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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如砥 撰 

 

周如砥(1550~1615)，字季平，號礪齋，章嘉埠(今屬即墨市段泊嵐鎮)

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曆仕 20 年，官至國師--國子監祭酒，贈禮部

右侍郎，以文章名天下，是即墨周氏的主要代表人物。 

周如砥生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幼年喪父，其母亦隨之"殉節

"。其伯父、伯母省吃儉用，供其讀書。明萬曆十七年(1589 年)，考

中進士，授庶起士檢討，後升任國子監祭酒。在任職期間，他嚴於律

己，禮賢下士，特別注意培養人才，獎掖後進，有"時天下士多出其

門"之譽。他的文章在當時也頗負盛名，《山東通志》稱"如砥文章名

天下"。有著作《青黎館集》傳誦於世。 

他年老歸裏後，謝絕官場交往，但關心人民疾苦，常評議地方利弊，

曾呈請皇帝減免百姓的額外賦稅。[1] 

周如砥于萬曆四十二年撰寫了《重修鶴山遇真庵碑》，對鶴山之景觀及

遇真庵之歷史皆有記述，為研究嶗山道教提供了寶貴資料。此外，還

寫有《黃石草堂》、《法海寺》、《白雲庵》等遊嶗詩篇。 [2] 

https://baike.so.com/doc/6495037-6708751.html 

 

周如砥，布衣蔬食安晚年 (2017-04-16 00:00:24) 

http://bddsb.bandao.cn/pc/bddsb/20161129/ArticelA33002YQ.htm 

 

周如砥，布衣蔬食安晚年 

 

