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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文章以玉环文物和可
考文献为基础，结合作者对玉环历
史文化的思考，让读者更加真实地
了解玉环的历史。本文原为第二十
八辑玉环政协文史资料附录，由于
时间仓促未能刊发，现刊发于《今
日玉环》，以飨读者。

早在几百万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
海洋，由于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
互挤压，火山运动频发，伴随着雁荡山
脉的抬升，田螺山率先露出水面，直到
现在田螺山上仍存在大量类海洋生物

“半化石”遗迹。随着百万年的地质运
动，造就了玉环独特的山海环境。那时
候的玉环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溪流密
布，森林茂密，吸引了大批动物涉海来
此繁衍生息，沿海各处鱼虾成群，远处
有成群的海豚和鲸在海中游曳觅食。

至于人是什么时候来玉环，没有确
切的答案，有人会猜三合潭时期，那是
后来的事。我们国家有一本古代神话地
理书《山海经》，其中海内南经有这样一
段记载：“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
中”。晋朝的郭璞为《山海经》作注，他
认为“瓯居海中”，就是 “在岐海中
也”。岐海就是山海相接的地方，也可以
理解为沿海海湾或岛屿。居住在瓯江流
域的瓯人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玉环，并
在玉环沿海进行渔猎，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在 3000年前的一天开始定居玉
环，成为了玉环最早的居民，或许《山
海经》中的“瓯居海中”指的就是定居
于玉环及洞头列岛的瓯人。

那时候的玉环基本没有平原，仅有
的几块小平地也都是溪流冲积而成，也
只有三合潭所在的地方因为有三条溪流
汇聚，形成了较大的冲积平原。瓯人砍
伐树木，在三合潭的灯台山西麓建设房
舍。由于玉环土层不深，树木较细，注
定了这些房子的短暂使用寿命，瓯人想
起了自己处在瓯江流域的老家，那里有
粗壮的楠木可以用于房舍的建设。或许
有人会问他们是怎么把木材运到玉环的
呢？据《越绝书·记地传》记载：越人

“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车，往
若飘风，去则难从。”瓯人都是海上运输
的能手，他们制作的独木舟穿梭于江海
之中，从瓯江流域的深山里砍伐树木，
凿孔穿绳沿着瓯江而下，源源不断地运
输到玉环三合潭岙口来营建房舍和制作
生产工具，他们的房子和我们认知的房
子是不一样的，粗壮的楠木立于土中，
底部垫上石块或更粗大的木板（古建筑
中的柱础或许就是源于此），楠木桩上架
横梁，再铺上木板形成一个平台。平台

的上面架上能够遮风挡雨的东西，或许
是木板或许是稻草我们不得而知。夕阳
西下，一个妇人坐在屋内，拿着纺轮正
在纺织，夕阳透过窗门，照射在她的脸
上，她的丈夫正在家对面不远处的水田
里用铜镰收割成熟的水稻，旁边的人已
经收割完毕正用石犁在耕地。海岸边有
人用网、鱼钩在捕鱼，山林里人们追逐
着猎物，用箭来捕捉他们。印纹硬陶和
原始瓷制品是他们重要的日常用具，这
些器具是哪里制作的我们也不得而知，
或许也是“舶来品”。

铜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重要的物
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们的印
象中，那个时代的铜只用于礼器和兵器
的制作，而瓯人却用于农具和兵器的制
作。中原的青铜器精于礼器，吴越青铜
器精于兵器；中原青铜器的数量比吴越
多得多，吴越的青铜器生产工具在青铜
器中所占比重却比中原多得多，这恰恰
说明了中原重礼乐，吴越则重耕战实
际。《周礼·考工记》 言：“粤之无镈，
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郑玄注
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器，不须置国
工。由于民间普遍都会造镈，都在造
镈，而官营的着重铸造兵器，而诸如

“镈”类的生产工具，可能如《周礼·考
工记》说的，基本上为民营手工作坊所
造。三合潭的青铜器农具多于青铜兵
器，如鱼钩、鱼矛、鱼刺、铜镞等渔猎
工具，削、刀等生活用具，镰、鍤等农
业生产用具以及剑、矛等兵器。

