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明清两朝离乱多 英豪壮士功勋耀

韦商臣 字希伊，长兴人。明嘉靖二年（1523 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次年冬，

商臣以大理初定，廷臣下吏，被贬谪者，诸多罪责，多不实际。处罪不当，谪戍、杖

毙、逮击、下狱，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骇众心。商臣遂以平狱之职，上疏评述，

以求甄别，或平反昭雪，或严惩不贷，或宽免，或赦罪。后商臣居家而卒。

韦宗孝 云南嵩明州吏目。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十二月，武定贼凤腾霄作

乱，反围云南府城，转寇禄丰。梦阳率民众出城力战，贼遂退去。次年元旦，方朝服

祝厘贼，出其不意，袭陷其城，梦被执去，不屈而死。宗孝出击而败，全家死之。赠

本州同知，荫子入国学。

韦王明 广西柳州府洛容马平人。明万历元年（1573 年），马平被官兵剿，初平时，

因建营堡，使土舍韦志隆提兵驻其地。王明怀恨旧怨，视堡兵如仇，常率东欧、大户

诸蛮要挟营堡，兵备周浩使千总前往安抚，千总被杀劫村落，由是总兵王尚父，举兵

平之。

韦朝威 桂林府古田（今广西鹿寨县地）人，时为古田首领，起兵反明，占据古田，

县官遣典史入县抚慰诏谕，执烹之。至明正德中被俘遇害。

韦朝义 柳州洛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地）人。明万历元年（1573 年），农历元月十

五日晚，朝义率上由、古底诸众起事，半夜出击县城，夺县印被剿之。

韦银豹 (1496—1571)，古田县凤凰村（今属永福县永安乡）人，壮族，世代家境

贫寒，祖父、父亲均以打长工和行乞维生活。

韦朝威牺牲后，韦银豹继承父志，重举义旗，誓与明王朝血战到底。韦银豹排行

第三，十几岁时就与兄长银站、银虎一起随父亲参加反抗明朝的斗争。明正德十三年

（1518 年），韦银豹决心为父报仇，率领义军攻下古田县城。附近的雒容、灵川等地百

姓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使明朝廷大为震惊。正德十四年，明武宗派镇守广

西的副总兵张佑和太监傅伦，拼凑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兵力共 4 万余人，分五路围

剿义军。韦银豹指挥若定，凭借有利地形与官军周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官军

拖得疲惫不堪，而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来犯之敌，粉碎了官军的围剿。得胜以后，韦

银豹被称为“莫一大王”（莫一，壮语意为力大无穷）。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为了进一步削弱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势力，韦银豹发动

了新一轮的攻势。这一年冬天，韦银豹联合八寨（今上林、忻城县境内）农民起义军，

强攻灵川，架云梯，越城墙，犹如神兵天降，守城官军闻风丧胆，丢盔弃甲，四处逃

窜。进入灵川城后，韦银豹除贪官，杀污吏，运走大量白银，放火烧毁官署，没收地

主粮食，分给贫民，深得百姓拥护。



韦银豹攻下灵川后，随即撤离，挥兵直指省城桂林。由于官军重兵扼守临桂一带，

所以韦银豹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在敌人防守薄弱的北面发动进攻。驻守临桂的明军

获悉，星夜把队伍拉回桂林城，韦银豹未能攻克。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韦银豹再次组织力量围攻桂林城。在一个严寒的深夜，

他率领起义军，凭借星光，沿着古田的木皮江，翻越登云山，来到桂林南城。当时城

门紧闭，官军防守严密。韦银豹与部将商议后，派出几个勇士，攀城而入，然后放下

绳索，把战士一个个吊上城墙，神不知鬼不觉攻入桂林城。参政（明代在各省布政使

下设左、右参政，为从三品）黎民衷从梦中惊醒时，已成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其他

贪官污吏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义军夺走库银四万两后撤离。在桂林市芦笛岩附近的

大岩洞内，至今还保存一块记载此事的石刻。内容是：“加（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迎春，混入蛮贼，劫掳布政司库花艮（银）七石，杀死布牧黎民衷。”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八月，起义军再次攻入桂林城，并袭击靖江王府。两度

攻入广西省城桂林，也标志着古田农民起义发展到了高潮。

韦银豹在军事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以后，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继续北上，

