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彭城春风绿神州 大江南北花芬芳

徐州古称彭城，又名涿鹿，已有六千年文明史。6000 多年前，徐州的先民就在此
生息劳作。徐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以彭城之名的见诸文字是春秋时
即公元前 573 年，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帝尧时建大彭氏国。后来大彭国君彭
祖的别孙元哲受封于河南滑县韦城，创立韦国，即豕韦国。韦氏以国为姓，从此支分
宗衍，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瓜瓞绵绵。
一、江苏韦氏
江苏省，中国东部沿海的省份，简称“苏”，位于华东地区。公元 1667 年因清代
江南省（原明代南直隶）东西分置而建省。省名取自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苏州府（今
江苏苏州）两府首字。中华民国沿袭清代建置，仍置江苏省。
江苏为中原古徐国，经过了夏、商、周三代，历时数千年，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
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的徐国民风。西周周太王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逃到江南地区，
建立了吴国。吴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
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据众多史料记载和史学界专家认为，现苏州古城即为吴国国都，
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淮河流域的徐国史和长江流域的吴国史，共同组成了江苏
地区的上古史，徐文化、吴文化和徐吴过渡地带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江苏地区的古文
化。这里是中国吴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数十万年前江苏就已经是人类聚居之地。元 3-6
世纪，杭州成为中国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公元 7-10 世纪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有
所谓“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说法，淮安、扬州成为南北交往要冲的城市，并设立
漕运总督府。公元 14-17 世纪中叶以后，苏州成为江南最繁华的工商业都会和文化中
心，杭州、苏州等地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
元哲裔孙韦应邦和韦衡、韦权等及其子孙迁居南京、苏州、高邮、江都、高淳、
沛县、阜宁、镇江、丹阳等市县。
江苏有江都韦氏族谱八卷、丹徒京口韦氏族谱四卷、丹徒韦氏族谱六卷、宜兴韦
氏宗谱十二卷。
1．徐州韦氏
徐州位于江苏西北部。古称彭城，周之彭城即今之铜山县，为古九州之一。相传
唐尧封颛顼裔孙陆终第三子钱籁铿于此，称大彭国。夏商时期仍称大彭。战国中期彭
城先后为宋国、楚国、彭城国的都城。秦设彭城县。楚汉相争，楚霸王项羽在此建都。
唐武德四年（621 年）置徐州。元废。明复设。清置铜山府。辛亥革命为徐海道道尹公
署驻地。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析置徐州市。1948 年归山东管辖，1953 年划归江苏
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徐州常住人口是 858.05 万人。
韦氏始祖元哲是大彭的别孙，公元前 2050 年，从这里分封到河南滑县东南韦城建
家立国，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韦氏诸侯国。从此，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一个新的
姓氏产生了，她犹如星星之火，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势，遍及神州乃至海外。
西汉诗人韦孟（约前 228-前 156 年）为西汉初楚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人，韦
伯遐之第 24 代孙，精于鲁诗，曾任汉楚王太傅。他的子孙传到韦贤，五世都是邹、鲁
的大儒，当时，为诗并有韦氏之学，足见韦氏一门诗学的造诣之高。
晋陵（今江苏省常州）人韦叟，南朝 1927-1949 善相术，给后来的宋武帝年相，
看能否得州官。韦叟当面说宋武帝当得边州刺史，暗中又悄悄告诉宋武帝说：
“君相贵
不可言”。
2．南京韦氏
南京地处江苏西南部。春秋称越城。战国楚在石头山设“金陵邑”。秦设秣陵县。
三国孙权在此建都，称建业。西晋将建业分置建邺、秣陵两县，西晋末改建邺为建康。
东吴、东晋、南北朝宋、齐、粱、陈均以建康为国都。故有“六朝古都”之称。隋于
石头城置蒋州。唐设升州。五代吴置金陵府。南唐在此建都，改称江宁府。南宋置建
康府。元初置建康路，旋改集庆路。明初定都于此，称应天府南京。清置江宁府。太
平天国在此建都，称天京。民国建南京市，1927—1949 年为国民党政府首都，至此又
称“十朝都会”。南京称谓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京市常住人口是 800.47 万人。
南京韦氏远祖韦应邦，宋钦点武状元，其后为南京应天府巨富望族，子孙除了广
布于江浙一带之外，福建、广东、广西以至海外均有分衍。
南京韦氏宗源另有一说，即据台湾韦濂著《韦氏宗·家谱》
（1993 年版）称：明洪
武元年（1368 年）南京韦氏为“大族，包括韦衡、韦权、韦德成、韦善、韦贤，韦俊……
等百余者，或武职为指挥使、元帅、都督佥事，或文职为御史、都府、谏议大夫等。
“该
族为京兆韦氏，“自长安而江西，后移南京”，“韦德成在朱元璋渡江攻元之时，又累战
奇功，升为副元帅，后为‘五军都督府使’，再赠封‘京兆郡侯’。“后来为平定蛮疆，
指派应天府及其毗邻的镇江、扬州、常州及今之江宁、江浦、六合、仪征等地韦、蒙、
罗、吴四大族氏“各率‘子弟之兵’，经水路直抵湖南，再由湖南越过今之松桃、万山、
三穗、锦屏、黎平、榕江等地，沿途直捣蛮夷，所经之处，无不臣服，并且深入广西、
四川。”平定蛮疆之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即位以来，天下安定，四海升平。
惟西南蛮夷。鞭长奠及，故常作乱抗明，著尔韦、蒙、罗、吴四将，闷阖蛮夷之疆，
犹地辟天开，将凶险化祥吉，治野乱于六合，故赐予省、郡，并改称：黔城。而今而
后，力加屯恳，锐意经营，宜体朕意。钦此一一’。”鉴于当时韦濂先祖多解甲归田于

