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宗支源流厘清通

如前所述，韦氏的发源地当是今河南境内。依资料记载，其早期的播迁始于汉朝：

汉楚王傅韦孟徙居鲁国邹县（今属山东省）；韦孟四世孙韦贤被封为扶阳节侯，又徙京

兆杜陵。于是，汉代韦姓已是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韦姓人除避战乱者有南迁情况外，大部于原籍繁衍生息，“京兆郡”即在此

时产生了，成为以后韦姓分支的主要源头。隋唐时期，韦姓的繁衍仍以“京兆郡”即

陕西一带为盛，盛唐时韦姓名人如韦应物、韦庄皆出于“京兆”。另外，因韦姓显赫之

家多居于陕西长安县，而设韦曲镇，可见唐朝韦姓的主要居住地为陕西，同时，江苏、

四川、安徽等地亦有韦姓迁徙于此。从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韦姓

人又有南迁者，但数量较之北方留居者仍为少数，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

韦姓人分布很广，远及海外诸国，总计约有 90 万人。分布较多的省份有陕西（西

安、长安、蒲城、澄城、咸阳、宝鸡、延安、榆林、清涧、汉中、安康、商洛）、广西

壮族自治区、广东（广州、龙川、珠海）、江苏（镇江、常州、苏州、南京、扬州、上

元）、浙江（杭州、绍兴、余姚、吴兴）、安徽（合肥、芜湖、霍丘）、河南（洛阳、郑

州、开封、原阳、杞县、滑县）、山东（济南、曲阜、淄博、邹县）等省、县、市。次

之是河北（石家庄、邯郸、肃宁、保定）、北京、天津、上海、山西、甘肃、内蒙古、

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香港、台湾等省和地区。世界诸国

的韦姓人，以东南亚诸国较多。

韦姓是中国的大姓之一，全国的 5630 个姓中，韦姓排在第 100 多位，百家姓中列

为第 50 位。其中，韦姓以广西、河南等省区居者最多，约占全国汉族韦姓人口的 67%。

2010 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姓氏人数排名结果，韦姓居第 122 位，人口较多，约

占全国汉族人口的 0.11%左右。

第一节 中原肇端拓宏基 “一经”“京兆”万世昌

中原，历史上指包括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及山东省各一部分在内

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史称“中原大地”。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

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中原大地是韦氏肇端之地，是韦国肇基之地，是韦氏“一经堂”“京兆堂”“扶阳

堂”形成之地。

一、河南韦氏

河南省是中国的一个省份，省会郑州，因其大致位于历史上的黄河中下游以南地



区，故名河南，而由于历史上黄河历经多次大规模改道，今河南省北部地区并非位于

现黄河以南。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该地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5000-4000 多年前，为

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为“豫”，且有“中州”“豫州”“中原”“中土”“中夏”

“华夏”“中华”之称。

河南，史称中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和中国历史的核主区域之一。每

当中国内乱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河南是必争之地，“中国”的名称就来源于中心

位于中原地带的国家。

河南是韦氏的发祥地与起源地。如前所述，元哲是大彭氏的第 16 个孙子。唐·林

宝《元和姓篡》述：“韦姓，出颛顼之后大彭，为夏之诸侯，彭子封于豕韦，子孙以国

为姓。”这个“封于豕韦”的彭子就是元哲。约受封于公元前 2500 年，封地在韦城。《后

汉书》注：“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即今河南滑县东南。元哲到韦城以

后，关心民众，重施教化，振兴实业，从而使韦国很快成为夏朝的五大诸侯国之一。

可是到了夏朝末代，国王桀荒淫无道，为商部落首领汤所利用，重用伊尹为相，

以毫为前进据点，采取分化策略，积极准备灭夏，后利用有缗氏公开反复，借葛伯筹

饷为由，发兵吊民发罪。连续攻灭韦、顾（山东鄄城东北）和昆吾（今河南许昌东）

这三大诸侯国，以及葛（今河南长葛县北）等小国。

但韦城故国被汤消灭之后，元哲的子孙并没有气馁，而是投簪卷带，韬光晦迹，

暂时避难，群体逃往渭河平原西（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休养生息，在周诸候国（邑

城今扶风县与歧山县交界的周原）的辅助下建立韦方国。到韦遐的时候，经过几十代

人的艰苦创业、勤勉奋发，综合国力逐步雄厚。韦方国逐渐强大之后，被商朝廷所重

用，并受封为伯国爵位，国君韦遐也称韦伯遐。于是，韦方国改称韦伯国，商王朝赐

以彤弓，以专征伐。对此，东汉班固辑《白虎通》有记载：“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

也。”

