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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美国旅游──重游华盛顿 

2015 年 4 月 13 日我们又来到波士顿。4 月 19 日---26 日外孙放春假一周，

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开车去华盛顿 DC 旅游。 

女儿、女婿有个朋友在新泽西，我们先开车 5、6 个小时到他家，在那里住

一晚。好朋友久别重逢，其乐融融。 

朋友家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可谓豪宅，占地 9.5 亩，真是庭院深深。估

计前一任主人也是中国人。整栋房子的装饰，随处可见浓郁的中国气息：美国式

的大门边有一对石狮子，它们忠实的守着家门。宽阔的庭院中央有一个喷泉，喷

泉边有一个青花瓷的圆桌和四个青花瓷瓷鼓，另一侧，则是一个西式的秋千摇椅。

四周是参天的大树围绕，好一个中西合璧，优雅、宁静的世外桃源。

 

 豪宅内巨大的院落和中国风格的瓷桌凳。 

 

 第二天在朋友的陪伴下，我们到普林斯顿大学参观。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是美国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 

    学校于 1746 年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创建，是美国殖民时期成立的第四所

高等教育学院，当时名为“新泽西学院”，1747年迁至新泽西州，1756年迁至

http://baike.haosou.com/doc/5482234-5720146.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211816-224043.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430830-4638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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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并在 1896 年正式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 2013世界大

学排名中位列第 6，最新美国综合大学排名第一。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是造就

了爱因斯坦，李政道、杨振宁等多位伟大的科学家。 

 
 一家人在爱因斯坦塑像前合影。 

校园里景色幽雅，古色古香的建筑四周绿树成荫。路两旁的樱花开得正旺， 

一条粉色的樱花通道伸向远方。人们在这花的海洋里徜徉，尽情享受春天的温

馨，美好。草坪中一棵棵粉色的花树，美得醉人。这树像垂柳一样，丝丝细枝

垂下来，随风摇摆，婀娜多姿，但树枝上不是柳叶而是粉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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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垂柳一样随风摇摆的一树花朵，太美了。 

告别了朋友一家,我们继续南下,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 华盛顿 DC。 

美国首都华盛顿我曾随旅行团来过两次。但都是走马观花，每个景点只有二、

三十分钟。所以只能匆忙照个相。这一次不同了，我们要在华盛顿住好几天，是

真正的深度游。而且我们住的宾馆在市中心，就在国会山庄旁边，步行就可以到

达每个景点。 

这次到了华盛顿才知道，华盛顿是一个大概念。真正的华盛顿是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 DC）。白宫、国会大厦和重要的国家政权机构，都在特区范围内。特

区设有华盛顿特区政府。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地区，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

行政上却是归三个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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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DC 地图 

 

华盛顿 DC最中心的建筑是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碑的北面是白宫，南面是杰

弗逊纪念堂，西面是林肯纪念堂，东面是国会山庄。五角大楼、国会图书馆、国

家科学院、航天博物馆、美术博物馆、国务院等也都集中在这里。 

    华盛顿纪念碑在一座小山上，高 161 米，建成于 1884 年, 很壮观。纪念碑

是华盛顿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特区规定，市区任何建筑不得高于纪念碑的高度。

仔细看纪念碑，上、下的颜色略有不同，1854 年，由于美国南、北两方，面临

分裂的危险，华盛顿纪念碑被迫停建。这时纪念碑已经建造了大约 50 米高，它

停下来，注视决定美国命运的南北战争。以林肯为首的北方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

利。战后，象征着国家统一、富强的华盛顿纪念碑续建工程再度提上日程。但原

来的石材找不到了，只能用颜色略深的石材，所以纪念碑下面比上面颜色要浅一

些。 

    纪念碑周围一圈，飘扬着 50 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代表美国 50 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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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最高建筑：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纪念碑是为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建造的，它位于华盛顿

