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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二年 （1476 年），将乐清山
门、玉环两乡六都地隶太平县 （今温岭
市），属台州府，玉环乡北社地区遂归太
平县，编为太平县二十四、二十五、二十
六3个都。二十四都凡九图，为原乐清县
三十二都，管 5村：芳杜、三山、前岙、
徐都、溪沿；二十五都凡六图，为原乐清
县三十三都，管 7村：田岙、路上、枫
林、都顿、岭下、寨门、蒲桐；二十六都
凡五图，为原乐清县三十四都，管 7村：
水桶岙、沙头、南山、垟坑、邢田、罗
徐、江绾，上述村中寨门、蒲桐、邢田、
罗徐、江绾5村在今温岭市岙环和江湾境
内。时玉环乡南社仍荒弃。

再说港北，自宋经元、明及清初，社
会一直较稳定。元末明初，虽内地烽烟再
次大起，而今玉环为方国珍义军所割据地
内，仍较安定，各地避乱者仍有一些来此
暂居。其时，港北海涂被大规模围垦拓
展，先后围成 20余条塘坝，耕地面积迅
速扩大。由此，人口日众可想而知。明永
乐五年编《云松巢集·二·送天衢首座还
故山》 诗注云：“凤凰山元时为航商所
集。”港南青岙一带北监监市发展、繁荣
同时，港北凤凰山即金钿山（今龙溪镇马
头山）一带与之相呼应，业已发展成商贸
兴盛的港埠，其人口亦可与港南相匹。又
明洪武二十年港南被迁弃，居民被强行内
迁，其无所投靠就近止于港北者定为不少
（如小筠岗李氏）。且楚门老岸横山（今楚
门镇西青山）置楚门御倭水军千户所，始
属盘石卫，后隶松门卫。港北安全得到了
保障，其后人口发展必当更快。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大风雨，
海溢，漂沿海居民，田地无算。次年如
之，乃三江、大嵩、前塘、能仁 （徐都
塘）等塘都尽坏。

户所一带堤塘田亩被冲毁，军民从此
上岛冒禁耕种。至万历间，仅太平人垦种
的田地就有 6000余亩，并搭盖有季节性
临时居住茅棚 53座。又福建渔船常来周
围捕鱼，临时搭寮居住更是常事。亦有清
初郑成功水师、军旅常活动、驻扎于此。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船十余艘
以惯用“流寇”方式，泊岸登陆梅岙，滋
扰玉环，戚继光派兵杀贼，在披山、白水

洋、梅岩、垟坑、长吊洋、沙镬洋等处，
击毙倭奴达数百名之多。对于开垦玉环，
在《南北略》上有简短记述。据该书所
写，那是弘光年间的事，因彼时环境特
殊，拓殖计划，都受到意外打击，而无一
实现，所以有“旋开旋弃”，朝令暮改，
玉环依然不能顺利开垦生息。

万历年间，开屯玉环山之计划，又甚
嚣尘上，朝廷委派王一麟主持其事，均因
主管忧虑而未成。但太平和乐清民众，时
有上岛偷耕窃种，遂形成玉环本岛上“乐
南太北”分界，即分水山以东，桃花岭以
北属太平，余属乐清。

据《两浙海防类考》记载：万历十
年，温处参将沈思学督率兵员，战于玉环
坎门，擒获倭寇二十名，从贼十九名，夷
妇二口，首级五颗，倭船二只，夷器一百
五十三件。

万历二十年 （1592 年），玉环山田
5773亩，地340亩，垦民搭厂53座，并建
有河闸斗门等水利工程。

清初至顺治六年（1649年），港北地
区仍为台州府太平县地，为南明福王、鲁
王控制。福王弘光年间，曾颁令开屯玉环
等山，未遂。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
郑成功抗清屡攻沿海，民众多有接济，清
廷命尚书苏纳海撤边海三十里地居民而虚
之，居民内迁，楚门港以北玉环乡地遂遭
遗弃。迁遣之日，一旦命下，室庐一空，
榱题画栋，尽付一炬，转眼间井里丘墟，
瓦砾荆榛，黎民四散流亡他乡，死生莫
知，从此，玉环全境廖无人烟。

