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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农山庄妇女协会

弗农山庄现为弗农山庄妇女协会所有并由其经管，

该协会创建于 1853 年。协会创始人安·帕米拉·坎宁

安（Ann Pamela Cunningham）女士通过向全美

妇女筹款，从华盛顿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座年久失修

的山庄。1858 年，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三世（John 

Augustine Washington III），也就是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的曾侄儿，同意以两百万

美元的价格，将宅邸、其他建筑，连同 81 公顷土地

出售给该协会。自 1860 年向公众开放以来，游客人

数已超过 8500 万，使得弗农山庄成为全美参观人

次最多的名人历史故居。  

弗农山庄妇女协会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组织，也是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历史保护团体。该协会不接受政

府资助，而是利用出售门票、食品、饮料和旅游纪 

念品的营业收入以及私人捐赠来维护和保护乔治·

华盛顿的这座故居。

中文

地图与指南



参观须知

游览宅邸

宅邸游览线路（地图 6 号位置）的开放时间印于门

票上，请按门票上的时间进入参观。宅邸内禁止录

像和拍照。

语音讲解

您可以购买多种语言的语音讲解服务。详情请咨询

游客服务中心。

无障碍设施

我们免费提供轮椅和助步车，先到先得。指定的历

史区参观路线已在地图上标明。

班车

四月至十月间提供开往弗农山庄码头、先锋农场以

及酒坊和磨坊的班车（地图 3 号位置）。

免费 WiFi
整个山庄各处均提供免费 WiFi。

欢迎莅临弗农山庄
欢迎来到乔治·华盛顿及其妻子玛莎的故居，弗农山庄。作为

一名将军，乔治·华盛顿带领美国军队击败英军，使美国取得

了独立战争（1775–1783 年）的胜利。1787 年，他主持召开了

制宪会议，并在会上制定了《美国宪法》。1789 年，他被推选

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尽管他声名显赫，但是他却自愿拱手让

出军权，并且只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美国人民将他视为国

家英雄，并称他为“美国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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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坊和磨坊