市中心，在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的轴线上，是一座大理石方尖碑，呈正方形、

底部宽 22.4 米、高 161 米，是世界最高的石制建筑。 

到过华盛顿的很多人，当然我也在其中，都以为纪念碑只是一座大理石的石

碑，只满足于远远的照相留念，表示鄙人曾经到此一游。直到这次深度游，才知

道纪念碑中间是空的，有 50 层铁梯，可拾级而上。也有 70 秒到达顶端的高速电

梯。2011 年弗吉尼亚地震，把纪念碑震出了 150 多条裂缝，导致纪念碑无限期

关闭。后来美国政府用了很长时间、耗巨资维修纪念碑。2014 年又重新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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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纪念碑顶部的观光窗口。 

由于纪念碑内部的容量有限，参观的人数严格控制。需要事先领票，每人

可以领五张。如果去晚了，就没有希望了。女婿提前起床先去领票，领到上午

9:30的票后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按时过去，排队时一位穿了防弹背心、约四十

多岁的女士在值勤，给大家讲解纪念碑的历史和参观注意事项。 

通过安检进到纪念碑腹内，电梯来了，我们进入电梯。一位帅气的白人小

伙子给我们讲解：纪念碑内壁砌的是当年世界各国及本国各州赠送的 189方铁

铸文及石刻......，转眼间到达碑顶。顶端的四面斜坡墙上各有两个观光的窗

口，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我们依次望去：哪个方向都太壮观了！

通过这八个小窗，可以眺望华盛顿全城、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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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纪念碑顶，看杰斐逊纪念堂。 

 

从华盛顿纪念碑到国会大厦，是一条直线，中间是开阔的广场。说是广场，

却不同于天安门广场，实际上是一片草坪和巨大的水池。 

我们乗电梯下来，忽然电梯停住了。电梯外面灯光大亮。原来电梯的四壁

是玻璃的，可以看到外面，各国赠送的铁铸文及石刻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碑的第十层的西壁上，嵌着一方十分奇特的花岗岩石碑。此碑周边刻有

僧侣、龙、斗士及精致花纹，碑文用东方特有的方块汉字写成，全文是：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华盛顿，异

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

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

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

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

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

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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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纪念碑内壁上，镶嵌的中国赠送的石刻。 

 

惊奇之余我真的很感动：第一，感动于华盛顿的伟大。华盛顿 1789年当选 

美国首任总统，1793 年再选连任。由于他对争取美国独立、发展美国经济、建

设民主法制和巩固联邦基础所作的贡献，被美国人尊称为“国父“。1797 年两

届任满后，华盛顿拒绝再参加竞选，隐退回乡。此举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摒弃终身

总统制及和平转移权力的范例。他没有永远把持政权的野心，既不想做国王，又

不想当独裁者。他开创了主动让权的先例──一个至今美国仍然奉行的先例。第

二，感动于我们的老祖宗在清朝就渴望废除帝制，废除封建统治，佩服、向往、

推崇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第二站是国会大厦。美国的国会大厦相当于我国的人民大会堂，建

筑很宏伟，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高高的圆顶，圆顶上有一尊自由神像。圆顶

大厅是国会大厦的心脏。这里是举行各种隆重仪式的地方，来访的外国元首在

这里受到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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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宇轩昂的国会大厦。 

从地面到大厅的天蓬，有 180英尺。天蓬上画了华盛顿羽化登仙图，描绘

乔治·华盛顿被环绕在美国民主和技术进步的象征之中。 

大厅周围挂满了记录美国历史的巨幅油画，大厅周围站立着一些著名人物

的全身雕像。进大厅前每人发一副耳机，讲解员通过她的对讲机给一批一批的

参观者讲解。我数了一下，同时有六位讲解员在认真地讲解和回答问题。因为

是对讲，她的声音并不大，但她的组员听得清清楚楚，并不互相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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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气的外孙一边听讲，一边替讲解员按电梯 

发给参观者的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能够将国会大厦保持成为对参观者

罕加限制的大楼，国会以此为荣。” 

从国会大厦的地下通道走过去就是国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立图书馆，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是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1800 年迁往华盛顿，主要为国会服务，并担负着美国国

家图书馆的职能。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下，通过公众基金、美

国国会的适当资助、私营企业的捐助及致力于图书馆工作的全体职员共同努力

建成的，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联邦文化机构，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宝

