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韦景宗宗支

韦景宗尊称千三。山涛第三男，生前历任广西思恩府南郡那马寨土巡检官[9]，落

藉广西宾阳北街，其裔孙荣发到 166 个支系，广布宾阳、邕宁、来宾、桂平、上林、

钦州、横县、马山、武鸣等县的许多村镇，总人口 4 万余人。

一世景宗，生侃恒、邦。继子俸卿。

二世侃恒，生财富。侃邦迁往邕宁。俸卿生朝保。

三世财富，生五子，友仁、义、礼、智、信。朝保生良周、荣。

四世友仁，生二子（失传）。由法肇接谱。良周生法肇、礼、际。法肇系俸卿之曾

孙，自宾阳高田上峰村迁至邕宁九塘那榴村。

五世法肇，生十子，三男成嵩迁四塘乡三叉坡居住。

六世成嵩，生九子，收养一子，长男玄赞。

七世玄赞，生三子，喜蟾、蛙、蛸。

八世喜蟾，生宥思。

九世宥思，生三子，发经、绳、绍。

十世发经，生三子，世柏、松、根。

十一世世松，生朝俸。

十二世朝俸，生正安。

十三世正安，生文华。

十四世文华，生二子，天易、乘。

十五世天易，生士雄。天乘生国恩、志。

十六世国恩，生二子，日庸、应。

十七世日应，生体新。

十八世体新，生二子，承琮、瓒。

十九世承琮，生四子，焕全、伦、俪、任。

二十世焕全，生五子，永初、补、禧、良、褐。

二十一世永初，生三子，荫用、回、因。

二十二世荫用。

1．邕宁那榴村韦氏支系
韦智全是法肇八房长子，法肇从广西宾阳高田上峰村迁至广西邕宁县九塘乡那榴

村定居。

一世智全，生宥爵。

二世宥爵，生廷质。



三世廷质，生三子，世道、免、貌。

四世世道，生三子，云龙、意、满。

五世云龙，生朝莹。

六世朝莹，生三子，玉冠、修、昶。

七世玉冠，生希楷。

八世希楷，生尚膏。

九世尚膏，生仕善。

十世仕善，生二子，国赏、赉。

十一世国赏，生福缘。

十二世福缘，生二子，体诚、试。

十三世体诚，生承昆。

十四世承昆，生二子，焕珧、瑜。

十五世焕珧，生二子，永占、伶。

十六世永占。

2．邕宁渌绕村韦氏支系
韦本相原名韦喜庆，明洪武戊申年（1368 年）间从广西邕宁县四塘三叉村迁邕宁

良庆乡渌绕村定居。上接关系待查。

一世本相，生敬云、黎氏生文智、高、裕。

二世文智，生三子，明亮、显、聪。

三世明亮，生六子，韦滔、澜、润、冯、浪、淞。

四世韦滔，生用填。

五世用填，生喜住。

六世喜住，生三子，庆好、恒、宅。

七世庆宅，生旺稳。

八世旺稳，生四子，发秉、思、练、汉。

九世发练，生二子，国杨、推。

十世国杨，生二子，朝星、景。

十一世朝景，生二子，焕情、恰。

十二世焕情，生二子，英徵、美。

十三世英美，生琼养。

十四世琼养，生四子，建彪、彬、彩、庸。

十五世建彪，生四子，天伦、义、保、合。

十六世天伦，生有益。



十七世有益，生五子，际文、宁、心、安、曾。

十八世际文，生二子，富星、高。

十九世富星。

3．邕宁五塘陈明村韦氏支系
韦绍彰四兄弟宣德年间从思恩府（今武鸣县）到太平府投军散失后于邕宁三塘落

业，元佩为其后裔分支居五塘。

一世元佩，生二子，景逢、月。

二世景月，生文军。

三世文军，生成玉。

四世成玉，生二子，一课、郡。

五世一郡，生二子，受臣、朝。

六世受朝，生二子，永德、光。

七世永德，生三子，长吉、士、兆。

八世长吉，生二子，著勋、杰。

九世著勋，生二子，纯宇、宙。

十世纯宇，生三子，可仪、行、度。纯宙生可乐、羡、智。

十一世可行，生二子，承鹤、习。可乐生承业、浩。

十二世承业，生世纲。承浩生世纪、纶。

十三世世纲，生之建。世纪生之壮、坚、矜。

十四世之建，生二子，日胜、政。之坚生日吉、庆、登。之矜生日高。

十五世孙□，如日贝生长孙、进孙、润孙、丑孙等。

十六世丑孙，生二子，韦利、民。

十七世韦利等。

4．邕宁蒲庙镇韦氏支系
一世韦方，生思肥。

二世思肥，生四子，一奇、卢、绕、模。

三世一绕，生秉清（住新江圩）。

四世秉清，生二子，奉玮、旬。

五世奉玮，生以超。

六世以超，生二子，自悦、升。

七世自悦、升，生韦胥、育、肖。

八世韦胥、育、肖，生琼骥。

九世琼骥，生四子，之匡、助、辅、直。



十世之匡，生四子，景松、桂、栋、梁。

十一世景松，生三子，兆业、荫、繁。

十二世兆业，生三子，启耀、电、育。

十三世人公，如人庆、添、领等。

（资料由韦启忠提供）

5．邕宁新村韦氏支系
韦子活生喜日三兄弟。三兄弟于明朝年间从邕宁县蒲庙镇团统村迁至小黎圩附近

的深山隐居，后由于虎祸而避于邕宁南阳圩附近（今新村地）定居，并以“新村”命

之。

一世子活，生三子，喜日、月、星。

二世喜日，生发学。

三世发学，生承谨。

四世承谨，生二子，志胜、应。

五世志胜，生二子，有松、荣。

六世有松，生三子，君贤、定、祥。

七世君贤，生臣信。

八世臣信，生二子，德楹、栋。

九世德楹，生三子，储羌、兰、卓。

十世储羌，生二子，连道、上道。

十一世道公。

十二世培公，如培孚、恩、礼等。

十三世锡公，如锡佳、芬等。

十四世汝公，如汝伟、业等。

十五世树公，如树云、山、琼等。树山生炳强、耀。树琼生炳宇。

十六世炳强、耀、炳宇等。

6．邕宁台马韦氏支系
韦仕铁兄弟四人，除韦仕铜住钦州市大本乡那布村，有后代 500 人外，其余都住

邕宁南晚台马圩一带。社金在焕村有后代五百余人，仕银在太陵村，有后代 600 余人，

仕铁在台马圩，有后代 300 余人。其昭穆为：仕文明喜庆本能京朝廷社殿日纲祥立世

厚全家。

一世仕铁等。

二世文公，如文登、垦等。

三世明公，如明团、立、学、贤等。



四世喜公，如喜余、庆、念、瑚等。

五世庆公，如庆高、长。

六世木公，如木治、能、纲。

七世能公，如能盘、兰。

八世京公，如京伦、位。

九世朝公，如朝恩、意。

十世廷公，如廷权、松。

十一世仕公，如仕进、达。

十二世殿公，如殿炳、培。

十三世日公，如日英、铭。

7．广西邕宁县良伟、绿林、那任坡支系
明末清初，广西邕宁县良伟乡韦姓始祖韦携由邕宁县良庆乡绿晓前往刘圩班岭经

商，路过良伟，见山青水秀，群山环绕，气聚风藏，实为阳基之胜地，于是起屋建房

定居下来，至今繁衍子孙十六代。（若从绿绕村始祖本相算起，已二十代）。到第四孙

启政分徒绿林。十一代孙作材分徒那任坡。本相原名喜庆，明洪武戌申年间从广西邕

宁四塘乡三叉村迁良庆乡绿绕村定居。本相生敬云。敬云生文高、文智、文裕。长房

文高生明銮。二房文智生明显、明亮、明聪。三房文裕生明德、明杰、明霜。我携公

为明聪所生。为本相之玄孙。

吾族老辈为溯我祖之先基，曾与绿晓、屯统合编吾派族谱。自三派合谱，已经数

载，谱蝶虽保，难免不无遗阙。为承先启后，辈份分明，於丙子年秋又将本派族谱重

新整理，使我携公后裔各支系溶于一体。整理原则，同名不取，旧不妄删，新不妄附，

不是联宗结派，不得以强众欺弱寡，毋以富贵娇气贫贱，患难迫切须相恤，吉凶庆吊

互帮扶，吾祖之德，族人共尊。至今，良伟乡韦姓子孙繁衍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花

萼联芳，芝兰并茂，人才辈出。

排班班次序：国日启尚天克润廷景作 其韦式大全 积善开基厚 常培福泽延荣

昌光乃祖立业显承先。

★启高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睡。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高，生尚勇。

