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山涛靖南建奇功 昆仲屯守拓桂海

韦山涛，字应德，号大猷。宋皇祐四年（1052 年），山涛携六子率山东铁骑军随狄

青平定岭南“大南国”，并留下他们戍边骆越地，为开发和发展广西又增加了韦氏家族

中一大支系。

北宋初，韦山涛不忘祖先报效国家意愿，几经历练磨难，重在山东崛起，教习 6

个儿子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励志习武，学就一身本领，个个骁勇，

准备为国效力。

宋皇祐元年（1049 年），广西“西原蛮”广源州首领侬智高不服交趾侵扰，强占边

境，因而屡求纳土归附，被宋朝廷拒绝，于是忿而起义，实行“兵谏”，“以战求附”。

皇祐四年（1052 年），侬智高外遭交趾侵犯，内受北宋压制，处于难以生存的艰难困苦

形势之下，不得不离开反抗交趾的前哨——“南天国”，举起反宋起义的旗帜，摆脱交

趾的奴役，冲破宋朝的压制，沿右江东下，直取邕州（今南宁市），捣毁北宋王朝在南

疆实施统治的老巢，建立“大南国”。进而挥师沿郁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

扫千军如卷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克横、贵、袭、浔、藤、梧、封、康、瑞九

州府，声势浩大，直逼广州城下，朝廷震惊！北宋王朝惊恐之中加强对五府经略置地

广州的防守，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增援广州。侬智高围攻广州 57 天不下，于当年 7 月撤

围，经清远北上韶州，攻贺州，破昭州，克柳州，占宾州，回师邕州，用重兵把守昆

仑关，以图经营治理“大南国”，待机纳土归附宋朝廷，实现“以战求附”的心愿。但

北宋王朝把侬智高视为心腹之患，于是宋仁宗下诏枢密副使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

南北路宣抚使，率领从西北调来的蕃落骑兵数万，挂帅出征。因为先祖曾在广西平叛

而建功立业的缘故，韦山涛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不容错过，于是迫切地向狄青自荐，

请求随军南征。狄青念其名门之后，委以参军之职。不日出征，山涛携景岱等 6 个儿

子，率领以族人宗亲为主的 1700 人组成的铁骑军，为南征先锋，从山东白马县出发，

浩浩荡荡直抵广西。皇祐五年（1053 年）正月期间，山涛铁骑军配合西北蕃落骑兵，

“含枚夜度昆仑关”，鏖战于宾州（宾阳县）昆仑（雄南）关西南的归仁铺（当时属宣

化县，今为南宁市郊三塘）。侬智高则因起兵之后节节胜利，加上欢度新年，麻痹大意，

放松警惕，结果兵败于昆仑关侧归仁铺，邕州失陷，侬智高大败。史称狄青“元夜三

鼓夺昆仑”，说的就是这一战。

侬智高兵败归仁铺之后，自知大势已去，兵微将寡，士气已尽，无奈地背负老母，

与弟智光、子继封继明等，沿右江河谷逃往合江口（今云南文山县西北盘江与众水合

流处）。狄青部将杨文广、于振率部追杀，韦山涛 6 个儿子随营，追得侬智高疲于奔命，

转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县），西去大理国（今云南大理）。杨、于两将不再追击，返回



缴令。

平定侬智高之后，韦山涛随狄青于皇祐五年（1053 年）二月班师回京。宋仁宗设

御宴庆贺，擢用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口谕赐封韦山涛为千岁。

“大南国”的建立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壮族领袖的侬智高领导的反对宋朝

廷的起义，无疑是一场反对内外统治集团的压迫剥削的完全正义的战争，并得到沿途

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至今还流传在桂、滇、黔等地的许许多多歌颂侬智高反宋朝廷

的诗歌、民间故事等，就是明证。在这里，我们研究的主题尽管只是探讨韦氏人桂的

相关史料，并没有涉及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但由于历代以来存在的民族融合事实，

我们之中相当一部分韦氏已是壮人中的一份子，对侬智高同样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

给予他正确的历史评价也是人之常情。

侬智高是北宋时期广南西路邕管羁縻广源州（今广西靖西、大新两县交界的中越

边境）首领。《宋史·广源州》记载：“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

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

纳质，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
[1]
。侬智高于公元 1025 年出生在祖国南疆边陲广