库，是美国知识与民主的重要象征，在美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保存各类

收藏近 1 亿 2100 万项，超过三分之二的书籍是以多媒体形式存放的。其中包括

很多稀有图书、特色收藏、世界上最大的地图、电影胶片和电视片等。 

 

 

  国会图书馆外景。 

 

 从创馆之初，国会图书馆就以保存全人类的知识为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

包罗世界各国、各地的文明和知识精华的馆藏。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藏当中，三分之一是英文资料，三分之二是英文以外

其它语言的资料。它可以说保存着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种族、语种的文

献。它收藏的各国的书刊资料，其数量常常可以和资料来源的本国所藏的相匹

敌。举例说，中文、俄文、法文、日文、韩文、波兰文的文献是中国、俄罗斯、

法国、日本、韩国、波兰以外最多的，阿拉伯文文献是埃及以外最多的。世界

上最丰富的犹太文献也被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96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8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44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1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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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年满 17 岁，并持有照片的正式身份证明者，都可以向美国国会图书馆

申请办理免费阅读证。 

 

  国会图书馆内，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蔚为壮观。 

 

 在我的倡议下，我们一家又参观了越战纪念碑和韩战纪念园。 美国首都华

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越战时期服役于越南的美国战士的英勇牺牲而建

的。 闪闪生辉的黑色大理石墙上，依战士慷慨赴义的日期为序，刻划着就义者

的名单。著名美籍华人女建筑设计师，美国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林徽因的侄女

林璎，近日获美国国家艺术勋章，奥巴马亲自为其授勋。 

 

http://baike.haosou.com/doc/4536621.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536621.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86741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053295.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4614148-4826512.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822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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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刻着所有阵亡将士名字的越战纪念碑，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韩战纪念园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19 个与

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 第二部分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第三

部分，是一组置于地面的小方座。 

 

 黑色花岗岩韩战纪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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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次参观由于时间紧，只看了第一部分的雕塑群，这次仔细的看了第二部

分：第二部分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

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

都是根据韩战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

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著人们的脚步移

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们仿佛置身战场，再次领

略到战争的残酷。这座墙的尽头，是整个纪念园的点睛之笔，上书“freedom is not 

free”，中文译为：“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自由不是免费的”。 

 在华盛顿 DC 我们还参观了自然博物馆、航空博物馆、美术博物馆。所有藏

品都是首屈一指，真令人叹为观止。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钱币博物馆。 

 所谓钱币博物馆，实际上是美国造币局下属的博物馆之一。造币局是世界上

最大的国家造币厂，总部就在华盛顿。我们参观的钱币博物馆还是一个印钞厂。

开始大家看了一段幻灯片，介绍了博物馆的历史和一些设备，技术。紧接着参观

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最后，也是最有趣的：我们参观了钱币的整个印刷过程。

看见一大张白纸（当然不是普通的纸），如何变成一捆捆的美元。工人们的工作

室是被玻璃密封起来的，参观者站在窗外的特制的通道上，通道远远高于工作室，

工人好像在地下室里一样，因此可以看的很清楚。工人们不时的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只看见他们有趣的动作，却听不到声音。 

只可惜博物馆有规定这里不能拍照。 

 

看! 我的钱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在华盛顿 DC 还有一件趣事。参观结束后，我们想到中国城吃中餐。女婿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9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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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出租车。这时路边过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夫是一位白人“兄弟”，虽然风