即墨,一座文化歷史濃厚的城市,千百年前遺落在這裏的人文氣息,千

百年後還能找到。而我們要將目光鎖定明清時期的即墨,雖未有千年,

但影響深遠。 

  明清時期的即墨,隨著人口的遷移,生產能力增強,經濟復蘇,二

者互為增長,特別是鼇山衛的設立和金口港的興起,即墨經濟迅速攀



升。隨便翻閱家族歷史,都可以看到,即墨的不少大家族在三四代務農

之後,紛紛轉向經商,於是,從遷移而來的一窮二白,變成能滿足溫飽

的小康之家。即便是在那個年代,人們也清楚知道,知識可以改變命

運。當然,用他們的話來說,是“科舉改變命運”,因而,即墨文學藝術

異軍突起,“以周、黃、藍、楊、郭五大望族為中堅的士紳文人相繼

層出,著書立說者蔚然成風”(《即墨歷史文化通覽》)。 

  “學而優則仕”此時成為眾多大家族的家訓,他們紛紛自辦書

院、私塾,立志讓自家弟子能夠學習成才,光宗耀祖。教育的發達換來

了人才的豐收。明清兩代的即墨業舉氣象一新,喜報連連。曆科中,明

清兩代僅中進士者達 66 人,中舉人者達 180 多人,填補了近 300 年間

即墨無進士的空白”。 

  而他們當中,即墨文林之佼佼者當數藍田與周如砥二人。藍田我

們前面已經介紹過,周如砥則是周氏的主要代表人物。 

  周如砥生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自幼端莊,沉靜寡言,步趨

不失尺寸”,“他體貌豐隆,眉須清秀,目光炯炯旁射,任人義和”。他

們五兄弟從小一起讀書,“自相師友,愛莫如深”,17 歲時補弟子員,

“三試皆第一,食廩”,即墨博物館副館長陳海波先生說。1579 年,周

如砥與弟弟周如京一起中舉,全家歡騰,然而不幸隨之襲來,伯父周民

和弟弟周如京相繼去世,這讓周如砥痛不欲生,決定到村東瓦莊(當今

東瓦戈莊二村)築室靜讀。終於,在萬曆十七年(1589 年),他帶著弟弟

未完成的心願,如願中得進士,成為即墨第一入翰林院者。 

  “周如砥入翰林院,被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經過吏部的長期跟蹤

考查,在多個工作崗位錘打鍛煉,寫了許多文章頌揚萬曆的政績,培養

了許許多多莘莘學子,當時的閣僚一致推薦任當時的最高學府主要負

責人,即國子監祭酒,這一年是萬曆三十六年”,陳海波先生說,祭酒,

可不是一般人能幹的角色,“官品不大(從四品),社會影響特別大,這

個職務必須人品道德、詩詞文章皆一流,不然天下的學子不會服你,我

們這位先賢正是這個職位的最佳人選”。 

  在周如砥的一生之中,溢美之詞處處彰顯。他為諸生時,古今書無

所不窺。詩文悉兼諸家之長,出於自匠,無所剽摹先達。文章有“若周

彝商鼎”之譽。萬曆十九年授檢討,萬曆二十九年掌國子監司業,考古

制校文藝,抑制浮靡文風,士風一新,要知道,在他之前,這個崗位上任

職的官員沒人能超過一年,唯獨周如砥幹滿了兩年。在任期間,多次參

加會試閱卷,選拔很多名士,時人稱讚其“師聖賢地位人,真今世之寶

也!”因而才有“天下士多出其門”的美譽。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 年)



升任國子監祭酒後,他選取了歷代官員優秀事蹟繪成圖錄,以提高宦

官道德修養,名為《中學》,讓皇上看後大加稱賞。周如砥一生著有《青

藜館集》、《漕運志》、《周太公文集》、《青藜館法帖》、《道德經集議》

等,其中《青藜館集》被清代收入《四庫全書》。 

  與父輩和兄弟一樣,周如砥為官正義不張揚,他從不輕易許諾,但

如果遇到有人遇到難事,雖然表面上並未答應,但背後卻廢寢忘食,極

力籌畫。嘉靖朝內閣輔臣毛紀(字維之,諡文簡,掖縣人),“以定策功

久不邀恩于孫”,周如砥為其直請禮部,“蔭其孫為世襲錦衣衛”。駱

孝廉得罪上官,被構陷成死罪,周如砥不顧危險,幾次慷慨上書為其昭

雪,有朋友諷刺他,他說,朋友有難不幫還能成為朋友? 

  ① 

  ② 

  ①扶植猶子牌坊。(資料圖片) 

②城樓上俯瞰文廟門前。 

③周氏圖騰 (周世強提供) 

④世恩坊 

  生活中,周如砥勤儉節約,做了 20 年的官,竟然連個府邸都沒有。

掌國子監司業時,西廂舊且“祟”,人不敢住,他竟安然而居。也就是

說,好不容易有套房子住,卻是沒人敢住的“鬼屋”。他一生“布衣蔬

食,然如寒生”。然而,即便過得清貧,也從不貪贓枉法,萬曆二十年

(1592 年)和三十四年(1606 年),他兩次奉旨到河南、山東諭示藩王,

藩王們為了賄賂他,禮金相贈,周如砥一概謝絕,“人敬其廉,願得其

書為榮”。 

  為家鄉出力,周祭酒從來不遺餘力。“周如砥回到家鄉後,除了教

習堂人外,十分關心地方事宜”,周世強說,孔有德亂膠東,當局商議

將即墨營遷到膠州,周如砥極力反對,上《駁遷即墨營膠州議》奏章,

最終使得即墨營不得遷。他去世後,營人為他樹立了“追思至恩

碑”。萬曆二十八年(1660 年),“敕毀嶗山太清宮海印寺,他力請將材

料運回即墨,重修了文廟”,同年進士董其昌評周如砥道:“其學以不

欺,幽獨為主,以簡默坐忘為樂；不標名,不樹異,視榮枯進退如四時寒

暑之淡如也。” 

  雖位居高官,名望顯赫,但周如砥低調專一,一生並無妾媵,與元

配張氏(邑人張賢堯之女),伉儷情深,這在三妻四妾的當時又是“特

立獨行”。兩人育有 3 子 1 女:長子周耀又名士皋,字子寅,萬曆三十

八年(1610 年)進士,“工古文辭,與濟南王象春起名”。次子周燝



(1578 年~1650 年),字子衛,恩貢承蔭,官至廣東南雄知府。三子周熠

(1586 年~1657 年),號月崖,附貢生。周燝娶兵部尚書黃嘉善女,周家

與黃家結親無異于“強強聯姻”,不過,似乎這裏面兄弟情義更大於

外人眼中的政治因素。 

  黃嘉善年長周如砥 1 歲,兩人少年時同窗共讀,入仕又同朝做官,

留下了許多傳說故事。 

  話說一日半夜,兩個少年打賭到城隍廟練膽,周如砥激將黃嘉善:

