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易姓赐姓承道统 昭穆溯来实同源

韦氏肇端于韦国，这是最早的一支韦氏。韦氏渊源还有“韩改韦”和“赐姓韦”

两支。

一、韩改韦

“韩改韦”，就是秦朝末年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的后裔，属于避难改姓韦氏。

这一支韦氏的肇祖是意昌。意昌有个儿子叫流，因封在韩地，胙土赐姓，故称韩

流。韩流的后裔韩伦，又叫韩韬，韩伦生韩臣颜，韩臣颜生韩信、韩柳两兄弟。韩信

是韩改韦的鼻祖。

《汉书》卷三十四的传记和《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了韩信的事迹。

韩信（约前 231-前 196 年），秦末江苏淮阴人，西汉开国功臣，齐王、楚王、上大

将军，后贬为淮阴侯。公元前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中国历史

上伟大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

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韩信集“王侯将相”于一身，为我国历史

旷古第一人。“国土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两

千多年来，韩信在历代人民大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尤其是在其故乡淮阴及其

战斗过的各个地方，当地群众念其勋业巍峨，哀其功高不赏，敬其义行德范，都为之

建祠设祭，俎豆香火伴着两千余年的慷慨悲歌，在历史的天空萦绕不绝。即使是贵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也对韩信十分仰慕，曾多次登临韩侯钓鱼台，他

在《咏淮阴侯钓鱼台诗》中写道：“谁知一掷渔竿后，忽地淮阴有伟人。”景仰之情可

见一斑。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为平民，性格放纵而不拘礼节。未被推选为

官吏，又无经商谋生之道，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许多人都讨厌他。韩信的母亲死

后，穷得无钱来办丧事，然而他却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要让那坟地四周可安顿得

下一万家。当时下乡南昌亭长见韩信非凡夫俗子，邀为门客，但不为其妻所容，“食时

信往，不为具食”，韩信愤然离去，“钓于城下”，但所获不能果腹。一漂母见韩信饥饿，

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十分感激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漂

母听了非常生气，“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信闻之，深感惭

愧。

秦朝末年，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天下。韩信是一位雄才伟略、文武兼备、智

勇双全的帅才。公元前 208 年，年轻的韩信投身到推翻暴秦的起义洪流中去，先投奔

项梁，项梁阵亡之后归属项羽，得不到重用，仅为“郎中”，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项

羽不予采纳。刘邦入蜀受封汉王后，韩信离楚投奔了刘邦。经过夏侯婴推荐，任治粟



都尉，即做管理仓库的小官，也未被重用。后来韩信坐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人都已处

斩，就要轮到韩信了，韩信举目仰视，看到了滕公夏侯婴，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为斩壮士！”
[1]
夏侯婴觉得此人话语不同凡响，看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同他交谈，

很欣赏他，于是进言汉王。汉王让封韩信一个官职，汉王没有发现韩信与众不同的地

方，还是给他管理粮饷，并不重用。韩信忍耐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忍无可忍，连夜逃

出汉中，留字曰：

日未明兮，小星竞光。运未逆兮，才能隐藏。驴蹄蹇滞兮，身寄殊乡。龙泉埋没

兮，若钝无钢。芝生幽谷兮，谁为与探。兰长深林兮，孰识其香。安得美人兮，愿从

与游。同心断金兮，为鸾为凤。

当时萧何见字条，认为韩信是个大将才，于是月夜追赶韩信，要他回汉商议大事，

即“萧何月夜追韩信”。结果有人报告刘邦，说萧何也逃跑了，刘邦很生气。等萧何把

韩信追回来见刘邦时，刘邦训斥萧何为什么逃跑。萧何说明情况，然后和张良一起向

刘邦提议说：“诸将易得，如信，国土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极力

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争夺天下非韩信不可。刘邦答应让韩信做大将，就想立即派人去

把韩信叫来任命。萧何说：“大王一向傲慢无礼，今天任命一位大将，就象是呼唤一个

小孩子一样，这就难怪韩信要走了。大王如果诚心拜他做大将，就该拣个好日子，自

己事先斋戒，搭起一座高坛，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理，那才行啊！”汉王答应了。那

些军官们听说刘邦要委任大将了，个个暗自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大将。

等到举行仪式的时候，才知道是韩信，全军上下都大吃一惊。

任命大将的仪式结束后，刘邦对韩信说：“丞相多次称道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指

教我呢？”韩信谦让了一番，趁势问道：“如今向东争夺天下，难道敌人不是项王吗？”

