊村、长滩乡坛袅、永宁、关塘等村韦氏是明朝
韦彭弟后代，自灵山迁来。
据《唐书》卷二六○《外戚传》载：唐中宗韦皇后之父韦玄贞“流死钦州”，中宗
复帝位，“诏赐玄贞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载：
千三韦景宗裔孙分居扳城、寺镇、那蒙、小董、长滩等乡镇，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居小
董、扳城等乡镇。
2000 年 8 月出版的《钦州市志》载，秦至西汉元寿年间，有徐、韦、孔、傅等姓
到钦州定居。至民国 38 年（1949 年），全县有 140 多个姓氏；据 1990 年底人口统计资
料，共有 197 个姓氏，其中万人以上人口姓氏有 19 个，韦姓排在第 14 位，人口 15696
人，占总人口的 1.52%，分布在板城、大寺、平吉、长滩、犀牛脚等地。
2．浦北韦氏
浦北地处广西南部。秦属象郡地。汉晋为合浦县地。南北朝、隋为合浦县、龙苏
县、封山县地。唐至五代十国为台浦县、封山县、蔡龙县地。宋至民国为合浦县地。
1952 年 5 月析合浦县北部置浦北县（取合浦县之北而得名）。原属广西，1955 年划归
广东，1958 年底并入合浦县，1965 年又划归广西，复置浦北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浦北县常住人口是 72.86 万人。
1994 年 8 月出版的《浦北县志》载：1990 年该县共有姓氏 182 个，其中韦姓为一
般姓氏。现已查明千二景明有 2 个支系居住在民乐乡红坭村和上马村；千四景福有 6

个支系分布于黄马、灯草、佃板等村一带；千五景文有一个支系居住在六黎村。
由韦善通主编的《韦氏宗谱（全卷）》曾记述了浦北韦氏假兵情况：明·咸化二十
二年（1464 年）和正德六年（1496 年），广西田州竹根村韦立与扬实，曾两次带领广
西田州俍兵至广东归德八冬（原广东今广西浦北县寨圩镇乐民乡一带）剿贼。剿平贼
乱之后，则留在当地屯戍耕守。据明·正德使兵底册载：八年八月十五日给照的 34 户
俍兵中有韦氏俍兵的花名册如下：
(1)三冬（信立）俍兵：卢村韦明；白土村韦益、韦记、韦实、韦高；落马村韦直
君；蒙竹村韦俸弟、韦俸想、韦仪康、韦仪笋、韦仪全、韦仪保；洞心村韦叶、韦连；
（上面林下面田字）蕾锦村韦鸾、韦凤；莫村坪洞村韦明镜、韦明祥；张冲村韦宽、
韦添、韦现、韦申、韦郑、韦进；六等村韦四；龙塘竹山村韦来、韦庆、韦通、韦政；
竹山村韦马、韦帝、书吊、韦安；平街村韦良、韦显、韦朝；马突村韦等；黄马村韦
树理。
(2)八冬俍兵：后塘村（即韦立、杨实住的村）韦扶叶、韦扶三、韦扶雷、韦扶四；
上下六毕村韦彰、韦兰、韦至、韦元、韦影；上下门楼村韦特三；白饭村韦应广、韦
奇进、韦特帅、韦会亮；标村韦鉴；牛头村韦扶真、韦扶宗、韦扶五；高山村韦扶政；
鸭塘平洋山鸡村韦道连、韦显真、韦扶活；冲塘村俍目韦贵原住在此）韦贯、韦成、
韦总。
乾隆十九年（1759 年）再一次奉调屯戍耕守的俍兵五目兵甲兵的名册中，有韦氏
的名单：
①八冬永丰总目：韦文纤。俍目：韦玉振、韦亚军、韦文纤、韦玉翼。
②甘村目：韦志华；韦志德、韦贵兴、韦兆增、韦学显、韦启华。③林稔目：韦
国现、韦金成。④高山目：韦亚清。⑤竹子目：韦能安、韦凤朝、韦石李。
另载，(1)千四裔孙韦云联原住宾阳白石村，于明成化至正德年间参加俍兵，战后
于正德七、八年（1513-1514 年）落户浦北县寨圩镇齐田村。(2)景明次子韦倩邦生园
规生忠成生福星生韦区，韦区后代分住在浦北县乐民乡红泥村、上马村、邦坎村、平
佳村。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记
载韦氏分布：千二韦景明裔孙分居乐民镇。千三韦景宗后裔分居乐民，寨圩等乡镇。
千四韦景福后裔分居乐民、六石良、福旺、官垌、寨圩、龙门、大成等乡镇。千五韦
景文后裔分居乐民、寨圩等乡镇。
3．灵山韦氏
灵山地处广西南部。秦为象郡地。汉、三国、南北朝为合浦郡地。隋置南宾县。
唐改灵山县至今，因县境西六峰山有龟峰，龟者乃灵物也，故以名之。民国时属

