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韦氏家族神龛写法

贵州惠水县交椅小满告韦氏家族神龛写法为：

祭祀祠堂或总堂内的写法也如家中神龛写法一样，不尽一致。

六、韦氏祠堂

（一）韦氏总堂
1．韦氏总堂简介
《韦氏总堂》始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具体时间不详），地址在广西宾州（今宾阳县）

城外北楼。前后两座，砖木结构。清·顺治 8 年（1651 年）被兵毁。清·同治初年，

景福公次子俊卿公后裔于宾州城北街东岳庙左边《犀牛望月》宝地（今址），定乾山巽

向，重建砖木结构共 3 座，竖《韦氏宗祠》匾，立千四景福公为主位。后像卿、俸卿

公（均千四公之子）后裔从全局出发，联集各公后裔，于后堂增建两座及两厢共 45 间，

占地 1300 多平方米。全部砖木结构，堂中柱用石灰作园柱墩，上接青砖八棱型，樟木

八码工字多层，前后屋檐灰浆结蹄，四周及天池滴水缘均用石条锁边，大门左右立石

鼓。集古代建筑之优，精雕细刻，壮观肃穆。中殿坛上立山涛公为主位，左边立山涛

公六子，右边立山涛公十七孙三块先祖牌位。上悬挂皇帝恩赐的“龙章宠锡”金字匾。

传说此匾是肇宁公至述之公，官至“三元侯”，加封“三品官”所获。殿后墙上刻有“二

龙抢珠”，栩栩如生。

左右殿各有牌位 3 块，立山涛公四世祖以下各祖讳。殿后均刻有“双凤朝阳”。两

旁还有“左昭”，“右穆”的牌位。

同治 12 年峻工。并购置田、塘产业放租。每年农历 2 月初 10 日为小祭，8 月初



10 日为大祭。是时，广西各地兄弟回来祭祖者络绎不绝，济济一堂，共祭共勉，盛况

空前。（参择《韦氏联宗族谱·序》清·同治 11 年(1872 年)木刻本，邦光、祖眷公撰）

民国 6 年（1917 年），荣昌公（注）率军至宾阳，适逢秋祭，临堂共庆，并捐白银

2000 文，商议在后两座建一木楼，使前后两座连成一体。堂前加建南大门及围墙。全

面装潢粉饰，焕然一新。并将《韦氏祠堂》更名为《韦氏总堂》。立韦山涛公为主位。

左为韦山涛公六子，右为韦山涛公十七孙。此后，各地兄弟回来参祭，进入鼎盛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中，1951 年把总堂的田塘产业分给贫苦农民。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砸烂门匾及牌位。1970 年上华完小拆走中间 3 座砖瓦

木料，北街小学占用前座和两厢。因年久失修，后座正殿也已破烂不堪。1988 年始，

各市、县族人多次捐资进行维修、续建，砌殿坛，写牌位，立始祖元哲，支祖山涛，

料贞，韦厥和山涛公六子、十七孙等为主位。恢复春祭（二月初十日）秋祭（八月初

十日）。每个祭期，特别是秋祭，参祭者多达二十余市、县。1990 年集资重建第 2 座。

1997 年 7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编导来总堂采访，通过卫星电视向海内

外传播，提高总堂知名度，并建议把总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修建好。1998 年秋祭改选

总堂理事会领导会员时，理事会提出再次集资重建第 3、4 两座和两厢房。到会代表一

致同意。会后，各地代表大力发动资助活动。1998 年顺利地重建了第 3、4 两座。2001

年拆除左右两厢全部旧房，建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板，上盖瓦面的两层楼房。至此，

全部恢复了总堂原来的面貌。基本上解决了各地兄弟回来参祭时的住宿问题。（参阅《韦

氏总堂》保存有关资料）

总堂恢复春、秋祭以来，一直沿用过去由总堂理事会组织主祭。为了适应当前各

方面的具体情况需要，经各市县代表讨论，建议从 1997 年起，改革原来祭祖习惯，春

秋祭由各县市轮流组织主持祭祖活动（从 2002 年起，春祭全由宾阳县各乡镇轮流组织

主祭），现已执行多年，大大促进了各地族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共聚一堂畅谈祖国改革

开放的大好形势，交流各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经验。互相关怀赤诚相待，回

来参祭的族人逐年增多，使整个祭祖活动自始至终都沉浸于严肃认真、欢乐祥和的气

氛中。

2．韦氏总堂祭祀
如在家庭之中无非瞧喃些请祖宗神灵保佑之类的话（当然也有念祭文的，但不太

普遍），而在宗族的重大祭祀活动中，却是要有祭文的，祭文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叙

述祖先的功德，缅怀先人的业绩；二是请祖先们在天之灵保佑子孙生活美满，事业有

成。而在这之前却要有一定的仪式。

(1)韦氏总堂的祭祀
韦氏总堂，每年举行春、秋两祭。春，农历二月初十日，为小祭。秋，农历八月



初十日，为大祭。二十一世纪伊始，春小祭为宾阳县各乡镇轮流主办，秋大祭为各市

县轮流主办。大祭前一天，各地男女老幼，乘汽车，敲锣打鼓，舞狮舞龙前来。晚上，

总堂理事会放电影、演戏，共叙亲情，甚至通宵。

(2)仪式
通！祭礼开始，全体肃立，击鼓一通，再鼓二通，连鼓三通。奏乐，执事者各司

其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皆就位，迎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