刘邦说：“是。”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与项王相比，

谁强？”刘邦沉默了好长时间，说：“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赞成地说：“我也认

为大王比不上他呀。然而，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说说项王的为人吧。项王震怒咆

哮时，吓得千百人不敢稍动，但不能放手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

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的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

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封进爵时，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的失去了棱角，舍

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的仁慈啊。项王即使是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他放

弃了关中的有利地形，而建都彭城。又违背了义帝的约定，将自己的亲信分封为王，

诸侯们愤愤不平。诸侯们看到项王把义帝迁移到江南僻远的地方，也都回去驱逐自己

的国君，占据了好的地方自立为王。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横遭摧残毁灭的，

天下的人大都怨恨，百姓不愿归附，只不过迫于威势，勉强服从罢了。虽然名义上是

霸主，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的民心。所以说他的优势很容易转化为劣势。如今大王果



真能够与他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有什么不可以被诛灭的呢？用天

下的城邑分封给有功之臣，有什么人不心服口服呢？以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东归的心

愿，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击溃呢？况且项羽分封的三个王，原来都是秦朝的将领，率

领秦地的子弟打了好几年仗，被杀死和逃跑的多到没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

侯投降。到达新安，项王狡诈地活埋了已投降的秦军二十多万人，唯独章邯、司马欣

和董翳得以留存，秦地的父老兄弟对此三人恨之入骨。而今项羽凭恃着威势，强行封

立此三人为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们。而大王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了秦

朝的苛酷法令，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秦地百姓没有不想要大王在秦地做王的。根据

诸侯的成约，大王理当在关中做王，关中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大王失掉了应得的爵

位进入汉中，秦地百姓没有不怨恨的。如今大王发动军队向东挺进，只要一道文书三

秦封地就可以平定了。”刘邦听后大喜，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就听从韩信的谋划，

部署各路将领攻击的目标。韩信的这番议论，实际上为刘邦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方

略。

韩信受命于危难之际，奉命于动乱之中，深感责任重大。受命之后，韩信精选文

墨高手 40 人，依据《孙子兵法》，编制 20 种军书，主要有：队伍阵法，如何入队，如

何出队，如何行营，如何安营，如何对敌，如何坠敌，如何埋伏，如何攻击，随机应

变，灵活掌握，等等。韩信所制定的军事条约，开诚布公，令将士谨守，毋犯禁令。

所有禁令及其他条约订成一册，交与军政官掌握，恃安军民之心。由于禁令公开，

纪律严明，军威大振。“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矣。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2]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出师取胜，虏魏豹，斩夏悦，破赵取燕，所向披靡，势如

破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潼关，平定荆楚，直取齐地，受封为齐王。西汉五

年，与西楚霸王项羽会师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大败自刎。韩信即改封楚王，

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张良、萧何并称“汉初三杰”
[2]
。

汉元年（前 206 年）8 月，被封汉王的刘邦乘项羽进攻齐地（今山东大部）田荣之

机，决计出南郑（汉都，今陕西汉中市东）袭占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东向与项

羽争天下，楚汉战争爆发。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以曹参、樊哙为先锋，利用秦岭栈道

已被汉军烧毁，三秦王松懈麻痹之机，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派樊哙、周勃

率军万余大张声势地抢修栈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自己则亲率军队潜出故道，翻

越秦岭，袭击陈仓（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属地）。章邯从废丘（雍都，今陕西兴平东南）

仓促率军驰援陈仓，被汉军击败，逃至废丘、好峙（今陕西乾县东），汉军分路追击，

在壤东（今陕西武功东南）、好峙两地再败雍军，进围章邯残部于废丘。尔后，连续作

战，分兵略地，迅速占领关中大部，平定三秦之地，取得对楚的初战胜利。韩信在楚



汉战争中，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

公元前 205 年，刘邦兵败彭城（今中国东南部江苏徐州），韩信则火速派兵和刘邦

在荥阳汇合，遏止项羽的攻势。刘邦与项羽相持荥阳时，韩信在项羽的侧翼发动了许

多攻势。在击魏时，先用疑兵佯渡临晋，主力则奔袭安邑，最终俘获了魏王豹，平定

河东郡。随后韩信进攻代、赵。

公元前 204 年 10 月，韩信在破代后，率兵东进到井陉攻打赵国。赵王陈兵于井陉

口，号称二十万，在数量上韩信处于劣势。韩信用轻骑两千人伺机偷袭赵营，同时把

主力上万人背水列阵，以诱使赵军主力出击。最后汉军两面夹攻，大获全胜，赵王歇

也被俘虏。韩信解释了自己背水一战的理由，说兵法上说过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

地而后存。说士兵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就会拼死决战。韩信和项羽的破釜沉舟有相同之

