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和广场
1779 年，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投票决定，将首府从威廉斯堡迁到里士满。在永久性州议会大厦建成之前，弗吉尼亚州大会在两座木结构的建筑里举
行，位于现在的 14 大街和 Cary 大街转角。里士满成为新首府后，选出六块土地作为永久性公共建筑的地址。1788 年，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州议
会大厦几近完工，足以在此举办弗吉尼亚州大会了。杰斐逊设计的罗马神殿风格建筑，位于现今州议会大厦的中心部分。1906 年对最初建筑进行扩
建，增加了两座翼楼，2007 年又增建了地下部分。这座具有建筑学和历史意义的建筑，被定为国家历史地标，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暂时列为世界
遗产。
州议会大厦周围的公共区域，最初是长满杂草的空旷地带，车道和人行道毫无规划。1816 年，弗吉尼亚州大会聘用生于法国的 Maximilian Godefroy
设计一座正式的公园广场。两年之后，新景观区四周围起铸造加工的铁艺围栏，如今仍在使用，最后被称为州议会大厦广场。1850 年，生于苏格兰
的 John Notman 提出一个补建方案，部分保留 Godefroy 设计框架的同时，增加了蜿蜒的步道、当地乔木和灌木，为州议会大厦广场增添亮色和魅力，并延续至今。
这个精心设计的历史景观，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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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议会大厦广场
华盛顿骑马纪念碑

雕像、纪念碑和树木

花岗岩基座上的一尊乔治·华盛顿的大型骑马雕像，
位于州议会大厦西北的广场正式入口处 [A]。这座
纪念碑旨在纪念华盛顿，以及弗吉尼亚州为国家独
立所做的杰出贡献。弗吉尼亚州在国家独立革命中
的角色，由六位战士和政治家的青铜雕像代表，他
们围绕在高耸的花岗岩基座上的华盛顿将军雕像周
围。六个站立雕像之下较小的寓意形象，反映出每
位爱国者所做贡献的主题：Andrew Lewis，殖民时
期； Patrick Henry，革命；George Mason，人权法
案；Thomas Jefferson，独立；Thomas Nelson, Jr.，
金融；John Marshall，司法。

在广场西南角钟塔 [B] 附近，是 Edgar Allan Poe [C]
的坐姿雕像，由弗吉尼亚州公共警卫队于 1825 年完成
并投入使用。Poe 生长于里士满，多年后回到家乡作
为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期刊编辑。州议会大厦
北侧，地面上是零起点里程碑 [D]，测量里士满延伸
出的高速公路的里程，还有前弗吉尼亚州长和美国
参议员 Harry F. Byrd, Sr. [E] 铜像；弗吉尼亚州长
和联邦准将 William “Extra Billy” Smith 雕像 [F]；
联邦少将 Thomas J.“Stonewall” Jackson [G]; 和
Hunter Holmes McGuire 医生，一名受人尊敬的南方
外科医生 [H]。

美国雕塑家 Thomas Crawford，设计该纪念碑并
完成华盛顿、杰斐逊和亨利的雕像。奠基仪式
于 1850 年 2 月 22 日华盛顿生日这一天举行，
而华盛顿雕像于 1858 年 2 月 22 日与公众见面。
Crawford 于 1857 年，在纪念碑完成之前去世。
其美国同事 Randolph Rogers 帮助完成剩余雕像，
Mason、Marshall、Nelson、Lewis 以及寓意形象，
最后一座雕像于 1869 年安放完成。

除了这些树木环绕的雕像，还有华盛顿和泰勒总统、
州长 Colgate Darden、Charles Robb、Gerald Baliles、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Martin Luther King, Jr 等。州议会
大厦广场上的新纪念碑中，有几个倍受尊敬的弗吉
尼亚人，他们活跃于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民权
运动 [I]。铁栅栏之外还有一座新纪念碑，主要纪念
岗位上牺牲的公共安全工作者 [J]。为 West Dell 拟建
的纪念物，将纪念弗吉尼亚女性取得的杰出成就，
以及表彰弗吉尼亚州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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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厦
国家历史地标——行政大厦 [K]，位于广场内的州
议会大厦的西北面。弗吉尼亚州长及其家人的官
方宅邸，是一座联邦风格的大厦由波士顿建筑师
Alexander Parris 设计，于 1813 年 3 月完工并投入
使用。经过 1906 年和 1914 年两次扩建，它是美国
最古老的目前仍在使用的为特定目的建成的行政
大厦。
这座行政大厦是第三座由州政府所有的州长宅
邸。根据 1776 年宪法任命的最初两位州长 Patrick
Henry、Thomas Jefferson 居住在威廉斯堡的州长官
邸。1780 年春，州长杰斐逊和州政府一起，迁至新
首府里士满。此后一小段时期，弗吉尼亚州长都在
租来的房屋里居住。
1781 年前后，在里士满购买了第二任州长的宅
邸，与现今的行政大厦几乎是同一地点。这第二
座官邸正是美国未来三位总统的府邸：时任州长的
James Monroe，以及 John Tyler, Jr. 和 William Henry
Harrison 当时他们的父亲担任州长。1811 年，州长
John Tyler, Sr. 做出决定兴建目前的官邸。弗吉尼亚
州代表大会指出，“联邦州长所使用的宅邸，须建
设在当前行政厦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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