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宗分支衍居各地 寻根问祖共祠堂

一、韦经宗支

韦经，号韦述。生子公元 986 年，世居庆远府（今广西宜州仕）鸣村。北宋举人，

官拜承仪郎。调任广东雷州通判后，携眷宦游，随宦而居。其墓葬于广西平南县境。

其裔孙至今繁衍了 161 个支系。总人口达 57000 余人，主要分布于广西平南县（六陈、

大新、镇隆、寺面、平山，大坡、大安一带）、桂平县（金田理村，大根，罗播、罗秀，

沙坡、中和、麻洞、蒙圩、桂平街一带）、玉林市（平石村、松塘村、蒲塘崎村一带）、

容县（儒地村、下洞村、古达村、下河村，松山陈村、大林村石、扶村一带）、藤县（大

疏村、人安村；罗意村、务伦村，下坡村、安康村、沙冲村，沙咀村，中太村、严岭

村、太平村、罗云村、黎田村一带）、苍梧县（胜周村、上林村一带）、北流县（六马

村、旺山村一带）、象山县（东沙村、平田村、交趾村、寺村一带）、金秀县（大洞村、

新田村、红坭村、六巷村、平孟村、罗运村一带），以及广东省郁南县贵圩、木强细寨

村等地。太平天国将领韦昌辉就是韦经的二十三世裔孙。此外，各支系还有不少裔孙

迁居港澳台和南洋各地。

一世韦经，生应仁、应义、应礼。

二世应仁，生彦文、彦才。

三世彦文，生胜达、胜德。

四世胜德，生五嗣。

五世五嗣，字会盟，号耀光，生滨源、深源。

六世滨源，生道科、道榜。

七世道科，生广恩、广福、广远、广文。

八世广福，生韦弁。

九世韦弁，字儒冠，生廷辅、宗源。

十世廷辅，号臣鼎，生邦宪、邦相、邦吉。

十一世邦相，字文显，名君泽，号二峰，生应谏、应宸。

十二世应谏，生民育、民耕、民选、民乐。

十三世民育，生韦光、韦照、韦记、韦林、宗和、奕荣。

十四世韦光，字帅光，生道元。

十五世道元，生道保、佛护、云济。

十六世道保，生石泉、石灿。

十七世石泉，生君鼎、君能。

十八世韦君鼎。君熊生万元。



十九世万元，生允升、允爵、允宁。

二十世允升，生韦英、韦良、韦琏。

二十一世韦英，生经南。

二十二世经南，生成年、成朝、成寿。

二十三世成年，生善才。太平天国名将韦昌辉系十一世韦邦相在广西桂平金田理

村支系的二十三世裔孙，号韦正。

二十四世善俊。其父韦成立，祖父韦用南系十八世万俊的曾孙，生序宝、序能、

序偕、序用。

二十五世序宝，生位邦。

二十六世位邦，生家庆。

二十七世家庆，生将春、太春、亚九。

二十八世将春，由达春长男炳阳接谱。

二十九世炳阳，由志荣长男亚弟接谱。

三十世亚弟。后面采用下矮三房支济支系孙裔韦御祥续谱。御祥生甫霖。

三十一世甫霖，生绍中。

三十二世绍中，生庭俊。

三十三世庭俊。由庭贵长男福昌接谱。

三十四世福昌，生祖林、业林、森林。

三十五世祖林。后面采用十二世民耕支系的三十五世孙裔韦德南续谱。德南生旭

林。

三十六世旭林。往下以木根布头法更支系韦家宏续谱。

三十七世家宏，生发兴、达兴、华兴。

三十八世发兴、达兴、华兴等。

（摘自《中华韦民族谱》）

二、桂平韦经后裔支系

广西桂平市韦氏，源自宋代，始祖韦经。韦经乃韦孟第五十世孙，宋仁宗嘉祐七

年（1062 年）入桂，居庆远府宜山县仕鸣村，宋大观三年（1109 年）中举，官至承仪

郎，雷州通判，权知州事，有政声于时。晚年为武陵县丞（今平南武林镇，平南的旧

名），于永乐年间卒于任内，卜葬于城东土名大歇岭（现今平南麻纺厂旁），“文化大革

命”过后迁葬平南县安怀乡木棉村旁。韦经原配罗氏，生三子，应仁、应义、应礼。

元朝末年，陈有谅起义，明太祖平江南，应仁之曾孙五嗣（号会盟）为避战乱，从宜

州迁浔州武陵寺面乡定居，至十一世邦相（号二峰），为明弘治乙卯科举人，先后拜福



建怀安县令及广东乐会县令，后任万州（今海南崖州）太守，复调贵州麻哈州太守，

官至明奉直大夫守致仕进阶修政庶尹。卒于嘉靖庚子年（1540 年）十月二十八日卯时，

享寿六十有六；祖妣黄氏宜人讳洁，系桂平署海丰县黄瑞第三女，生于成化甲辰年（1484

年）十一月二十日亥时，于嘉靖乙亥年（1539 年）十二月初一日戌时寿终内寝，享年

五十有五，考妣葬于平南零二里石村附近马禄桥，土名黄金岭石马山，碑文乃其长子

应谏手誌，清道光三年二峰十世裔孙恩进士、曾任修仁县教谕。罗泉族绩绚倡导重修，

历时已四百多年。

韦经后裔从平南分别迁往桂平、贵港、武宣、象州、来宾、柳江、藤县、容县、

北流、玉林等 32 个县市，各地裔孙，皆奉邦相为人乡之祖，每年春秋二祭，香火不绝。

迁往桂平的韦经后裔分布罗秀镇小阳村、凤鸾村、凤来村、低岭村、新龙村、独堆枫

秀冲村、福都塘村、九龙塘村、旺安村、丹竹冲村、六塘村、周顶村、贝岭村、周冲

坡村、大莲塘、雅床村、奕垌村、高岭村、下寨村、洪冲顶村；中沙镇南乡村、沙坡

村、庞村、中和村、新宪村、太平村、容北村、六石村、下冲村；木根镇木根村、东

石村、湴地村、三益村、布新村、山表村、德华村；罗播乡旺塘村、凤镇村、禄厚村、

古斋村、山背村、承棠村、大田背村；大洋镇大洋街、江头村；大湾镇水柳村、里各

村、硬塘村；社步镇，麻垌镇，社坡镇，下湾镇，白沙镇，蒙圩镇上贯村、福龙村、

林村、牛排塘村、雍窑村、新德村、古旺村、新圩村、上甫村、黎村、古城村、寻挞

村，石龙镇，桂平城区下股街等 80 多个村、屯、街道，遍及全市 26 个乡镇，总人口

约 8 万。

桂平韦经后裔世系举要：

1、社坡镇韦氏世系
社坡镇韦氏共有三支世系，分别从平南县、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迁入社坡镇

光明村、禄全村 7 个自然村屯定居，其中二个支系属韦经公世系，一个支系属山涛支

系（另叙见山涛世系），人口共 3000 多人。

(1)社坡镇光明村韦翼长支系

入村始祖翼长，系韦经第二十一世裔孙，约于清初从平南县官城镇泗迴村畅岩屯

迁入光明村古凋屯定居落业，至今已繁衍十四代，约 1300 多人。

(2)社坡镇光明村、禄全村韦文林支系

韦文林，祖籍桂平市马皮乡邓村韦屋畲，系韦经第二十一世孙，约于清初期从平

南迁入桂平市马皮乡邓村定居，开枝发叶，故名韦屋畲。文林生兴臣、兴进。兴臣、

兴进生正仲、正光、正斌、正超、正辉、正新。正仲迁居社坡镇进步屯；正光、正斌、

正超、正辉、正新迁马皮岭岗高垌屯。正仲后裔韦成从进步屯迁居羊角塘屯，韦兴迁

入清塘屯，岭岗高垌桂中出继莲塘定居。至今有人口 750 多人。



2、中沙镇南乡村韦氏世系
南乡村是桂平市中沙镇最大的自然村，此处峻岭如龙、文峰叠秀、吉水迴环、弯

曲有情。有诗赞曰：“马岭高峰秀，弯弯流水长，大容山下屯，最好是南乡”。入乡始

祖悦举看中这个风水宝地，于清康熙元年(1662 年)，携五子积善，从平南县六陈镇古

都村迁至桂平县秀二里南乡村定居。悦举，号帝奇，明贡生，系韦经第十六世孙，卒

于平南故里，后来五子积善回平南故里移悦举骨骸回南乡村，葬于村口红贡坟岭。民

国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重修晚举墓，并移积善骨骸与父悦举合穴。妣，欧氏。居平南