康熙元年（1661年），在楚门城内建
广盈二仓，用官钞籴米入储，以便荒年。

康熙八年（1669年），在竹岗（今楚
门镇东西村东岙）设防，九年建寨。于是
旧日徙民，恋故土者得以复归，然仅什一
耳。当其时也，“草昧初开，斩荆棘，辟
草莱，余孽尚多末息，日炊茅蓬，夜宿深
山，犹有风声鹤唳之惊”。二十二年，郑
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港北迁界始得开
复，移民重返家园始得渐增。然因海塘早
被潮水冲决塌坏，土地仍为荒涂，故返土
者终不甚多，且多落居于大小竹岗山边及
金钿一带。港南则仍未展复。福建惠安崇
武渔民徙坎门钓艚岙等地，根据玉环的渔
业生产特点发明了延绳钓技术。

清雍正年间玉环展复前，玉环乡有三
都，分别为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六
都。二十四都，凡两图，管三山、芳杜、
前岙、徐都、溪沿 5村;二十五都，凡一
图，管田岙、路上、枫林、都顿、岭下
(以上 5村为今沙门镇地)、寨门、蒲洞(以
上2村为今温岭市岙环镇地) 7村；二十六
都，凡一图，管沙头、罗徐、邢田(以上3
村今为温岭市环镇地)、江绾(今温岭市江
湾)、南山、水桶岙(以上 2村今为沙门镇
地)、垟坑(今干江镇地)7村。

雍正三年（1725年），平阳籍闽人华
文旦、姚云等 60余人，到玉环岛住垦，
并告请开复，被台州制台、太平县主等否
决。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浙江巡
抚李卫派员查勘玉环山,并提出民众到玉
环山开垦需出示原住地官府提供的“良民
证”后，实行“保甲制”管理,在玉环岛
黄门、坎门两个隘口设卡防私米入海，在
玉环设同知官署，参考宁波、定海、舟山
岛成功开垦案例。于雍正五年（1727年）
奏请雍正帝展复玉环山，要求清廷割乐
清、太平两邑之地，建设厅治，并于三月
选调桐庐县知县张坦熊署理太平县事兼理
玉环垦务。雍正五年十月，李卫再次向雍
正帝提出“请展复玉环山奏议”。 雍正六
年（1728年）三月二十四日，经户部议准
后，雍正帝亲批“准如所请”“指示施
行”，正式批准展复玉环山，将太平县之
楚门老岸、南塘、北塘、芳杜、东岙、密
溪、桐林，乐清县之盘石、蒲岐、三盘、
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倶归玉环辖。
六月，置温台玉环厅，隶属温处道，规定

“关涉玉环事务者，温台两府属县俱听该
同知专行”，此为玉环设治之始。

玉环厅建置时基层行政区划为两乡、
两隅、廿二都、七十四村。桃花岭以北原
属太平者为北乡，管八个都；桃花岭以南
原属乐清者为南乡，管十四个都。东隅管
瑶岙村，西隅管洋岙村。第一都管正岙、
金鸡岙、打石仓 3个村；第二都管三峡
潭、仰天窝(河、湖) 2个村；第三都管渔
岙、小岙 2个村；第四都管塘垟 1村，以