神主前，跪！叩首、叩首、三叩首；兴！跪！叩首、叩首、六叩首；兴！跪！叩首、

叩首、九叩首。兴！盥洗，洗毕。诣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入神

主前，跪！上香，初上香、亚上香、三上香，叩首、叩首、三即首。兴！平身复位。

通！行初献礼。引，诣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神主前，跪！

献酒，初献酒。叩首、叩首、三叩首。兴！平身复位。通！读祝者跪！扬声朗读。（读

毕）读祝者起。引，叩首、叩首、六叩首。兴！平身变位。

通！行亚献礼。引，诣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神主前，跪！

献酒，亚献酒，叩首、叩首、六叩首。兴！平身复位。

通！行三献礼。引，诣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神主前，跪！

献酒，三献酒，通！饮福受昨。引，饮福酒，受福昨（主持钦福酒，吃福昨），谢福，

叩首、叩首、九叩首。兴！平身变位。

通！献宝。引，诣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神主前，跪！献

财宝，亚宝献，叩首、叩首、九叩首。兴！平身复位。

通！行辞始祖诸侯元哲、支祖山涛等韦府君暨祖妣夫人神主前礼（主祭点头鞠躬

一揖），读祝者奉祝，可宝者焚宝，放炮！礼毕！

3．韦氏总堂祭文
祭文是展现族人文才之所，因此在缅怀先人，请求祖宗神灵庇佑的同时，其文彩

词藻是相当精美的，现择些于后。

(1)韦氏总堂祭文一
时往八月，序属仲秋。躬逢盛日，祭祀宜周。礼重极本，谨具纱馐。列祖列宗，

笑纳微酬。锦堂济济笑眉扬，龙烛皇皇庆典张。天宝物华开凤宇，钟灵毓秀仰龙章。

毋因改革忘宗祖，矢志筹谋胜总堂。昆众同心更鼓劲，高歌声动后云乡。

惠风和畅，气爽天高。宏观总堂，雄居宾州。旌旗猎猎，红曲悠悠。光前明镜照，

裕后枕陵丘。杨英风于秋甸，驰钧誉于北陬。映橘黄而桂蕊馥，衬丹枫而绿松油。望

昆关而觉舒心，尝金菊而感芳稠。秋塘水塘鱼龙跃，晴空彩霞鸿雁浮。邕宾大道玉带

舞，铁车飞扬金龙游。览贵玉两市于东南，扼住西北邕柳二州。怀两山之逸兴，感东

道之情亭。钟灵地气，佳景清悠。



原太始祖公，夏封豕韦侯。大彭德浩荡，京兆泽悠悠。九大降磨将，兴师除暴纣。

镐京安定鼎，赫赫威名耀千秋。五世大儒，登凤阙举步龙楼。一经贻训，胜如黄金万

篓。三大列宿，不愧翰苑名流。翱翔天阙，堂堂相国伟猷。带砺山河，洋洋纲律绣金

瓯。文丞武尉兴骏烈，卫国拯元奋策谋。铁骑军统帅，驰马挥戈平楼兰。五虎大将，

运筹帷幄展奇谋。披坚执锐于军前，交锋时垒于沙丘。鏖战昆仑关寨，捷报传九州。

常胜军兵奏凯歌，雄师十万旋华旒。

秋半凯歌振汴粱，红心百万喜朝阳。满庭玉树满庭秀，通地芝兰迎地香。五世儒

宗应法古，两文焕发济时方。雄心壮志胸怀远，继往开来日月长。昆仲将功勋卓著，

皇封官长领兰州世袭爵铁，力因金瓯。百战功勋昭日月，光辉史册永芳留。东风浩荡

相激励，万里鹏程闯上游。四五两公辞官禄，定居昆关安田畴。历代书香，科第迭继

不休。朱子盈庭，丁财盛茂。瞻仰前人宏范，世千秋德泽永。

祷夜家声丕振，颂扬宗族昌茂，世泽长流微，支布省市县州。如松柏之长春，似

芝兰之茂稠。精诚团结，同济共舟。并肩协作，砥柱正中流，舒展千里目，举步百尺

楼，当务高恣态，守法最准头。创时代之风范，兴两文之称豪。学士农军工商，善当

刻志求谋。允文允武，固休金瓯。胸怀祖国，放眼全球。弘扬祖德，辉耀千秋。竭诚

告禀，礼仪鲜周。虔祈来格，鉴此微酬。

(2)韦氏总堂祭文二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二月初十日时。主祭：公世孙。陪祭：料贞、韦厥、山

涛公众裔孙。谨备猪羊与箔酒，肃肃元哲，韦氏始祖。夏帝少康，封其豕韦。封国封

君，元哲国君。封君封姓，子孙韦姓。历史悠久，脉络分明。前后淹贯，四千余年。

无尚光荣，倍加欣慰。夏被商灭，韦氏失国。刘累后代，残酷统治，命韦改刘，奇耻

大辱。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伯霞挥师，配合武王，打败商军，开创西周，重建豕韦，