处。然后，韩信北上降服了燕国。接着领兵攻齐，占领了临淄，还在潍水全歼龙且率

领援齐的二十万楚军。刘邦于是派张良立韩信为齐王。

第二年十月，韩信配合围击项羽，项羽兵败自刎而死。楚汉战争结束之后，韩信

被解除了兵权，封为楚王。韩信还是有些度量的，他回到故地，召见曾经侮辱自己的

屠户，封他做了中尉。韩信在楚国各处视察时，都有军队相随，结果被人告发谋反。

公元前 201 年，刘邦用陈平的计策，以游云梦泽为借口，在韩信拜见时将他逮捕。韩

信感慨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

下已定，我固当烹！”（《史记·淮阴侯列传》）

刘邦把韩信带至洛阳后，又赦免了他，但降为淮阴侯。

公元前 197 年，韩信的部下陈稀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叛。有人诬告称，陈豨到

地方任职时曾向韩信辞行，韩信就对陈说过，他可以在京城为他做内应。次年，又称

韩信密谋袭击吕后和太子。于是，吕后和萧何假称有人从刘邦那里回来，说陈豨已被

诛杀。在大家进宫祝贺时，韩信也去了，结果即被捕。

吕后、萧何合谋陷害韩信，曰：（一）汝葬父母而侵占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怨声载道；（二）凡事行兵出以威武，使四方见之者莫不寒心；（三）无故隠藏钟离昧

在家，意图为心腹爪牙；（四）韩信有亲笔信给陈狶，企图与之谋反。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大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吕后、萧何诱骗韩信到未央宫，“信入，吕后使武士缚

信，斩之于长乐钟室”。即将行斩时，韩信曰：“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

天哉！”
[2]

公元前 196 年寒冬正月，大汉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死于长乐钟室，年仅三十三岁。

随后，韩信被诛连三族
[2]
，数千无辜，血染长安，哭号之声，传荡千古。当是时，寒风

凛冽，长空飘雪，长安满城人尽嗟叹，无不悲怆，皆言淮阴侯一饭千金，不忘漂母；

解衣推食，宁负汉皇？萧何一言便强入贺，欲谋逆者怎会坦率如斯？是侯不负汉，而



汉忍于负侯，侯之死，冤乎哉！

刘邦为何杀韩信？早在韩信“自称三齐王”时，在刘邦心里已经种下了“韩信必

死”的祸根。其实，韩信自称“三齐王”也是战局的需要。韩信眼中惟见战事成败利

钝，胸中惟有天下百姓疾苦，遑论自身祸福安危？为了稳定局势，给人民群众一颗定

心丸，自称“三齐王”乃权宜之计，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生性多疑，且宁我

负人、决不许人负我的刘邦而言，这可犯了大忌，当听到韩信要立“假王”的时候，“汉

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史记·淮阴侯

列传》），于是埋下了杀机。至于是否联手陈豨叛汉，古人早有公论。黄庭坚《韩信》

诗云：“韩信高才夸一世，刘项兴亡翻手耳。终然不肯负沛公，颇似雍容得天意。成皋

日夜望救兵，取齐自重身已轻。蒯通狂说不可撼，陈豨孺子胡能为？……”被李梦阳

推崇为淮阴庙绝唱的明代七律亦云：“逐鹿中原汉力微，登坛频蹙楚军威。足当蹑后犹

分土，心已猜时尚解衣。毕竟封侯符蒯彻，几曾握手到陈豨。英魂漫洒荒山泪，秋草

长陵久落晖。”（骆用卿《题韩信庙》）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见太子懦弱不类己，常忧

心忡忡。知萧何充其量是个贤相能臣；张良体弱多病，乃不出帷幄一高明谋士耳；唯

一能驰骋疆场攻城掠地取而代之的，就是文武双全的军事天才韩信，且正当年富力强，

故非借故杀之，难安寝食。无论其称不称王，无论信在朝在野，刘邦必杀之不留心腹

患。

作为战术家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

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

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

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

活用兵的将领，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

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协助汉王刘邦率军出陈仓、定三秦，京索之战败楚军，随后分兵北伐，擒魏、破代、

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理

论家，他与张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这也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兵书整理，为我国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还收集、补订

