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韦氏产生极古老 甲骨文中刻片火爃

中国姓氏，产生极早，至今已有 5000 多年历史。韦氏作为中国姓氏文化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早就产生了。可以说，中国韦氏，肇基极其古老，历史非常悠

久，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瓜瓞绵绵，至今共有苗裔 1300 多万，是炎黄子孙的重要支

系。数千年来，韦氏的繁衍生息、悲欢聚散，记载着我们列祖列宗可歌可泣的创业史，

折射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光，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与统一，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韦氏在中国姓氏中的地位与作用

如前所述可知，“韦氏文化”是指韦氏的起源演变、创基立业、历史人物、风土人

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辉煌业绩等

等的综合反映。

寻根问祖，探本溯源。中华韦氏，源于上古，历史悠久，传续至今，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离合演化，式微迭起，绵绵瓜瓞，甚是繁杂。

韦氏历史极其久远，可以追溯到人类钻燧取火、开启文明的上古时代。截至目前，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

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甲骨

文中有“韦”刻片，这便是有力的历史证据。

甲骨文的功用主要有两种：一是记录卜辞，一是记录姓氏。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研究了甲骨文，特别是对姓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华五千年网站记

载，甲骨文百家姓中共刻有 180 个姓氏。《殷墟文字乙编》记录的第 2118、8320 号甲

片，就有“韦”氏刻片，如：





从上引的甲骨文来看“韦”的涵义。甲骨文字形：二“止”相对，“止”即“人足”。

二“止”之间为“口”，“口”指“城邑”。二“止”引申指两面攻城的军队“人墙”。

二“止”与“口”联合起来表示“攻城部队的人墙像猪皮牛皮那样紧紧贴住城墙”，这

是“韦”的古体字本义。“韦”的引申转义，就是复合皮张，这里特指“熟猪皮和熟牛

皮”。就是说，古人使用人海战术攻城，围城时间很长，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如果

把城邑的城墙比喻为自己的皮肤，那么，紧紧贴住城墙的敌军就好比是一张张异质的

皮肤。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指出：韦，“像两人相背行，又像两足有揆隔，乃违

之本字也。后借为皮韦，而出违代韦，本义废矣。”“違”、“韋”、“衙”、“韦”实本一

字。殷爵文有四止环绕城邑之“韋”字，即“韦”的繁体字。《说文》：“韦，相背也。”

按，实指“二皮相背”。这是“韦”字的最早来历。

甲骨文的历史，至少有 5000 年了。这是韦氏最早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姓氏文化中，

甲骨文记载的姓氏有 180 个，韦氏排序在 59 位。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先有存在，后

有意识，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说，先有“韦氏族”居住

在“韦”这个地方，然后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才形成“韦”这个概念，再以文字符号

把“韦”刻印于甲骨文上。甲骨文上刻有“韦”字，说明“韦氏”在四五千年前就已

存在和发展了。

如前所述，自伏羲起，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据此可知，姓氏的出现，迄今

至少有五千年历史了。韦氏的产生，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同步，其渊源之久远，历史



之漫长，足印之深广，不言而喻！

从历史文献和全国各地韦氏族谱看，韦氏产生之后，式微迭起，历尽坎坷，沧海

桑田，源头纷繁，演变多端。故后人对韦氏之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智见仁。

为正本清源，引导今人，启迪后辈，本书作者从资料堆中钩沉辑佚，祥加考证，去伪

存真，试图昭示韦氏古老之根基，垂史之鸿名，浩荡之仁德，迁徙之足印，发展之轨

迹，地位之重要。

韦氏文化是中国姓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姓氏文化中居于极其

重要的地位。

在朱洪斌[1]著《寻根问祖—中华姓氏源流》第三部分姓氏源流大观中，在中国近

500 个姓氏中，韦氏原先排序在第 50 位，新排序在 68 位(见《寻根问祖—中华姓氏源

流》第三部分姓氏源流大观：赵(1)（新排序 8）、钱(2)（新排序 96）、孙(3)（新排序

12）、李(4)（新排序 1）、周(5)（新排序 9）、吴(6)（新排序 10）、郑（7)（新排序 21）、

王(8)（新排序 2）、冯(9)（新排序 31）、陈(10)（新排序 5）、褚(11)、卫(12)、蒋(13)

