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靖乱戍守实边疆 落籍八桂宗支旺

据各地韦氏族谱记载综合，山涛公，北宋京东东路（今山东省）青州府（今青州

市）益都县古罗乡太平庄演乐堂人。自幼聪敏，涉猎诗书，娴习曾祖编撰的《韬略集》。

稍长，志存高远，文韬武略，年方十五，随狄青平西。历任参将，元戎都督，兵部尚

书。宋皇祐五年（1053 年）奉旨携六子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率领

铁骑军，又随枢密院副使狄青到广南西路（今广西），于宾州（今宾阳县）的昆仑关，

合兵大败侬智高。山涛因战功获皇上口谕千岁，后民间尊称其六子为千一、千二、千

三、千四、千五、千六，留桂戍边，落籍定居，成为广西韦山涛六大宗支。

一、韦景岱宗支

韦景岱，号克敦，尊称天公。自宋仁宗皇祐五年随大将军、副枢密使狄青收服侬

智高于昆仑关。侬智高弟侬日造收集残部沿红水河北逃。景岱与诸弟奉令率兵追歼，

入木兰洞（今东兰县），告捷。景岱设行辕于都彝，初授木兰冠带哨长，后屡次有功，

蒙庆远府经略题授木兰安抚使司
[1]
，颁降印信，随封给平林、都铭、三旺、六里及内外

十二哨，世袭管理。墓葬于都彝板华坡青龙戏水地。祖妣南丹莫氏，墓葬于娅忙坡。

自宋历元，景岱子孙世袭司职。及明一世祖韦富挠于洪武十二年，开辟宜州、都

街、洛索、金城一带地方，疏通道路，蒙稽功兵部侍郎黄方中，题授东兰州世袭服色

土知州
[2]
，于洪武十三年颁给印信，十四年奉调从军，开辟贵州一带府、州、县有功，

蒙赏兵饷银五百两、金花二枚、银牌一面、彩缎二匹，回州世事，子孙世袭，迄今已

有 940 多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景岱和他的族人多次征战于广西、贵州、广东等地，累受

册封，其子孙后代支繁族巨，瓜瓞绵绵，于广西境内已形成了大小 83 个支系，主要分

布广西东兰、上林、田东、田林、柳江、柳州、风山、宜州，都安、河池、南丹、环

江、鹿寨、来宾、桂林、永福，以及贵州都匀，独山、荔波等。

1．东兰历代韦氏土司支系
一世景岱(1028-1099)，生使一、使朝（君朝）。

二世使一。君朝(1056-1122)，袭父职，撤行辕，立州署于波豪，授土知州，形成

军政统一的体系。祖妣黄氏，生宴闹。

三世宴闹(1077-1144)，字韦灏，袭土知州。祖妣那地罗氏，生瑯琊。

四世瑯琊(1101-1164)，字天晓，袭土知州。祖妣陈氏，生韦邦。

五世韦邦(1124-1186)，袭土知州。祖妣龙氏，生良辅。

六世良辅(1150-1209)，袭土知州。祖妣田州岑氏，生韦康。

七世韦康(1173-1236)，袭土知州。祖妣韩氏，生尧书。



八世尧书(1198-1259)，袭土知州。祖妣黄氏，生韦煜。

九世韦煜(1222-1280)，袭土知州。祖妣南丹莫氏，生崇雅。

十世崇雅(1245-1320)，字德隆，袭土知州。祖妣冯氏，生韦殷。

十一世韦殷(1274-1346)，袭土知州。祖妣龙氏，生成物。

十二世成物(1297-1364)，袭土知州。祖妣黄氏，生韦璋。

十三世韦璋(1319-1394)，字晏勇，袭土知州。祖妣田州岑氏，生富挠
[3]
、钱保。

十四世富挠(1344 -1426)，字贤顺，袭土知州。开辟宜州都街、洛索一带地方，

归附朝廷
[4]
。正室周氏生万目、万喜、万成、万亮，冯、杨二氏生万杰、万红（龙）、

万卜、万岩、万邦、万章、万年、万世
[5]
等。

十五世万喜(1367-1410)。万目未袭先故，万喜袭土知州。祖妣韩氏，生韦爵。公

婆葬于凤山九嘉山。

十六世韦爵(1388-1437)，袭土知州。祖妣杨氏，生韦月、韦翫。韦月未袭先故，

韦翫袭。杨氏葬于岩石左边。韦月子孙分居新烟、江平等地。

十七世韦翫(1409-1465)，袭土知州。祖妣刘氏，生兴宗。公婆同葬板介山。

十八世兴宗(1430-1474)，袭土知州。因征战显赫，授军功两次。祖妣那地罗氏，

生祖鋐、祖锦（移居上林、思恩）、祖绣（移居田州）、祖培（移居泗城府）；梁氏生祖

安。韦宗公葬于岩石山；罗氏葬于武篆纳烈村那汉坡。

十九世祖鋐，号半山(1449-1502)，袭土知州。生子二十三人，正宝、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正碧、正禄、正勇、正修、正理、正秀、正文（转回山东原籍）、正武、