5 公里
美食广场

前往：酒坊和磨坊

先锋农场和码头
弗农山庄 
 
餐馆

乔治·华盛顿纪
念

公
园
路

 1 正门

 2 福特导游中心

 3 历史区入口和出口

 4 草地保龄球场入口

 5 草地保龄球场

 6 宅邸区入口

 7 上花园

 8 育种室

 9 温室

 10 华盛顿夫人商店

 11 奴隶宿舍：女

 12 制鞋坊

 13 暖房

 14 奴隶宿舍：男

 15 铁匠坊

 16 解说中心

 17 监工宿舍

 18 织造坊

 19 植物园

 20 盐室

 21 园丁宿舍

 22 仆役宿舍

 23 宅邸环游/特色路线

 24 宅邸

 25 厨房

 26 储藏室及办事员宿舍

洗手间

如需帮助请咨询游客服务中心ATM  自动提款机

班车车站（季节性开放）

饮水处

商店

餐厅

楼梯

咨询处 可游览路线



波多马克河

 27 室外厕所

 28 熏制房

 29 洗衣房

 30 马车房

 31 马厩

 32 肥料仓库

 33 冰窖

 34 下花园

 35 围场

 36 果园和苗圃

 37 墓园旧址

 38 华盛顿墓园

 39 奴隶追悼堂

 40 码头

 41 先锋农场

 42 16 面谷仓

 43 奴隶小屋

 44 林间小径

 45 12 公顷耕地

 46 博物馆和教育中心

 48 北车道

 50 南车道

 206 游廊

  提供语音讲解



虽然在外征战并担任总统多年，乔治·华盛顿仍然

有 40 多年的时间是在弗农山庄度过。乔治·华盛顿

在 1754 年从兄长的遗孀手中租下了这座山庄，并于 

1761 年成为了山庄的所有者。在他做庄主期间，他将

山庄从大约 1,000 公顷扩建至将近 3,200 公顷，并

将这个巨大的庄园划分为五个农场。

宅邸

华盛顿的父亲，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于 1735 年在

这里修建了第一栋房屋。原始结构包括一楼的四个

房间和一个中央走廊，还有二楼的三个卧室。成为

山庄的主人后，乔治·华盛顿对这幢小别墅进行了扩

建，将其扩建为现在这幢拥有 21 个房间的优雅宅

邸。虽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幢建筑并不算豪华，

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奢华无比。

房屋主体是木质结构。外墙涂以砂石，因此看起来

像是砖石结构。  

仆役宿舍

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接待过数百位客人，他

们当中很多人都随身携带自己的仆人。这些客人的

管家、马车夫和贴身男仆住在这栋建筑里。

新厅

这是华盛顿增设的最后一个房间，华盛顿将其称为“

新厅”，是一个用于接待特殊嘉宾和正式场合的多

功能房间。在华盛顿生活的时代，这样的开间和设

计在弗吉尼亚私宅中是很不寻常的。房间的窗户和

高天花板非常适合用来陈列展示艺术品。现在展示

的艺术品包括华盛顿当年所陈列的艺术品真品和一

些与真品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房间里陈列的风景画

中，有很多是河景图，说明了华盛顿对河景的喜爱。



华盛顿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军人和政府领袖，同时也

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农民，他对自己的种植园深感自

豪。因此，壁炉和天花板上的装饰花纹都是以农耕

为主题的。 

游廊

这里是华盛顿的休闲场所，可将波多马克河的美景

尽收眼底。在华盛顿时代，波多马克河是一条重要

的商贸路线。华盛顿曾在这条河上成功地经营过多

个渔场。弗农山庄妇女协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购买河对岸的地产，目的是保护当年华盛顿欣赏到

的美景。 

中央走廊

乔治·华盛顿的父亲于 1735 年建造的宅邸由这个中

央走廊、四个彼此相连的房间和楼上的几个房间构

成。一楼的房间包括一个主客厅、一个次客厅、一个

餐厅和一间卧室。墙上挂着一把法国巴黎巴士底

狱的原配钥匙，1790 年，拉法叶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将其作为自由的象征，赠予了被称为“自

由教父”的华盛顿将军。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士底

狱被拆毁，象征着解放和自由。



上厅

上厅包括五间客卧和主卧，以及一个通往三楼储藏

室和其他卧室的楼梯间。仅 1798 年一年内，华盛顿

就接待了 677 位留宿的客人。难怪华盛顿曾经将自

己的家比作一间设施完善的度假旅馆。 

宅邸中有十到十二名奴仆负责服侍客人。 

据说华盛顿夫人的孙女内丽（Nelly）和她的丈夫劳

伦斯（Lawrence Lewis）曾住在楼梯间右侧的卧室。

她的女儿就出生在这里。房间里的婴儿床就是当时

这名婴儿所使用的。

另外，有证据表明华盛顿的好友拉法叶侯爵在拜访

弗农山庄时曾下榻于东北角的卧室。拉法叶为独立

战争提供了大力支持，曾作为少将与华盛顿并肩作

战。战后，华盛顿与拉法叶一直保持亲密的友谊。 

华盛顿的卧房

华盛顿夫妇在近 41 年的婚姻生活中就是住在这里。

华盛顿夫人将这个房间用作了主持家务的办公室。

她当年所使用的书桌仍然留在这个房间。

床具也是当时使用的原物，是华盛顿夫人为身高近 

1.9 米的丈夫特别定制的。乔治·华盛顿在 1799 年 

12 月 14 日，因咽喉感染在这张床上与世长辞，享

年 67 岁。举国哀悼并称颂他为“追求独立、缔造和平

和赢得美国人民民心的第一人”。丈夫去世后，华盛

顿夫人搬到三楼的一间卧室居住。  

 

 