广东省，1951 年划归广西，1955 年仍归广东，1965 年复属广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灵山县常住人口是 72.86 万人。
1996-1998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岱、景宗、景福、景文分册》载：
灵山县韦氏，韦山涛子千三韦景宗裔孙分居那香等乡镇。千四韦景福裔孙分居平山、
石圹、丰圹、三海、灵城、文利等乡镇，千五韦景文裔孙分居灵城、三海、石圹等乡
镇。
2000 年 10 月出版的《灵山县志》载，据 1985 年年末调查统计，该县共有姓氏 259
个，其中韦姓是一般的姓氏。
据谱载，宋罹难大臣韩车后代（韩车至山东历城落籍时改用韦姓）韦田宏于元朝
迁上林六秀村后，其子孙于明清迁入灵山、横县等地，目前该支系仅灵山、横县人数
约五万余人。在灵山境内则分布于旧州、三海、平南、烟墩、丰塘等乡镇。其昭穆为
“田伪（或为）安家（或嘉）发进祥开枝（或芝）结果从贵善天德可守思斯必昌万代
荣华居高显富乐英雄管仲良万顺国朝廷丕承久克宁茂有盛大业永世德兴启之学成功”。
而韦云佳则从福建迁入灵山定居。
十一、北海（含合浦）韦氏
“朝沧梧而夕北海”，北海的名字很早就有了，北海地名的形成，定位于康熙元年
（1662 年），清政府设“北海镇标”作为“北海”地名的称谓。由于此种说法转述频繁、
引证广泛，因此成为一个定例。据文史资料记载，“北海”一词可追朔至宋朝甚至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连接东南亚甚至是欧洲的重要桥
梁，这个时期，
“北海”更多的是被外国人所称呼。1965 年 6 月，北海由广东省划归广
西壮族自治区，北海之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北海地处广西南部，北部湾东北岸。辖海城、郊区和合浦县。秦属象郡地。汉为
交趾（交州）合浦郡地。晋至五代十国属合浦县地。宋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为太平
军海门镇辖境。元为合浦地。清康熙元年（1662 年）设北海镇标。民国十五年(1926
年)设立“北海市政筹备处“民国十八年（1929 年）置北海镇。1950 年设立北海市，
为广东省辖市；1951 年 5 月划归广西。1955 年改属广东省。1959 年改为北海镇（县级），
1964 年复设北海市。1965 年改属广西，为县级市。1983 年 10 月为省辖市。所辖的合
浦县，因地处江河汇海处而得名。秦属象郡地。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首置合浦县。
三国吴黄武七年（228 年）改珠官县，旋复名。明成化八年（1472 年）省石康县并入
合浦县至今。1931 年直属广东省。1952 年改属广西，1955 年划归广东，1965 年又改
属广西，1987 年 7 月隶属北海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北海市常
住人口是 153.9 万人。

北海市南北长 11 公里，东西宽 20 公里。境内有钦北铁路、209、325 国道经过，
高速公路可直达南宁、湛江等地，把北海与桂林、重庆、成都、广州等重要城市连接
起来，构筑了中国西南地区便捷的公路出海通道。北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西部唯一具备空港、海港、高
速公路和铁路的城市，是享誉海内外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
夏朝元哲裔孙韦料贞，汉朝随马援伏波将军率军南来平定征侧、征武姐妹叛乱后
落藉合浦，裔孙移居防城、上思、崇左、环江等市县。
1991 年出版的《合浦县志》载：全县姓氏 159 个，韦氏居第 108 位，属于人数比
较少的姓氏。根据史书、志书、族谱叙述，东汉建武十六年（40 年），交址首领征侧、
征武姐妹起兵反对汉王朝，合浦等地“蛮俚”群起响应，下六十五城。十八年(42 年)
韦料贞随马援统帅大军南来，擒斩两征，平定叛乱后，马援班师回朝，留韦料贞及部
卒戍边。韦料贞授那狼把总，落籍合浦。合浦有韦料贞后。
1994 年 7 月出版的《合浦县志》载：县境主要姓氏，共有 159 个，其中韦姓居第
108 位。
十二、防城港韦氏
1．防城（含东兴）韦氏
防城地处广西南部，南濒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秦属象郡地。汉晋为封溪县
地。隋归黄安县地。唐至明属钦州地。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析钦州西部置防城县，
以防城圩得名。原属广东省，1951 年划归广西，1955 年复属广东，1957 年分防城为东
兴、防城两县，1958 年合并为东兴各族自治县，1965 年又划归广西，1978 年 12 月改
为防城各族自治县。1993 年 5 月，撤销防城各族自治县，设立防城港市（地级）、港口
区、防城区。1996 年 4 月设立东兴市（县级）。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防城港市常住人口是 86.69 万人。东兴
市常住人口是 14.47 万人。
防城韦氏源于汉。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 年）合浦“俚人”响应交趾女子征
侧、征武之乱，边关不宁，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 年）派马援率大军南征。溯湘
江，过灵渠，下桂南。然后分水陆两路“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所过辄为郡
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凑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
约束之。“（见《后汉书·马援传》）。韦料质（贞），马援部将，京兆堂韦国后裔，任青
州府卫挥使职。平定交趾之后，韦料质被派驻合浦、钦州、防城一带，任最高军政长
官，赐世袭那狼司把总之职。韦料质在戎边屯垦中，沿用“和绥百越”政策。包括鼓
励其子孙与越人通婚等办法，使当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边境安宁，因此，在这块封

