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斯康星州—英文为Wisconsin (简写WI) ，在美国五十州内，
列第十六位。西北濒苏必利尔湖，东临密歇根湖 。面积14.53 
万平方千米。人口490.67万（1990），城市人口约占65%。
首府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名称来自印第安语，其意义是“草
地”Grassy Place。

威斯康星州



州名由来
“威斯康星
（Wisconsin）”的州
名是由法文中的一个
印第安词改编而来。它 可
能来自奥吉布瓦语（Ojibwe）的词语“密斯瓦星宁
（Miskwasiniing）”，意指“红石之地，”这也可能
影响到威斯康星河的命名，河名由法文记载的欧斯康
星（Ouisconsin）改至今日的英文名称。然而，现今
奥吉布瓦语文中的“威 斯库星（Wiishkoonsing）”
或“瓦扎斯库星（Wazhashkoonsing）”，意指“麝
鼠栖息之地”或“小麝鼠之地”。其它理论则有威斯
康星之名源于“水的聚会”或“巨石”之说。威斯康
星之名最初只被用于威斯康星河，在威斯康星正式成
为一州后泛指整个州。

历史沿革
1643年法国探险家让·尼克莱成为第一个到达这里
的欧洲人。1763年归英国。1783年归属美国。1836
年建边区。1848年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第30个州。
本州45%位森林区，土地肥沃，是美国花旗参的主要
产地。农业以奶牛饲养为主，有美国奶牛场之称。制
造业以矿山机械、X光设备、起重机械为主。
本州居民多为北欧移民的后裔，北欧文化有较大影
响。1670年开始殖民。1848年5月29日成为美国第
三十州。以蝴蝶紫罗兰（butterfly violet）为州花。
本州别名为

历史沿革
“权皮之州
（Badger State）”
。本州箴言：“前进
（Forward）”。州府是
麦迪逊（Madison），
位于密尔沃基之西，人口30万。本州高等学校有57
所，州立大学很多，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创
于1848年，学生约六千人。1956年威斯康星大学开
设密尔沃基分校，学生人数多至两万人。

中文名称 威斯康星州
外文名称
Wisconsin (简写WI)
别    名
美洲獾之州
（The Badger State）
所属地区

美国
邮政区码 WI
面    积
169,790平方公里
人    口
5,453,896人（2000年)
机    场
密尔瓦基米契尔将军国际机场
州    府
麦迪逊（Madison）
重要公路
90号州际公路
基本信息
州府：麦迪逊（Madison）
最大城市：密尔沃基（Milwaukee）
官方语言：无
面积：169,790 平方公里（全美第23名）
-陆地140,787 平方公里
- 水域28,006 平方公里（17%）
人口（2010年）
- 总数5,686,986人（全美第20名）[1]
- 密度 38.13 人/平方公里（全美第24名）
加入联邦顺序
- 日期：1848年5月29日
- 第30个加入美国联邦
时区 美西时间：UTC-6/-5
纬度 42°30’N——47°3’N
经度 86°49’W——92°54’W
宽：420 公里
长：500 公里
海拔
- 最高595 米
- 平均320 米
- 最低177 米
缩写
- 邮政：WI
- ISO：US-WI
州税：州税5%，一些地区的税会收到0.5%。

1 Amlat Premium American Dairy 



地理环境
一地理位置、面积、人口、气候
1.地理位置：美国中北部，近五大湖区。
2.面　积：56,153平方英里。
3.人　口：5,224,000人（1998）。
4.气　候：冬酷寒，夏暖，受五大湖气候影响很大。
5.州花：蝴蝶紫罗兰花
6.州鸟：知更鸟

二首府、工商业中心
1.首　府：麦迪逊市 (Madison）。
2.工商业中心：拉辛（Racine）、
密尔沃基（Milwaukee）为工商中心，
绿湾（Green Bay）亦有一些工业。