五世尚勇，生天立。

六世天立，生克仁、复、本。



七世克复，生润悠、玖。克本生润什。

八世润玖（李氏），生廷楝、绵、扬。润什生廷雍。

九世廷楝（黄氏），生带璁。廷绵（陈氏）生带道、肃、壁。廷扬（谭氏）生带环、

琉、舆。廷雍生带韬、略。

十世带璁（劳氏），生作铿。带肃（李氏）生作钟。带环（黄氏）生作子、君。带

琉（黄氏）生作承、元、想。带韬（方氏）生作礼。

十一世作铿，生其世、排、昶、力。作钟生其首、策（陈氏）、卷。作子（梁氏）

生其鹤、亲、荣、九、族、恒（刘氏）。作君（方氏）生其疆、时。

十二世其排（郭氏），生韦岑、句（迁南宁，玉氏）、保。其昶（玉氏）生韦赏（潘

氏）、味（廖氏）、花、开、香。其首（黄氏）生韦彭、佳。其卷（李氏）生韦芍、芊。

其九（玉氏）生韦桂。其疆（梁氏）生韦潭、参（李氏）。其时（郑氏）生韦喜、龙。

十三世韦吟（玉氏），生式锞。韦保（李氏）生式光（迁南宁）、耀（迁南宁）、旺、

文。韦花（谭氏）生式松。韦开（谭氏）生式森、好。韦香（玉氏）生式规。韦彭（何

氏）生式厚。韦芍（李氏）生式汶。韦芊（李氏）生式油。韦桂（陈氏）生式金。韦

潭（李氏）生式兰、银。韦喜（何氏）生式祯。韦龙（李氏）生式生（李氏）、孙、采

（五氏）。

十四世式锞，生大苗、留、田。式文（黄氏）生大丰、年、平。式松（韦氏）生

大长。式森（李氏）生大德（迁那费村）。式好（李氏）生大军、令（迁那费村）。式

规（玉氏）生大明、亮、清（迁那费村）。式厚（黄氏）生大友、宁。式汶（刘氏）生

大荫、福。式油（潘氏）生大见。式金（梁氏）生大杰。式兰（刘氏）生大清、棒、

佳、作、伟、俭。式祯（李氏）生大岳（潘氏）、容。式孙（李氏）生大錶、铨、镇、

键。

十五世大荫（何氏），生全领、得。大见（梁氏）生全胜、胀。大杰（谭氏）生全

民、权。大佳（玉氏）生全富。大作（刘氏）生全幸、学。大伟（李氏）生全鹏。大

容（李氏）生全任、位。大镶（李氏）生全念。大铨（李氏）生全恩。大镇（玉氏）

生全意、心、志、慧。大键（廖氏）生全总、感、想。

十六世全领、得。全胜、胀。全民、权。全富。全幸、学。全鹏。全任、位。全

念。全恩。全意、心、志、慧。全总、感、想等。

★启政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政，生尚仕、品、宥、信。



五世尚品，生天德、吉、茂、升。尚宥生天举。尚信生天转（迁广南）、贡。

六世天德，生克和、敬、仲。天吉生克俭、勤。天茂生克武、林、院。天升生克

满、财。天举生克方。天贡生克钟、瑞。

七世克和，生润谦。克仲生润敢、辉。克俭生润光、典、昆、皆。克勤生润禄、

谭。克武生润孔、平、动。克林生润英、映。克院生润好（乏）、福、赖。克满生润灵、

芬、圭、拨。克财生润球。克方生润圈、所。

八世润谦（谭氏），生廷斑、包。润敢生廷会。润典生廷波、超。润昆生廷现、显。

润皆生廷汉（迁太平府）。润禄生廷稳。润谭生廷匡。润孔生廷易（迁归顺州）。润平

生廷纯。润动生廷经、抠、素。润英生廷逸。润映生廷价。润好（乏）。润灵生廷制（乏）。

润芬生廷简。润圭生廷范、凯、参。润拨生廷赞。润球生廷珍、珠。润所生廷孝、忠。

九世廷斑，生景欣、客。廷会生景杰。廷波生景车。廷现生景儒。廷显生景楠。

廷稳生景旺。廷纯（方氏）生景当。廷素生景结。廷逸生景秀、合、敷。廷价（杨氏）

生景昌、盛。廷制（乏）景存（过继）。廷简生景仰。廷范生景俊。廷参生景存、宜（迁

顺州）。廷珍生景缉、勉。廷珠生景敏、依。廷忠生景悦、叠。

十世景欣（李氏），生作壹、恣。景客（李氏）生作萱、宇、美、守。景车生作侣。

景楠生作臬。景当（梁、覃、黄氏）生作诱、让。景秀生作砌。景合生韦作。景昌（黄

氏）生作殿。景盛（杨氏）生作盈、益。景存（过继）生作舟。景俊（班氏）生作案。

景敏生作业。景依生作朋。景悦作日。

十一世作萱（雷氏），生其良。作宇（黄氏）生其姜（李氏）、明、义。作守（杨

氏）生其近、广、远。作诱（黄氏）其在。作让（陆、玉氏）生其宅、入（李氏）、嘉、

盟。作砌生其芳、芹、菜。韦作（黄、玉氏）生其责。作殿生其擅。作盈生其清。作

益生其域、朴。作舟生其羲。作案生其早。作业（潘氏）生其介、企、余。作朋（雷

氏）生其兆。

十二世其良（黄氏），生韦根。其明（黄氏）生朝元、丙寅。其义（玉氏）生有见。

其近（韦氏）生韦斌。其广（梁氏）生福旦。其远（黄氏）生韦才。其在（任氏）生

韦序、庠。其宅（黄氏）韦勇、猛。其嘉（李氏）生韦峰、岳、岸。其盟（何氏）生

韦环、坚。其擅生韦左、右、传、修。其域生韦朝。其介（玉氏）生韦品、峤、岐、

崛、琴。其企（潘氏）生韦峙、岁、细。其余（梁氏）生韦华、宽、丽、容、庆。

十三世韦根（李氏），生式谢、飞。丙寅（何氏）生式状、玲。有见生式分、用。

韦斌（廖氏）生式集、锋。韦才（玉氏）生式授、琼、挺（迁南宁）。韦序（潘氏）生

式进、宜。韦庠（李氏）生式誉。韦勇（杨氏）生式翠。韦猛（陈氏）生式甫、专、

藕、家。韦峰（李氏）生式芙。韦岳（谭氏）生式苒。韦岸（雷氏）生式焕。韦环（谭

氏）生式武、美、意。韦坚（玉氏）生式达。韦左（严氏）生式信（李氏）、处。韦右



（郭氏）生式杰、农。韦传（陈氏）生式东、业、择。韦朝（黄氏）生式南、滔。韦

品（玉氏）生式芸、询。韦峤（吴氏）式记、周。韦岐（何氏）生式荣、单。韦崛（黄

氏）生式菊、挂、主、科。韦琴（玉氏）生式程（迁来宾）。韦峙（黄氏）生式双。韦

岁（玉氏）生式恩、盛、训。韦细（罗氏）生式果、文。韦华（覃氏）生式日。韦庆

（李氏）生式事、腾。

十四世式状（黄氏），生大富。式玲生大发、展。式分（梁氏）生大绵、广。式用

（黄氏）生大向、策。式授（黄氏）生大进、钱。式进（陆氏）生大建、成、示。式

宜（李氏）生大登。式誉（黄氏）生大按、运。式翠（何氏）生大艺、范、志。式藕

（苏氏）生大献、甲、挠、念。式芙（陈氏）生大宁、放。式苒（黄氏）生大苗、联。

式焕（黄氏）生大省、庆。式美（班氏）生大宇、宙。式意（梁氏）生大敢。式达生

大安。式处生大满、意。式杰生大深、奇。式业生大快、活。式择生大将。式芸（雷