上4都在城西南。第五都管蜜莺、后𡋟两
个村，旧属太平；第六都管双庙、水孔口
2个村；第七都管白沙坪、教场头、西潭
3个村；第八都管大里岙、小里岙、上朝
阳、下朝阳、老城头5个村；第九都管福
生寺、大陈岙、小陈岙、大麦屿、小麦
屿、蝤蛑岙6个村；第十都管大古顺、小
古顺、双条坑、鹭鸶礁、鲜叠、小额、南
大岙、小普竹、大普竹、西滩 10个村，
以上5都在城南。第十一都管东青、九子
岙、冷水潭、西青4个村；第十二都管沙
岙、后湾 2村；第十三都管琛浦、蛇屿、
芦岙、塘额 4个村；第十四都管芳杜 1个
村；第十五都管田岙、白干、小闾 3个
村；第十六都管洞林、密溪、绾山 3个
村，以上 6都在城东北。第十七都管蒲
歧、大崧、小崧、芙蓉4个村；第十八都
管大荆 1个村；第十九都管盘石、黄华、
歧头 3 个村，以上 3 都在乐清，都属寄
庄。第二十都管黄大岙、当铺基、灵昆、
铁炉头4个村，在城南海中。第二十一都
管上马石、大岙、后沙、田湾、打鹿坑 5
个村，在城东北海中太平。第二十二都管
苔山、茅岘山2个村。

时辖地周围 700余里，包括今玉环、
洞头 2县辖地和温岭县石塘，乐清县大
荆、芙蓉、蒲岐、盘石及瓯海县灵昆等
地，并招徕太平、乐清、平阳、永嘉、瑞
安5县良民到山报垦。张坦熊对玉环费尽
了心血，他招来各县居民5万余名，垦地
六七万亩，而且防守捍御，安内攘外，使
寄居玉环之民都得各安其业。“有田可
耕，有地可种，煎盐者共乐其生，网鱼者
各安其业，以衣以食，引养引恬，熙皞之
风，不再见于兹乎？”这是张坦熊关于展
复之初的社会写照。

雍正六年（1728年）创办义学，雍正
八年（1730年）开始兴建玉环厅城垣，雍
正十年（1732年）三月竣工，厅城近似方
形，用大块条石迭砌，北部城垣及门楼均
建于中青山山岗上，依山势而建，城周长
九百六十一丈五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宽
二丈二尺，城垛六百七十五个，每垛宽一
丈三尺八寸。东西月城三十八丈九尺。开
四门，东曰靖海门，西曰永清门，南曰镇
远门，北曰宁涛门。每门均有高大的门
楼，还有炮台、水门和盘诘厅。

乾隆六十年(1795年)，玉环厅同知杨
超鋆详请，以太平原辖之石塘、横门等14
山，系太平所管嵩汛，应仍归太平。经奏
准行，遂划太平。

至于文教方面，乾隆二十年 （1755
年），玉环水孔口 （今坎门街道水龙村）
潘光辉等请设玉环考试。经浙江巡抚周人
骥题准，开考设生员 4名，武生员 2名附
入温州府学。嘉庆六年（1801年）绅士戴
全斌、沈兰、吴屏藩、吴钟英、陈在熔等
呈请捐建玉环学宫，同知姚鸣庭详请巡抚
阮元、学政刘镮之奏准，原温州府学训导
冯至分驻玉环厅学，学额增至文 8武 4，
设廪生 8名，增生 8名，三年一贡，十二
年一拔贡，并于同年在玉环厅署东南（南
门） 营建玉环学宫。嘉庆八年 （1803
年），始建训导署，设训导 1人，嘉庆九
年五月，学宫落成，建有先师殿、大成
殿、名宦祠、泮池、棂星门、崇圣祠、明
伦堂、训导署等。嘉庆年间，玉环盗匪猖
獗，民不聊生，据《陈氏年谱》与《瀛州
笔谈》二书所载，竟有吴弗四、蔡牵、水
澳帮、小猫帮、补网帮、候齐添、卖油
帮、黄葵帮、邱獭帮、小肥饼等十几个帮
派。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县考进
学之需，桐林例贡生林植三独自出资白银
三千余两并亲自经理，于学宫东首建造