三政治体制
1.民选州长，任期四年。
2.州议员每年一月开会一次。
四天然资源
白云石、花岗岩、铁、铅、锌、铜、
玄武岩、石英岩。

地理位置
威斯康星州，美国北部一州。别称獾州。北部是苏必利尔高地 ，南部是平原。有1万多个湖泊。第四纪
时全境除西南部外，均遭冰川覆盖，故多数为冰蚀湖。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受大湖
调节，滨湖地带气候较温和。年平均降水量760毫米 ，春夏较多。森林覆盖率45%，主要分布在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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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本州西北滨苏必利尔湖，东滨密歇根湖，东
北界密歇根州，西邻明尼苏达州，西南与南
两方面与爱荷华及伊利诺依两州接壤。本
州可分两区：（A）北部是苏必略台地区。
（B）中部及南部是低丘浅谷区。冰河时
代，密西西比河以东之本州南部，可能经受
北部地势较高的影响，无不蚀冰碛地形。这
一个地区叫做“无冰碛区”。其他各地，冰
碛层分布极广。本州地面二分之一以上是林
地，出产硬木材甚富。主要作物为玉蜀黍、
燕麦、蔓橘、枫糖浆。火鸡、猪、牛也多。
本州工业很盛，产品总值占本州总生产值的
40%。矿产有锌、铁。本州有十六个港口。
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位于东南部之密耳瓦基
Milwaukee，滨密歇根湖，人口一四○万。
是美国北部制造内燃机主要都市之一。

气候特征
普遍而言，威斯康辛州有温暖的长夏与严寒
的冬季。冬天一月的均温从北部的摄氏零下 
十二度二至东南部的摄氏零下五度六。夏天
七月均温从北部的摄氏十九度至西南部的摄 
氏二十二度。北部威斯康辛州全年平均降水
量从125公分至150公分，而威斯康辛州南
部 全年平均降水量则有76公分。该州南部
全年平均降雪量为76公分，而北部艾尔尼
郡（Ir ony County）的全年平均降雪量可
达254公分。

龙卷风
横扫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火龙卷”[2]
美国是一个经常遭受龙卷风袭击的国家。 在美国威斯
康星州 157 号公路的布鲁塞尔村以北 6.6 千米处，有
一处“龙卷”纪念公园。这是为纪念 1871 年被一次罕
见的“龙卷风”夷为平地的十几座村庄而建的。那次的
大风伴着大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卷风，但威力之
大，远胜于普通的龙卷风。
　　灾难发生在 1871 年 10 月 8 日。10 月初，秋高
气爽，空气暖和而干燥，威斯康星州东北部的格林贝湾
两岸，时时吹拂着微风。在过去几个星期的时去几个
星期的时间里， 这里曾发生过多起小灌木林和森林起
火，这大多是因伐木工使用明火引起的。风小时，工人
们和附近的居民还能控制住火势。然而 10 月 8 日这一
天，西南风陡然增大，使许多小火发展成熊熊大火。同
时气温显著升高，10 月 7 日最高气温为 19℃，而 10 
月 8 日则上升为28℃。干燥、高温和大风，到 10 月 
8 日晚，终于形成了两处主要的森林大火。 这两处大
火从格林贝城附近慢慢地向东北方推进， 尽管消防队
员和居民们全力扑救，试图阻止大火蔓延，可是火势太
猛，烈火所经之处毁掉了大量的住宅、农场、学校和商
店，东到弗兰克恩，西到佩什蒂戈，所有的村庄很快被
烈火吞噬了。大火与大风纠结在一起，破坏力之大，超
乎人们的想象。大风所过之处，大量的树木被扭弯，甚
至被连根拔起，仓库及其他建筑物的屋顶被掀开。风卷
着火舌，形成龙卷风样的旋涡，并发出龙卷风到来前的
呼啸声，因此人们把它称做“火龙卷”。
　　“火龙卷”威力巨大。一位叫艾尔弗雷德·格里芬
的农民，在听到“龙卷”到来前的呼啸声时逃出屋子，
他看到远处树顶上有个像气球一样的黑色物体在空中转
动着，并向附近人家的房子靠近。那个“黑色大气球”
一到房子上空，轰隆一声，立刻发生猛烈的爆炸。房子
里到处冒出火来，顿时，民房成了一片火海。火从地面
燃烧到屋顶，几乎没有人能逃脱火海。这样的情况，在
所有有建筑物的地方不间断地发生着。火借助风势，很
快就把一切全部吞没了，整个天空都被映红了，像是发
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场“火龙卷”横扫了
威斯康星州的东北部，烧毁了16 个村镇，死亡人数达 
1500 人，毁坏土地 152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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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
乳牛之州
本州特征有二：第一，乳牛之州。本州
全是波状地面，生长茂草，有乳牛两百
多万头。全州农场之中，有80%是畜牧
乳牛的农场。每年出产的牛奶、牛油及
干酪cheese，在各州之中，均列第一
位。
植林造纸之州
第二，植林造纸之州。本州地形、气
候、土壤均宜于重新植林。通过数十年
之努力，已可大量用以制纸。
重要产业
一农业：玉米、乳业、豆类、樱桃
二制造业：电子、机器业
三旅游业：近五大湖，风景优美

