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继往开来流芳久 左昭右穆祥瑞长

堂号、班辈字、家规族约和规劝等是韦氏各宗族关系的纽带，是韦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宗族的亲睦和发展有着极强的凝聚作用和认同效果。

一、堂号

堂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有一块

牌匾，上面写着“××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

×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在，往往数世同堂，

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

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

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

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

崇拜的体现。

堂号不仅书写于宅院厅堂、宗祠祖庙、族谱封面，而且也题写于店铺、字号、书

斋别墅、文集书画及日常生活用具（如车舆、灯笼、钱袋、家什）上面，用以区分姓

氏族别，作为本族标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堂号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

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王总堂号和自立堂号。由于历史文化

习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和自己同姓氏的历史名人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尊崇、自豪之

情。

韦氏经过几千年的兴衰、散聚与繁衍，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堂号。最为多见的是

“一经堂”、“京兆堂”、“扶阳堂”、“南阳堂”，其他堂号，多数尚鲜为世人所知晓。各

地各宗室的堂号自有其涵义与来历。

一经堂，源于汉韦孟典故。韦孟官至王傅，因朝衰而辞官，徙居鲁国邹县，心远

朝政，志在子孙，传以《经》、《书》，终出相才。邹鲁有民谚：“遗子黄金满篱，不如

一经”。《三字经》中“人遗子，金满篱；我遗子，唯一经”句，便是韦孟典故。《经》、

《书》是韦孟兴族立业的传家宝，世代称颂。“一经堂”不仅源远义宏，且寄寓着厚望。

京兆堂，源于地名。京兆汉置，犹言京师也，为汉三辅之一，今陕西西安以东至

华县之地。京兆韦氏是中国汉代一个以京兆为郡望的韦姓世族，当时就有俗谚称京兆

韦氏和京兆杜氏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贤第四子韦玄成后于永光二年（前 42

年）继承父业担任汉丞相后，徙居长安京兆杜陵。韦玄成之侄韦赏又因任汉哀帝定陶

王时期的太傅，被提拔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封关内侯，宗族中担任二千石一级官吏的



有十余人。京兆韦氏在西汉父子丞相，四世封侯，已成为关内著名大族。但到了东汉

时京兆韦氏一度式微。汉末韦彪，汉丞相韦贤之玄孙，大司马韦赏之孙。韦彪博学洽

闻，一生安贫乐道，不慕名利，而勤于教授，其大家风范与高尚情操，尤为三辅诸儒

称道和敬仰，被称作是儒学宗师。汉明帝时三迁魏郡太守，汉章帝时又受召任左中郎

将、长乐卫尉，多次提出治政建议，常被采纳并晋升为奉车都尉，官阶中为二千石。

又以太常职位跟随皇上多次出巡，回朝后拜为大鸿胪。韦彪去世，汉和帝下诏书给尚

书称号，对韦彪的评价是“在位无愆”，认为他为官数十年，未曾有过失因此而“特赐

钱二十万，布一百匹，谷物三千斛。”韦彪从一介布衣而勤奋好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进而为东汉重臣。后来虽然韦彪一家迁居扶风，但他的那些仍留在京兆杜陵同宗族的

侄子侄孙们都有很好的名声。就是说，在韦彪的影响下，几乎湮灭的京兆韦氏重振鸿

谟，再现历史辉煌，先有九大公房望族，后开隋唐京兆韦氏盛世，也就是说，隋唐以

后，京兆韦氏逐渐摆脱区域性的限制而质变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士族家族。世人传颂的

“七老尚书，九堂御史，汉唐六宰辅”等，便是史证。京兆重光深为族人缅怀，于是

世有“京兆堂”，意为祖籍“京兆”地韦氏之宗号。

“京兆堂”与“一经堂”实为源流关系。韦氏之“遗经堂”、“传经堂”、“大儒堂”、

“储书堂”、“余庆堂”、“有容堂”、“三得堂”、“三相堂”、“三祥堂”、“四敬堂”等，

可以说是源于“一经堂”，延于“京兆堂”。

扶阳堂，源于地名，两汉时期，在黄淮的相濉大地上，相当现今淮北市辖的三区

一县范围内，有一个“扶阳侯国”。《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公

元前 71 年），韦贤被拜为汉丞相、封扶阳节侯，他的侯国食邑有 711 户，后十年薨。

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儿子韦玄成嗣，封为扶阳共侯。后来韦玄成因罪削一级为关

内侯（由县侯降为亭侯），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 42 年），韦玄成被汉元帝拜为丞相、