恢复韦姓，韦氏从此，扬眉士气。大傅韦孟，高瞻远瞩，教子诗经，胜遗黄金。韦贤

玄成、父子皆相。从裔学孟，造就人才，汉唐两朝，宰相辈出，壮元登科，武将群雄。

汉唐北宋，蛮俚叛国。恭敬支祖，文韬武略，料贞韦厥，山涛父子，为国分忧，统军

南来，活捉两征，智擒少卿，打败智高，平定叛乱，料贞授封，那狼把总，韦厥授封，

万寿王公；山涛口誉，封以千岁，三大支祖，留桂戍边，繁衍后代，广西第一。拨群

国清，祖珍韦杰，宣传马列，唤起群众，协助小平，百色起义，建立红军，跟党长征。

南征北战，驱逐伐寇，消灭蒋军，建立共和。

三大支祖，乘马踪踪到岭南。留已留子，阳光烈烈茁壮长。万从齐心，发展实业

为纲常。开办学堂。教子文武成龙。仕官为民，抵抗外敌入侵。垦荒造地，扩大粮棉

耕种。修建建路，便利往来交通。设圩造市，促进物资流通。如今强调，黄赌毒害拒

从。更上一层，高新科技在胸。团结各姓，共挤民族之林。现于总堂，聊敬列祖列宗。



盼祖赐福，苗裔万代皆红。

尚飨。

(3)韦氏总堂祭文三
维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二月初十日巳时，主祭世孙，陪祭众裔孙，谨备香楮宝

焊、刚氂、柔毛之仪，列祭于始祖元哲公、支祖料贞、韦厥、山涛公暨先祖考、妣牌

讳前而言曰

恭 维

始祖元哲，为我伊翁。豕韦诸侯，体民拥公。以国命姓，无尚光荣。黄帝子孙，

枝茂叶葱，四千年史，长河扬弘。伏志前进，夏朝称雄。商汤受挫，两汉夏隆。晋后

发展，四海皆融。肃肃我祖，辈辈出雄。汉唐鼎盛，文武登峰。故国豕韦，滑县之东。

孟鲁贤陕，京兆堂中。平章返邹，益都成龙。三大支祖，桂粤开宗。习文娴武，气贯

长虹。山涛十五，随狄平凶。凯旋归里，赫赫战功。皇佑五年，岭南征侬。携子领兵。

铁骑先锋。过关斩将，英勇威风。抵达宾州，留子荫封。广南各地，代代传宗。人才

辈出，民族林中。

安居乐业，后裔方兴於农。开办学堂，代代栋梁居中垦荒造地，扩大棉粮耕各。

修建道路，便利各地交通。设圩造市，促进贸易流通，卫国保家，永立民族林中。人

际交住，团结各姓为荣。遵纪守法，合族子女所从。流芳百世，全赖先祖祈蒙。先祖

巍峨，感灵赫赫无穷。维护族誉，德荫各地里中。户户纳福，先祖永赐恩隆。人宁物

阜，丁男鹤立群雄。芝兰芬芳，子弟茁壮彤红。今会宾州，聊敬列祖列宗。盼祖降临。

来格来尝回官。尚飨。

(4)韦氏总堂祭文四
窃思人之有祖，诚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不有本，何有枝叶；水不有源，

何有涓流；人不有祖，何有子孙。凡根深者枝叶自茂，源远者水自流长。木一本而万

叶，水一本而万流，人一本而子孙万世。故木必培其根本，水必溯其泉源。人有报本

之恩，竭寻源之念，以为后代子孙一脉相承，而我们裔孙怎无念祖之德乎！

公元一九九七年岁次丁丑仲春农历二月初十已未日上午春祭，众裔孙等致祭于我

韦氏始祖元哲、支祖料贞、韦厥、山涛公之位前曰：

维吾祖先，渊源发迹承韦，蛰蛰瓜绵，想开基之忠厚。在昔芳声，当世推称望族。

蝉联雀起，麟角生辉，鱼跃蛟腾，凤毛济美，无不昭昭宇宙，翼翼贻谋。迢至有宋，

我支祖料贞、韦厥、山涛统军来桂，捷奏八桂。定居各县，均同一派本支。恩德难忘，

旧章宜遵，瞻封莹而春祭，觉孺慕之弥深，报本思源，千秋万代，愿英灵水显赫，延

功果之常芳，福荫后人，裔孙千万，谨具牲馐薄酒数樽，以慰亲恩，祖其有灵，来格



来尝，伏维尚飨。

（二）南陲韦氏宗祠简介
由族人韦立汉、业仁、玉初、玉兴、光才、韦臣、启伦等首先发起建祠倡议，于

1993 年秋召集钦州、防城、上思、等市县各村镇韦氏代表会议，一致赞同成立“南陲

韦族理事会”，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会领导成员。由首届理事会发动，组织各地族众集

资兴建“南陲韦氏宗祠”。

祠址地名：防城滩营成丰。飞凤饮水型。

福祠造向：立乾山巽兼戌辰分针，水出乙辰。

奠基吉旦：1994 年 9 月 11 日戌时，课格甲戌、甲戌、甲戌、甲戌。

入祠吉旦：1997 年 8 月 23 日巳时，课格丁丑、已酉、已巳、已巳。

值年祭期：固定为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不变。公元年号尾数逢五、O 为大祭值年。