投资事项
一投资法令
本州并无单一投资法令，视投资行业不同而见於相关法规。
二鼓励投资措施
1.购置机器及防治污染设备可免Sales Tax及Property Tax。
2.无遗产及赠予税
3.制造用存货可免Property Tax。
4.制造用能源可获扣减销售税及使用税。
5.威州发展基金会提供低利率贷款给增进工作机会的企业。
6.工业发展基金会提供补助及贷款给研究新产品及制造的公
司。
7.危险污染品查核补助。
威斯康星州
8.员工股权协助贷款计划。
三投资限制
国防工业、航天业、电讯业、银行业等。
四投资主管机构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ommerce
五投资申请程序及审核程序
1.营利登记证书向州政府商业厅申请
2.工厂营建许可及土地使用区分许可均向地方政府申请
4.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1.水费每1000 cu.ft 10.5元
2.工业用瓦斯每MMBTU 3.52元，电费每kwh 4.0 cents。
3.电讯发达 （全州皆有LANS及WANS (wide area network))
全州皆有铁路6,700英里，公路10万英里，有145座大小机
场。
5.经济赋税
编辑
经济状况
一人均收入：25,079元（1998)
二全州国内生产总值：1,392亿美元。
赋税状况
威斯康星州
一公司所得税7.9%。
二州Sales Tax 5%，州使用税5%，另外县（county）有0.5%
的销售税。
三货物税3.039%
四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最高9.75%，最低0.02%。
五劳工失业保险费率3.05%。
六个人所得税率6.93%。
七零售商於州和县的第一个一万元营业收入可得到2%的销售
税折扣，第二个一万元可得1%的销售税折扣，超过二万元部
份折扣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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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2003年人口普查，威斯康星州有5,472,299
人。威斯康星州的种族比例可分为：
87.3% 是白人
5.7% 是非裔美国人
3.6% 拉美裔人
1.7%是亚裔美国人
0.9%是印地安原住民
1.2 % 混合的种族
根据人口普查，在威斯康星州的居民祖先
中，德国人（42.6%）最多，其次是爱尔兰人
（10.9%）、波兰人（9.3%）、挪威人（8.5%
）还有英国人（6.5%）。
此外，五岁以下的居民占有6.4%，18岁以下则
有25.5%。至於65岁以上则是13.1%。威斯康
星州的女
性略多于男性，百分比为50.6%。
宗教上，威斯康星州人口信仰比例为
51% 新教徒（Protestant）
39% 罗马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
1% 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徒 Other Christian
1% 其他宗教教徒Other Religions
6% 无信仰者 Non-Religious
威斯康星州新教徒，其中以路德会Lutheran 
(26%）最高、其次为卫理公会派的
Methodist(6%）、接着是浸礼会Baptist(4%）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Madison）——首府
密尔沃基（Milwaukee）
绿湾（Green Bay）
水清(Eau Claire)
拉克罗斯(LaCrosse)
沃索(Wausau)人参出品区
阿普尓顿(Appleton)
奥什科什(Oshkosh)
马尼托沃克(Manitowoc)
希博伊根(Sheboygan)
拉辛(Racine)
基诺沙(Keno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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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旅游
水运在本州交通运输中一向占重要地位。1959年圣劳伦斯航道
建成后，水运把滨湖城市和大西洋连接起来，苏必利尔城、格
林湾城和密尔沃基都成为海港。通过本州港口装运的货物量占
大湖区货运总量的1/4。全州公路线总长16万公里，铁路线长
8000公里。大型机场有15座，普通机场有102座。密尔沃基有
大型国际机场。