贵州独山，故“太祖再赐‘韦坡’（今独山县境）一域，广若万顷，由于孙世代耕作。”
在当代韦氏中如曾任台湾“中国船舶公司”董事长的韦永宁就是南京人氏。
3．苏州韦氏
苏州位于江苏东部，东临上海，南靠浙江。春秋为吴国地。隋置苏州。唐袭之。
明升苏州府。民国十七年（1928 年）设苏州市至今。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显示，苏州市常住人口是 1046.6 万人。
唐代诗人韦应物曾出任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白居易曾说：“近岁韦苏州歌行，
清丽而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见《与元九书》）韦
应物在苏州任职多年，苏州韦氏多与之相关。明成化十四年进士韦文武；明末清初精
通十番鼓，得崇祯乐工蒲钹法并传之王九思，谓之为韦派的创始人韦兰谷；1644 年抗
英民族英雄韦武韬等都是苏州人氏。
4．高邮韦氏
高邮地处江苏中部。汉置高邮县。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于县置高邮军。元至元
十四年（1277 年）改为高邮路，二十一年又改为高邮府。明洪武元年（1368 年）降为
高邮州。民国元年（1912 年）废州置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高邮市常住人口是 74.47 万人。
该县韦氏分布玉营镇一带，其先祖从苏州徙来，堂号是“一经堂”。
5．江都韦氏
江都地处江苏中部。秦为广陵县地。汉景帝四年（前 153 年）置江都县。以“县
临大江，为一都之会”意取其名。三国时废。晋太康六年（285 年）复置江都县，沿用
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江都市常住人口是 100.68 万人。
该县韦氏主要聚居于仙女庙、陈家甸、朱家套、韦家庄等地，堂号“一经堂”。清
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韦佩金，江都人氏。
6．高淳韦氏
高淳地处江苏西南。秦汉为溧阳县地。隋唐属溧水县。北宋设高淳镇。元属溧水
州。明弘治四年（1491 年）析溧水县西南置高淳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高淳县常住人口是 41.77 万人。
该县的定埠韦村为韦氏聚居点之一，供奉“一经堂”，属山东邹县裔孙。
7．沛县韦氏
沛县地处江苏北端。秦置沛县，为泗水郡治，因沛泽而得名。刘邦于此起义，史
称“沛公”。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改属沛郡。魏晋属豫州、沛国。南北朝宋称沛县。
唐宋属徐州。金归滕州。元初撤沛县并入丰县。元至元三年（1266 年）复置沛县，属

济宁府。明、清属徐州府。1948 年属山东，1953 年划归江苏，1983 年隶属徐州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沛县常住人口是 114.19 万人。
该县启南乡小汪楼韦氏供奉“一经堂”，族源山东邹县。
8．阜宁韦氏
阜宁地处江苏东北部。西汉属古射阳县、盐读县。晋属山阳、盐城县。清雍正九
年（1731 年）置阜宁县，以驻海边土埠安宁无患而取之，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阜宁县常住人口是 84.33 万人。
该县合兴镇韦氏属京兆堂支系。
9．镇江韦氏
镇江地处江苏南部，长江下游南岸。辖京口、润州二区及丹徒、句容、扬中三县。
隋置润州。北宋政和三年（1113 年）升置镇江府，是镇守江防之要地，故名镇江。1929
年改丹徒县为镇江县，曾为江苏省会。1949 年以后市县分治，设镇江市，恢复丹徒县
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镇江市常住人口是 311.34 万人。
镇江韦氏以京口韦氏为最，始祖韦招世居丹阳延陵，至 49 世韦镐，明嘉庆年间，
从丹阳延陵迁京口落籍，其裔孙自京口扩展长江两岸以至海外。
10.丹阳韦氏
丹阳地处江苏西南部。秦置云阳县，后改曲阿县。梁武帝天监二年（503 年）置兰
陵县。唐天宝元年（742 年）置丹阳县。1988 年改设丹阳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丹阳市常住人口是 311.34 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首任南京市市长韦安仁(1906-1979)，字蔼人，即丹阳人。丹韦氏
的族源属京兆裔孙。
此外，江苏的兴化、盐城、上元、上海、常州、江阴等县市也有韦氏世居，如韦
亚弟（女，又名韦亚君，艺名上官云珠）就是江阴县人氏。
二、浙江韦氏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安徽相
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境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因江流曲折，称之江，又称浙江，
省以江名，简称“浙”。钱江潮常被媒体用作比喻浙江人的“拼搏精神”。
元哲裔孙韦履淳等迁居东阳、临安、萧山、义乌、青田、象山、宁海、慈溪、衢
州、常山等市县。
浙江有东阳东春韦氏家乘三十二卷、松阳韦氏宗谱卷、太湖县韦氏宗谱三十五卷
首二卷末一卷。

1．临安韦氏
临安地处浙江西北部。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析余杭西部置临水县。晋太康元
年(280 年)改置临安县，以县治西南 18 公里的临安山而得名。唐武德七年(624 年）改
临水县，垂拱四年(688 年)复置临安县。天佑四年（907 年）以临安县置衣锦军，后梁
开平二年(908 年)又改称安国县。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复设临安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临安市常住人口是 56.67 万人。
据《临安县志》记述，该县有韦姓人口 248 人。
2．萧山韦氏
萧山地处浙江北部，北与杭州隔江相望。唐天宝元年（742 年）改永兴为萧山。因
县处萧山，故名。清咸丰十年（1861 年）至同治三年（1863 年）太平军攻克萧山，建
立农民革命政权，为避开西王萧朝贵和南王冯云山之讳，一度改名“善珊”。1949 年 5
月复置萧山县，1987 年 11 月设萧山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萧山市常住人口是 151.13 万人。
1982 年统计，萧山县有包括韦姓在内的姓氏 506 个。
3．东阳韦氏
东阳地处浙江腹部。东汉兴平二年（195 年）置汉宁县，属会稽郡，宝鼎元年(266
年)析置东阳郡，因郡治在金华山之阳，故名。唐垂拱二年（686 年）置东阳县。五代
开平四年（910 年）改设东场县。北宋咸平二年（999 年）复置东阳县。1988 年设东阳
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东阳市常住人口是 80.44 万人。
东阳韦氏始祖为唐韦履淳，京兆东眷房裔孙（见《新唐书卷七十四·表第十四生·宰
相世系四上》），困拼死触奸，受贬后迁居东阳。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赠诗 3 首，岑参亦
题送《花树歌》颂扬其大无畏的精神。迄今东阳韦氏已经历了 1200 多年。民国三十六
年（1947 年）重修族谱，统计有丁口近 10 万。该世系自元以后繁衍于温州、湖州、南
京、北京及省内溪南、樟村、荣山、杭下、小溪、东溪、白马、白火墙、三都俞店、
神堂、下梓里、玉山等地。东阳韦氏据说另有一支。
东阳韦氏族谱原为宋代（1421 年）韦希颜所撰，后毁于火。元至元六年(1340 年)
韦希颜曾孙韦朝整理残片后补修。明永乐十九年（1421 年）韦兆淇重修，派分“六房”：
“东宅”、“世德”、“南宅”、“旧宅”、“新宅”、“溪南”等。明正统六年(1441 年)、宏
治九年（1496 年）、嘉靖三年（1524 年）、万历四年（1576 年）、四十四年(1616 年)、
康熙七年（1668 年）、四十二年（1703 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五十八年（1793
年）、嘉庆七年（1812 年）、道光博二十五年（1845 年）、同治六年（1867 年）、光绪十
七年（1891 年）、民国二年（1913 年）、三十六年（1947 年）十五次重修，逾 608 年，