逝，葬于平南县寺面乡林冲村苍帽岭。悦举生九子，人称“九积”，长子积德（居平南

县六陈镇水明村），次子积显（居平南县寺面镇竹瓦村），三子积昌（居平南县寺面镇

林冲村），四子积稔（居平南县六陈镇古颡村），五子积善（居桂平市中沙镇南乡村），

六子积芳（居平南县平山镇登明村），七子积道（居桂平市蒙圩镇林村），八子积庆（居

象州县中团乡交趾村），九子积文（居贵港）。悦举公定居南乡村后，子孙奋发创业，

渐成望族。至今已繁衍至第三十三世，人口达 3800 多人。350 年来，南乡韦氏各个支

系均得到迅速发展，文武并雄、代不乏人。清朝、民国期间，出知县、知事 3 名，大

学生 8 名，其中北大、留英、留日各一名，还出了一名晚清秀才韦绍棠，曾留学日本，

擅长国画，著名作品有《霸王别姬》、《百民从群》、《海鹰飞扬>等。解放以后至今，南

乡韦氏十分重视教育，读书之风日盛，先后出大学生 98 名，县团级、正处级干部 16

名，广西名人韦湘秋（已故）、著名雕塑家韦振中，年轻书画家韦照明、卢雪梅夫妇，

韦冰、刘瓦秀夫妇均出自南乡韦氏。

3、木根镇布新村韦氏世系
布新村入乡始祖法更，系韦经第 15 世孙，于明朝万历年间迁入木根布新村定居落

业，至今已繁衍 23 代，排行 38 世。从第十六世起，又分为七个支系，分别迁入木根

山表村（1000 人）、罗播罗北村（300 人）、罗播东石村（1300 人）、罗播宁垌村（360

多人）、罗播德华村(350 多人)、凤镇村(800 多人)、六凤村(800 多人)、罗播永华村和

大洋镇大洋村(1200 多人)、承棠村(200 多人)、山背村(200 多人)，共计：6510 多人

口。

4、桂平市木根镇山表村韦氏世系
山表村韦氏由布新村迁入落业，繁衍发展迅速，现有人口 1000 多人，且人才辈出。

有县、团级干部 3 名，公务员 20 多人，大学生 40 多人。

5、桂平市罗播乡凤镇村韦氏世系
入乡始祖玄拥公，号邓京，系韦经公第十八世孙，约于元朝成宗年间桂平罗秀福

都塘村迁入凤镇村满塘、镇安两个自然屯居住，至今已繁衍十七代，人口约 700 多人。



6、桂平市麻垌镇联保村新田应宥公支系
入乡始祖应宥公，系韦经公第十九世裔孙，约于明朝崇祯年间从罗秀镇迁入麻垌

镇联保村牛田河大田珠，清朝康熙四十七年迁至大新村再搬出新田定居落业．现散居

于南宁市、柳州市、桂平石龙新村，至今已繁衍 16 代，人口约 700 人。

7、桂平市麻垌镇联保村新田壬明公支系
人乡始祖壬明公，系韦经公第十六世裔孙，约于明朝万历年间从平南县六陈镇大

妙村迁入桂平麻垌镇联保村新田定居落业，现有部分迁居桂平石龙镇新村、桂平大湾

镇里各村、柳州市、南宁市、桂平市，至今已繁衍 15 代，人口约 1200 人。

8、桂平市金田镇理村韦氏世系
金田理村韦氏有两大世系，即一新世系和阳明世系。

(1) 一新公世系

入乡始祖一新，系韦经第十八世孙，于明末清初由平南县安怀乡木棉村附近寨岭

村迁入桂平金田理村落业，一新公生法成、法学。法成生才绒。才绒生国祯、国胜、

国泰、国保。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即为才绒之曾孙。由于战乱，理村韦氏部份后裔迁