旅游景点
威斯康星州拥有两处国家森林；确夸美光
（Chequamegon）森林与尼可雷特（Nicolet）森林、
一座国家湖岸、五十五座州立公园、以及十处州立森林
区。该州其他值得一去的地方包括接近鹰市（Eagle）
的旧世界威斯康星（Old World Wisconsin） 、位
于矿点市（Mineral Point）的潘达维斯
（Pandarvis）、接近凯斯威尔（Cassville）
的石田庄（Stonefield Village）、位于普
瑞尔瑞都庆（Prairie duChien）的维拉
路易斯（Villa Louis）、接近蓝河（Blue 
River）的鹰穴（Eagle Cave）、接近瓦特
福德（Waterford）的绿地农场（Green 
Meadows Farm）、位于该州中南部的日
内瓦湖泊（Lake Geneva）、以及接近泉
绿市（Spring Green）的泰利森
（Taliesin）。该州普遍的户外活
动包括：独木舟、帆翼航行、水
上摩托车、滑水、游泳、钓鱼、
露营、滑雪、骑自行车、以及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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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威斯康星州的博物馆包括密尔沃基公立博物馆（Milwaukee Public Museum）与密尔沃基艺术博物
馆（Milwaukee Art Museum）。州内其他博物馆包括位于麦迪逊（Madison）的艾尔夫彦艺术博
物馆（Elvehijem Museum of Art）与麦迪逊艺术中心（Madison Art Center）、位于毕洛伊特学
院（Beloit College）的西尔多尔·来蒙·瑞特艺术中心（Theodore Lyman Wright art Center）、
位于方都拉（Fond du Lac）的布莱克利博物馆（Blakely Museum）、位于普瑞尔瑞都庆（Prairie 
duChien）的医药发展博物馆（Museum of Medical Progress）、位于莱恩兰德（Rhinelander）
的莱恩兰德博物馆（Rhinelander Museum）、位于巴伯若（Baraboo）的马戏世界博物馆（Circus 
World Museum）、以及位于凯斯维尔（Cassville）的农场与锥瑞福特博物馆（Farm and Draft 
Museum）。
位于密尔沃基的表演艺术组织包括密尔沃
基管弦交响乐团（Milwaukee Symphony 
Orchestra）、富罗瑞庭歌剧公司（Florentine 
Opera Company）、史盖来喜剧歌剧
（Skylight Comic Opera）、密尔沃基芭蕾
公司（Milwaukee Ballet Company）、以及
密尔沃基乐曲剧院（Milwaukee Repertory 
Theater）。各项不同的音乐、舞蹈、与戏剧
表演亦定期的于该州各社区及大学院校推出。

文化教育
教育事业
州立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Madison）：该
校的数学系很出名。[3]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Milwaukee）
威斯康星大学水清分校（Eau Claire）
威斯康星大学绿湾分校（Green Bay）
威斯康星大学拉科罗斯分校（LaCrosse）
威斯康星大学奥旭寇旭分校（Oshkosh）
威斯康星大学肯若辖：
克帕赛德分校（Kenosha : Parkside）
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River Falls）
威斯康星大学史第分普颖特分校
（Stevens Point）
威斯康星大学麦模尼：史蹈特分校
（Memominee : Stout）
威斯康星大学史匹瑞亚分校（Superior）
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市分校（Whitewater）