复封扶阳共侯；六年后，建昭三年（公元前 36 年）薨。其子韦宽嗣，封扶阳顷侯。元

延元年（公元前 12 年）其子韦育嗣，封扶阳釐侯。后来又由子韦湛嗣。元始中（3 年）

有食邑 1420 户，又二十年，王莽篡汉失败后，西汉亡，扶阳侯国绝。

扶阳侯国历代君主：扶阳节侯（韦贤），前 71～前 61 年，始封之君；扶阳共侯（韦

玄成），前 61～前 52 年、前 42～前 36 年，节侯之子；扶阳顷侯（韦宽），前 36～前

12 年，共侯之子；扶阳僖侯（韦育侯），前 12～？年，顷侯之子；扶阳侯（韦沈侯），？～

9 年，僖侯之子。

由《汉书》、《后汉书》等史料的记载可见，扶阳侯国始封于公元前 71 年，为“丞

相侯国”，到西汉时“除国为县”，共存在了 110 年，先后成为三位丞相的封国。

为纪念祖先建功立业的丰功伟绩，韦氏子孙便以“扶阳堂”作为祠堂号，意为缅

怀祖先恩泽之宗号。



南阳堂源于祖姓与地名。南阳，春秋晋地，在山之南，故称南阳。《左传》“晋于

是始启南阳。”又，战国齐地，本春秋鲁平阳邑。“汉置南平阳县，即今山东邹县治。”