住外乡。韦经第二十世孙应举迁往珠盏村，其后裔迁平南遥望村现有人口约 4000 多人。

韦经第二十世孙保恩迁紫荆山，文清迁武宣东乡花潭；第二十三世孙韦俊（志俊）侨

居安徽芜湖，韦志政三子以琳后裔迁安微宣城洪桥乡双沟村。分别迁往附近的有江口

六堡下瑶村，平石罗壁村、垌心乡陈村、十东村，一新公自落业至今，金田理村已繁

衍 17 代人口共 870 多人。

(2)阳明公世系

入村始祖阳明，于清朝同治年间由江口镇东升村迁入金田理村竹畲儿落业，阳明

五世孙子忠迁往象州自村，子英迁往象州庙皇定居。自阳明公至今，已繁衍第九代，

有人口 97 人。

9、桂平市罗秀镇小阳村韦氏世系
小阳村人村始祖道朝，是韦经第十九世裔孙，是悦厚第四代裔孙，悦厚约于明朝

万历年间，从平南六陈大妙迁入桂平罗秀，先到路凤村平山垌，后到福都塘定居落业，

繁衍到第四代的韦道，约从明朝末年（清元年，即 1644 年）从福都塘迁入小阳村定居

落业至今(2011 年)，约有 360 多年的历史，已经繁衍有裔孙十六代约有 5500 人．后有

一部分迁往北流、中和、罗秀镇的凤来、凤联、低岭新村。现住在小阳村的韦氏世系

约有 1900 人。

（韦新提供资料）



三、平南韦经后裔支系

1．平南县白竹村支系
一世韦经，生应仁、应义、应礼。

二世韦应仁，生彦文、彦才。应义。应礼。

三世韦彦文，生胜达、胜德。彦才。

四世韦胜达，生五嗣。胜德。

五世韦五嗣，生滨源、深源。

六世韦滨源，生道科、道榜。

七世韦道科，生广恩、广福、广远、广文。道榜。

八世韦广恩。广福生韦弁。广远。广文。

九世韦弁，生廷辅、宗源。

十世韦廷辅，生邦宪、邦相、邦吉。宗源生文宣、文兆、文成、文灵。

十一世韦邦宪。韦邦相生应谏、应寰。

十二世韦应谏，生民育、民耕、民选、民乐。应寰生民昌、民明、民杰。

十三世韦民育，生韦洗、韦照、韦记、韦林、韦宗、奕荣。民耕。民选。民乐。

民昌生廓明、廓良、廓宗。民明生廓兴、廓开。民杰生廓卫。

十四世韦洗，生道元。韦照生田歌。韦记生玄宝。韦林生裕明、朝琏。韦宗、号

（奕荣）生道演、道新、道象、道颜、道全、继宗、绍宗。廓明。廓良。廓宗。廓兴。

廓开。廓卫。

十五世韦道元，生道保、佛护、嗣云济。田歌生文秋、文积。玄宝生伯隆。裕明

生韦佐。朝琏生宗伯、宗兰。道演生社健、社长。道新生浔智。道象生玄政。道颜生

玄宗。道全生玄佳。继宗。绍宗生显枝。

十六世韦道保，生石泉、石灿。佛护生文涛。嗣云济生赵俸。文秋生道登。文积

生道忠。伯隆生祠兴。韦佐生可珍。宗伯。宗兰生法相。社健生导养。社长生义真、

义寿。浔智生石柱。玄政生法耀。玄宗生法称。玄佳生法通。显枝生有华、有培、有

登、有光、有隆、有照、有正。

十七世韦石泉，生君鼎。石灿生君熊。文涛生玄相。赵俸生尚贵。道登生法寿。

道忠生三元、一伟。祠兴生永发、永彩。可珍生可先、第先。法相生法流。导养生英

球、英秀、英才。义真生广达。义寿生广奇、广照。石柱生科相、书相。法耀生成奇。

法称生社纪。法通生社伦。有华。有培。有登。有光。有隆。有照生仁开。有正生仁

杰、仁灿、仁存、仁俊、仁敬。

十八世韦君鼎。君熊生万元、万秀、万俊、万广、万聘。玄相生法长。尚贵生云

峰。法寿生佛养、佛彩。三元。一伟生永刊。永发生甫传、甫周。永彩。可先。第先



生彬儒、雅儒、原儒、原国。法流生显豪、显余、显奇。英球。英秀生世荣、世成、

世洪、世照、世达。英才生世生。广达生德泽、德信、德光、德佑、德圣、德聚、德

仁。广奇。广照。科相生朝国、朝振、朝聚。书相生朝基、朝升、朝炳、朝佐。成奇

生江福、江禄、江洪、江祥、江才。社纪生法韬。社伦生大景。仁开生胡伟。仁杰。

仁灿。仁存。仁俊。仁敬生朝道。

十九世韦万元（住平南寺面庙边村），生允升、允爵、允宁。万秀（住平南寺面白

竹村），生允灿。万俊（住平南寺面庙边村），生允达。万广（住平南寺面竹瓦村），生

允朝、允彩、允俸。万聘（住平南寺面庙边村）。法长（住平南寺面白竹村）。云峰（住

平南寺面下矮村）。佛养（住平南寺面石龙村）。佛彩（住平南寺面石龙村）。永刊（住

平南寺面白竹村）。甫传、甫周（住容县松山下河坪坡）。彬儒（住容县松山下河坪坡）。

雅儒、原儒、原国（住容县松山下河坪坡）。显豪（住容县太和村及北）。显余、显奇

（住容县草塘）。世荣（住六陈六银村）。世成（住六陈六银村。世洪（住六陈六银村）。

世照（住六陈六银村）。世达（住六陈六银村）。世生（住桂平六陈寺面村）。德泽。德

信（住陈登塘井背村）。德光。德佑（住陈登塘井背村）。德圣。德聚。德仁（住陈登

塘井背村）。朝国（住六陈斗鸡冲）。朝振。朝聚（迁容县大宏山）。朝基。朝升。朝炳。

朝佐（住大妙长冲）。江福。江禄。江洪（迁桂平蒙圩林村）。江祥（住六陈邦机村）。

江才（住六陈邦机村）。法韬（住邦机寻公黄花丹村）。大景（住平山翰冲白头角）。胡

伟（住大坡党村）。朝道（住大坡党村）。

二十世韦允升，生韦英、韦良、韦琏。允爵生韦冠。允宁生韦经、韦新、韦繁、

韦恒、韦全。允灿生韦胜、韦德。允达生韦正、韦贤。

二十一世韦英，生经南。韦良生绚南、绍南、纯南。韦琏生桂南。韦冠生绘南。

韦正生用南。韦贤生悦南、辉南、纲南。韦胜生绅彩、经彩、继彩、绪彩。韦经生福

记。

二十二世韦经南，生成年、成朝、成寿。绚南生成峰、成远、成锦、成琏。桂南

生成序、成回。绘南生成章、成彩。用南生成立、成春、成训。悦南生成安、成福、

成恩、成才。辉南生成万、成法、成宰、成载。纲南生成彬、成国。绅彩生成纪、成

昌。经彩生成辉、成典。继彩。绪彩生成进、成智、成泰、成模、成宽、成烈。

二十三世韦成年，生善才。成朝（继善芝）。成寿生善芳、善芝、善逢。成峰生善

发。成远。成锦。成琏。成序。成回。成章。成彩。成立生善俊、善富、善贵、善良。

成春生善佐、善绪。成训。成安生善和、善朝。成福生善宗。成恩生善言、善宁、善

凤。成才。成万。成法。成宰生善益、善玩、善庄。成载生善敬、善超。成彬生善宰。

成国生善礼、善培。绍基生耀群（迁六陈）太宁生书才。成纪生海润。成昌生海新、

海泽。成辉生海潮、海洋。成典生海复。成进。成智。成泰。成模。成宽。成烈生海



深、海法。

二十四世韦善俊，生序玉、序能、序偕、序用。善富生序恒、序盛。善良生序年。

善和生序湖、序海。善宗生序甫。善言生序灿、序太、序焕。善宁生序荣。善凤生序

辉、序耀、序文。善佐生序欢。善敬生序平、序正、序养、序兴。善超生序乾、序在。

善宰生序仲、序敏。善礼生序章。善培生序绚。善才生序敷。善芳生序森、序江、序

敷。善芝生序绍、序渭、序欣。善文生序光、序爵。善发生序茂。耀群生序芹。书才

生冀平。海润生序惠、序东、序壬。海新生序皇、序积、序生、序明。海泽生序瑛。

海潮生序振、序全。海洋生序奎、序六。海复生序和。海深生序球、序益。海法生序

贤、序良。

二十五世韦序恒，生位邦。序湖生杰邦。序海（迁贵州省黎波县燕子村）。序甫生

启邦。序太生培邦、昌邦。序焕生以邦、石邦、卓邦。序荣生炳邦。序辉生志邦、柱

邦、序耀生乾邦、恒邦。序文生全邦。序兴生炎邦、林邦。序仲。序敏生训邦、明邦、

栋邦。序章生克邦、德邦。序绚生义邦、建邦、泽邦。序森生坤邦、干邦。序江生健

邦。序敷生丽邦、源邦。序绍生佐邦、昆邦。序渭生在邦、毓邦、武邦、秀邦、尼邦。

序文生安邦、桂邦。序茂生爱邦、佑邦、欣邦。序芹生贤邦、厚邦、石邦。冀平生振

东。序惠生仲邦。序东生世邦。序壬生松邦。序瑛生文邦、汉邦、杏邦。序生育瑞邦。

序积生伟邦、宰邦。序振生旺邦、仕邦。序全生帝邦、政邦。序奎生相邦、居邦、序

六生振邦、有邦。序和生信邦、保邦。序球生亦邦、裕邦。序益生壮邦、纪邦。序贤

生寅邦。序良生祝邦。

二十六世韦位邦，生家庆。启邦（继家绍）。培邦生韦强、韦波。石邦生亚弟、二

弟。卓邦生胜东、义九。炳邦生家平、家海、家波。志邦生家郁（现居台湾省台北市）。

乾邦生家雄、家业。恒邦生家富。全邦生亚弟、二弟。炎邦生家贵、家发、胜钦。林

邦生家朋、家展、家翅、家四。金邦。训邦生家松、家志、家兰、家林。明邦生家超、

家凤、家能。栋邦生家风、家夭。克邦。德邦生江钦、二弟。义邦生家柱。建邦生家

飞、家递。泽邦生亚弟、二弟。坤邦生家新、家胜。干邦生家永、家郁。健邦生家振、

家立、家朝、家庭、家勇。丽邦生家瑞、家钦。源邦生家硕、家孔、家林。佐邦生家

相、家彬、家德。昆邦生家锐。在邦生家式、家文。毓邦生韦雄、家玲、家汉。武邦

生家力、家轮。秀邦生家仲、家威。尼邦生家金。桂邦生家欣。爱邦生家荣、家绍、

家南、家乾。欣邦生家敏、家洋、家跃。贤邦生炳钦、炳健。厚邦生钊铭、胜炎。石