（新排序 45）、沈(14)（新排序 49）、韩(15)(新排序 26)、杨(16)（新排序 6）、朱(17)

（新排序 13）、秦(18)（新排序 74）、尤(19)、许(20)（新排序 28）、何(21)(新排序

18)、吕(22)（新排序 43）、施(23)(新排序 97)、张(24)（新排序 3）、孔(25)（新排序

83）、曹(26)（新排序 27）、严(27)(新排序 94)、华(28)、金(29)(新排序 64)、魏(30)

（新排序 44）、陶(31)、姜(32)(新排序 50)、戚(33)、谢(34)(新排序 24)、邹(35)(新

排序 70)、喻(36)、柏(37)、水(38)、窦(39)、章(40)、云(41)、苏(42) （新排序 41）、

潘(43)（新排序 36）、葛(44)、奚(45)、范(46)（新排序 51）、彭(47)（新排序 35）、

郎(48)、鲁(49)、韦(50)（新排序 68）、昌(51)、马(52)（新排序 14）、苗(53)、凤(54)、

花(55)、方(56)（新排序 63）、俞(57)、任(58)（新排序 59）、袁(59)(新排序 37)、柳

(60)、酆(61)、鲍(62)、史(63)（新排序 85）、唐(64)(新排序 25)、费(65)、廉(66)、

岑(67)、薛(68)（新排序 76）、雷(69)（新排序 78）、贺(70)（新排序 93）、倪(71)、

汤(72)、滕(73)、殷(74)、罗(75)（新排序 22）、毕(76)、郝(77) （新排序 82）、邬(78)、

安(79)、常(80) （新排序 87）、乐(81)、于(82)（新排序 38）、时(83)、傅(84)（新

排序 53）、皮(85)、卞(86)、齐(87)、康(88)（新排序 92）、伍(89)、余(90)（新排序

40）、元(91)、卜(92)、顾(93)(新排序 89)、孟(94)（新排序 73）、平(95)、黄(96)(新

排序 7)、和(97)、穆(98)、萧(99)（新排序 30）、尹(100)（新排序 95）、姚(101)(新

排序 62)、邵(102)、湛(103)、汪(104)（新排序 56）、祁(105)、毛(106)(新排序 86)、

禹(107)、狄(108)、米(109)、贝(110)、明(111)、臧(112)、计(113)、伏(114)、成(115)、

戴(116)(新排序 57)、谈(117)、宋(118)（新排序 23）、茅(119)、庞(120)、熊(121) (新

排序 72)、纪(122)、舒(123)、屈(124)、项(125)、祝(126)、董(127)（新排序 39）、



梁(128)（新排序 20）、杜(129)（新排序 47）、阮(130)、蓝(131)、闵(132)、席(133)、

季(134)、麻(135)、强(136)、贾(137)(新排序 69)、路(138)、娄(139)、危(140)、江

(141)(新排序 52)、童(142)、颜(143)、郭(144)（新排序 16）、梅(145)、盛(146)、

林(147)（新排序 17）、刁(148)、钟(149)（新排序 54）、徐(150)（新排序 11）、邱(151)