三合潭的瓯人不是孤独的，环西、
金鸡岙、垟青、芦浦蛇屿、楚门东西村
西岙等地均有瓯人居住，并留下了历史
遗存。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
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
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
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周显王
三十五年（公元前 333年），越伐齐，齐
威王派使臣说越王，越遂释齐而伐楚，
于是楚威王兴兵伐越，尽取吴越地，作
为越人的瓯自然不能幸免，成了楚国的
臣民。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后派
军队向闽越、瓯越进军，第二年在闽越
人活动的区域设置了闽中郡 。当时秦王
朝认为闽中远离中原，山高路险，为

“荒服之国”，且越人强悍，难于统治。
因此，闽中郡虽为秦王朝的四十郡之
一，建制却不相同，秦中央政府并未派
守尉令长到闽中来，只是废去第七世东
瓯王摇(改欧摇为驺摇)及当时的闽越王无
诸，改用“君长”的名号让其继续统治
该地。秦只是名义上建立了闽中郡，实

际上并未在闽中实施统治。
秦王朝灭亡后，项羽封吴芮为衡山

王，但因楚、越有旧隙，担心闽越强大
对楚不利，不封无诸为王，而欧摇则仅
为都尉。项羽的狭隘使无诸与欧摇十分
不满，在随后的“楚汉战争”中引兵垓
下，助汉高祖刘邦击灭了项羽的楚军。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封无诸为闽越
王。公元前200年，欧摇受封为“海阳齐
信侯”，时称“闽君”或“闽越君”。汉
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年），汉廷以“举
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欧摇功多，其民便
附。乃立欧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
号为东瓯王”。自此欧摇定都东瓯（今温
州市境内），重建东瓯国，成为瓯越中兴
之祖。汉初因功对无诸和欧摇封王，
闽、瓯两地保留了越人的自治，并不完
全服从于中央汉廷。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二
月，吴王刘濞起兵叛乱，当时的东瓯王
举兵胁从，史称“七国之乱”。据《史记
•东越列传》记载，吴王被太尉周亚夫
与大将军窦婴在丹徒击败投奔东瓯国
后，汉廷密使游说东瓯王欧贞复，于是
东瓯王弟“夷鸟将军”欧贞鸣乘劳军之
际杀了刘濞将功折罪。事后东瓯王封为

“彭泽王”，欧贞鸣封为“平都王”。
“七国之乱”失败后，吴太子刘子

驹逃亡至闽越国，并得到保护。因刘子
驹的挑拨，汉武帝建元三年 （公元前
138年），闽越、东瓯发生内讧，闽越王
郢出兵围住了东瓯城，年迈的东瓯王欧
贞鸣马失前蹄，战死在海涂中。汉武帝
派中大夫严助从会稽发兵，从海路驰援

“东瓯国”，闽越军闻讯撤退。东瓯国新
君欧望迫于闽越压力，“请举国徙中国
（汉朝），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率
领其民部属4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
流域的庐江郡 （今安徽西部的舒城地
区），并被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从
此在汉朝行政图上取消了，但瓯越人仍
居住于王国故地，并多有人为避战乱迁
徙至周边东海各岛群。

玉环的瓯越人也许继续在此生活，
并向环西小岙一带蔓延，也许他们也随
着东瓯国的迁徙远离了这片故土，也许
他们因为两千年前东南沿海的那次特大
洪潮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玉环成了没
有人烟的荒芜之地，即使如此，这块土
地的管理依然进行着。东汉建武六年
（公元 30年），回浦县并入鄞县，玉环就
成了鄞县回浦乡地。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复析回浦地为章安县，玉环又成了
章安县东瓯乡地。永建四年 （公元 129
年），析东瓯乡为永宁县（包括今温州市
辖地），属临海郡，玉环又归属永宁县。