邦。振东生朝坤、朝南、朝文、朝辉。仲邦生家达、家进。世邦生家正、亚德。松邦

生炳东、法胜、亚六、荣贤。振邦生家雄（出继白土改名正昌）。文邦。汉邦生家健、

家伟。杏邦生寿全、相胜。瑞邦生家枢。伟邦生家耀。旺邦生家安。仕邦生家宽。帝

邦生家贤。相邦生家昌。居邦生家升、家规。保邦生家元、家桓、家尼。亦邦生家明、



家彦。裕邦生家珍、家瑶、家琰、家瑞。纪邦生家汉、家勇。寅邦生亚弟。祝邦。

二十七世韦家庆，生将春、太春、亚九。家绍生发胜、胜深。韦强。韦波。亚弟。

二弟。胜东。义九。家平。家海。家波。家郁（现居台湾省台北市）。家雄。家业。家

富。亚弟。家贵。家发。胜钦，家朋。家展。家翅。家四。家松。家志生亚弟、二弟。

家兰。家林。家超。家凤。家能。家风。家天。江钦。亚弟。家柱生大弟、二弟。家

飞。家递。家新生期春。家胜生雄春、胜荣、石庚。家永生得坤。家郁。家振。家立。

家朝。家庭。家勇。家瑞。家钦生亚弟。家硕生胜得。家孔生胜华。家林。家相生强

春。家彬。家德。家锐生亚弟。家式生秀石。家文。韦雄。韦玲。家汉。家力，家轮。

家仲。家威。家金。家欣。家荣生敏春、敬春、考春、四弟。家南生亚弟。家乾生孔

全、亚九。家敏生韦毅。家洋。家跃。炳钦。炳健。钊明。胜炎。朝坤生青春。朝南

生振林、二弟。朝文生胜春。家达。家进。家正。亚德。炳东。德胜。亚六。荣贤。

家健。家伟。寿全。相胜。家枢。家耀。家安生达春、耀春。家宽。家贤生桓春、健

春、阴春。家昌生培春、季春。家升生杏春、勇春、怀春、孔水。家规。家元。家桓

生焕春、太春。家尼生就春、亚元、亚三、亚四。家明。家彦。家珍生德光、亚九。

家瑶生胜北、二弟。家琰。家瑞。家汉。家勇。亚弟。

二十八世将春。太春。亚九。发胜。胜深。亚弟。二弟。大弟。二弟。期春。雄

春。胜荣。石庚。得坤。亚弟。胜得。胜华。强春。亚弟。秀石。敏春。敬春。考春。

四弟。亚弟。孔全。亚九。韦毅。青春。振林。二弟。胜春。家达。达春。耀春。桓

春。健春。阴春。培春、季春。杏春。勇春。怀春。孔水。焕春。太春。就春。亚元。

亚三。亚四。德光。亚九。胜北。二弟。

二十九世炳阳。炳钦。相昌。志荣生亚弟。

三十世韦亚弟。

2．平南县东华乡周村大间支系
前二十二世无记载。

二十三世韦龙举，生育宝、育珍、育裕。龙长生育文、育武、育贤、育杨。

二十四世韦育宝。韦育珍迁居大涧白屋。韦育宝生韦森、韦新。韦育裕生韦桂、

韦桐、韦椿、韦桓。韦育贤生韦柱。育文。育武。韦敬华生韦和、韦就、韦贵、韦合。

韦育清生韦容。

二十五世韦桂，生能才、能光。韦桐生能辉、能容。韦椿生能盛。韦桓生能受、

能辉（出继）。韦柱生国良。韦柱才生益受。韦和生显荣、显林。韦就生显芬、显德。

韦贵生显信、显礼。韦合生显裕、显祥、显祯。韦荣生能永、能瑞。柱才生益受。韦

森生陈方、能苏、能芹、能荫。韦新生能在、能创、能位、能邦。韦英生益全、志全、

和全、启企。盛昌生昭义、昭礼。就昌生超志。韦寿。



二十六世韦显芬。韦显德生祖光、祖福、祖盛。韦显林生祖华（迁团结村）。韦显

裕。显桢生祖成。韦显礼生祖兴、祖荣、祖彬、祖业。韦显信生祖森、祖贤、祖青。

韦能永生观仁、观益。韦能瑞生育家、育升。益受生荣英、荣雄。能苏生观永、观球。

能荫生观彬、观新。能芹生观荣。能创生观余、观成。能在生观文、观强。能位生观

忠、舒杰。能辉生观英。能容生观荫、观光（迁柳州）。能光生观胜、观合、观绪。能

受生绪就。能盛生观国、观安、观金、观昌。益全生燕荣、燕有（迁木棉古）。昭礼生

绪明、绪南、绪新、绪福。超志生绪亮、绪德、绪全。韦国芝。国良生家全。能邦生

观盛、观明、观旺、观林。

二十七世韦祖福，生家财。祖光生亚三、亚四。祖盛生家毅。祖成生家来、家严。

祖荣生家业、家爱、韦建。祖兴生韦庆、韦军。祖业生家发、家展。祖彬。祖贤生家

军、家洋。祖森生韦伟。祖青生家国。观益生家兴、家成、家升、家洋。观仁生家强、

家瑞、家健、家干。荣英生家森、家全。荣雄。观球生家模、家勇、家训。观永。观

新生春平、晓平。观荣生家彩、家元、家健。观成生家贤、家华、家远、家永。观强

生家汉、家忠、家壮。观文生家海、家贵、家珍。观明生家志、家荣。观盛生家林、

家盛。观林生家敏、家亮、家伟。观望。观忠。观英生家庆、家旺。观光生家松、家

武。观合生家文、家斌。观胜生家有、家祥、家才、家富。观绪生家益、家恒。绪就

（迁都兴）。观安生家新。观国生家昌、家信、家林。绪永。绪明生家志、家壮、家炎。

绪福生家文、家昭（出继家勇）。绪德生家国、家庆、家万、家长。绪亮生亚弟（迁罗

城县）。绪仁。绪雄生家宝、家护。绪东（迁居柳州市）。

二十八世亚三。亚四。家毅。家严。家来。家业。家爱。韦建。韦庆。韦军。家

发。家展。家洋。家军。韦伟。家国。家兴生升军、升建。家升（出继）。家成生升东。

家超生升通。家详生升杰。家瑞生升儒、升师、升满。家强。家干。家健。家德。家

生。家升生升文、升长。家森生升忠、升安。家模生升贵、升华。家训生升宝、升焕。

春平生韦乐。晓平。家元。家彩。家健。家华生升全、升球、升明。家贤。家永生升

爱。家远。家忠生升飞。家汉生升炎、升房。家海。家珍。家贵。家荣生升能、升河、

升辉。家志生升林、升松。家林。家盛。家敏生升福。家亮生韦冲。家伟生博南、博

海。家旺生升海、升勇、升起。家庆生升振。家武生升荣、升元。家松。家斌生升平、

升信、升旺。家文。家有。家祥。家才生升敏、升壮、亚三、亚四。家富。家益生升

刊、升畅。家恒。家新。家林生大弟。家信。家昌。家照生韦明。家志。家壮。家炎。

家勇生升敏。家文生升国、二弟。家国生升壮。家庆生升强、升全。家万生升福。家

年生升贵。家长。家新。家长。家清。家新。亚朱。家棉生家锦、家节。家宝。家护。

家全生秋华。

二十九世升建。升军。升东。升通。升杰。升儒。升满。升师。升文。升长。升



忠。升安。升华。升贵。升焕。升宝。韦乐。升全。升球。升明。升爱。升房，升炎。

升能。升河。升辉。升松。升林。升福。韦冲。博海。博南。升海。升勇。升起。升

振。升荣。升平、升信。升敏、升壮。亚三。亚四。升刊。升畅。大弟。韦明。升敏。

升国。二弟。升壮。升全。升强。升福。升贵。秋华生升炬、升亮。

三十世升炬，生振敏、柳平。升亮生振兴、五弟。

三十一世振敏。柳平。振兴。五弟。

3．平南县大新垌心村支系
一世韦经生应仁、应义、应礼。

二世韦应仁，生彦文、彦才。应义。应礼。

三世韦彦文，生胜达、胜德。彦才。

四世韦胜达，生五嗣。胜德。

五世韦五嗣，生滨源、深源。

六世韦滨源，生道科、道榜。

七世韦道科，生广恩、广福、广远、广文。道榜。

八世韦广恩。广福生韦弁。广远生春奎。广文。

九世韦弁，生廷辅、宗源。春奎生文登。

十世韦廷辅，生邦宪、邦相、邦吉。宗源生邦善、邦孚。文登生邦迁。

十一世韦邦宪。邦相生应谏、应宸。邦吉。邦善生龙宾、才兴。邦孚。邦迁生曰

瑚、曰琏、曰琦。

十二世韦应谏，生民育、民耕、民选、民乐。应宸生民昌、民明、民杰。龙宾生

应诏（平南藤县）、应诰（平南藤县）、应奎（平南象州）。才兴（迁桂平社坡）。曰瑚

生双桥、双松（藤县平南都兴）。曰琏生石宝、石田、石贵（藤县苍梧郁南）。曰琦（迁

蒙山永安州藤县上架）。

十三世韦民明，生廓兴、廓开。

十四世韦廓兴，生韦价、韦泰、道英、道益。廓开生道传。

十五世韦价，生茂钦、茂义、茂东、茂壬。道英生妙德。道益生妙通。道传生仕

琏、仕宏、仕赞。

十六世韦茂钦，生用兰。茂义生用庠、用序。茂东生用广、用有。茂壬生用树、

用桂、用梅。

十七世韦用兰，生仕登、仕彦。用庠生仕奇、仕仰。用广生仕卿、仕举。用梅生

仕贤。

十八世韦仕登，生文英。仕彦生文芳。仕奇生文炳。仕仰生文焕。仕卿生文业。

仕举生文良。仕贤生文德。



十九世韦文业，生能受、能积。文德生能荣、能亮、能会。

二十世韦能受，生耀祖。能积生耀庚、耀汉。能荣生耀彩。

二十一世韦耀祖，生太著、太才、太朝。耀君。耀广。耀彩生泰瑜、泰祀。

二十二世韦太朝，生振湖、振深、振铎。太和。泰瑜生振芳。

二十三世韦振湖，生康邦、和邦、福邦。振铎。振典。振仁。振恒。振芳生恭邦、

胜邦、运邦。

二十四世韦福邦，生恒理、恒桂、恒祥、恒瑞。康邦。和邦。龙邦。相邦。济邦。

辅邦。瑞邦。立邦。荣邦。茂邦。恭邦生恒昌、恒坤、恒英。

二十五世韦恒瑞，生景华、相华、胜华、福华。恒信。恒理。恒永。恒仕。恒巫。

恒芳。恒宗。恒升。恒威。恒湖。恒通。恒清。恒业。恒英生实华。

二十六世韦景华，生叙喜、叙群、叙丙。有华。业华。相华。胜华。福华。儒华。