后来韦伯国辅佐商朝，征服敌国，开拓疆土，功绩昭著，引起商朝忌恨。因之，

到了商朝二十二位帝王的武丁五十年，韦国终于又一次被消灭。随后，商王武丁派史

称养龙能手的刘累后裔去统治韦国，从而韦氏被迫改为刘氏。对此《辞源》有如下说

明：“左传之刘姓，则以商武丁五十年征豕韦克之，以刘累之后代之，豕韦始为刘姓。”

然而，韦氏子孙卧薪尝胆，矢志报国，“有志者事竟成”，元哲裔孙率领义师，参

加周武王领导的 800 诸侯大周盟，打败了商军，武王建立西周王朝后，封韦伯遐于万

福河西岸（今山东省成武、邹县一带），续称豕韦国。刘累短暂统治的豕韦国，从此宣

告结束。子孙分居滑县、浚县、商城、新郑、信阳、原阳、封丘、洛宁等县市。

1.滑县韦氏

滑县地处河南省东北部。春秋时，滑县为卫国的曹邑。秦汉时，滑境称白马县，



隶属东郡。隋至明初，滑县称滑州。明洪武三年（1370 年），废白马县入滑州。七年降

滑州为滑县。清雍正三年，滑县改属河南卫辉府。中华民国 3 年（1914 年），裁并府、

州，滑县隶属豫北道。民国 17 年，改属河南省第三行政区划专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县政府自万集村迁至道口镇，隶属平原省濮阳专区。1952 年 11 月，平原省撤消，

滑县复归河南省，属安阳专区。1983 年成立濮阳市，归濮阳市。1986 年 2 月，濮阳市

的滑县属安阳市至今。治所道口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滑县常

住人口有 126.3 万人。

韦氏，出自颛顼高阳氏，与钱、彭同出一宗，形成于夏朝少康时期，始祖为元哲，

发源于今河南省滑县。少康为夏帝时，大彭氏国支孙元哲受封于豕韦，在今滑县南建

立豕韦国，时称豕韦氏。商朝初，成汤灭豕韦氏国，韦国贵族四散出逃，约定以国名

为姓，遂成韦氏。

据《辞海》记载：滑县东南“韦城”（豕韦）是韦氏先祖元哲受封之地，元哲在此

兴建了“韦国”，又称”豕韦国”，以国为姓。此后韦氏子孙由此日益繁衍，几经沧海

桑田，不断迁徙移居，由河南而彭城（江苏）、而邹县（山东）、而京兆（陕西长安），

以至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因此，滑县乃是韦氏的策源地和发祥地，是韦氏灵玉的摇篮。

2．浚县韦氏

浚县地处河南北部，卫河之畔，东北与滑县毗邻。春秋为浚邑，以浚水得名。浚

水是卫河与淇河合流河段的古称，两河相激，使流浚深，故以“浚”命之。西汉置黎

阳县。后赵置黎阳郡。东魏、隋、唐为黎州。北宋政和五年（1115 年）置浚州。明洪

武年间改为浚县，沿用至今，隶属鹤壁市，治所城关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

要数据显示，浚县常住人口有 66.5 万人。

1990 年 12 月出版的《浚县县志》记述：1985 年该县有 337 个姓氏，其中人口为

20-100 人的 55 个姓氏中，韦姓居第 10 位。

3．新郑韦氏

新郑位于河南中部，隶属省会郑州。春秋为郑国都城。东周初年，郑武公由今陕

西华县迁居黄河、颖水之间的这块土地，因为这是郑国的新迁地，故命之新郑。战国，

新郑属韩国，韩灭郑后仍以新郑为国都。秦王政十七年（前 230 年），秦灭韩，二十六

年（前 221 年），置新郑县。晋泰始二年(226 年)，设荥阳郡，新郑并人苑陵县。隋开

皇十六年（596 年），恢复新郑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郑县属郑州专区。1955