源州史称“侬峒”的壮族小首领家庭。侬峒，也称农峒，原为唐代所置羁縻州峒政权

之一，隶邕州都督府下属的西原羁縻州。侬峒开始据有雷、火、频、婆四峒地（均在

今广西大新县境内），因其酋长为侬氏，故称侬峒。后来侬氏势力发展，由四峒变为四

州，“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氏”
[2]
。安平州在今大新县境，武勒州在

今扶绥县境，忠浪州又叫思浪州，在今大新县境，七源州在今广西凭祥市附近。到侬

智高起兵反宋前，侬氏家族已发展到特縻州（今云南省广南、文山一带及广西右江上

游地区），势力比较强大，地盘也相当宽广。

侬智高就是在祖国边陲这样一个有一定势力的家族中成长的。他的父亲侬全福，

为北宋邕管羁縻广源州首领。宋沿唐制，羁縻广源州是北宋王朝设置的边境地方行政

单位之一。广源州地处边陲，与交趾（是时已摆脱中国成为自主封建国家）接壤。虽

然人烟稀少，但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同时，广源州盛产稻米、黄金和丹砂，早为交

趾统治者所垂涎。为此，交趾统治者经常发兵侵犯广源州，强迫侬全福每年进贡土特

产、金银财宝，还课派徭役，致使广源州民众负担沉重，生灵涂炭，日无宁宇。“广源

州为邕管羁縻州，属左江道”
[3]
，交趾统治者如此贪得无厌，苛索财物，实属侵犯中国

领土主权。身为广源州首领的侬全福坚决不向交趾屈服称臣》因而于北宋宝元二年

（1039 年）在其领地建立“长其国”，自称“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

公开与交趾对峙抗衡。新强盛起来的交趾统治者贪婪而猖狂，出兵侵扰、占领广源州。

侬全福奋起抵抗，但寡不敌众，被掳掠到交趾京城作人质，结果造成“广源州虽号邕

管羁縻州，其实役属于交趾”
[3]
的反常局面。《涑水纪闻》卷十三记载：“广源地区有金



矿，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

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终为所灭，乃叛交

趾。”
[4]
侬全福被杀害于交趾京城，“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

[4]
这些记载说

明，交趾出兵侵占广源州，把侬全福俘获，要侬智高带金银财宝去赎回父亲。不料交

趾得了金钱，非但没有放回父亲，反而加以杀害。侬全福于 1039 年(即他建立“长其

国”的当年)，被杀害于交趾京城。当时侬智高只有 14 岁，与他母亲偷偷逃脱才幸免

于难。

侬智高的母亲史书称为阿侬，说她颇有谋略，胆识过人。后来侬智高反抗交趾统

治者和北宋王朝的斗争，攻城夺县，建国称号，自立为王，他母亲参与筹谋策划，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侬全福被害之后，为逃避交趾的侵扰，年幼的侬智高在他母亲的

关怀、帮助、指导下，收集了他父亲之余众，韬光养晦，缮甲治兵。四年后，即庆历

五年（1045 年），侬智高已经年满 20 岁，从少年长到了成年。成年后的侬智高思想坚

定，爱憎分明，不忘杀父之仇。为了表白他不再臣事交趾的坚强决心，就在他的家乡

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当时辖安德等州，不属广源州管辖），厉兵秣马，养精蓄锐，

揭竿而起，建立“大历国”，拉起了反抗交趾的大旗。但因势单力薄，旋即为交趾所败。

侬智高被俘，解往交趾牧马（今越南高平）。交趾统治者鉴于杀了侬全福仍救治有征服

广源地区的壮族人民，于是改变策略，采用笼络手法。他们首先把侬智高放回，并“以

雷、火、频、婆四峒及思浪州附益之”
[4]
。次年，又赐给侬智高郡王印，并拜为太保。

但是，交趾统治者的高官厚禄根本无法改变侬智高的爱国初衷，他的爱国情怀如

故，抗拒交趾入侵的决心更坚。他一方面韬晦待时，暗中招兵买马，积聚力量；另一

方面向人们控诉交趾出兵侵犯中国边境的罪恶行径，深得壮族人民的拥戴和崇敬，推

他为首领。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组织筹划，年满 23 岁的侬智高在庆历八年（1048 年）