私立大学
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
协和大学威斯康星分校（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
卡罗学院（Carroll）
罗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
毕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
卡尔系局学院（Carthage College）
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瑞盆学院（Ripon College）
圣诺伯特学院（St. Norbert College）
密尔瓦基工程学校（Milwaukee School of Engineering）
维特博大学 （Viterbo University)

威斯康星大学水清分校（Eau Claire）

表演亦定期的于该州各社区及大学院校推出。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Madison）：该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Milwaukee）
威斯康星大学水清分校（Eau Clair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Madison）：该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Milwaukee）
威斯康星大学水清分校（Eau 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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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该州出过的名人包括物理学家约翰·巴尔定（John Bardeen）
、作家玛格瑞特·亨利（Marquerite Henry）、爵世音乐者兼
乐队领队的乌迪·哈门（Woody Herman）、演员腓德瑞克·
玛区（Frederic March）、自然主义者兼探险家的约翰·谬尔
（John Muir）、画家乔治·欧基福（Georgia O’keeffe）、美
国最高法院院长威廉·瑞恩快斯特（William Rehnquist）、演
员史宾斯·崔西（Spencer Tracy）、演员兼导演的欧森·威尔
斯（Orson Welles）、演员吉·外尔德（Gene Wilder）、小说
家罗拉·鹰构斯·外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小说家兼
剧作家的索尔顿·外尔德（Thornton Wilder）以及建筑家富兰
克·洛依德·瑞特（Frank Lloyd Wright）。

体育
美式足球
NFL
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
NCA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adgers)
棒球
大联盟 MLB
密尔瓦基酿酒人队(Milwaukee Brewers)
小联盟
贝洛伊特啮龟 (Beloit Snapper，1A级─中西联盟，
母队：明尼苏达双城））
威斯康星木纹响尾蛇 (Wisconsin Timber Rattler,
1A级─中西联盟，母队：西雅图水手））

威斯康星州
篮球
NBA
密尔沃基雄鹿队(Milwaukee Bucks)
NCA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adgers)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
马凯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 -- Golden Eagles）

贝洛伊特啮龟 (Beloit Snapper，1A级─中西联盟，

威斯康星木纹响尾蛇 (Wisconsin Timber Rattler,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
马凯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 -- Golden Eagles）

贝洛伊特啮龟 (Beloit Snapper，1A级─中西联盟，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瓦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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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
（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1751年出生于弗吉尼
亚，家境舒适但非富裕。美利坚共和国在1787年的新宪法之下二度肇
建，“小詹姆斯·麦迪逊”堪称贡献最大。他青少年时代性情忧郁，

近乎浪漫，但公认是当代天性最善良的人，妻子陶莉则公认是最
和蔼可亲的女性。年轻的麦迪逊在普林斯顿（当时称为新泽西学
院）成为忠实的辉格党员。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争执日剧，他应
时而起，从此脱离早年那种深染宗教性的忧郁气质。1776年入
选弗吉尼亚议会（当时称为Convention），历任多种州政府职
位，1780年被选派为代表，出席大陆会议，留至1783年。

人物简介
返回弗吉尼亚后，他勤读法律，成为弗吉尼亚议会要角，也成为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因为他很
早就看出，一个真正统合的美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内的州际贸易或美
国与他国的商业关系。他因此自然而然成为出席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弗吉尼亚计划》
（Virginian Plan）是联邦新宪原案，其中有些建议被写入新宪定稿。《弗吉尼亚计划》虽非
麦迪逊手笔，却处处可见麦迪逊心思，说麦迪逊是新宪的指导精神，亦非过言。当代认识他，
以及知道他在费城所做贡献的人，都作此想法，虽然麦迪逊在制宪诸人之中保存议程始末的纪
录最为完整，也是原因之一。新宪有待各州批准，向各州推销新宪最力者，就是麦迪逊，他在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多篇作品，作意在此。麦迪逊与杰斐逊交情终身。他当选新政府的国会
众议员，开始改变他原本热心的联邦主义，转向当时因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方针而逐渐形成
的民主共和党。1800年，他成为杰斐逊的国务卿，并继杰斐逊之后为总统，1808年后连做两
任。1812年对英战争爆发，战争至著名的纽奥良之役，美国获胜，史称“麦迪逊先生的战争”
。结束总统任期后，他又活了20年，1836年去世，享年85岁。开国诸贤的英雄时代里，他在
世甚晚。他始终关心美国政府的未来，许多政治人物向他请益。他访客不断，人人都想一睹这
位扶助美利坚合众国成长的圣人风采。