最后毁于“文革”时期。
4．义乌韦氏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秦置乌伤县。唐武德七年（624 年）置义乌县。沿用至今。1988
年设义乌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义乌市常住人口是 123.40 万人。
据《义乌县志》记述：民国时期统计该县姓氏为 143 个，1985 年统计，该县的姓
氏已有 350 个，韦氏为 160 人。
5．青田韦氏
青田地处浙江东南部，是我国著名侨乡之一。唐景云二年(711 年)置青田县，以县
北青田山而得名。沿用至今。青田石雕属“罕世奇珍”，多次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
奖。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青田县常住人口是 33.65 万人。
经 1985 年统计，在该县的 345 个姓氏中，韦氏为第 119 姓，人数为 140 人，主要
聚居在岭根乡黄驮山。
6．象山韦氏
象山地处浙江东部沿海。唐神龙元年（705 年）析越州鄞县和台州宁海地始置山县，
以境北山形似大象而名之，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象山县常住人口是 50.33 万人。
1985 年调查，该县共有包含韦姓在内的姓氏 411 个。
7．宁海韦氏
宁海地处浙江东部沿海。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析临海郡章安县北部和会稽郡鄞县
南部置宁海县。隋开皇九年（589 年）废县。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建县，旋又废。
武后永昌元年（689 年）复置宁海县。1958 年并入象山县，1961 年复设宁海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宁海县常住人口是 64.61 万人。
1986 年该县对 497049 人作了统计，全县共有包含韦氏在内的姓氏 504 个。
8．慈溪韦氏
慈溪地处浙江东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析鄞县置慈溪县。明永乐十六年（1418
年）改为慈峪县。1949 年 5 月复设慈溪县。1988 年撤县设慈溪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慈溪市常住人口是 146.24 万人。
1992 年《慈溪县志》记述：1987 年 5 月 31 日统计表明，全县共有姓氏 554 个，
韦氏为第 206 姓。
9．衢州韦氏
衢州地处浙江西部。唐武德四年（621 年）于信安置衢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

衢州为信安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衢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改州为路。
明改衢州路为龙游府，旋复衢州府。清宣统三年（1911 年）撤信安并入衢州府。辛亥
革命后废州留县，1949 年于衢县城设衢州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衢州市常住人口是 212.27 万人。
据《衢州市志》称：该市姓氏共 735 个，韦氏为第 163 姓。人数约在百人以上。
10.常山韦氏
常山地处浙江西部。汉建安二十三年（218 年）析置定阳县。唐高宗咸亨五年(674
年)设常山县。南宋咸谆三年（1267 年）置信安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复置常
山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常山县常住人口是 24.14 万人。
《常山县志》称，该县 1987 年记录了包含韦氏在内的姓氏共 299 个。
三、安徽韦氏
安徽省，中国东部省份，简称“皖”，属华东地区，省会合肥市。公元 1661 年(清
顺治十八年）始建省，因清代江南省（明代南直隶，现今安徽、江苏、上海）东西分
置而建省（东部为江苏）。始称江南左布政使司，驻地南京；1667 年改为安徽布政使，
省名取自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市）首字，省府迁安庆。中华民国沿袭清代，置安
徽省。1949 年，以长江为界分设皖北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1952 年撤销，重建安徽省
至今。安徽跨长江下游、淮河中游，长江流经安徽段俗称“八百里皖江”，以长江、淮
河为界，形成了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地域。
元哲裔孙韦昌辉及其子孙落籍，分居宣州、郎溪、舒城、太湖、宿松、全椒、安
庆、临泉等市县。
1．宣州韦氏
宣州地处安徽东南部。唐、虞、夏、商、周时属扬州。春秋战国归吴。秦属鄣郡。
汉武帝元封二年（109 年）置丹阳郡。三国属吴。晋太康二年（281 年）分丹阳郡为二，
一为丹阳郡，一为宣城郡。隋开皇九年（589 年）置宣城县。元、明、清因之。1987
年置宣州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宣州市常住人口是 77.25 万人。
宣州洪桥乡双沟村、洪林、孙家埠韦氏为太平天国名将韦昌辉之后裔，昌辉为韦
经的二十三世孙。
2.郎溪韦氏
郎溪地处安徽东南隅。宋端拱元年（988 年）置建平县，1914 年改设郎溪县，沿
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郎溪县常住人口是 32.06 万人。
太平天国失败后，韦昌辉之弟志俊等落籍宣州市洪桥乡双沟村，如今其后代已扩
展至郎溪县毕家桥一带。
3．舒城韦氏
舒城地处安徽中部。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舒国。公元前 203 年设置舒县。735 年设
立舒城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舒城县常住人口是 74.93 万人。
舒城韦氏供奉“大儒堂”，属邹县裔孙，主要分布于东乡一带。
4．太湖、宿松韦氏
太湖、宿松两县同处于安徽西南隅。太湖周朝属皖国。汉为皖县地，属庐江郡。
南北朝宋裕武帝初(420 年)置太湖左县，元嘉末年(453 年)移就平原，属晋熙郡。隋开
皇初（581 年）废晋熙郡设晋熙县。开皇十八年（598 年）置太湖县至今。宿松县古属
扬州。后置松滋县。南北朝梁置高唐郡。隋开皇十九年(599 年)置宿松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太湖县、宿松县常住人口分别是 51.53
万人、57.10 万人。
太湖、宿松等县韦氏供奉“一经堂”，属邹县裔孙。
安徽韦氏在全椒、安庆、临泉等县都有聚居村落。
四、江西韦氏
江西，简称赣(gàn)，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属于江南地带，因公元
733 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境内主要河流赣江而得简称（赣）。自古以来
物产富饶、人文荟萃，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省会南昌市。
1．万年韦氏
元哲裔孙迁居万年、德兴、乐平、乐安、临川、德安等市县。
万年地处江西东北部，县处万年峰之阳，故名。明正德七年（1512 年）折波阳、
余干、乐平、贵溪县地置万年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万年县常住人口是 35.91 万人。
1982 年统计，该县有含韦姓在内的姓氏 265 个。
2．德兴韦氏
德兴地处江西东北部。唐上元二年（675 年）析乐平县东境置邓公场监。五代南唐
升元二年（938 年）析邓公场监置德兴县，相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德兴县常住人口是 29.32 万人。
1993 年《德兴县志》记述，民国期间《江西通志稿》统计该县的姓氏有 105 个，