《孟子》“一战胜齐，遂有南阳。”《史记》载，战国时韩厥曾为亚大司马，与大将军克

率大军伐齐。“鞍之战”大败齐国而占山南，厥列晋上卿，号献子，“献子卒，子宣子

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贞子至韩国开国国王武子，

历四世。延至汉初，韩信爱封齐王，其地不离南阳。为此，韩氏奉“南阳堂”为其宗

号。韩信遭害之后，其幼子韩滢南托赵佗翁，取韩之半，改韦姓，繁衍为岭南韦氏新

枝。这一支韦氏便承继两朝封王之祖姓韩氏“南阳堂”宗号，世代流传，古今供奉，

以示根源或族史。之后的“淮阴堂”等应为其分号。

二、班辈字

班辈字也称排行字辈，对于古人称昭穆。是氏族成员起名时所用的表示辈序的字，

世系分明，成了我国取名的传统特色。见名知为兄弟，相逢见面一问便知彼此宗支祖

孙叔侄兄弟姐妹孰先孰后。各地班辈如下：

广西壮族韦氏字辈：

土司直系：

景君宴贤万爵玩兴祖正虎起应文继光兆国朝振永承清年述臻忠厚祥庆吉光；

板选分支：

朝振权文明景庆云祥开恢复波涛涌进造成建国；

兰木分支：

正（振）大高明立钟灵盛益昌思儒周世德忠厚显文章锦服春宜广精衣夏欲长箕裘

辉灿耀裾裙刺豪光；

乐里分支：

虎起龙飞尤天星国朝仲振永承清世界灵盛益高兴正大光明立更新；

州洛分支：

道（清）德仁义礼举全忠信英雄盖豪杰；

长江分支：

兰桂荣宗祖国朝廷绍展尤科名联选仕永世进箕裘翰墨昌文武燕冀庆益谋辅弼年统

绪大业继韩侯；

南丹坡分支：

国朝文仕景道义日钱家福禄如东海寿比玉南山；

田林刹周、老山分支：

国朝文明仕庭忠道德先荣华流世显如应祖宗成；

凤山分支：



公侯伯子男著宗声誉扬韩将勋耀宇州司义天长忠孝德智勇宏谋济同强怀源立壮志

新纪普华章。

广西京兆堂韦氏字辈：

东领常重耀彭家锦秀荣。

韦氏京兆堂一支字辈：

祖启福基海文世应成朝克振儒志联庆国秀昆荣逢光显定经汝良嘉英华善永修得贤

才昌润建景恒舒端薄祥茂远兴。

韦氏一支字辈：

希尚士启国志宏端永长光宗耀先德文明焕道昌。

广西桂平、平南从第三十一世起班辈（周而复始）：

书祖启宏运，发祥振夏先。汉儒超卓伟，立志焕新天。源涤荣桂郁，世泽德常绵。

一堂昌永盛，信礼集英贤。中华宜庆瑞，文武广廷前。爱国兴家业，光宗裕兆年。

广西鹿寨韦氏排行：

文明尚志向，锦绣庆蕃昌。世德开冠冕，关心克配长。

广西永福石门村、临桂咸静村、绕江村韦氏班辈为：

兆秉良春吉，全开世本昌。升才先举正，宁宇向元扬。广务兴生庆，仁攸达玉光。

安民宏永全，启志定匡祥。

广东信宜班辈：

道法广惠，德仲元平，景仰芳徽（型），忠厚发祥开世业；大启儒字，永泉文学，

绍承先绪，箕裘济美振家声。

广东潮安班辈：

乃坤有玉世飘馨，德重科逢速贵长；凤日枝头兆文明，士崇诗礼进辉升。

广西东兰兰阳、砦法宗支有两班字辈：

①辉廷贤相，炳耀天家，名传兰挂，永保荣华，丰隆世代，兆章显达。

祖宗英灵，子孙兴发，连枝同气，班字若法，敬业知识，崇科文化。

礼仪维美，和平杨家。

②相祖豪杰建汉邦，名登清史世流芳。贻傅兰桂恩德远，永保荣华礼仪张。

钟灵毓秀丹心上，显达成章正气扬。宗源山东衮州府，京兆贤裔镇南疆。

广西巴马、黎拉、都安六也等地字辈：

正虎龙举英，豪杰统绍昌，永作仕尚建。启国显良连，善有仁义庆，高选万年强。

东兰长江板林村字辈：

①献鼎鸿开国，文昌锦秀华。

②东岭长重耀，彭家锦秀荣；身中华宰相，世代有熙文。



广西东兰大同板坡村、凤山长洲、巴马黎拉字辈：

廷新文书业，永盛正荣华，达礼昌周道，朝建利民生。广博志忠远，克成万现勋，

醒世宗元锦，仁义瑞延长。圣贤贵有恒，述邦专修德，存在中国土，文武继韩侯。

广西风山国赖支字辈：

朝国文明仕，廷中道德先，富贵荣华显，一印祖宗传。

广西都安、马山、大化及其徙居各地韦氏：

江支系（周而复始）：

志奇文明俊，国家乐太平，流芳成就永，炳达玉邦通。中原有福云，珠宝自光林，

富贵德天相，宏尚可立勋。

麟支系：

福自清朝元有英，焕基金润贵荣生，锦鸿树美增剑演，李燕奎钟汉可勋，祖志泽