长驱直入湖南省境。义军所到之处，湖南人民纷纷响应，很快成为威胁明王朝统治的

一支重要力量。广西、湖南的文武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调大军镇压。于是，明穆

宗任命俞大猷为广西总兵官，并把原任江西按察使的殷正茂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隆庆五年（1571 年）六月，韦银豹在凤凰山（今永福县东北）古训村的岩洞中被官军

俘获，随即解送京城遇害。

韦同烈 贵州苗人领袖，明景泰初（1450 年），反叛朝廷，而围新添、平越、清平、

兴隆，后为侯琎总督贵州军务讨平之。

韦君朝 宋时居文兰峒（今东兰县地），为东兰土司酋长。传于宴闹，后内附宋朝

因置兰州，以宴闹知州事，使世其官。

韦祖鋐 明广西东兰人，赴布政司任事。明弘治二年（1489 年），有昆乡、清潭、

南乡、三岔、伏屡等地匪乱，祖鋐奉命征剿，大获全胜，受朝廷嘉奖，并拨清潭、南

乡、三岔、伏屡等地归东兰土知州管辖。祖鋐也因擢东兰知州。

韦正宝 (1478—1510)祖鋐长子，明弘治年间，因贵州都匀苗乱，奉旨北征，协同

贵州巡抚邓廷瓒讨伐，擒获贼首张世禄，钦蒙圣恩准袭东兰知州职，后屡建功，敕封

平北伯。正德二年（1507 年）居上林，奉命征八寨。武宗正德四年(1509 年)冬，广东

潮、惠等府受倭寇侵害，奉调征剿，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直

抵九连山贼巢，一鼓歼敌，不幸箭伤。正行五年（1510 年）春三月在惠州行辕为国捐

躯，英名永垂。育子虎臣、麟、韦丝、线。

韦虎臣 (1495—1516)正宝长子，乳名犀牛。正德四年（1509 年），年仅 14 岁便



随父出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抗倭，父阵亡后，蒙荫袭职，扶父柩西归卜吉安厝，时

年仅十五岁。正德八年（1513 年），江西宁王宸豪叛乱，奉调从王守仁征讨，平定福建

与江西交界之武夷山，英勇杀敌，经大小数十战，立大功，钦奉圣恩，赐予“哀孝忠

勇”金匾。内乱稍定，外患益急，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倭寇仍很猖獗。正德九年（1514

年）冬，虎臣奉旨再次出征抗击倭寇，转战经年，所向无敌，击破倭贼于雷州。正德

十一年（1516 年），聚歼倭寇于海南岛。于是胜利班师，回到广州。捷报传至京师，群

臣朝贺，武宗朱厚照喜曰：“朕今得虎臣俍兵，东南沿海无忧矣！”因赐犀牛名“虎臣”，

敕封武夷侯。因功高震主，为奸臣严嵩所妒，进谗言曰：“韦虎臣俍兵天下无敌，屡建

大功，兵权在手，如不早除，必为后患”。故以劳军庆功为名，暗赐毒酒，杀害虎臣于

广州，时年仅 22 岁。由部属远途护柩回广西东兰县岩石纳腊山厚葬。奉旨旌表碑铭二

座，敕赐修制石人、石马、石狮、石象等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育子起云。

韦友云 韦祖鋐少子（按《韦氏族谱录载》）。明广西来宾人。洛春洞开拓者。原籍

广西东兰。明正德七年（1512 年），举家徙居原迁江境内（今来宾县内）。被县主荐授

总练。时天下汹繁，洛春匪患，横行肆虐，掠敛民财，荼毒生灵。云受钦命，统戎于

征，淮祐庶民，鏖战经年，竟殄顽凶。饮至策勋，钦加五等军功，封地洛春，尊为领

主。

韦起云 (1514—1557)虎臣遗孤，号葵轩。袭东兰土知州，屡奉调出征两广地方，

多立战功。嘉靖十三年（1534 年），将交州衙由武篆迁至今兰城（今广西东兰县城），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起云亲领长子应龙与田州瓦氏夫人率领田州、归顺、东兰、

那地、南丹等处俍兵开赴闽浙沿海一带抗倭，战后谢绝奖赏，荣归故里。嘉靖二十八

年十月十八日奉勘合文凭，实授东兰土知州职。

韦应龙 (1533—1588)起云长子，随父抗倭，征战各地有功，蒙军门赏给冠带，与

父同掌署事。屡次征战，斩获贼首立功，请奉于嘉靖四十二年升授东兰土知州加四级

服色。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因防守桂林城失陷而被革职。隆庆三年（1569 年）奉