氏）生大榜（迁南宁）、样、学、好。式询大旺、盛。式记（何氏）生大凡、要。式周

生大林。式荣（梁氏）生大跃。式单生大军。式菊（黄氏）生大楼、南、乐。式挂（黄

氏）生大升、机。式主生大宣。式科生大灌、桥。式双（梁氏）生大朋、邕、新。式

恩（郭氏）生大设、裕。式盛（黄氏）生大作。式果（何氏）生大胜、利（迁南宁）、

伟。式文（卢氏）生大清、楚。式日（李氏）生大康。

十五世大范，生全昌、盛、君。大苗（郭氏）生全密、字。大庆（谭氏）生全旺。

大样生全新（迁南宁）。大学生全勇、会。大好生全振、兴。大旺生全庆、祝。大凡生

全瑞、兵。大要生全力。大楼生全辉、德。大南生全任、团、结。大升生全永、远。

大胜（韦氏）生全武、鸣。大伟（杨氏）生全浩。

十六世全昌、盛、君。全密、字。全旺。全新（迁南宁）。全勇、会。全振、兴。

全庆、祝。全瑞、兵。全力。全辉、德。全任、团、结。全永、远。全武、鸣。全浩

等。

★启成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成，生尚惠、普、逢、聘。

五世尚惠，生天柱。尚普生天监、钰、齐、美、爵。尚逢生天含。尚聘生天乙、

已。

六世天柱（廖氏），生克详、富、贵（廖氏）、远、遥、通。天监（曾氏）生克兴。

天钰（覃氏）生克明。天齐（黄氏）生克隆。天美（黄氏）生克榜、能。天爵（黄氏）

生克安、定、宦、宣。天乙生克治、修。



七世克详（谭氏），生润爽、楚。克富（潘氏）生润田、庄（迁广南）。克远（陈

氏）生润曾、泰。克遥（梁氏）生润佐、傅。克通（黄氏）生润志。克明（潘氏）生

润璩、侯、灼。克隆（黄氏）生润芝、蔺。克能生润金。克安生润快、观。克宦（陈

氏）生润身、发。克宣（覃氏）生润清。

八世润爽，生廷甲（陈氏）、寅、宝。润楚生廷灿、廷恕（李氏）。润曾生廷培。

润泰生廷荫。润志生廷尔（黄氏）。润璩（陆、黄氏）生廷佩、唤。润侯（玉氏）生廷

理。润灼（谭、方氏）生廷玖、磷。润芝（李氏）生廷师、孚、吾。润蔺生廷琏。润

金生廷奉、廷。润快生廷慰、丽、广。润观生廷玢、眉。润身生廷羽、生。润发生廷

差。润清生廷珀、璐、瑰、珏、玠。

九世廷宝（苏、岑氏），生景卓。廷培（黄、玉氏）生景托、济（李、李、班氏）、

洽、减（玉、梁氏）、添、浑。廷荫（李、钟氏）生景藏。廷佩（雷、刘氏）生景绶、

绪、纤。廷理（李氏）生景缇、缃。廷玖（苏、钟氏）生景缄、琏。廷磷（玉、玉氏）

生景绐、纲。廷孚（苏氏）生景泽。廷琏生景陶。廷奉生景绵、今。廷廷生景迪。廷

慰生景易（潘氏）。廷玢生景缫、熙、缪。廷差生景贰、宽。廷珀（刘、孙氏）生景绚、

命。廷璐（梁、刘氏）生景绗、绍、缭、毫、祉、瑞。廷瑰（梁、黄氏）生景徙。廷

珏（梁、黄氏）生景祚、奥、轩、轷。

十世景洽（李氏），生作琪、球、肃。景添（黄氏）生作淼、驻。景浑（潘氏）生

作种（玉氏）、稳、程、税。景藏（黄氏）生作要、撮、斐（梁氏）、钦。景绶（李氏）

生作正（玉氏）、令、霖。景纤生作炬、橙、格（刘氏）。景缃生作桢、楣、视、桓。

景缄生作威。景绐生作权。景纲（李氏）生作榛。景泽（孙、陆氏）生作逞、起。景

绵（李氏）生作桔（奠氏）。景今（李氏）生作沾。景迪（李、樊氏）生作毫。景缫（李、

何氏）生作秩、穆。景缪（方、曾氏）生作上、密、实。景宽（班氏）生作允、幸、

丕。景命（梁、黄氏）生作宰、牢。景绗生作云、敢。景绍生作哲、厚。景缭生作（汝）

均（字子平）、坊。景毫生作垂、升、（汝）好。景徙（雷氏）生作润、涧、沛、源、

渌。景祚（玉、李氏）生作铨。景奥（刘氏）生作炯。景轩（黄氏）生作恰、增。景

轷（郑、黄氏）生作教、敏。

十一世作琪（谭氏），生其岛、明。作淼（梁氏）生其调、佬。作驻（刘氏）生其

儒、未。作程（玉氏）生其亩、田、林。作税（玉、黄氏）生其周、积。作要（玉氏）

生其课、训、论。作钦（黄、玉氏）生其谐、谌。作令（郭、黄氏）生其重、骏。作

霖（罗氏）生其留。作炬（陆、覃氏）生其必。作橙（玉氏）生其辛、腾。作楣（李、

玉氏）生其良、崩（李氏）。作桓生其驶、相。作威（李氏）生其慎。作权（黄、玉、

龙氏）生其镳、熊、骥（李氏）、荣。作榛生其士（梁氏）。作逞（黄氏）生其光。作

起（潘、罗氏）生其天（黄氏）、大。作秩（陆、刘氏）生其拱。作穆（郭氏）生其披、



轮、扌岗（陈、谭氏）。作密（黄氏）生其择、揆。作实（黄氏）生其提、握。作幸（黄

氏）生其戴、载（刘氏）。作丕（蒙氏）生其戭、戌、夷。作宰（黄氏）生其凭、愈、

慧。作云生其深、溢（迁武鸣）、涌。作哲生其逊、号。作厚生其计。作均（陆氏）生

其煌、煋、煜（字永真）、英。作坊（何氏）生其措、炎、焯（黄氏）。作升（黄氏）

生其骅。作好（汝，李氏）生其烈、马、炮、旬、如。作润（黄氏）生其经、纹。作

涧（李氏）其绣、孟。作沛（玉氏）生其纬、纪、纯（吴氏，迁南宁）、纺、行。作源

（黄氏）生其川、结、红、绍、敬。作渌（周氏）生其绅。作铨（玉氏）生其宗、枚。

作增（刘氏）生其胄。作教（潘氏）生其旷。作敏（李氏）生其陕（迁贵州）、波（迁

蒲庙）。

十二世其岛（黄氏），生韦相。其明（谭氏）生韦略、德。其调（玉氏）生韦精、

料。其田（谭氏）生韦满、深。其林（刘氏）生韦平、准。其周（玉氏）生韦恳、弥、

览、腾。其积（雷氏）生韦勇。其谐（施氏）生韦州。其谌（陆氏）生韦文、武。其

重（刘、玉氏）生韦冠。其骏（何、方氏）生韦弁、㓃（黄氏）、晁、吴。其留（黄氏）

生韦冤。其辛（陈氏）生韦淞。其腾（黄、李氏）生韦协、住、品（迁海南）。其慎（玉

氏）生韦甫、敞、鼎（梁氏）、鼎（颜氏）。其镳生韦煦、焘、焄（陆氏）。其光（玉氏）

生韦业、银、欣、芸。其大（李氏）生韦焕、灿、梅。其拱（玉氏）生韦忠、高。其

披（雷氏）生韦暖、晓。其轮（玉氏）生韦景、良、晨、智、畅、光。其择（刘氏）

生韦凯、希、见、好。其揆（何氏）生韦荣、卒。其提（李氏）生韦曜、映、旺。其

握（雷氏）生韦晖。其戴（黄氏）生韦宏。其戭（李、何氏）生韦挈。其戌（玉氏）

生韦纺（黄氏，迁南宁）、缓、绅（迁五塘）、组（迁五塘）。其夷（玉氏）生韦绐、绾。

其凭（李氏）生韦缨、杏、细。其慧（梁氏）生韦闪。其深（黄氏）生韦藩。其涌（刘