“你敢一個人去給每個小鬼嘴裏各放上一顆棗嗎?”膽大的黃嘉善真

的去放了。不料,一個小鬼突然開口說:“還要一個。”黃嘉善上去就

是一個耳光,喝道:“你這饞鬼!”鬼大笑,黃嘉善一聽,才知道是周如

砥嚇唬他。兩人真是聰明膽大。還有個傳說稱,同桌黃嘉善和周如砥

在學堂讀書時,突然天氣突變,大雨傾盆。不一會兒,一個只有一尺來

高的白鬍子老頭跳到他們的桌子上,左手抓住周如砥,右手抓住黃嘉

善,說:“二位小兄弟快救救我!”他讓兩人拔下筆帽兒,在桌子上來

回滾。兩人一聽便照做了。過了一會兒,天晴了,老頭兒又出現了,變

成了正常人高。他稱自己是千年狐精,得罪了玉皇大帝,差點被抓去。

為了報答二人,他為他們預測了前程:他指了指周如砥,在紙上畫了一

個酒杯；又指了指黃嘉善,在紙上畫了一頭驢。多年後,周如砥做了

“祭酒”；黃嘉善做了個統領天下兵馬的“兵部尚書”。 

  當然,這些傳說並沒有任何記載。但在陳海波先生看來,周如砥仕

途順利,其實與藍氏家族和黃氏家族的交往有莫大的關係。 

  周如砥與藍氏名人藍田的三個孫子以及黃嘉善是同齡人,“藍田

是周的祖父輩,黃作孚是黃嘉善的叔叔,黃作孚和藍田交往密切。藍田

和黃作孚從政的風格,以及仕途的挫折,不會不引起周如砥、黃嘉善二

人的高度警覺。從政的策略也會調整”,陳海波先生說,周如砥四十歲

開始為官,六十歲致仕,“從政期間大多從事文秘、教育等工作,可能

由於長期工作在君主身邊,深諳君主的為人和工作作風,加之‘升平

沉靜端莊寡言’性格,他的仕途還是平坦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我想他

能從藍田、黃作孚從政當中吸取經驗教訓,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萬曆三十七年,周如砥六十歲,經五十多次向朝廷申請,‘秋始

如願得歸,杜門養病’,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端坐而逝,終年六十

六歲,朝野為之惋惜,歎他壽不配德,經萬曆皇帝同意,誥贈通議大夫,

禮部右侍郎,是對他一生的肯定”,陳海波先生說。 

  章嘉埠周氏自明清兩代共湧現出進士 8 人,舉人 10 人,貢士 27

人。打響即墨抗日武裝第一槍的周浩然(1915 年~1939 年)和曾寫下《嶗



山小乘》《嶗山志》等著作的周至元,都出自這一支。如今,“章嘉埠

周氏現已傳至二十五代,2600余戶11000餘人,自六世分為五十六支派,

遍佈即墨、嶗山、青島、濰坊、煙臺、海陽、東北三省等地區”,周

世強說。 

  ③ 

  ④ 

“留村周”那些事兒 

  除了“章嘉埠周”外,“留村周”同樣人丁興旺,明清兩朝中進

士 8 人,其中武進士 2 人,貢生數十人。進入仕途者逾百人。他們的業

績分別被載入了國史與地方誌。其中著名的“一科雙進士”、“百步

三進士”,至今被後人廣為傳頌。 

  關於留村名稱的由來,一直以來存在著一個民間傳說:在“永樂

掃北”時,即墨的原著居民因戰亂或逃亡、或被殺光,而只留下現即墨

市留村鎮大“留村”一個村莊。不過,周世強的考證對這一說法進行

了更正。“據清同治己醜進士周銘旂著《即墨鄉士志》載,明朝洪武

初年周姓始祖周安住由河南汝南遷居於此。又據留村《周氏族譜》記

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中山王徐達之子魏國公徐輝祖奉命建鼇

山衛,因其父與安住交好,遂便探訪周,周留其食宿,並贈給田地。周氏

因此稱居住地為‘留村’,而世代居住”。所以,留村有留住徐輝祖之

意。 

  周安住之後,幾代為農。到了六世,一位名叫周郊的人脫穎而出,

他是嘉靖歲貢,代州同知。安徽亳州盜賊橫行,官吏都不敢問,周郊則

“單騎搜捕之,一年窮治賊盡”,異常勇猛。當然,“留存周”中最著

名的當屬周鴻漠、周鴻圖兄弟。周鴻漠在萬曆庚戌年中武進士後,官

至後軍都督府僉事,任職期間他曾滅巨寇,獲賜蟒服玉帶。周鴻圖,字

子固,號昌齡,1606 年(明萬曆三十四年)選貢。初授略陽(今屬陝西省)