到 1990 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为 278 姓。韦氏是 278 姓之一。
3．乐平韦氏
乐平地处江西东北部。东汉置乐平县。南北朝陈改为银城。隋省人鄱阳。唐武德
年间复置乐平县，沿用至今。治所乐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乐平市常住人口是 67.15 万人。
1987 年《乐平县志》记述，该县有包含韦氏的姓氏共 399 个。
4．乐安韦氏
乐安地处江西中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 年）析崇仁、永丰二县，地置乐安县，
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乐安县常住人口是 34.58 万人。
1989 年《乐安县志》记述：1985 年该县共有姓氏 218 个，韦氏是其中姓氏之一。
5．临川韦氏
临川地处江西东部，抚河中下游。东汉永元八年（96 年）析南城县地置临汝县，
以境内临、汝二水而得名。隋开皇九年（589 年）改为临川县。1949 年划东外、关城
二镇地置临川市。1950 年省入临川县，1955 年析临川城区及近郊设抚州市。1964 年改
市为镇。1969 年复置抚州市。1987 年临川县、抚州市合并复设临川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临川市常住人口是 108.99 万人。
新版《抚州县志》称：该县有包含韦氏在内的姓氏共 344 个。
6．德安韦氏
德安地处江西北部。汉置历陵县，王莽新朝改为蒲亭，东汉复称历陵县。南北朝
梁省入柴桑县。唐贞观八年（634 年）析置浦塘场。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 年）升场
置德安县，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德安县常住人口是 15.61 万人。
1991 年《德安县志》记述：该县共有 220 个姓氏，韦氏为第 106 姓，韦族分布属
杂居村落。
五、湖北、湖南韦氏
湖北省，简称“鄂”，在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北接河南省，东连安
徽省，东南和南邻江西、湖南两省，西靠重庆市，西北与陕西省为邻。湖北以在洞庭
湖之北而得名。唐属江南东道、淮南道和山南东道；宋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为湖
北得名的开始；元设江南湖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为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
省置湖北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境内湘江贯穿南

北，又简称为湘。据传，湘江流域过去多植芙蓉，唐代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
国”之句，湖南故又有“芙蓉国”之称。湖南东临江西，西接重庆、贵州，南毗广东、
广西，北连湖北，省会设长沙市。
1．巴东韦氏
巴东地处湖北西部，长江三峡中段。因位于古巴郡之东，故名。汉为巫、姊两县
地。南北朝宋置归乡县。北周天和六年（571 年）改为乐乡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
改置巴东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巴东县常住人口是 42.08 万人。
1993 年《巴东县志》记述，1982 年统计，巴东县有包含韦姓在内的姓氏共 363 个，
韦姓居第 266 姓。
2．天门韦氏
天门地处湖北省中部，汉江下游北岸。秦置竟陵县。晋分置宵城县。西魏并入宵
城县。北周复置竟陵县。后晋改置景陵县。清雍正四年（1726 年）为避康熙陵墓名讳，
改称天门县。1987 年 8 月 3 日设立天门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天门市常住人口是 141.89 万人。
1989 年《天门县志》记述，1985 年统计，该县有包含韦姓在内的 367 个姓氏。供
奉“三柏堂”者，多由江西分衍而来。
3．湖南韦氏
湖南韦氏，从秦开发岭南时起，历代均有韦族入迁，支系多且复杂。据对湖南韦
氏源流分布的调查研究，元哲裔孙迁居广雷等地。盛唐诗人韦鼎就是湖南人氏；今广
西桂北泗柳韦氏，其先祖也是从湖南迁入的。湖南有姜华韦氏宗谱三卷。
六、广东韦氏
广东，《吕氏春秋》中称“百越”，《史记》中称“南越”，《汉书》称“南粤”，越
与粤通，简称粤，泛指岭南一带地方。广东先民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劳动、繁
衍。在历史长河中，广州、广东等地名次第出现，逐渐演化成广东省及其辖境。
广东，简称“粤”，省会广州，是中国大陆南端沿海的一个省份，位于南岭以南，
南海之滨，与香港、澳门、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接壤，与海南隔海相望。
元哲裔孙韦应邦子韦彦春由京兆府领军并携带眷属至广东南雄府落业，其子孙后
分居高州等地。再迁徙潮州、三水、信宜、罗定、徐闻、连县、中山等市县。
1．南雄韦氏
南雄地处广东北部。战国时属楚。秦为南海郡地。汉设南野县。五代后梁贞明六
年〔920 年〕置雄州。宋开宝四年〔971 年〕改雄州为南雄州。元置南雄路。明为南雄