调征广东、广西倭寇及匪贼有功，蒙两广总督军门刘钊符恢复前职。以后数战中，均

蒙赏赐。东兰城东之九曲河益寿桥即应龙为母金氏六十六寿辰而修建的。

韦 兴 宪宗时，为内侍梁芳党羽。与芳勾结，奉承万贵妃，而内弄权，从妃谋废

太子而另立兴王。孝宗即位，调梁芳居南京，继而下狱，韦兴亦被斥退。正德初（1506

年），复用韦兴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事。

韦 眷 与王敬俱是内侍梁芳党。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商人通诸蕃，聚珍宝甚富。

因眷诬奏，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由此人莫敢逆眷。弘治初（1488 年），眷因勾结蔡用

妄举李文贵，又冒犯太后族，遂降左少监，撤回南京。

韦 昭 字通显，广西宜州人。明永乐十九年（1421 年）中进士，由翰林历官大



理寺副，致仕归，隐居南山，躬耕自给。有司或造门请谒，则荷蓑戴笠，自田间跣足

而至。易衣冠，乃楫客，间设鸡黍，清谈竟曰，绝口不提世事。人益以此重之。（《郝

志》）

韦 权 安徽合肥人。少好骑射，喜兵法。元末从军淮西，后归明太祖朱元璋，从

克太平，累功升都督佥事。

韦德成 凤翔临淮人。元顺帝正至十五年（1355 年），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征战，

以功累升右副元帅，征宣州殁于阵。赠京兆郡侯。

韦 善 德成子。未冠，除金吾左卫指挥佥事，晋王之国。调太原护卫，历南海卫

指挥使、中都尉留守、交趾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七年（1409 年）卒。占籍广东东

莞。

韦 贤 字思齐，广东东莞人。善子。嗣袭指挥使，除交州右卫。后调广东都司南

海卫。政尚宽厚，廉洁自持，军民德之。七年卒，享年五十。

韦 俊 贤子。袭职。嗜学有才略，善于骑射。袭职赴北京，与各卫所舍比试武技，

监试官叹尝，置高等。正统十四年（1449 年）八月，黄萧养作乱，与侍郎陈链、弟韦

俭筹议御寇安民之策，并率兵击贼。广州城卒无恙。

韦志通 自外迁至四川南川。少丧父，事母娄氏至孝，晨昏必跪问安。母年八十瞽，

通侍起居弗暂离。母殁，泣血三年，哀慕终身。明正统中（1436 年），以孝表旌乡贤祠。

万历时，孙邦聘以进士官湖广彝陵知州，诰赠通奉政大夫。

韦 正 名宦志，守正叔，至正五年（1343 年）进士，洪武三年（1370 年）为河

州卫指挥使，常言：民间传输为劳，而有茶可以易粟；以茶给军士，令自相贸易，庶

省四民之劳，诏从之。正初至衡，诚邑空虚，乃日夜抚循其民，遂为乐土。朝廷尝赠

玺书劳尝，擢临洮知府，入名宦祠。

韦 贵 广西武沅人，生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宣德中（1426 年）进内庭，

初授长随奉御，历内官监右监丞太和山提督、左监丞、右少监兼督湖广，后卒于署，

年八十一。上遣尚衣监太监潘记谕祭，兼给宝钞五千供丧。荣贵两朝。宠眷尝赍屡厚，

有莽衣玉带之赐。子正、直、绍、宗、诚、敬。正、直、绍为百户；宗镇抚；诚、敬

均义官。自正以下子孙二十余人皆在仕途。

韦 淇 浙江东阳县治东人。永乐十六年（1418 年）贡生。授沐阳知县，以正直

忤当道，左迁至山丞。有惠政，转河南彰德同知。恩封祖纶，父绍祖均赠奉政大夫。

韦 厚 字元载，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进士。其先为湖广岳州人，宋南渡时，

十世祖篙任武康尉，因占籍长兴为长兴韦氏。厚先任贵溪令，后调麻城，升黄州郡丞，

清苦自励，恺悌有古循吏风，一介不取。以考绩过家卒，著有翠屏诗集。子尧臣、商

臣、唐臣、蜀臣。



韦 斌 字彦质，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大河卫人。成化十四年（1478 年），进