早期生涯
詹姆斯·麦迪逊的移民始祖于十七世纪中叶定居在弗吉尼亚的马特波尼河河畔，不久又继续迁
徙，定居在奥兰治县。麦迪逊写道：“我的祖先都是种植园主，属于有名望但并不是最富有
的阶层。”父亲老詹姆斯·麦迪逊（1723～1801与传主同名），是个大种植园主，有良田千
顷，是个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曾在当地教区和民兵中担任过负责人，在儿子出任国务卿前不久
去世。他性格刚毅，处事冷静，事业心强，麦迪逊是在他的直接护佑下长大成人的。母亲埃利
诺·罗斯·康韦·麦迪逊（1731～1829）是位性格豁达、身体健壮的妇女，一直与儿子生活
在一起，九十八岁时无疾而终。麦迪逊是七个手足同胞中的长子，与美国第1任总统华盛顿是
表兄弟。1751年3月16日，詹姆斯·麦迪逊出生于弗吉尼亚的金乔治县康韦港的外祖父家中。
他出生时身体十分孱弱，半个月后在汉诺威教区接受了洗礼。麦迪逊是在祖父留下的蒙彼利埃
种植园里长大的。这里大约有二千公顷土地，水草丰茂，田园秀丽，远处可以望到苍翠的蓝岭
山脉，环境十分宜人。麦迪逊一生为公务而奔波，同时也经常在此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这不
仅使他换取了身心的健康，也培养了他对土地和土地劳动者的深厚感情。同“烟草殖民地”弗
吉尼亚的其他种植园一样，蒙彼利埃种植园也是依靠奴隶种植烟草作为主业，每年都有大批烟
草从这里运往市场。尽管如此，麦迪逊从少年时起就对奴隶制抱厌恶态度。麦迪逊对童年时代
的记忆很淡薄，但有两件事在他幼小心灵的深处留下创痛：天花的流行和对法国、印第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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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1755～1762）。当
时的人们经常恐惧地议论可能
来临的印第安人的袭击，这使
得麦迪逊对印第安人抱有某些
偏见。父母对麦迪逊的教育颇
为重视，再加上他身体虚弱，
所以他的启蒙教育是由父母在
家中进行的。十一岁时，父亲

送他到名师唐纳德·罗伯逊的学校就读，主要学习数
学、地理、文法和拉丁文等科目。罗伯逊先生的治学
态度虽有几分刻板，但十分严谨，讲求实效，五年的
学习生涯使得麦迪逊终生获益。16岁时，麦迪逊又
拜托马斯·马丁牧师为师，在学习人文和自然科学的