“考棚”，后环山书院迁入考棚。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玉环厅设劝导所，训导署
撤销。

光绪年间，玉环厅基层行政区划变更
为两隅、廿一都、一百四十九村。东隅瑶
岙，管东岙、中岙、西岙 3村，西隅洋
岙，管里岙、外岙2村。

第一都管金箕岙、打石仓、正岙 3个
村；第二都管三峡潭、仰天河2个村；第
三都管渔岙、小岙 2个村；第四都管塘
垟、陡门头2个村；第五都，管密莺、后
𡋟、礁头 3个村；第六都管双庙、小水
埠、水孔口3个村；第七都管白沙坪、花
岩礁、西潭、车水头、教场头、钓艚岙、
鹰捕岙 7个村；第八都管大里岙、小里

岙、黄门、上朝阳、下朝阳5个村；第九
都管福生寺、大陈岙、小陈岙、双峰、蝤
蛑岙、大麦屿、小麦屿、上青塘、下青
塘、连屿、白磴 11个村；第十都管大古
顺、小古顺、长山嘴、鲜叠、梁湾、双条
坑、鹭鸶礁、小额、三条青、南大岙、西
滩、蟹钳、码道头、大普竹、小普竹 15
个村；第十一都管东青、黄泥坎、九子
岙、龟山、鳝鱼头、西青塘、两青岙、乌
岩、冷水潭9个村；第十二都管沙岙、犁
头嘴、白岩、后湾4个村；第十三都管琛
浦、蛇屿、芦岙3个村；第十四都管芳杜
郑、前路、西林、西岙、庙湾、司台、彭
岙墩、樊塘、蛇头、钱岙、樟岙、垟根、
溪沿、徐都、清港、小蒲田、大蒲田 17
个村；第十五都管楚门、南北塘、天马
山、东西岙、田岙、彭家宅、小竹冈、山
对，塘垟、龙王、白干、小闾、山陈 13
个村；第十六都管渡头、山外张、小山
外、剩岙、龙过门、花岩浦、塘厂、塔山
头、密溪、山里、邱家岭、梅岙、盐盘、
垟坑、干江、水桶岙、樟岙、路上、大岙
里、都顿、司边、双屿、安宁、林门、南
山、箬岙、瑶岙坑 27个村；第十七都管
蒲岐、大芙蓉、小芙蓉3村都在乐清，属
于寄庄；第十八都管大荆 1村，在乐清，
属寄庄；第十九都管盘石、黄花、歧头 3
个村，都在乐清，属寄庄；第二十都管黄
大岙、铁炉头、三盘、沙角、状元岙、豆
腐岩、灵昆、当铺基、大门9个村；第二
十一都管茅岘山、苔山2个村。

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六年间，玉环可
能改称过玉环州。1981年，市委宣传部在
市政府大院内发现印有“玉环州城砖”字
样的城砖。1988年，玉环县文管会整理古
籍时发现一张光绪二十五年的祝文（祈祷
文），首句写道：“维大清国浙江温台分府
玉环州江北十五都……”，玉城街道潘汉
民家原藏有一块祖传楹联（下联），“□□
必昌不昌，祖有余殃，殃尽必昌”，落款

“玉环州兴安庄国学生潘维垣、孙□□、
曾孙江、孙怀德、曾孙允之同敬酬”。据
《玉环厅志》卷十四记载，监生潘维垣年
九十，五世同堂，玉环厅志成书于光绪六
年，而光绪十四年补刊的玉环厅志卷十六
全浙海图序落款，“光绪十有四年孟冬之
月知厅事保靖胡钟骏识”，即在光绪十四
年时玉环仍称厅。