9 月以安德州（今广西靖西县与那坡县交界的安德乡一带）为根据地，另建“南天国”，

公开与交趾统治者相抗衡。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又被交趾所败。在建立“大南国”的

同时，侬智高曾多次派人到邕州请求内附，均遭拒绝。在外受交趾侵犯，内遭北宋王

朝拒绝内附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侬智高结识当时来贩黄金做生意的广州进士黄玮、

黄师宓，并与二黄及部将侬健强、侬志忠等商议起兵反宋，以达到“以战求附”的目

的。经过周密的运筹谋划，精心组织，年满 27 岁的侬智高亲自率领部众 5000 余人，

于皇祐四年（1052 年）4 月离开“南天国”，沿右江东下，首先攻占右江上游重镇横山

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继而沿右江顺流直下，扫荡沿岸守兵，飞速攻破邕州（今

南宁市），立斩知州陈洪，都监张立等宋朝官兵 1000 余人。邕州是北宋王朝在南疆实

施统治的最大地方行政单位之一，辖区包括左、右江道 45 州、5 县、11 峒
[5]
。侬智高

攻破邕州之后，地盘扩展，兵马增多，势力强大，是年 5 月在邕州改称“大南国”，以



中国官名封官建制，公开与北宋王朝分庭抗礼，同时与交趾对峙抗衡。这个地方政权

颁布了大赦令，打开牢笼，释放囚犯；打开官库，接济贫民和士兵，广泛得到人民的

支持与拥护。当时左、右江一带及邕州地区的各族人民，都纷纷主动为这个政权资助

粮食和各种物资，不少人还自愿参加侬智高的起义队伍
[6]
。《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枢

密院言：蛮贼徒党，无虑二万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资其粮者，则势不可留，须法

外禁之。”
[7]
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与拥护侬智高的，因此他的起义队伍发展迅

速，很快从 5000 余人扩充到 20000 之众。

侬智高在邕州立国建制之后，稍作休整，接着挥师沿郁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克横、贵、袭、浔、藤、梧、封、

康、瑞等九州府。沿途的壮、汉各族民众纷纷加入侬智高队伍，部队迅速增到数万之

多，兵强马壮，声势浩大，震惊朝廷。侬智高挥师东下，一路攻城克州夺县，北宋王

朝惊恐之中加强对五府经略置地广州的防守，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增援广州。侬智高围

攻广州 57 天不下，于当年 7 月撤围，经清远北上韶州，攻贺州，破昭州，克柳州，占

宾州，回师邕州，用重兵把守昆仑关，以图经营治理“大南国”，待机纳土归附宋朝廷，

实现“以战求附”的心愿。如前所述，北宋王朝把侬智高视为心腹之患，遣枢密院副

使狄青，率兵数万打败侬智高。侬智高率领余部退走特縻道，收集余部，习骑备战，

以图东山再起。至和元年（1055 年），侬智高母亲阿侬、长子侬继封、次子侬建明被宋

军俘获，翌年被害于洛阳。公元 1055 年 4 月，侬智高去大理国借兵，亦被杀害
[8]
。侬

智高起兵反宋历时一年多终告失败。

虽然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却狠狠地教训了宋朝赵祯统治集团，促使其在平侬后，

更改对广源等边疆地区的民族政策，并新设土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

另一方面，宋朝廷对交趾国（今越南北部）新兴统治者的庸懦苟安的方针，依然故我，

以至令交趾国侵略中国的野心愈来愈大，终于在 19 年后的 1071 年，酿成了交趾国大

举进犯广西，并屠城邕州，残暴地杀害成千上万邕城百姓之罕见的历史惨案。到了元

丰二年（1079 年），宋神宗赵顼竟以“荒远”、“瘴疠”为由，把好端端的广源州（此前

不久宋朝曾将其更名“顺州”）双手奉送给交趾，大宋江山从此少了一隅，侬智高死不

瞑目
[9]
。

奉朝廷之命平定侬智高之后，韦景岱又奉命追剿侬智高弟侬日造残部而进入木兰

峒（今广西东兰县），其五个弟弟也随之而来广西戍边，安家立业。景岱奉命领兵入都

彝哨招抚守边，初授木兰峒冠带，后授木兰安抚司
[10]