腾光胜景，煊堂鑫浩乐莹星，锋焰森韬圣钢永，员华城镇海林蒸。

普支系：

元有锡（忠）汉桂炳增，锦清标耀地荣兴，德仁义善光华寿，克绍宏基富贵崇。

僚支系：

有元志英金孟祖，国泰民安仁俊春，季德山东成广普，鸿才锦秀振荣锋。

都安县高岭镇、大兴乡、宜州市的北牙乡、北山镇、石别乡以及金城江区等地天

贡公至舁公历经 12 代后字辈：

国仕朝廷，元明俊德，克成（承）乃祖，永绍（兆）家邦。

广西东兰三石镇拉勿字辈：

①山景君宴宝，万爵玩兴祖；正虎起应文，继光兆国朝。振仕苏素重，承清世界

灵；盛大尚民义，德理仁为先。

②虎起龙飞尤天星，国朝仲振永承清；世界灵盛益高兴，正大光明立更新。

广西东兰伦界宗支班辈：

①景君宴贤万，爵玩兴祖正，虎起光兆国，朝仲振永承，清世界文盛。

②秉权朝汝继登开，丰泰儒崇辅国才，秀远岑长承世业，福绵祖寿柱廷怀。

广西东兰三石镇纳腊宗支字辈：

权庭守文朝，运昌隆盛志，基祖善锡宗，孔孟智黔诵，韩能报国忠。

其中，权又可用苏、款、屋、雷等字，如：权（苏款屋雷）庭守文（耀清）朝（锦

大邦），

运（廷高以）昌（明茂）隆（海玄有）盛（兴）志（永），基（承）祖（振）善（世）

锡（界）宗（忠），

孔（厚）孟（显）智（文）黔（章）诵，韩能报国忠。



广西东兰板甲村韦氏字辈：

步仲正仕云，德宝瑞振世，张光荣先祖，富贵永昌华。大启文明国，万年善庆家，

礼智仁义勇，朝廷显英豪。

广西东兰泗油村韦氏字辈：

政府龙朝任豪统权昭昌永作士尚建；启润显良联善友仁义庆高选万民强（乐业县

卫生局退休干部韦建文提供）

广西桂平韦氏字辈：

智仕达应起守万金继以文学宏开忠良荣世保之家道其昌功诚德厚。

桂平市金田镇理村韦氏世系一新公世系班辈字：

(1)护国坤朝庭，扬传开贵子，永发昌百世，基业振家声。

(2)韦经公后裔班辈字（桂平、平南从第卅一世起）：

韦祖启宏运，发祥振夏先。汉儒超卓伟，立志焕新天。源深荣桂郁，世泽德常绵。

一堂昌永盛，信礼集英贤。中华宜庆瑞，文武广廷前。爱国兴家业，光宗裕兆年。

(3)南乡村悦举公班辈字（从第廿四世起至卅九世）：

正学如宗克绍相业传家以德永振京华

(4)江口镇孔村韦氏班辈字：

护国昆朝廷，扬传开贵子。守先昌百世，永耀振家声。

广西武宣京兆堂字辈：

永正伦常扬祖德，长敦孝悌启新谋。

广西藤县韦氏字辈：

昭浩恒喜式旭以显扬铭祖德流芳远万载达朝京。

广西上林韦氏字辈：

厥柳追舜……定济肇联登德献广泽。

广西上林三里镇双吴村班辈：

善荫政传成，统清藏绵荣，开元增佑启，基业永熙铭。天朝兴国宝，京兆庆华庭，

方圆加金锡，莲叶动书声。

广西大化县江电街南字辈（道光二十一年记）：

赵兴寿喜贵，进庆福绵延，立世光明正，大德圣贤尊。忠良安国土，道有振家声，

祖传宗茂锦，春发夏金声。

广西邕宁渌绕班辈：

本敬文明伟用喜，庆旺发国朝宇英，琼建荣秀达群昌，才德华政益怀中，天日星

光普耀同，福进云程全钦逸，祥宏胜昔永兴隆。

广西柳州韦氏字辈：



天柱志开立。

广西融水韦氏字辈：

神登富连福支恒产玉英旗风。

广西融安县董安、古董班辈：

尚德本然昌子道，存仁常绍祖先光。家生令嗣招财宝，国举真儒作栋梁。起意崇

高能拔萃，施恩广远克平康。至其应运登庸日，大展嘉猷溥赞襄。

广西融安木樟塘班辈：

相启福其，海久世应，明朝克振，儒志连庆，国秀昆英，逢光显定。经汝良嘉，

英华善永，修德贤才，冒运建景，恒舒端薄，祥茂远兴。

广西三江江源班辈：

棣永学玉发，德顺启贤良，广开仁义远。富贵显名扬，文成嘉锦美，世代大荣昌。

广西灵山丰塘、横县板露、南乡字辈：

田为安家（嘉）发，进祥开芝（枝）结，果从贵善天，德可守斯（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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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贵学成功。