士。官户部给事中。后擢广东提督学佥事，终为福建提督学副使。藻鉴精明，有声于

时。

韦起宗 福建晋江人。以孝顺闻名。明万历中，旌其里曰：“节孝”。

韦经明 中官。历官广州市舶司，镇禁两广，得为泉州知府。

韦善道 字守约，广东南海人。博学能诗，而不好句章。少为县吏，后卒于郴州郡

守。

韦兰谷 明末清初，江苏人。精十番鼓，得崇祯乐工蒲钹法，传之王九思，谓之韦

派。

韦佩金 字书城，号酉山，江苏江都人。乾隆十七年（1752 年）生。四十三年进

士。历知广西苍梧、怀庆、马平、凌云县。嘉庆四年（1799 年）因事谪戌新疆，八年

释归，闭门养母，教授生徒。精通地理，著有伊黎总志纂略二卷，西戌纪程三卷，又

有世系一卷，旧治录一卷，多散失，惟唐藩镇考三卷尚存。嘉庆十三年（1808 年）卒，

年五十七。

韦光辅 字君绣，号涟怀，又号洞虚子，长州诸生。工书。室名：“在山堂”。著有

《在山堂集》。子文光善画。长女孟庄，善画梅，次女仲雅，善写兰，三女季慎善摹人

物。

韦 坦 字竹坪，号恬斋。江苏淮安人。曾祖文斗，祖景龙，父杰。坦性孝友，少

沉好学，寒暑不倦，道光十六年（1836 年）进士。授兵部武库司主事。历方司事，后

加员外郎衔辅职方主事。逾年，迁员外郎总办职方司事，充则例馆提调。坦历掌军政

武职、吏部考功，在部十五年，驭吏持大体，不苛小过，贤能冠其曹。病疽发于项，

逾月不起而卒，年五十，赠中宪大夫。

韦士吉 原名承禧，浙江东阳官南巷人。少读书，有志量。康熙年间，以军功提授

守备，旋奉总督李之芳命调征闽省。以母老无人侍奉为由。回家终养，徙居玉山。

韦家琳 字西珍、号勗斋，浙江东阳梓里人。善诗。幼好读书，十岁能文。乾隆五

十一年（1786 年）恩贡。知广西修仁县（桂林地区境内），勉励男子读经史，指授文法；

是时广西俗用妇女作苦力，男子什处，切示以廉耻；妇女役于官者悉以遣去。毕生著

有勗斋集二卷、北行草、南行草。题授天和，逾月而卒。父名振，祖佩均封赠文林郎

天和县知县。

韦前谟 字仪喆。安徽芜湖人。祖弦佩进士，官吏部郎中，父圣初贡生，知河南新

郑县。世以治经为业，益欲推所学于时。谟于雍正元年（1723 年）岁贡，先为泗州训

导，后补金坛训导、漂阳教谕，十二年（1734 年）疾卒，年六十六。子：天棅举人，

谦恒一甲进士官编修。



韦仕德 字官懋，四川南川县人，岁贡。生性厚道、学引纯笃，老于教授。时邑令

乔文锦以诗赠：“巨卿才藻羡文宗，济美堂门荫独隆，人拟乐河应是凤，名齐荀氏半为

龙，校书午夜明藜杖，兆梦丁公起腹松，奕叶飞声垂世德，频教彩笔艳花丰”。

韦廷旭 字子旦，四川人。生性淳格，好学安贫，古今书史、文字声音、天文星象，

罔不研究。晚年筑映松书屋、吟咏其中，学者云集。举人周士岳，进士周立英，皆出

其门。

韦才治 字中山，以书冠于郡，为学使所尝，家贫既奉养亲，又兼恤其诸兄，数十

年如一日，不求余裕。晚年无营，生活淡泊，崇奉阴骘文盛应篇印丹桂籍劝世。

韦杰生 字紫航，四川南川县人。父庠生。杰嘉庆十八年（1813 年）拔贡，道光

十六年（1836 年）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坐曹治事八年，廉洁谨慎，治狱无一冤