府。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设南雄直隶州。民国废州设南雄县至今。治所雄州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雄市常住人口是 31.62 万人。
南雄名胜有珠矾巷、梅关等，梅关古称秦关，横浦关，为岭南第一关，历史上是
中原通往南粤的唯一要塞。
南雄韦氏为南京应天府韦应邦裔孙。清文宗咸丰二年（1853 年）应邦子彦春由京
兆府领军一千并携带眷属至南雄府西街新安社落业，其子孙由此分迁梧州府、高州等
地（其中也有迁回者），共形成了 134 个支系，总人数 2.2 万。
2．潮州韦氏
潮州地处广东东部。晋咸和六年(331 年)置海阳县。隋开皇十一年（591 年）改设
潮州，以濒临大海，潮水往复而名之。隋大业为义安郡。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为潮
州。宋为潮州潮阳郡。元为潮州路。明清为潮州府。1983 年潮安县并入潮州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潮州市常住人口是 266.98 万人。
潮州韦氏源出山东，支系较多，有些支系采用“乃坤有玉世飘馨，往重科逢逮贵
长，凤日枝头兆文明，士祟诗礼进辉升”排辈。
3．三水韦氏
三水地处广东中部。秦汉属番禹和四会县地。唐为南海和高要县地。明嘉靖五年
(1526 年)析置三水县，以地处西江、北江、绥江三水交汇处而得名。清至民国因之。
1959 年并入南海县，1960 年复设三水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三水市常住人口是 62.26 万人。
1992 年该县有姓氏 439 个，韦姓为第 102 姓，约 163 人。
4．信宜韦氏
信宜地处广东西南部，西、西北与广西接壤。秦属象郡地。晋为高凉郡地。南北
朝梁置梁德县。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改为怀德县，属永兴郡。唐武德四年(621 年)
置信义县，为南扶州治。北宋开宝年间怀德县并入信义县。宋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
改信义为信宜县。1959 年并入高州县，1961 年复置。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信宜市常住人口是 138.4 万人。
明末高州黄塘韦鹏（号庆高），祖籍福建珠矶巷，
（1623-1702 年）偕郑氏迁入信宣
雷坡，生韦岳；以后庆高又只身迁往六利上经岭娶郭氏，形成了另一支系。仅六利支
系至今已经历了十五世代，共 800 多人。
（注：韦庆高兄弟 6 人，有 4 位留在高州黄塘，
另一位迁阳春县）。
南雄府韦奇介儿子韦沃于明万历年闻也迁至广东信宜坡脚定居。
5．罗定韦氏
罗定地处广东西部，与广西岑溪为界。秦汉为苍梧郡端溪县地。晋末为晋诏郡龙

乡县地。隋初改为平原县。明万历四年（1576 年）设罗定州。民国初改罗定县，沿用
至今。治所罗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罗定市常住人口是 95.91 万人。
罗定韦氏为南京应天府韦应邦裔孙，应邦子彦春落籍南雄，其玄孙会国于明洪武
十六年（1384 年）联合 24 姓奉旨镇守泷水城（罗定），洪武二十八年（1897 年）回南
雄府接家。誊到泷水仪凤岗即罗定二都二图垌心寨太平落业。如今在罗定已形成 16 个
支系，分布于罗平、泗纶、都门、黎少、扶合、加益等乡镇。
韦庆厚的子孙亦从广西北流县六郎村迁至罗定州大塘村。
6．徐闻韦氏
徐闻地处广东西南缘，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隔海相望。秦属象郡。汉元鼎六年
前（111 年）置徐闻县，属合浦郡。南北朝齐置乐康县。隋改置隋康县，属合州。唐贞
观二年（628 年）复置徐闻县。北宋并入海康县，南宋乾道七年（1171 年）复置徐闻
县，沿用至今。治所徐城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徐闻市常住人口是 142.4 万人。
该县韦朝林世系一世祖为南京韦应邦的十六世裔孙。
7．连县韦氏
连县地处广东西北部，其西北与湖南毗连。春秋为南越地。战国属楚。秦为长沙
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桂阳县。三国属始兴郡。隋开皇十年(590 年)置连
州。清雍正五年（1727 年）连州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 年）改称连县，沿用至
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连县常住人口是 431.2 万人。
1982 年，该县统计有韦氏数十人。
8．中山韦氏（又称翠微韦氏）
中山地处广东中南部，珠江口西岸，秦为南海郡地。东晋为东宫郡宝安县地。唐
为东莞县地。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置香山县。相传 1300 多年前，境内五桂山
花香扑鼻，故名。1925 年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改名中山县，1983 年
设中山市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山市常住人口是 134.76 万人。
中山韦氏其始祖韦德宗（字昆，又名五十一）于宋咸淳九年（1273 年）从南雄府
迁到中山长安乡与陈氏结楠而占籍，勤劳耕耘，三代单传，至明洪武六年韦恭皋再迁
中山县翠微乡，其子孙又自称翠微韦氏。该世系从七世起支分三房，以后人丁兴旺，
昌盛发达。道光年间二十世韦鲁宁终成为港商巨富。现代人韦靖所纂修的《韦氏家谱》
中，载有广东中山韦姓一支字行为：“永乾佑宁嘉，延国安靖始。”