縣令,再補宿遷縣令,因鎮壓白蓮教有功,升任貴州監軍同知。時貴州

少數民族苗族有叛亂者。周鴻圖率軍沖嵐破瘴,出入深山叢林中,出奇

制勝,平息叛亂數百處。授平越知府,升任新鎮道副使、思石道參

政,1630 年(明崇禎三年)奉旨赴山西鎮壓農民起義軍王嘉任部。後任

陝西靖遠道左參政。因病歸鄉,卒於家。遺著有《長四均哈揭錄》三

卷。自他們二人之後,“留村周”仍代有人出,但都顯赫不過他們。 

  “留村周”經過 600 多年,“已傳 25 代,徙居 60 餘村莊,約計 1

萬余人”,周世強說。 

如今,周氏先祖們的事蹟已經淹沒在了時光的風煙裏,但在後人們



的流傳中,未曾消散,一如歲月的蒼苔,墨綠如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b7814d0102x49n.html 

 

明代國子監祭酒周如砥 

 

周如砥(1550-1615 年)字季平，號礪齋，明代即墨張家埠(今段泊

嵐鎮章嘉埠)村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曆仕 20 年，官至國師--國子監

祭酒，贈禮部右侍郎，以文章名天下，是即墨周氏的主要代表人物。 

    即墨周氏被稱為當地五大望族之首，主要有“留村周”和“章

嘉埠周”兩大族，他們是同姓而不同宗。留村周之族譜雲：“墨經金

元兵戈亂離譜牒淪亡”；“周之隸即墨也，不知肇于何代，可得而考

者自明初始”；“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魏國公徐輝祖奉命設鼇山

衛，一世率父老迎之，授田數頃，因表裏居為留村而世處焉”。其一

世名安住，上還有遠祖(墓在即墨)。按族譜雲，留村周不能上溯淵源，

明初由民藉加入了衛藉有據，但屬民老戶，非為襲爵軍戶。他們自七

世開始由世代業務步入書香門第。到九世的周鴻圖、周鴻謨兄弟二人，

成為這個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周鴻圖，字子固，號昌齡，萬曆三十

四年(1606 年)選貢，官至陝西靖遠道左參政。其父周被，萬曆間選貢，

選取蘇州同知；祖父周郊，嘉靖間歲貢，選代州同知。弟周鴻謨，字

子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 年)武進士，官至後軍都督府僉事。自他們

二人之後，仍代有人出，但都顯赫不過他們。 

 

 早于周鴻圖、周鴻謨二人之前，章家埠周出了個周如砥。他一生

在京任學官，文章懿行濟美，肆力授學，“天下士多出其門”，聲名

也就遠播。當人們說起即墨周氏，自然首先提到他。因此，周如砥成

為即墨周氏的主要代表人物。 

 

 章家埠周，舊譜牒失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 年)清兵入即墨之亂，

在清乾隆十年(1745 年)的譜序中已稱：“不能自溯其源”，說不清來

自何時、何地、與何年代。但其時村西南周氏祖瑩中已有累累百餘大

塚，這證明他們徙居即墨已很有些歷史了。 

 

 周如砥的祖父周尚美(乾隆譜定為四世)，生有四子：周國、周邦、

周民、周賦。三子周民生二子：周如綸、周如綿，另有二女。四子周

賦生三子：周如珠、周如砥、周如京，另有一女。在周尚美以前，他



們是世務耕鑿，“茫乎無聞”。到了周民才成了讀書人。周民

(1523-1579 年)，字振卿，號陵東，隆慶元年(1567 年)歲貢。7 歲能

工詩對，及就外師，日記誦千百言，讀書僅一過目即終身不忘。補弟

子員，文譽益鵲起，郡輒高等。他本可以授職做官了，但就因為要撫

養培育周如砥兄妹，訣別仕途，布衣終身，雖縣令勸駕也不改初衷。

在即墨城裏曾為其樹立“扶植猶子坊”，以旌其德。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七月，不幸降臨在周如砥兄妹身上，父親