错。手注刑部则例一部。后以教授为生。常勉励子弟曰：读书必须身力行，文章始有

根柢，义利是大关，必须分辨明白，乃可做人。著有远山时艺，昭经堂文集。子鼎禀

贡生，训导。

韦登峰 字次瞻，杰生孙。四川南川县人，才气横谥，赋诗下笔即成，纵意所如，

与孝廉徐大昌，均属才华英锐，莫相伯仲。后走京师应北闱，卒以贫病殁馆。子家瑞、

作安、家琛、家璞。

韦 灿 四川省南川县人。举人，举知县发湖南候补，不就。选充县训导，以善政

为士类所归，升夔州府教授，六载告归，编修宗谱二十四卷，留传后代。

韦宣卿 字抚棠。四川省南川县人。岁贡。父洪坚，亦岁贡，选清符县训导，老病

未赴。宣卿弱冠能文，为县令周宏濂尝拔，兼受其书法，韶秀俊逸，遗墨留存者尚多，

清乾嘉以下，邑中老辈颇用力此道，后多不传，惟宣卿尚著人口。

韦元爵 广东香山翠微村人。康熙五年（1666 年）海盗潜袭翠微，懿招众击之。

后庵被寇，懿率众赴敌遇害，乡人建庙祀之。

韦 易 字文衍，广东翠微人，清邑生员，雍正十三年（1735 年）岁荐，乾隆元

年（1736 年）应举博学鸿儒，名列广东省第三名，已给咨就道，因病谢归，八十卒。

著有四书渌解，尚书毛诗渌解数十卷，四书制义，诗文集四卷。

韦 溯 字学韩，广东香山翠微人。岁贡。生性孝谨，父母既殁，每月哭拜于坟前。

遇讳日闭门终日不出。家贫刻苦读，至老不倦。著有四书叙说二十卷。

韦应华 字鲁钦。号廷甫。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人。幼年孤苦，浪迹星洲。习西方语

言文字。性机警，触类旁通，尤精于法律条例，凡涉于讼事，皆咨询于公，是非曲直，

凭公一言为断。应华居香港，善于审时度势，购置地业，后来收效数倍，十多年间，

遂拥巨资，由是周贫济困，得行其志，名扬中外。西人为之叹服。诰授奉政大夫，晋

封中宪大夫，花翎府同知。光绪四年（1878 年）四月初十卒，年五十四。生子十五人，



女十人。

韦清选 字进升。原昌黎人。清康熙时，其先迁居辽阳古城子村。幼失祜恃，以光

大门庭为志。弱冠外出经商，为人所重。因办团练拒匪，授军功五品。日俄战争，其

村恰在战区，与村民外出避乱。乱后归来，创警所，设学校，修路筑桥，引渠利农，

不遗余力，一身系一隅之安危，因积劳逝谢省寓。子焕章，累官奉天教育厅长。

韦 广 广西宜州人。明宣德二年（1427 年）中进士。为御史巡按江西，以清廉

公正闻名于世。宜州市南十八里有御史岩，是韦广读书处，岩前有广祖茔。

韦 允 广西来宾人。性质素，以耕为业。常手执一卷，秉耒之暇，即田间诵读之。

教养子孙，族渐繁衍。今邑中以韦为著姓，皆其后裔云。（《金志》）

韦一奇 广西平南人。明隆庆时（1567 年），官教授。事亲奉养惟谨，后遭两丧，

殡葬皆自承。曰：“古人云：‘愿为人兄，供养之日长也。’今父母早逝，不克尽乌鸟之

私，尚忍以此分任弱弟乎？”遗产悉以与诸弟，且为授室。

韦人豪 广西平南人。幼而持重，举动必禀命父兄。既长，闭门诵读，不妄交游。

明崇祯时（1628 年），任教授，擢都察院司务。一时以孝友廉静推之。

韦国相 兴隆司官族。平居严格，以礼自处，亦以礼处人。虽朝夕燕见，必冠服相

对，睦邻敬宗，年过八十犹率履不衰。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司官具其事上本府，

优奖耆行。

韦天宝 (1786—1821)字介圭，号絧斋，清代广西武鸣县罗波乡凤林村韦静屯人。

少年入私塾，19 岁补弟子员后就读于桂林秀峰书院。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考取举

人，与其父韦有纲（嘉庆举人）成为县内父子同朝举人。凤山土州（今属凤山县）土

司慕其才华，聘为幕僚。他赴凤山土司，邀聘时沿途见土州辖区内的老百姓十分贫穷，

而赋税、徭役深重，极为感慨。在《抵凤署感作》一诗中道：“十月兰阳道，穷檐不忍

看。官贪征赋急，少丁避徭难。鸡黍供宾减，人烟入望寒。辖轩谁下问，康济苦无端。”