正旺、正锡、正用（移居安定）、正标（移居上林、宾州）、正道、正蛟（移居贵州）、

正延、正益、正魁、正国。

二十世正宝(1478-1510)，号玉龙，袭土知州。祖妣田州岑氏，生虎臣、虎麟；庶

室黄氏，生明阳，迁上林高顶村；妾宋氏，生韦丝、韦线。均迁居上林。正宝公葬于

岩石山。

二十一世虎臣(1495-1516)，号犀牛，谥封“武夷侯”。祖妣黄氏、王氏，生起云。

二十二世起云(1514-1557)，号葵轩（时年尚幼，以叔父虎麟[颇通文墨]协理州事），

袭土知州。祖妣陆氏、金氏，生应龙、应凤（分住宜州）、应蛟（授雒容土巡检）、应

虬（住东兰）、应河（授上林周安镇土巡检）、应鳌（授上林古逢镇土巡检）、应臻（授

平乐土巡检）、应螽（分住东兰隘洞哨）、应鲲（授上林思吉土巡检）、应忠、应腾（分

管长江哨，住兰阳州洛村）、应莹（分管泗孟哨）、应鸾（分管武篆哨）、应光等十四子。

二十三世应龙(1535-1588)，袭土知州。长子文明（早故），次子文韬，三子文焕，

四子文奎，五子文略。因应龙五子均无嗣，由起云四子应虬承袭。应虬，生文弟，文

灿。



二十四世文弟，生继宗、继凤。文灿生继周。

二十五世继宗，生光祚、光裕、光祀。继凤。继周。

二十六世光祚，生兆麟、兆虎、兆象、兆鹰、兆祥。光裕生兆图、兆才、兆羆。

光祀生兆统。

二十七世兆羆
[6]
，生五子，国忠、国辉、国岳、国宗、国义。

二十八世国忠无嗣，由兆虎承袭。兆虎故，又由兆象承袭。兆象生国栋、国梁、

国植、国典、国举、国良、国才、国祥、国恩、国政、国强等十三子。

二十九世国栋，生朝辅、朝佐、朝俊、朝衮。

三十世朝辅无嗣，由胞弟朝佐承袭。朝佐生振声
[7]
。

三十一世振声，生韦宏。振声病故，韦宏仅二岁。由朝俊长子韦振馨承袭。

三十二世振馨，生永镇。

三十三世永镇，生承基。永镇病逝，因承基年幼，由叔父永仁协理州务。

三十四世承基，生清泰。

三十五世清泰，生昆年。清泰病逝，昆年尚幼，由叔父清政协理州务。

三十六世清政，协助昆年料理州务。

三十七世昆年，生述勋。

三十八世述勋，适时改土归流，东兰土司制告终。（注：以上根据东兰土司后裔韦

家良编著《东兰韦氏土司族谱》、《东兰县志通讯明清史料专集》的资料，由韦伙灵提

供整理。）

2．东兰三石拉勿仕念、仕青支系
韦仕念公乃东兰第 29 任土官韦兆鼹公之孙，奉派驻江洲汛所镇守凤凰三关，三石

镇拉勿村韦氏即其支系，该支系为汉丞相韦贤后裔，远始祖为景岱公，远高祖为虎臣

公，系景岱公 32 世孙，虎臣公 10 世孙，堂号“京兆堂”。

★仕念支系

仕念生七子：苏泰、苏华、苏贤、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苏泰分支：

一世仕念，生苏泰、苏华、苏贤、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二世苏泰，生素仁。

三世素仁，生重霖、永昌。

四世重霖，生承安，永昌生承弼。

五世承安，生清意、清元、清愿、清成；承弼生清隆、清爷、清士。

六世清意，生世绩、世怀、世祰、的彩；清元生一女；清愿生世昂；清成生世廷；

清隆生世教；清爷生世雄；清士生一女。



七世世绩，生界峨、日六；世怀遇害；世祰迁徙九圩一带住地不详；世昂生界连、

界康；世廷生界明；世教生界艳；世雄生界荣。

八世界峨，生文新、汉灵、文先、运灵、的炎；日六生卜困、卜义；界连生美超、

美江；界康生安灵；界明生茂灵、的令、的三；界荣生森灵。

九世文新，生明杰、明芳、凤静、凤兰、美玲、美荣；汉灵生万吉、明祥、明海、

明清、美玉、美蓉、美秋；文先生明新、明权、美先、美练；运灵生明景、明超、明

雄、明忠、美秀、美勤、美切；卜义生明军、的义、的能；卜困生明坤、明运、的困；

安灵生明生、明转、明华、的蝉；茂灵生明勤、的雍、的伊、的韵、的国；森灵生盛

军、盛明、盛社、盛切、盛武、玉昌、玉松。

十世明杰，生大辉、爱荣、爱山、爱珍、爱流、爱妮、爱燕、爱菊；明芳生大政、

大约、爱红；万吉无嗣；明祥生忠儒、韦云、韦萃、小英、小元、小鸾、康馨、宁馨、

瑞馨；明海生昌益、色益、波益；明清生宝益、富益；明新生爱伍；明权生韦合、韦

勇；明景生韦毅、韦明；明超生然益、田益；明雄生大平、凤结；明忠生专益、凤春、

凤艳、凤英；明军生尚忠、敏灵、尚敏、爱英、爱荣、爱萍、的言；明坤生高益；明

运生林益、波益；明生生韦英、的红、的妹；明转生大敏、大井、大山；明华生韦谕、

的宁、的念；明勤生教益、概益、快益、的暖；盛军生敏益、领益、彩霞；盛明生星

益、彩艳、彩笑；盛社生华益；盛切生锐益、小芳；盛武生唐益、彩金、彩银。

十一世大辉，生贵昌、春艳、春萍；大政生超平、贵荣、语昌；大约生日二、日

德；忠儒生开成；韦云生礼成；韦萃生婧成；合益生东林；勇益生东明、苏雨；韦毅

生昌森；然益生丽涧；尚忠生永锋、金娥；敏灵生韦德、韦蒂；尚敏生树依、树县；

林益生芳浩；教益生昌鸿；概益生昌毅、玉苗；敏益生杨杨；领益生昌辉。

十二世贵昌，生国宪；超平、贵荣、语昌；日二、日德；开成；礼成；婧成；东

林；东明、苏雨；昌森；丽涧；永锋、金娥；韦德、韦蒂；树依、树县；芳浩；昌鸿；

昌毅、玉苗；杨杨；昌辉。

十三世国宪。

苏华分支：

一世仕念，生苏泰、苏华、苏贤、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二世苏华，生素云。

三世素云，生重康、重达、重清。

四世重康，生承三、承观；重达生承林、本爷、縂目；重清牛承长。

五世承三，生清芳；承观生清溶；承林生清梁；本爷生清亮；縂目生清沧；承长

生清勤。

六世清芳，生世吉，世连、世圭；清溶生世忠、世桂、世松、世文；清梁生世才、



世英；清亮生世利；清沧生世囊；清勤生世年、世傲、世雄、世春。

七世世吉，生界国；世连从军生死不明；世圭生界学、界轩、界焕、界勇、界明；

世忠生界尤、界芳；世松生二女；世文生界光、界良；世桂从军生死不明；世才生界

而、界林；世英生界坚；世囊生界福、界禄；世傲生界昌；世雄生界谋；世年、世春

均无嗣。

八世界国，生军灵、康灵、东灵；界学生敏灵、红灵；界轩生桂灵；界焕生韦婷；

界勇生海灵、东灵、康灵；界明生胜灵；界尤生健灵、胜灵、尧灵、社灵；界芳生元

灵；界光生安灵、桂灵、全灵；界良生汉灵、有灵、吉灵；界而生勋灵、屋灵、锦灵、

俭灵；界林生德灵；界昌生健灵、举灵；界谋生奋灵、辉灵；界福生能灵、勇灵、团

灵、队灵、杰灵；界禄生荣灵、珊灵、柳灵、同灵。

九世军灵，生盛释；康灵生盛宝；敏灵生韦丹；红灵生盛宇；胜灵生韦潘；健灵

生沁妮；社灵生茹琪；安灵生盛壮、盛斌；桂灵生盛山、盛宝；全灵生韦瑜、海鹏；

汉灵生盛宁、盛量、盛华、盛武；有灵生盛全、盛彦；吉灵生盛锥；勋灵生盛茂、盛

甲、海花；屋灵生盛年；俭灵生盛雷、盛宇；锦灵生韦箐；德灵生盛田、盛弟、秀芬；

健灵生韦军、盛芬；举灵生盛师、盛娇；能灵生盛豪、盛海、盛伟、秀丽；勇灵生盛

东、盛刚、盛强；团灵生盛爽、红梅、红运；队灵生盛旺、红棉、红艳；杰灵生盛广、

红面、红烈；荣灵生盛业、盛将、红苗；珊灵生盛顶、盛明、盛邦；柳灵生盛义、盛

任、秀珍、秀英；同灵生盛秉、盛科、秀学。

十世盛释；盛宝；韦丹；盛宇；韦潘；沁妮；茹琪；盛壮；盛斌；盛山；盛宝；

韦瑜；盛宁；盛量；盛武；盛全、盛彦；盛锥；盛茂；盛甲；盛年；韦军；盛芬；盛

师；盛娇；盛东生效益、虱蝶；盛刚；盛强生俊先；盛豪生郁馨；盛海生富文；盛伟

生显辉；海鹏生韦梅、满益；盛华生椿益；盛广生佳益；盛业；盛将；盛顶；盛明；

盛邦；盛爽生字娟；盛旺；盛义生力文、忠君；盛任；盛雷生姿蓉；盛宇生姿莹；盛

秉生小林；盛田生飞芸、俊文；盛弟生东文、飞行；盛秉；盛科。

十一世效益，生宣任，虱蝶、郁馨、富文、俊先、韦梅、满益、椿益、佳益、显

辉、宇娟、力文、忠君、小林、姿蓉、姿莹、飞芸、俊文、东文、飞行。

十二世宣任。

苏贤分支：

一世仕念，生苏泰、苏华、苏贤、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二世苏前，生素金、素冒。

三世素金，生重华、重光、重宝；素冒生重英、重轮、重辉。

四世重华生承荣；重光生女；重宝生承高；重英生承修、承桂、重轮生承芬、承

芳；重辉生承楷、承岱。



五世承荣，生清路；承高生三女；承修生清平；承芬生清甫；承芳生清恒、清昆；

承楷生清元、清任；承岱生一女。

六世清路，生世南；清平生世安、世清；清恒生世业、世纯、世六（烈士）；清元

生世昌、世丰；清任生世相、世操、世良。

七世世南，生界先、界欧；世安生界良、界谋；世清生界尤（遇难）；世业生界云、

界元、界良；世纯生界军；世昌生界圭、界衢；世丰生三女；世相生界义、界烈、界

伯、界杰；世操生界必、六红；世良生界德、界仁。

八世界先，生社灵、育灵；界欧无嗣；界良育生明、生六（均夭折）；界谋生康灵；

界尤遇难；界云生轩灵、学灵；界军生会灵、相灵、永灵；界圭育生权灵（夭折）；界

衢生石灵（夭折）；界烈生继灵、明灵、录灵、志灵；界义、界伯均无嗣；界杰生军灵、

久灵；界必生金灵；界德育生雄、文灵；界仁生祖灵。

九世社灵，生韦京、韦奕；育灵生俞任、凤月；康灵生盛华、盛青、盛春、盛初、

盛记、盛勤、美秀、美奋；轩灵生盛利、风妹；学灵生盛辉、盛权；会灵生盛奔、凤

练；相灵生盛安；永灵生盛瑞；继灵生盛江、盛宁、盛机、丰足、丰秋；明灵生盛生、

盛克、盛扬、丰收、丰小；录灵生盛波、凤娇、凤条、凤汝、凤金；志灵生盛宇；军

灵生盛欢、盛汉、盛武、盛大；久灵生盛键、盛俄、盛走、凤跳；金灵生盛祥、盛敏、

盛兵、盛光、凤莲、凤梅；生雄生俞庆、盛愿、凤流、凤香、风干、凤专、凤知；文

灵生振谋、盛改、凤勤、凤相、凤山；祖灵生盛礼、盛龙、凤良、凤云、凤美。

十世盛华，生忠益、飞芬、飞议、飞伦；盛青生勉益、飞近、凤筝；盛春生关益、

飞幻、飞干；盛初生善益、飞莲；盛记生飞远；盛江生德益、飞乖、飞妙；盛机生锦

益、飞凤；盛杨生磊益；盛克生方益；盛生生稳益、飞韧、飞依；盛光生泽益、飞善；

盛敏生鸿益、飞荣、飞丁；盛祥生影益、飞廷、飞雪；盛兵生飞叶、飞翠；盛改生孟

益、福益；振谋生乔阳；盛礼生霏行；盛龙生炎益；盛波生虎益；盛健生俊益；盛走

生源益；盛武生飞娜、飞玉。

十一世忠益，生高辉；勉益生军生；关益生高伟；影益生艳吉；善益；飞远；德

益、飞乖、飞妙；磊益；方益；稳益、飞韧、飞依；泽益；飞叶、飞翠；鸿益；孟益；

福益；乔阳；霏行；炎益；飞凤、锦益；俊益；源益；飞娜、飞玉；虎益。

十二世高辉；军生；高伟；艳吉。

苏元分支：

一世仕念，生苏泰、苏华、苏贤、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二世苏元，生素玉、素敏。

三世素玉，生重杰；素敏生重明。

四世重杰，生承材、承柄、承较、承栋；重明生承瑞、承雄。



五世承材，生清梅、清言、清档、清洁；承柄生清尤；承较生清领、清剖；承栋

生清石；承瑞生清杰；承雄生清拼。

六世清梅，生世年；清言生二女；清档生世碍；清洁生世标；清尤生世林；清领

生世荣；清剖生世用；清石生世席、世昂；清杰生世忠、世权；清拼生世海、世兵。

七世世年，生界丰；世碍生界彬、界隆；世标生界臣；世林生界仑；世荣、世用

均无嗣；世席生界祥、界金、界业、献民；世昂生界能、界榴；世忠生界功、界英；

世权生界术；世海生界芬；世兵生界桃。

八世界丰，生福灵；界彬生浩灵、雄灵、周灵、玖灵；界隆生伙灵、义灵；界臣

生泽灵、吉林、桂林；界仑生美皆；界祥生全灵、全明、全忠；界金无嗣；界业生美

轩；献民生冲涛、全善、全青；界能生瑜灵；界榴生健灵、元灵；界功生真灵；界英

生忠灵、克灵、双灵、焕灵；界术生送灵、铁灵、甫灵、冠灵；界芬生固灵、荣武；

界桃生敏灵。

九世浩灵，生韦健、盛中、盛群、海珍、海金；伙灵生海燕、海峰、盛年；雄灵

生盛光、盛明、韦驰、海荣；义灵生春梅、盛山；福灵生金花、金红、金色、金兰、

盛山、金燕；周灵生风雷、盛兴、盛荣；玖灵生星羽；泽灵生韦黎；吉林生韦明、俊

廷；桂林生俊旭；全灵生盛雪、盛党；全明生盛良、盛科、盛球；全忠生盛团、盛巧、

盛海、盛教；美轩生黄勇；全善生盛乐、盛波；全青生盛杰；冲涛生盛斗；瑜灵生海

芳、舜华、舜豪；建灵生盛昌；元灵生俞先、盛作、净友、海于；真灵生韦献、韦庆；

忠灵生盛教、盛师、盛官、凤益；克灵生盛猛、盛弟、丰全；双灵生盛冲、盛向、盛

前、盛进；焕灵生盛胆、盛俩；固灵生盛恩、盛乔；荣武生海亮、盛琦；敏灵生盛成。

十世韦健，生颍益；盛中生字益；盛群生雅译、丞益；盛光生愿飞、愿康；盛山

生韦靖；海峰生涵璐；盛明生嘉倪、嘉益、诚益；盛年生佩弦；盛兴生希洁；舜华生