氏）生韦平、儒、初。其逊（李氏）生韦锓、铃。其号（黄氏）生韦有、仍、提。其

煋（陶氏）生韦环。其煜（字永真，罗氏，迁马山）生韦新、月草（天）、月红。其骅

（李氏）韦祥、全、兴、才、威、建。其烈（叶、黄氏，迁南宁）生韦林。其马（谭

氏）生韦正。其炮（梁氏）生韦耀。其旬（韦氏）生韦宇、富。其如（黄氏）生韦述、

放。其纹（刘氏）生韦何、胜、政。其绣（黄、梁氏）生韦余、典、增。其孟（李氏）

生韦琨、明。其纬（黄氏）生韦田、检、棉。其纺（梁氏）生韦觉。其行（杨氏）生

韦仕、化。其川生韦镛、锦。其结（玉氏）生韦滔、讯、报。其红（玉氏）生韦祝、

意、义。其绍（班氏）生韦誉、作、势。其绅（梁氏）生韦密、廷。其宗（刘氏）生

韦松、柏、柳（迁南宁）。其枚（谭氏）生韦恩、秩。其旷（黄氏）生韦感、善（迁南

宁）、盛、建（迁海南）。

十三世韦精（黄氏），生式善。韦州（黄氏）生式谢。韦冠（何氏）生式骞、謇、

完（迁南宁）、宸、宏、程（迁汶水村）、英（迁汶水村）。韦弁（谭氏）生式装。韦晁



（刘氏）生式藩、荫。韦吴（黄氏）生式平、达、范、永。韦住生式隋、槽、众。韦

甫（李氏）生式寿。韦鼎（颜氏）生式建、康。韦煦（玉氏）生式斌、斐。韦焘（何

氏）生式按、谷、恧。韦业（雷氏）生式棒、杰。韦银（谭氏）生式亮、团。韦欣（黄

氏）生式全、朝（梁氏，迁南宁）、烈、盈（陆氏）。韦焕（方氏）生式欢、万、会、

话。韦灿（玉氏）生式才、良。韦梅（黄氏）生式战。韦暖（李氏）生式典、勇。韦

景（刘氏）生式泳。韦良（梁氏）生式清、汉、桃。韦晨（玉氏）生式奎、奕、契、

尖。韦智（杨氏）生式艺、较。韦畅（黄氏）生式日、月。韦光（李氏）生式琨、胡、

杨。韦凯（玉氏）生式令、入。韦希（方氏）生式振、贤、瑞。韦荣（杨氏）生式民

（迁蒲庙）。韦曜（刘、潘氏）生式锵、镏。韦映（玉氏）生式钦、铿、钲、尚。韦旺

（刘氏）生式义、昌、盛。韦晖（玉、杨氏）生式高、邕、裕。韦宏（陈氏）生式诚。

韦挈（李氏）生式谥、恒（刘氏，迁金陵）、政。韦缓（梁氏）生式密、设、宁、利。

韦绐（杨氏）生式片、条。韦绾（梁氏）生式均、廖。韦缨（玉氏）生式趋。韦杏（黄

氏）生式品。韦藩（何氏）生式荣、采（李氏）。韦平（刘氏，迁刘圩）生式志、超。

韦儒（梁氏，迁刘圩）生式宁、安。韦初（陆氏，迁刘圩）生式庆。韦锓（黄氏）生

式坚、琼、运。韦铃（玉氏）生式恒、忠、万。韦有（罗氏）生式钟、谓、明。韦仍

（玉氏）生式武、锋。韦提（何氏）生式华、红、陆。韦新（黄氏，迁南宁）生思阳、

思奇（天）、思维。月红（迁南宁）生笑天。韦祥（黄氏）生式发、将（黄氏）、想。

韦全（雷氏）生式占、领。韦兴（郑氏）生式规、定。韦才（陆氏）生式畅、岸、卓。

韦威（青氏）生式志、应。韦建（黄氏）生式府、同。韦林（迁南宁）生沐光（式聪）。

韦胜（李氏）生式厅。韦政（梁氏）生式董。韦典生式聪（迁靖西）。韦田（梁氏）生

式朋。韦镛（李氏）生式社、逢。韦滔（玉氏）生式赶。韦松（潘氏）生式学、绣。

韦柏（韦氏）生式岳、泽。韦恩（黄氏）生式、汇。韦秩（韦氏）生式脉。韦感（万

氏）生式律、严。韦盛（黄氏）生式昌。

十四世式骞（李氏），生大成、华。式謇（玉氏）生大机（蒙氏）、油、安、标（雷

氏）。式宸（韦氏）生大优、价。式装（陆氏）生大继、续。式藩（周氏）生大毕、能。

式荫（李氏）生大典。式平（潘氏）生大年、阜。式达（李氏）生大仟。式范（樊氏）

生大沛。式永（方氏）生大锐。式建（孙）生大府。式康（谭氏）生大坚。式斌（谭

氏）生大志、凡。式斐（梁氏）生大晃。式按（李氏）生大富、福、立。式谷（李氏）

生大贵、喜、政。式棒（黄氏）生大比、义。式杰（苏氏）生大卓。式亮（苏氏）生

大鹏。式团（黄氏）生大权。式全（潘氏）生大琼。式烈（黄氏）生大超。式欢（李

氏）生大军、陆。式万（陈氏）生大占。式会（玉氏）生大航。式才（雷氏）生大忠、

央。式良（黄氏）生大廷、琳。式典（李氏）生大瑞、珏。式泳（李氏）生大获、转。

式清（黎氏）生大东。式汉（黄氏）生大鑫。式奎（谭氏）生大柑、参。式奕（梁氏）



生大亮。式契（颜氏）生大森。式艺（韦氏）生大锟。式入（梁氏）生大吉。式振（玉

氏）生大雁、宁。式贤（梁氏）生大汇、来。式镏（韦氏）生大威。式钦（李氏）生

大遗。式钲（韦氏）生大玉、金、洪。式尚（卢氏）生大恩。式义（郑氏）生大冠、

昭。式高（罗氏）生大庆。式邕（颜氏）生大嘉、享。式裕（黄氏）生大添、字。式

诚（张氏）生振文（迁南宁）。式谥（何氏）生大强（黄氏）、弢。式密（方）生大科

（黄氏）、举、攀。式设（李氏）生大胜。式宁（何氏）生大抗。式利（班氏）生大升、

飞。式片（何氏）生大永。式均（李氏）生大精、明。式廖生大磊。式趋（李氏）生

大豪。式品（黄氏）生大合、朗。式荣（玉氏）生大斌。式坚（覃氏）生大势、业、

壁。式琼（黄氏）生大兵。式运（施氏）生大乐。式恒（雷氏）生大锦。式忠（黄氏）

生大广。式万（谭氏）生大国、皇。式钟（谭氏）生大朝。式谓（韦氏）生大麒。式

明（雷氏）生大轮、龙。思阳（张氏）生舒杰。思维生文龙。式发（谭氏）生大幸。

式占生大旺。式学（雷氏）生大力。式比（韦氏）生大帅。式例（梁氏）生大策。

十五世大成（蓝氏），生全舒、畅。大华（玉氏）生全适。大油（黄氏）生全东、

兵。大志（梁氏）生全书。大富（黄氏）生全飞。大贵（方氏）生全励、理。大遗（谭

氏）生全统、欢。大攀（李氏）生全浪。大势（谭氏）生全勇、军。大业（李氏）生

全利。

十六世全舒、畅。全适。全东、兵。全书。全飞。全励、理。全统、欢。全浪。

全勇、军。全利等。

★启朝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朝（梁氏），生尚信、进、伟、彩、松、珍。

五世尚信，生天业、慷、猷、献。尚进生天颜、容、树。尚伟生天昌、还。尚松

生天相、牙、在。

六世天业，生克仁、可。天猷生克端。天献（刘氏）生克贞。天颜生克月、登、

亮。天昌生克代、崇。天还生克章、论、后。天相生克帮、塑。天牙生克顺。天在（黄

氏）生克遵、达、复。

七世克仁（黄氏），生润棠、仍、滕。克可生润泽、用（黄氏）、浙。克贞（谭氏）