就任后力劝土官栽减徭赋。由于土司顽固，因议事不合离去。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

秋，到山西省代州（今代县）任执斗山书院山长。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考取进士，

授四川省重庆府巴县知县。道光元年（1821 年），至成都 5 个月病卒，年仅 35 岁。著

有《斗山书院学规十则》1 卷；《存悔堂遗集》4 卷，分《读书解悟》、《师友讲论》、《治

平要语》、《时文》等，由其子韦丰华整理刊行。

韦丰华 (1821——905)字剑城，别号大明山散人，清代广西武鸣县罗波乡凤林村

韦静屯人。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进士韦天宝“遗腹子”。幼年入私塾及被县令招

入县署教读，后到桂林秀峰书院就读。正值太平天国起义，韦丰华在家乡组织团练“捍

卫桑梓”。清咸丰三年（1853 年）三月，奉县署令率团练到陆斡豆俎山（今陆斡村那豆

屯）围剿堂会陆九成部遭溃败。咸丰九年（1859 年），奉思恩府知府徐引的命令率团练



配合官军，于罗波六塘大梁村堵截、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咸丰十年(1860 年)，

以军功被授予“选用知县”，同年经县考试，取为拔贡。同治四年(1865 年)，持练卫团，

多方联络，偷袭韦朗村堂会农军后侧，为被围的思恩府官军解围，后奉右江道统宪令，

起团参加捣毁曾聚集堂会起义者上万人的据点韦朗村。同治五年(1866 年)，在家乡创

办琴泉义学，并执教 11 年。光绪二年（1876 年），任县岭山书院山长，掌院 10 余年。

此后，又分别执掌恩恩府学 8 年，执掌府属阳明、西邕书院多年，直至 80 岁高龄始辞

馆回乡。韦丰华曾先后 7 次参加乡试，其中一次以拔贡身份参加朝考，均未中。其主

要著作，现存诗集有《今是山房吟草》7 卷、《黯然吟集》1 卷；文集有《今是山房吟

余琐记》上下篇 4 卷，《耐园文稿》、《应酬杂著》各 1 卷。今已散失的诗集有《崇祀乡

贤纪思唱和诗词集》。曾编写《增修武缘县志草》14 卷，今已散佚。韦丰华晚年回乡，

获赏五品蓝翎顶戴，思恩知府题赠“功在梓乡”匾额。光绪三十年（1905 年）病卒，

终年 84 岁。

韦甲逢 山东齐河人。道光十六年（1836 年）中进士，擢知县，发自浙江，累官

于宣平、余杭、浦江等县。英国侵扰宁波，进犯乍浦时，甲逢督军赴乍浦设防，击败

进犯之敌。后壮烈牺牲。子仁厚袭职，殉于粤寇。

韦印福 江苏上元人。由行武随剿滑县匪有胆略，累迁千总，为两江总督陶澎赏识，

擢置金山营游击，英国图谋吴淞，提督陈化成驻守西炮台，誓死以守，印福忠勇，从

属左右。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五月，化成为敌军所伤，印福抢救不及，后均以职

殉国。

韦绍光 (181?—1901)，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抗英首领。广州北郊三元里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五月，盘据四方炮台的英国侵略军流窜至三元里、萧岗一带

淫掠。他与群众奋起反抗，杀敌 10 余人，因被推举为首领，决定以古庙三星旗为旗令，

“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又联络 100 多人，商定作战部署，5 月 30 日诱敌

至牛栏网，伏兵四起，分割围歼，杀敌 200 余人，生俘 20 余人。

韦朝元 (1771—1797)清南笼起义首领，南笼府（今贵州安龙）当丈寨人。善拳能

医。在乾嘉苗民起义影响下，于嘉元二年（1797 年）联系王阿崇等共同发动反清起义。

同年九月遇害。

韦昌辉 (1825—1856)又名韦正、韦政、韦志正，广西桂平市金田理村人，韦经第

二十三世孙；1848 年 10 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加入拜上帝教，不久成为中坚。1850

年洪秀全、冯云山下达团管令、韦昌辉倾尽全部家财、举族从军（共 100 多人参加了

起义），就在他家“开炉火打刀枪”为太平天国运动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和积极的贡献，

不愧为太平天国的首义元勋。1851 年 1 月 11 日，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

太平军。1853 年 3 月（咸丰元月二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封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



领右军主将。率领太平军转战南北，出广西入两湖、下两江、克南京、屡立战功。征

战途中，兼主理全军后勤和日常事务。同年九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韦昌辉被封为

北王，六千岁，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定都天京后，主管天京军事和外交事务。

对韦昌辉的评价，《天情道理书》这样论述道：韦昌辉“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茎

膺帝命，同扶真主”，“盖自起义以来，不惮劳瘁，尽心渴虑，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