同时，他还认真研究了神学。1769年，他进入了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在这里，麦迪逊读书、交友、
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情趣。他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涉猎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尤
其擅长演说，这为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他酷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特别喜欢读洛克、伏
尔泰、孟德斯鸠等著名启蒙思想家的作品，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大学时代的几位密友大都才华横
溢，抱负远大，后来成为美国独立和建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菲利浦·弗雷诺后来成为优秀的诗人；
威廉·布雷德福在政治上初露头角早于麦迪逊，曾出任美国第2任司法部长。在业余时间，麦迪逊喜欢
散步、骑马、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也喜欢下棋。他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社会活动家，显示出天才的鼓动
性和组织才能。他还养成了做事情有条不紊的习惯，看不起那些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有时也搞点恶作
剧，但由于他一贯品学兼优，后来院长在回首往事时说，麦迪逊“从未做过或说过任何不妥的事”。由
于学习勤奋，刻苦钻研，麦迪逊只读了两年大学就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提前毕业，并留校随院长约翰·
威瑟斯庞进行神学和希伯来文法方面的研修。1772年春，麦迪逊因病弃学返乡。父亲希望他承担起种植
园的管理和经营工作，发展和扩大祖上留下的产业。但青年麦迪逊另有凌云壮志，他决心继续在法律和
政治等领域进行研读，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打下坚实的基础。1774年，他取得了律师资格，但
从未从事这一职业。麦迪逊信仰圣公会的基本教义。他相信有救世主存在，但认为它并不干预宇宙和世
界万物的正常运转，从这一点来看，他很接近于自然神论者。麦迪逊身材不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身
体单薄。仪表也谈不上英俊或威武，棕发碧眼黄面，鼻子有冻伤的痕迹。他衣着整洁考究，为人腼腆谨
慎，还有点神经过敏，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佳。但与他相处稍久就会发现，麦迪逊具有坚韧的个性，深
邃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智慧，他处事机敏灵活，但在大的原则上从未发生过动摇，这便是他日后成为一位
深孚众望的政治领袖的最基本的素质和品格。

投身独立战争
取得律师资格后，父亲再次动员他继承家业，肩负起管理种植园的责任，但他仍未接受。不久，他就投
入了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浪潮之中。1774年，麦迪逊被选为奥兰治县安全委员会委员。独立战争爆
发后，他立即参加了该县的民兵，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他父亲则是该县民兵的负责人。两年后，麦迪逊
进入特权与选举委员会，鉴于他具有丰富的法学和政治学知识，他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各种法律文书和一
份重要的权利法案。同年又入选第一届弗吉尼亚议会，参加了起草州宪法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中，麦迪
逊在法学方面的才华和爱国精神得到了初步展示。此时，他与刚从大陆会议载誉归来的杰斐逊相识，遂
结下终生友谊。在州议会中，他通常支持杰斐逊提出的开明的议案。为了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他成了杰
斐逊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1777年4月，麦迪逊竞选连任州议员失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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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概是他过于清高，不善于“逢迎讨好”选民。与他有姻亲关系的州长帕特里克·亨利此时帮了他
一把，派他在州政会议任职。但他对这一机构十分厌恶，称它为“埋葬一切才能的坟墓”，因为它试图
侵犯行政权力。麦迪逊在该会议任职两年，与历任州长通力合作，在处理战时事务方面成绩卓著。在此
过程中，他没有间断学业，仍博览群书并主攻法律。由于杰斐逊的竭力推荐和麦迪逊本人作出的贡献，
他在1780年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大陆会议。这时期，他主张增加税收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争取使乔
治敦成为国家的首都。在外交上，他赞同分化欧洲列强，孤立打击英国的策略，但已流露出孤立主义的
情绪。虽然他与杰斐逊私交甚笃，并赞同杰斐逊的基本原则，但他反对松散的邦联制，主张加强中央的
权力。他初到大陆会议时年仅二十九岁，未露头角。但两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位享誉全国的政治家和法
学专家，且学识渊博，辩才出众。
1782年，三十一岁的麦迪逊陷入了初恋的喜悦之中，他的心上人是15岁的基蒂·弗洛伊德。两人深深
地堕入了情网，难分难舍，并确定了结婚的日期。在给杰斐逊的信中，麦迪逊描绘了自己的欢乐和对幸
福生活的憧憬，甚至为此他准备放弃大陆会议的工作。但第二年，基蒂突然解除了婚约，与别人结为眷
属，这件事使麦迪逊的情绪一度跌落到最低谷。
1783年，麦迪逊重返弗吉尼亚议会，为了忘却婚姻问题和官场失意带来的烦恼，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老
朋友杰斐逊的民主改革事业。经过他的努力，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终于完成了立法程序。在议会
中，他领导了反对在弗吉尼亚重建主教派教会的斗争，挫败了某些议员提出的威胁政教分离思想的议
案。他还极力促进了本州资源的开发工作和对外贸易。他在议会中还多次呼吁不得对异端定罪和对公职
人员进行宗教考核，并提出了相关法案，经议会审议后通过。这时期他兼任商务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提
高该州各港口的等级，以加强同外界的竞争。