玉环这块膏腴之地不可能荒芜得太
久，在东汉末年，又开始有人类活动。
1991年在大麦屿街道陈北村出土了一只
盖有铜镜的陶罐，陶罐内有五铢钱，铜
镜为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铜镜外圈上
有“建安十七年”铭文，可能是东汉末
年战乱，人们为了躲避战火将这些家当
埋藏在地下，待来日安定后再将它取
出，却不知这一等待就是两千年。

三国时，玉环属吴国管辖范围，为
临海郡永宁县地。远离战场的玉环成了
世外桃源，大量的人口聚居在双庙、前
塘垟一带。传说方士葛玄也来大雷山筑
室炼丹。在双庙、前塘垟等地出土了天
玺、天纪、太康等纪年墓砖，这些砖室
墓说明了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已
经有一定的规模，且形成了社会层级。

西晋末年北方动乱，豪门士族纷纷
挈携宗族、乡里、部曲南迁。东晋太宁
元年 （公元 323 年），分临海地立永嘉
郡，以永宁县为郡治。宁康二年（公元
374年），分永宁地置乐成县，玉环属乐
成县，隶永嘉郡。据 《玉环厅志》 记
载：《登真隐诀》 云郗司空先立别墅于
此，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现在，
亦见《事类统编》，今不知所在，或云即
西青山上，有古碑，今失。由此可知临
海太守郗司空 （名愔，约公元 310～380
年间人） 率先在木榴屿设庄园建别墅，
随后居人数百家。至隆安五年（公元401
年）孙恩起义失败，其部将孙安捣毁郗
司空庄园（即别墅），玉环因战乱而人口
四散。1992年在前塘垟发现兴宁元年(公
元 363年)纪年砖砌水井和元康五年、兴
宁元年等纪年墓砖，并在西青岭岭脚村
无边山发现2座西晋时期墓葬，墓砖为元
康八年龙纹噬人头纪年砖，说明了当时
玉环已经有一定人口数量，这些南迁的
中原人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交
流与融合，出土的瓷器也表明这群人并
非是我们所认为的贫困不堪，每天为果
腹而不辞辛劳，而是延续中原晋朝的生
活水平，颇有一种高逸的风情。

南朝刘宋永嘉太守谢灵运、颜延之
先后曾来玉环游览，并留下诗词。由于
常年的战乱，以及统治阶级的大力倡
导，南朝的佛教发展迅速，唐代诗人杜
牧的《江南春》一诗中，“千里莺啼绿映
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那个时代佛教
文化盛行的最好写照。在兴盛的佛教文
化背景下，有人就在玉环的伏虎山（今
楚门芳杜）悬崖峭壁间凿刻了三尊大佛
（三世佛），左阙左耳，中阙鼻，右阙右
耳，中间佛像有阿难、迦叶两胁侍，名
谓石佛阙，文革期间被炸毁，仅剩佛头
一颗。传说萧梁方士陶弘景居木榴山修
道炼丹，并携弟子周子良东游海岳，游
屐于大雷山。

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年），更永宁
县为永嘉县，隶括州。开皇十年（公元
590年），会稽高智慧举义兵败，从海上
逃至永嘉，上柱国招讨大将军杨素蹑从
之，再败智慧，擒获数千人，战场为玉
环海域，并有军队驻扎在玉环岛上。十
二年 （公元 592 年），乐成县并入永嘉
县，玉环为永嘉县地。

唐武德五年（公元 622年），分括州
置东嘉州，析永嘉置永宁、乐成二县，
玉环属乐成县，隶东嘉州。七年，乐成
县并入永嘉县，玉环属永嘉县。贞观元
年（公元 627年），废永嘉州，永嘉隶括
州。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置温州。天
授元年（公元690年）复置乐成县，隶温
州，玉环复为乐成县地。乾元元年（公
元 758年），乐成县及玉环境为温州靖安
军辖区。开成二年（公元 837年），青马
西青岙一带 （明永乐 《乐清县志》 称