辛勤矣”。1856 年 9 月 1 日深夜，韦昌辉奉天王密诏勤王，诛杀杨秀清，同月被洪秀全

处死，削北王封号，终太平天国一世未能平反，而被牵累死在那场大乱中的韦元玠（韦

昌辉之父），却在庚申十年（1860 年）被迫封为“开朝王伯，爵同南王（冯云山）”。

韦 俊 (1827—1884)，又名志俊，广西桂平县人，太平军骁将，昌辉胞弟，参加

金田起义。1853 年 3 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封为国宗。同年冬，率军救扬州，攻三汊

河有功，赏穿黄袍。后与石祥祯（石达开之弟）征湖南、克常德，转战于长江中游一

带。1855 年春，太平军三克重镇武昌，韦俊守之，先后击败曾国藩湘军名将胡林翼、

罗泽南的进攻，毙罗泽南，湘军闻之丧胆。1856 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昌辉被诛，在

武昌督军的石达开赶回天京，韦俊因孤立无援而于 1856 年某月退出武昌，转战于江西

抚州、吉安等地。因受天京内讧牵连，天王要治其罪，得到李秀成的保驾。1859 年守

池州，池州失守，遂降清军，后定居安徽芜湖。

韦以德 广西桂平金田村人，汉族，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侄子，参加金田起义，

年二十，少年英勇，封国宗，加提督军务衔，出师西征，屡建战功。太平天国甲寅年

夏，韦以德随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守武昌，湘军在攻克武昌后退

守田家镇，在半壁山大战中阵亡。

韦祖光 生于乾隆甲申年十一月廿九日，终于道光癸卯年五月初二日。根据现存放

在遗径祠宗祠的石碑记载，韦祖光是赤峰武略佐骑尉，最后签署刻记有“戌十六年三

月十四日职授衛千縂臣韦祖光”字样。据韦氏族谱记载，韦祖光乃是当时的六品官职。

韦振达 字帝清，号济心，广西桂平罗秀小阳村人，系韦经第二十四世裔孙，悦厚

公（罗秀韦氏入乡祖）的第九代裔孙，生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三月初六日。恩

授修职郎敕封武略佐骑尉，家声丕振，一身剑起数万（济心公当时一年的地税是九千

九百左右，是重量单位，计老秤一百二十斤）鬼神为之呵护，邻里为之共推。嗣孙繁

多，九个子（光字排）二十六个孙（杨字排）曾孙七十二个（邦字排），文经武略，国

器家驹。当大耋三年，三县绅衿（桂平、平南、容县）与各地方官为之制锦，共祝为

山中宰相，陆地神仙。济心公创业有功术、教子有方，第二代的二子沾光公是八品修

职郎。三子煌光公是太学生登仕郎。七子观光公是太学生徽仕郎。八子祖光公是六品

官员。第三代长孙芳扬公是八品修职郎，三孙燮扬公是太学生，四孙徽扬公是太学生，

七孙元杨公是太学生。八孙延扬公是仕郎。十二孙日杨公是太学生。济心公已繁衍十



一代裔孙，约有三千五百人。可称得是“书香门第”“文武世家”，代代都有知名人物

出现。终于清嘉庆七年（1803 年），享寿八十三岁。

韦锡宝 字瑞年，号碧珊，韦经公世系第二十八世孙，广西桂平罗秀小阳村人，生

于同治六年八月十五日，清末庠生（即秀才），历为悦厚公世系族中理事，深研医学，

是罗秀医学界联合会会长，医德高尚，遇贫难者不但不收诊金，还免费送药，深得民

众颂扬，公于 1955 年冬，行走阶梯不慎滑跌病逝，享寿 88 岁。

韦在邦 号德华，男，系韦经公第二十七代裔孙，广西桂平罗秀小阳村人，生于嘉

庆十八年（1814 年）七月十四日。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钮状元取入庠生。道光二