子煜；舜豪生雅馨；盛雪生韦燚、盛党生韦鑫；盛良生韦磊；盛团生韦俊；盛教生韦

炫；盛巧韦彦；盛昌生佑铭；俞先生宗佑；盛作生宗成；净友生罗萍；韦庆；盛教生

伟益；盛师生举益；盛官生港益；盛冲生万益；盛向生良益、浩益；盛前生东云；盛

胆生安益；盛俩生煜益。

十一世颍益、宇益、雅译、丞益、愿飞、愿康、韦靖、涵鹭、嘉倪、嘉益、诚益、

佩弦、希洁、子煜、雅馨、韦燚、韦鑫、韦磊、韦俊、韦炫、韦彦、佑铭、宗佑、宗

成、罗萍、伟益、举益、港益、万益、良益、浩益、东云、安益、煜益。

苏贤分支：

该支系各世生子不祥，现只有界珍（迁徒巴马所略），韦运尤（纳合那桐）。

苏陆分支：

该支系各世生子不祥。



苏金分支：

一世仕念，生苏泰、苏华、苏前、苏元、苏怀、苏陆、苏金。

二世苏金，生素爷、素廷、东爷。

三世素爷，生重鸿；素廷、东爷均无嗣。

四世重鸿，生承宏。

五世承宏，生清茂。

六世清茂，生世满、世隆、世芳。

七世世满，无嗣；世隆生界勤、界休；世芳生界群、界杨。

八世界勤，生壮灵、美珍、美双、美佳、美芬、美玉；界群生俊灵；界休、界杨

均无嗣。

九世壮灵，生东（盛）环；俊灵生盛乐。

十世盛环、盛乐。

十一世盛乐，生任锹。

十二世任锹。

★仕青支系

一世仕青，生苏集、苏举。

二世苏集，生素机；苏举生素动。

三世素机，生承任；素动无嗣。

四世承任，生清云、清仁。

五世清云，生清修、清金；清仁无嗣。

六世清金，生世修、世商、世福、世法；清修生荣亮。

七世世修，生界凡；世商生界明；世福生界吉；世法生界书、界廷、界忠；荣亮

生华汉。

八世界凡，生礼高、崇高、文高；界吉生光灵、雄灵、显灵、凤英、凤春、凤录；

界明生义灵、瑞灵、强灵、树灵；界书生冠灵；界廷生荣灵、康灵、健灵；界忠生德

灵、拥灵；华汉生安然、安弟、安波。

九世礼高，生盛江、盛选、盛用、盛华；崇高生盛禞、盛军；文高生盛生；光灵

育盛松、海丁；雄灵生盛贵、海跃、海收、的丁、海兰；显灵生盛远、盛德、盛财、

海芳；义灵生盛福；瑞灵生盛辉；强灵生盛东、海燕；树灵生盛胜、海全等；荣灵生

盛雄、盛飞；康灵生海芬等；健灵生盛敏、盛伟、盛臻、盛敞；德灵生盛道、盛弟；

拥灵生盛甲；安然生生贵；安弟生生德。

十世盛选，生旭益；盛用生龙益；盛槁生波益；盛军生柳明、顶益；盛松生小强；

盛贵生棋斌；盛雄生益佩；盛辉生的益；盛东生玉凤。



十一世旭益、龙益、波益、柳明、顶益、小强。小强生健伟。

十二世健伟。

（资料由韦伙灵、韦能灵提供）

3．东兰城厢和街韦氏支系
韦家良系东兰土司的第十二宗支，太祖为韦应莹（属景岱二十四世孙），世居东兰

城厢和街。

一世应莹，生文葵、文翰、文隆。

二世文葵，生继祖。

三世继祖，生光宗、光元、光第。

四世光宗，生兆瑞、兆廷、兆祯、兆明。光元生兆权。光第生兆能。

五世兆瑞，生国熙、国兴。兆廷生国益。兆明生国秀、国荣。

六世国熙，生朝安、朝贵、朝林。国兴生佳彬。

七世朝安，生苏鸣、苏峨。朝贵生振志、振达。

八世苏鸣，生韦忠、仪、辉、尚、信、武。

九世尚信，生安邦、富国。

十世安邦，生太祥、冬祥、云祥。

十一世云祥，生星亮。

十二世星亮，生有邦、陛、翼、才。

十三世有陛，生家良。有翼生家留、家会。有才生家乐。

十四世家良，生俊明、俊敏、顺莲、顺芝等。家留生俊杰、俊超、俊勇、俊猛、

俊刚、俊强。

十五世俊明，生大键、志、成、彩琼。俊敏生大鹏、彩平、春、鸾、珠。俊杰生

大谋、彩玉。俊超生小宁、彩珍、燕、娟。俊猛生小龙、方萌。俊勇生大丰。俊刚生

大海、庆。

十六世大健，生孟娟。大志生思鲁、孟挑。

十七世思鲁、孟挑、娟等。

（摘自韦家良编《韦氏族谱》）

4．东兰弄岭、弄棐韦氏支系
该支系是武夷侯韦虎臣后裔。

一世焕盛，生茂华、茂杨、茂鸿、茂昌。

二世茂华，生永明。茂杨生有能。茂鸿生永凤。茂昌生永敖、永忠、永光、永珍。

三世永明，生有光。有能生秉良、忠、成雄。永凤生有福、有禄、有荣、有贵。

永敖生有文、有保。永忠生有和、有元。永光生有金、有仁。永珍生韦生。



四世有光，生秉权、秉贤、秉汉、秉英。有福生秉坤。有禄生秉盘、秉雄。有荣

生秉楠、秉芳、秉琼。有贵生秉吉、秉杰、秉烈。有文生秉新。有保生秉杨。有合生

凤娥、秉才。有元生秉华、秉祥。有金生秉松、秉高。有仁生秉尧。韦生生木秀。

五世秉权，生心昌。秉贤生尚文、尚权。秉汉生明权。秉英生福权。秉坤生伟权、

运权、超权、新权、显权。秉盘生雄权、仁权。秉雄生勇权。秉楠生耀权、守权、浩

权。秉芳生政权、孔权。秉吉生周权、万权、加权、干权。秉杰生汉权。秉烈生瑞权、

安权、教权。秉新生绍开。秉杨生灵权。秉才生绍权、君权、春权。秉华生相权、义

权。秉松生宏权、应权、成权。秉高生文权、明权、荣权。

六世明权，生必琼、必强、必猛。福权生必祥。运权生必长。超权生必禄、必仁、

必旭。新权生必元。显权生必欢、必观、必豪。雄权生必勋、必文。仁权生必昌、必

祖、必国、日各。勇权生必江、必克。耀权生必群、必永、必正。守权生必君、必海、

必臣、必丰。浩权生必光。政权必康、必雄、必升、必决、必坚。孔权生必强。周全

生必坚、必忠、必志、必全。万全生必献、必光、必德、必勇。加权生必初、必琼。

干权生必敏、必荣。汉权生必辉、必干、必开。瑞权生必良。灵权生必灵。绍权生韦

健、必英。君权生必倍。春权生必珍。相权生必刚、必安、必权。

七世必琼。必勋生全干、全波、全浪。必文生全照，必江生全新。必群生全新、

全意。必正生全宏。必雄全明。韦健生一流。必强生洪浪。必坚生全光。必献生全锋、

全东。

八世全干等。

（资料由韦玖灵整理韦绍权父亲韦秉才撰编的《韦氏族谱》手抄本）

5．马山兴华村定印屯韦氏支系
兴华村定印屯韦氏宗祠建于民国卅三年（1944 年），包括马山、上林、宾阳三县的

11 个村屯街镇 217 户八百余人。先祖兄弟两人从东兰迁来。

一世韦鸣京、鸣凤。鸣凤生法静。

二世法静，生二子，真桂（分支兴华弄上、古下屯、乔利乡林江、岜扑屯）、禄。

三世真禄，生四子，元明、春、富（均住廷印屯和合作乡兑理屯）、贵（后代分住

造华村内岜岩屯、白山镇、周六镇、民新村加雷屯、宾阳县宾州镇上韦屯、上林县三

里乡双乐陇春屯）。

四世元明等。

五世廷公。如廷光、辉、运、秀、有、斗、春等。

六世兆公。如兆宗、祖、台、安、荣、动、明、丽、星等。

七世文公。如文耀、基、信、杰、勋、照、规、欢、和、立、中、正、元、亨、

雅、才、贵、甫、练、顺、秀、深、福等。



八世怀公。如怀德、玉、伦、春、龙等。

九世锦公。如锦昌、龙、兰、连、康等。

十世华公。如岁华、顺华、在华、就华、廷华等。

十一世坤公。如炳坤、启坤、焕坤、红坤、炯坤等。

十二世生公。如生龙、民、思、新等。

十三世世公。如世甫、福、雷、尧、安、保、厂、周、三、业等。

（资料由韦英作、韦豉坤提供）

6．上林韦汉村韦氏支系
明正德二年（1507 年）景岱十二世孙正宝奉兵征战广西上林八寨，后于广西上林

县白圩韦汉村定居。

一世正宝，姚宋氏生韦丝、线。

二世韦丝，生三子，朝发、朝远、朝成（迁韦豆村，成了该村始祖，其世系略）。

三世朝远，生四子，正德、正年、正寿、正延。朝发生马骥。

四世马骥，生念隆。

五世念隆，生二子，大宾、佑任。

六世大宾，生三子，献彩（无嗣）、五彩、焕彩。

七世五彩，生廷玲。

八世廷玲，生三子，秀青（过房）、弘青、三青。

九世弘青，生二子，世从、德。

十世世从，生善养。光信生凤相。

十一世凤相，生展舒。

十二世展舒，生永福。

十三世永福，生英文。

十四世英文，生三子，锡麟（无嗣）、锡荣、锡华。

十五世锡荣，生二子，贤义、贤信。

十六世贤义，生二子，承辉、承福。

十七世承辉等。

7．上林寨生村韦氏支系
韦友台，千一后裔，武艺超群，被上林县衙委为总练。后奉命征战叛乱有功，由

云韦村至寨生村安东立甲，食受地方田地。

一世友台，生六子，玄宗、玄德、玄果、玄前、玄妙、玄江。

二世玄果，生二子，实麟、明道。

三世实麟，生二子，公桐、成爱。



四世公桐，生松亮。

五世松亮，生尔程。

六世尔程，生三子，春升、兴、禄。

七世春兴，生五子，焕瑜、孔形、焕锦、宾、孔署。

八世焕瑜，生时质等。

九世时质，生耀征等。

十世耀征，生越岭等“越”字辈和奇才。

十一世奇才，生二子，廷俊、秀。

十二世廷秀，生锡修。

十三世锡修，生二子，金镜、声。

十四世金镜，生二子，盛德、政。

十五世盛德，生四子，世顺、良、基、明。

十六世世顺，生二子，国兴、典。

十七世国兴，生家丰。

十八世家丰。

8．来宾洛春洞韦氏支系
韦友云乃祖氏之少子，景岱（千一公）二十一世孙，来宾县洛春洞开拓者。明正

德七年（1512 年）随其兄友台从东兰迁徙上林县大韦村。后韦友云继而举家徙居迁江

城内。友云文韬武略，卓尔不群，乃军功后裔，县主获悉，遂举为县总练。是时洛春

社会不宁，云受钦命，统戎于征，竞殄顽凶，饮至策勋，钦加五品军功，封地洛春，

尊为领主，食其田产。安居乐业，繁衍后裔，迄今已有 483 年历史。子孙分布于下刁、

河道、中品、内村、那赖、古桐、中梧、料村、偶村、及达等，总人口 700 多人。

一世友云，生富海、富安、富星、富水。

二世富海，生胜隆、道相、法大。富安生胜堂、道升、应琪、道贤。富星后裔失

传，富水后三至四代失传。

三世胜隆，生仕传、里。道相生韦回、天福。法大生思施、太成。胜堂生仁昌。

道升生朝宝、碧、胜扦。应琪生法总。道贤生韦开、韦光、胜衍。

四世仕传。生延能。韦回生绍证。思施生延守。仁昌生天球。朝宝生道官、绍华、

应德。朝碧生平戥。法总生胜还。韦开生绍庆。胜衍生太盛、光明。

五世延能，生法旺。绍证生玉方、思和。延守生思用、永、放、清。绍华生妙典、

天颐、秉烈。应德生法恩：平戥生法祖、兴。胜还生显林。绍庆生秉福。太盛生秉秀。

光明生经远。

六世法旺，生上流、祐、士义、显贵。思和生上国、几、邦。思用生上杰、材、



荣。思永生上思。妙典生上世、珞、珍。天颐生上义。秉烈生上珖、法显。法恩生韦

仲。法兴生显芳、上振。秉福生法玉、上珠、显凌、上端。秉秀生上球、卦、全。经

远生太仁、善护、送、富、朝、飞。思刚为富安六代孙，生上和、存。思长、玉芳、

永祥系富水四世孙。思长生秀本。玉芳生经香、细。永祥生仁礼。

七世上流，生学林。上祐生学问。显贵生学余、到、足、良。上几生学汤、禹。

上邦生学舜。上杰生学深、温。上材生学成。上思生士教。上瑢生士贝、明。上世生

太原、学理。上珍生学道、谦、通。上义生学诗。上珖生韦喜、祥。显芳生学士、仁、

周。上振生学智、漠、丰。法玉生显顺、学书。上端生学敏、高。上全生学训、语。

善护生家让。善富生家麻。善朝生家本、成。上和生学兴、仁东、学时、学寒。上存

生学明。思明，富星五代孙，生文顶。秀本系富水五代孙，生奇亮、成、规。经香生

奇峰、顺。经细生奇士、兴。仁礼生奇寿。

八世学问，生造修、律修、潜修。学余生静修、安修、继修、前修。学到生樊修；

学足生厥修、永修。学良生正修。学禹生积修、庆修。学舜生操修、赓修。学温生业

修、创修。学成生齐修。太原生仁修、启修、春修。学理生家宝。学道生自修、先修。

学谦生承修、欲修。学书生家修、伟修、克修。学士生绎修。学周生元修。学智生会

修。学丰生德修。显顺生家俊、士九，一修、建修。学敏生懋修、志修。学高生进修、

敬修。学训生渊修、庄修。家本生缔修。家成生景华、廷华。学兴生增修。仁东生法

贤。学寒生鹊修。学明生必修。文顶生家守。奇亮生绍员。奇成生绍信、忠。奇规生

四姑。奇峰生绍光。奇顺生绍统。奇士生绍绪。奇兴生绍基、登。奇德生绍道、宏。

奇寿生尚易、绍英、明。

九世造修，生赞易。潜修生诵易、占易。静修生象易。安修生孚易、蓄易．樊修

生扬易、复易。厥修生埕易。永修生信易、锦易、绣易。正修生三易。积修生雅易、

演易。庆修生筮易。业修生士义、其、遁安。齐修生征易、绵易、蕴易。启修生圣易、

铭易。春修生经易、纶易。自修生乾易、晋易、艮易、先易、泰易。承修生布易。家

修生绡易、编易。绎修生统易。克修生论易。会修生士耕、纽。德修生玩易。家俊生

登易。一修生光易。建修生复易。懋修生观易。志修生恒易。敬修生宽易、宝易、定

易。渊修生策易、篆易。庄修生简易。缔修生壁光、文光。景华生爱民、邦隆。廷华

生立民。增修生升易。法贤生鼎易、祖易、记易。懿修生清易、孔易、珊易。必修生

生易。家立（富星裔孙）生爱易、甘易。家仁生交易、居易。家守生探易。家新生销

易。常修生载易。绍员生锦璋、烈。绍信生锦昱。绍忠生锦倩。四姑生锦烂。绍光生

锦煌、舒、文、嘉。绍统生锦贝、耀。绍绪生祥生。绍基生锦辉、周易。绍登生锦雄、

凤、龙。绍道生韦氏。绍英生尚易、何易、锦东。绍明生悦易、锦秀、芳。