（新排序 65）、骆(152)、高(153)（新排序 19）、夏(154)（新排序 66）、蔡(155)(新排

序 34)、田(156)（新排序 46）、樊(157)、胡(158)（新排序 15）、凌(159)、霍(160)、

虞(161)、万(162)（新排序 88）、支(163)、柯(164)、昝(165)、管(166)、卢（16）、

（新排序 55）、莫(168)、经(169)、房(170)、裘(171)、缪(172)、干(173)、解(174)、

应(175)、宗(176)、丁(177) （新排序 48）、宣(178)、贲(179)、邓(180) （新排序

29）、郁(181)、单(182)、杭(183)、洪(184)（新排序 99）、包(185)、诸(186)、左(187)、

石(188)（新排序 71）、崔(189)(新排序 58)、吉(190)、钮(191)、龚(192)(新排序 100)、

程(193)（新排序 33）、嵇(194)、邢(195)、滑(196)、裴(197)、陆(198) （新排序 60）、

荣(199)、翁(200)、荀(201)、羊(202)、於(203)、惠(204)、甄(205)、麴(206)、家(207)、

封(208)、芮(209)、羿(210)、储(211)、靳(212)、汲(213)、邴(214)、糜(215)、松(216)、

井(217)、段(218) （新排序 81）、富(219)、巫(220)、乌(221)、焦(222)、巴(223)、

弓(224)、牧(225)、隗(226)、山(227)、谷(228)、车(229)、侯(230) （新排序 77）、

宓(231)、蓬(232)、全(233)、郗(234)、班(235)、仰(236)、秋(237)、仲(238)、伊(239)、

宫(240)、宁(241)、仇(242)、栾(243)、暴(244)、甘(245)、钭(246)、厉(247)、戎(248)、

祖(249)、武(250) （新徘序 91）、符(251)、刘(252)（新排序 4）、景(253)、詹(254)、

束(255)、龙(256)（新排序 80）、叶(257)（新排序 42）、幸(258)、司(259)、韶(260)、

郜(261)、黎(262)、蓟(263)、薄(264)、印(265)、宿(266)、白(267)（新排序 79）、

怀(268)、蒲(269)、邰(270)、从(271)、鄂(272)、索(273)、咸(274)、籍(275)、赖(276)(新

排序 90)、卓(277)、蔺(278)、屠(279)、蒙(280)、池(281)、乔(282)、阴(283)、鸷(284)、

胥(285)、能(286)、苍(287)、双(288)、闻(289)、莘(290)、党(291)、翟(292)、谭(293)

（新排序 67）、贡(294)、劳(295)、逄(296)、姬(297)、申(298)、扶(299)、堵(300)、

冉(301)、宰(302)、郦(303)、雍(304)、郤(305)、璩(306)、桑(307)、桂(308)、濮(309)、

牛(310)(新排序 98)、寿(311)、通(312)、边(313)、扈(314)、燕(315)、冀(316)、郏

(317)、浦(318)、尚(319)、农(320)、温(321)、别(322)、庄(323)、晏(324)、柴(325)、

瞿(326)、阎(327) （新排序 75）、充(328)、慕(329)、连(330)、茹(331)、习(332)、

宦(333)、艾(334)、鱼(335)、容(336)、向(337)、古(338)、易(339)、慎(340)、戈(341)、

廖(342) （新排序 61）、庾(343)、终(344)、暨(345)、居(346)、衡(347)、步(348)、

都(349)、耿(350)、满(351)、弘(352)、匡(353)、国(354)、文(355)、寇(356)、广(357)、

禄(358)、阙(359)、东(360)、欧(361)、殳(362)、沃(363)、利(364)、蔚(365)、越(366)、



夔(367)、隆(368)、师(369)、巩(370)、厍(371)、聂(372)、晁(373)、勾(374)、敖(375)、

融(376)、冷(377)、訾(378)、辛(379)、阚(380)、那(381)、简(382)、饶(383)、空(384)、

曾(385)（新排序 32）、毋(386)、沙(387)、乜(388)、养(389)、鞠(390)、须(391)、

丰(392)、巢(393)、关(394)、蒯(395)、相(396)、查(397)、後(398)、荆(399)、红(400)、

游(401)、竺(402)、权(403)、逯(404)、盖(405)、益(406)、桓(407)、公(408)、万

俟(409)、司马(410)、上官(411)、欧阳(412)、夏侯(413)、诸葛(414)、闻人(415)、

东方(416)、赫连(417)、皇甫(418)、尉迟(419)、公羊(420)、澹台(421)、公冶(422)、

宗政(423)、濮阳(424)、淳于(425)、单于(426)、太叔(427)、申屠(428)、公孙(429)、

仲孙(430)、轩辕(431)、令狐(432)、钟离(433)、宇文(434)、长孙(435)、慕容(436)、

鲜于(437)、间丘(438)、司徒(439)、司空(440)、丌官(441)、司寇(442)、仉(443)、

督(444)、子车(445)、歂孙(446)、端木(447)、巫马(448)、公西(449)、漆雕(450)、

乐正(451)、壤驷(452)、公良(453)、拓跋(454)、夹谷(455)、宰父(456)、毂梁(457)、

晋(458)、楚(459)、闫(460)、法(461)、汝(462)、鄢(463)、涂(464)、钦(465)、段

干(466)、百里(467)、东郭(468)、南门(469)、呼延(470)、归(471)、海(472)、羊舌

(473)、微生(474)、岳(475)、帅(476)、缑(477)、亢(478)、况(479)、后(480)、有(481)、

琴(482)、梁丘(483)、左丘(484)、东门(485)、西门(486)、商(487)、牟(488))
[2]
。

中国公安部对全国户籍人口的最新（2007 年 4 月）统计分析显示：王姓是中国第

一大姓，有 9288.1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25%；第二大姓是李，有 9207.4 万人，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19%；第三位是张姓，有 8750.2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83%。