十八年（1848 年）周榜眼取入一等补增生。咸丰年间，地方治安混乱，在邦组织民团

进行自卫，数次交战，贼众猖獗，因寡不敌众，苦战十四个日夜，贼杀我族六十多人，

捉去妇女孩子数十人。将房屋宗祠尽行焚毁，几乎赶尽杀绝。咸丰八年(1858 年)与贼

拼战终于获胜，得当局钦赐六品顶戴员外郎。在邦终于公元 1890 年 10 月 29 日，享年

七十六岁。

韦煌光 广西桂平罗秀新隆村人，乃韦经公二十五世孙，振达公之子，生于乾隆十

四年，乙巳年九月十八日，终于道光丁未二十七年十月，终年八十一岁，葬于桂平秀

二里料甲山，清代太学生，恩授登仕郎，生有七子：悠扬、文扬、表扬、发扬、节扬、

佩扬、微扬。微扬也是太学生。

韦学通 广西桂平中沙镇南乡村人，系韦经公第二十五世裔孙，官至县丞。是当时

富甲一方的大族。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动工兴建尚德堂。尚德堂占地面积 30 多亩，

分上、中、下三殿，共有房屋 99 间，模仿故宫建筑形式，飞檐翘角，雕龙刻凤，气势

恢弘。有人称之为西南第一荘。

韦学俸 广西桂平中沙镇南乡村人，韦经公第二十五世裔孙，韦学通胞弟。广东昌

代县知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建造当时广西首座大夫第，尔后又建造了一幢欧

式建筑“松柏荘”。至此，南乡“明府第”、“大夫第”、“尚德堂”、“松柏荘”、“当楼”

五大建筑，构成了中西合璧的清代建筑群。

韦嗣棠 广西桂平中沙镇南乡村人，学通公长孙，捐官知县，因母丧未到职，后任

桂平南六局局长十余载，续建尚德堂。

韦绍棠 广西桂平中沙镇南乡村人，学通公次孙，清庠生，留学日本，清末画家，

著名作品有：《霸王别姬》、《百民从群》、《海鹰飞扬》等，现存世作品为桂平罗秀韦氏

宗亲三代雪藏百年，近喜悉编写《韦氏文代研究》，主动将此绝品送归尚德堂后人，如

此壮举，乃韦氏之一大好事、盛事。

韦观光 广西桂平大湾镇水柳村人，系韦经第二十五世裔孙，清朝时代获匾额“忻

城当界第二名”进士。毕业后就职于浔州府，后自愿申请回大洋上都里当官，一生清



廉，两袖清风。

韦继新 清思恩（今广西环江县）人，字芹塘。道光末举人，赴京师会试，不第而

归，主持环江书院教席。有诗名，作有《戒洋烟赋》、《今日安闲恃父兄》，针贬时弊。

韦学道 字爱堂，广西来宾县人。资质聪敏，勤奋好学，科举屡拔前茅，道光十三

年（1833 年），考列一等第一岁贡，后授岁贡禀膳生员。功名方遂，未及赴职上任而卒，

赠进士学位。

韦兴明 由举人出仕重庆府巴县知县，致世归里卫城有功，诰封桐城侯。

韦仲元 由万历癸未科进士出仕贵州普安州知州，诰封节烈奉直大夫，入名宦祠在

州。

韦 爵 由副榜出仕开化府（今云南文山）教授，后升湖广襄阳知县，诰封文林郎。

韦 弦 由崇祯乙酉科举人出仕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教授，后升丽江州知州，诰

封奉直大夫，其二子分别落业永昌（今保山）、丽江。

韦楚凤 由举人出仕交趾县（今越南）知县，诰封文林郎，落业京都。

韦名儒 壬子科武举准进士。恩授镇远府沅协镇中军后升总镇都督府，诰封武德将

军忠义大夫。

韦宠锡 选拔贡出仕禄丰县教谕升贵州平越县知县（今贵州福泉县），其二子均落

业平越。

韦龙光 顺治十年授通海县教谕升广西府（今云南泸西县）教授。长子落业广西府、

次子落业顺宁府（今云南临滄凤庆县）。

韦天怜 天保人。母病且亟，医谢去，天怜跪医前，固请之。医绐之曰：“割股其

有疗乎？”天怜遽入室，持刀袒衣，令妻割。妻逡巡不前，乃自以钩钩左股肉，令起，

以刀断之，为羹以进，明日母可疗。时康熙三十年，天怜年四十一，又三十年，共计

七十一岁，天怜乃卒。

韦大德 号铁髯，扬州人。乾隆初，游临桂。精引导术，与布政使唐绥祖善，为

买地叠彩山前，构数橼居之，日钵园，大德啸歌其中，年九十余卒。后人名其园为清

虚道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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