固定门联：成就久悠扬南陲韦裔同日久

丰功长浩荡宗祠支脉共天长

祖涵联：京兆振宗功宝鼎呈祥香结彩

南陲昌祖德银台报喜烛生花

栋梁联：先祖邑山东源远流长丕显丕承垂后裔

枝苗昌八桂根深叶茂克纯克武继前微

二梁联：同心协力优化道德团结兴族

与进俱进提高素质文明强宗

南陲韦氏族事活动宗旨和口号：

宗旨：求明智，认真探讨氏族历史；表孝道，诚意酬念祖先恩德；联宗支，达成

同胞精诚团结；创文明，促进韦族共同昌盛。

口号：优化道德，团结兴族；提高素质，文明强宗。

宗祠的祀事例规：

1．确定以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一日为本宗祠的年祭吉期（祠旦），并以公元年号尾

数逢五逢十之年为大祭年。由理事会组织全族祭祠及拜扫料贞公夫妇陵墓。其余平祭

年由各片或联片、联支、联户及个人拜祭，或轮流主祭。

2．年、节或其它时间，祠丁信士可自由祀奉。本祠随时接受远近其他人员的善意

参观。

3．祠裔祀祖惯例。祀席摆五茶十酒，饭十碗，筷十对，牲仪果供不限。诚心叩拜，

福缘无涯。

4．任何人不得在本祠范围内进行有损祠堂及违法、缺德的活动。理事会成员、本

祠管理员及邻近居住的族众有权依律护祠，共同维护宗祠环境的优雅。



本宗祠地界范围：前至大路外边直延伸到伏波纪念庭外为界，后至茶山边，左到

茶山坜正点直下水泥桩为界，右到伏波纪念庭外为界。在该范围内的基地、花草、树

林、祠堂、左右厨房、伏波纪念庭等建筑物、作物及祠堂内的一概设施等全部属南陲

韦家族众公有的财产。任何人不得侵占、破坏。

本宗祠的期望：本宗祠是连结世代韦家族情、密切交往的中心，代表着南陲韦代

先祖的芳辉和后裔的意志风貌。全体祠裔必须永远发扬爱族爱祠敬先祖，尊老爱幼树

正气的优良美德，共同维护“南陲韦代宗祠”的壮丽繁昌、香火兴旺、千秋鼎盛，贻

福万代。

“南陲韦氏宗祠”是由南陲各县市韦氏族中收集每人 12 元募捐建祠款并每户 15

元雕刻款为主，热心多贡献乐捐款为辅，合族创建而成。凡完成人口募捐款户世代后

裔即属本宗祠万古祠裔，可铭刻其先祖牌位就圣龛，其后代子孙有权利循祠规敬祀宗

祖，永享福祠长泽厚赐恩德。

据传，丁丑年（1997 年）仲秋二十三日巳时，韦家合族在“南陲韦氏宗祠”入祠

归火，迎祖升龛，荣登宝座的道场刚刚功果完隆。敬祖心切的男女祠裔们个个抢先朝

拜祖宗，燃香秉烛者络绎不绝。到十点半左右，奇迹初现，正堂上五大神案插满香支

的五大香炉突然几乎同时燃起明火，熊熊烈火竟然将满炉香火全部焚化。上午十一时，

各村各户自如拜祭，再次掀起拜祖热潮，到十一点半左右，五大宝鼎又一次几乎同时

明燃。中午，人们集中在大门前召开庆祝大会，此时，又一批批来自邻近村庄的族人，

争先恐后燃香点烛敬祀先祖，到十二点半左右，五大香炉又几乎同时起燃，第三次完

整焚化。连续三次燃起几尺高的火焰竟然不偏不倚，冲得两米多高上贴着“利市”纸

哗哗飘拂，而相距仅二十公分的纸质神涵、对联及麻料“公红”却丝毫无损，连熏焦

的痕迹也没有。

更神奇之象还有。下午庆典宴会后，理事会成员留下召开总结会议，几十名后勤

人员在厨房收集洗盆，黄昏六点多时，突然人们发现在离宗祠面前百十米远的西侧上

空，有一个逐渐扩大的圆圈旋转着自西朝东方向迅速移动过来，不多会儿，圆圈已正

临宗祠上空了，这圆圈在云层之下，外径足有二十米宽，圆圈内有无数小黑点按顺时

针方向高速旋转。云圈继续东移，并开始变形，初变鸡心形，再成四方形，有人说：“是

我们镇坐四方的理事会大印”，又变三角形、变巨龙腾空、变骏马奔驰，渐渐地消失在

已降临的夜幕中，全过程足有十分钟之久。神奇出现在宗祠功果完隆之后，有人赋诗：

众志成城事业美，宗祠焕彩兆头鲜。

七、墓碑、墓志

（一）韦厥碑（象州）
智城洞，去县 40 里，盖韦厥所隐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韦敬办所撰。《舆地碑记》