十世赞易，生体强。诵易生体贞、体刚。孚易生体杰、体彦。蓄易生体勤。埕易



生体发、体登。信易生体俭。三易生体存。雅易生益善、益三。演易生小南、劲松、

莲青、兰青。筮易生体茂。征易生体充、体央。绵易生体利。圣易生体焕。铭易生体

斟。经易生士报。乾易生体熙。晋易生体用。艮易生体豪。先易生体立。泰易生体勋、

著勋、纪勋。绡易生体鸾、体麒、体凤。编易生体龙、体麟。论易生建英。玩易生体

信。观易生体益、体壮。恒易生体国、体祥。宽易生体坚、体固、体寿、体元、秀纹。

宝易生体范、体模；定易生体彬。策易生体祚。篆易生体平。简易生彩光。壁光生生

民、炫民、兴民。文光生金宝、兰、花。爱民生仁宝。邦隆生邻明、桂华。立民生仁

昌、才、政、智。祖易育宝枝。记易育文尧。清易生体温、劲、安。孔易生体康、体

珍。珊易生体乐。生易生体良、纯。爱易生体明。甘易生体胜。交易生体劫、厚。居

易生体勇。动易生体抗。探易生体成、连、端。绡易生体格、善、昱。载易生象韩、

英、坤、珠。锦璋生佩章、玉。锦烈生佩球、理、彩荣。锦昱生佩良、甜、韦武。锦

倩生佩珩、珞。锦烂生佩环。锦煌生佩琪。锦舒生佩禄、森、福、彩芝。锦文生俨修。

锦贝生佩瑁、琰；锦耀生佩琮、光、扬。祥生生向阳、小菊、玲。锦辉生佩珍、礞、

瑚。周易生佩璋、佩璜。锦雄生韦杰、佩珊、彩光。韦氏生佩瑶、琨。尚易生佩文、

琳、斑。何易生馒醛、琚。锦东生彩盛。悦易生佩珠、理。锦秀生佩硅。锦龙生韦编。

锦著生佩瑛。

十一世体强，生作佑、佐。体贞生作昌、材、矩。体刚生作选、规。体杰生作根、

田、团。体勤生作生。体发生作会。体登生作书。体俭生世宁、贵。体存生作华、生。

益善生奇忠、韦忠。益三生小桃。小南生江容、春容。体茂生海波、涛。体充生作豪、

杰、辉、旺。体央生作兴。体利生建华、膑、鼍。体焕生作寿、福。体斟生作禄。体

豪生作甘、敏。体立生作宪。体勋生作孽、榜、样、相。著勋生均华、小风、芸。纪

勋生韦霖、亮。体鸾生作荣、锦、源。体麒生寿吉。建英生经西、超。体信生尚春、

杰、根、四、五。体益生作掣。体壮生作楷、枢、桂、棉。体国生作式、嘉。体祥生

作新、庭。体坚生磐竺、林、茂。体固生作龙、虎英。体寿生廷菲。体元生爱国、勤、

韦桂。体范生经武、文、章、艺。体模生韦凡、韦平、韦兰。体彬生作习。体祚生作

忠、誓、洋、海、雷。体平生海滨。炫民生祥明、国龙。兴民生国兵。金宝生作廷。

金兰生飞荣、豪、杰、贤。金花生飞贵、寿。仁宝生永富、丰。邻明生寿英、又荣、

骤桂、高权。仁昌生勇军、林。仁才生建军、爱军。仁政生覃文。仁智生喜春。文尧

（入赘）生天事、寿、贵、平。体温生幕智、经、建一体翌兰作周、鼎、凡。体安生

作能、记。体康生作尤、宏、勋。体珍生作平。体乐生作勤、海。体良生作谋。体纯

生焕生、规。体明生作芳。体胜生作利。体劫生作年、丰。体抗生作格、韦明、作金、

英、韦秀。体成生作伟、贵、鲜。体连生作刚、领、轮、秀、春、秀珠。体端生作宁、

秀德、作秀、秀能。青森生文周、详周、全周。韦松生小东。韦兴生锦先、喜花、自



爱、学、开。竺中生作明。体伟生作高。体英生口口。体昱生玉明、文。象韩生学智。

象英生学雄、矗。象坤生学文、敏、华。象珠生学海、森、雷。体顺生贵明、作和。

韦光生壮仁、荣、义。韦昌生够文。佩璋生作权、炳、信。佩玉生作安、德、高、登。

佩球生作宏、金、良康。佩瑶生利兴、才、富、贵。彩荣生作桂、龙、胜。佩良生显

生、庆生。佩封生跃生、献生、荣生。佩珩生作坚、杰。佩珞生作喜、支。佩环生韦

康、岑。佩琪生作模。佩禄生作江、良。佩森生兰勤、富、丰、才。佩福生海东。彩

芝生秀和、汉全。俨修生金江、池、秀。佩瑁生韦喜、学。佩琰生惠明。佩琮生韦敏。

佩光生韦丰。小菊生李锦、河、山。小玲生韦赓、宁、田。佩珍生作炫、秀花。佩礞

生作点、泽、范。佩瑚生作硬、芳。佩璜生作琴、明。佩璋生作勇、猛、文。韦杰生

雄军、辉。佩珊生作子。彩光生作科、武。韦编生作祥、亮、东、秋。佩瑶生作些。

佩琨生作冠、阳、发。佩瑛生作光、辉。佩文生作编。佩琳生作述、宝、翌。赢挺生

作爱、光。佩碴生作茵。佩琚生作兴、强、联。彩盛生作建。佩珠生作斌、秀媚。佩

硅生作瑶、风、王、焕。

十二世作佑，生焕富。作昌生焕甫、松英。作材生焕明。作矩生焕远、庆。作选

生江东、荣。作规生祖铬。作生生棚伟。作筹生光照。作福生光武、文。作宪生高平、

才、云。作标生焕秦、汉斌、贵斌。作榜生茂林、增林、佳林、焕娇、香、琳。作相

生春宝、贵、花。作荣生焕武、科、君。作锦生焕文。作型生焕光、北、南。作枢生

焕云、洋、海。作桂生韦颖、怡红、韦苑、韦茜、韦萍。作棉生韦明。作式生海燕、

达飞、向洋、玉。作嘉生海滨、韦丽、永红。作新生松帜、金。作盛生小桃、根、三。

作林生海云、雷云、丰云。作茂生松云。作龙生海贵。虎英生鸿升。廷菲生焕元、根。

爱国生祖宝、玉。爱勤生韦能、杰。韦桂生罗阳。经武生韦燕。经文生光景、优、芬、

韦斌。经章生庆新。韦凡生韦玮。韦平生韦杰。作习生海英、文、生、龙、武。作忠

生汉洪、林。作光生海明、亮。作洋生国标、辉、玉。寿英生金海、光。又荣生钦戈、

及。作鼎生富贵、明、久。作能生雷东、龙恩、山。作记生龙斌。作尤生龙书、海书。

作平生隆山、燕。作勤生龙飞、午。作芳生金贵、爱莲。作利生焕增、海。作年生健

平。作丰生健安、成、玉华。作格生延成、龙。韦明生柳康、安苹、琪。韦英生英浪、

渊。作伟生焕罗、应、韦平。作贵生焕康。作刚生利生、勤生。作领生宜梅、平。作

轮生海雄、祥。秀能生夏勤、星。自爱生兰丽、妹。玉明生智丰、高。玉文生江飞、

宾。学智生小红、益、健、国、胜。学雄生韦力。学健生韦强、亮、艳苹。贵明生四

弟、小英。作和生雄壮、海、兰。壮仁生如荣、秀。壮荣生金龙、凤、宝。壮义生智

明、小弟。作权生韦荣。作宏生林峰、华。作喜生勇飞、宏飞、韦斌。汉全生仕康、

利、革、观。秀花生仕建、周、南、良、东。作点生文焕、仕哥。作泽生荣芳、华。

作范生韦苹。作硬生仕题。作琴生仕谋、能、参、武、实、韦和、峡。作明生仕乐、



昱、龙、兵，作勇生仕学、樊生。作猛生韦平、利、超。作文生韦标。作科生日新、

仕英、玉明。作武生仕忠、韦克、传仁。作祥生贤才、付、猛、建。作些生韦道、韦

朝、韦朗、韦海。作冠生韦傲、韦韧。作阳生韦同。作述生新荣、文荣。作宝生仕德、

朝晖、东晖。作鼎生仕文、久、会。作爱生韦云。作光生力德、荣。作茵生仕献。作

兴生仕景。作强生金献、富英。作联生金峰。作建生仕春。秀媚生仕荣、宏。

十三世焕秦，生韦益、祥峰。茂林生雪松、梅。增林生韦婷。焕武生金贝、妹。

焕科生金辉、杯。焕君生秋华。焕文生秋桂。焕光生宾生。焕云生良腾、宝。焕洋生

小忠。焕海生小弟。海滨生韦敏。焕元生金山、宝山。金贵生海俭、兵、锋、利、秀。

利生生一弟、二弟。新荣生韦佳、韦李、韦回。文荣生韦成。仕德生中权。朝晖生国

亮。仕献生韦敏、韦林、旭日、韦乐、韦升。仕景生送庆、远。仕春生富仕、佳宏、

能仁。仕荣生海高、峰、松。

十四世韦益、海俭、韦佳等。

（资料由韦体元、韦纪勋提供）

9．韦杰支系
一世卜紊民，生卜苏门、卜苏墨。

二世卜苏墨，生卜业、卜军。

三世卜业，生义丰、昌、的芳。卜军生日军、卜恩。

四世义丰，生士才、拔。义昌生士超、韦杰、士连、佳。日军生士芳、光。卜恩

生卜安荣、卜安福、卜安求。

五世士拔，生尚国、生、妹。韦杰生临光、韦虹、曙光、韦晓、燕燕、娜莎、小

霞、韦炜。士连生尚能、勤、恒、宏、校、卫、勇。士佳生尚耀、高、奋、的色。士

芳生日规、尚兰。士光生日狂、尚权、宁、的新。卜安荣生尚吉。卜安福生尚谋、勋、

南、乜爱。卜安求生尚林、辉、娥。

六世尚国，生建荣、宇蔚、红波、珊娜。尚生生郑彤、红。尚妹生韦剑、韦军、

韦华。临光生杨光、阳。韦虹生寿路明。曙光生贝贝。韦晓生张阿翔。燕燕生张甜甜。

娜莎生陈都都。小霞生任韧。韦炜生笑笑。

七世建荣等。（注：“卜”为壮语汉音，指父亲。卜素民即素民的爸）

10．东兰兰阳板甲村韦氏支系
板甲村有韦氏共三百多人，系起云之九子应鲲的后裔。先在河池板京村居住，后

迁东兰切学乡拉强屯，最后迁到东兰兰阳乡板甲村定居。

一世步察，生伸屋、伸领、伸修。

二世仲屋，生正苏。

三世正苏，生仕翁、仕爷、关里。



四世仕翁，生云高、云清、云蛟。

五世云蛟，生德勋、德宽、德清、德仁、德金、德曼、德甫。

六世德勋，生宝修、宝琚。

七世宝修，生瑞新。

八世瑞新，生振箕、振裘、振超、振规。

九世振超，生韦平、韦亮、海波。

十世韦平，生继松。

十一世继松。

11．东兰县东兰镇伦界村韦氏支系
一世绍秉，生龙权、相权。

二世龙权，生登朝、正朝、明朝。

三世登朝，生义与、秀与、英与、强与。

四世义与，生财记、正美。

五世财记，生做述、庆述、生述。

六世庆述，生定开、庭开、贵开。

七世贵开，生年丰。

八世年丰，生儒泰、宽泰、军泰、师泰、礼泰。

九世儒泰，生彩丽、兰。宽泰生韦坚、韦与。军泰生日弟。师泰生日路、成。礼

泰生日杰。

十世韦坚等。

（资料由韦灵泰提供）

12.东兰伦界村韦氏支系
韦海龙，千一裔孙。该世系上接失传。世居东兰县东兰镇伦界村，总人口 600 余

人。

一世海龙，生七子，五男为秉登。

二世秉登，子数不祥，长男权盛。

三世权盛，子数不详，次男朝师。

四世朝师，子数不详，长男汝海。

五世汝海，子数不详，长男继平。

六世继平。生四子，登从、宿、良、光。

七世登从，生四子，典开、文开、运开、荣开。

八世典开，生二子，祖丰、代丰。

九世祖丰，生三子，灵泰、明泰、群泰。



十世灵泰，生四子，界儒、仕儒、英儒、伟儒。

十一世界儒，生韦怡。仕儒生江龙。英儒生秋字。

十二世韦怡、江龙、秋宇等。

（资料由韦界儒提供）

13.宾阳太守乡六农村韦氏支系
一世友周。

二世善学。

三世韦恒，生韦廖。

四世韦廖，生三子，韦赵、韦篆、韦忠（曾任柳州副府官，后出游四川、云南）。

五世韦篆，生启宁。

六世启宁，生五子，玉荣、玉华、玉伯、玉芝、玉伟。

七世玉伯，生四子，绍樊（住太守乡六何村）、绍南、绍兴、绍琚。

八世绍琚，生三子，文闸、文嵩、文吏。

九世文嵩，生二子，英凤、英藏。文吏生三子，英灿、英乾、英杞。

十世英凤，生典春。英藏生典芬、典配。英灿生典仲。英乾生典肇、典辉。

十一世典春，生二子，明源、明宝。典芬生明有、明盖。典配生明侦、明刑、明

森。典仲生明杨、明恩。典肇生明声、明法、明通、明田。典辉生明标。

十二世明源，生五子，荣香、首、进、名、城。明宝生文香。明有生和香。明盖

生雨香、茂。明侦生开香、谨。明刑生尖香、金。明森生顶香、稳、业。明扬生公香

（佚名）。明恩生喜香、鸿（出继明扬）、来、模。明声生志香。明法生兴香、北。明

通生求香、还、贵、定。明标生银香。

十三世荣香，生三子，国礼、国让、国仁。首香生国健、国柱、国宏。名香生国

华。城香生国勇。文香生国梅。和香生国培、国高。雨香生国来、国庭、国连。茂香

生国辉、国玉、国强。谨香生国情、国公。金香生国祥、国增、国寿。稳香生国进。

业香生国和。鸿香生国范、国知、国松、国考。喜香生国朝。来香生国诗、国通、国

定。模香生国成、国军、国干、召健。志香生四子，国臣、国南、国光、国联。求香

生志勇。贵香生国康。银香生国耀、国登、国疆。

十四世国梅，生三子，世考、世观、世环。国范生雨、治、柳平。国知生忠乎、

世满。国松生世校、世缘、世分。国考生广、朝平。国朝生世习、世强、世发。国诗

生世敬。国通生世孝、世念。国臣生世云。国光生世令、世耀、世通。国康生大弟、

二弟。国耀生大弟、世能。

十五世忠乎，生二子，韦传、健传。世校生学传。世云生通传、正传。

十六世韦传等。 （资料由韦求香提供）



14.上林县三里镇双吴村朝旺庄韦氏支系
一世学镜。

二世显祖、显宗。

三世恒齐、恒葵、恒松、恒蒿、柳、恒显。

四世咸恩、咸厚、咸育、善友。

五世书经、永明、昌、清、成、高、邦、承。

六世冠礼、谋、仲、忍、奇、用、扬、玉、宝。

七世时学、志、勉、中、月、光、行、荣。

八世献彩、存、广、厚、好、雄。

九世从考、受、武。

十世佑芳，生恩荣。

十一世恩荣，生三子，家君、书香、玉彰。

十二世家君，生光亮、光辉、光林、光显、光彩、光标、光书。

十三世光亮，生胜英、胜荣、胜昌、胜贤、胜春、胜邦。

十四世胜邦，生二子，奇能、奇才。

十五世奇能，生汉高、汉生、汉文、汉雄、汉忠、汉勇。

十六世汉忠，生二子，海东、海洋。

十七世海东等。

15．上林云石村韦氏支系
一世明喜。

二世经意、纯、念。

三世肇议、增欣、贤，桂斗、照。

四世诵稳、正、天时、造，上卓。

五世桂亨、福、广亮、界、仁、雅、明、生、修、福、天与、兴。

六世荣春、叶、支、凤子、广理、文、博、基、寿。