书房

书房是华盛顿的私人办公场所。虽然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华盛顿却博览群

书，从农业到经济学均有涉猎。书房后

部陈列着一枚珊瑚——这是华

盛顿前往巴巴多斯岛的留念，巴

巴多斯岛是华盛顿生平到访过

的唯一一个美国本土以外的

地方。书房里另一件有趣

的东西是这张扇椅。华盛

顿可以用脚踩这个踏板来

推动头顶的扇子，以此来扇

出凉风。

厨房

包括赫尔克里斯、内森和露西在内的厨师们在这

里准备好炉子和壁炉，为华盛顿一家烹制一天的饭

菜，通常从凌晨四点钟开始直到天黑。厨房与宅邸

分开，以防止热气、烟尘和烹饪时产生的气味飘散

入宅邸中。

三楼

三楼（季节性开放）有多间储藏室和三个卧室，其中

包括华盛顿夫人去世时所住的卧室。



花园、景观与附属建筑

弗农山庄的景观，包括巨大的草坪、苍翠茂密的小

树林和美丽的花园，都是华盛顿亲自设计的。他读

了很多景观设计方面的书籍，并从旅游当中获得了

很多灵感。在住宅和花园的很多方面，华盛顿都采

取了对称的设计。

整个庄园以及沿着南北车道的工作区，分布着华盛

顿一生中建造和使用过的很多小型和附属建筑，至

今仍保持原样。这些建筑在确保庄园的正常运作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草地保龄球场

开阔的露天草地保龄球场是庄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客人们消遣娱乐。球场上的一些树木还是华盛顿