上海申报 1890年 12月 8日（光绪十
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2页，“瓯海寒涛
○郭外峰司马钟岳听鼓瓯江，已阅□余寒
暑，历署玉环州篆，大有政声。公余之
暇，以吟咏自娱，尤工篆隶，不懈而及于
古，现因屠司马仙逝，奉委代理海防篆
务，自此得所藉手又展长才矣。”第一次
出现“玉环州”的字样。1907年1月16日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申报》第
9页，“温州官事○新任玉环州夏荫孙刺史
敬中，到温多日，因前任骆子倬刺史带印
上省，迄未任事 。”是《申报》最后一次
出现“玉环州”字样，期间又有出现玉环
厅，甚至一张报纸上同时出现玉环州，玉
环厅字样。

浙江图书馆藏戴尧仁所撰《玉环大筠
冈戴氏宗谱》抄本一册，卷末文章中三处
提到州字：“凡裨益于是州者，靡所不
为”“玉环新制弓丈，较太平亏短，州人
苦之”“于是州之人不颂张公之仁，而群
思金城之行”，据浙江图书馆著录信息得
知，该书撰于光绪年间。

虽然有大量文物证据证明玉环称过玉
环州，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清宫档案里找到
过玉环由厅改州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

“玉环州”的称呼是光绪年间玉环官民人
士对玉环的一种别称，并未真实地发生过
中央政府对玉环建置名称的更改。

光绪十五年秋，狂风暴雨，引发风暴
海啸，海浪席卷盐盘、芦岙等地，冲毁田
地，吞没房舍，死者甚多。

民国元年 （1912 年） 二月，行道县
制，玉环厅改为玉环县，同知改知事，县
城置朝珠城 （今玉城街道），隶温处道。
基层行政因循清末旧制，实行区(乡)地方
自治，县分11个自治乡(区)：城区、坎门
乡、南大岙乡、陈岙乡、楚门乡、芳杜
乡、都顿乡(亦称桐林乡)、密溪乡、三盘
乡、黄大岙乡、灵昆乡。民国三年(1914
年)取消自治。五年恢复自治。十二年，
县有自治区8个：城区、坎门区、南大岙
区、陈岙区、楚密区、芳林区、灵黄区、
三盘区。十三年调整为4个区：城区、江
南区、江北区、海山区。十六年前厅恢复
8个区。

民国十六年，废道尹制，县公署改为
县政府，知事改称为县长，玉环县属省。
民国十八年实行村里制(在集镇者为里，
在乡者为村)，县有108村里，各村里均立

“委员会”治事。其中千人以上的有82个
村、2个里、1个镇，其名为：垟金三渔
联合村、瑶岙村、陡密后塘联合村、东青
村、沙岙村、后湾村、深浦村、芦上村、
芦下村、大陡分村、乌鳝湾村、西青联合
村、南马滩村、小江村、大普竹村、茅横
坦村、青塘村、大麦屿村、大陈岙村、小
陈岙村、小古顺村、大古顺村、鲜叠村、
朝阳村、老城头村、楚门镇、附城村、筠
岗村、秋塘村、南塘村、中山村、胡泮
村、蒲岙村、大园村、柏前村、钱荼村、
樟洋村、徐都村、清港村、樊海村、悔花
山村、大溪岭村、果上村、应垞村、光上
村、龙岩山村、盐盘村、干江村、丽垞
村、果下村、里溪山村、北岙里、大三盐
村、东岙村、北元村、铁坑村、王乡村、
磁龙村、大米村、东山村、小苔村、角花
村、洞渔村、教场头里、竹艚岙村、鹰东
联合村、台前村、台北村、水孔口村、双
花村、里岙村、西潭村、鸡冠山村、岙潭
村、口筐村、大门村、浪岛村、砂长村、

豆腐岩村、中段村、上岩头村、南段村、
北段村、王相段村、西礁村。千人以下村
名无考。

民国十九年政府颁令改村里为乡镇，
下辖闾邻，县未及时推行。至民国廿一年
前后，始改置 7 个镇、120 个乡、1823
闾、8062邻。7个镇名称为：珠城镇、西
青镇、教场头镇、钓艚镇、北岙镇、楚东
镇、楚西镇。乡、闾、邻名称无考。