，世袭，辖平林、都铭、三旺及

东院、长江、武篆、凤山等内外 12 哨。景明与兄奉命追剿侬日造累建战功后，移庆远

府（今宜州市）南三镇，任庆远府永宁县长官司
[11]

，世袭永定土司。裔孙有 32 个支系，

除住宜州各乡镇外，还分布上林、桂平、象州、浦北等地。景宗受派思恩府那马镇（今



马山县），后任思恩府那马巡检
[12]

官，迁入宾州北街。景福协同长兄景岱入都彝，驻木

兰长塘，负责各地征剿，后安家宾州北街。景文封修职郎
[13]

，留驻贵州（今广西贵港

市）两江，后驻守宾州昆仑关及西江流域，落籍宾州潘山村。景武屯防罗定司兴隆（今

田林县地）。至此，韦山涛 6 子及族人宗亲全部落籍广西，子孙繁衍成为八桂大地韦姓

最多的一支。因为韦山涛被宋仁宗口谕封为千岁的缘故，所以民间呼其子景岱为千一

公、景明为千二公、景宗为千三公、景福为千四公、景文为千五公、景武为千六公。

这就是“千一公”、“千二公”等称呼的由来，此“公”并非皇封勋爵之“公”，皆为民

间对前辈老人尊称而已。

广西宾阳是韦姓最多的县份之一，族人多为山涛之后裔。据 1998 年统计，景岱、

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在宾阳的后裔，已有 11.58 万人，分居全县 23 个乡镇 349 个

自然村（圩）。也许是因为宾阳的韦姓人口众多，且来源是韦山涛之子嫡亲后裔，所以

韦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不仅有历代县志记载，还有《韦氏族谱》、《韦氏资料集》等

书籍存世，有绵延数百年依然香火不断的韦氏总堂。韦氏总堂始建于明朝年间（约公

元 1630 年），即山涛之孙俊卿的后裔在宾州城外北楼创建的韦氏宗祠，至今已有 380

多年的历史。1988 年始，各市县韦氏兄弟多次捐资进行维修、续建，砌殿坛，写牌位，

立始祖元哲，支祖料贞、韦厥和山涛 6 子、17 孙等为主位。恢复春祭（二月初十）、秋

祭（八月初十）。春祭为小祭，秋祭为大祭。每个祭期，特别是秋祭，参祭者多达二十

多个市县。进入二十一世纪，春祭为宾阳县各乡镇轮流主办，秋祭主办则由各市县轮

流负责。自此以后，古已有之的宾阳韦氏宗祠才成为真正意义的韦氏总堂。

本来行文至此，这一节是可以画上句号了的。然而，由于过去一些研究者不能确

定广西民间所说的“山东白马”原在何处，草率地提出质疑，以致对于广西有关姓氏

几百万人民的“根”持否定态度。为此，有必要予以释疑。

在桂北、桂西北至桂南、桂西南广大壮、汉地区，不但韦氏称其祖先随狄青来自

山东白马的说法，而其他姓氏如覃、莫等也有这样的说法，并见诸不少旧志和明、清

史籍。俗话说：“谎言腿短”。如果有关姓氏的“祖先随狄青来自山东白马”的说法是

“谎言”的话，它能在民间和史籍中流传数百年之久、以致现在的相关民众还深信不

疑吗？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史学研究专家唐志敬编审等人的研究成果已经证

明，广西民间有关汉族姓氏“随狄青来自山东白马”的说法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谎言”。

“白马”这个地名，最早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

县。”这里说的是陈胜进入河南之后，命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余为校尉，由魏征赵，

大军从白马渡河。《史记索隐》
[14]