地上，韦料质子孙繁衍兴旺，成为望族。以至第五代世袭土官文保之弟文蔚，虽然曾
带领族人大规模迁往上思县思阳乡高加村定居，并于上思县那坎兴建了韦氏宗祠，但
其后裔仍依恋“祖土”，不时来回迁徙于上思一防城，直至今日，如朝圣地。经统计，
韦料质后代，支系繁多，目前所形成的 53 个支系，人数已达 3 万余人，主要分布于防
城滩营、那勒、大叶、防城街、板八、洞中、扶隆、江山等乡镇和上思县一带。此外，
钦州、横县、邕宁、大新、宁明、灵山等县及越南、新加坡、泰国、海南岛、台湾、
澳大利亚、英国都有其裔孙。
2.上思韦氏
上思地处广西南部，十万大山北麓。秦属象郡地。汉为合浦郡地。隋属郁林郡地。
唐贞观十二年（638 年）置壤州，天宝初年（724 年）置羁縻上思州。元明为上思土州。
清复为上思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上思府。民国二年（1913 年）改上思县至今。
先后属宾阳专区、南宁专区、龙州专区、崇左专区、钦州专区。1993 年 5 月划归防城
港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上思县常住人口是 20.41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上思县 82 个姓，韦姓居第 7 位。”共和国《上
思县志》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县姓氏 109 个，韦氏居首位。上思县韦氏史可查
的是防城韦料质（贞）第五代世孙韦文蔚率族人大举迁入，子孙大量繁衍，大多都是
土著。如今遍布全县各地，比较集中分居的有公正、思阳、叫安、东屏等乡镇。
2000 年 3 月出版的《上思县志》载，该县共有姓氏 120 个，人口 5000 人以上的有
黄、陆、梁、刘、韦五个姓。其中，韦姓居住高岸、叫甘、那齐等 100 多个屯。
十三、河池韦氏
河池市，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广西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
区域。河池是桂西北区域中心，在广西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桂、黔、川交
通的重要枢纽，还曾是历史的“兵家喉地”。河池背靠大西南，面迎东南亚，是西南出
海最便捷的通道之一。
河池市地处广西西北边陲、云贵高原南麓，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隋属
始安郡地。唐及五代属智州。宋宣和元年（1119 年）置河池县。地处澜江，雨季为河，
干季成池，故得名。明清为河池州。民国改州为县，一直沿用，2002 年，由河池地区
改为河池市。
河池市是大西南通向沿海港口的重要通道，东连柳州，南界南宁，西接百色市，
北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介于东经 106°34°～109°09′、北纬 23°41′～
25°37′之间。东西长 228 公里，南北宽 260 公里，全市土地面积 3.35 万平方公里。

河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黔桂铁路穿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
示，河池市常住人口是 336.9 万人。境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主要为山区，较大的河
流有红水河。
1．南丹韦氏
南丹地处广西北部，乃通黔、川、滇之要道。秦属黔中郡。汉为毋敛县。唐属岭
南西道羁縻州。宋元丰三年（1080 年）始置南丹土州、那州、地州。因上贡朝廷丹砂，
又地处南疆，故名南丹。元为南丹安抚司、那州、地州。明清为南丹、那地土州。民
国六年（1917 年）改南丹县至今。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丹县常
住人口是 27.8 万人。
南丹韦氏为大姓，其先代自北宋皇祐五年（1053 年）起相继从山东、江西、广东、
湖南、贵州等迁入。韦山涛长子，千一韦景岱 15 世孙韦万目及其裔孙，“明永乐九年
（1411 年）起世袭那地土州士官，而大多从东兰迁入。形成的支系分布于吾隘，罗富、
东河、东合、六寨、大厂等乡镇。”
清康熙年间，韦虎臣八世孙韦国秀、韦国宗从东兰拉干村迁莫德，再迁湖平村。
之后，又有韦起云第 11 子韦应腾从东兰旧州迁入，其子孙分居于吾隘等 14 个村屯。
据田明府等主编的《新编奇录珍闻大全》一书记录，南丹县巴定乡 77 岁韦丽萍老
太太双目失明 17 年后，于 1990 年 11 月 2 日上午突然喜从天降，重见了光明。当地称
为奇事。
2．宜州韦氏
宜州地处广西北部，因县处宜山，故名。秦属桂林郡地。汉为定周县地。隋属始
安郡。唐五代十国为龙水县、崖山县、洛曹县、思顺县、蕃州、述昆州、温水州地。
宋宣和元年（1119 年）置宜山县，1993 年改宜州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宜州市常住人口是 55.86 万人。
据民国 7 年（1918 年）增修《宜山县志》载，宋代宜山县的进士名录中有韦姓等
17 个姓。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覃、莫、兰、韦四姓最钜，邑士著也。宋代
第进士者二十有六人。最多为韦氏、唐氏各四人。”
“明代领乡荐者，二百二十三人。……
韦氏、秦氏各十人。”
1998 年 6 月出版的《宜州市志》载，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宜山县（市）
有姓氏 238 个，其中韦为排在第一位，分布遍及全县，而壮族多为覃、莫、蓝、韦四
姓。
关于韦氏先承问题，新版“县志”认为至少有四种来源：一为土著，汉以前的百
越民族后裔；二是宋以后历代宦居的土官后代，其族源多是山东和京兆，但主要还是