年改属开封专区，1958 年属郑州市，1961 年属开封地区行政公署，1983 年又改属郑州

市。1994 年 5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新郑县，设立新郑市（县级）。治所

城关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新郑市常住人口有 75.8 万人。

新郑现有姓氏 280 个，韦姓为其中重要姓氏之一。



4．商城韦氏

商城地处河南东南端。夏商为诸侯封地，西周属黄国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

后属楚，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属九江郡。西汉时期置雩娄县。

隋开皇初期，更名殷城县。北宋建隆元年（960 年）因避宋宣祖弘殷讳，改殷城县为商

城县。属光州弋阳郡，至此始得县名。至道三年（997 年）并入固始县为商城镇。明成

化十一年（1475 年）从固始析出，复置商城县。沿用至今。隶属信阳市，治所城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商城县常住人口有 49.5 万人。

据 1991 年 3 月出版《商城县志》统计，该县有 296 个姓氏，韦氏为 180 位。

5．信阳韦氏

信阳地处河南南部淮河上游，西周时期，信阳分别是弦、黄、蒋、息、蓼、番等

诸侯国的国都。秦代以郡辖县。三国时属魏国。唐代为申州、光州之州治。北宋初年

改称信阳州。明代，信阳州辖罗山县、确山县。清代，信阳州仍辖罗山县。中华民国

成立后，废州改县，信阳州、光州于 1913 年分别改为信阳县和潢川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信阳分信阳专区和横川专区。1998 年 6 月 9 日，撤销信阳地区和县级信

阳市、信阳县，设立地级信阳市、浉河区、平桥区。信阳市辖八县和浉河区、平桥区

二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信阳市常住人口有 610.8 万人。

据 1990 年 12 月《信阳县志》记述：该县 1982 年统计共有包括韦姓在内的 345 个

姓氏，有壮族 25 人。推测该县韦氏可能属近代新迁的外来户。

6．原阳、封丘、洛宁韦氏

原阳地处河南北部，东邻封丘。春秋属郑国扈邑。战国为魏国卷邑，又名武卷。

秦置阳武县。汉置原武县。因地处军事要地，故都以“武”命之。1951 年原武、阳武

合并为原阳县至今。治所城关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原阳县常

住人口有 68 万人。封丘地处河南北部，与滑县接壤。汉置封丘县。据说以汉刘邦封翟

母之墓而得名。后几经废置，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复置封丘县至今。根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封丘县常住人口有 72 万人。洛宁地处河南西部。北魏太和

十一年(487 年)置崤县，后改北宜县、熊耳县。隋末改永宁先。1949 年置洛宁县，取

洛河安宁之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洛宁县常住人口有 42.3 万人。

原台湾知名人士韦德懋先生（原阳籍人）的调查表明，原阳、封丘、洛宁韦氏均

以“元儒承先泽，恩德启佑深，诗书荣光远，高厚裕长春”作为班辈用字。另，原阳

东前白寨一带韦氏乃唐宰相韦思谦之后。



二、陕西韦氏

陕西，简称陕或秦，也称三秦，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省份，省会是西安。陕西

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区，秦岭以北关中，陕北地区属于黄河中上游，秦岭以南属于长江

上游，关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为雍州所在，是炎帝和黄帝二帝的发源

地及所葬之地，同时也是更为久远的华胥古国或华胥氏的所在（今西安蓝田一带）。华

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元祖，她分别繁衍了女娲，伏羲。后来女娲，伏羲繁衍了少典，而

炎黄二帝又是少典的后裔，故华夏和中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氏（一说是源于华山）。

在西周后期，秦始皇的祖上非子替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王将“秦”（据说曾在今天的

甘肃省天水东南）这块土地封给了他，秦国也成了周的附庸。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

破了西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一带），杀了周幽王。秦襄公率领

人马攻打犬戎，立了战功。次年他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又立新功。

平王便封他为诸侯，将陕西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他。这样，秦国统管了陕西省的部分

地区。秦穆公时，国力强盛，又打败了东方的晋国，占领了整个关中。由此可见，由

于陕西其地春秋时为秦国，所以简称“秦”。

陕西是韦氏的第一个崛起地与发迹地。如前所述，根据史料综合分析，韦国被灭

掉之后，最先到达陕西的一支元哲后裔即韦国旧贵族住在雍州湋川（今陕西扶风县），

首领叫韦定，在周诸侯国（邑城今扶风县与歧县交界的周原）的辅助下才建立韦方国。

到韦遐的时候，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加上韦遐折节苦读，心高志远，雄才大略，

善于治国，励精图治，综合国力逐步雄厚。韦方国逐渐强大之后，被商朝廷所重用，

并受封为伯国爵位，国君韦遐也称韦伯遐。于是，韦方国改称韦伯国，国君被商王朝

恩赐“彤弓斯征”。韦伯遐受彤弓之赐，与大彭佐助大商朝征伐敌国，抚慰安民，拓荒

扩疆，功勋卓著，业绩辉煌。韦伯国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国

力大振。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向东进军灭商纣王时，韦伯国的国君韦伯遐率军参加，