生润家、宁。克亮生润炳、濯。克代生韦润。克论生润握。克后（黄、施氏）生润食、

玺、周、京。克遵生润肖、车。克复（施氏）生润苗。

八世润棠（玉氏），生廷创（雷氏）、建、华。润仍（潘、黄氏）生廷钹、庆、善。

润滕（陆、李氏）生廷爱、照、烈。润泽（玉氏）生廷午、考。润浙（李氏）生廷主、



试。润宁（方氏）生廷恩、忍。润炳生廷永（李氏）、洪（刘氏）。润濯生廷法、敷。

韦润（黄氏）生廷江、山、深、河。润玺生廷韫。润周生廷怡、恭。润肖生廷珂。润

车生廷干（迁顺州）。润苗（谭氏）生廷瑾、玑、扁。

九世廷建（班、李氏），生景运、道（潘氏）、逮（黄氏）。廷华（梁氏）生景仪、

舒。廷庆（方氏）生景府、川、学。廷善（玉氏）（十一代迁那任坡）生景图、书（迁

良伟坡）。廷爱（谭氏）生景万（李氏）。廷照（梁氏）生景隐。廷烈（黄氏）生景傅。

廷考生景囊。廷试生景显、景二（迁顺州）。廷恩（谭、李氏）生景复。廷永（李氏）

生景吕。廷法（刘氏）生景浩、律。廷江（颜、谭氏）生景旦。廷山（黄氏）生景缠、

旦、绥。廷深（玉氏）生景珠。廷河（方氏）生景缥、缉。廷韫（黄氏）生景念、纭。

廷怡生景利。廷恭生景科。廷玑（李、杨氏）生景妍。廷扁（玉氏）生景堪。

十世景运（雷氏），生作佑、植、傍。景仪（梁氏）（迁顺州，梁氏）生作俊、邓。

景舒（潭氏）生作偕（迁归顺州）、侵。景府（雷、梁氏）生作桶、领（黄氏）。景川

（潘、雷氏）生作泳、校、橼、记。景图（玉、刘氏）生作择、杭（李、张氏）、材、

柑。景书（李、苏氏）生作享、多。景隐（苏、李、刘、班氏）生作型、健。景囊生

作枝、叶、来、回。景复（黄氏）生作庚（方氏）、根。景旦生作孺。景缠（苏氏）生

作仟、俏、倩。景珠生作雯。景缥（何、黄、潘氏）生作雯、抚。景念生作联（玉氏）、

丹。景科生作模。景堪（杨氏）生作贯。

十一世作佑（梁、魏氏），生其禄。作傍（魏、陈氏）生其管、箫、筑。作桶（黄

氏）生其轴、轼。作校（梁、何氏）生其转、辂。作橼生其辙、轻。作择（雷氏）生

其畹。作材（陆氏）生其软（雷氏）、玲、翰。作柑（黄氏）生其番（迁居台）、廉、

辗。作享生其操、挥、擅。作型（黄氏）生其仗（玉氏）、伊（李氏）、份、侦、伍。

作回（梁、颜氏）生其乐、轧。作根（杨氏）生其言、羲、正。作孺（何氏）其巩、

国、长、固。作俏（玉氏）生其愿、项、颐、顶。作雯（梁氏）生其昆。作抚生其梳、

概、榄。作丹（方氏）生其放。作贯（苏氏）生其奖、务。

十二世其管（黄、何氏），生韦胆、旦。其箫（陆氏）生韦昭、晟、静、晒、济。

其筑（潘氏）生韦喧、晰。其转生韦驹、全、才、光、骅。其轻（黄氏）生韦宁（迁

伶俐，粟氏）、炳、定、寨。其畹（黄氏）生韦骢。其玲（黄氏）生韦驸、倡、骤、琛、

瑞、驹。其廉生韦骏、骠、光、骑、林。其辗（迁南宁）生韦骅、明、来。其操（李

氏）生韦睿、暗晬。其侦（玉氏）生韦晃、署、杲、旻。其伍（李氏）生韦升。其乐

（黄、玉氏）生韦命、合、烽、炯。其轧（李氏）生韦安、薪、竟。其言生韦如、倬

（韦氏）、全。其羲生韦组（玉氏）、织、礼。其正（迁蒲庙，李氏）生韦能、智。其

巩生韦湖、杰。其愿（何、玉氏）生韦雁、攀。其昆（李、钟氏）生韦孳、布。其榄

（黄氏）生韦干、育、京。其放生韦森、楙。其奖（雷氏）生韦眷、禅（雷氏）。



十三世韦胆（雷氏），生式侣、训、芸。韦旦（陆氏）生式俭（黄氏）、飞（姚氏）、

检。韦昭（潭氏）式强、剑。韦晟（李氏）生式疆、弹、滔。韦静（玉氏）生式榜。

韦晒（李氏）生式立。韦济（黄氏）生式键、富。韦喧（梁氏）生式用、要（雷氏）、

弟。韦哳（潭氏）生式赞（刘氏）、概。韦驹（方氏）生式炜、灼。韦全（何氏）生式

验、怖、毛。韦才（玉氏）生式真、现、俚。韦光（廖氏）生式东、海。韦骅（钟氏）

生式祥。韦炳（黄氏）生式耀（迁五塘）。韦骢（李氏）生式安、宴。韦驸（陈氏）生

式宏、应、交、惊。韦倡（玉氏）生式愉。韦骤（潘氏）生式慰（刘氏）、愆。韦琛（杨

氏）生式泽、忻、远。韦瑞（梁氏）生式正（滕氏）。韦驹（潘氏）生式恒、甜。韦骏

（韦氏）生式坤、初。韦骠生式佳。韦骑（杨氏）生式腾。韦骅生式朵。韦明生式滔。

韦来生式聪。韦睿（李氏）生式侔。韦啐（李氏）生式备、俏、侨、并。韦晃（党氏）

生式威（迁柳州）。韦署（黄氏）生式慧。韦杲（钟氏）生式宁。韦升（玉氏）生式琳、

朗、班。韦烽（李氏）生式富。韦安（雷氏）生式报、挺。韦薪（黄氏）生式馨。韦

如（玉氏）生式著、德。韦湖生式朴、标、模。韦孳（苏氏）生式超、瑾、瑜、麟。

韦干（玉氏）生式在（施氏）、君、红。韦育生式回。韦森生式劝、劲、助。韦楙生式

势、勤。韦眷生式鹏。

十四世式侣（李氏），生大校。式训（陆氏）生大松。式芸（黄氏）生大放。式强

（黄氏）生大慧。式用（颜氏）生大涵。式炜生大荣、港。式灼生大专。式安（颜氏）

生大作、亿。式宴（玉氏）生大伸、侦。式应（玉氏）生大合。式侔生大迹、遐。式

备（黄氏）生大尚（隆氏）、领。式俏（谭氏）生大逢、连。式侨（黄氏）生大迎、速。

式朴（黄氏）生大想。式模（余氏）生大颖。式瑾（袁氏）生大器、裘、捷。式麟（覃

氏）生大兴。式君（梁氏）生大登、山。式红（吴氏）生大川。式回（谭氏）生大辉、

律。式劝（玉氏）生大伟。式劲（黄氏）生大任、儒、钟、何。式助（黄氏）生大利。

式势（李氏）生大泽、沾、讯、深。式勤（梁氏）生大权、裕、远、勇。

十五世大亿（周氏），生全灿。大迹（李氏）生全师。大任生全龙。大儒生全宇。

大泽（梁氏）生全鑫。大沾（雷氏）生全矗。大裕（刘氏）生全港。

十六世全灿、全师、全龙、全宇、全鑫、全矗、全港等。

★启銮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銮，生尚昴。

五世尚昴，生天良、料、麦、黍、稷。

六世天良，生克言。



七世克言。

★启辉支脉：

一世韦携，生国康、国怀。

二世国康，生日�。国怀生日都。

三世日�，生启高、政（迁绿林）、全、罗。日都生启成、朝、銮、辉。

四世启辉，生尚万、应。

五世尚万，生天奇。

六世天奇，生克坚。

七世克坚。