附唐韦敬办《韦公厥诚洞序》文：

直上千万仞，周围数十里。昂马若嵩岱之奇形，隐焉若蓬壶之雅趣。丹崖磊落，

绚五色之彩霞；元洞幽虚，吐四时之风气。悬岩坠石，有群羊伏虎之形；激润翻渡，

若排鸦捕蛇之势。纲溪修阻，绝岸峥蝾；芦莽森罗，嘉禾充韧。韦使君性该武禁，艺

博文枢；窥祸福于未荫（萌），察安危于无象。往以衅起萧墙，变生肘腑；处兹险奥，

爰创州名。位列班曹，砥平绳直。周围四面，悉用雕镌；绝壁千寻，宜皆刊刻。前临

沃壤，黍稷与稻秫芬芳；后通崇隅，风气与翠微隐映。澄江东逝，波开罗锦之花；林

麓西屯，树拥长青之叶。远山近水，匪暴客之咽喉；润户汤池，岂奸雄之鼓吹。冤踪

退散，怨迹沉埋，同气之谊日隆，手足之情元厚。岂不戴名山之景祐，沐灵岳之洪休。

危而为安，祸而为福；聊镌翠岱，谨述微猷。

（二）明故东兰州牧韦正宝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提督南直隶学校监察御史新逾黎风撰文

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广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镇远熊祥书丹

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广东等处承宣布政司参政庆远冯良辅咎额

伯爵正宝韦氏其先系也，自宋元迄今，世守东兰，君朝实创州祖焉，曾大父讳玩，

大父讳兴宗，项背相承，励精图治而州治益明，父号半山名祖铉，又应朝而出，文武

兼资，戡祸乱绥太平，懋昭厥德，用夏交夷，北乐文章，焕回韦裔一代功业，猗欤盛

哉，先后积功累仁，余庆流衍，以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二十三日辰时，伯爵诞生，

聪资高迈，章其追琢，相其金玉，是不闻不诔，所谓亦式亦入者是矣！诸昆季曰：正

东、正西、正南、正北、正碧、正禄、正祥、正修、正秀、正理、正文、正武、正旺、

正赐等二十有三人，膺冠带者十逾八九，友悌相处敦睦之行。有冢嗣曰虎臣，夙有德

望，袭世爵，善继善述，人民社稷阴受其赐；次日虎麟亦尚义贷，荣荫赐冠带。寿母

太夫人出于南丹州之莫氏，宽裕慈惠上焉。乐有所成，令妻夫人出于田州岑氏，克嗣

微者内焉。乐有所助，及半山翁倦于勤政。膺重寄十有八年，化行美俗，弊绝风清，

闾阎声糜愁叹，黎氏醇厚，几致刑措非仁渐义，摩沦肌肤浃骨髓，抑何致其然矣！时

广东潮惠等府寇作，剽掠横恣，正德己巳冬，奉调征剿，身先士卒，勇于就义，劲气

忠肝，秋霜烈日争严，矢石亲冒，直抵九连山巢，一鼓而擒之。阵伤，庚午春三月二

十三日薨于惠州行营。当道嘉其忠烈，矜悯备至，命以冠带优礼厥嗣虎臣，复州政时，

扶衬西归，卜定于辛未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寅安厝于州治之南，地名岸庄，乾山巽向。