立下战功。到周幽王时，韦伯国已经逐渐弱小，被鲁国逼迫，又西迁于同宗的大彭国

故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仍称韦伯国。韦伯国传至战国时代周郝王（公元前 314-前

256 年）时，被鲁国兼并而灭亡。直到韦伯遐二十四世孙韦孟，随祖父、父亲迁徙彭城

渎上里（今江苏徐州一带），晦迹韬光，折节读书，教育子孙，后来辗转到“沣邑”（今

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江苏省西北之沣县或沛县）参加刘邦起义。

韦贤，字长儒，韦孟五世孙，质朴笃学，以诗教授，弘扬乃祖之志。兼通礼经尚

书，号称“邹鲁大儒”。后征为博士、给事中。曾授汉昭帝诗。不久迁光禄大夫詹事，

至大鸿胪。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众公卿共立武帝曾孙刘询，是为汉宣帝。帝

初即位，任贤用能，韦贤时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本始三年，韦贤代

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扶阳在今江苏萧县西北），食邑 700 户。当时韦贤已 70 余岁，



做了丞相 5 年。地节三年，以老病乞归，赐黄金 100 斤，加赐第一区，定居京兆杜陵

（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任相位五年后乞休，终年 82 岁。《汉书》卷七十三有《韦贤传》。

韦贤有 4 个儿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逝。次子弘，官东海太守。三子舜，留

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字少翁，少明经，以文任为郎中，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

尤逊谦下事。以让爵辟兄事，宣帝与朝臣盛赞他的高节。后拜河南太守。元帝时，复

以明经继承父业，历位至丞相，开父子丞相之先例。

韦玄成为相 7 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但文采则过之。建昭三年卒。据《韦贤传》

载：初，贤以昭帝时徙平陵，玄成别徙京兆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不胜父子恩，

愿乞骸骨，归葬父墓。”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陕西，韦氏子孙分居在西安、陇县、澄城等市县。