按：“郦食其云‘白马之津’，白马是津渡，其地与黎

阳对岸。”民国《辞源》对“白马”和“黎阳”两个词条的释义表明，原来的黎阳津即

是白马津，在河南滑县北，而汉朝始置白马县的故城也在滑县东北。当时的地图亦标



明，滑县正在豫北，在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通往赵国（都城邯郸）的要道上，

居太行山之东，黄河故道之滨。可以说“山东白马”、“从白马渡河”二说完全吻合，

都在今河南滑县境内。据悉，到了宋朝，白马则是当时禁军的驻地，也是狄青率领南

下广西那支禁军的出发地。而滑县是韦氏的发源之地，有其弟子跟随狄青南征亦在情

理之中。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南宁市郊友爱村编修村志，该村六大姓群众对“寻根”有强

烈要求，在村委会的极力支持下，主编覃芝馨两次前往河南（一次还有村领导和六姓

代表参加），得到了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终于揭开了广西几百万讲

平话的汉族人民和部分壮族人民的“根”之谜，不但满足了寻根者们长期梦寐以求的

愿望，增进了民族凝聚力，而且对研究汉族进入广西及壮、汉民族的融合与同化，以

及广西南部地区的开发，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15]

我们应从社会记忆理论和族群认同理论的视角探讨韦氏南迁的丰富原始素材，从

而进一步给那些对韦氏入桂持否定态度之“方家”消除疑虑。

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王明珂
[16]

结合社会记忆理论和族群认同理论，在探索“华夏”

及“羌族”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历史记忆”研究，

主张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当代史实”。
[17]

他指出，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

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

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

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

后所隐藏的当代情境。
[18]

如前所述，广西韦姓多为山涛之后裔，确实符合“历史记忆”理论。据 1998 年统

计，景岱、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在广西宾阳的后裔，已有 11.58 万人，分居全县

23 个乡镇 349 个自然村（圩）。也许是因为宾阳的韦姓人口众多，且来源是韦山涛之子

嫡亲后裔，所以韦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不仅有历代县志记载，还有《韦氏族谱》、《韦

氏资料集》等书籍存世，有绵延数百年依然香火不断的韦氏总堂。

把广西韦氏视为用“历史记忆”理论来分析，不难发现，在其背后实际上“全息”

记载了广西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一方面，根据王明珂的看法，“历史记忆”中较为重

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它们以神

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广西韦氏特别是韦山

涛后裔，包含着韦氏迁徙的“根基历史”，构成了广西韦氏的“祖源记忆”，这是广西

韦氏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王明珂认为，把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的许多“过去”，将之

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



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anom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我

们可以了解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

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从表面上看，广西韦山涛后裔讲述的是“过去”的韦氏迁徙

故事，那些故事并非就是真实的“历史活化石”，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视其为

韦氏迁徙时代的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并以此来重新建构我们对韦氏“史实”的了解。

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韦山涛后裔所陈述的人物与故事，更重要的是通

过对史料文本的解读，来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当代情境。

早在80多年前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
[19]

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已经树立了一个

范例。他的精辟分析让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孟姜女”故事，后来的孟姜

女哭长城、秦始皇暴政等等情节是后来者一步步地叠加在最原始的信息上面。一个事

情就是通过流传——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文献上——一层层地加上了很多后人的

一些和当时的情境结合起来的人为的东西。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真实”，就要一层层

地剥离历代黏附粘连在上面的东西。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指出，传说本身也是

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一层层叠加、黏附的过程本身也非常值得重视，他的这种方法

己经为我们的提供了一个范例。
[20]

这一理论使他在“正史”之外，把歌谣、方言、谚

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家乘和族谱等均视为史料的积淀而加以利用，从而扩

大了史料的范围。
[21]

依据古史辨派的“层垒”假说，我们可以把广西韦山涛后裔视为

韦氏文化史料的积淀，在口头传承年代，不断有后人结合当代情境，一层层添加了许

多新的内容。这样，通过研究广西韦氏迁徙的年代，我们就清楚叠加在最上面的那层

信息所反映的“当代情境”。要不然，我们如何去理解广西韦氏厚重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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