姓氏人口总数在 2000 万人以上的姓有 10 个，依次为：王、李、张、刘、陈、杨、黄、

赵、吴、周。

姓氏人口位列前 100 名的依次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

徐，孙，马，朱，胡，郭，何，高，林，罗，郑，梁。谢，宋，唐，许，韩，冯，邓，

曹，彭，曾，肖，田，董，袁，潘，于，蒋，蔡，余，杜，叶，程，苏，魏，吕，丁，

任，沈，姚，卢，姜，崔，钟，谭，陆，汪，范，金，石，廖，贾，夏，韦，付，方，

白，邹，孟，熊，秦，邱，江，尹，薛，闫，段，雷，侯，龙，史，陶，黎，贺，顾，

毛，郝，龚，邵，万，钱，严，覃，武，戴，莫，孔，向，汤。

以上 100 个姓氏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4.77%，韦氏排在 65 位
[3]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姓名研究专家王大良认为，这次最新排名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

一次，这对了解姓氏的分布与人口迁徙过程都有着重要意义。王大良说，“以前的排名

方法，是在全国抽取 50 多万人进行抽样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排名顺序，这些

姓氏也主要是汉族的姓氏。而此次的排名，是依托公安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

其准确率更高，而且涵盖了 56 个民族的姓氏。如排在 94 位的‘覃’姓，就是土家族



的一个姓氏。”

据中国姓氏文化网站《家族网》的数据，韦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 0.11%。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汉族人口为 1225932641 人，那么，韦氏人口

应为 13485259 人。

综上所述，韦氏文化在甲骨文的远古时代就居于当时中国姓氏文化排序的 59 位，

在宋明时代的百家姓大全时曾经排序 50 位。虽然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到如今的新近

统计，韦氏排序也没有超过 70 位。说明韦氏文化在中国姓氏文化中地位之重要，至今

仍有研究的重大理论价值、深远历史意义和光前裕后的重大作用。

二、韦氏文化研究属于氏族文化研究范畴，与民间合族修谱有本质区别

韦氏文化研究是姓氏文化研究专著，与民间的合族修谱有着本质的区别。民间修

谱，目的是明祠序，示昭穆，列代系，辩尊卑，分姓氏，别婚姻，敬天法祖，敦本睦

族，和谐社会，它是建立在澄清血缘基础上的。而韦氏文化研究是从大文化的视角去

研究，是姓氏谱牒文化专著。由于它以韦氏谱牒为研究对象，摘录了各地韦氏族谱的

根干部分，并精心考证征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此，它也堪称韦氏谱典。其内

容，是以正史为线索，以方志为佐证，以族谱为资料进行研究的。可以用四句话来概

括：缜追韦氏苍基，厘清宗支源流，咸盖古今文化，概览四海名贤。一句话，它就是

中国韦氏文化的社会科学文库。

三、韦氏文化研究熔可读性、实用性、科学性于一炉

这部书以谱牒研究为思路，参考《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方法，构思新颖，观点

正确，见解精辟，内容完整，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熔可读性、适用性、科学性于一

炉，这是我们力求达到的研究风格和质量标准。

全书分为十章：第一章，寻根问祖德传扬。首先介绍中央关于文化改革的战略目

标，然后阐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发“人化”是文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逻辑结晶，明确指出“姓氏文化”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及研究姓氏文化的重要意义，最后明示《韦氏文化研究》与一般姓氏文化研