周賦正值壯年而歿。九月安葬，其母於氏 29 歲，觸壙欲殉，被眾伯

母救扶，至家痛悼不食，過十日見背。其時，周如砥方 9 虛令，兄妹

四孤受撫于伯父周民和伯母孫氏。 

 

 孫氏(1520-1593 年)，邑名家女，歸周家，性婉娩柔淑，事公婆

甚謹，和睦妯娌尤好。弟媳殉後，遺 3 子 1 女，自己有 2 子 2 女，最

大的周如珠也才 11 虛令，8 個幼童，人智未啟，待哺待乳。她左提右

挈，前繈後負，不啻身挑千斤重擔。衣鞋衿帽，濯洗縫紉，無不出自

她一人之手。視侄子勝己子，饑餵食，寒加衣，婚授產，嫁陪妝，侄

子只當是親娘而不知是非她所生。每當侄兒們學業有成，她皆哭告弟

媳，以慰其靈。天下母儀，閫中壺範。若沒有她與丈夫的含辛茹苦，

如砥兄弟們恐是村聚胼胝，晦跡田野。 

 

 周民邊理稼禾，邊課導子侄，其中子侄 5 人也不失所期，皆學來

有成名動成均。先是周如綸于萬曆四年(1576 年)成進士，官至工部水

都司主事。嗣後，周如砥與弟周如京于萬曆七年(1579 年)同成舉人。

周如綿于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成選貢，官至鹽運司運判，著有《紫

霞閣文集》等。周如珠被授忠勇校尉、神機營把總。當然，其佼佼者

還數周如砥。 

 

 周如砥生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自幼端莊，沉靜寡言，步趨

不失尺寸。五兄弟同館讀書，自相師友，愛莫如深。17 歲補弟子員，

嗜學不由訓督，累皆首諸生。與弟如京中舉後，次年如京歿，處於郁

痛，於村東瓦莊(當今東瓦戈莊二村)築室靜讀。萬曆十七年(1589 年)

成進士，選庶起士，讀中秘書，閣試必優，而力學益篤。萬曆十九年

授檢討，萬曆二十九年掌國子監司業(國子監副長官)，萬曆三十九年

(1611 年)升祭酒。期間歷任太子學官右贊善、左贊善、右中允、左中



允、左諭德、右諭德、右庶子及經筵學士等職。 

 

 周如砥治學勤謹，推陳出新，培養了大批名人。他為諸生時，古

今書無所不窺。詩文悉兼諸家之長，出於自匠，無所剽摹先達。文章

有“若周彝商鼎”之譽。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授撰敕誥，制詞莊

重，文典獨創，一洗依襲之舊，得者皆視為榮，視為代言之式。管司

業事，建“射亭”，考古制、校文藝，士風一新。前當此任者皆不足

一年，他獨滿兩年。萬曆二十三年、二十九年兩次分校禮闈(會試閱

卷)，三十一年副主京畿試，崇雅還醇，力正文體，所拔皆為名士。

學生贊稱“師聖賢地位人，真今世之寶也!”升祭酒，雍政益肅，祀

聖教胄，恪勤致瘁，為提升朝宦的道德修養，曾選歷代官員優琇可舉

事蹟繪成圖錄，名《中學》，皇上覽後大加稱賞。 

 