（资料由韦月红、韦林、韦思阳据《良伟、绿林、那任坡韦氏族谱》整理提供）

8．宾阳新桥竹匠村韦氏支系
(1)韦国奇支系

韦肇鼎系千三裔孙，号韦让，住竹匠村。至国奇关系失传，待补。

一世国奇，国奇生玄真。

二世玄真，生志聪、志达。

三世志聪，生马胜。

四世马胜，生道举、法钟（又名太钟）。

五世道举，生金锁、先获。

六世金锁，生太宥。

七世太宥，生帝旺、宽、云升。

八世帝旺，生斗金、照泰。帝宽生紫泰、肇泰、急泰。

九世照泰，生天连。

十世天连，生锦琏、超。

十一世锦琏，生日积。

十二世日积，生年光。

十三世年光，生象德、声。

十四世象德，生振好。

十五世振好，生七十（昌字班）。

十六世七十，生典云。

十七世典云，生宪祥、绍祥。

十八世宪祥，生德隆、兴、善。

十九世德隆，生泽秋、林。

(2)韦养支系



韦养为景宗裔孙，与肇鼎关系为：肇鼎生道通、玉廷、运泰（分支圹山、石村、

黄村、武岭村）、邓保（分支来宾高环、四季村）、韦养（住竹匠村）、廷梅（分支凌云

县下甲乡巴平村）、继财（分支武宣县桐岭乡仁和村，改名才川）。

一世韦养，生烟雾。

二世烟雾，生马帅。

三世马帅，生韦翼。

四世韦翼，生韦良。

五世韦良，生韦三。

六世韦三，生有亮。

七世有亮，生三子，文选、熊、鳌。

八世文选，生联配、碧、登、琚。

九世联登，生显祖。

十世显公，如显祖、君、义、杨、昭、诚、龙、鸿等。

十一世声公，如占声、鼎声等。

十二世著公，如著豪、芬、业等。

十三世世公，如济世、正世、来世、隆世等。

十四世道公，如守道、由道、传道、合道等。

十五世思公，如思明、恭、义、忠等。

十六世原公，如原安、博、协、庆等。

十七世永公，如永远、久、祥、吉等。

9．宾阳思陇乡韦妙怀支系
韦妙怀为洪晚的第三儿子，洪晚原藉武鸣县罗波乡六塘村人。至妙怀迁宾阳思陇

乡长塘村。六世进先的二儿又从长塘迁至思陇六岭谭青村落藉。十二世国辉的二、三、

四、六子及国启迁至六田六黄思陇街上谭罗村，后又部分迁邕宁县金陵镇居住。

一世妙怀，生玄凤。

二世玄风，生二子，留经，旺。

三世留经，生元恩。

四世元恩，生三子，云善、程、祥。（善、程住长塘谭青那赖等村）

五世云程，生二子，进亮、先。

六世进先，生二子，绍乾、坤。

七世绍坤，生三子，廷举、臣、囊。

八世廷举，生三子，祖国、晚、典。

九世祖国，生有丰。



十世有丰，生二子，永考、式。

十一世永考，生三子，国辉、启、才。

十二世国辉，生六子，豪登、简、猷、草、成、基。国启生豪升。

十三世豪简，生三子，瑞初、调、结。

十四世瑞初，生五子，志刚、强、勇、猛、忠。

十五世志刚，生二子，光星、达。

十六世光星等。

10．宾阳新宾勒马村韦氏支系
韦俸卿系景宗继子，生肇宁鼎、劝、伍、汝。

一世肇伍，生二子，应铨、监。

二世应监，生二子。接永、存。

三世接永，生焉荣。

四世焉荣，生韦广。

五世韦广，生韦茂。

六世韦茂，生韦湖。

七世韦湖，生韦贤。

八世韦贤，生自荣。

九世自荣，生顺彰。

十世顺彰，生二子，世琼、允。

十一世世琼，生彩倪。

十二世彩倪，生相国。

十二世相国，生二子，甘香、义。

十三世甘香，生三子，正聪、秋、四。甘义生正嵩。

十四世正秋，生二子，思谷、永日。正四生思催、就。正嵩生思培。

十五世思催，生锦修。思就生登修、典修。

十六世锦修，生二子，文耀、泽。典修生文菜、坚、利、全。

十七世文耀，生天才。文泽生德康、宁、言、明。

十八世天才，生三子，以元、超、仕。旺德（十四世正嵩孙裔）生以金。

十九世以金，生振华。

二十世振华等。

11．上林澄泰巷滔庄韦氏支系
韦有统为千三裔孙，从现存有统墓碑“嘉靖十三年”起算，至少在这以前已迁入

本庄，具体迁入时间、从何处来，待考。



一世有统，生增郁。

二世增郁，生延币。

三世延币，生三子，英贤、秀、聚。

四世英秀，生二子，建基、禄。

五世建基，生所建。建禄生所静。

六世所建，生三子，献朝、扬、邦。所静生献福、德。

七世献朝，生三子，忠和、盛、林。献扬生忠平、达。

八世忠盛，生加堂，忠林生加延。

九世加堂，生星贵。

十世星口，如星贵、辉等。

十一世锦公，如锦现、平、继、展等。

十二世建公，如建文、武、威、锋等。

12．上林白圩韦氏支系
韦俱、韦胥、韦品系永全裔孙，由宾阳思陇平田村迁来，时间待考。

一世永全。

二世滕篡、贤、伯、继、霞、惠。

三世韦俱、胥、品。

四世桂林、华、玉。

五世经宝。

六世文俊。

七世法伦。

八世日赵、胡、秀。

九世正达、香。

十世融照。

十一世琼楷，生世康、锡康、佑康、保康、抵康。

十二世世康，生三子，建襄、嵩、福。锡康生建才、德。保康生建标、鹏。

十三世建襄，生五子，业茂、威、宽、光、胜。建嵩生业修、蕃。建福生业存、

余。建才生业粹。建德生业强。建标生业辉、煦、旺、昶。建鹏生业权、群、芳、久。

十四世业茂，生承赉。业宽生承义、禧。业光生承有、义。业胜生承亮、明、才。

业修生承祚。业蕃生承俸。业存生宗熙、献。业余生承彪、好。业粹生承武、典、光。

业强生承高、华、信。业辉生承彬、勇、军。业煦生承昌、保。业旺生承禄、超、涛。

业昶生承恩、泉。业群生，承福、成、赞。业芳生承久。

十五世承公，如承柞生宗武、宝、东。承俸生宗庆等。



十六世宗公，如宗武生祖敏。宗庆生祖益、旭、臣等。

十七世祖公，如祖敏、益等。

13．合山河里甘奎村韦氏支系
韦奉堂为干三公后裔，约于康熙后期（十八世纪初）迁入，有本村韦李氏的墓碑

为佐证（碑文文字清晰）。该村全姓韦，分三小支脉。1953 年前归迁江县，1954 年为

来宾县，1982 年属合山境地。

一世奉堂，生里承。

二世里承，生二子显达、显东，育天养（入赘）。

三世显达，生仕贤、宝；显东生仕明，天养生仕贵。

四世仕贤，生有成。仕宝生有仁，育有意（入赘）。仕明生有光、辉、正。仕贵生

有德。

五世有成，生金龙。有仁生四子：金口、蕃、与、城。有意生金清、金荣。有光

生金林。有辉生金钱、华。有德生金堂。

六世金龙，生蔚文、志文（入赘）、博文、奇文。金与育裕文（入赘）。金蕃生秀