了军中律法。韩信著有兵法三篇。

韩信死后，虽然被灭三族，但苍天有眼，未绝“兵仙”之后。据有关史料称，韩

信之妻为齐女，生育三子。韩信幼子韩滢在韩信遇害时年仅三岁，因萧何藏匿得以保

全。萧何委托原来韩信部下谋士蒯彻和当年让韩信蒙受胯下之辱的那位屠人之子一起

将韩滢护送至南粤王赵佗处，赵佗不负萧何重托，同意保护韩信之子。他还誓言：刘

邦要灭其族，我就让其族兴。赵佗将韩滢（后改名云际）收为养子，见其大难不死，



呼之曰“天保”。赵佗不仅有心保住淮阴侯血脉，而且决心培养韦滢成才，生活上有专

人侍候，学业上有名师执教，既学文又习武。如清人张澍所编撰的《姓氏寻源》云：“萧

何使蒯彻匿韩信子滢于南粤，赵佗使改姓韦，取韩字之半，封于海滨。今为土官。”1915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也说：“萧何使蒯彻匿韩信子于南粤，取韩字之半，

改姓韦。”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姓氏追根寻祖》中说得更清楚：韦氏“另一支为

汉名将韩信的后裔。韩信原不见重于刘邦，是汉丞相萧何月下追韩信，把他举荐于刘

邦。楚汉相争中，韩信立有不可估量的大功，后刘邦又疑其要谋反，又是萧何定计杀

了韩信，故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说法。韩信被杀后，萧何深感对不起韩信，

但为了维护汉朝的稳定，他又不得不这样做。当时韩信的同宗家人都被处斩，萧何就

悄悄留下他一个儿子，派心腹送到最南边的海南岛隐居起来，使其继承韩信的宗祧。

为了怕人怀疑，就去掉韩字的一半成韦字，以此为姓，发展成为另一支韦氏。”

韦滢天资聪颖，学习勤奋，19 岁时已是文武全才，深得赵佗喜爱，被授予海滨（今

南海）县令。韩信之子韩滢改韩姓为韦姓，民间俗称“韩改韦”，即韩韦氏族。韩韦氏

族都是韩信的裔孙。在赵佗王的护佑下，韩信之后不仅没有绝祀，反而子孙繁茂，不

断发展壮大，这实在是赵氏之功劳！

这一支韦氏子孙繁衍于岭南一带，广播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这一支

韦氏的产生，迄今也有 2100 多年了。

二、赐姓韦

韦氏的赐姓支系，起源于西域疏勒国。公元 705 年，唐中宗赐宰相桓彦范以韦氏，

并派遣他到疏勒安西都护府去驻守。他的族人到了那里，世代以韦为姓，一直沿用。

这一支韦氏至今也有 1200 多年了。

疏勒，何许地也？据《辞源》解释，其一是古国名，汉代西域国名，唐置疏勒安

西都护府，宋仍为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这两个城市。其二是县名，清

置直隶州，属新疆寻升府，民国改县，为噶什噶尔道治所。疏勒，土名叫噶什噶尔，

地在乌兰乌苏河之南岸，为新疆之要埠，葱领（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诸山

的总称）以西波斯阿富汗等国商货，荟萃于这里，地广人多，最为西域繁盛之区。这

里又为极西边防之门户。清咸丰十年，与俄国人续订条约，开作通商要埠，有俄国领

事、英国商务委员驻扎这个地方。可见，疏勒这个地方，古今都是边陲要埠，难怪唐

中宗要派朝廷重臣——宰相桓彦范去治理疏勒。

桓彦范，字士则，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以官宦子弟进入仕途，担任右翊

卫司主簿。唐朝时期贤相狄仁杰赏识桓彦范的才能，举荐他为监察御史，后来连连迁

官为御史中丞。武则天称皇时，即武周长安年间（702-704 年），桓彦范升任司刑少卿。



武则天的男宠臣张昌宗暗引妖人入宫占卜，图谋不轨。大臣宋王景企图状告张昌宗的

罪行，被武则天皇帝庇护。桓彦范上书揭露张昌宗的野心，陈述利害关系，请求将张

昌宗交给三司问罪。武则天不予理睬。内史李峤上奏武则天皇帝，请求为酷吏害死的

人昭雪。桓彦范多次上书，陈述利害关系，再三请求为冤死者昭雪，武则天皇帝才允

许。桓彦范刚直不阿、忠于社稷的行为，引起宰相张柬之的注意，并引为身边的心腹

近臣。武则天皇帝身体日益衰弱，病也加重。她的男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为了保持已