由广西东兰方向的二次迁入者。
北宋皇祐五年（1053 年）韦山涛从山东携 6 子，领宗亲 1700 人的铁骑军，随狄青
到宾州（宾阳县），元夜绕道高田佛子村合灶隘，于宾州（宾阳县）昆仑（雄南）关西
南的归仁铺（当时宣化县，今南宁市兴宁区）打败侬智高。与兄奉狄帅令追歼侬智高
弟侬日造的残敌入木兰（东兰），后累建战功，移庆远府（今宜州市）南三镇，任庆远
府永宁县长官司，世袭永定土司。裔孙有 32 个支系，除住宜州各乡镇外，还分布上林、
桂平、象州、浦北等地。
另外，早期的入迁者有韦经。据族谱介绍，韦经为韦孟的五十世孙，北宋仁宗嘉
祐七年（1062 年）入桂，封地于融州、宜州一带，子孙世居广西庆远府宜山县仕鸣村。
韦经一生宦游于雷州、广州、海南一带，晚年为武灵县丞（今平南县武林镇），病逝平
南县城。与韦经同时入桂的兄弟承庆官调桂林，后再到融州任府官。承庆父子阵亡，
其子孙定居融州、宜州一带，为宜山韦氏重要支系之一。三是“韩改韦”，史料不多，
但族谱广为传颂是汉代淮阴候韩信余脉，声称属于这部分韦氏的人数不少，分布也比
较广。另在宜山县韩改韦族人中（包括宜山柳州一带）明确记载于明时有一支从东兰
迁入。四是各个不同时期自邻省入桂的经商落籍及移民者，从史料上看多是广东、福
建、江西等省之韦氏。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广西区人大副主任韦继松，是宜州市洛东乡花滚村
入。
3．东兰韦氏
东兰地处广西西北部。秦属桂林郡。汉为定周县。唐称朱兰。宋初置兰州，崇宁
五年（1106 年）改兰州为文兰州。元初分文兰为东、西兰州，东兰之名由此始。后撤
西兰并入东兰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东兰州为东兰具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东兰县常住人口是 21.30 万人。
刘介编纂的《广西通志稿》分析：东兰“县属姓氏，最初极简单，惟黄、陈、罗、
周、陆、邓、孙、莫、谭、蒙、兰、黎等十二姓而已。谭、蒙、兰、黎四姓，属于瑶
族，原居山峒，唐时颇盛。黄、陈、罗、周、陆、邓、孙、莫八姓，均为土族，其与
瑶族各异，原籍俱无徵考。相传土族于唐末盛殖县属各乡，多于瑶族数倍。宋初八姓
中，有涉于乱者，狄青南征，败而退居深山，与瑶同化。亦有其奔避外县者。其地为
狄青部属陈、黄、龙、韦、覃、廖、韩、班、马等姓，及置戍之王、吴、容、陆、杨、
莫、潘、叶、黎、孙、苏、罗、邓、郁、华、卢等姓所先占地最肥沃。久之，遂与原
有土族，同化为土”。明末始有袁、胡等三十五种另外姓氏各自湘、鄂、豫，蜀、闽、
黔迁入。“其中有因随军流者，有因经商避乱者，其得地最后，故多处山岳，即所谓山
湖广是也“。归流后，又有自湘、粤、南宁、宾阳、玉林各县迁来。“雍正初年，进剿

黔苗”，“乾隆二十九年，大兵平瑶”，加上“民国后叠遭事变，绝天者二十余姓，今据
调查户口，所存者仅九十七姓耳。至各姓之中，人口颇盛者为韦姓。且郁、华两姓，
因势力不支，亦并入其族，改为韦姓。故此姓人口，几占全县十分之四。“该文中有关
姓源问题，还有如下记述：“查韦与牙，初原韩姓。覃原谭姓。因其聚族而居，地盘旷
远，且无他姓杂处，碍于同姓不婚之义，因而韩改为韦，或改为牙。谭则改而为覃。”
“凡此等等，没有史料依据，纯属推测。”
1994 年 12 月出版社的《东兰县志》记述，1985 年统计，东兰县共有姓氏 171 个，
韦姓居首位，人口最多，分布遍及全县各乡镇。其中，在壮族的 51 个姓氏中，韦姓居
首；在瑶族的 13 个姓氏中，韦姓也居首。从族谱汇总的资料看，韦氏先代基本上来自
山东兖州府邹县（一说青州益都县）。历代韦氏都是这里的执政者。
关于族源，东兰韦氏大多为千一景岱后裔，但也有一部分属于韩信（韩改韦）支
脉。北宋皇祜五年（1053 年）韦山涛从山东携 6 子，领宗亲 1700 人的铁骑军，随狄青
到宾州（宾阳县），元夜绕道高田佛子村合灶隘，于宾州昆仑关（雄南关）西南的归仁
铺（当时宣化县，今南宁市兴宁区）打败侬智高。韦山涛大子韦景岱奉狄青命令追歼
依智高弟依日造的残敌，入木兰（东兰）设行营于都彝，后累建战功，授木兰安抚司
（土司），世袭 26 代，历 619 年（至改土归流）。土司妻室多，儿子多，遍布东兰 18
个乡镇和广西上林、田东、田林、柳江、柳州、凤山、宜州、都安、河池、南丹、环
江、鹿寨、来宾、桂林、永福等市县以及贵州都匀、独山、荔波等地。
近代东兰韦氏人才辈出，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红二十一师师
长、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的韦拔群，是该县武篆乡东里
屯人；原右江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韦玉梅，是东兰县人；原广西省省长、中共广
西省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是太平乡新烟村
人；中将韦杰是五联乡仁义村人；少将韦祖珍（又名韦仕），是隘洞乡板仆屯人；在邓
小平领导的红七军队伍中，为国光荣捐躯的烈士中韦氏子弟多达 707 人。
此外，明朝东兰世袭土官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等，都是威震海内外的抗倭名
将，韦正宝被敕封为平北伯、韦虎臣抗倭建立大功，被朝廷册封为武夷侯。东兰韦氏
父子三代抗倭功德名垂青史。
4．都安韦氏
都安地处广西中部，是我国岩溶发育地区之一。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
唐宋属思恩羁縻州。元属田州路。明嘉靖七年（1528 年）属都阳、安定土司。民国五
年（1916 年）废土司置都安县（取都阳、安定首字）。1955 年将都安县改为都安瑶族
自治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都安瑶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51.66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都安县氏族，邑之弱族诧庇于强宗，赏拾其
本姓，而冒异姓氏为姓，若韦、黄、蓝三族，人口最盛，冒其姓者亦最多。韦氏之族，
丁口数千户，相传来自山东，至今已有二十余代。黄氏之族，丁口半于韦氏。按邑人
谓开辟县境，为覃、黄、韦三族。”
1993 年 6 月出版的《都安县志》载，据 1987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206 个，
其中韦、黄、蓝三姓人口最多，均在万人以上。
关于都安县韦氏祖承，除了上面提到的山东（最早有韦厥支系，稍晚为韦山涛支
系）之外，另一支是相传韩信后裔，始祖韦天贡，后裔支系较多。绵延已有二十多代。
此外，从区内各县、邻省（广东、江西、湖南、贵州）亦有入迁者。清楚的有千一景
岱 21 世孙韦英炯裔孙居住安阳镇和兴街。韦正周，明·洪武（1368-1399 年）年间率
子韦兆虎、韦兆象、韦兆鳞从东兰迁今都安大兴乡润隆村，子孙繁衍已 16 代，韦兆虎
子孙再迁今大兴乡百康村，子孙繁衍已 13 代。千四韦景福七世孙韦文昌、韦主器、韦
护等后裔居住镇安街。
中共广西区纪委原书记韦成栋籍属都安县地苏人。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家能为都安县人。
5．大化韦氏
大化地处广西中部。秦属桂林郡。汉属郁林郡。唐宋属思恩羁縻州。元属田州路。
明清属都阳堡土巡检司。民国初年 1912 为都阳土司。1916 年属都安县大化乡。1987
年析都安、巴马、马山地设置大化瑶族自治县。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大化瑶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36.08 万人。
大化韦氏在该县也是大姓之一，其族源关系有三：主要是“韩改韦”天贡世系，
人数多分布广。其次为韦山涛世系。三者为韦厥裔孙。后者虽然历史久远，但所占比
例较小。
6．天峨韦氏
天峨地处广西西北部。北与贵州罗甸隔江相望。秦分属黔中郡和桂林郡。唐、五
代十国属峨州。宋为文兰州地。元、明为东兰州地。清初分属南丹、东兰两土州和凌
云县，道光六年（1826 年）始置天峨县。民国元年（1912 年）废，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析凌云、南丹及凤山三县地置天峨县至今。以县处天峨圩取名。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天峨县常住人口是 15.50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1949 年，天峨县李、黄、韦、罗、岑五姓，
为邑钜族。”1994 年 9 月出版的《天峨县志》记述：“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全县共有姓氏 185 个，韦姓居首位。全县有韦姓 1946 户，其中更新、直纳两乡 526 户，