1．西安韦氏

西安地处陕西中部。古称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曾为西周、西汉、新莽、

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 11 个王朝都城，也是黄巢“大

齐”和李自成“大顺”的政权所在地，可谓千年古都。秦武公十一年（前 687 年）设

杜县，这是我国最早的县。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设长安县。七年迁入长安城，因

城形如斗，又称斗城。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在长安城兼设京兆尹，为关中“三

辅”之一，辖长安等 12 县。汉宣帝元康元年（前 65 年）长安县改杜陵县。曹魏复称

杜县，改京兆尹为京兆郡，并兼设雍州。北周增设万年县，与长安同城。西晋改杜县

为杜城县，北魏神四年（431 年）复称杜县。建德二年（573 年）省杜县入长安、万年

二县。隋开皇二年（582 年）在长安城东南建都大兴城，三年撤京兆六雍州。大业三年

（607 年）改万年为大兴县，并将长安、大兴县治移入新都。撤雍州复设京兆郡，领长

安、大兴、户县、周至等县。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置万年县，撤京兆郡复设雍州。

开元元年（713 年）改设京兆府。天佑元年（904 年）迁都洛阳，长安城毁，佑国军节

度使韩建以皇城为基础缩建长安城。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改万年为樊川县。宋淳

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 年）改樊川县为咸宁县，仍与长安同城。元明清长安、

咸宁因之。民国元年（1912 年）省咸宁入长安县。民国十七年（1928 年）置西安市至

今。辖 9 区（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临潼、长安）4 县（蓝田、

高陵、户县、周至），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有 846.8

万人。

由韦孟的五代世孙韦贤宦游京兆，到汉宣帝本始二年韦贤封丞相，尔后永光二年，

韦贤次子韦玄成又封汉丞相并徙居京兆杜陵，至唐代，子孙益衍，京兆韦氏产生了 9

个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庞大支系：一曰西眷韦氏（亦称平齐公房），二曰东眷韦

氏，三曰逍遥公房，四曰郧公房，五曰南皮公房，六曰驸马房，七曰龙门公房，八曰



小逍遥公房（又称襄阳房），九曰京兆韦氏。汉唐两代产生丞相、宰相 30 人次，如汉

代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唐代韦安石四度出任宰相；西眷韦保衡、韦弘敏；东眷韦

方质；逍遥公房韦贯之，韦处厚、韦待价；郧公房韦巨源；南皮公房韦见素；驸马房

韦温；龙门公房韦执谊；襄阳公房韦思谦、韦嗣立；京兆韦氏韦贻范、韦昭度等。

另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韦曲，地名，

在陕西长安县南皇子陂之西。《咸宁县志》：“韦曲东西倚龙首，南面神禾，潏水绕其前，

为樊川第一名胜。唐时诸韦世居于此。”而且历史上的韦后，其墓即葬于此地。据陕西

省长安韦曲镇庞德明先生函称：“韦曲是因唐韦后葬于村西边而得名。”进一步的函调

表明，当前长安境内仍有韦氏散居住于各村镇，人数不多，余脉犹存。

三国孙吴云阳（今陕西省泾阳县）韦 昭，为当时著名学者，早年曾任丞相掾、

西安令、尚书郎、太子中庶子、黄门侍郎、太史令等职。韦昭官拜中书郎，出任博士

祭酒，掌管国子学。西元 264 年孙休亡，孙皓即位，韦昭封高陵亭侯，担任中书仆射、

侍中，领左国史。后为孙皓所害。

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东南）人韦 睿，齐末为上庸太守，梁时任豫州刺史、

雍州刺史、护军将军等职。因其多次率军大败北魏军，被魏人称为“韦虎”。

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长安）人韦坚，曾任长安县令，以才能卓越、办事精干

而闻名。继擢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在汉漕渠和隋广通渠的基础上修筑运渠，

在咸阳修建兴城堰，引渭水入渠，向东直抵华阴永丰仓附近。

京兆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人韦庄（约 836-910 年左右），字端己，唐末五

代后蜀诗人。唐末进士，唐初宰相韦见素之后，诗人韦应物的四代孙，唐朝花间派词

人，词风清丽，有《浣花词》流传。曾任后蜀宰相，谥文靖。著《秦妇吟》长诗，有

名于世。

唐代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韦偃（公元 8 世纪），用点簇法画马始于韦偃，常用

跳跃笔法．点簇成马群。其《放牧图》面人一百四十余，面马一千二百余匹。亦善山

水、松石、人物。画迹有《双骑图》《牧放人马图》《三马图》《散马图》《沙牛图》《松

下高僧图》等 27 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百马图》卷，李公麟草本，

现藏故宫博物院。

唐代诗人韦应物(737—792)，系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间，

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

苏州刺史。贞元七年退职。世称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韦皇后（?一 710 年），名果儿，唐中宗李显后（宣懿

皇后），其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是唐朝第一美人。



2．陇县韦氏

陇县地处陕西西部，因处陇山山脉的东边而得名。商代为矢国领地。秦始皇 26 年

（公元前 221 年）为“汧邑”，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改邑为“县”，置陇关。

北魏孝明帝时（517 年）于“淠县”又置“东秦州”，因魏废帝 2 年（553 年）“陇州”，

历经五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后（1913 年）改州为陇县，1961 年与千阳合并，

1964 年重新恢复陇县县制至今，属宝鸡市。治所城关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

要数据显示，陇县常住人口有 24.9 万人。

据 1993 年 12 月出版的《陇县志》记述，经 1986 年统计，该县有包含韦氏在内的

姓氏共 281 个。在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该县人口的民族构成仅有汉、回、

满、蒙、藏五个民族，其中满族 11 人，蒙藏各 1 人。这里的韦氏全属汉族。

3．澄城韦氏

澄城地处陕西省东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析置澄城县，因治所西有澄泉，

故名。秦（前 221-前 206 年）置北徵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设立澄城郡。

孝文帝十年(486 年)，郡内增设宫城（今合阳县地）、南五泉（今大荔县朝邑镇）两县。

太和十一年（487 年），澄城郡改属华州。西魏大统六年（540 年），南五泉县改名朝邑。

废帝三年（554 年），澄城郡属同州。北周明帝二年（558 年），辖地并入澄城县。1959

年并入蒲城，1961 年复置澄城县至今，属渭南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显示，澄城县常住人口有 38.6 万人。