有地位而频繁活动，欲夺天子之位。宰相张柬之、太平公主等为了保护李氏社稷，密

谋诛杀张氏兄弟，桓彦范等参与策划。诛灭张昌宗、张易之等后，唐中宗恢复皇帝大

位，韦皇后临朝听政，把立大功的桓彦范册封为谯郡公，恩赐实封食邑 500 户，升任

侍中。

据史书记载综合分析，唐中宗要恩赐桓彦范予姓韦，并派他去驻守西境，有四个

原因：

第一，当时西域诸部落酋长国的要求。据《新唐书》记载，唐初，西域的突厥、

吐蕃、回鹘等国屡犯中原。因此，从唐太宗到唐中宗，连年与西域作战，终于迫使西

域诸部落臣服。疏勒地处西域要埠，地广人多，最为西域繁盛之地区，又是极西边防

之门户。自从归附中原之后，要求唐王朝派要员去治理。基于此，唐中宗亲自挑选朝

廷重臣桓彦范去驻守，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西域原来就有室韦氏。《辞源》在解释“韦”

时说，汉西域疏勒国亦有韦姓。《姓氏寻根》一书也写道：“汉疏勒国亦有韦姓，见《西

域传》”。《唐书》中多处出现“室韦”，如《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写道：“隋大

业之乱，姓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唐

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又写道：“颉利可汗之灭，塞队恐慌，夷男率其部稍东，保

都尉键山独逻水之阴，远京师才三千里而赢，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诸

古匈奴地也。”《唐书》卷一一○《李多祚传》记载：“延载三年，腊月甲戌，默啜寇灵

州。室韦反，遣右鹰杨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这些记载，四次出现“室韦”。那么，

“室韦”是什么呢？如前所述，公元前 1733 年即商武丁 43 年，商王武丁征伐豕韦国，

豕韦国人分三路逃难。第一路人马向东北逃难。春秋、战国时，辽阳、鞍山豕韦人有

一些再迁到今吉林省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两岸，称“室韦”，后分大室韦、小室韦、北

室韦、东室韦、西室韦、黄头室韦、婆莴室韦、达垢室韦、深末恒室韦、蒙兀室韦等。

南北朝时，蒙兀室韦从松花江流域迁到今蒙古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与当地人民同居、

通婚。正如《辞源》解释：“室韦，契丹别种，《北史》曰：‘室韦在易吉北千里，其南

者为契丹，北者为室韦。’此部落在后魏时始通中国。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

未恒室韦、大室韦之五部，后为契丹所并。”这就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西北、蒙古

一带，就活跃着室韦氏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个室韦氏族部落与契丹



等部落在中国西域、蒙古一带先后建立了五十多个小国，即《西域》以孝武时期始通，

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颜师古注：‘司马彪续《汉书》云至于哀、干，有五

十五国也。’”西域这五十五个小国，当然包括疏勒国。可见，疏勒国也是室韦氏后裔

所建立的。这也许就是《辞源》及《姓氏寻根》所说汉疏勒国亦有韦姓的缘由吧。

当然，更准确地说，古疏勒国的确是室韦氏所建立。正因为疏勒国是室韦氏所建

立的，唐中宗恩赐桓彦范以姓韦，并远派他去治理疏勒国，是考虑到韦氏与“室韦氏”

有渊源关系，是相通之地的缘故。起码说，“韦”字写来无长短，是“韦氏”和“室韦

氏”把唐朝与极西边陲小国——疏勒国在感情上一下子拉近了。感情的融洽就使距离

特别缩短，就是远在天边，也犹如近在尺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疏勒国长

期与中国关系密切，很早就归附中国，纳入中国版图，与桓彦范受赐姓韦及其后人远

去治理得法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桓彦范受封于韦贤食邑之地扶阳而赐予韦姓。据《汉书》卷七十三《韦贤

传》记载，韦贤为汉丞相，封为扶阳节侯。扶阳是个地名，即是韦贤采邑之地。桓彦

范开始在朝廷只担任“右翊卫司主簿”这样的小官，由于迎驾有功，官运亨通，如《唐

书》卷一二○记载：“中宗复位，以彦范为侍中，封谯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后来，

由于武三思等诬陷，“未几，罢彦范等政事。五月，加特进，封扶阳郡王，赐姓韦，同

后属籍，赐金锡、锦绣，皆以铁券恕十死，令朝朔望。”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桓彦范