锯华。理华。新华。秀华。棣华。钦华。怡华。旭华。昌华。受华。庆华。球华。璋

华。念华。海华。廷华。南华。瑞华。实华生叙松、叙森、叙振、叙干、叙威。

二十七世韦叙群，生永成、松成、枝成、燊成、洁成。叙喜生良成。旭光生茂辉、

德森。叙合。叙周。叙珍。叙候。叙年。叙炳。叙智。叙业。叙昌。叙湖。瑞支。信

支。叙金。叙宏。志南。叙彦。志恒。叙衡。叙来。叙庭。叙朝。叙祯。叙祥。叙南。

叙龙。叙凤。寿英。寿光。叙礼。叙义。叙林。叙达。叙寿。叙恒。叙乾。叙升。叙

球。叙权。叙松生焕南、全成。叙森生启成、艺成、军成。叙振生桓成。叙干生化成、

庆成、源成。叙威生业成、观金。叙超。叙爵。叙强。叙盛。叙坚。叙光。叙坤。

二十八世韦永成，生达钦、达炎、达松。松成生达隆、达贤、韦贤。枝成生达坤、

达章。燊成生达壬。洁成生达乾、胜钦、达南。良成生金石。寿成生木石、亚华、胜

德。茂辉生德生。德森。惠成。节成。喜成。炎成。芬成。列成生达友、达延、达坚、

海深。异成。石安。金德。炳尧。德炎。宙成。振成。荣林。金兴。鉴成。允成。桂

森。日明。日林生石胜、新玲。炳壬。德明。海新。海全。彦成。世成。安成。福成。

华成。亚荣。金松。海成。宇成。汝成。玩成。国成。石林。桂成。国成。享成。应

成。受成。用成。广成。养成。福成。德成。旭成。志成。伟成。仲成。禄成。瑞成。

辉成。胜成。汉宏。汉贞。汉信。汉炎。汉生。汉新。汉森。建成。淑成。穗成。胜

松。海胜。胜海。相荣。振德。坤成。沛成。玄成。东成。玉成。德成。科成。天成。

启成生江林。艺成生晓兵。军成生耀雄。超成生达强、达庚。信成生达德、达华、达

社、达明。焕南生达龙、达飞。全成生达军、四弟。桓成生胜攀。化成。庆成生达武、

三弟。源成。业成生达奇、达云。关圣。亚三。直才。天成。访成。亚弟。学成。义

成。乾成。训成。

二十九世韦达钦，生伟祥。达炎生健祥。达松生化祥。达隆生运祥。达贤生森祥。



韦贤生文钦。达坤生美祥、欢祥。达章。达壬生泓宇。达乾生旭阳。胜钦生阳洋。达

南生聪祥、志勇。达盛。相宏。达峰。达健。达玩。达胜。达利。德生。二九。金石

生石江。木石生雁祥、乾祥、冰祥。亚华生明祥、珊祥。胜德。达延生容祥。达友生

海祥、君乔。达坚生志祥。海深生斌祥。达艺。达叶。孔辉。辉东。达杨。达飞。达

凯。石胜生葵祥、舒祥。新玲生胜祥。达佐。达祥。达超。达旭。达华。达文。达昌。

达爱。达贵。达勇。达世。石汉。天德。达周。海松。达强。达宏。达焕。达德。达

海。达安。达元。达水。达林。达球。达金。达群。达技。达荣。达森。达明。达信。

达新。达全。达芳。达忠。达熙。达辉。达光。达耀。达六。达军。达兵。达权。达

仲。达彬。德西。达东。达庆。达理。达汝。德海。达琼。孔贤。水胜。达汉。社新。

德南。亚社。达西。胜海。达强。达庚。达德。达华。达社。达明。达胜。达龙。达

飞。达军。四弟。江林。晓兵。耀雄。寿孔。达武。达奇。达云。德良。达兆。胜金。

达宇。亚六。炳德。

三十世韦伟祥，生国馨、云馨（女）。健祥。化祥。运祥。旭阳生国睿。森祥。阳

洋。聪祥。志勇。泓宇。美祥。欢祥。文钦。勇祥。石江生国华、二弟。雁祥。乾祥。

冰祥。明祥。珊祥。容祥生国坤。海祥。君乔。志祥。葵祥。舒祥。龙祥。海祥。北

祥。日祥。有祥。福祥。寿祥。庆祥。超祥。国祥。德祥。孔祥。

4．平南县六陈竹雅长冲扶塘嘴支系
一世韦经，生应仁、应义、应礼。

二世韦应仁，生彦文、彦才。应义。应礼。

三世韦彦文，生胜达、胜德。彦才。

四世韦胜达，生五嗣。胜德。

五世韦五嗣，生滨源、深源。

六世韦滨源，生道科、道榜。

七世韦道科，生广恩、广福、广远、广文。道榜。

八世韦广恩。广福生韦弁。广远。广文。

九世韦弁，生廷辅、宗源。

十世韦廷辅，生邦宪、邦相、邦吉。宗源生文宣、文兆、文成、文灵。

十一世韦邦宪。韦邦相生应谏、应宸。

十二世韦应谏，生民育、民耕、民选、民乐。应宸生民昌、民明、民杰。

十三世韦民选，生有焚、严斋、尚书。

十四世韦有焚，生法畅、法将、法振。严斋生韦庄。尚书生法更。

十五世韦法畅，生悦科、悦雁、悦举、悦先、悦厚。

十六世韦悦举，生积德、积显、积昌、积稔、积善、积芳、积道、积庆、积文。



十七世韦积显，生少台、少龙、少凤。积善（古都村族），生将举、朝阳。

十八世韦少台，生师韬。少龙。少凤。将举。朝阳生道远（住古都）。

十九世韦师韬，生肇蛟。道远生宽行。

二十世韦肇蛟，生天凤、天行。宽行生志新。

二十一世韦天凤，生吉祥、吉明。天行（住大冲显冲另叙）。志新生世泰，世英。

二十二世韦吉明，生超基、绍基。吉祥。世泰生盛清、盛基、盛兴。

二十三世韦超基，生经德、经济、经理。绍基。盛清生广深、广海。盛兴（迁大

安同德路塘另叙）生广隆、广达。

二十四世韦经德，生元杰、元光（住祝雅）。经济。经理。广达生素昌。

二十五世韦元杰，生济纯、济圈、济锦。元光。素昌生其才、其元。

二十六世韦济纯，生相启、相仁。济圈生相宽。济锦。其才生国安、国纶。

二十七世韦相宽，生运达、运阳、运桂。相启。相仁。国安生锡锦、锡铨。

二十八世韦运阳，生发昌、远昌、积昌、和昌。运达。运桂。锡锦生元善。

二十九世韦和昌，生金荣、满荣、朝荣。发昌。远昌。积昌。元善生家炳、家新、

家贤。

三十世韦满荣，生建邦、建华、建松。金荣。朝荣。家炳生崑有。

三十一世韦建松，生丽萍（女）。建邦生荣华、启圣。建华生社华、志华。崑有生

韦颖（女，留学德国）。

5．平南官塘村严斋公支系
一世韦经，生应仁、应义、应礼。

二世韦应仁，生彦文、彦才。应义。应礼。

三世韦彦文，生胜达、胜德。彦才。

四世韦胜达，生五嗣。胜德。

五世韦五嗣，生滨源、深源。

六世韦滨源，生道科、道榜。

七世韦道科，生广恩、广福、广远、广文。道榜。

八世韦广恩。广福生韦弁。广远。广文。

九世韦弁，生廷辅、宗源。

十世韦廷辅，生邦宪、邦相、邦吉。宗源生文宣、文兆、文成、文灵。

十一世韦邦宪。韦邦相生应谏、应宸。

十二世韦应谏，生民育、民耕、民选、民乐。应宸生民昌、民明、民杰。

十三世韦民选，生有焚、严斋、尚书。

十四世韦有焚，生法畅、法将、法振。严斋生韦庄。尚书生法更。



十五世韦庄，生悦兰、悦义。

十六世韦悦兰，生自温、自金。悦义（迁桂平）。

十七世韦自温，生良义、良信。自金生良球。

十八世韦良义，生遥绥。良信生耀文。

十九世韦遥绥，生应广，应宗。

二十世韦应宗，生国斌、其斌、象斌。

二十一世韦国斌，生汝豪、汝荣。其斌生汝宰。象斌。

二十二世韦汝豪，生廷六、廷璋。汝荣（迁雁门）。

二十三世韦廷璋，生业勤、业池。廷六生业银。

二十四世韦业勤，生扬芬、扬兰。业池生扬芝、扬春。

二十五世韦扬兰，生济普、济仲。

二十六世韦济仲，生书文、蔚文、燮文。济普生世文、宪文、钦文、遇文。

二十七世韦蔚文，生用钦、用敬。燮文生用灿。

二十八世韦用钦，生达昌、财昌、强昌。用敬生德昌。用灿生龙光、龙明、龙照。

二十九世韦达昌，生北日、威强。财昌生伟胜、国胜。强昌生其微、喜胜。德昌

生其继。龙光生石新。龙明生勇成、勇超。龙照生日林、春林。

三十世韦伟胜，生铭佐。国胜生成诚、乐诚。北日生成材。石新生春宇、剑宇。

勇成生韦杰、浩宇。日林生天成。春林生韦鹏。

三、广东宗支

广东韦氏又分几个支系。

1．广东南雄府支系
应邦生于甲子年（1256 年）正月十八日寅时，宋钦点武状元，世居南京，为南京

应天府巨富望族。其子彦春迁京兆府，于宋时统领军一千并携带眷属至广东南雄府西

街新安社落业。由此其裔孙多次分迁至梧州府、高州等地，为粤（南雄、信宜，罗定、

阳春、云浮、新会、徐闻）、桂（岑溪、北流、容县、藤县、蒙山）等地 134 个韦氏支

系的始祖，从现存的族谱记录中累计，该世系的在册男丁共 2.2 万余人。

一世应邦，生二子，彦春、彦芳。

二世彦春，生三子，胜奇、胜全、胜登。彦芳生胜彬、胜林、胜松。

三世胜登，生二子，会朝、会国。

四世会国，生九子，滨亮（子孙居阳春）、海亮（子孙居罗定）、法亮、潮亮（子

孙居嘉庆），清亮（子孙居江西九江）、江亮（子孙居福建）、河亮（子孙居广东新会）、

汉亮（子孙居广东南海）、渭亮（官名参政，子孙居广西岑溪筋竹替）。



五世法亮，生十子，道安、道湘、道佑、道起、道裔、道进、道源、道深、道广、

道成。渭亮生公田、颜、多、孟、棠、俊。

六世道安（官名道开）。生五子，长子良宾居广东南雄。道湘居福建，生五子，长

子法仁，次子法滔。道佑居罗定，生胜达。道起（官名道真），生法达。道裔，生法开、