向阳、燕来两乡 272 户，岜暮乡 503 户，六排镇 174 户。还有 471 户居住在其它 5 个
乡。”
7．金城江区韦氏
河池处于广西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隋属始安郡地。唐及五代属
智州。宋宣和元年（1119 年）置河池县。地处澜江，雨季为河，干季成池，故得名。
明清为河池州。民国改州为县，一直沿用。1983 年 10 日，撤销河池县，设立河池市。
2002 年 6 月，撤销河池地区和县级河池市，设立地级河池市。河池市设立金城江区，
以原县级河池市的行政区域为金城江区的行政区域。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金城江区常住人口是 33.01 万人。
1996 年 5 月出版的《河池市志》载，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共有姓氏 226
个，其中以韦、覃两姓人口较多，分布也较广。主要分布在河池镇、下考乡、六圩乡、
拔贡乡、六甲镇、东江乡、白土乡、九圩乡、保平乡、长老乡、三旺乡。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邑之钜族，覃、韦、莫三姓称最，全邑丁口，
十分有其六。”如今，韦山涛支系，千一韦景岱裔孙分居全市各乡镇。如今，韦姓仍为
大姓。
8．罗城韦氏
罗城地处广西北部。秦属桂林郡。汉为潭中县地。南北朝为齐熙县地。唐、五代
十国为武阳县、天河县地。宋开宝五年（972 年）首置罗城，旋废，明初复置。1952
年与天河县合并称罗城县，1983 年 8 月改设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29.83 万
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罗城县“覃、潘、吴、谢、韦、黄、刘、梁、
任诸姓为著。”“韦氏有土、客二系。”土系可追朔到战国前骆越族，客系于明·正德
（1506-1521 年）间来自东兰，系千一韦景岱后裔。”
1993 年 11 月出版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志》载，仫佬族有韦等 35 个姓，韦姓为
一般姓氏；壮族有韦等 59 个姓，其中韦为大姓；汉族有韦等 79 个姓，苗族有韦等 4
个姓，均为人数较少的一般姓氏。
9．巴马韦氏
巴马地处广西西北部，百岁寿星较多，誉为长寿之乡，其中西山乡为世界第五长
寿乡。宋属溪洞地。元明为田州、东兰州地。清属百色厅、凤山土州、东兰州地。民
国二十四年（1935 年）设万罔县。1951 年撤消，1956 年设置巴马瑶族自治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巴马瑶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22.46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万罔（巴马）县大姓系黄、覃、韦、罗四姓，