9．广州韦氏
广州是广东省首府。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派任嚣率兵统一岭南，设立南
海都，广州当时称番禹。汉初，赵伦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其王朝历经五世
93 年。赵伦以番禹为首邑，将番禹城向东西东、广西省区大部，这是广州名称之始。
唐为岭南道治。五代梁贞明三年（917 年），南海王刘袭在此称帝，改元乾亨，国号大
越。翌年改称汉，史称南汉。三国至唐末五代时期，广州城向南扩大，名为新南城。
宋代为广东东路治。明代为广州府。清沿明治。1921 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为广州正式
建市之始。2000 多年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韦氏在广州经营生意的不少，诸如广州韦氏服饰公司、韦氏进出口贸易公司、韦
氏家具公司等等，均为韦氏人家所经营和主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
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为 1270.08 万人。在常住广州的外来人口中，来自省外的有 300 万
人。其中来自湖南的最多，有 80 多万；其次是广西，有 40 多万；较多的还有湖北、
四川、江西、河南等。
韦绍光，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人。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首领。
菜农出身，喜习武术。1841 年 5 月 29 日，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军窜至三元里一带肆行淫
掠，韦绍光等人联络与号召村民在村内伏击侵略军，当场打死几名英军。三元里村民
知道英军肯定会来报复，就在村子北面的古庙集合，商量对付敌人的方法。推举韦绍
光为首领，联络一百零三乡人民，决定以古庙一面三星黑旗作为令旗，宣誓“旗进人
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5 月 30 日清晨，三元里和附近各乡几千群众，手持锄头、
铁锹、木棍、镰刀、鸟枪，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英侵略军负隅顽抗，三元里
及各乡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诱引英军到牛栏岗，分割围歼，武装群众歼灭侵略
军 200 多人，生俘 20 余名，缴获大批武器。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
规模较大的一次斗争。从此，民间流传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歌谣。韦绍光
后仍以种菜为生，享年 80 余岁。
七、福建韦氏
早在明代时期，福建泉州韦姓后人就达数千人，数百年过去后，韦氏后人在泉州
却越来越少，如今在泉州境内只有一千多人，主要分布在南安的水头韦厝村和水头西
湖，还有一些则分布在泉州市区五堡街。
韦厝村韦进步是韦氏第 19 世后人，村里也有到第 23 世和 24 世的。韦厝村大约只
有 300 人，从韦厝搬到水头西湖的韦姓后人大约 300 人，还有 500 多名韦氏后人居住
在市区五堡街，在泉州市范围内总共有韦氏后人一千余人．
另在广东潮州、广西南宁、江西等地均有赢溪韦氏族人；厦门现在有韦氏后人近

百人；一部分迁到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省。修
于光绪年间（1893 年）的旧谱在文革时期被烧毁了。
在韦厝村村民家的门楣上，堂号均为“赢溪流芳”字样。据称，这与他们的七世
祖相关。韦厝村出过的最知名人物是七世祖尚贤公，于明（正德 16 年）中进士，先后
任大司徒，广信府知府。明孝宗皇帝为表扬其政绩，特封堂号“赢溪”。
泉州的韦氏始祖三兄弟添从公、添信公、添养公人闽有两种说法：一是元末避乱
从河南光州固始直接入闽；另一种是五代十国时期，韦姓始祖先随闽王来自中原河南
省固始县。在元朝末，始祖三兄弟辗转漳浦、大盈、泉州等地，最后定居泉州。据旧
谱记载，泉州韦厝的族人在明清时期人口曾达数千之众。而在 1999 年 12 月，村里曾
举行过宗亲庆典大会，当时统计到的泉州韦姓后人只有千余人。
八、海南韦氏
海南，省会海口，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
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 年 4 月 26 日，中共
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中国第五个经济特区，海南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海南岛是中国南海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仅次于
台湾的全国第 2 大岛。海南省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
元哲裔孙韦执谊等子孙分居海南琼山、海口、三亚、琼海、儋州、定安、临高、
澄万、屯昌、乐东、白沙、昌江等市县。
海南韦氏是个旺族，全岛“八州卅县”都有韦族子弟生存繁衍。在琼韦氏中除了
韦执谊世系之外，还有南京世系、韦田宏世系等。这里仅介绍“郑都韦氏”（即琼山韦
氏）的部分资料。
琼山地处海南北部，海口市南部。《方兴纪要》载：“府南十里有琼山，土石多白，
似玉而润，县以此名。“汉为珠崖郡日覃都、玳瑁县地。隋大业三年（607 年）置颜卢
县。唐贞观五年（631 年）析崖州置琼州，舍城分置琼山县，为琼州府治。宋熙宁四年
（1071 年）舍城并入琼山县。历元、明、清。民国废府留县。1959 年琼山县并入海口
市，1960 年复设琼山县。1994 年 4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琼山市（县级市），
治所府城镇。2002 年 10 月 16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琼山市和海口市秀英区、新华区、
振东区，以原琼山市和海口市原秀英区、新华区、振东区的行政区划设立海口市秀英
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琼山区辖原琼山市的府城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
镇、旧州镇、三门坡镇、甲子镇、大坡镇等，区人民政府驻建国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海口市琼山区总人口是 47.9 万人。该区
侨居日本、泰国、德国、美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数达 20 多万，是海南重要侨乡

之一。
805 年，唐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韦执谊（龙门公房）是朝廷重臣，深受顺宗帝倚
重，位至宰相，在“永贞革新”中，触犯了保守派、宦官、地主、豪强利益，最后革
新运动以失败告终，革新集团头面人物均受残酷迫害，、王叔文被处死，韩泰、柳宗元、
韦执谊等亦纷纷被贬，这就是史称“二王八司马”政治迫害案件！韦执谊被贬珠崖（今
海南琼山市一带）。随来家属有杜、范夫人和三个儿子及堂弟执询、弟妻、侄儿多人。
从此，韦执谊落籍郑都（今琼山市十字路镇雅咏村一带），这里也就变成了海南韦姓的
发源地。从韦执谊第五世孙韦良垣第一个迁往崖州望楼定居后，历代都有分枝产生。
如今韦执谊支系、执询支系子孙遍布琼山、海口、三亚、琼海、儋州、定安、临高、
澄迈、屯昌、乐东、白沙、昌江等十二个县市共二千多户，人口达 9306 人。此外，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也有不少韦姓华桥。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原副书记、副主任韦泽芳，就是原琼山县人。
琼山县韦氏祠堂原有长联：“五世儒宗自唐而宋而明士气至清不振，一经相业由崖
及乐及会及定文风与琼齐辉”。
九、贵州韦氏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省会贵阳市。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
接四川和重庆市。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资源富集、发展潜力
巨大的省份。省会贵阳更因气候宜人，适合避暑消夏而成为“世界避暑之都”。唐为黔
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
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
元哲裔孙韦四海、韦世华、韦大明等迁居惠水，韦王傅移居独山，韦秉缘迁居麻
江。今分居惠水、独山、三都、雷山、贞丰、三穗、赤水等市县。
1．惠水韦氏
惠水地处贵州南部，原名定番。唐置庄州。宋置南宁州。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
置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等安抚司。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置程番府，万历十四
年（1586 年）置定番州，清沿袭。民国二年（1913 年）废州置定番县，民国三十年（1941
年）改设惠水县，以连江支流惠水得名。沿用至今。属黔南州。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惠水县常住人口是 34.2 万人。
1989 年《惠水县志》记述，
“唐末五代时期，今惠水属楚国，由楚王马殷所辖，这
个地区为楚国南方边陲。在公元十世纪二十年代，因两溪洞蛮反叛，马殷派遣怀远大
将军龙德寿率领邕管柳州八姓兵讨伐。几年征战，反叛平定，为防再反，留八姓兵各
据一地戍守。柳州八姓，即龙氏、石氏，张氏、程氏、韦氏、方氏、洪氏、卢氏。在