七世朝京、补、禄、谏、元藏、修、生、明、和、凤接、朝、伍、纯、才福、如、

风、朝星、康。

八世时足、孜、根、极、习、熟、乐、佐、结、雄、锦、立。

九世长树、成、檀、福、廷、垣、标、森、升、云、雨、学、编。

十世一言、连、芳、宝、介、秀、接、旺、斗、品、倒、戴书。

十一世修恭、德、益、道、信、风、从、贵、齐、身、动、辉、馆、瑞、贤、杰、

碧、善、勋、俭、爵、高、正、廷。

十二世礼寿、祖、超、家、斌、亮、员、贤、大、吉昌、秉昌、让、仁、乾、安、



心、言、辉、坚、忠、舜、贵、金、玉、藩、孔书、仁、玉、启权、立、成、明、文、

同、才福、如、风、新、吉、成、举、隆、合，村金、发、良、全、超、程，友直、

谅。

十三世布元、文、冕、英甲、祥、生、忠、汉、超、武、列、伟、隆、尧、泰、

校、永、梅、树、植、山、姿、秀、伍、美、布、富、明、显、荣、发、年、科、世、

昌、补、敏、诗、豪、杰、进、雄、其、颜、贤、才、冠、森、桂、尤、旭、伯、昌，

盛才、林、卷、华、堂、荣、礼、守宝、二、三、球、免、冠、芳、忠，礼昌、易、

京、安、新、祈、贵、广、宇，裕光、文。

十四世烈权、进、光、宗、开、科、世隆、高、德、勤、保、模、珍、瑞、昌、

还、年、东、强、干、醒、敏、勇、恩、广、英、民、明、威、超、财、进、泽、良、

川、华、南、书、元、愈、治、佩、雅、新、蕃、荣、盛、茂、拉、甫、禄、福、毛、

锦、长、五、坚、和、标、平、忠、展、枢、林、发、康、清、亮、生、远、文、行、

能、果、建、光、浓、经、统、立、奇、洪、岭、成、宁、武、峰、延、扬、瑞、珍、

昌、松、达、延珊、明、福，青森、光、联、年、武、贤、波、举、明、进、礼、通、

里、亮、洪，光裕、礼、辉、典、演、清、明、元、兴、宗、亮、显、模、然、补、

日

十五世汉华、南、雄、标、光、清、贵、良、宁、康、记、祖、红、平、英、勤、

全、礼、保、进、伟、锋、亮、成、利、文、剑、铭、波、海、建、军、冠、杰、练、

贤、生、东、珠、高、武、忠、甫、廷、森、木、强、明、山、才、林、淑、固、学、

斌、广、开、星、松、科、历、博、昌、生、祥、新、务、民、春、坚、秋、权、愈、

友、智，国文、军、盛、师、良誉、荣、祖、威、武、杰、进、勤、学、珍、福、华、

敏、经，石纲、纪、练、绵、统、红，道军、政、标、富、明、雄、玩、亮、清．耀

平、波、亮、威、雄、义、辉、敏、武、磊、安、全，通彩、文、贤、光、升、明、

荣、南、风、军，汉波、扬，民建、富，道忠、直、文、学、开。

十六世文强、武、醒、全、园、蔡、才、通、建、达、仕、松、青、杰、铁、超、

华、飞、壮、毅、树、权、英、明、新、慧、忠、元、雪、北、山、高、学、坚、翔、

乐、燕、能、德、荭、弟、江、军、礼、华，延武、文、忠、义、生、强、康，展波、

辉、程、能、韦懿、黎、韧，佳斌，江南、武、华。

16．马山兴隆街韦氏支系
一世韦卢，生韦观。

二世韦观，生二子，应才、应保。

三世应才、应保，生大任、大旺、大选、大经、大环、大授、大宝、大本。

四世大任，生承业。



五世承业，生万安。

六世万安，生二子，忠耀、忠显。

七世忠耀、忠显，生世伯。

八世世伯，生廷恩。

九世廷恩，生二子，韦光、韦瓒。

十世韦光、韦瓒，生可法。

十一世可法，生二子，韦柱、韦梁。

十二世韦柱、韦梁，生彩基、彩文。

十三世彩基，生二子，邦俊、邦杰。

十四世邦俊，生四子，国器、国辅、国弼、国祥。邦杰住马山县乐圩乡乔孔片，

生国基。

十五世国器，生三子，少爷、树武、经孙。国辅生启英、启林、启义。国祥生六

子住桂林。国弼生福元。国基生启隆、启祥。

十六世少爷、树武、经孙。生鸿富、健、卯、虎。福元生鸿昌（住山东）、贵。

十七世鸿富，生三子，仁东、仁勇、仁猛。鸿健生仁波。鸿卯生仁焰。鸿昌生仁

华。鸿贵生仁锋、仁茂。

十八世仁东等。

17．马山林圩黄瑶村韦氏支系
韦大任之玄孙世伯（见韦卢世系）分支至马山县林圩乡黄墙村林屯。

一世世伯，生二子、振徽、承顶。

二世振徽、承顶，生韦环、韦珍。

三世韦环，生二子，可贵、可珠。韦珍生可清。

四世可贵，生韦擂。可珠生韦栊。可清生韦里、松、樽。

五世韦擂，生二子，彩奇、彩异。

六世彩奇，生邦才。

七世邦才，生国华。

八世国华，生三子，启坤、启宁、启端。

九世启坤，生二子，鸿勇、鸿达。鸿芬为韦里裔孙。

十世鸿芬，生三子，仁超、仁克、仁科。

十一世仁超等。

18．东兰武篆红里屯韦氏支系
广西东兰县武篆红里村仁里屯是韦氏聚居地，该屯经过多次分支后，除了仁里屯，

板烟、拉开、仁义、美庆、江平历史、三石海冷以至田州、都安等都有裔孙衍籍。



一世万岩，生四子（佚名）。

二世公（万岩某一子，住劳石村）．生韦月、韦雪、韦总、韦正。韦雪住田州。韦

总住都安。韦正去向不清。

三世韦月，生二子，炳劳（住板烟）、炳正（住拉开）。

四世炳劳，生五子，赛达、官达、总混（住仁义美庆）、卷（住江平历史）、权化

（住三石海冷）。

五世官达，生二子，苏贵、元老。

六世苏贵，生四子，林珩、林朋、林锦、林礼。元老生林享、林正、林泰、林青、

林华。

七世林正，从板烟迁往武篆红里村仁里屯，生三子，全高、全直、全昌。

八世全高，生圣杰。全直生圣顺、圣英、圣奔。全昌生正有。

九世圣杰，生二子，敏元、尚元。圣顺生康元。圣英妣陈氏，生五子，贵元、东

元、善元、园元、庆元。

十世贵元，生小莉。东元生仕弟、仕参。善元生韦曲、韦匀。园元生韦剑、韦芳。

十一世小莉、仕弟、参、韦曲、韦匀、韦剑、韦芳等。 （资料由韦贵元提供）

19．都安永兰庄支系
永兰庄乃广西都安县下坳乡龙荣屯之雅称，斯地山环岭抱，宛若天然石城，因将

相流荫韦永兰开基立业，谓名。

远祖为汉丞相韦贤，原籍山东邹县，国之鸿儒，明经而致相，故族人奉“一经堂”；

自汉末贤裔孙韦庆迁京兆后，隋唐五代多出将相，又供“京兆堂”。

中祖为世袭东兰州土司官韦景岱。宋皇祜年间，景岱与五胞弟随父韦山涛为狄青

先锋，率山东铁骑军征伐依智高“大南国”入广西，父子建奇功，景岱获封木兰冠带，

留戍广西，木兰升州即为州官。

近祖为景岱第十六代孙韦正周。景岱传万目传忠赞传举云传应鸾传文韬传好传承

宗传光裕传国信传朝辅传文传玩传松林传祖铑传正周。

十六代正周自东兰迁安定司（今都安）传十七代兆象（父子居响水关前国隆村），

传十八代晓，传十九代淘，传二十代棒，传二十一代亦，传二十二代明，传二十三代

文安，传二十四代有仁，传二十五代元恩，传二十六代永兰（迁龙荣）。

二十六世永兰，生汉魁、吉魁、鹏魁、杰魁。

二十七世汉魁，生国权、国儒、国廷。吉魁生国忠、国民、国连。鹏魁生国卫、

国锋。杰魁生国生、国斌。

二十八世国忠，生昌宇。国连生韦毅。

二十九世昌宇、韦毅等。（资料由北京城建集团五公司物资供应管理部韦国忠提供）



20．武鸣灵马胡龙韦氏支系
韦继权系景岱（千一公）后裔。祖籍山东兖州府邹县白米街糯米巷。文隆（号韦

旦）住广西东兰，是应莹之三子，生继权。大约在明末清初，继权随明代总督何腾蛟、

广西巡抚翟式报抗清勤王事败，株连九族，而隐居武鸣县灵马乡三民村胡龙屯，300 多

年来，子孙兴旺发达。目前人口 2000 余人，主要居住在武鸣县灵马乡三民村胡龙屯，

分支至平果县、马山县等 10 多个村屯。

一世继权，生四子，明甫、明罗、明邓、明昶。

二世明甫，生训顶。明罗生茂祥、茂松、茂通、茂树、茂发。明昶生茂政。

三世训顶，生二子，顺良、顺柏。茂祥生富进。茂发生富道。茂政生富意。

四世顺良，生五子，贵总、贵祖、贵明、贵盛、贵旭。顺柏生朝刚。富进生贵来、

贵谋。富道生贵固、贵才。富意生贵定。

五世贵总，生贤主。贵旭生贤才。朝刚生春桂、杨桂、松桂。

六世至十一世因历史原因失载。

十二世春存，生二子，孔宣、孔英。春龙生孔香、孔秀。春辉生孔庆、孔贵。

十三世孔宣，生政道。孔英生政德、政文、政利、政光。孔香生政仕、政农、政

功、政昌、政勤。孔秀生政才。庆生政怀。孔贵生政春、政山。

十四世政道，生五子，世保、世居、世生、世彩、世禄。政德生世京。政文生世

鹏、世和、世发。政利生世恩、世珍。政光生世安、世福、世宣。政仕生世英、世忠。

政农生世平。政勤生世华、世营。政才生世宗。政怀生世明。政春生世秀、世达、世

荣。政山生世芳、世芬。

十五世世保，生五子，载书、载文、载编、载训、载母。世居生载浦。世生生载

忠。世彩生载青。世禄生载乃、载包。世京生载球、载柬。世鹏生载宗。世发生载球。

世恩生载乐。世珍生载图。世福生载琚。世宣生载昌、载金、载宏、载和。世德生载

育、载业。世英生载禄、载琼、载瑶、载元、载民、载诚、载新（养子）。世平生载标、

载华、载万、载胡、载灵。世营生载寿。世宗生载奎、载锦、载宝。世明生载其。世

荣生载祖、载宗。世芳生载典（养子）。世芬生载科、载学、载荣、载喜。

十六世载书，生四子，成龙、成联、成俊、成才。载文生成福、成方、义顺。载

编生成礼、成志、成环。载训生成祖。载母生成归。载浦扶养德规、明。载忠生成群。

载青生成雄、成训、成旭。载乃生成荣。载柬生成强、成光。载京生成孝、成敬。载

福生成康、成珍。载图生成杰、成昭。载琚生成杜、成熙。载金生韦振、敏。载宏生

成功。载和生成彩、成昆、成线。载禄生成召、成富、成坚。载琼生成先。载瑶生成

敏、成生、成奎。载元生成仅、成年。载民生成贵、成列、成现。载诚生成仁、成斤、

成守。载华生成开。载胡生成全、成宝、成广。载灵生成西、成怀。载寿生成吉、成



峰。载奎生成山、成安、成波。载锦生成兴、成永、成达、成弟。载宝生成江、成团、

成帽。载其生成殷、成会、成新（养子）。载祖生成堂。载科生成捷。载学生成忠、成

担。载新生成勇、成明。载典生成飞、成标、成初。

十七世成龙，生三子，德福、德禄、德山。成联生德进、德忠、德新、德敬。成

俊生德金。成才生德敏、德军、德勋。成福生德吉、德利。成方生德桂。成义生德坚、

德拔、德和。成礼生荣浩、德保、德荣。成志生德高、德勇。成祖生德洋、德星、德

陈、德强。成群生德瑶、德善、德思、德基、德团。成雄生德康。成训生德安、德良、

德全、德仕。成旭生德熙、德殷、德真、德弟。成荣生德光、德昌、德周。德规生家

福、家寿。德明生家禄、家友。成强生德武、德林、德迁。成光生德练。成孝生德宗、

德连、德亿。成敬生德年、德南。成康生德文、德秀、德献、德加。成珍生德飞、德

交、德楼、德亭。成杰生德贤、德恩、德麟、德德、德戍。成昭生德营、德春。成杜

生德才、德先、德锋、德兵。成熙生德政、德来、德杰。韦振生德彬、德宁、德旺。

韦敏生德学、德初、德永。成功生德锡。成威生德志、德明。成彩生德显、德转、德

勤、德生。成召生德相、德珍。成富生德联、德泉、德科。成坚生德提、德乐。成先

生德仲、德东。成敏生德米、德堂、德庆、德四。成生生德桓、德会。成奎生德属、

德亮。成仅生德育、德战、德三、德超。成年生德方。成贵生德威、德弟。成列生德

灵、德义。成现生德益、德祥、德力。成开生德昌、德锐、德发。成全生德孟、德甜。

成吉生珊珊。成峰生德先、德群。成山生德勤。成波生德昆。成新生德祖、德广、德

海、德生。成捷生德权、德宽、德雷。成忠生德兴德运。成柏生德达、德东、德彩。

成勇生德强、德荣。成明生德奎、德平、德念。成飞生德宏、德波。成标生德业、德

富、德尧。成初生德校、德顺。成选生德殉、德避、德甫、德东。成亮生德朝。

十八世德福，生韦贵、晓玲。德禄生家林、家斌、家思。德山生家新。德进生韦

波、朝华。德忠生家权。德新生家信、家技、家富。德敬生家锡、家欢、家宁。德吉

生家海、家发、家恩。德利生家保、家宁。德桂生家松、家战。德坚生家平。德拔生

家武、家强。德高生家东、家堂。德敏生家辉、家衡。德军生家哥、家勤。德勋生家

弟、家永。德光生韦辉。德昌生家谋、家泽。德全生家利。德良生家言、家胜。德安

生家康。德康生家喜、家令。德武生家克、家义。德林生家政、家要。德迁生家程。

德宗生家生、家善。德连生家道。德亿生家球。德文生家宝。德秀生家俊、家臣。德

飞生家彩、家山。德贤生家育、家灵、家文、家昌。德麟生家宽、家□。德才生家华。

荣浩生家平、家安、家宁。德保生家乐。家福生宏量、宏飞、宏金、宏旋、宏昌。家

寿生宏青。家禄生宏富、宏贵、宏荣、宏新。家友生宏观、宏文。

十九世韦贵，生采东。家林生采辉、采宁。

二十世采东等。 （资料由韦德福提供）



21．武鸣灵马伏兆屯韦氏支系
韦文全、韦文敬兄弟大约在明朝末叶从广西东兰迁到武鸣县灵马乡三民村波塞屯，

居住六代。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 年）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仅文