予庠友张冲在公麾下，先日奉命请志于愚，故为铭曰：

厥背高岗，厥背朝阳。有龙矫矫，若霞堂堂。离明拱照，玉树中藏。可嘉可乐，

俾炽俾昌。斯文不朽，怀允不忘。子子孙孙，日月同光。

谷旦东兰世袭知州 孤子韦虎臣虎麟泣血立石



正德辛未冬十二月下瀚（1511 年）

（三）重修韦侯墓记
赐进士出身前提督三边都察院左附都御史 八桂双峰徐准东立篆额

赐进士出身前北直隶吏部文选司主事 庆忆宾阳吉山张恒德辉书丹

赐进士出身前巡抚北直隶监察御史 龙城马平鹅山余敏学行甫撰文

奉训大夫子韦侯讳虎臣，汉丞相韦公贤之流荫，牧守正宝之嫡裔，弘治乙卯年正

月二十四日戌时而诞生，领世授簪，缨际经邦，才调握貔貅烈士锄草莽妖，名垂豸台，

将膺凤诏，奈何天不遐年，正德丙子年秋七月十二日申时殁，享春光二十二岁，望景

观卜坐乾山巽向藏玉肌于此。

矿鸾寅主器葵轩（起云）时始双周，尚襁褓，以年逾季，蒙孀母黄老夫人慈教，

弱冠而出，知君亲大伦也，忠孝大节，为继其志，述其事，春秋扫其庐墓，陈其宗器，

设其衣冢，荐其时食，殆见山明水秀，故地杰人灵，未三旬而有应龙、应凤、应蛟、

应虬、应河、应敖、应臻之七子焉。其额螽斯蛰蛰，瓜瓞绵绵，燕笑满堂，萱椿庭而

豫为之不待耳，痛惜幼冢未躬安厝之诚。茔梵火矸虑也久经之计，命匠凿石，鸠秋城

成，涣然一新，稍慰劬荣于万一，其功神速也，邑人谣曰：文王有灵台灵沼，今韦侯

有灵墓灵堂，是举也，一见黄夫人慈君训子，一见葵轩君孝以格天，一见兰庶民感恩

图报，一事而三事具焉，日后彰于宫，闻于朝，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承紫诰金奂著

存殁，先前裕后之誉于不朽。是此记。

嘉靖三十一年壬寅岁中瀚之吉

东兰州知州 孤子韦起云偕宗孙应龙等立石

（四）广西东兰县三石镇拉勿村墓碑
八秩双眉

皇殿金门，寿帝双星，朗耀瀛州，阆苑木金。二老延龄，人备庶微，天赐五福，

云联琪树，庆满瑶阶。恭维！

岳翁韦老夫子，人纲人纪，袭州牧，兆罴公之玄孙。

岳母韩老孺人，令德令仪，任广交茂齐公之姑母，金臻大耋，并懋鸿庥，婺焕中

天，庆遐龄于新秋朔旦星。

辉南涵祝，鹤算于菊月晦，齐当双寿之良辰，音琼筵而献颂，悬弧设悦，共酌核

觞庭阶，罗琳三之磷琉孙子，具峥嵘之头角，或调潃随或戏斑斓，系仙翁也。墨鬓银

章，乃娅母也。桃颜盛服，偕升燕尔，不偕鸠节，对床饮卮，齐食玉筵，堂前乐合，

既分法部之音，清脆激腾，又奏秦晋之乐，灿辉烛耀。叙自身之德行，畅一己之修为，

极人生之乐趣，二偕老者，琴瑟之常声其庆，老将福畴衍敷，齐眉举案，闪烁颐颜，



紫极重辉。云琼迭天，朋迄节御，广鸿无疆，又何必海上仙人，竟进黄腾之路？瑶池

阿母，重挥碧玉之环乎，珍黍半子，生沫栽培。叨侍龙见之期，敢效凤笙之曲。

岁进士庆远府文庠、武庠侄韩重光、韩重辉，孙承林、承宏。

岁进士灌阳县儒学教谕内侄韩永实顿首拜

岁进士侯选儒学训导愚婿廖鸿珍顿首拜撰

道光元年岁在辛巳季秋月稔，五谷旦

侄永钻、烈偕孙承燕承禧承褚承椿承简承庆，曾孙清懋敬立

（五）广西来宾县洛春韦氏始祖友云公墓志
洛春韦氏始祖讳友云公，乃景岱千一公二十一代孙，祖铉公之少子，洛春峒开拓

者，祖籍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今寿光县境内）。北宋时，公之先祖从狄青大将军南伐

侬智高，绥靖后留景岱等六子，镇守东兰，世袭土司。明朝正德七年（1512 年），友云

公举家徙居思恩府迁江县（今来宾县）城内。公神资机智，文韬武略，卓尔不群。县

主簿，悉其乃军功后裔，兼备经天纬地，举为总练。时值天下汹汹，顽凶扰攘，洛春

匪暴，横行肆虐，掠夺民财，荼毒生灵。公受钦命，统戎于征，准佑庶民，克贼伐寇，

历尽艰险，竟殄群凶。累至策勋，钦加军功五品，封地洛春，尊为领主。开创基业，

乃修学馆，敦劝生徒，学文习武。缮葺祠堂，扬宗祀祖，兴举庙宇，敬佛从善。架桥

修路，遐迩通达。凿河引渠，灌溉田园。拓地垦辟，种植五谷桑麻。男耕女织，安居

乐业，宁和灏灏，万象辉辉。子孙之多，若螽斯之蛰蛰，后人之盛，如瓜瓞之绵绵。

公之德泽，追思难尽。乃刊山石，昭彰其德，以诒后世。辛山乙向，兼卯酉分金。

横批：福荫子孙

墓联：德泽流芳垂百世；军功彪炳昭千秋

中行：明故始祖五品军功讳友云公之墓

（六）广西德保县韦氏鼻祖墓碑文
皇宋敕封卫武将军鼻祖考讳光辉（妣孙氏）韦太祖公（婆）志府君大（夫）人之

墓碑

吾始祖原籍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与岑仲淑同随狄元帅南征侬口有功，蒙狄元帅奉

准，奉旨封吾祖为卫武将军。后因落业镇郡，卜居于城外南街。后裔分枝各处，曾祖

记廖移居隆盛庄请垦村后旁边牌土坡。三处界均注明，前已纳粮银壹钱二分，迄今年

深日久，经已再请推粮过户，会同公议，不准外姓葬坟墓，铲除草皮，以坏其地。各

有各地，胆敢故违偷葬，合族公议禀官陈理论，勿谓言之不预也。卯山酉向，乙辛分

金，谨志。

宋敕封江夏侯崇始祖考讳福甘，妣曾氏。明旌表忠烈委身当印始祖考讳文锡，曾

氏。清赐督理城南桥功高祖考讳文绪，妣项氏。清敕授荣禄权荣曾祖考讳记廖，妣黄



氏。末孙大慈大泰。恩赐九品……景孙……初孙……云孙……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巳时同建