启、仁、义，来宾、价宾、晏宾。道进（官名道翰），生十子迁四川落藉。道源（官名

道兴），生法传、远、源（住广东信宜）。道深（官名道才），生法纪、谕、祖、德、古。

道广（官名道政）生四子，迁山东落籍。道成（官名道传）．生八子，长子茂元、次子

茂祥，三子茂桢。养子道兰（官名道溪），生九子，长子茂鸿、次子茂才、三子茂源。

公颜生运登。公多生子运。公孟生运海、祖。公棠生运光、彩。公俊生运开、德、法

应。

七世胜达，生四子，万隆、进、权、声。法达生悦钊、明、敬、信、彩、仁。法

传生恭广。法明生恭德。茂才生文高。运登生子明。运海生广德。运光生广庆。运彩

生广洪。运开生子通、庆。法应生法言。

八世万隆，生韦诚。万进生君英。万声生权志。悦钊生韦天、位英、悦明生余冼、

升、玄、积。悦敬生喜裔、成、立、太、昌、业、政。悦信生尚兴、祯。恭德生惠章。

恭广生惠明、清、奇、敬。文高生达明。子明生富壹、贰。广德生伟成、洪、三弟。

广庆生伟清、斌。广洪生伟国。子通生伟广、超、业。法言生韦胜。

九世韦诚，生韦汉。君英生世余。权志生戊伦。韦天生元兴。位英生逢升、先升。

余冼生仕佑。余升生世佑。余玄生彩球、世进。余积生仕全。喜政生奇界、仕志、恩、

意、任。尚兴生懋易。惠章生道清、监。惠明生文奇、瑞。惠奇生德闰。惠敬生德洪。

达明生周显、昌。富壹生元桂、林、杨。富贰生常兴。伟成生仕全、科。伟清生仕华、

海、明。伟国生仕忠、敬。伟广生元成、就。伟超生元光、祖、发。伟业生元海。韦

胜生韦缠。

十世韦汉，生韦广。世余生宗荣。戊伧生振尧。元兴生朝科。逢升生经元。先升

生逢纤。仕佑生则忠、敬。世佑生则荣、桂、相、生。彩球生则文、贤。世进生则燕、

威。仕全生则缓、忠、坤、汉。奇界生韦月、良、清、庸、细、阔、沃、德、焕。仕

志生则臣、全。仕恩生则纶、经。仕意生则裔。仕任生则彬、丰。懋易生接孔、盂。

道清生懿羌。德洪生仲文、英、球。元桂生操良、温良（居广西岑溪筋竹佛高村）。启

轮、兴、朋、辂为公多支系，子运的玄孙（住广西岑溪筋竹石井及广东六洛杨梅）。仕

科生成信（居广西岑溪筋竹义水）。仕海生桥信、达信（居广西岑溪筋竹望阃村）。仕

敬生德信。元成生奕庆。元就生奕起。元尧生奕进、安（居广西岑溪大石）。元海生奕

秀。韦缠生韦升、要（居广西岑溪）。

十一世韦德，生二子，道祥、水养。



十二世道祥，生二子，道现、定兰。水养生道千。

十三世道现，生道明。定兰生明伦、成伦。

十四世道明，生法趣。明伦生高俊。

十五世法起，生道举。高俊生叔贵。

十六世道举，生道政。叔贵生纯学、纯德、纯昌、纯厚。就东、远东、昭东成东

系水养支脉，道千的曾孙（住广西岑溪梨木平田）。就东生启开、泰、文。远东生启昌。

昭东生启朝。

十七世道政，生朝学、朝升。

十八世朝学，生三子，国杰、国俊、国成（住广西岑溪县中围）。

十九世国杰，生义叙。国俊生守叙。国成生梁叙、梁耆。

二十世义叙，生起元。守叙生调元。

二十一世起元，四子，高儒、高拔、高挺、高传。调元生高杨、高张、高显、高

起。

二十二世高起，生二子，家鸾、家璋。

二十三世家鸾，生三子，伟勋、展勋、著勋。家璋生三子，鼎勋、树勋、启勋。

二十四世伟勋，生二子，士明、士睿。展勋生士贤、士和。著勋生士良、士龙鼎

勋生士泰、士周、士智、士彦。树勋生士新、士佳。启勋生士杰、士信。

二十五世士明，生二子，寅熙、敬熙。士睿生恒熙、震熙、益熙、豫熙。士和生

灿熙。士良生工熙、戴熙、晋熙。士龙生壮熙、启熙。士泰生际熙。士周生升熙、隆

熙。士智生陶熙、早熙。士新生章熙、京熙。士佳生文熙、亮熙。士杰生荣熙、昌熙。

二十六世敬熙，生三子，庆辉、麟、芳。

二十七世庆辉，生二子，昌南、赐。庆麟生昌善（英臣）、义、有（效照）。庆芳

生昌瑚、江。

二十八世昌南，生二子，大连、藻。昌赐生大荣。昌义生大彦。昌江生大安。

二十九世大连，生宏业。大藻生安业、宋业、寰业、定业。大安生开业。

三十世宏业，生五子，人宽、一宽、文宽、士宽、艺宽。安业生庆宽、海宽、永

宽、健宽。寰业生汉宽、彪宽。宋业生丹宽、恒宽。开业生阳宽、少宽、光宽。

三十一世一宽，生三子，舒华、舒清、舒娟。人宽生舒辛、舒凤、舒燕、舒丽。

士宽生舒章、舒平。文宽生舒明、舒军。

三十二世舒华、舒清、舒娟、舒辛、舒凤、舒燕、舒丽、舒章、舒平、舒明、舒

军等。

（摘自《粤桂韦民族谱》）



2．广东信宜支系
位英为悦钊次子。广东信宜县北界塘村及石订大荣村，都是其子孙世居地。

一至八世见“3．韦应邦世系”。

九世位英，生先升。

十世先升，生蓬迁。

十一世蓬迁，生廷赞、廷秀。

十二世廷赞，生本宗、本良。

十三世本宗，生步运、步汉、步朝。本良生步口。

十四世步汉，生三子，建贤、忠贤、思贤。步口生振贤、步贤。

十五世建贤，生绍全。忠贤生绍邦、绍芬、绍佳。思贤生绍恩。仲贤生绍广。振

贤生绍堂、绍光。步贤生信利、润和。

十六世绍全，生三子，全忠、伟忠、万忠。绍邦生品忠、善忠、思忠。绍芬生信

忠、君忠。绍佳生居忠、迁忠、锦忠。绍恩生色忠。绍堂生其忠。绍广生康忠、贤忠。

信利生群忠。润和生新忠、文忠。

十七世全忠，生六子，贤祥、益祥、千祥、万祥、广祥、友祥。伟忠生立泉、兴

祥。万忠生杰武、林生、广生。品忠生启祥、永祥。

十八世贤祥，生二子，韦军、韦文。文祥生集深、太宝。千祥生韦华、官、贵。

万祥生军海。文祥生天宝、天儒、韦里。友祥生二弟。启祥生丽儒、凤儒。永祥生金

儒、福儒。

十九世韦军，生亚弟。丽儒生剑峰、韦东、三军。

二十世亚弟、剑峰、韦东、三军等。

（韦文汉提供资料）

3．广东罗定罗平竹九塘支系
一至五世见“3．韦应邦世系”

六世道溪，生三子．茂洪、才、源。

七世茂洪，生文高。

八世文高，生周显。

九世周显，生四子，如楷、桂、富、海。

十世如桂，生德升。如富生继入、韦南。如海生德良、昭、辉。

十一世德升，生东周。德良生煲仔。德昭生东福、远福、南火。德辉生帝弼、韦

四，扶弼、潮弼。

十二世东周，生二子，章荣、有荣。煲仔生启兴、钊。

十三世章荣，生二子，伟清、明。启兴生亚星。星元、灿、巨，



十四世亚星，生三子，其森、金海、水林。

十五世其森，生四子，树清、周秦、来喜、锦清。

十六世树清，生二子，明浩、华。周秦生钊平、洪。

十七世明浩等。

（韦志灿提供）

4．广东徐闻支系
朝林系应邦十六裔孙，妣张氏葬于徐闻县曲界南胜柑园后坑。朝林葬于海南保亭

县八村区农场。

十六世朝林，生绍勋、大勋、裕勋、宗勋。

十七世绍勋（定居马来西亚）。大勋迁广西鹿寨县。裕勋生传志、传粤、传海。宗

勋生传进、传民、传玺、传华、传友、传森、传金。

十八世传志，生坚平、伸平。传粤生琼平、俊平。传进生钊平、冠平。

十九世坚平、伸平、琼平、俊平、钊平、冠平等（住徐闻）。

5．广东信宜雷坡、六利支系
韦鹏，字庆高，属南京韦氏支脉。其父韦昊自闽入粤，后定居高州黄塘。韦庆高

于明末与妣郑氏由高州入信宜雷坡六塘生韦岳后，因见六利胜于斯而欲与郑氏共往开

发，但郑氏坚持与子留下。于是韦鹏单身迁至六利上径岭，并与妣郭氏生万良。一枝

二发，形成了韦鹏的两个支系。其中六利支系有十五世苗裔绵延，男女统计二千有余；

雷坡支系亦有三百多年历史，人口达八九百。

(1)六利支系

一世韦鹏，生万良。

二世万良，生秋圣、秋贤。

三世秋圣，生先祀。韦秋贤。

四世先祀，生逢正、逢选、逢相。

五世逢正，字建业，生超文。

六世超文，生瑞衣、瑞襟、瑞裘、瑞祥。

七世瑞衣，生光华、光正。

八世光正，生仕胡、新生。

九世仕胡，生正新。

十世正新，生德才。

十一世德才，生茂庆、茂新、茂堂。

十二世茂庆，生启贤。

十三世启贤，生泽河、泽海。



十四世泽河，生韦河。

十五世韦河。

(2)雷坡大塘支系

一世韦鹏，生韦岳。

二世韦岳，生秋全、秋荣。

三世秋全，生光佑。

四世光佑，生逢德。

五世逢德，生传道、志道、乐道。

六世传道，生居隆。

七世居隆，生积宸、义宸、会宸。

八世积宸，生学就。义宸生学成。会宸生学礼。

九世学就，生文宗。学成生文胜。学礼生文成、文就。

十世文宗，生秀兴、进兴。文成生福兴。

十一世秀兴，生日华（往南洋不返）。进兴生日荣。福兴生日文、日成。

十二世日文，生光儒。

十三世光儒，生耀东。

十四世耀东。

（摘自《雷坡、六利韦氏家史汇编》）

四、南方各地散居宗支

（一）江苏延陵京口（镇江）韦氏支系
延陵古邑，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丹阳市历史文化名镇。季札、包咸、韦昭与