韦姓约三千人。2003 年 6 月出版的《巴马县志》载：巴马县 1990 年总人口 224557 人，
共有 270 个姓氏，即黄、韦、覃、罗……这些姓氏中，黄姓最多，占全县总人口的 28%，
其次是韦姓，占全县总人口的 11%。全县瑶族姓氏有 57 个，即韦、罗……在瑶族姓氏
中，人口在 1000 人以上的有韦、罗、卢三个姓；壮族姓氏有 189 个，即黄、韦、覃……
壮族姓氏中，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有黄、韦、覃三个姓。
10．环江韦氏
环江地处广西北部。秦属黔中郡地。汉为敛县地。唐、五代十国属抚水、思恩县。
宋设安化州。清设安化厅。民国改宜北县。1951 年与思恩并为环江县。1986 年改为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27.23 万
人。
民国 19 年（1930 年），思恩县（1951 年并为环江县）户口调查时，全县共有 97
姓，其中以韦、覃、谭等 9 姓为最，韦姓排在第一位。
《思恩县志》载，韦姓原籍山东，
宋时迁来。民国 26 年（1937 年）编纂的《宜北县志》载，当时境内居民共 63 姓，以
莫、卢、韦、蒙等 7 姓为最。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思恩县“韦、覃两姓最矩。”“韦氏之族，散
居百村左右，族居最盛者，为右区广南，左区古宾，后区下斡和穿山牛垌等村。而宣
北县（1951 年与思恩县并为环江县）邑民多聚族而居，卢、莫、覃、韦、蒙五姓最钜。”
“韦氏之族，系出山东，始祖明道，来自汉代，今有户九百六十。环江县水源、坡柏
韦氏，系韦正修（号玉坤）裔孙。”
1990 年第 4 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居民姓氏共有 303 姓，其中韦、覃、莫等姓氏人
口最多，均在 1 万人以上。韦氏分布在全县 15 个乡镇，以思恩镇、水源乡、洛阳镇、
山川乡、东兴乡居多。水源乡三美村总人口为 4287 人，其中韦姓人口 3498 人，占总
人口的 81.59%。
11.凤山韦氏
凤山地处广西西北部。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宋属羁縻兰州。元属东兰
州。明属东兰土州。清属凤山土分州。民国八年（1919 年）置凤山县至今。因“县城
环山似风，环风背山”而名。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凤山县常住人口是 16.15 万人。
民国《凤山县志》记载：县内主要姓氏有韦、黄、龙等 43 个。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邑汉土杂居，互通婚媾。姓氏虽分，血系已混”。“韦氏之族，其系有二：
一山东邹县，一广东潮县。全县百分之十四五皆为此族。至今凤山韦氏仍为钜族。”
2008 年出版的《凤山县志》载：1999 年，全县共有 176 个姓，比上列增加 133 个。

关于韦姓来源，有说是来自山东邹县、广东潮县的，也有说是来自邻县东兰的。相传
是汉朝韩信的后裔，为避难而改姓的，故有“韩韦一姓”的说法。土司时期，韦姓是
东兰及凤山土州世袭土司官族。除更沙乡外，韦姓遍及县内其它 10 个乡镇，大部分是
壮族，少部分是瑶族，汉族中没有韦姓。
据考，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韦兆能、韦兆统的子孙曾奉命到凤山立城，
后被龙承义等夺取，韦氏子孙被迫迁往长洲等地。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某日，
东兰土司韦朝辅巡逻打猎到凤山县城射击，一枪有三声九响之应，加上风景优美，田
地平坦，于是在凤山县城设立东兰州凤山土分州。此一支系千一韦景岱后裔。
十四、百色韦氏
百色地处广西西部。“百色”由“博涩寨”演变而来，系壮语，意为山川塞口地形
复杂的地方。一说系壮语“拍洗衣服的地方”之意。据传在鹅江与澄碧河汇合处，有
一无底深潭，岸边有村庄，村女经常在此洗衣，因而得名。百色古属百粤、句町国。
秦属象郡地。汉为增食县地。唐至五代十国属添州，归乐州、武隆县地。宋元为龙川
州、唐兴州、雕甸州（睢目殿州）、归乐州、武龙县地。明属田州地。清雍正八年(1730
年)首置百色直隶厅。
百色市地处珠江水系上游右江流域，是国家确定的南（宁）贵（阳）昆（明）经
济区中心地带，是滇、黔、桂三省（区）边缘交通枢纽、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和大西南
出海通道的咽喉，是中国与东盟双向开放的前沿。百色与越南有 360.5 公里的边境线，
靖西、那坡两县与越南接壤，现有边境口岸 3 个，其中龙邦口岸为国家一类口岸，岳
圩口岸、平孟口岸为国家二类口岸，另有 6 个贸易点。各边境口岸和边贸点交通便利，
是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展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的黄
金宝地。
百色下辖一区十一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百色市常住人口
是 346.7 万人。
1．右江区韦氏
《百色厅志》记载：
“百色初无官也，有之，自雍正已酉年（1729 年）始。百色初
无城也，有之，自雍正庚戌年（1730 年）始。百色初无属也，有之，自光绪乙亥年（1875
年）始。”民国元年（1912 年）改厅为府，民国二年（1913 年）废府置百色县。1983
年 10 月，撤销百色县，设立百色市，以原百色县的行政区域为百色市的行政区域。2002
年 6 月，撤销百色地区和县级百色市，设立地级百色市。百色市设立右江区，以原县
级百色市的行政区域为右江区的行政区域。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右江区常住人口是 37.28 万人。