广西钦州韦氏字辈：

登学文汝致玉锡澄树焯增福康宁。

乐业县新化镇磨里村字辈：

刚从东兰县兰木泗孟迁来时字辈：

祖尚文登国

现在是：

正大高明立，钟灵盛益昌，思儒周世德，忠厚显文章，锦服春宜广，精衣夏欲长，

箕裘辉灿耀，裾裾赖豪光。

乐业县新化镇皈里村

①韦国富支系字辈：

国顺润再灵盛益

②韦世荣支系字辈：

世凤国永承灵盛益

乐业县同乐镇立新街龙沟村杨家坡字辈：

大德成庭友壁正永朝宗

乐业县马庄、罗西字辈：

长永承清显风光，桥安国泰正文芳，朝廷明广东祥瑞，德向华家义万邦。

乐业县甘田镇京兆堂（韦氏）字辈（周而复始）：



玉庭建杰邦，宏龙显华章，文武泽世贤，昌盛定国功，奇豪焕宗德，永葆兆家丰。

河南原阳、封丘、洛宁韦氏字辈：

元儒承先泽，恩德启佑深，诗书荣光远，高厚裕长春。

江苏徐州、江都韦氏字辈：

开兴九兆家西（希）茂树（有）。

江苏镇江韦氏字辈：

振以永荫博大经生辅世显扬相业传家。

江苏赣榆韦氏字辈：

积善之家方有余庆自古先贤纯照令德。

江苏大丰韦氏字辈：

春秋圆和广龙凯万家千。

安徽合肥韦氏字辈：

家有正道永世成章。

安徽滨湖韦氏字辈：

大成家法元守朝章能。

安徽全椒韦氏字辈：

俊秀帮昌文四成龙。

浙江东阳《东眷韦氏家乘》字辈：

①排行字：

乾坤亨昌道振宇宙兆显亿百千万庆贵实盛茂福寿增。

②续编排行字：

循礼荣华远居仁德义明彝伦宗孝勋业佐升平，经训垂庭永诗才著誉宏良时济美奕

祀荷簪缨。

③续编行分字：

绍中应承德名洪昌瑞徽雍和思俊彦钟毓启云仍，道学文章焕儒修品重登熙朝培植

广秀士遇宾兴。

①乙己续编排行字：

绵衍资余泽渊源起自唐春秋隆鼎鼐肃穆跻冠裳，堂室寅衷格诒谋泰运长引伸苗肆

鬯继述朔天潢。

⑤乙己续编行分字：

圣世贤能献初逢治理张立心宜正大绳或在端方，翼赞夔城达均齐骏烈扬同人瞻化

日嘉绩沐恩光。

台湾省桃圆县龟山乡龙寿村韦氏字辈：



东宽新发振家声，鸿业兴隆世代名，福禄寿全真瑞庆，逢贤见义喜相迎。

广西南丹县波旁宗支班辈：

国朝文仕景，道义日全家，福禄如东海，寿比玉南山。

海南省宗支班辈：

高祖荣元宝，华丰记现灵，福合天定尔，永世起文明。

广东中山韦氏字辈：

永乾佑宁嘉延国安靖始。

广东阳山韦氏字辈：

学居思德盛发达显文章。

湖北仙桃韦氏字辈：

智思守先训敦厚乃本元。

山东曲阜韦氏字辈：

丞相灿培振，兴孝忠良节，福禄寿增祥，恭宽信敏惠，繁衍世泽长。

山东临沂韦氏字辈：

土树鸿春育存修晋泰昌。

山东日照韦氏字辈：

贾世有余庆子孙贤。

四川合江韦氏字辈：

登金梦代启正显文明。

四川韦氏一支字辈：

官清民自安国泰天心顺。

河北迁西韦氏字辈：

君久尚郭天连俊景昌仕远伯承福印万寿永成祥。

湖北仙桃韦氏字辈：

智思守先训敦厚乃本元。

韩信后裔韦氏字辈：

家庆光登中正。

贵州省惠水县交椅小满告班辈：

元先开化极，定一正朝纲。世文日国发，

永福运家邦。经训本遗庆，字功祖德长。

贵州都匀韦氏字辈：

应永廷恩毓忠良继国邦荣华昌万世庆喜福寿长。

韦天贡后代班辈排名序表



京国立朝汉真宗，文武双全显英雄；

光前裕后江山满，智相天成信乙踪；

去飞盖岭万年泰，富转凤凰步入官；

坤造乾龙生富贵，能尧化上影仙荣；

金玉良福家道茂，繁华佳景自然忠；

但有秀志照吉利，国广祥明振瑞通；

怀按祖德留芳研，海燕飞来接应鹏；

古订止百传后世，自选韩题百世封。

从以上不难看出各地的班辈用字虽有别，但我们却从中发现了其内在联系及规律

性：

首先，各支脉的班辈用字都以诗的形式排列，富于文采，其次，韦氏班辈用字反

映了先人们对祖先功绩的追念，对未来儿孙的期待或希冀。再次，体现男女平等之观

念，除了男子有字辈外，女子也有，如“瑞云清翠玉……”等，最后，它还反映了氏

族人民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