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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美国发源之城

 ©Shutterstock.com

以在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中的关键角色 
及优秀学府蜚声全球的波

士顿，是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州府，也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
地区政治、商业与金融中心。大波
士顿地区(Greater Boston)有460万人
口，是美国第十大都市区。

探索它的历史老区——那里曾
是早期美国爱国者的家乡，接
纳了一代又一代移民；漫步在
红砖铺成的波士顿“自由之
路”(Freedom Trail)和被称为“翡翠
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青翠欲
滴的公园林地，包括著名的波士
顿公园广场(Boston Common)——
波士顿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而且如今也是主导全球创新的一
座欣欣向荣的城市。

历史与现状

在成为欧洲殖民地之前，波士
顿周边居住着属于阿尔冈昆部
落(Algonquian)中一支的马萨诸
塞人，“马萨诸塞州”州名由
此而来。

自1620年开始，英国异教徒陆续
抵达马萨诸塞及科德角湾(Cape 
Cod Bay)地区。那一年首批宗教朝
圣者(Pilgrims)建立了普利茅斯殖
民地(Plymouth)。1630年，约翰•
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带领一批
清教徒(Puritans)来到该地区的肖马
特(Shawmut)半岛，建立了波士顿
市。这个港湾带来的财富与人口
增长，使波士顿成为18世纪中叶
之前英属北美最大的城市。

波士顿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

殖民地人民与英国军队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1770年 

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以及1774年“不可忍(强制)
法规”(Intolerable (Coercive) Acts)，
这些法规剥夺了马萨诸塞的自治

权，将波士顿置于军法管制之下。

英国对波士顿的镇压行动对其他

殖民地定居点非但没起到警告作

用，反而激起愤怒、反抗与团

结。1775年英国军队试图查禁波

士顿外围的殖民地军事补给， 

遭到殖民地民兵反抗，从而揭开

了独立战争(Revolutionary War)的 

序幕。



重要日期：

1632年——波士顿成为马萨诸塞湾
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
府。

1635年——创办美国第一所公立学
校——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

1704年，美国第一份定期发行的报
纸——《波士顿新闻通讯》(Boston 
News-Letter)——创刊。

1706年——美国科学家、发明家、
外交家、幽默作家及政治家本杰
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
波士顿出生。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The musical group French Horn Rebellion performs on the Doritos #BoldStage at the South by Southwest Music 
stin. ©AP Images Festival in Au

居民
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港口，波士顿

吸引着源源不断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波士顿的种

族构成是53.9%为白人，24.4%非洲裔

美国人，17.5%西语裔或拉美裔，8.9%亚

裔。2012年，波士顿城市的估算人口为

636,479人。

地理
波士顿是美国大陆本土唯一一个拥有

海岸线的州府。波士顿位于由查尔斯河

(Charles River)和马萨诸塞湾形成的半岛

上，是一个天然海港。300年来波士顿通

过削平山丘、填充沼泽和滩涂，使面积

扩大了三倍。

气候
新英格兰地区冬季寒冷，但波士顿的沿

海位置使它的气候较内陆地区温和。最

冷的月份是1月，平均气温为华氏29度 

（ 零下2摄氏度）；最热的月份是7月，平均

气温华氏73度（23摄氏度）。从12月到3

月底为降雪期。沿海风暴，俗称“东北大

风”(nor’easters)是降水的主要成因。

波士顿的芬威公园——美国最古老的职业体育场馆。©  Shutterstock.com

1775年——新组建的美国殖民地军
队在波士顿邦克山(Bunker Hill)反击
英军。

1848年——波士顿公立图书馆 
(Boston Public Library)成为世界上第
一座公立、免费的市级图书馆。

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向世人
展示首台电话机。

1897年——波士顿地铁——北美第
一个地下交通系统——开通。

1897年——长跑者参加首届波士顿
马拉松(Boston Marathon)，这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年度马拉松比赛。

1917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出生于波士顿布鲁克莱恩
区(Brookline)，他于1960年当选为
总统。

1955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从波士顿大
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神学博士
学位。

 

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遭炸弹袭
击，三人死亡，264人受伤。

“美国的雅典”

教育是波士顿历史与重要性的核
心。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位于波士顿近郊的剑桥城 
(Cambridge)，是美国历史最悠久

的高等学府，也是世界最知名
的大学之一。而波士顿地区还
有另外66所大学，包括麻省理
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波士顿的时尚街区——例如灯塔 
山(Beacon Hill)联邦式连栋宅和使 
用煤气灯照明的鹅卵石街道，与纽
伯里街(Newbury Street)现代购物中
心及查尔斯敦(Charlestown)码头
区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帆舰“宪
法”号(USS Constitution)就停泊在
查尔斯敦。波士顿以海鲜著名，例
如蛤蜊浓汤以及龙虾卷。于1826年
开张的老联邦蚝屋(Ye Olde Union 
Oyster House)是美国最古老的餐馆
之一，而公牛与小莺酒吧(Bull and 
Finch Pub)则是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
《干杯》(Cheers)的原型。

包括《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在内的一些影片以及罗
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斯宾塞 
(Spenser)系列侦探推理畅销小说使
波士顿的人情、文化和邻里街区
进入了大众文化。体育迷们则可
以到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
的大本营芬威公园(Fenway Park)尽
兴。1912年建成的芬威公园是美国
最古老的职业体育场馆之一。 

2013年 8月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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