1993 年 6 月出版的《百色市志》述，1982 年百色市（今右江区）共有姓氏 195 个，
壮族人数占 71%，壮族中韦姓是仅次于黄姓的第二大姓，各乡村均有分布，其族源韦山
涛裔孙韦朝发，上林县韦汉村迁来，还有韦山涛裔孙韦经分支。千三韦景宗裔孙韦延
梅居住弄和乡巴平街。
2．田阳韦氏
田阳地处广西西部。秦属象郡地。汉为增食地。晋置增翊县。宋置羁縻田州、奉
议州。元为田州路地。明改为田州土府。清置阳万土州，后改思阳州。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置田阳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田阳县常住人口是 31.33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田阳土多客少。大姓为黄氏，宋代来自江浙，
丁口六千七百有奇。次李、岑、梁、农、罗、韦、邓诸姓”。“岑、韦两姓，宋代来自
浙江”。“瑶族有阮、元、兰、何、韦、谭、邓、卢、梁、农诸姓”。
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载，韦成章后裔迁居头圹乡，
韦布闷后裔迁居百育镇。1999 年 6 月出版的《田阳县志》载，1995 年调查统计，全县
共有 217 个姓氏，韦姓排在第 8 位，为 11 个人口较多的 10 个姓氏之一，分布在全县
15 个乡镇。
3．田东韦氏
田东县位于广西西南部，秦前属百越（粤）地。秦始皇三年（公元前 214 年），略
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改故秦桂林郡为郁林郡，
田东县地大部分属郁林郡增食县地。东晋建武二年（313 年），在郁林郡内析置晋兴郡，
田东县大部分地属晋兴郡增翊县地。隋开皇十四年（594 年）废晋兴郡置晋兴县，十八
年改晋兴县为宣化县，田东县地大部分先后属晋兴县、宣化县地。唐代，在田东县地
设置横山县，还设置侯州（在今作登瑶族乡），功饶州（在今思林镇）2 个羁縻州。元
代，废横山寨。清初至同治十三年（1874 年），建置情况与明末同。民国元年（1912
年），百色直隶厅改为百色府。民国 2 年（1913 年）裁百色府，设田南道，恩隆县、上
林土县归田南道管辖。田东县地大部分属恩隆县，其余分属上林土县、向武土州、奉
议县。恩隆县、上林土县均隶百色府。民国 23 年（1934 年），恩隆县更名为田东县至
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田东县常住人口是 35.68 万人。
1996 年出版的《韦氏族谱·山涛支系·景文分册》载：韦中敢后裔分居林逢镇，
韦国恬后裔迁居思林镇，韦成章后裔迁居头圹乡，韦文崇后裔迁居义圩乡，韦玄通后
裔迁居思林镇，韦嵩高后裔迁居平马镇。
1998 年 11 月出版的《田东县志》载，据 1982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 183 个姓氏

（其中复姓 1 个）。壮族以黄姓为最多，其次为李、张、岑、覃、韦、辛、周等。以地
区分，黄、韦、李、岑、覃等姓，名乡镇都有分布，韦姓多分布于林逢、朔良、祷午、
祥周等乡镇。
4．平果韦氏
平果地处广西西南部。秦属象郡县。汉为增食县地。唐、五代十国为思恩州、恩
城州、万德州地。宋元为上林县、思恩州、恩城州、归德州、果化州地。明属下旺土
司、旧城土司。清为下旺土司、果化、归德土州地。民国四年（1915 年）置果德县，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置平治县。1951 年合并为平果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平果县常住人口是 43.43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平治县“氏族钜而著者，黄、韦、凌三姓，
皆藉隶山东，宋代迁来。”“韦姓约六千三百余人。”
平果海城韦氏系千六韦景武裔孙，与马山县下旺同一支系。
5．西林韦氏
西林地处广西西北部，为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秦属黔中郡地。汉为句町县地。唐
属黔中道黔州地。宋为上林峒。清置西林县。1951 年并人西隆（隆林）、田西（田林）
两县。1963 年 5 月置西林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西林县常住人口是 13.87 万人。
1949 年初的调查，“岑、覃、潘、许四姓，为邑钜族”，“又杨、覃、王、黄、韦、
陆、农七族，散居各乡，人才众多。”
2006 年 7 月出版的《西林县志》记述，县内民族中，韦姓只为一般姓氏。按各族
分布，壮族多为农、陆、韦、黄等；彝族多为韦、黄、王姓。按地域分，韦姓主要分
布在那劳、洞坚、者革、者车、者怀、克羊、皿帖、弄汪、者夯、马蚌、者聋、马麻、
清水江等。
6．那坡韦氏
那坡地处广西西部。秦属象郡地。汉为增食县地。宋属镇安峒地。元升镇安路。
明改镇安土州。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置镇边县。1953 年改睦边县。1965 年改那坡
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那坡县常住人口是 15.37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1949 年初，根据 11300 张选票统计，那坡
全县共有 38 个姓氏，韦姓居第 12 位。”
2002 年 6 月出版的《那坡县志》载，全县共有 175 个姓氏，韦氏为一般姓氏。
7．乐业韦氏
乐业，被誉为“世界天坑之都”，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东南麓，东北与河池