文、藻文（此支住南宁）。金城生郁文（此支住来宾），育圣文（入赘）。金荣生明文。

金林生学文。金钱育广文（入赘）。金华生尚文。金堂育新文、继文（均入赘）。

七世蔚文，生怀肇、印、瑛。博文生怀济。奇文生怀琛、瑜。志文生怀璋，育一

子（入赘）。裕文育怀光、欢（均入赘）。秀文配张氏生怀宏、兴、姣、行、萍。藻文

配黄氏生朵云、方红、永红、红音、红地。郁文配谭氏生怀丰（又名韦锋）、容、英、

忠。圣文生怀琨、超、贵、德、兰。新文生怀琼。明文配蓝氏生二子。广文生克刚，

育克敏（入赘）；尚文生克学、和。学文生克昌。

八世怀瑜，生尚思、煜。怀光生韦刚、尚友、小五。怀宏配任氏生韦坚、强、峰。

怀兴配王氏生志军、源、勇、口。朵云配何氏生韦涛。方红配邓氏生弱弱。永红配廖

氏生志炜。红地配周氏生韦俊。韦锋配磨氏生韦军、明。韦忠配郑氏生红艳。怀琨生

福宁、滨、韦庆。怀超生韦重。怀琼生尚忠（又名尚华）。克昌生承宗，育承贤（入赘）。

（克敏、刚、和等后二代未列）

九世承贤，生国法、荣。承宗生国珍、珠、栋。（尚忠、韦坚、强下一代未列）。

十世国法、荣、珍、珠、栋等后二代未列。

（资料由韦怀琨等提供）

14．来宾五山岜弄村韦氏支系
岜弄村村祖平山系千三景宗裔孙。其迁入时间待考。该世系子孙发达兴旺，人口

500 余人，集居岜弄村。在子孙中，平山四世孙锡忠为清代武举人，五世孙尚德为黄浦

军校二期生。



一世平山，生二子，世松、经。

二世世松，生三子，正珍、棚、三。世经生其增、升是。

三世正珍，生二子，锡忠、祥。正棚生锡瑞、强。正三生锡奇、贤。其增生尚考、

逢、辉、友。升是生尚志。

四世锡忠，生三子，尚德、文、业。锡祥生纯修、尚集、新。锡瑞生尚良、杰、

惠。锡强生尚彩。锡奇生尚才、欠、墨。锡贤生尚仁、智、义。尚考生韦纯、天馨、

房、宋。尚逢生天雄。尚友生天联、利。尚志生天成、德。

五世尚德，生树勋。尚文生韦键、树祺、伟、堂、旭、生。尚业生树森、林、青。

纯修生树岳、韦标、树炮。尚集生树杰、培。尚新生树栋、安、兼。尚良生树义、明、

捷。尚杰、惠各生五子，佚名。尚彩生三子，佚名。尚仁生绍英、和。尚智生绍熊。

六世树勋，生二子，金峰、科。韦健生金卡。树棋生金石。树伟生金富、邦、普。

树堂生金显、元。树旭生金枝。树生生金磊、金二、小弟。树森生金煌、灵、兰、辉。

树林生志军、勇。树青生金华。树杰生绍智。

七世金峰，生二子，冠伟、力。金富生小弟。金煌生冠平、安。金灵生冠信、潮、

长。金兰生冠时。志军生冠恒。志勇生冠忠。

八世冠伟等。

15．来宾陶圩老谢村韦氏支系
韦元辉（智盛）、元祟、元礼三兄弟从宾阳北街迁来，属干三支系。

一世元辉，生宥真。

二世宥真，生觉挠。

三世觉挠，生二子，月珠、仙。

四世月仙，生二子，佛昶、智学。

五世佛昶，生四子，知守、妙忠、印、云选。

六世云选，生二子，亮智、金元。

七世金元，生善嵩、玄经。

八世玄经，生云见。

九世云见，生二子，殊伦、忠儒。

十世殊伦，生三子，明识、朝升、太用。

十一世明识，生三子，思玲、宽、昭。

十二世思玲，生二子，永生、护。思宽生英标。

十三世永护，生二子，顺登、正。英标生顺宗、位。

十四世顺正，生四子，文章、荣、显、清。

十五世文章，生汉德。



十六世汉德，生二子，良峰、能。

十七世良峰，生庆欢。良能生庆东。

十八世庆欢等。

16．来宾南泗平田村韦氏支系
该支系分支较多，这里只摘其二个支系加以介绍。

(1)朝眼分支

该分支属二彪。

一世朝眼，生三子，良忠、标、份。

二世良忠，生宏回。

三世宏回，生三子，必顶、政、有。

四世必顶，生四子，信祖、学祖、朝祖、念祖。

五世信祖，生四子，广和、礼、性、报。

六世广礼，生四子，得俊、伟、价、尝。

七世得伟，生三子，世珍、现、差。

八世世珍，生文孟。

九世文孟，生三子，书标、珩、玻。

十世书标等。

(2)必赓分支

一世必赓，生二子，玉祖、芳祖。

二世芳祖，生广达。

三世广达，生得珍、琛、瑶、璋、璜、瑶、珩、宣。

四世得珍，生世课。

五世世课，生二子，文富、新。

六世文富，生三子，书满、念、核。

七世书满，生富煜。书念生富语。书核生富祥。

17．贵港大圩东豪村韦氏支系
韦玄鉴由来宾县南鸦田寮村迁入，时间未考。

一世玄鉴，生三子，贵思、本、朝。

二世贵本，生善信。

三世善信，生念卿。

四世念卿，生二子，任居、会彬。

五世任居，生玄机。会彬生广文。

四世玄机，生二子，嘉福、祥。广文生嘉章、显、秀。



五世嘉福，生二子，永月、日。嘉祥生永海、椿。

六世永海，生社照。永椿生社养。

七世社照，生三子，锡著、球、三。社养生锡金。

八世锡著，生邦光、德昌。

九世邦光，生文贵。

十世文贵，生石生。

十一世石生，生二子，醒才、伦。

十二世醒才等。

18．桂平蒙圩上贯村韦氏支系
韦四弟由石叠村迁来上贯村落业，迁入时间待考。

一世四弟，生五子，正道、道传、鉴、广、义汉。

二世道鉴，生二子，先隆、旺祥。

三世旺祥，生三子，希选、贤、麟。

四世希麟，生二子，乃记、有。希贤生廷廉、美。

五世乃记，生三子，开伦、严、乾。乃有生开源。廷美生尚翼。

六世开严，生作威。

七世作威，生二子，金朱、栋。

八世金栋，生三子，海深、平、成。

九世海深，生福君、明、贵、如、亮、灵。海平生福均、进。

19．来宾武童思灵止札村韦氏支系
惠珍、照兄弟俩原住宜山县，因灾逃至来宾县寿山乡罗律村安居立业，后分支武

宣。

一世惠珍，生显升、照、星。

二世显升，生奉关。

三世奉关，生太金、沙清、胜学。

四世沙清，生韦重、官、忐、活。

五世韦活，生韦应、力。

六世韦应，生胜武、朝。

七世胜武，生韦通、显富、玄达。

八世玄达，生贵华、荣。

九世贵华，生世开、光、赵、顺、洪。

十世世开，生韦更。世光生上纹、七。

十一世上纹，生韦夫。



十二世韦夫，生先成。

十三世先成，生二子，瑞员、昌。

十四世瑞员，生三子，炳门、国、幸。

十五世炳公，生三子，文肃、严、断。炳国生文栾、棒。

十六世文公。

十七世科公。

20．武宣桐岭仁和村韦氏支系