八姓中，七姓在今连江盆地安营扎寨，只张氏，据宋史记载，戍守密州，其今地址，
未作考证。该书“附录”又进一步指出：“韦番司，原位于今县城南八里的大围对门杜
家坟山。后迁珠场寨与高旺寨之间的韦番，在今县城六里，原籍广西柳州城人，始祖
韦四海带领韦姓兵，与龙德寿入黔，驻兵戍守。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韦公优等
人贡，称韦番，谓之西南“七姓番”之一。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韦番蛮夷
长官司隶属于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 年），韦胜祖归附，
次年授韦番长官司长官。子孙世袭直至民国初年，后裔仍居住于此。”
惠水韦氏的另一支系是旅台同胞韦福成世系。其祖来自江西临江府，先居广西柳
州，后入贵州大塘杨方大井，再移惠水米丹、门潭，最后迁居交椅和小满告，在惠水
己达十代（见韦福成：
《韦公承德郎永仕、王氏安人百年纪念专辑》），其始迁祖韦世华。
近代地方上知名人士有韦永贤（字子王）、韦福德（字秉文）等。
另据惠水县“文史资料”第十集载文：惠水县党古村也是韦氏聚居点之一，清同
治八年（1869 年）因兵燹，党古村人修筑营盘避难，由韦朝卿(字宗盂，1833-1892)
撰写的“韦氏宗祠”碑文称，其先祖韦大明从江西临江府迁来。该村韦连瑞家的朝门
石柱上则有“五世为儒先进杰，一经教子旧家风”；韦正宗家朝门石柱上刻有“一经垂
后裔，万古念先人”；韦立家朝门石柱刻有“敢玄汉唐传世德，明将邹鲁作家风”。这
些晚清石刻说明了党古韦氏宗源都出自山东韦孟、韦贤。
2．独山韦氏
独山地处贵州南部。汉为毋敛领县地。唐贞观三年（629 年）置石牛县，隶南寿州。
宋初置中平县，属南丹州。元置独山州长官司，因城东南独坡（亦名独山），四野广陌
平畴，一山中立不连他山，故县冠其名，隶新添葛蛮安抚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 年）
改为独山州长官司。弘治七年（1494 年）置独山州，隶都匀府。民国二年（1913 年）
废州置独山县至今。现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独山县常住人口是 26.51 万人。
独山韦氏，源说有二，一是台湾韦濂 1996 年 3 月撰写的《韦氏宗·家谱》记述，
独山韦氏来自南京应天府，现散居于尧梭（即大寨、平寨与小寨），先祖韦王傅是明初
受皇命，南迁抗蛮而屯垦的移居者。二是韦祖镳考：独山县坝寨韦氏其先祖于宋末迁
入湖南，住宝庆府安抚司十二哨，后随狄青征湖广依智高，有勋于国。至明洪武开拓
贵州，随红宪征剿，奖励加职于广西，有三个儿子分住独山州北街一甲，子孙繁衍于
北街一甲，巴索、白岩，巴林、巴绵、十六狄、古州三塘、整雷、秉礼、乔桑、千家
寨、排条、利朱、利杀、坝寨、甲报。其中广西南丹州韦氏与坝寨韦氏共祠，双方各
有碑石记载。

3．三都韦氏
三都地处贵州南部。唐贞观三年（629 年）置应州，治都尚县，宋废。明洪武十六
年（1383 年）置合江陈蒙烂土长官司，隶都云定安抚司。清雍正八年（1730 年）废都
匀厅置都江县；废独山州置三合县。民国三十年（1941 年）并都江、三合两县置三都
县。1956 年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至今。属黔南州。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显示，三都县常住人口是 28.3 万人。
三都韦氏主要分布于丰乐、杨洪、恒丰、烂土、周覃镇、尧吕、羊基等乡镇一带。
4．雷山韦氏
雷山位于三都南边，以县境雷公山而得名。清雍正八年（1730 年）置丹江县。民
国三十三年（1944 年）置雷山设治局，1949 年置雷山县，1950 年复为雷山设治局，旋
又改为雷山县，1955 年成立雷山苗族自治县，1956 年复为雷山县，1958 年并入凯里县，
1961 年复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雷山县常住人口是 11.72 万人。
据 1992 年《雷山县志》记述，该县苗族的 42 个姓氏中，韦姓为第 12 姓，分布于
全县各地；水族在 1987 年总人口为 4038 人，姓氏有陆、韦、杨、潘、王诸姓，分布
于与三都毗邻的达地、桥桑等村寨。
5．贞丰韦氏
贞丰地处贵州西南部。唐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置明州。会昌二年(842 年)称罗殿
国。宋熙宁六年（1073 年）改称罗番。明置安隆长官司，隶泗城州。清雍正五年(1727
年)置永丰州，治场坝，属南笼府。七年（1729 年）移治珉球。嘉庆二年(1797 年)更
名贞丰州。民国二年（1913 年）废州置贞丰县。1958 年并入仁兴县。1961 年复置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贞丰县常住人口是 30.38 万人。
据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气象局韦昌国考：该县珉谷镇巧贯村有韦氏百余人，其
先祖兄弟三人由“江西宁江府”迁来，一支住巧贯，另两支落脚地点不详。巧贯有清
康熙年代碑文一块，其背竖刻诗一首“知州陇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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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州免谷占住顶江巧贯”，共 37 个字。右侧竖刻“韦氏

祖藉”四字。汉字清晰无误，族中长辈均能用布依族语言诵读，但无人能解其意。据
说上溯三辈老人亦不能解释。此诗平时不用，只在白喜之时立碑做道场，由先生领头，
族人跪地随诵一遍。
6．三穗韦氏
三穗地处贵州东部，相传县城附近的稻田一支出三惠，故名。宋大观元年(1107 年)
置邛水县，属思州。元初更名定安县，至元二年（1288 年）复名邛水县。明洪武五年
（1372 年）置团罗、得民、晓隘、陂带、邛水五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改属