活着的时候栽种的。

上花园

上花园里种植了各种蔬菜和花卉，使得这座花园不

但景致优美，又兼具实用性。

育种室

在 18 世纪，农民们会将一季作物的种子保存下来，

用于种植下一季作物。宝贵的种子和工具都被安全

地储藏在这个建筑里。

温室

温室在 18 世纪美国北方建筑里非常罕见，温室使华

盛顿可以种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例如咖啡、橙子、

柠檬、酸橙、西谷椰子和芦荟。原温室在 1835 年被

烧毁，于1951 重建。



下花园

下花园中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和草药。高

高的砖墙和梯田形结构有助于形成温暖的环境，有

利于延长植物在秋季和冬季的生长期，而且能防止

动物破坏。如今下花园里仍然种植着许多当年华盛

顿家族使用的植物。

果园和苗圃

在 18 世纪 70 年代，乔治·华盛顿曾在这里尝试种

植葡萄，但是没有成功。这片土地后来就成为了果

园和苗圃。

铁匠坊

现在的铁匠坊是在 1755 年建造的铁匠坊的原址上

重建的。铁匠负责打造和修补工具。 

监工宿舍

由于乔治·华盛顿长时间不在家，因此要想确保庄园

的正常日常运作，他就必须依靠监工。五个农场每个

都有各自的监工。

织造坊

这里织造的布匹用于制作奴隶所穿的衣服。这里

展出了一台与原版一样的复刻织布机。华盛顿家族

的衣服和家居饰品则采用更上等的英国进口布料

制作。

植物园

在这个花园里，华盛顿测试了移栽到弗吉尼亚的植

物如何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

盐室

在 18 世纪的弗吉尼亚，盐是非常昂贵的。华盛顿家

族每年都进口数百公斤的盐，主要用于腌制食物。

园丁宿舍

这座建筑先后被用作奴隶医院和织造坊，最后在 

1793 年成为了弗农山庄园丁的宿舍。



储藏室及办事员宿舍 

这座建筑在宅邸的视程范围内，用于存放一些十分

宝贵的工具和物资。这座建筑也是秘书和帮助华盛

顿打理商业事务的办事员的居所。

室外厕所

宅邸中没有室内厕所。像这样的户外厕所通常

被称作私厕或外厕，在弗农山庄，它们被称为 

Necessary。

熏制房

培根、火腿和其他肉制品就是在这里熏制的。将肉

从椽木上悬挂于火的上方进行熏制。弗农山庄的火

腿远近闻名。

洗衣房

负责清洗衣物和床单的奴隶多赛和维纳要将每桶

重达 9 公斤的 30 桶水从附近的井里挑到洗衣房。

将水倒入一个大锅中加热，然后放入肥皂和脏衣服。 

马车房

在 18 世纪，人们一般骑马或乘坐轿式马车、四轮马

车等交通工具出行。这栋建筑于 19 世纪末重建。

马厩

乔治·华盛顿是一名技艺高超的骑手。马厩中饲养着

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骑的两匹马，还有一些

其他动物。 

肥料仓库

这个建筑在 2001 年被重建，用来存储动物粪便和

其他用作花园和果园肥料的废弃物。华盛顿采用很

先进的农业技术，并且经常尝试新技术。

冰窖

华盛顿利用这个建筑来存储取自波多马克河的冰

块。冰在 18 世纪是非常奢侈的东西，用于制作冰淇

淋之类的甜品。



弗农山庄的奴隶制

在华盛顿的一生当中，弗农山庄的运营几乎完全依

赖奴隶劳工。大部分奴隶在周围的农场耕地上劳

作。其他奴隶负责烹饪和送餐、侍奉客人，并提供

庄园运营所需的货物和服务。1799 年华盛顿去世的

时候，共有 340 人生活在弗农山庄，其中 317 人是

奴隶。华盛顿拥有其中近 40% 的奴隶，其他都是

租用的奴隶或“遗孀奴隶”，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属于

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的第一任丈夫

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Daniel Parke Custis）。  

华盛顿晚年对奴隶制的观念有所改变，开始致力

于解放弗农山庄的所有奴隶。他是唯一一位身为奴

隶主却努力废除奴隶制的总统。但他却只能解放自

己拥有的奴隶，他保证在华盛顿夫人去世后解放他

们。在 1799 年，也就是乔治·华盛顿去世后一年，华

盛顿夫人按照他的遗愿，解放了他所拥有的奴隶。 

奴隶宿舍

1799 年，在山庄生活和工作的奴隶有超过 80 人。

宿舍共有 4 间，每间宿舍住 15 至 20 个奴隶。许多

在农场工作的奴隶都是单身，或者他们的工作要求

他们大部分时间远离家人生活。 

制鞋坊

侍奉华盛顿多年的贴身男仆威廉·李（William 

Lee）后来成为了制鞋匠。威廉和他的助手们每年为

奴隶们制作和修补数百双鞋。

暖房

房间角落里的壁炉从下方为对面的温室提供所需的

热量。



先锋农场和码头

虽然华盛顿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但他却

一直以农民自居。先锋农场展示了华盛顿对美国农

业的巨大贡献。

在 18 世纪 60 年代，华盛顿不再将烟草作为其主

要的经济作物，转而种植小麦。他知道小麦对土壤

中营养物质的消耗不会像烟草那样快。而且小麦也

没有受到那么多管制，这使得他能够获得更多的

收益。

四月至十月份对外开放。

16 面谷仓

这座创新的 16 面谷仓由华盛顿设计，利用摩擦力

和动物蹄子的重量来分离小麦籽粒和麦秆，于 1996 

年重建。当马在谷仓中跑动的时候，小麦籽粒透过