 成年以後的周如砥，體貌豐隆，眉須清琇，目光炯炯無惰容。然

天性嚴毅，不改沉靜端莊，到老無戲語，即居暗室也視有神靈。秉本

儒家法，讀書不出門戶。入館後“惟閉戶觚槧(做文章)，恥見要路

人。”為人不輕許諾，然當急難事相求，當面不諾，背後卻極力籌畫，

以至廢寢忘食。嘉靖朝內閣輔臣毛紀(字維之，諡文簡，掖縣人)，以

定策功久不邀恩于孫，為其直請禮部，蔭其孫為世襲錦衣衛。駱孝廉

得罪上官，被構陷成死罪，乃幾忤上官，慷慨代為昭雪。閑言者譏之。

其曰：“朋友一倫見難不恤何以友為？”自奉儉約，賑恤不吝。鄉人

故友或客喪于京，營其殯而歸其幣者多人。平時除考德問業外，恒言

不出口，若關地方利害，則挺身力陳。孔有德亂膠東，當要者議遷即

墨營於膠州，他力駁其議，遂使即墨營不遷，其去世後營人為之樹立

“追思至恩碑”。萬曆二十八年(1660 年)，敕毀嶗山太清宮海印寺，

他力請將宇料運回即墨，重修了文廟，邑人心悅。同年進士董其昌評

周如砥道：“其學以不欺，幽獨為主，以簡默坐忘為樂；不標名，不

樹異，視榮枯進退如四時寒暑之淡如也。”“布衣蔬食，然如寒生。”

他京仕 20 年，城居無一椽。掌國子監司業時，西廂舊且“祟”，人

不敢住，他竟安然而居。後廂舍傾圮徙居民宅。萬曆二十年(1592 年)，

三十四年(1606 年)兩次奉旨到河南、山東諭示藩王，大小饋送概謝絕

不取，人敬其廉，願得其書為榮。 

 

 萬曆二十年，周如砥出使河南便道歸裏看望了伯母孫氏，沒想到

來年伯母竟與世長辭了。訃聞，他哀毀不勝言表，上疏請歸治葬，並



以母於氏之節上聞。詞旨哀懇，讀者淚下。僅摘幾句如下，以窺其誠

孝： 

 

 “臣父即世，臣母年方二十有九，送葬至兆所，臣父柩甫定，臣

母忽自觸于壙，賴臣伯母孫，偕娣姒扶掖而出。自是痛悼不已，逾旬

而卒。臣稍有知識，乃從族長者及外祖母問臣母之病，始知其所以死，

死於痛臣之父。通天之罪，尚忍言乎!然由煢煢以有今日，用得上沐

主恩，下白母節，則臣伯母孫之力也。孫以子貴，封以子祿，養臣未

獲少申其報。臣伯母之于臣，雖伯母，母也。乃伯母葬臣之父，葬臣

之母，而臣不能葬其身；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

臣獨何心而忍不以歸葬請乎!”(詳文見清乾隆或同治版《即墨縣誌·

藝文志》) 

 

 疏上，皇帝心實憐憫，下所司議定，無奈所司以無有先例而沒有

議准。萬曆二十三年(1595 年)春，亟圖歸裏，因分校禮闈不得准。及

出闈馳歸，為伯母孫氏持葬。服葬 3 年，避居瓦莊樓，修舊業，作《漕

運志》，課子姓習讀，獨謝辭拜訪，絕跡城市。周如砥一生無妾媵，與

元配張氏(邑人張賢堯女)，伉儷情深，生 3 子 1 女：長子周耀(？-1610

年)，又名士皋，字子寅，號溟崖，一號明崖，萬曆三十八年(1610 年)

進士，選都察院觀政，尋卒，著有《雅音會編》《明崖詩稿》《制芝》

等。次子周燝(1578-1650 年)，字子衛，號方崖，又名丹崖，恩貢承

蔭，官至廣東南雄知府，著有《夜奏存草》《守城日記》《玉暉堂隨筆》

《玉暉堂文集》等。三子周熠(1586-1657 年)，號月崖，附貢生。周

燝娶兵部尚書黃嘉善女，周如砥與黃嘉善也就成了兒女親家。黃嘉善

長周如砥 1 歲，又晚去世 9 年，兩人少年時同窗共讀，入仕又同朝做

官，留下了許多傳說故事。 

 

 周如砥為伯母孫氏服喪期滿，于萬曆二十六年複朝，常有“長林

牛草之思”(歸隱)而不得。萬曆三十五年(1607 年)，上疏 50 餘道乞

歸不准，三十七年秋始得如願。歸後隨次子周燝起居於即墨城。 

 

 周如砥一生無甚大病，惟幼時瓦礫傷足，加染南中濕氣，時常隱

痛，以至蹣跚。象一支明燭易早燃盡，萬曆四十三年(1615 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忽端坐而逝，享年 66 虛令。此時，兄如珠、弟如京及妹、