全第五代孙富提留守家门，并迁居到伏兆屯，安居乐业至今。子孙分支至平果县、马

山县等地。

一世文全、文敬。

二世至四世失载。

五世富提（迁伏兆屯）。

六世失载。

七世廷燕、蔚（无嗣）、桂。廷燕生玉宗。

八世玉宗，生彩文、彩胜。

九世彩文，生树祚。彩胜生树楷、树堂、树高。

十世树祚，生三子，振华、干华、仲华。树楷生德华。树堂生德珠、德标、德品。

树高生德英。

十一世振华，生二子，海滨、海强。干华生家仕、家杨、家健。仲华生韦达、韦

春、韦力。德华生家良、家利、家星。德珠生家现、家会。德标生家荣、家云、家忠。

德英生家龙、家洪、家全。

十二世海滨，生韦杨。家仕生宏逸、宏珍、宏权。韦达生宏东。家良生宏光、宏

景。家现生宏花、宏辉。家荣生宏洪、宏海、宏麟。家龙生宏科、宏彬。

十三世韦杨等。

（资料由韦振华提供）

22．忻城扳儿村韦氏支系
韦士佩号安紊，原藉山东邹县人，世袭东兰土知州，系光祚之孙，兆鹰之子，朝

佐之叔父。于清初适地方多事，遂偕其胞弟士学从东兰迁入迁江（今来宾县境），继而

隐居忻城外堡板儿村。迄今历二百余年，子孙原分七房，散居县属各乡屯，烟户数百，

丁口成千，于忻地可称巨族。其世系如下：

一世士佩，生七子，大长、权长、三儿少亡未记名，逵长、神长、向长、凤长。

二世大长，生仁直。

三世仁直，生二子，元怀、元乐。

四世元怀，生二子，廷现、廷台。元乐生廷珠。

五世廷现，生四子，思大、思吉、思兴、思奋。廷台生思齐。廷株生思首、思宗、

思荣、思名、思长。

六世思大，生祖宁。思奋生祖远、祖吉。



七世祖宁，生德元。祖远生德亲、德贵。

八世德元，生三子，克曲、克亲、克巧。德亲生克让。

九世克曲，生昆立。克亲生拱立。克巧生光立、端立、敏立。克让生升立、厚立。

十世昆立，生二子，鸿江、鸿权。光立生鸿先。端立生鸿沼。升立生鸿肖、鸿欢、

鸿仁。

十一世鸿肖，生法猷。鸿欢生顺猷。鸿仁生猷亨、进猷、温猷、勤猷。

十二世法猷，生二子，兰最、贤。顺猷生韦泽、韦森。猷亨生兰献。猷美生兰忠。

十三世韦泽，生州乐。兰献生州江、扬、浪。兰忠生州海。兰伦生州书。

十四世州乐等。

23．南宁西乡塘罗文村韦氏支系
一世景岱，生枝刚、议稳、议诚。

二世议稳，生云教、道香、圣极、圣忠。

三世圣极，生士宴、斐章、顺隆、罗绍、演昂、演范。

四世演昂，生三子，永辉、存、琰。

五世永存，生五子，有能、有勇、有恒、有易、有旭。

六世有恒，生三子，文英、芳端、文正。有旭生文福、文专。

七世芳端，生上恩、上爱。

八世上恩，生四子，大帮、大光、大朝、大显。上爱生大明、大纪。

九世大帮，生二子，彦均、彦胜。大显生彦炳。

十世彦均，生复起、复广、复长。彦胜生复隆、复升。彦炳生复全、复古、复佳、

复盈。

十一世复起，生三子，建庭、建信、建比。

十二世建比，生二子，佩俊、佩杰。

十三世佩俊，生三子，必科、必秋、必利。佩杰生必群、必树。

十四世必群等。

24．柳江县盘龙村韦氏支系
一世志道，生文耀、仁瑞、双。

二世文耀，生四子，光夏、光灿、光焕、光金。

三世光夏，生五子，邦经、邦全、邦照、邦彦、邦才。

四世邦彦，生四子，韦大、韦林、韦木、韦寿。

五世韦林，生三子，炳彪、炳周、炳三。韦木生炳五。韦寿生炳贤、炳垂、炳才。

六世炳彪，生宗凡。炳周生宗树。炳三生宗进、宗接。炳五生宗东。

七世宗凡，生汝业。宗树生初吉、初庆、初友。



八世汝业等。

25．大化县大化镇红电街韦氏支系
韦赵应、韦赵邓系造马村元秀裔孙，何时迁入红电街待考。

一世赵应、邓，生兴良、兴之、兴桃。

二世兴良，生寿石。

三世寿石，生三子，贵朝、贵权、贵宝。

四世贵朝，生二子，喜善、喜寿。

五世喜寿，生四子，进从、进像、进玉、进珠。

六世进从，生二子，庆尊、庆行。

七世庆尊，生福稳。

八世福稳，生二子，延荣、延胃。

九世延荣，生绵朋。

十世绵朋，生应熙。

十一世应熙，生二子，世灵、世全。

十二世世灵，生光任。

十三世光任。

26．横县良泗村韦氏支系
韦道升为千一裔孙，原住横县马山乡良泗村，由此分枝至泰凝大塘、贡举、百合

镇翔龙等村。

一世道升，生云朝。

二世云朝，生帅护、镇敬。

三世帅护，生道友。

四世道友，生传德。

五世传德，生三子，学信、学成、学业。

六世学信，生万胜、万理、万茂、万奎、万胜，伯仲、万任、万佳。

七世伯仲，生昌廷。

八世昌廷，生立义。

九世立义，生二子，有与、有瑶。

十世友与，生善庆。

十一世善庆，生三子，士规、士志、士豪。

十二世士志，生永华。土豪生永宁。

十三世永宁，生二子，绥积、绥彀。

十四世绥积，生四子，吉普、吉诚、吉茂、吉庶。



十五世振邦，生三子，绍庆、绍财、绍福。

十六世绍庆，生二子，家荣、家有。

十七世家荣等。

27．凤山韦思支系
韦思乃虎臣之族叔，景岱裔孙，明嘉靖年间（1546 年）韦思与族侄平定柳州五都

后，受封柳州五都巡检官，府设柳州，并从东兰司马槽迁眷落户三都，当时还有本族

兄弟侄子银环、五弟的三子银豹、豹毁、豹门及韦思与覃氏亲子银铜（合称“五万银”）

随来，先在两寨村居住，后迁入凤山村插居。韦思过世后，银铜世袭。银铜年至九旬，

将官府设到三都凤山村，由第六子志贤世袭。时值朝纲腐败，农民起义，韦氏子弟也

纷纷参预，后被明朝重兵镇压，在银铜死后的第四十多天，官军终于占领风山村，不

仅烧杀掳掠、铲草除根，且从坟墓中把银铜遗体锯开焚毁，残忍之极，酿成了韦族史

上闻名于世的“凤山惨案”。案后，韦思子孙散落忻城、象州、柳江、柳州、武宣、来

宾各地。1984 年统计 272 个村镇中其子孙约 6007 户共 34396 人。

一世韦思，生银铜。

二世银铜，生十二子，志道（住柳江县三都乡觉山村拉寨古）、志能、志达、志顺

（住柳江三都乡觉山村拉寨屯）、志受（住来宾县三五乡坊山村）、志贤、志远、志鹏、

志强、志和、志侃、志勋。养子志夺。

三世志道，生四子，文耀、文仁、文瑞、文双。志能生亚东、亚西、亚南、亚北。

志顺生文奎、文显、文福。志受生韦赖、韦应、韦洞、韦玉、韦樊。志贤生应乾、应

坤、应豪、应杰、应都。志远次子文廷。志鹏生福登、福典、福亮。志强改名志朵，

生韦良。志和无嗣。志侃生文长、文权、文旺、文逵、文坤、文向、文凤。志勋生自

仁、自井、自干、末娄。

四世文耀，生四子，光夏、光灿、光焕、光全。文仁为志和继子。文瑞生光庆。

文双生光岱。韦樊（住来宾三五乡曲村）生富长、富连、富财、富乾。文奎生光红、

光握、光诺。韦赖（住来宾县良江乡板村、后迁良江街、来宾镇）生胜超、胜拔、胜

启、胜元。韦应生韦勇。

五世光夏，生五子，邦经、邦全、邦照、邦彦、邦才。光灿生邦敬、邦乔、邦政。

富长生国总、国伦、国新、文章。胜超生韦灵、拉台、石江、六蒙。胜拔生韦台。胜

元生六埠。韦勇生雷基、廷青。

六世邦政，生三子，国德、韦闷、世常。国总生应元。雷基生光成、青公。

七世世常，生四子，锦望、国堂、韦佩、韦琳。应元生那老、小岭、扶关。光成

生六子（佚名）。

八世那老、小岭，生长领、三斗、蛛蜘。秀光、扶礼、秀关、志、发、扶佛、秀



元、六均为光成孙。

九世长领，生三子，正知、正朝、正章。三斗、蛛蜘生丹山。扶礼生恩运。扶佛

生恿德。

十世正章，生二子，启光、启路。丹山生启就、启升、启标。恩运生上贬。恩德

生上珍。

十一世启光，生二子，文彬、文耀。启升生文水。启标生文星。上贬生秉邦、秉

鸡、秉见。

十二世文彬，生二子，明长、明问。文耀生明祖、明猛、明贺、明都、明善。文

水生明等、明能、明做、明飞。文星生明固、明领、明刚、明猛。秉鸡生业元。

十三世明祖，生韦勇。明等生隆山。明能生隆朝。明固生隆五、隆介。业元生锡

联、锡仁。

十四世锡联，生六子，定界、定胜、定珊、定□、定群、定宁。锡仁生定喜、定

腾、定义。

十五世定喜，生四子，世宁、世强、世付、世常。定义生世宽、世前、世东。

十六世世宽，生二子，泽庆、泽导。

十七世泽庆等。

28．永福韦瑞霖支系
韦瑞霖，广西永福县人。兆字辈。原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世居永福县苏桥乡上、

下石门村。这两个村韦姓共 130 多户。先祖于明代从南丹州迁临桂县江村。明末，韦

安从安江村适上石门定居。

一世韦安，生二子，南山、念山。

二世南山，生志宝、志德。

三世志宝，生宗岱、宗耀。

四世宗岱，生七子：韦经、韦纲、韦纪、韦绩、韦缙、韦绪、韦纶。

五世韦绪，生毓瑚。

六世毓瑚，生绍贤、绍丹、绍彪。

七世绍贤，生五子：纯祥、纯佑、纯柞、纯祺、纯扔。

八世纯祚，生五子：友俊、友心、友乾、友坤箴。

九世友乾，生二子，孔存、孔坚。

十世孔坚，生四子，瑞生、瑞霖、瑞呈、瑞祥。

十一世瑞霖，生玉华、平、秉振、兴、中、玉宁、秉国。

十二世玉华等。

（资料由韦榕提供）



29．宜州德胜韦氏支系
宜州市德胜镇弄相、都围、围道等是韦氏集中分布地方，其始承关系待考。

一世玉影，生四子，季冬、季秋、季夏、季春。

二世季冬，生四子，明敕、明隆、明刚、明经。

三世明敕，生四子，公凤、公平、公金、公银。

四世公凤，生六子，布贵、布台、布危、布钻、布长、布富。

五世布贵，生四子，启保、启佑、启贤、启孝。

六世启佑，生三子，岁丰、岁隆、岁光。

七世岁光，生四子，贵凤、贵保、贵富、贵堂。

八世贵凤，生四子，姚星、姚明、姚朝、姚焉。

九世姚明，生二子，国春、国候。

十世国春，迁永带里围道村、拉稿村、都讲村。国候迁都国异相村、拉赫村、板

邦村、中墙、茶廖村。

（资料由韦梦骥提供）

30．融安泗意韦氏支系
韦肇先是融安县泗意韦氏的始祖，由广西南丹县迁入，迄今已三百余年，后裔近

千。除分布在附近龙纳、里鸟、官者、山尾、古龙之外，有的迁居北京、武汉、台湾、

香港，有的侨居美国。

一世肇先。

二世拉温。

三世嗣膺，生二子，乔保、乔卯。

四世乔保，生英雄。乔卯生英易、英贵、英学、英相、英松。

五世英雄，生二子，修德、修录。

六世修德，生七子，显茂、显绪、显宽、显献、显佑、显贞、显祥。

七世显茂，生仕珍。

八世仕珍，生宝富。

九世宝富，生四子，鼎爵、鼎盛、鼎新、鼎春。

十世鼎爵，生二子、启光、启明。

十一世启光，生二子，元裔、元□。

十二世元裔，生良云。

十三世良云、仁等。

31．融安章口韦氏支系
公元 1700 年前后，高祖韦凤伦随身带祖骨从庆远府南丹州鱼圹村外出谋生，直到



融安章口村金井坳，时世土匪貊厥，百姓躲藏深山，遂将祖骸埋在金井坳脚，从此定

居章口，至今二百余年。人口数百人，分住章口、磨彬、西古坡、束古坡、上洞、大

竹坳、董安、板榄等地，按“凤朝庭福贵、德业本世昌、永照承宗裕，荣华定国恩”