栅板间隙落入打谷场，而麦秆却被留下。

奴隶小屋

1799 年，弗农山庄的 317 名奴隶中大多数都是居住

在这样的小屋里，如今的小屋为 2007 年建造的复

制品。当时一个八口之家只能住在这么大面积的小

屋里。

码头

山庄生产的商品被运到码头，在这里装船。虽然华

盛顿的码头未能保存下来，但弗农山庄妇女协会在 

19 世纪末购得这块土地后，修建了一个码头。在经

过大规模修缮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 1991 年

为码头举行了落成仪式。四月至十月提供游艇观光。 



墓园和追悼堂

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原本被葬在一座古老的

家族墓室中（地图 37 号位置）。但在 1831 年，他们

连同家族其他成员的遗骸被迁至新墓园（地图 38 

号位置）。新墓园的位置是乔治·华盛顿自己选定

的。许多世界级的领袖，包括国王、女王和首相都曾

到此瞻仰。

许多弗农山庄奴隶的遗体也被葬在墓园附近的山上

（地图 39 号位置）。葬于此处的奴隶鲜为人知，但

是考古学家最近发现了几处无碑墓，并将对墓中发

现的手工艺品展开研究。弗农山庄在 1929 年修建

了追悼堂来纪念奴隶，是美国率先实施此举的历史

遗址之一。1983 年，山庄又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追

悼堂。

酒坊和磨坊

酒坊和磨坊位于距离弗农山庄入口约 5 公里的地

方，可以开车或搭乘免费班车前往。参观费包含在

普通门票中。四月至十月份对外开放。

1770-1771 年间，华盛顿建造了一间新的磨坊，用来

为家人、宾客以及自由和奴隶劳工加工面粉和玉米

粉。他还将面粉销往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市场。1791 

年，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批安装由奥利弗·埃文斯

（Oliver Evans）设计的新型高效自动制粉系统的

人之一。

1797 年，华盛顿苏格兰农场的经理詹姆士·安德森

（James Anderson）说服他在磨坊附近建造一个

威士忌酒坊。1798 年，他的酒坊酿制的黑麦威士忌

产量达到了 17,000 升。第二年产量更是达到了将

近 42,000 升，使该酒坊成为当时全美产量最大的

酒坊。2007 年酒坊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并对

公众开放。现在山庄酿制的黑麦威士忌常常会对外

出售。



博物馆和教育中心

博物馆（入口位于大厅右侧）展出弗农山庄的文

物。教育中心（入口位于大厅左侧）主要进行以华

盛顿的军事成就、政治生涯、商业成就等内容为主

题的展览和电影播放。华盛顿著名的假牙也在教育

中心展出。

商店

您可以在弗农山庄商店购买各种纪念品，如磨坊和

酒坊的产品、以殖民时期为灵感制作的玩具、家居

装饰品等等。

餐厅

您既可以在弗农山庄酒店享用丰盛的午餐和晚餐，

也可以在美食广场选择三明治或沙拉之类的快餐。



乔治·华盛顿 

生平大事记

1732 年   2 月 22 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教皇溪附近 

（弗农山庄南 124 公里）。

1735 年 迁至小猎溪种植园，后更名为弗农山庄

1749 年 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镇公共检

察员

1751 年 前往巴巴多斯岛，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境

旅游。患水痘但幸免于难。

1754 年 法印战争期间在尼塞西蒂堡（Fort 

Necessity）向法军投降。

1755 年  在英军少将爱德华·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麾下作战，参加了莫农加希拉

河战役。因协助拯救布拉道克的军队而被

授予英雄称号。

1758 年 被选入弗吉尼亚州殖民政府。

1759 年 与一位富有且育有两个子女的寡妇玛莎·

丹德里奇·卡斯蒂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结婚。

1761 年 成为弗农山庄全权的主人。

1775 年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被任命为大陆军总

司令。

1776 年 在圣诞夜带领大陆军渡过特拉华河，在特

伦顿战役中击败黑森雇佣军（Hessian），

逆转了战争局势。

1781 年 在法军的协助下，在约克镇击败英军，结束

了美国独立战争，为这个新的国家赢取了

独立。

1783 年 急流勇退，交出军权。

1787 年 主持制宪会议，会上起草了《美国宪法》。

1789 年 被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1793 年 他被选为第二任美国总统。

1797 年 再次自愿交出政权，辞去总统职务，返回弗

农山庄。开设酒坊。

1799 年  12 月 14 日因严重的喉部感染病逝于弗农山

庄。在遗嘱中解放了其名下所有的奴隶。

1802 年  5 月 22 日，玛莎·华盛顿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