镇远府。清雍正十年（1732 年）设邛水县丞。民国二年（1913 年）置邛水县。民国十
二年（1923 年）更名灵山县，因与广西灵山县重名，十六年（1927 年）改三穗县。1958
年并入镇远县，1962 年复置三穗县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三穗县常住人口是 15.57 万人。
1994 年《三穗县志》记述，该县的侗族共有姓氏 114 个，其中韦姓为第 93 姓；苗
族有姓氏共 98 个，韦姓为第 84 姓。
7．赤水韦氏
赤水地处贵州北部，赤水河下游，故以赤水河取名。汉属符县地。西晋永嘉五年
（311 年）置永安县。南北朝宋属绵水县，梁废安乐县为安乐戌。北周属合江县。宋大
观三年（1109 年）置仁怀、承流二县，属滋州。宣和三年（1121 年）降为仁怀堡，隶
南平军。咸淳末改隶泸州泸川郡。元置古滋、仁怀二长官司，隶播州安抚司。明万历
二十九年（1601 年）置仁怀县，治留元坝（今复兴场），属遵义军民府。清雍正八年（1730
年）徙治生界亭子坝（今仁怀县），旧城驻遵义府通判。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置仁怀
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更名赤水厅。民国二年（1913 年）置赤水县，1990
年撤县建市，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赤水市常住人口是 23.70 万人。
1990 年 8 月出版的《赤水县志》记述，该县 1982 年共有姓氏 390 个，韦姓为第
118 姓，有人数 240 人。
十、四川韦氏
四川，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省，省会成都市。四川简称川或蜀，又因先秦时四
川曾分属巴、蜀两诸侯国，故别称“巴蜀”。四川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物产丰富，自
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北宋真宗咸平年间将地处今四川盆地一带的川峡路分为益州路、
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由此得名。另
一说是四川境内有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四条大江，古称江为川，由此得名四川。
元哲裔孙韦皋、韦兴宗迁居四川宜宾、乐山、南川、涪陵等市县。
四川地灵人杰，韦氏先代对四川的发展有非凡的贡献，如长江边世界最大的乐山
大佛，就是韦皋祖孙等三代工匠几十年心血的杰作。大诗人韦庄，两次入蜀。第二次
为公元 101 年，在蜀居留长达 10 年，最后客死成都花村坊。
1．宜宾韦氏
宜宾位于四川盘地南部，是川、滇、黔三省交汇地。自古以来，宜宾就是川南、
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宜宾形成
了具有本地区古老民族文化特色的焚文化、酒文化、竹文化、茶文化及独特的川南民

俗风情等。汉建光六年（135 年）始置焚道县。南北朝梁置戌州，北周改为外江县。隋
复置焚道县。唐改为义宾县。宋政和四年（1114 年）置宜宾县。解放后先后设立宜宾
区专员公署、宜宾专员公署、宜宾地区行政公署；1996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宜
宾地区，改设四川省辖宜宾市；1997 年 2 月，宜宾市人民政府成立。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宜宾市常住人口是 447.2 万人。
1991 年《宜宾县志》记述，1982 年该县对 225830 户人口进行调查，共录了 298
个姓氏，其中韦氏为第 47 姓，其户数在 100-1000 户之间。
2．乐山韦氏
乐山地处四川中南部。汉置南安县。南北朝改为平羌县，并在境内置嘉州。宋改
设嘉定府。元改为嘉定路。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置乐山县，地处乐山而名。1978
年改县为市，1985 年乐山市改省辖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乐山市常住人口是 323.58 万人。
乐山大佛通高 71 米，头高 14.7 米，头宽 10 米，发髻 1051 个，耳长 6.7 米，鼻
和眉长 5.6 米，嘴巴和眼长 3.3 米，颈高 3 米，肩宽 24 米，手指长 8.3 米，从膝盖到
脚背 28 米，脚背宽 9 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据记载，乐山大佛于唐玄宗开元初年
(713 年)开始动工，由于工程浩大，工程一再中断。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
赠俸金继续修建乐山大佛，在经三代工匠的努力之下，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 年)，
前后历经 90 年时间才完工。韦皋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载录了开凿大佛的
始末，原碑尚存大佛右侧临江峭壁上。
韦皋为四川节度使，治蜀 21 年，乐山韦氏有其支系。
3．南川韦氏
南川地处四川东南缘。秦汉属枳县地，隋为巴县辖地。唐贞观十一年（638 年）始
建隆化县，后改称宾化县。宋复名隆化。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改置南川县。1994
年 4 月，撤销南川县，设立南川市。2006 年 10 月，撤销南川市，设立重庆市南川区。
以原南川市的行政区域为南川区的行政区域。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川市常住人口是 53.43 万人。
据考，南川韦氏为京兆堂世系，入川时间久矣，主要分布于北固乡、巴东、铁村
一带。
《南川县志》对名医韦骏哲（南川巴东广福桥人）的记录是：
“为人诊疗概不受谢。”
另据资料：千一公景岱之裔孙韦兴宗于明成化年间（1465 年）奉旨去四川平乱，
于定州杨家龙地娶一妾岑氏生一子祖安，祖安后定居南川，该支有韦氏宗谱 22 卷。可
惜已霉烂损坏，无法辨认，此支系班辈为：大德战廷有，必正永朝宗。

4．涪陵韦氏
涪陵地处四川东南。春秋战国为巴国枳邑。秦置枳县，属巴郡。唐置涪州。三国
设涪陵郡。东晋迁涪陵郡治（今彭水县）于枳县。清初设涪陵县。1983 年撤县置涪陵
市。1997 年 12 月，撤销原地级涪陵市和枳城区、李渡区，设立重庆市涪陵区，重庆市
涪陵区辖原枳城区、李渡区的行政区域。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涪陵区常住人口是 106.67 万人。
涪陵韦氏分布于龙安乡上双冲一带。有二支：一支从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迁
入南川，再迁涪陵；另一支系明代孝子韦志通的后代，人口约六七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