传说人物董永并称“延陵四贤”。《丹阳县志·乡贤祠》载“汉·包咸，吴·韦昭”均

列乡贤祠。贤者，德才兼备的人。这里要介绍的是三国著名史学家韦昭及延陵韦氏支

系。

一世日章，生韦昭。

二世韦昭，生韦隆。

三世韦隆，生韦德。

四世韦德，生韦政、韦发。

五至二十二世失传。

二十三世韦晰，号皎塘叟，晚号柳塘居士。南宋绍兴年间进士，授安徽滁县县令，

他见朝廷主张与金邦议和，叹道：“天下事从此可知也！”遂辞官携家隐居丹徒，为丹

徒洪溪徙迁祖。南宋时期，延陵韦氏已人口众多，外迁成为必然趋势。



二十四世韦权，迁居金坛邓墓。

后裔有韦志达，迁司徒七庄韦甲，韦志和迁珥陵汤庄，韦志圣迁大泊小辛，韦志

尧迁麦溪凤凰山，韦志英迁丹徒县吴沙，韦志礼迁延陵塘东。分徙后，都在新址生根，

繁衍后代。

（二）南京支系
公元 107 年韦玄成裔孙韦三绝，子韦弁等因封江都司马，宦游金陵，他们的后代

韦中和并成了“有亿中之才。常以千金殖货，泛长江贸易”的巨富商人。因此江浙韦

氏后人，多奉三绝为始祖。稍后，唐贞元元年(785)京兆万年人韦应物亦出任江州剌史，

贞元四年改任苏州剌史。官终苏州，并在苏州仙逝。这些都为当地的韦氏裔孙繁荣昌

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南京世系后来产生了多次分枝，有

一路由南京往闽粤海南方向扩散，另一路则从长江水路直上川黔，其余有直达广西的

零星迁徙者，他们一同汇集发展形成黔南、广东、桂东南以及桂中（武鸣）等地韦氏

世系。

（三）贵州独山支系
兴源世系为京兆韦氏，其先祖自长安而江西后移南京。明韦德成曾率韦氏“子弟

之兵”从南京经水路抵湖南，在贵州独山“白虎坡垭”战役获胜后，明太祖赐“韦坡”