究的异同。第二章，慎终追远溯渊源。追溯韦氏的产生、演绎和发展过程，反映韦氏

先人悲欢聚散的历史和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首先阐述韦氏文化在中国姓氏文化中的

地位和作用；并论证韦氏图腾是稀韦；接着论证韦氏肇端在韦国，韦国在夏王朝时期

是五霸之一；然后阐述韦氏肇祖是颛顼，得姓始祖是元哲，并介绍韩改韦、赐姓韦的

史实依据；最后论证韦氏各宗支是地道的炎黄子孙。第三章，避难迁徙走四方。韦伯

被武丁灭掉之后，豕韦国人相约以国为姓，并分三路避难。第一路人马向东北逃避，

经今北京市琉璃河到辽宁省喀左县。约 200 年后，喀左县元哲子孙又逐渐向北迁至今



辽宁省辽阳县、鞍山市一带，叫豕韦、矢韦、室韦。第二支人躲在今滑州市妹村不走，

成为商朝的奴隶。这小部分元哲子孙，在商朝前期继续与商王朝对抗，至商代中叶，

才彻底地被商王朝消灭。第三支，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元哲子孙集体逃避至今陕西

省雍州、扶风县一带，建立韦方国。到韦遐时受封为伯国爵位，韦遐也称韦伯遐。后

来韦伯国又东迁至其祖先的豕韦国故地韦城，史学界一般以韦伯遐为韦氏受姓的本氏

族祖先。到周成王又迁封韦伯国于防（今山东成武），去加强对夷地的统治。到春秋时

期，韦伯国被鲁国逼迫，又西迁于同宗的大彭国故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仍称韦伯国，

后被鲁国兼并而灭亡。到战国末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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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韦孟举家迁邹。韦孟五世孙韦贤自邹迁居平陵（今陕西兴

平市），受封为扶阳侯。到东汉时，韦彪重光京兆堂。到唐时，韦皋迁徙巴蜀，成了蜀

陇韦氏的开山人物；韦执谊遭贬迁崖州，成为盛唐时代海南韦氏家族的始祖。韦氏家

族渡台先驱者是韦念南，后有韦蒹堂、韦福成、韦正哲、韦家庆等等。韦氏宗亲足迹

踏遍五湖四海。第四章，入桂融合源流长。韦氏是壮族的大姓之一，俗语说：“有壮就

有韦”，不仅在美丽的八桂大地拥有韦姓逾千万之众，还大量地分布在云南、广东、贵

州等地壮族族群之中。汉代时，随马援南征众军官士兵就有韦氏，防城韦氏就是马援

部将韦料贞的后裔。唐宋时，韦氏已为岭南望族。唐时韦厥受封为澄江（今广西上林）

刺史。宋代，韦山涛参加平南有功留六子戍边。韩信后裔迁徙广西也不计其数。韦经

是韦孟第五十世孙，也是继韦厥、韦山涛之后，开发广西、繁衍兴发韦氏的重要人物。

中原夏朝时的韦氏族部落因被商汤消灭，除部分迁住今陕西外，也会有部分向南迁移，

与南方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壮族的韦氏族。第五章，宗支源流厘清通。韦

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支分宗衍，几千年沧海桑田、式微迭起、变化多端，谁都难

以说清道白，各地族谱大多是家自为书，人自为说，我们一时也难以全面考证，予以

统一。故设立本章，作为各地宗谱的交流园地，让大家都发表见解，以资共鉴。但只

能有选择、有提炼的刊登。第六章，典型世系摘样张。挑选各大宗支中有代表性、有

典型意义的世系及各名门望族的家谱人书。世系表以代系较长、连贯完整为条件，以

具有研究价值为原则。第七章，古代文武贤达众。介绍韦氏古今中外贤达名流的生平

和业绩。条件是：古代有重大影响的韦氏人物，如将军、元帅、宰相、总兵、皇后、

名医、名臣、名儒、名官、进士、状元等。第八章，当代名流英豪芳。现当代人物为

政界处级以上者、军界团级以上者、专业技术界副高级职称、省级以上劳模、企业家、

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界著名人士，海外侨胞不受此条件限制，均可载其生平与业绩。第

九章，传世墨海启文明——精神文化（一）。主要从创基立业、京兆望族、谏言奏折、

诗文墨宝来介绍韦氏精神文化。第十章敬祖崇宗世泽长——精神文化（二）。近年各地

出土的墓志铭文，历史上保存下来的祭祀神龛，包括堂号、昭穆（班辈用字）、墓誌、



碑文、家规族约、诰命及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楹联和保存下来的祖屋、故里等等，

也是韦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韦氏文化研究的作用

1．寻根问祖，慎终追远。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

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韦氏

文化研究》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

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

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

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造墓立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