澄城县有些地名冠以“韦”字，如韦庄镇等，这与历史上的韦氏子弟曾聚居于此

相关，虽然沧海桑田，但韦族余脉犹存，如中央戏剧学院电教室主任韦海就是陕西澄

城县人。

三、山东韦氏

山东别称齐鲁、东鲁、鲁东，简称鲁，省会济南市。自北向南依次与河北、河南、

安徽、江苏四省接壤。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对、拱卫

京津与渤海湾，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则临靠较宽阔的黄海，遥望东海及日

本南部列岛。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海上运输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上，都将大有作

为。近年来山东亦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山东是韦氏的第二个崛起地与发迹地。如前所述，到了周代末期，韦氏又遭受到

历史上第三次大浩劫，当时周赧王昏庸无道，为谗言所惑，怂恿鲁国将豕韦国兼并。

周朝则自身不正，到幽王之世，腐败荒淫，最终亡国。而韦氏先祖经过一个衰微阶段

之后，到韦伯遐二十四世孙韦孟时，他跟祖、父辈迁徙到彭城凑上里（今江苏徐州一

带），躬耕奋读，养心励志，伺机起义。后来到丰邑（今江苏丰县）参加刘邦的起义之



师，助汉王定天下。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其同父小弟刘交（字游）为楚国王，称

为楚元王。韦孟以其文韬武略，受聘为元王傅，傅即为丞相。元王立二十七年而去位。

刘父死后，其子郢客嗣立是为夷王，韦孟再任夷王傅。夷王只立四年，其逝世后，刘

交孙出为戊王，韦孟又复任为傅。韦孟前后经三世，为傅 30 多年。

可是，这个戊王十分暴虐、专横跋扈、荒淫不道，使得朝纲不振，极大地伤了老

傅韦孟的心，于是特作一首《讽谏诗》，备言其痛切之情。韦孟还用大段篇幅纵论王室

衰败之祸害，表明自己坚贞为国，决不同流合污之志。而戊王却拒谏自毁。韦孟终于

去位。后来韦孟忿而迁到鲁国（今山东省）孟子的故乡邹县私叔里孟贤庄，后卒于此。

韦孟有一首《在邹诗》，说明迁邹的情况。子孙分居邹县、兖州、青州（益都）、泰安、

历城（济南）、利津、淄博、宁津等市县。

1．邹县韦氏

邹县地处山东西南部。古称“邹鲁圣地”，春秋属邾国地，是中国儒学发源地，夏

代属九州徐州之域，秦朝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及唐初改“驺”为邹，

称邹县，沿袭至 1992 年 10 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治所城关镇。根据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邹城市常住人口有 111.7 万人。

“这是汉丞相韦贤、汉丞相及文学家韦玄成的故乡”（见《中国分省市大辞典》第

628 页）。韦贤是韦孟的四世孙。韦孟，齐鲁大儒，是大教育家。在其培育下，韦贤、

韦玄成相继为相，父子显贵，荣称当时。而启蒙读物《三字经》上有“吾教子，唯一

经”就是韦孟治家的祖训格言，后来被邹鲁民间传颂为“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

经”的民谚。这也是韦氏“一经堂”“遗经堂”之由来。邹县可谓中国韦氏繁荣昌盛的

圣地。《邹县续志》载，邹县东北 20 余里有东韦、西韦二庄相连。可见韦孟之后，韦

氏仍聚族而居。

2．兖州韦氏

兖州地处山东西南部，南邻邹县。夏商周时，兖州为古九州之一，因兖水而得名。

周属鲁国。秦置薛郡。汉置山阳郡。隋为鲁郡。宋置兖州。1961 年设立兖州县，1992

年 9 月设立兖州市（县级），沿用至今。治所兖州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显示，兖州市常住人口有 53.4 万人。

据说，山东兖州“韦氏宗祠”有长联如下：

由汉代以至明时，七老尚书，九堂御史，汉唐六宰辅，邹鲁五儒宗，近代居高官，

三公孙和三父子，鸿名垂宇宙，古今相业孰重三。我体先人好传家，为子孙计。

自兖州而迁京兆，三朝父相，百粤将军，叔侄八词林，兄弟七进士，大臣兼国丈，

二伯爵与二王侯，礼学表忠良，姓氏普天唯不二，尔曹后裔宜法祖，读圣贤书。



3．青州（益都）韦氏

青州地处山东中部，是古“九州”之一。西汉元封五年，设青州刺史部，治所广

县城。北齐设益都县。明清为青州治所。1948 年并为益都县，1949 年设青州市、益都

县，1958 年临淄并入益都县，1961 年再度分置，1986 年撤益都县复设青州市至今。根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青州市常住人口有 94 万人。