“玉环乡南社铁场”）建南保安院（宋改
名普济院）。据日本内阁文库藏钞本《安
详寺惠运传》记载：仁明承和九年（会
昌二年，公元842年）八月二十四日，日
本学问僧惠运浮海抵达大唐陆岸温州乐
成县玉留镇（当即玉环）府头前（仅为
孤证不能作为玉环建置依据）。玉环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靠埠点，玉城街道东门
社区矮山头出土唐代长沙窑执壶为唐代
外销瓷。这件唐代晚期的执壶，流口与
双耳下的腹壁各贴印花一朵，嘴下为狮
子、耳下为缠枝葡萄，贴花处饰以褐
斑，为晚唐外销瓷中的精品。

咸通间（公元860～873年），僧启爽
于大竹冈西岙（今楚门东西村西岙）刘
氏宅建灵山寺。1978年在芦浦分水山麓
出土一坛唐“开元通宝”铜钱，约数十
斤。据此可知，唐中晚期来玉环定居之
人并非少数。

唐末、五代及北宋初，中原多故，
尤其闽地战乱不休，闽南及各地官民为
避战祸来居浙南沿海地方者甚多。五代
时，玉环属吴越国，隶靖海军。后梁开
平二年（公元 908年），武肃王钱鏐避梁
太祖父朱诚名讳，改乐成为乐清，玉环
隶乐清县地。玉环也因避钱鏐名讳，由

“木榴”改称“玉环”。
据宗谱资料记载，那时仅港北，先

后来此定居的家族，已知便有孔、林、
戴、张、邵、郭、赵等姓氏。港南因明
清时墟弃三百余年，人烟流散莫返，无
宗谱可考，惟 《介庵集·陈云松墓志
铭》记载，其陈氏祖乃于五季时自闽之
长溪迁来居玉环东柽（即当今沙鳝之东
青），又明永乐《乐清县志》记载，玉环
乡南社有灵峰院、谷顺院、福严院、福
生院等佛寺院，均建于五代天福年间，
足见当时港南居住的人口亦不少。值得
一提的是，1983年福山出土的五代凤穿

牡丹纹青瓷碗，做工精细，釉色光亮，
是难得的青瓷珍品。

宋，乐清县玉环乡，分两个里：即
金钿(今龙溪镇风凰山一带)上里，金细下
里。又玉环乡有“南社”“北社”之称，
玉环本岛地区为南社，今楚门半岛地区
为北社，然始于何时则无法考证。

北宋时，玉环为乐清县玉环乡之一
部分，隶两浙路应道军。北宋初玉环岛
上置有密鹦盐场 （在今玉城街道前塘
垟、环西、密杏、后𡋟一带），直属两浙
路蒲门司温州天富南北监，为浙江省四
盐场之一，声名过于永嘉盐场。密鹦盐
场先隶温州天富南北监，咸平三年（公
元1000年），密鹦盐场升改天富北监，隶
两浙路蒲门司，可见其发展迅速。《钱溪
赵氏宗谱》记载，当时温州等地有常年
来玉“生理”船只，人称“玉环舡”，可
见当时玉环商贸之隆盛。至南宋乾道
初，“北监至有市肆千余家”。再说港
北，蓝田、石龟、灵山等地已出现筑坝
拦水，围海造田等水利农田建设。咸平
元年至乾兴元年（公元998-1022年），蓝
田（楚门镇田岙村）中岙沙地林氏，因

“水巨襄陵、房屋湮没”遂筑堡以捍御，
所以名“沙地塘”，为港北筑塘之开始。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戴明于楚门东
西村东岙建皆山书院，为玉环最早书院。