八、祭文

（一）桂平清明拜扫黄金山二峰公祝文
其 一

维

公元×年×月×日岁次××奉祀耳孙××、××等谨具香烛礼馔，不腆之仪，敬

祭于太祖二峰公并祖妣黄氏宜人之墓前而祝之日：于戏！阳居兴盛子孙籍宗祖之栽培，

阴住安宁，宗祖得子孙之修理，是以水源木本为后嗣者岂可忘怀。而春祀秋尝，对宗

祖尤当虔敬。

溯吾祖之生前，历官四任，十有八年。一生廉政，两袖清风，口碑载道，翰苑邮

电部蚩声，享寿六旬有六，与妣合葬于斯。土名石马，又日黄金。座乾向巽，亥已相

兼。得山川之阿护，钟地脉之精英。天开胜穴，地启佳城，既穴正而龙真，又山环而

水绕。前后文峰叠秀，传胪而虎榜高标，左右吉水回环，应试而龙门早跃。于戏！祖

灵瘗玉早沾龙德之匡扶，七魄留金，漫冀湖澄之照护、宜乎，长昭亘古，永源为磐石

之安，赫耀千秋，足享佳城之美，伏冀佑我后人，宏开骏业。学者鹏程万里，辈出人

才。为农者五谷丰登，丰衣足食。为贾者财源滚滚，富赛陶朱。业艺者钻研改革，技

达尖端。参军者功勋屡建，官职频升。老如松柏之坚，少若芝兰之秀，房房发进，同

看瓜瓞之绵绵，户户兴隆，若蠡斯之蛰蛰。（当兹三月，念一良辰）集远近祀孙，定期

祭祖，陈俎豆而荐馨香，敬尽祭先之礼，光宗功而崇祖德，虔抒报本之诚，伏冀英灵

不泯，携鸠杖而来尝，还期灵爽式凭，引兕觥而鉴酌，伏维尚飨。

其 二

伏以水源木本，数曲难忘，物换星移，感人最切，露濡怵惕，不忘春禴之文，爽

气清高，用事秋尝之典。时维三月，节属清明，柳柏烟新，杏花日暖，九月节属重阳，

醉把茱萸，喜观秋菊，春秋眼看诸峰之罗列，恰似孙枝，仰松楸之森严，倍怀祖泽，

溯我韦姓，系出大彭，潢流派远，自宋及元，由世居本省宜山县五世祖五嗣公始避地

而迁居南邑，盖自宋以来，绵延者数十世，庇荫者向百年。文德武功，名标史册，五

世之儒风尚在。一经之教泽弥新，俾炽俾昌，以似以续，至我太祖二峰公也，历官四

任，十有八年，儿孙骑竹马以迎，民众有玄思之感，随处政声，在人耳目。传至于今，

子孙遍居于本省，播及湖南。官阶则名振于珠江，秩禄则声闻湘水，其他之缀竹楚桐，

待而起者犹有在焉。当兹祭扫之期，谨具荔觞，微忱略表，庶几天高地厚，追祖泽之

长留，代远年湮，奉祖茔于勿替，惟期叶发枝开，椒蕃衍庆。箕传裘继，瓜瓞绵延，

家家开富贵之花，椿萱并茂。个个报平安之竹，兰桂腾芳。祖其有灵，来歆来格。于



戏尚飨。

（二）台湾韦福成返乡拜祖祭文
1988 年（岁次戊辰）4 月 4 日，次男福成，致祭于双亲大人墓前而哭之以文曰：

爹妈生我，含辛养我。循循善诱，谆谆告诫。十六七八，少小离家。日以继夜，时旋

牵挂。爹妈慈爱，常赐教化。鼓励上进，期勉有成。叮咛癸巳，返家送终。谁知烽火，

阻儿行程。时至今日，四十二春。及至解甲，窃通候问。胞兄告曰，爹妈先行。晴天

霹雳，震破儿心。捶首顿足，跪哭失声。劬劳未报，一生悲恨。特汇镏铢，胞兄费心。

恭立墓碑，以慰亲灵。放大巨照，悬挂堂厅。丁卯九月，港岛会兄。叔侄初见，共诉

离情。两岸开放，突破艰辛。坚决返里，祭祖探亲。未抵家门，鞭炮连声。跪兄如父，

跪嫂如母。相拥一团，双眼朦胧。声泪俱下，情何以堪。侄媳后孙，笑脸相迎。声声

公公，何等温馨。远远近近，戚友登门。日夜不断，热情关心。今值清明，特来扫坟。

唯缺静莹，运宪运笙。国儿夭逝，未能同行。爹妈明鉴，不肖福成。愿我爹娘，长相

左右。佑我子孙，富贵永恒。他日作古，愿随双亲。长眠于斯，侍候老人。临时执笔，

难尽寸心。谨此数语，表儿真情。失误之处，盼能显灵。呜呼哀哉！敢告。

（三）桂平、平南祭祀文选：
1．二○○五年夏历三月初十日南乡裔孙同赴平南黄金山春祭太祖二峰公祖坟祝文

时

公元二○○五年岁次乙酉夏历三月初十日，桂平市中沙镇南乡裔孙××××××

等虔具牲醴、果糖糕饼，致祭于我大明奉直大夫太守致仕进阶修政庶尹二峰公老大人

之墓前曰：

镇隆圩畔，马鹿桥边，黄金山上，太祖墓前，群山毓秀，迭翠峰连，砂环水抱、

屏嶂天然；堂局宽敞，高瞻远瞩，文峯遥拱，华盖倚前，孙技繁茂，开族绵绵，人才

蔚起，相继前贤，追忆峰公生前，为官四任，十有八年，清风两袖，遐迩咸言，当兹

鸠工告竣，墓貌焕然，旌旗起舞，喜炮连连，如斯祖穸，堪渭牛眠；时值清明祭节，