据清人韦子贞考，邹县韦弘裔孙韦璠、丹、珊等从邹县迁益都（今青州），建了韦

氏祠堂。青州韦氏从此得以繁衍。

明正德年间奉皇命随父征梧州、龙城及平乐源头圩之后，韦忠英（祖鋐长子，名

正文）返山东青州原籍定居。

据《青州府志》《益都县图志》等志书记载，山东如今韦姓人数甚少。益都县只杨

集有韦姓，杨集分上、中、下三庄，中下两庄姓韦。中庄 5 户，26 人；下庄 30 户，120

人。杨集韦姓先祖，300 年前（清朝前后）从淄博（山东中部）附近的刘镇张庄迁来。

4．泰安韦氏

泰安地处山东中西部。秦设博阳县。汉置奉高县。唐设乾封县。宋改封府县。金

天会十四年（1137 年）置泰安军。明改泰安州。清雍正十三年（1736 年）改设泰安县，

取“泰山安四海皆安”之意命之。1958 年设泰安市，1963 年撤销，1982 年复设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泰安市常住人口有 549.4 万人。

泰安韦氏源远流长，其中泰安石白村韦氏用“内殿兴孝忠良节……”为昭穆。

5．历城（今济南市）韦氏

济南为山东省会，春秋战国属齐地。秦为齐郡。西汉析置济南郡，因地处济水（今

黄河）之南，故名。宋、明改设济南府，民国废府置历城县。1929 年改设济南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济南市常住人口有 681.4 万人。

据昌富提供资料，韩车至山东历城时以韦姓落籍，其孙裔韦田宏于元朝迁广西上

林六秀村，其子孙散布于灵山、横县、南宁、越南等地。田宏晚年又复回原籍安居，

故历城韦氏有属于韩车——韦田宏之后裔。

6．利津、淄博韦氏

利津地处山东北部。汉属湿沃县地。隋为蒲台县地。唐宋属渤海县地。金明昌三

年（1193 年）以永利镇升置利津县。1958 年并入沽化县。1961 年复置利津县至今，根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利津县常住人口有 28.1 万人。“淄博”系淄川

与博山合并各取首字而得名。西周属齐，西汉设般阳（今淄川）。1938 年 6 月中共苏、

鲁、豫、皖边区省委设淄博特委。1945 年设淄博特区。1955 年设淄博市至今。根据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淄博市常住人口有 453.1 万人。

据 1990 年 12 月出版的《利津县志》记述：该县有姓氏 226 姓，韦姓有 3 户。1990



年 8 月新版的《博山县志》统计：该县有鲁、韦、昌、麻等 366 个姓氏。1989 年 5 月

出版的山东《临淄区志》亦称，在 1985 年统计的该县姓氏中，韦姓为其中姓氏之一。

7．宁津韦氏

宁津地处山东西北部。秦朝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宁津为临乐县。公元前 221

年（始皇二十六年）在现保店镇设胡苏亭，属济北郡河间县。东魏天平六年(534 年)

置胡苏县。公元 623 年（唐武德六年）沧州徙治胡苏，更名安水郡；公元 627 年（唐

贞观元年）复置胡苏县；公元 742 年（唐天宝元年）改称临津县。金天会六年(1128 年)

秋，因大水毁掉旧城，县治东徙，改名宁津，取吉祥之意。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为纪念抗日烈士马振华，宁津改称振华县；1949 年恢复宁津县名称，属沧南专区；1950

年属德州专区；1952 年划归河北省沧州专区；1958 年属天津市；1961 年复属沧州地区；

1965 年复归山东省，隶属德州市至今。治所宁津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显示，宁津县常住人口有 45 万人。

据 1992 年 6 月出版的《宁津县志》记述，宁津现有含韦姓在内的姓氏共 214 个。

庆云、齐河也有韦氏世居。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进士韦逢甲即齐河县人。

当今原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国版协常务理事、贵州省版协主席韦克即庆云县人

氏，其著有诗文选《道路——走向书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