韦才川原名韦继财，原住宾阳县新桥乡竹匠村，迁往武宣县后改用“才川”，于桐

岭乡仁和村立业，为干三裔孙。

一世山涛。

二世景宗。

三世俸卿。

四世肇宁。

五世文素，生四子，道政、通、达、远。

六世道通，生玉廷。

七世玉廷，生运泰、邓保、韦养、廷梅、继财（又名才川）。

八世继财，生芳丙、卷、财、好。

九世芳丙，生文柱、朱、学。

十世文柱，生再深、贤。文学生再地。

十一世再深，生胜品、点。再地生胜将。

十二世胜品，生韦忠。胜将生韦凤。

十三世韦忠，生正祖、直、齐。韦凤生锦立。

十四世正齐，生庆保。锦立生年旗、坤、余。

十五世庆保，生建中、星甲。年余生祖产、修。

十六世祖修，生二子，国祥、旦。

十七世国祥，生三子，长妥、槐、宁。

十八世长妥，生二子，跃春、军。

十九世跃春，生韦利。

21．钦州犀牛脚丹宁大鸡屯韦氏支系
韦云佳原籍福建彰州府人氏，移居灵山县后再迁至此地，迁入时间未考。

一世云佳，生钰章、祥、真。

二世钰章，生学龙。钰祥生学风。钰真生学伦。

三世学龙，生月行、恒。



四世月行，生象周、元。月恒生象麒、麟。

五世象周，生现规、崇规、监规、绍规、蹈规、福规、任规、文规。

六世现规，生天泽。

七世天泽，生二子，昭辉、钦。

八世昭辉，生日长。

22．钦州那蒙六马坛吉村韦氏支系
韦本善由南宁妙牯岭（今妙牛岭）迁来，迁入时间待考。

一世本善，生敬台、宋。

二世敬台，生学池、崇、地。

三世学地，生启明、星。

四世启星，生庆高、旺、才。

五世庆高，生志平、隆。

六世志平，生朝建、志隆生朝坤、相、宝。

七世朝建，生京胜。朝坤生京邦。

八世京邦，生统光、英、容、颜、相。

九世统光，生贤宗。

十世贤宗，生子胜、茂。

十一世子胜，生澄运、均运。

十二世澄运，生成经、伦、缩。

十三世成经，生华德。

十四世华德。

23．钦州小董那道鹅仔塘村韦氏支系
韦华业原住灵山县城街上卖鸡行，妣袁氏生韦裔后迁钦州市新立乡板城上黄泥村，

韦裔配蒙氏生韦璋、瑞后迁至鹅仔塘村。

一世韦璋、韦瑞。韦璋生汉成、臣、兴。韦瑞生汉江、河。

二世汉成，生绍能、荣。汉臣生绍达、通。汉兴生绍坤。

三世绍能，生尚茵、蕃、万、蕊。绍达生懋忠、志。

四世懋忠，生桂林。懋志生桂柳、秀、清。

五世桂林，生陈有、晋有、盛有、贤有。

六世陈有，生成任、信、儒、佐。盛有生成健。

七世成健，生韦敏、荣、能、照。

八世韦能，生尚茵、蕃、万、蕊。

九世尚茵，生义兴。



十世义兴，生新贵、荣、华。

十一世新华，生才荃。

24．百色巴平韦氏支系
韦廷梅系俸卿孙裔，上接失传，居住在广西百色巴平圩。该支系何时迁至百色待

查。

一世廷梅，生烟震。

二世烟震，生马帅。

三世马帅，生韦彪。

四世韦彪，生韦珠。

五世韦珠，生韦庆。

六世韦庆，生韦福。

七世韦福，生二子，文泰、彩。

八世文泰，生三子，联科、合、众。

九世联科，生四子，显佑、华、凤、猷。

十世显佑，生五子，首贤、汉贤、敦贤、高贤、资贤。

十一世首贤，生五子，秀声、振声、有声、敏声、许声（迁至德保）。

十二世秀声，生三子，普然、勋、应。

十三世普然，生三子，明世、济世、经世。

十四世明世等。

（摘自《韦氏族谱》）

25．防城那勤那农新村韦氏支系
韦献珍为景岱后裔，嘉庆年代由横县连塘乡杨彭村迁来。

一世献珍，生圣理。

二世圣理，生和留。

三世和留，生志高。

四世志高，生学春。

五世学春，生三子，有凤、恒、朋。

六世有朋，生五子，高进、旺、发、儒、彩。

七世高彩，生喜宁。

八世喜宁，生三子，超干、能、佳。

九世超能，生二子，自咏、故。

十世自咏，生四子，永瑛、连、泉、光。

十一世永瑛，永泉生三子，世江、河，锦。



十二世世江，生二子，子祥、琪。世河生子宽、喜、任、亿、旭。

十三世子宽，生三子，登海、璜、贵。子喜生丁兰、宁、寿、礼。子亿生丁新。

子阳生丁国、兴。

26．横县六景谭寨村韦氏支系
韦云章由宾阳陈平乡六陈白石韦造村迁来，现有人口 400 余人。

一世云章，生四子，启信、仁、义、奎。

二世启信，生发佑。启仁生发相、让。

三世发佑，生承举。发相生承柳。发让生承树。

四世承举，生志带。承柳生志寅。承树生志彬、泰。

五世志寅，生国安。志彬生国雨。志泰生国英、勇、贤、才。

六世国安，生朝钻。国英生朝宝、现。

七世朝钻，生长久。朝宝生和文。朝现生会文。

八世长久，生可影。会文生可添、员、则。

九世可则，生韦歧。

十世韦歧等。

27．横县六景石洲村韦氏支系
韦文章是俸卿后裔，经分支而迁来，迁入时间待考。

一世文章，生日龙。

二世日龙，生三子，志谨、让、言。

三世志谨，生三子，发齐、望、阳。

四世发望，生二子，成勋、清。

五世成勋，生启昶。成清生启成、均、人、门。

六世启昶，生三子，京宰、祖、著。

七世京著，生二子，国才、忠。

八世国才，生绍松。国忠生绍开、柳。

九世绍松，生三子，明尚、勤、俭。

十世明尚，生桓品。明俭生桓案、严、敬、昔。

十一世桓昔，生焕然。

十二世焕然，生秀昌。

十三世秀昌，生祖述。

十四世祖述，生善玫。

十五世善玫，生建兴。

十六世建兴，生晓光。



十七世晓光等。

28．横县峦城杨村韦氏支系
一世妙种，生二子，宥善、棒。妙音生宥伦。

二世宥捧，生二子，启学、朝。宥伦生同寅。

三世启学，生三子，发中、胜、雨。启朝生发云、拥。

四世发拥，生四子，国礼、祯、祥、泰。

五世国礼，生廷相。国祥生廷参。

六世廷相，生三子，选明、科、亮。廷参生朝恺、机。

七世选科，生晋宗。选亮生君兰。朝恺生绍尧、舜、禹、汤、周、文、武。

八世晋宗，生宏楣。君兰生宏树、概、森。绍舜生士吉。绍武生士昌。

九世宏树，生在杰、秀杰、逢杰、润杰。士吉生俊光、昭光。

十世俊光，生二子，建品、任。

十一世建品，生居成。建任生居林。

十二世居林，生三子，昆德、才德、本德。

十三世本德，生三子，灿裕、柞、礼。

十四世灿裕，生坛升。

十五世坛升，生锡荣。

十六世锡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