吹日晒他的皮肤有些黑，但看得出他的年纪并不大。他与女婿热情的攀谈起来。

我虽然听不太明白，但看得出，他并没有忽悠我们一定坐他的车。出租车停下了，

这位“兄弟”知趣的离开了，大有买卖不成情意在的豪爽。不像北京的强买强卖。

结果出租车坐不下五个人，白人“兄弟”又过来了，也可能他早已算定我们迟早

要坐他的车。最后决定：为了好玩儿，我们带外孙坐三轮车，女儿、女婿坐出租。

“兄弟”热情的扶我们上了车，欠起了身子用力一登，车就像离弦的箭，嗖！嗖

的在马路上飞跑起来。外孙兴奋极了，欢呼着不断向他提问，“兄弟”也异常兴

奋，不时扭过身回头和外孙聊，我望着身边比比皆是的、比我们高的多的观光大

轿车，害怕极了。这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车虽然没有北京多，但也不少。何况，

马路上根本没有非机动车道！！“兄弟”在汽车间钻来钻去，甚至骑到了左边最

快的车道里，还经常回头聊天。我紧紧的楼着外孙，随时准备用我这条老命保护

他的安全。终于看到中国字了！中国城应该就在眼前了！忽然看见了女儿、女婿

的身影，我连忙大声喊：“OK，Stop！Stop！”，（行了，停车！停车！）说时

迟那时快，他一脚刹车，三轮车稳稳的停在女儿、女婿身边。女儿也惊魂未定的

说：“从出租车上看到他的骑法，真后悔让你们坐！”看来，这位“仁兄”真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技术超群呀。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在华盛顿坐人力车历险 —— 女婿给我们抢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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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之旅进入尾声，遗憾的是没能到白宫里看看。白宫本来是可以参观的，

但要提前两个月预约。所以只能望宮兴叹了！感到高兴和不解的是：几天的参观

游览竟没有花一分钱门票钱。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顺便遥望了一下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坐落在华盛顿附近

一个叫惠灵顿的小镇，是美国国防和军事的代名词，也是美国霸权的象征。 

 本来，游人是可以进入五角大楼里面参观的。现在，因为反恐，不让到内部

参观了，但可以沿大楼转一周。大楼四周有钢铁围栏，参观者只能沿围栏走。我

们开着车围绕着五角大楼转了一圈。经过五角大楼大门，当然是警卫森严。五角

大楼有多大？我数了一下，一面的墙的窗户有九十多个，长度估计近二百米。 

 

     遥望五角大楼。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 1776年华盛顿率军渡河的地方。 

   德拉华河静静的流淌。河西岸属于宾夕法尼亚州，河东岸属于新泽西州。现

在，为纪念 1776 年 12月 25日风雪之夜华盛顿率军渡河偷袭英军，将德拉华河

两岸的公园合二为一，修建了华盛顿渡河村州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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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背后就是新泽西州，面前是宾夕法尼亚州。 

    公园里有座博物馆，我想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博物馆。参观者前后也仅

有七、八个人。但工作人员异常认真的为我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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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后的小房子，就是华盛顿渡河博物馆。 

 

当年华盛顿任“大陆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吃了数场败仗，被迫后撤。士兵

们再有六天就服役期满，士气低到了极点。时值圣诞，风雪交加。英军觉得这么

恶劣的天气又是圣诞节，就放松了警惕。为了提振士气，华盛顿决定在如此恶劣

的天气下连夜渡河。华盛顿率领的战船载着 2400 名官兵、200 匹马、18 门大炮

横渡德拉华河。将士们向下游行军 8 公里后，在特伦顿地区遇到黑森雇佣兵，并

与之交战。最终黑森雇佣兵死亡 30 多人，而大陆军士兵只有 2 人因为严寒而死，

战役中无人死亡。 

华盛顿在 1776 年圣诞节发起的那场渡河战役扭转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局面。

因此，为纪念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数百名美国民众走上街

头，聆听华盛顿的扮演者表演当年华盛顿鼓舞士气的演讲，观看其指挥 3 艘舰船

从宾夕法尼亚州横渡德拉华河至新泽西州。 

听完了工作人员的讲解，我在留言簿上留言, 首先盛赞华盛顿的伟大，同时

也对博物馆和工作人员给予了热情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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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里的展品。 

 

    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的总司令，在 1787年组织了制宪会议，1789

年当选了美国第一任总统，1793年连任。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

不再续任，隐退于弗农山庄园。他扮演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中最重要的角色，

故被尊称为美国“国父”，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与尊重。同时也受到几百年以后

的今天的世界人民的尊重与爱戴。学者们则将他和亚伯拉罕·林肯并列为美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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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率军渡过的德拉华河。 从此，他一路过关斩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旅游真好！不但强身健体、心情愉悦，还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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