春和景明，缅怀祖德，报本以诚，慎终追远，人子之情，墓前祭品，列列盈盈，喧天

锣鼓，醒狮拜茔，粗肴薄备，薄酒抒诚，高祖有知，鉴此衷情，但愿祖荫，子孙繁荣，

远近发达，家家康宁，为学深造上进，为政升阶传名，为农五谷丰登，为商年年利盈。

丁财并进，万事俱成，前程锦秀，百业俱荣，天长地久，福泽盈盈。

尚亨！

×××世裔孙 ×××宣祝

2．二○一一年秋南乡裔孙祭红贡岭悦举太祖暨积善公祝文

时维

公元二○一一年岁次辛卯夏历九月廿四日，桂平中沙镇南乡，六石文垌，六莲冲、



北流新圩等裔孙，虔具牲醴果馔，致祭于我人乡祖悦举太公，并书祖文如下：

桂兴公路，珠塘垌边，南乡村畔，红贡山巅，名师点穴。马蹄翻天、大桥把水、

文案排前、群山毓秀、屏嶂天然、砂环水抱、气脉相连、人文蔚起，发迹绵绵，孙技

繁茂，三百多年，际此重阳之九，慎终追远，人之常情，园沾祖德，户户康宁，前程

似锦，百业俱荣，天长地久，奕世升平。

尚亨！

三十世裔孙相明宣祝

3．重阳节祭大族山或重修祖坟安龙祭文

维

公元××××年农历九月×日，孝裔孙××、××等×××人虔具香烛财宝，清

酒果品，三牲庶馐之仪，致祭于吾太祖××公之墓前跪而言曰：

恭维，太祖安于吉地，祖德宗功无量，高厚并天，切宜思念。缅维太祖创业垂统，

流芳××世，瓜瓞绵长，螽斯衍庆，报本难忘。祭祖宜诚，以慰先灵。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迄今裔孙尝思树有根，水有源，忠孝传家。伏望太祖：永萌

儿孙书奕世，佑助后裔榜题名；群英辈出，政军林立；致富能人，指日高升。代代相

传，繁荣昌盛，跃登中华姓氏之林。

牲礼虽微，聊以申诚达意，灵爽不远，来格来尝。

尚亨！

（桂平 韦超钦供稿）

4．二○一二年夏历三月二十一日桂平裔孙同赴平南黄金山春祭太祖二峰公祖坟祝

文

时

公元二○一二年岁次壬辰夏历三月二十一日，桂平市裔孙××××××等虔具牲

醴、果糖糕饼，致祭于我大明奉直大夫太守致仕进阶修政庶尹二峰公老大人之墓前曰：

镇隆圩畔，马鹿桥边，黄金山上，太祖墓前，群山毓秀，迭翠峰连，砂环水抱、屏嶂

天然；堂局宽敞，高瞻远瞩，文峯遥拱，华盖倚前，孙技繁茂，开族绵绵，人才蔚起，

相继前贤，追忆峰公生前，为官四任，十有八年，清风两袖，遐迩咸言，当兹鸠工告

竣，墓貌焕然，胜旗起舞，喜炮连连，如斯祖穸，堪渭牛眠；时值清明祭节，春和景

明，缅怀祖德，报本以诚，慎终追远，人子之情，墓前祭品，列列盈盈，喧天锣鼓，

醒狮拜茔，粗肴薄备，薄酒抒诚，高祖有知，鉴此衷情，但愿祖荫，子孙繁荣，远近

发达，家家康宁，为学深造上进，为政升阶传名，为农五谷丰登，为商年年利盈。丁



财并进，万事俱成，前程锦秀，百业俱荣，天长地久，福泽盈盈。

尚亨！

×××世裔孙 ×××宣祝

5.乐业县甘田镇京兆堂（韦氏）清明节拜祖祭文

惟公元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癸巳蛇年清明节。乐业县甘田镇京兆堂（韦氏）阳

居各辈儿女，谨以敦诚敦敬之礼，恭祭吾堂迁移该镇太祖。躬逢盛日，祭祀宜周。列

祖列宗，笑纳微酬。曰：

吾原太始祖公，夏封豕韦候，大彭德浩荡，京兆泽悠悠。

吾太祖公玉兴，原命生于一八零四甲子年十二月二十日辰时，少壮时由东州（今

东兰县）迁至甘田镇。沧桑百余春，繁衍昌后。历辈宗亲，同心同德，披荆斩棘，族

门兴旺，丁发财盛，荣门耀族，广受称赞。今后各辈务必铭记族训，既归祠堂，同支

一脉，光宗耀祖，做出表率。漫漫世途，谦虚处世。交友做事，礼当先务人伦，分别

尊卑，男女老少，各守廉耻。不逆理乱伦，玷辱门风。乡邻和睦，族门同心。互相关

心，真诚团结。勤俭持家，勤劳致富。尊老爱幼，勤学苦研。丰富知识，胸怀大志。

报答长辈，回馈社会。传承族风，龙凤呈祥。谨此祭语，后裔真情。佑我子孙，富贵

永恒。族门永兴，代代昌盛。盼祖显灵，祭礼大成。

拜！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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