20 个字排班辈。

一世凤伦，生朝怀。

二世朝怀，生四子庭玉、庭松、庭绪、庭富。

三世庭玉，生福秀，庭松生福全、福和。

四世福秀，生贵凤。福全生贵政、贵清。

五世贵凤，生德成、德高、德嘉、德耄。

六世德高，生业华、业寿、业小。

七世业华，生本松。业礼生本源。

八世本源，生世和、世锡、世敏、世清。本松生世能。

九世世敏，生昌远、昌喜。世锡生昌兴、昌明。

十世昌兴，生永健。

十一世永字辈。

十二世照字辈。

32．融安富乐韦氏支系
富乐韦氏，从广西庆远府南丹迁入，有十三个老坟无碑记可查，估计是一至三世

所葬。传至四世韦朝明、韦朝圣已是明朝。五世英字辈迁至古营，部分又迁董安九雨，

形成富乐韦氏的三大支系。

(1)朝明支系（从南丹迁入富乐）

一至三世失传。

四世朝明、朝圣。

五世英良、英熙、英来、英善、英杰、英到、英敏、英惠、英连。

六世连锡、连霖、连道、连福。

七世贵贤、宝贤、美贤、正贤、亨贤、利贤、瑞贤、贞贤、绍贤、礼贤、元贤、

俊贤、成贤。

八世廷文、璋、富、春、魁、卿、荣、兰、轩、儒、开、邦、恩、有、献、忠、

杰。

九世绍生、业生、挺生、富生、运生、立生、惠生、道生、福生、宏生、俊生、

均生、昆生、孟生、守生、志生、有信、华明、福、志、益、昌、权、文、勤、光、

林。

十世余新、权、敏、彬、伦、坤、刚强、孟鲜、凤拜、秀群、润群、余学、安、



强、祥、球、文、勤、德、光、新强、球、胜、培、韦勇、余松、科、芳、鲜、庆、

明章、余忠、湘、韦格、余刚。

十一世庆远、宽、苏、秋、广、波、欢、宇、朗、爽、军、干、乐、铭、山、华、

军、伟、庆湘、波、良、意、超、聪、培、松、辉、东、韦曦、韦落、韦哗、韦啸、

韦畅。

十二世承丹、达、明、丽。

(2)古营支系（从富乐迁入古营）

五世英□，始祖失考。

六世礼隆。

七世美成、美雄。

八世德和、德甫、德胜、德昌、德富、德贵、德明、德寿。

九世汉臣、仁、忠、能、立、有生、荣、素洁、汉林、宾、香、庭、祥、全。

十世兴广、太、民、余宣、成、发、生、兴、坤、珍、伟、敏、彬、美、姣、新、

世、芝、莲、梅、江、林、辉、娟、德、初、安、海、乾、坤、胜、凤、英、庚妹、

秀妹。

十一世厚光、建新、勤、军、祟、荣、娟、小军、小梅、庆辉、亮、鲜、平、王、

鸿、技、德、丰、荣、欣、芳、碧、龙、年、连、鼎、志、学、义、才、凤、文、秀、

玉、隆、元、湘云、颂云、韦怡、庆林、阳、等、韦雄、庆华、超、云、千林、庆乐、

韦燕、庆通、雄、飞、燕、松、黄、华、斌、珍、媛、丹。

十二世承华、香、菊、欢、抄、春林、云、承炎、倩。

(3)古董九雨支系（从古营迁入古董九雨）

五世英□。始祖失考。

六世昌富、昌贵。

七世文雄、杰、正。

八世仁元、德元、兆元、志元、景元、自元、启元、敔元。

九世先明、週、熙、敏、模、达、琼、立、祖德、先群、友、洪、驱、智。

十世应光、录、余章、金、伟、应志、龙、余躍、德、兴、远、生、芳、武、明、

超、科、四、义、亮、元、庆、刚、祥、欢。

十一世壮华、善华、良华、伟华、有华、星华、远华、恩华、庆华、小兴、兴华、

少华、汉华、仙华、书华、路华、黄书、庆华、园华、忠华、吕华、著华、新华。

十二世韦涛、韦勇、韦勋、韦格、韦敏。

(4)东宅支系（于明代中叶从庆远南丹迁至东宅定居）

一世公，生英德、英盛。



二世英盛，生文明、耀明、玉明、辉明。英德生盛明、贤明、光明。

三世耀明，生世兰、世美。文明生世廷。玉明生世源。光明生世礼。辉明生世贵。

盛明生世华。

四世世美，生庆凤。世兰生庆安、庆珍。世贵生廷财。世源生庆忠、庆龄、富龄。

世华生庆辉。

五世庆辉，生锡祥、寿祥、祥荣。庆安生德祥、衍祥、钟祥、赞祥、经祥。庆凤

生吉祥，世廷婿财广。廷财生富祥。

六世德祥，生永文、勤、珍、亮。吉祥生永光、东。财广生宏发、辉。

七世永文，生延正。永光生延金、安。永东生延魁、庆、和，正。

八世延正等。

（资料由韦华明提供）

33．融水桐楼韦氏支系
广西融水县大浪乡桐楼村韦氏，祖先从庆远府迁入，兄弟四人分居融州各地，有

壮歌一首志之：“公大在嘎融，公二在大保，公三在四意，公四在白果。”桐楼支系迄

今已十二代，人口繁衍约 700 人，风俗淳良，勤劳俭朴，和睦友善，忠孝为训，耕读

传家。

一世公，生二子，全财、全钱。

二世全财，生保田。全钱生保应。

三世保田，生乾堂。

四世乾堂，生二子，应仁、应富。

五世应仁，生二子，显清、显连。

六世显清，生五子，金佑、金成、金德、金祥、金柱。显连生金朝。

七世金德，生玉廷。金朝生玉江、玉良。

八世玉廷，生七子，朝选、朝典、朝俊、朝杰、朝辅、朝富、朝贵。

九世朝典，生廷章。朝贵生廷邦、廷修。

十世廷章，生三子，日刚、韦豪、日斌。廷邦生日亮、福。

十一世日刚，生世属。日亮生韦海。

十二世韦海，生二子，韦新、明礼。

十三世韦新等。

（资料由韦日敦搜集，韦华明提供）

34．融安董安韦氏支系
始祖溯出原藉庆远府思恩县六九司白竹村喇利寨人，因岁中不幸地方扰乱无栖息，

兄弟三人弃家奔至柳州府融县地方，迫使手足分离，雁竹拆翼。大哥遂往四川之城，



二哥居浪溪河（大将、板榄、雅瑶等乡）。唯三弟溯出在保江河董安团董安村定居。

一世溯出，生爰创。

二世爱创，生永垂。

三世永垂，生明才、明鲜。

四世明才，生爱臣。明鲜生爱慕、爱亲。

五世爱臣，生海宴、海汉。爱慕生海头。爱亲生海深。

六世海宴，生良士、良吉、良雅。海汉生正智、正礼、正义、正芳、正信。

七世良士，生代丰、代达。良吉生代盛。正智生世谟。正礼生世训。

八世代丰，生朝福、朝禄。世谟生庆元。

九世朝福，生佩章、朝典、朝耀、朝献。庆元生瑞章。

十世佩章，生火成。瑞章生尚忠、祯。

十一世尚忠，生韦怡、忻。

十二世韦怡，生韦杰。韦忻生韦宁。

十三世韦杰，生然海、安。

十四世然海，生君国、然安生君胜。

十五世君国等。

35．三江文楼韦氏支系
一世同林，生世胜。

二世世胜，生继宗

三世继宗，生四子，日升、荣、照、隆。

四世日升，生护汉。日荣生护清。日照生护旺。日隆生护云

五世护汉，生锦华、光。

六世锦华，生昌荣、盛、恒、纯。

七世昌盛，生之丰、源、任。

八世之源，生裕海、达。

九世裕海，生太浩、航。

十世太浩，生昭平、治平、章平。

十一世治平，生康挺。昭平生康磊。

十二世康挺等。

36．三江洲开韦氏支系
该世系分布于三江县古宜镇洲开屯，现有人口 255 人。

一世万前，生金会、滩。

二世金会，生国祥。金滩生国登



三世国祥，生子迎。国登生子雄（迁四川成都）。

四世子迎，生廷彰、怀、献。

五世廷彰，生朝经、纲、常。廷献生朝伦。

六世朝伦，生国正。朝经生国仁、义。朝常生国贤。朝纲生国苎。

七世国正，生广奇、异。国仁生广美、志、寿、忠、福、升。国贤生广廷、广朝。

国良生广和。

八世广奇，生世玉。广和生世安、忠、七寿。广美生世增。广志生世成。广福生

世贵。广升生世治、光、清、宏。广朝生世义、仁。

九世世玉、安、忠、增、成、贵、治、光、清、宏、仁、义。登、金、旺、启、

兴、祯，七寿。

十世受乾、坤、聚、合、祥、庆、恩、胜、圮、钧、亮、明、旺、兴、元、华、

忠、全、言、连、才。

十一世荣利、明、美、光、庆、照、义、成、清、汉、和、杰、达、星、秀、发、

金旺、连介、荣昌、富、神送、荣辉、太建、荣桂、茂、金、华、禄、安、富。

十二世华顺、就、友、忠、东、周、景、平、志、玉、斌、君、俊、英、钦、强、

安、聪、林、易、庭、杰、仁、庆。清、祯、祥、光（炳贤）、新、智、明、成、建、

国、要、亮、远。

十三世富能、聪、康、军、金、良、学、勤、全、义、仁、强。

十四世韦斌、程辉、鹏、曦、贵俊、聪、义、平、钧、韦字、爱福、国、韦松、

锦岗、山、韦帆、俊贵、敏、韦赞、超。

（资料由韦华明提供）

37．三江江源韦氏支系
江源韦氏其先祖原藉广西庆远府南丹人氏。约于明末清初迁广西三江县江源村。

今其裔孙已荣发十二世，人丁过千。除江源村外，裔孙扩至该县和平、寨六、梗板、

沙宜、板瓦、牛塘、板榄等村屯，以及贵州境地。

一世公，生二子，棣得、财。

二世棣得，生七子，永东、吉、财、烈、武、芳、兴。

三世永东，生学靖。

四世学靖，生玉祥。

五世玉祥，玉兰长男发仁续谱。

六世发仁，生三子，富义、祥、禄。

七世富义，生四子，贵金、林、德、满。

八世贵金，生三子，荣文、武、初。



九世荣文，生三子，忠昌、孝昌、贤昌。

十世忠昌，生三子，豪美、登、健。

十一世豪美，生国虎。

十二世国虎。

（摘自江源《韦氏家族志》，韦华明提供）

38．三江廖村韦氏支系
韦传亮，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明思宗二年（1629 年）从广西庆远府东兰县迁