民国廿一年，设行政督察区，玉环县
属浙江省第十行政督察区。此后，所属行
政督察区屡有变更，至三十七年，属浙江
第五行政督察区。

民国廿三年七月七日国民政府颁令改
间邻为保甲，县设置 3 个区、28 个乡、
344保、3852甲，但实际未推行。至当年
十二月，据《玉环县全图》标载，县境分
4个区、6个镇、44个乡。其名称为;

第一区 (4 镇 10 乡)：珠城镇、西青
镇、教场头镇、钓艚岙镇、合潭乡、塘垟
乡、陡门头乡、花𡋟乡、水孔口乡、里黄
乡、双花乡、西潭乡、车首台乡、鹰东
乡。

第二区(12乡)：芦岙乡、沙浦乡、鳝
潭乡、青南乡、青福乡、普竹乡、麦屿
乡、陈岙乡、朝城乡、古顺乡、叠额乡、
海山乡。

第三区 (1 镇 11 乡)：楚门镇、芳杜
乡、清港乡、台専乡、徐樟乡、田岙乡、
外塘乡、密溪乡、干江乡、桐林乡、果丽
乡、鸡山乡。

第四区 (1 镇 11 乡)：北岙镇、鹿仓
乡、浪潭乡、荆门乡、元觉乡、霓屿乡、
三盘乡、北沙乡、东磁乡、西璞乡、南台
乡、洞屏乡。

民国廿四年复将坎门(即第一区)、陈
岙(即第二区)与县城合并江南区，区署设
县城；将楚门、盐盘 (即第三区)改江北
区，区署设楚门镇;黄大岙区(即第四区)改
三盘区，区署设北岙镇。乡镇改 77个，
详无考。

民国廿五年改 7个镇 43个乡。江南
区：珠城镇、西青镇、教场头镇、钓艚岙
镇、鹰东乡、车水台乡、西潭乡、里黄
乡、双花乡、水孔口乡、塘垟乡、陡门头
乡、合潭乡、花𡋟乡、沙浦乡、芦岙乡、
海山乡、鱔潭乡、青南乡、普竹乡、青福
乡、麦屿乡、陈岙乡、古顺乡、朝城乡、
叠额乡;江北区：楚门镇、清港镇、苔青
乡、外塘乡、田岙乡、桐林乡、果丽乡、
芳杜乡、徐樟乡、密溪乡、干江乡、鸡山
乡;三盘区：北岙镇、洞屏乡、东磁乡、
北沙乡、西璞乡、南台乡、三盘乡、元觉
乡、霓屿乡、鹿仓乡、浪潭乡、荆门乡。

民国廿八年五月重行整编乡镇保甲，
分编 1 个区、28 个乡镇、344 保、3852
甲。区、乡、镇名称为：

第一区(1镇 6乡)：环山镇、合垟乡、
普青乡、青南乡、沙鳝乡、芦浦乡、海山
乡。

第二区(1镇 5乡)：坎门镇、西台乡、
双龙乡、叠顺乡、里阳乡、陈屿乡。

第三区亦称“楚门区”(2镇6乡)：楚
门镇、清港镇、外塘乡、芳杜乡、桐丽
乡、密溪乡、干江乡、鸡山乡。

第四区亦称“三盘区”：(1镇 6乡)东
屏镇、南璞乡、黄香乡、三盘乡、元觉
乡、鹿仓乡、霓屿乡。

民国三十二年减为 336保、3807甲。
三十五年减为 316保、3791甲。三十六
年，又减至3636甲。

1949年 4月 7日凌晨，周丕振、郑梅
欣率领浙南游击队括苍支队，在中共玉环
党组织的配合下，攻克玉环县城，俘虏县
长毛止熙及下属 240余人，玉环解放，从
此玉环走向了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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