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

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今

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这不是修谱以及进行姓氏文化研究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

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辜负先人养育你？特别我们韦氏，已有多年没有系统地全面地修

谱了，更没有对韦氏文化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挖掘与研究。我们采访中发现不知道

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的，所以说这次组织的韦氏

文化探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

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起记载

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万世留名。

2．清原正本，收藏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

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

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

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

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韦氏来由、远祖

世系，可查韦氏由来。譬如你要知道“京兆堂”到底是什么回事？可查“京兆堂”韦

氏的堂号。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韦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

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韦氏文化研究》在手，韦氏家族的情况都有了。

3．增知育人，教化子孙。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

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博

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

么教育他们，《韦氏文化研究》就是很好的教材之一，家训族规中规范了韦氏后人的言

行。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持家？如何修身做

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

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4．血肉联情，和谐睦邻。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

流通、大融合的社会中，在信息化、国际一体化时代里，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步出

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们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

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

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

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有了《韦氏文化研究》，哪怕你走到天涯海

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会更好、更深厚。

5．敬祖法宗，光前裕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

千辛万苦创业，为韦氏文化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

过修谱，进行韦氏文化研究，为他们立传，敬祖法宗，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

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我们韦氏先人有

“人教子，一桶金。我教子，惟一经”的名句，表示的意思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能

给他们金山银山，只有教他们用功苦读，勤勉砥砺，才能成材。宋朝皇帝宋真宗赵恒

在《励学篇》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

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

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表示的意思是：读书考取功名是当时人生的一条绝佳

出路，考取功名后，才能得到财富和美女。用现代理念去解释，读书就是接受教育，

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能，让学生掌握知识才能，以投身社会，服务人群。先人只能留

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

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以及《韦氏文化研究》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

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韦氏文化研究，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探

讨中国韦氏文化的内涵，弄清它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成份和地位，了解韦氏列祖列宗

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明确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迪维子孙，光前裕后，奋

发图强，作出无愧于先祖遗愿和时代精神的贡献。

山东邹县韦氏祠堂有一幅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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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普天惟不二，尔曹后裔宜法祖，读圣贤书[4]。

这幅长联，上联大致内容：从汉代到明朝，韦氏有七位当过尚书（尚书，中国古

代职官名，相当于今之中央政府各部部长，韦斌任户部尚书，韦陟任吏部尚书，韦山

涛任吏部尚书，韦温任礼部尚书，韦巨源任礼部尚书，韦世康任吏部尚书，韦承庆任

礼部尚书，合成“七老尚书”）。有九人当过御史（御吏，中国古代职官名，御史大夫

是御史台之长。秦汉时御吏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是皇帝的秘书兼监察、执法

和重要图籍官。西汉时御史大夫、丞相、太尉合称三公，掌管中央最高政务。东汉时，

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魏晋以后，御史大夫不参与行政，专司监察和执法，为御史台

长官。明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称都察院史。韦孟、韦贤、韦玄成、韦安石、韦斌、

韦陟六个丞相加上韦孝宽大司空，韦凌云都察院史、韦渠牟谏议大夫，合成“九堂御

史”），汉唐两朝代有六人当过丞相、宰相。仅韦孟就担任过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太傅（相），