從弟如綸及長子士皋都先他而去。他先後為他們經紀喪事、成就子女，



而此時他的靈前跪著的多是侄孫們。門人王懋中、范養蒙等百余人哭

於庭，思其一生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據其行實私諡“文穆”報以上請。

訃至京，野朝為之惋惜，歎他壽不配德、年未酬庸。萬曆四十五年(1617

年)四月十五日，諭賜祭葬於即墨城北二裏河南之阡，首癸趾丁(東南

西北向)，墓前樹立神道碑和“大司成坊”。墓及墓園已于“文革”

期間破壞，據調查，墓內曾出土不少滑石器皿和居宅模型，墓誌銘被

當場砸碎，墓似先前被盜過。 

 

 所著有《漕運志》《周太史文集》《青藜館集》(入《四庫全書總目》)

《周氏管見》《道德經集議》《青藜館法帖》等。列名宦、祀鄉賢，載

《明史》《山東通志》》《即墨縣誌》。曾其在城裏大街立“世恩坊”，

在北閣裏立“經筵學士訪”，已毀於 20 世紀 50 年代。董思白(其昌)

歎曰：“公品望系人，思者遠矣!” 

http://www.jimo.ccoo.cn/bendi/info-41514.html 

 

文章名天下的周如砥 

說起即墨周氏，首先要提到一位元開創家族輝煌的標誌性人物。他

就是以文章名天下，以孝行感世人，京城為官 20 載，官至國子監祭

酒的周如砥。 

 

周如砥（1550～1615 年），字季平，號礪齋，明即墨章嘉埠人。明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七月，周如砥父親周賦壯年去世，母親于氏

因悲痛悼念丈夫，身體日漸衰弱，不久便離世。周如砥兄妹 4 人一時

無所依附，被其伯父周民領回家中撫養。明萬曆十七年（1589 年）中

進士，出仕後感激其伯父母，他在即墨城裏立“扶植猶子坊”，並為

其伯母守喪三年。 

 

周民為明隆慶元年（1567 年）歲貢，他原本可以授職做官，但因

為要撫養周如砥兄妹，不得已離開仕途，布衣終身，雖縣令多次勸說

也不改初衷。伯父周民邊理莊稼，邊教導子侄，伯母孫氏對待侄子像

自己的孩子，饑餵食，寒加衣，婚授產，嫁陪妝，侄子們也只當伯母

是自己的親娘。在周民和孫氏的悉心培養照顧下，子侄 5 人不負所望，

向他們交出了一份足以使整個家族聲名鵲起的答卷。周如綸于萬曆四

年（1576 年）中進士；周如砥與弟周如京于萬曆七年（1579 年）同

成舉人；周如砥于萬曆十七年（1589 年）考中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周如錦于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成選貢，官至鹽運司運判；周如珠

被授忠勇校尉、神機營把。 

 

周如砥“以文章名天下”，一時間“天下士多出其門”。萬曆二十

八年（1600 年），周如砥受命撰敕誥，辭藻華美典雅，改變之前因循

守舊文風，當時人們皆將其作品視為珍品，作為範本流傳。萬曆二十

九年任國子監司業（國子監副長官）時，抑制浮靡文風，全國士風為

之一新。萬曆二十三年（1595 年）、二十九年曾兩次分校禮闈（參與

會試閱卷），萬曆三十一年任京畿副主考。他崇尚雅正，摒棄浮華，力

正文風，選拔很多名士，因此有“時天下士多出其門”的美譽。萬曆

三十五年升國子監祭酒，為提升官吏道德修養，他精選歷代優秀官員

事蹟繪成圖錄，名《中學》，建議皇上曉諭大小官員予以仿效，受到皇

帝的讚賞。著有《青藜館集》《漕運志》《周太公文集》《青藜館法帖》

《道德經集議》等，其中《青藜館集》被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存

目》中。 

 

萬曆三十七年（1609 年），周如砥歸即墨。他謝絕官場交往，常評

議地方利弊，關心人民疾苦。萬曆四十三年（1615 年），端坐而逝，

葬於即墨城北二裏河南之阡，墓前豎神道碑和“大司成坊”。 

（王洪濤）https://www.xinjimo.com/jqckj/news/420/3127/1290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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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公益，傳播公益！ 
請勿用於商業目的、與個人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