市天峨、凤山两县相邻，东南依凌云县，西南与田林接壤，西北与贵州省的册亨、望
谟、罗甸三县隔红水河相望。县城距国家重点工程龙滩水电站 160 公里，距百色市 168
公里，距广西首府南宁市 400 公里，距贵州省省会贵阳市 370 公里，是重庆、贵州经
龙邦口岸（国家一类口岸）往东盟国家最为便捷的通道之一。
乐业秦属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地。唐为双城州。宋为泗城州地。清属凌云县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置乐业县。1951 年与凌云合并为凌乐县，1961 年复置乐业县
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乐业县常住人口是 14.85 万人。
刘介编《广西通志·1949 年稿》载：
“全县 24 个姓氏中，韦氏为居第 19 位姓。分
散居于各乡镇，而新化镇、同乐镇龙沟村等乡镇为韦氏聚居区。”
2002 年 6 月出版的《乐业县志》载，1989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 156 个姓氏，韦
姓排在第 28 位。乐业县各乡镇都有韦姓居住，主要聚集地在新化镇的磨里村、布柳河
边各屯，人口占该村一半以上；其他乡镇，如同乐、罗西、马庄等均有分布。
乐业县新化镇磨里村龙流屯，是乐业县新化镇韦氏的主要发源地，后山祖文碑文
记载于明清时期，从东兰县兰木泗孟迁来居住。当时班辈字为：祖、尚、文、登、国。
国字辈后发展的各支系，都另立有新字辈。
（另有一支系从老山脚下迁移来。相传布柳
河发源地岑王老山脚下的小东兰有一位祖公不幸被洪水冲下布柳河，漂流到磨里弄流
屯河边，其兄弟追寻到此并随地安葬。此地风光旖旎，地势平坦，利于耕作，以后韦
氏陆续到此安居。这一支系传说是从东兰巴畴迁移过来。磨里村弄流屯是乐业县韦氏
最早开发居住地。）
乐业县新化镇韦氏不断发展，各分支都自立有字辈，磨里村主要三支：韦善官、
韦世官、韦施官。新化镇皈里村韦氏，也是从东兰县兰木泗孟到乐业磨里村分支
过来。
乐业县同乐镇立新街龙沟村杨家坡韦氏多为汉族，相传是从贵州迁移来。乐业县
马庄、罗西韦氏比较复杂，有的从贵州迁来，有的从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迁来。
8．德保韦氏
德保地处广西西南部。秦属象郡地。汉属郁林郡地。唐为伦州地。宋属镇安峒。
元为镇安路。明为镇安土府。清乾隆四年（1739 年）置天保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析置敬德县，1951 年两县并成德保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德保县常住人口是 29.79 万人。
1998 年 8 月出版的《德保县志》记述，德保县宋以前为西原蛮地，有宁、黄、韦、
侬、周氏相承为豪族。镇安知府赵翼的镇安风土诗也有“侬姓还豪族，韦家说故侯”
之句，可见，清代侬、韦两姓仍为巨姓。其次，德保县古为羁縻州峒地方，宋建镇安

垌，以岑氏为世袭官，他的后代繁衍，成为大姓，与黄、侬、韦、周、赵等姓同为大
姓豪族。
宋·皇祐五年（1053 年）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韦光辉、韦天锡、韦文绪等，随狄青
南征侬智高后，留居德保城外南街，德保韦氏应有支系。”为元哲裔孙。
民国年间编的《广西通志》载，天保县姓氏有黄、农、李三姓最巨，韦等 39 姓次
之，其中韦排第 13 位。韦姓在苗族中排第二位。1984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68
个，其中，韦姓居第 53 位。
9．凌云韦氏
凌云古称泗城，秦时属桂林郡；两汉属郁林郡；三国属吴；南北朝时，宋、齐属
晋兴郡；隋属郁林郡；唐属横山郡羁縻县地；五代十国属邕、黔两州；宋、元、明、
清设置为泗城州，利州、安隆州、上林岗、程县均属泗城州管辖；清乾隆五年(1740 年)
泗城州改置凌云县，凌云、乐业两县全部及天峨、凤山、田林、百色四县（区）的一
部分均属当时凌云县领辖；民国时期建制辖地多有变迁；1952 年与乐业县合并为凌乐
县：1962 年 3 月，撤销凌乐县，恢复凌云县、乐业县，从此凌云地域才固定下来，沿
袭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凌云县常住人口是 18.59 万人。
2007 年 11 月出版的《凌云县志》载，全县共有韦姓等 170 个姓氏。各民族中的大
姓，背陇瑶有罗、韦、王、李、陆等。
10.隆林韦氏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处在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带。它东与田林县
为邻，南与西林县接壤，北以南盘江为界，与贵州省的兴义、安龙、册亨等县市隔江
相望。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隆林各族自治县常住人口是 34.14 万人。
2002 年 6 月出版的《隆林县志》载，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247 个，
其中韦姓排在第 87 位。
11．田林韦氏
中华民国时期，1-23 年（1911-1934 年），隶属广西省，分属西林、西隆、凌云 3
县。24 年冬，从西林县划出潞城、八桂、供央 3 个乡及者苗乡央边村，西隆县划出旧
州、南角 2 个乡，凌云县划出乐里、浪平、百平 3 个乡共 8 个乡置田西县（四等县），
属广西第五（百色）行政区，县治在潞城圩。1951 年 8 月西林县裁撤，将定安、八渡、
高阁、者苗 4 个乡划归田西县，置田林县。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田林县常住人口是 22.50 万人。
1996 年 12 月出版的《田林县志》载，据 1990 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姓氏 165 个，

其中韦姓排在第 68 位。回、布依族多为韦等四姓。
12．靖西韦氏
民国元年（1912 年）6 月废归顺州，置归顺府。2 年 6 月废归顺府置靖西县，以旧
城名靖城与位广西西部而名，初隶镇南道（道治今龙州县），15 年 6 月废道为区。16
年下雷土州归并雷平县（今属大新县）。19 年冬广西划为十二个 485 团指挥部，靖西为
第十区，区治靖西县。21 年 6 月又将十二个民团区并为民团六个区，靖西隶龙州区。
22 年 7 月增设天保民团区，靖西改隶天保区，区治天保县。26 年天保区民团指挥部移
驻靖西县城，29 年 6 月民团指挥部改为广西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
31 年 3 月又改为广西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辖靖西等 7 县。1950 年 1
月，靖西县人民政府成立，隶龙州专区，1952 年 8 月改隶百色专区，1971 年专区改为
地区，2002 年 6 月属百色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靖西县常住人口是 49.85 万人。
2000 年 2 月出版的《靖西县志》记述，靖西县解放后姓氏由民国 37 年(1948 年）
统计的 120 余姓，增加到 207 姓，其中，韦姓排在第 10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