一域，“由子孙世代耕作”。黔南独山尧梭（即大寨、平寨与小寨）韦氏，从玉傅起昭

穆为“玉才应朝 世登邦秉 德凤鸿儒金元兴龙人字芳盛万寿春长富贵永全国家安乐天

宇宏黄”。另独山上、下司及桂北等地韦氏昭穆亦为“明朝廷邦仕开国永兴隆广大乾坤

玉今朝万事荣”。表明了其先祖是明朝初年受皇帝之命，南迁平乱的留垦者。

一世玉傅，生二子，才学、富。

二世才学，妣胡氏生应科。才富妣尚氏生四子，应魁、贤、联、登。

三世应科，妣岑氏生朝选。应魁妣岑氏生朝相、辅、顺（过继应登）。应贤生朝杰、

继子朝佩。应联妣岑氏生朝弼、佩（过继应贤）、卿、聘、双猴。应登妣姚氏继子朝顺，

抱子朝贵。

四世朝选，妣岑氏生二子，登举、第。朝相妣岑氏生登仁。朝辅生登仕、爵、位、

祥、学。朝杰妣岑氏生登发。朝佩妣苏氏生小保。朝弼生五子，登瀛（长）、荣（次），

其余佚名。朝卿学名源深，生登科、和。朝聘妣岑氏生迁峰（乳名阿乜）。朝顺生炳文、

秉昭、登直、十寿、六林。朝贵妣姚氏，生韦文、阿妹。

五世登举，妣黄氏生士儒。登第妣岑氏生邦臣。登仁妣岑氏生怀生。登仕养子小

海。

六世士儒（“邦”字辈），妣吴氏生世勋。

七世世勋，“秉”字辈。



八世德公。

九世凤公。

十世鸿公。

十一世儒公。

十二世金松，生二子，元和、祥。

十三世元和，妣罗氏生三子一女，兴源（韦濂）
[1]
、林、扬、兰。

十四世兴源，配张氏生二女，珍珍（配杰士、旅美）、安琪。兴林配胡氏生龙刚、

辉、凤、燕。兴杨配胡氏生龙勇、仁丽、琴琴。

十五世珍珍、龙刚等。

（资料由韦濂提供）

（四）江西临江府支系
根据韦富腾《贵州省惠水县交椅、小满告韦氏源流与繁衍》一文称：“晋末八王之

乱，国势垂危，导致五胡乱华。为免于胡人恣意杀戮，韦氏南迁冠以‘京兆堂’郡望，

以之根源，慎终追远。我祖自关中河南经湖北至江西临江府吉安县，后徙广西（时间

待考），贯籍柳州柳城县。公元 920 年，因贵州有反叛，楚王马殷派遣怀远大将军龙德

寿率领柳州八姓（龙、石、程、韦、洪、卢、张、方）兴兵讨伐，于是韦氏乃随军入

黔。经数年战争，平定反叛，为防止叛军再起，而下八姓兵镇守，故本支系从此落地

生根。”贵州韦氏至少有三支，一是广西韦氏的入迁者，二是南京韦氏的迁入者，三是

江西临江府的入迁者。这里，只列了江西临江府韦福成（族居台湾）家族支系。

一世始祖元哲。

二世至一六○世待考。

一六一世世华，妣卢氏。

一六二世文仁，妣刘氏。

一六三世日敏，妣刘氏。

一六四世国亮，妣卢氏。

一六五世发卿，妣陈氏，生永芳、永昌、永仕。

一六六世永芳，妣李氏、罗氏生福周、阿丛、福珍、福莲、么妹、素妹。永仕妣

王，生福德、福贞。永和妣潘氏，生福明。幼妹师太。永康妣刘氏，生贵妹、贵芝、

福云、么妹。永贤妣刘氏，生福星、乔送、乔贞。

一六七世福周，妣罗氏，生乔翠、运斌、小微。韦阿丛。福珍，妣贵珍，生兴龙、

二龙、彩红、双红、三龙。韦福莲。韦么妹。韦素妹。福德，妣刘氏、罗氏，生德运

通、运兰、运富。福成，妣蔡静莹，生运国、运宪、采伶。福明，妣卢氏，生运成、

运通、运华、运德。韦贵妹。贵芝，生运妹。韦么妹（适密，迁无锡）。福星，妣程氏，



生运鸿、小英、利梅、利飞、荣华。

一六八世乔翠，生尤芬、明慧、阿阑、金阑。韦运斌。韦小微。兴龙，妣索氏，

生佳佳、清清、玲玲。韦二龙。韦彩红。韦双红。三龙，妣刘氏、杨氏、何氏，生家

松、家腾。运通，妣卢氏，生家豪、桃芬、李芬、金凤、桃凤。运富，妣杨氏，生家

仁、家礼、家智、运贵。韦运国。韦运宪。韦采伶。运成，妣乔氏，生家友、家芬、

妹崽。运通，妣乔氏，生茶芬、慧芬。运华，妣班氏，生家宽、家财、家伦。韦运德。

韦运妹。运鸿，妣熊氏，生家信。韦小英（适张，迁山东）。韦利梅。韦利飞。韦荣华。

一六九世尤芬、明慧、阿阑、金阑、佳佳、清清、玲玲、家松、家腾。家豪，妣

王氏，生秋敏、邦国。桃芬、李芬、金凤、桃凤、家仁、家礼、家智。运贵，妣陈氏，

生家林、兰慧、兰芳、兰凤、小兰。运国、运宪、采伶、家友、家。、妹崽。茶芬、慧

芬、家宽、家财、家伦、家信

一七○世秋敏、邦国等。

（五）湖南支系
秦凿通灵渠后，历代都顺湘江水系经灵渠而广西。因此湖南既是兵家进入广西的

通道，也是随军韦氏子弟解甲归田之居所。湖南韦氏的调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不过

从泗柳韦氏支系可以看到，湖南韦氏也是有一定分布规模的。

广西融水县泗柳韦氏始祖韦福经，原湖南广雷埠大巷口人，生活所逼，外出谋生，

帮人开垦荒山，改造良田。如此随遇而安，不择走向。至泗柳，山青水秀，土地肥沃，

堪称耕耘立业之好地方，于是开荒种地，安家立业，从雍正年间至今已 300 余年。其

支系如下：

一世福经，生五子，胜朝、胜儒、胜其、胜凤、胜龙。

二世胜朝，生三子，文聚、文德、文学。胜儒生文经、文才（后来，文才随母嫁

去西村坡住）。胜凤生文升。

三世文聚，生可和。文学生可冒（移居永乐）。文才生可承。文升生可仁、可义、

可礼、可智、可信。

四世可和，生世卿、世相。可承生世真、世恒、世亮。可仁生世兰、世佩、世彰。

可义生世泰、世昌、世意、世刚。可礼生世林。可智生世全。可信生世汉、世源。

五世世卿，生二子，志勇、清勇。世佩生汝忠、汝贤。世泰生上壹、玉。世彰生

汝能、汝良。世刚生上荣。世林生汝豪。世汉生丕显、基。世源生丕承、业。

六世志勇，生槐庆。汝忠生善裕、祯。汝贤生善祥。上壹生士清。上玉生士明。

汝能生善严、修、余、康。汝良生善德、武。上荣生见美、宽美。汝豪生九如、陵、

三。不显生之逸、甫、安、熏。丕基生之佶、俊。丕承生之澡、彩。丕业生之江、山。

七世善裕，生庆云。善祯生庆达、庆通。善祥生花祖。士清生启丰，善余继子庆



芝。善堂生庆芳、庆芝（继给善余）、庆兰。善昌生花玲。九陵生少崖、容。九三生少

其、真。之逸生振光、琪、瑛。之安生振琮、娥。之甫生振容、衍、璋。之熏生振璜、

珍、先。之估生振瑶、禹。之俊生振仑、璇、珑。之藻生振常。之彩生振琏、癸。之

山继子振琏。

八世庆云，生保裘。庆达生钟裘。庆通生锡裘。庆芳生绍光、绪。庆兰生绍番。

少崖生燕山（又名三成），少容生燕湖、海（即绍凤）、龙（即绍龙）。少其继子燕湖。

振光生绍凤。振琪生绍谋、信。振瑛继子绍倍。振容生绍漠（少亡）、经、杰。振衍生

绍虞。振璋继子绍经。振琮生绍佳。振娥生绍仲、伟、仕、儒。振璜生绍贤、文。振

珍生绍英。振光生绍周。振瑶生绍谦、诠。振禹生绍唐、昆、询。振仓生绍惠、评。

振璇生绍忠、清、让。振龙生绍诗。振常生润生、个孝。振琏生绍安。振癸生绍详。

九世保裘，生三子，亮彭、绍彭、嗣彭。锡裘生宗圣。钟裘生宗贤。绍光继子宗

佑。绍绪生宗佑、和。绍龙生宗志。绍凤生宗彪。绍凤生宗尧、舜。绍谋生宗德。绍

信生宗臣、礼。绍经生宗成、坚、敏。绍虞生宗汉。绍佳生宗刚。绍伟生宗琪。绍仕

生宗献。绍贤生宗谋、耀、兴。绍文生宗亮。绍英生宗保、全。绍周生宗翼、光、明。

绍谦生宗文、武、义。绍诠生荣光、明。绍唐生宗仕、任。绍昆生宗仰、健、伦。绍

询生宗伟。绍惠生太花、妹谏、雪香。绍评生宗辉、昌、科。绍忠生宗会、裕。绍清

生宗俊。绍良生宗合、念。绍诗生宗凡。绍详生宗秀、宗周。绍飞生宗山、岭。

十世宗贤，生二子，声福、安。宗益生志才。绍彭生意才（少亡）。嗣彭生弟丙、

庚（均少亡）。宗佑生声余、业、权。宗和生声坚。宗志生声苦。宗彪生启州、斌、军。

宗尧生益经（又名声茂）。宗舜生肯秋、坤。宗德生声学。宗臣生声和、进、彩、培。

宗礼生声德。宗成生声传。宗坚生声国、授、意、聪。宗敏生声翔、远、朗。宗汉生

声球、耀。宗刚生声璋、玲、甫。宗琪生声伦。宗献生声卫、义、源。宗耀生声涛、

志、文。宗兴生柳英、云。宗亮生声富、贵。宗保生声桥、周。宗全生声林、斌、声、

鹤。宗翼生声珍。宗光生声虎、壮、龙、严。宗明生声超、璇。宗文生妹昔、锦。宗

武子声就、赛玉。宗义生声飞。荣光又名宗斌因父亡随母嫁，生耀新、声、恩。荣明

生志辉。宗仕生声宏。宗任生声海、杰、标。宗仰生声扬、威、浩。宗健生声忠、波。

宗伦生韦登、端。宗伟又名伟桥，生声荡、锐、敏、能。宗辉生晓玲、芳。宗昌生声

勤。宗科生声俭、军、勇。宗会生声东、祖、方、用。宗裕又名德荣，生声建。宗俊

生声仕、有。宗合又名寿荣，生声瑞、毓。宗念生声达、平。宗凡生声伟、广、康、

卓。

十一世声福，生三子，远宣、志、飞。声安生远忠、永忠。声余生韦文、武。声

业生韦益。声权生韦庄、添。声坚育韦维。志才生新荣。声苦生远南、阳、唐。启州

生远融。启斌生远宁。启军生远康。声茂生远和、安。肯坤生远刚、辉、山。肯秋生



远良、宏。声学生远强、壮、宁、威、林。声和生远衡。声进生荣怀、远才。声彩生

远松、东。声传生远亮、宽。声国生远寺。声授生远岳。声意生远翠、放。声翔生远

健。声远生远勋。声璋生远新、香。声甫生远登、余。声伦生远航。声富生远仁、义、

吴和。声贵生远生。声桥生丽衡、君衡。声珍生韦强、劲。声龙生远游。声虎生丽芳、

友芳。声壮生远环。声就生远民、盛。声飞生远军、挺。声宏生韦琦。声海生远苗。

声杰生远政。声扬生韦超。声威生韦曼。声浩生韦岚。声忠生韦阳。声波生韦湘。声

端生韦越。声勤生韦艳。声军生宇燕。声瑞生远雄。声毓生远坚。声伟生远璇、保、

河。声广生远泽。声康生远乾、祥。声卓生韦庭。声东生远丰。声祖生韦叶。声方生

远程、意。声用生秋玲。

十二世远和，生成思。远安生成泽。远刚生字宁。远辉生字霞。远良生福明。

十三世成思、成泽、字宁、字宁、福明等。

（摘自《泗柳韦氏族谱》）

（六）海南支系
最早进入海南的韦氏为韦执谊，至今已形成近万人的许多支系。此外，南京韦氏

（如南雄府世系、翠微世系）、韩改韦（如韦经世系、韦田宏世系等）都有迁人海南落

籍的记载。这里仅录记郑都世系部分资料。

唐顺宗年间，中国历史称为“二王八司马”政治迫害事件中，朝廷重臣、革新派

干将韦执谊（龙门公房）受贬谪珠崖，随之结伴而行的有家属杜、范夫人和 3 个儿子

及其堂弟执询、弟妻、侄儿多人，公元 805 年，他们落籍郑都（今琼山市十字路镇雅

咏村一带）。执谊贬迁崖州“为参军户”，摄理琼郡事。政治上虽受迫害，却置生死于

度外，“临民唯谨”，动员乡民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办学馆，教耕织，造化百姓，深

得人民敬爱。其子孙后来勤劳持家，安居乐业，终于“人才彪炳”、“诗书有种”、“代

不乏人”。如今．子孙遍及全岛“八州县”，总人数 9000 余人。主要世系有：

1．韦执谊分支（有完整族谱资料，这里所列仅为分枝概况，下同。）

一世执谊，又名执义，字宗仁，谥文静。长子承讽，受节荫司户。

二世承讽。

三、四世失传。

五世良垣，迁崖州望楼定居。

六至十一世失传。

十二世韦亮，官至上舍士。

十三世延寿，奉训大夫
[1]
。

十七世敬匡，奉训大夫。

十八世韦仑，迁乐会岭山村定居。



二十一世观显，迁日道村。

二十五世韦和，迁定安二坡田山村住。

二十六世韦田，迁定安九曲营南门坡村。

二十七世韦悫，迁府城。

二十九世章滚，分枝乐会。

2．韦执询分支

一世执询。

二至十三世失传。

十四世韦璋，迁乐会同即今珠海市。

十五世失传。

十六世韦裕，迁会同黎水村。韦文宅迁府城南门。

十七世至十九世失传。

二十世韦显，迁临高群仙万本一村。

二十一至二十六世失传。

二十七世韦继，善迁白石。

二十八世韦公，迁博盛韦贻村。

二十九世韦子程，迁大、小偶都，即今之享裕都。（咨料由韦必盛、经照提供）

（七）台湾支系
台湾韦氏据韦卓民先生考证：公元 1673 年（明永历二十七年）已有韦念南渡台传

播中原文化，清以后有安徽阜阳县人韦崇稚任风山县丞（1789 年）、韦廉（江苏宜兴人）

任澎湖海防通判（1861 年）等。目前世居台湾的韦氏家族中，嘉义县韦氏（八世以上）

为宦游落籍者；新竹县韦氏八世以上）为福建迁台落籍者；苗栗县韦氏（九世以上）

祖籍广东潮州。台湾出版，韦卓民著）。以下，仅录韦福成先生提供的台湾高雄韦三居

世系子后。

一世韦德修，生三子，三居、三贵、三和。

二世韦三居，配韦杨尉生二子，玉柱、金龙。韦三贵生国泰、国安、国雄、国瑞。

韦三和生基松、基昌。

三世韦玉柱、金龙、国泰、国安、国雄、国瑞、基松、基昌等。

（见《韦氏源流及世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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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奉训大夫，文散官名，金始置，从六品下，元升为从五品，明为从五品初授之阶。清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