治平二年（公元 1065年）兰田（今
楚门镇田岙村） 出了个榜眼，官至侍
郎、秘书给事黄门。至南宋，竹冈、兰
田、枫林、垟根、钱岙、金钿一带人口
已相当繁密，灵山寺及竹冈一带成为了
文化中心。灵山寺前有三板桥、十八
踏、九株樟、七枝塔、倒鼻山塔等景物
建设，终年香火缭绕不绝。《钱溪赵氏宗
谱》有一则不经意记载：“一日过池头，
见众妇女嘻嘻笑笑，接踵偕行，称往灵
山寺拜佛。细窥其中，半师乡里少年佳
人。”由此可见当时灵山寺之盛况。其隔
山，东南枫林已建成一盐场（人称“枫
林”下场），北边徐都、芳杜一带则有赵
氏所建长乐亭、樊轩、静轩等文化景
观。金钿则为楚门港 （即今称之漩门
港）南北（金钿上里、金钿下里）之交
通枢纽，已知建有金钿庙。楚门成了军
事要塞和总督府演兵练武的场所。

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玉环
复为温州乐清县地。咸淳元年 （公元
1265年），温州改为瑞安府，玉环属瑞安
府乐清县地。

嗣后，港北一直持续发展，直至清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而港南则遭
受了两次重大变故。特别是第二次，使
历史再次中断340余年。第一次为南宋乾
道二年（公元1166年），秋风之夜，玉环
岛上狂风骤雨并海溢。溺死者数万人，
天富北监千余家市肆皆空。据前塘垟盐
业遗址调查显示，大量的瓦砾堆积在遗
址的上层，砖和瓦砾之间夹杂着了大量
的海洋贝壳类动物生存的痕迹，由此可
知在较长的时间内，原本的盐场成了潮
间带，贝壳等海洋生物又在这里繁衍生
息，也足以证明乾道二年那场灾害对玉
环的打击。至四十年后的开禧二年（公
元1206年），濮阳（今河南）李宽奉命知
监事，来此恢复天富北监（此时盐场已
由民众逐步恢复），于高燥地方，立栋宇
坊巷，闾伍麟次，使监市重建如旧。据
出土文物推知，其时监市、商埠已转移
至今玉城街道沙岙、东青一带（当时称

“青岙”），而制盐的场地也转移到了龙
溪镇桩头一带。

此后 200余年经元至明初，“青岙”
一带便成了玉环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
高度密集，工商航旅各业都集中于此，
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最有力的证据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个区域内出土了
大量南宋至明洪武年间的铜钱以及盆、
罐、碗等生活用具，并 36口古井。故南
宋末，益王、广王等一行人自临安出逃
永嘉，能潜居青岙月余之久。据陈高
《重建灵山寿星寺记》，元末，玉环各岙
有人烟数千家，有著名佛寺宫8处。

元时乐清县玉环乡，因宋制，亦分
金钿上、下里，沿称“南社”“北社”。
元末，进士建宁路总管徐尹坤避居芦岙
上金。

明初，温州路改为温州府，玉环乡
为温州府乐清县一部分，是乐清县六乡
之一，全乡分北社与南社。明洪武十四
年（1381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11
户为一甲，110户为一里，并立都图，玉
环乡有 5都，其中北社有 3个都 33个图，
每图110户，计有3630户，约16500人左
右，每图一里，里名如下：樊塘、芳
杜、钱岙、清港、徐都、三山、枫林、
小闾、箬岙、陵门、水动、章岙、田
岙、竹冈、蒲田、金钿、郑岙、桩头、
渡头、下岙、羊坑、横山、邢田、芦殊
（温岭市岙环）、江绾（温岭市江湾）、上
湾、横塘、陈司徒、鱼井、后湾、炎
岙、石龟；南社有两个都，即三十五都
与三十六都，图、户数无考，地在玉环
岛及洞头诸岛。洪武二十年（1387年），
为避倭寇扰边及防止方国珍式人物再
生，朝廷命信国公汤和视察沿海，徙海
岛居民于内地，楚门港（今漩门港）以
南玉环本岛等海中诸山全被迁弃。据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汤和曾于漩门南
岸勒石历禁：“居者死，耕者断足”。沙
岙一带所有水井都被人为填平，上面全
部用石板覆盖掉，可见当时岛民被强行
迁徙，情状十分凄惨。这便是自南宋后
港南玉环岛历史上的第二次变故和挫折。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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