广西三江县和平乡青马屯，继而迁该县独洞乡林略村，后又分迁该县福安乡源溪屯，

最后定居侗寨笋脉（今廖村）。在 358 年的历史中，其裔孙已发展成 6 个支系两个大族，

各有人口 700-800 人（没有统计女性）。主要分布在该县的和平寨、方寨、林略村、廖

村、杉木寨及下余等地。其中青马屯按‘定贤良发富，修文强田地，怀友是卿常，发

达必永裕，祖德生万福，国家传美誉“三十字转宗。而和平寨、方寨则以“建仕辅明

君，永世乐升平，忠功和祖德，佑启继坤能”二十字转宗。

一世传亮，生三子，金银、钱、和。

二世金银等。

三世传廖。

四世金富、道。

五世传文。

六世金祖、云。

七世佩璋、柯。

八世福寿、进。

九世国义、兰。

十世建样、勋。

十一世仕晏、俊、杰。

十二世辅辉、治、良。

十三世明赞、合、政、刚、科。

十四世君文、义、礼、辉、平。

（资料由韦建光、韦华明提供）

39．钟山桥埔村韦氏支系
明天启年间韦镜奉东兰土司调征七分韦峒（今桔芬）一带反乱，将土司所驻营寨

设汛兵镇守，授总督职，子邦用授总兵职，孙振世授千总职。由此形成钟山县清塘镇

桥埔村一带韦氏。

一世韦镜，生二子，邦用、魁。



二世邦用，生六子，振世、凤、鸾、鸿、京、伦。

三世振世，生二子，佳修、升。

四世佳修，生二子，以成、和。

五世以成，生六子，国崇、圣、琼、遵、碹、庆。

六世国庆，生三子，宏慈、英、棋。

七世宏英，生永惠。

八世永惠（住枫木村），生纯昌。

九世纯昌迁桥埔村，生三子，世楷、栋、枢。

十世世楷（住桥埔村），生五子，代富、雄、新、松、熹：

十一世代富，字乃民，生四子，自健、治纲、常、诚。

十二世治纲，生兴远。治常生炎新、平。

十三世兴远，生荣飞、龙。炎新生荣甫、举。

十四世荣飞、龙等。

（资料由韦兴远提供）

40．柳州百明韦氏支系
韦光辉字大廷。其父康职系东兰虎臣曾孙。公元 1517 年，因身弱，光辉退伍避入

广西柳江县百朋乡上麦村安居。迄今其裔孙已形成了 4 个支系，总人口达 5500 余人。

除了柳江之外，鹿寨、荔浦、来宾、忻城、柳州、江苏、台湾均有其子孙分布。

一世光辉，生四子，应周、权、法显、怀道。

二世应周，字超然，生二子，韦庚（字元展）、韦甲。应权生韦化、成、哉。法显

生韦呼、新、想、郎。怀道生韦祥。

三世韦庚，生七子，维伦、采、相、赛、旺、权、性。韦化生耀平、求、读。韦

呼生老棋、向、流。韦祥生韦闵。

四世韦赛，生二子，韦珩、瑶。耀平生仁秀、对、信、内。老祺生尚志。韦闵生

韦山、红。

五世韦珩，生国秀。仁秀生文云。尚志生老福、化。韦山生韦登。

六世国秀，生四子，之玉、定、金、敏。文云生文塔。老福生祖爱、伯、珍。韦

登生富益、守、香。

七世之金，生绍芬。文塔生仁正。捌剖（三世老流裔孙）生果鸡。富益生布发、

贰。

八世绍芬，生四子，祖贻、赉、德、贵。仁正生天崇。韦春（三世老）

十世腾芳，生三子，祖璋、佳、玖。

十一世祖璋，生宗唐。



十二世宗唐，生三子，传界、岩、蒙。

十三世传界，生家陇。

十四世家陇，后改用文现裔孙家基续谱。家基生三子，宝短（入赘古棒村）、浮、

度。

十五世宝浮等。

（摘自《韦王朝公族谱》，由韦宗才提供）

41．桂平市江口镇孔村韦氏世系
入乡始祖恩护公，于清朝初年间，从广东连滩迁入广西桂平江口镇东升孔村定居

落业，属“京兆堂”族源，以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举行祭祖大典。经三百多年繁衍，

现已发展到第十四世有人口 663 人。桂平金田理村竹畲儿韦氏属孔村韦氏支脉，孔村

韦氏家族团结，奋发向上，代不乏人，现有大学生 5 人，第十世孙守初，现任广西壮

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海监大队长。

42．桂平市厚禄乡峡口芦备屯韦氏支系
入乡始祖社凤公，属千一裔孙正蛟支脉，于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 年），从贵

港市奇石乡六马村六良屯迁到桂平市厚禄乡峡口村芦备屯安居落业，现在已延续了十

一代，人口约 500 人。

一世社凤，生士英

二世士英，生上赞

三世上赞，生国昌、国安、国泰、国相（国安迁贵港市大圩镇大仁村下寨屯约 210

人，国相聋哑无后）。

四世国昌，生枝清、枝湖、枝叶、枝华、枝宁、枝秀。

五世枝秀，生景扬、景辉、景良。

六世景扬，生秋生、雨生、桂生。

七世秋生，生秋贤、全新；雨生生怡成、子成、海成、海林。

八世怡成，生深贤、彬贤。

九世深贤，生庆新、云新。

43．桂平市石龙镇罗勃村韦氏世系
入乡始祖云全公，系千二裔孙，于清朝初年从武宣石叠村迁入桂平永兴（原名），

即现名罗勃村安居落业。云全公墓记在六谋山乙山辛向兼辰戍分金，择用道光八年戊

子岁秋吉日卜葬。云全公生胜达、法高二子、法高公在罗勃划分地盘时，以跑马射箭

取胜得盘，获得七百多亩耕地，诗曰“上至无音，下至红元”，即为形容基耕地面积之

大。云全公后裔孙从此如鱼得水，勤耕苦作，繁衍生息，代代兴隆，至今已繁衍十七

代约 1000 人口，且人才辈出，清朝出过一名进士，现有大学生 18 名。



44．桂平市蒙圩镇官桥村上贯屯韦氏世系
入乡始祖韦四弟公，原名韦敬容，排行第四，是千四公二十五世裔孙，于明末清

初（约 1640 年）与同胞哥三人、侄子一人共 5 人，从来宾县迁到武宜县石叠屯，不久，

韦四弟公又只身迁到桂平上贯屯定居，现已繁衍十九代，约 2600 人（包括分支去石龙

镇的大石屯，新塘的男村屯），是桂平西大区青一色的韦氏大屯。

45．桂平市蒙圩镇新合村雍窑屯韦氏世系
雍窑屯韦氏现有人口 296 人，始祖于明代嘉靖年间，因官司纠纷，从广西宜州市

德胜镇出走至来宾白牛垌，同时出走的有九兄弟，均系德胜镇羊角村人，属千一景岱

公分支系显龙公（二十二代），后到明州公（二十六代）到贵港市奇石乡六炉村，又出

走打工，来到雍窑屯定居，时名云升公，定居桂平市蒙圩镇新合村雍窑屯。

二、韦景明宗支

景明，山涛次男，尊称千二。原住广西庆远府南三镇，任庆远府永宁县长官司
[8]
，

世袭永定土司。其裔孙有 32 个支系，分布于广西上林、桂平、象州、浦北、宾阳等地。

总人口 6000 余人。

一世景明，生二子，倩居（国宝）、倩邦。

二世国宝，生四子，忠林、茂、盛、孝。

三世忠林，生六子，文祖、宗、贤、魁、富、．威。

四世文祖，生六子，印珠、昌、能、四、五、远。

五世印珠，生演光。

六世演光，生有障。

七世有障，生五子，善根、本、金、兴、顺。

八世善根，生见胎。

九世见胎，生再编。

十世再编，生三子，目光、明、超。

十一世目光，生国勋。

十二世国勋，生家换。

十三世家换，生四子，善芬、芳、能、雄。

十四世善芬，生四子，小兵、军、明、新。

十五世小兵。

（摘自《韦氏族谱》）

1．上林双罗韦义村韦氏支系
一世善种，生印岱。



二世印岱，生佛恩。

三世佛恩，生三子，永生、秀、实。

四世永秀，生三子，文珠、显、现。

五世文显，生二子，愈纲、雍。

六世愈纲，生二子，尚兰、彬。

七世尚兰，生二子，金凤、昌。

八世金凤，生国珍。

九世国珍，生名儒。

十世名儒，生四子，焕规、章、照、堂。

十一世焕规，生二子，连升、智。

十二世连升，生家斌。

十三世家斌。

2．上林三里双罗村韦氏支系
一世文宗，生张知。

二世张知，生佛留、体、全、通。

三世佛通，生三子，旭伦、翔广、昭文。

四世旭伦，生三子，九光、坚、亮。

五世九坚，生二子，大纲、纪。

六世大纲，生三子，红福、环、作诗。

七世红福，生二子，祖勋、松。

八世祖勋，生三子，振业、明、谭。

九世振业，生三子，士显、臣、干。

十世士显，生二子，美刀、初。

十一世美刀，生二子，良英、宝元。

十二世良英，生三子，小龙、良、扬。

十三世小龙。

3．宾阳炒豆庄韦氏支系
一世胜盈，生四子，现贵、灯、就、龙。

二世现贵，生忠顺。

三世忠顺，生三子，广寿、道、厚。

四世广寿，生三子，彩言、林、真。

五世彩林，生龙吉，彩真生松吉。

六世龙吉，生月光。松吉生月辉。



七世月光，生国昌。

八世国昌，生二子，书香、兴。

九世书香等。

4．桂平蒙圩上贯村韦氏支系
韦四弟系千二裔孙，从石叠村迁入。

一世四弟，生正道。

二世正道，生五子，道传、监、广、义、汉

三世道监，生先隆。

四世先隆，生国祥。

五世国祥，生三子，希选、贤、麟。

六世希选，生二子，廷献、高。

七世廷献，生三子，尚瑞、超、星。

八世尚超，生三子，乃升、金、扬。

九世乃扬，生五子，起勇、进、高、亮、龙。

十世起龙，生用明。

十一世用明，生德兴。

十二世德兴，生二子，宾源、海源。

十三世海源，生二子，程成、敏成。

十四世程成。

5．浦北乐民乡红坭村韦氏支系
韦有元，其上接关系为：山涛、景明、倩邦、忠成、福星、韦区、妙显、韦广。

迁入待考。

一世有元，生三子，佛养、泗弟、福弟。

二世佛养，生绍亮。泗弟生绍真、尧、从、载。

三世绍亮，生二子，弘昌、泰。绍真生弘鳌。

四世弘泰，生四子，世立、褶、睿、佳。弘鳌生世通、坚、华。

五世世褶，生一礼。世通生一纪。

六世一礼，生三子，珠琚、钿、庭。一纪养珠佩。

七世珠琚，生四子，瑶熙、应、书、番。珠佩生现枝。

八世瑶熙，生瑞记。现枝生法光、择光。

九世瑞记，生敏杰。法光生绍光、继宗。

十世敏杰，生三子，创业、国业、基业。绍光生祖熙。继宗生祖杰。

十一世国业，生杜彰。祖杰生耀祈。



十二世杜彰，生三子，明成、祝、才。耀祈生家林。

十三世明成，生二子，显舍、勇。

十四世显舍，生达敏。

十五世达敏。

6．韦瑞村韦氏支系
千二支脉韦瑞村韦氏从象州拿勤村迁入，上接待考，所列仅是班辈关系。

一世树高。

二世通朝。

三世道通、演高、奉善。

四世敬胜、旺。

五世云演、玄圣、桂杨、成。

六世善立、台、妙严、道法、善敝、超、特赵。

七世玉风、磐凤、喜朝、朝相、选、特登、道鉴、特脱、道贵。

八世会昌、护、财善、卓俊、云通、拼、登升、财承、特亮、马师、特三、财。

九世仁结、超、合、君、胶、和、齐、特上、演生、特左。

十世文壮、培。

十一世仕义、顺、容、四。

十二世德转、英、隆、久。

十三世孺兰、亚欢、扶、旺、牛、改、来、细、府、皱、应、赖。

十四世运水、运鸡、兆犁、童、雅、言、让、记、宗仁、妙林、宗坚、朝进。

十五世永清、基、本、文、佳、新、光、志荣、立成、杰成、永其、廷、国成、

才、富、良、永余、尚超、永河。

十六世道成、志明、福、福平、才、付、堂、千、康、正话、贵欢、顺、良、祥、

敏、坚、全、疆、韦观、贵荣、福成、光、盛、民、耀、辉、新、全、忠、志光、育、

辉、志新、合、豪、猛、海峰、荣、日成、云、亮、天文。

十七世超耿、克、新、辉、寿峰、茂、斤、正、劳、松、柏、朝、山、三、永、

全、福、交、军、官、标、林、盟、义、贵、新、华、光、顺、由、奇、造、南、东、

荣、坚、紧、仁、杰、俊、勺、莫、才、超海、良、升、韦超、超军、队、坚、弟、

海杰、二、三、超光、荣、杰、福、应、英、红、贤、连。

十八世育荣、玉荣、林、兵、辉荣、江、韦东、全伟、合、高、韦艺、全士、相、

善、辉、和、明、方。

7．巴廖村韦氏支系
巴廖村韦氏从韦瑞村迁入。



一世道贵。

二世则善。

三世仁结、胶、和、超、齐。

四世士杰、奇、瑰、玖、仕章。

五世有益、清、安、七、开、实、本、妙、晚。

六世宗眉、周、恳、什、炳携、国宜、近、能、旦、树行、欣、宗照。

七世兆云、红、悦、世谦、兆定、朝、秀、龙、郁才、轩、文、英、茂、兆扬、

意、光、成、习、誉，雨、觐、禄、欣。

八世世荣、年、良、尚福、禄、世昌、英、武、观、新、标，师、尚小、览、业、

茂才、振才、复英、达杨、荣、洲、宗、英、兴、清、光、廷、德、守清。

九世锦麟、明、树、全、平、权、方、清、廷、华、进、谋、良、健、家强、兰、

平、庆、盛、寄英、奇光、林、全、子升、兵、岭、军、东、方、正、和、容、坚、

昌、欢、永、远方、健方、子寿、福、源、义、强、辉、锦凡、辉、荣、标、逢、其、

达仁、锦成、光、盛、桂荣、子叶、康。

十世韦林、清、乐、源、方、烈、伟、杰、龙、全、金保、征、开发、胜、明、

年、有、香、永坚、强、达、发、超、义、健、贵、勇军、文取、师、桥、义、忠荣、

宗和、强、兵良、民良、文杰、杰青、忠、金红、凤、水、志敏、街、文伟、韦坚、

强、兵、容、贵、勇海、岸、敢、克、高、杰辉。

（韦锦田据族谱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