曾任唐中宗的侍中，即皇帝的贴身官，因奸臣作祟而被罢官。由于他与唐中宗的特殊

关系，被罢官之后，唐中宗自然怜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皇帝也不例外。因此，

很快就“加特进，封扶阳郡王”。由于扶阳这个地方曾经是汉丞相韦贤食邑之地，所以

恩赐桓彦范姓韦，在韦氏先人食邑之地当官，既孚众望，又顺民心，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后属籍”，这里的“后”即韦皇后，就是唐中宗的皇后，她原籍很可能就是扶阳。

唐中宗恩赐桓彦范姓韦，加特进扶阳郡王，与韦皇后同一籍贯，也许还有宗亲族谊的

缘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唐中宗恩赐桓彦范姓韦，是与韦皇后有关系。据《唐书》记载，韦皇后是

唐豫州刺史韦玄贞之女。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为则天武后所生。李显

为太子时，娶韦玄贞之女为妃子。武则天当皇帝时，力排众议，立李显为皇太子。由

于李显仅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不是长子，又是则天武后所生。所以，在武则天逝

世后，李显曾被幽禁于庐陵，受尽磨难，曾想自杀。韦妃子好言力劝李显不要轻生，

所以深得李显宠爱。李显当上皇帝后，即立韦妃子为皇后。这在《唐书·后妃传·韦

皇后传》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从《唐书》卷二六○《外戚传》中的一段记载，可以进

一步说明唐中宗与韦皇后的密切关系。“韦温者，中宗废后庶人从父兄也。后父玄贞，

历普州参军事，以女为皇太子妃，故累擢豫州刺史。帝幽庐陵，玄贞流死钦州，妻崔



氏为蛮首宁承所杀，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还京师。帝复位，

是日诏赐玄贞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俨鲁国公，特进并州大

都督。遣使者迎玄贞丧，诏广州都督周仁规讨宁承，斩其首祭崔柩。周仁规左羽林大

将军，汝南郡公。柩至，帝与后登长乐宫望而哭，赠酆王，谥文献，号庙曰褒德，陵

曰荣光，置令丞，给百户扫除。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卫

尉卿，淮阳郡，泚太仆卿，上蔡郡，并葬京师。”这段记载很能说明韦皇后深得唐中宗

的宠爱。由于这个原因，唐中宗要为保驾有功的桓彦范赐姓命氏、封王晋爵，不能不

首先想到与皇亲国戚同姓同籍，“赐姓韦，同后属籍”，就完全可以理解，也顺理成章

了。

第四，桓彦范被赐予姓韦，是与唐朝当时众多韦氏重臣有缘。据《唐书》记载，

武后中宗时期，韦氏有八人官阶三品以上。“左散常侍韦弘敏为太尉卿，同中书令门下

三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韦思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天

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又“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文昌右丞韦巨源同凤阁

台平章事”，“二年二月乙未，礼部尚书为刑部尚书”，“三年二月壬寅，韦巨源为尚书

左仆射，同中书令门下三品”；“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甲

戌，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五月甲午，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八月丙辰，

特进韦安石为侍中”；“天官侍郎韦承庆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月戊寅，

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令门下三品”，“遥领扬州大都督”。从武后天授三年

（691 年）至中宗神龙三年（706 年），仅十五年时间，韦氏在朝廷就有八位重臣。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个人，即韦温，既是唐中宗李显当太子时的少保，礼部尚书，又是

韦皇后的堂兄；韦巨源既为文昌右丞、刑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又是李显当太子时的

宾客，即《唐书》云：“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令门下三品”；韦安石先后任文昌右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吏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中书令、侍中等要职。这些朝廷重臣

经常在皇帝身边，皇帝要恩赐某个大臣予姓氏，理所当然首先要考虑到自己身边这些

重臣的姓氏。而且这些重臣又是皇亲国戚，也曾与中宗当太子时有厚交。因此，恩赐

桓彦范姓韦，就不是什么异想天开、头脑发热的一时失言成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仔细琢磨之后作出决定，降下圣旨的。

君王、国王、皇帝恩赐给某个大臣或平民百姓予姓氏，是中国姓氏起源的一条重

要规律。唐中宗恩赐桓彦范予姓韦，这与中国姓氏起源的规律完全相符合。所以，《汉

书·西域传》记载，汉代西北疏勒国有韦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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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史记·淮阴侯列传》。

[2]《汉书》卷三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