交子刘夷、孙刘戊的太傅，历相三世，如今有谁做了三代王的丞相呢？韦孟的四世孙

韦贤、贤子韦玄成都当过丞相，这是“三公孙”；还有唐代韦思谦及其二子韦承庆、韦

嗣立父子三人都为宰相，这是“三父子”，又说明了“古今相业孰重三”。邹鲁（山东

郡名）有韦孟、韦贤、韦玄成、韦实、韦培元五位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鸿儒被众称

为“邹鲁五儒宗”，他们名扬天下，誉满神州，我们要体惜先祖的伟大业绩，作为传家

至宝来迪维子孙，光前裕后。

下联内容：从兖州（山东府名）而迁京兆（今陕西西安），汉、三国、唐三个朝代

都涌现文臣武将。宋代韦山涛封百粤将军。韦孟之 64 代孙韦索、65 代孙韦庄、韦霭兄

弟八人是翰林院学士、翰林院编修（翰林院门扁题：“词林”，叔侄八词林指的是他们），

韦固等人同榜中式进士。唐中宗的韦后之父、韦玄贞封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

大都督。即当官又是皇上的岳父——国丈，这是“大臣兼国丈”。古代爵位分为“公、

侯、伯、子、男”五等，封伯爵封王侯的各二人。韦皋陇州剌史，封南康忠武王、韦

安石唐中宗时宰相，封上洛郡王，这是“二王”。韦贤、韦玄成封扶阳节侯是“二侯”，

合为“二王侯”。礼学（《礼》的学问，韦贤尤为精通）门第，得表彰为忠良之家。韦

氏真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家族。尔曹（你们）后裔（后代）应当效法祖先，努力

攻读圣贤的书，为国家社会作贡献而光宗耀祖，这样才不愧为韦家的子孙。为此希望

在家珍藏好族谱，并经常读讲，成为真正的传家宝，使祖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世

代流芳。

从这副长联可知，韦氏先人闻鸡起舞，勤勉磨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为国为



民，呕心沥血，赤胆忠心，奉献才智，可歌可泣，业绩辉煌，史有明载。我们要以先

辈为楷模，刻苦砥砺，累积知识，扩充视野，自我超越，改善心智，发明创新。

总之，《韦氏文化研究》一书，情深意长，言微旨远，对于激励、教化韦氏子孙继

承先祖未竞事业，养成崇武尚文、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义无反顾的精神风貌，积极

投身四化建设，团结海内外同胞，加速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促进祖国繁荣昌盛，文明

富强，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韦氏文化研究的文法文风

文法即文章的书写法则，一般用来指以文字、词语、短句、句子的编排而组成的

完整语句和文章的合理性组织。文风则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

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它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特征，是社

会上带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章现象。《韦氏文化研究》一书的文法采用文言文与白话文

兼而有之。因为谱牒学和姓氏文化研究是一门老学问，当中有很多术语和行话老书是

文言文，不可能解译后才用，只能以原话引文。为了使本书文字协调，风格一致，前

后吻合，白话文尽量凝炼与概括，尽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又不累赘臃肿。

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1．氏族和民族的界限问题。中国大多姓氏，都涉及许多民族。有人要问，韦氏到

底源于何种民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作正面回答。因为民族学和氏族学是两个不

同的范畴，两个不同的学科。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

同一氏族名称（姓氏），并以血统关系相结合的血缘亲族的总和。”
[5]
民族是以历史形成

的领土、法律和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

态为特征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可见，氏族和民族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2．关于敏感问题。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例如汉代马援平定

交趾郡的征氏姐妹造反、宋代平定侬智高、元明的大藤峡事件，征平这些事件，当中

不乏韦氏先人。1949 年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些事件当作农民起义看待，对其首领也以

民族英雄称颂。而我们的先人在平息这些事件中，有的以功晋级。这些事将如何反映？

我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正史、方志以及族谱的写作原则如实写出。但我

们已经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奉当时中央王朝之命，而是言而不论，述而不评，只

写史实，不加个人任何见解和观点。二是历史上的后党乱政，特别是氏族纠纷，如山

林、土地、水利、宗派等的纷争，我们一律不予反映，以免旧怨重生，影响团结。

3．关于宗派问题。民间宗派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历来的观念是以老为尊，以大为

荣，即哪一宗支的祖先最老，哪一宗支的族人最多，即可自尊自大，自以为是，贬低

人数少或后迁徙来的支世。民间，还有正宗韦氏与非正宗韦氏、初一韦和初二韦、汉



韦与壮韦之说。这些观念，我们都力求一一排除。

4．对各地始祖的态度问题。各地及各宗支，都有各自的始祖，那些永享千秋香火

的始祖称为不祧之祖。对于始祖，族人们都顶礼膜拜，推崇之极。然而，对他们的身

世和业绩，各地族谱的说法就很不一致了。一般来说，当地当族都说好话，外地就不

一定了。对于这些我们首先尊重当地的说法，以外地的说法为参考，多褒少贬，或者

只褒不贬。对于当代贤达名流，也秉承“只褒不贬”、“隐恶扬善”的原则。写出初稿

之后，尽可能征求当地族人以及还健在的当代贤达名流的意见，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

才能入书。以族人和还健在的当代贤达名流满意以及我们满意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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