宪法之父
在州议会期间，麦迪逊对松散的邦联体制的可靠性的怀疑进一步加大，仍坚持建立强大的联邦的主张，
对此，他明确指出，脆弱的邦联制和过度的民主使国家难以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麦迪逊的言论
和观点得到了华盛顿的赞赏，极端的联邦主义者甚至也把他视为同路人。
1786年，麦迪逊参加了安纳波利斯会议。此会议是为讨论州际贸易问题而召开的，但会议的重要之处却
在于：它决定在次年召开一个讨论修改《邦联条例》的诸州会议。麦迪逊是推动会议做出这一决定的关
键人物之一。
安纳波利斯会议结束后，麦迪逊转道来到弗农山庄，向华盛顿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劝说他接受自己的主
张，并参加制宪会议。
1787年于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历时三个月，麦迪逊是带着一套宏大的制宪方案前来与会的，在这个被杰
斐逊称为“半人半神的大聚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成了宪法的总设计师之一。他草拟的“
弗吉尼亚方案”成为会议上制定的新宪法的理论依据。他为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而慷慨陈词，起草了
大部分宪法条文。他主张加强中央的权力，在联邦政府中实行分权制衡原则，建立具有民意基础的两院
制国会体系。但他不同意汉密尔顿等极端联邦派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一个能在中央与各州之间层层分
权的联邦体系，确立司法部门的独立地位，并提出应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众议员。会议期间，麦迪逊对
会议过程做了详细而准确的记录，为后人了解这次秘密会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联邦宪法》于9月17
日正式签署公布。由于麦迪逊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对《联邦宪法》的制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他
还是制宪会议的主要记录者，所以许多史学家称他为美国的“宪法之父”。
为了使新宪法在弗吉尼亚得到批准，应华盛顿的强烈要求，麦迪逊又参与了争取新宪法得到批准的运
动，因为华盛顿看到，在弗吉尼亚，反对宪法的势力相当强大。通过竞选，麦迪逊进入了弗吉尼亚州的
批准会议，他不仅成了赞成批准一派的领袖，而且指导了会议辩论。麦迪逊有力地为联邦制和分权原则
作辩护，他一再强调：新宪法将给国家带来安全、稳定和繁荣。经过极其激烈的斗争，宪法在弗吉尼亚
得以批准。
在宪法批准运动中，麦迪逊写文章阐述了他本人的宪政思想，以说明新宪法对于美利坚民族繁荣富强的
重要意义，强调它优于《邦联条例》并试图消除人们对加强政府权力的恐惧心理。这些文章被编入《联
邦党人文集》，成为对联邦宪法的权威性解释，麦迪逊的几篇最精彩的论文是其中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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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麦迪逊为此也付出巨大代价。由于他在弗吉尼亚的宪法批准运动中冒犯了政治强人帕特
里克·亨利，而亨利的强烈抵制使他未能进入国会参议院，后经过激烈竞争才进入众议院。
新宪法中没有权利保障条款，这与麦迪逊一贯的政治原则不符。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憾，麦迪逊参加了
起草《权利法案》的工作。1791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

国务卿生涯
在众议院任职早期，麦迪逊是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和重要助手，这主要是由于他在制宪运动中的杰出表现
给华盛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法案，其中一些通过生效，如税收法等。他在建立政
府行政部门的过程中为华盛顿总统出谋划策。华盛顿的一些重要文件也出自他的手笔，如《就职演说》
和《告别演说》。由于麦迪逊的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他在议会中实际上扮演着议长的角色。据此，甚
至有些人认为麦迪逊在华盛顿政府中享有某些“特权”。但两人的这种蜜月关系未能持续很久。
1794年9月15日，四十三岁的麦迪逊与二十六岁的寡妇多莉·佩恩·托德在西弗吉尼亚杰斐逊县的海尔
伍德举行了婚礼。1797年定居于蒙彼利埃。多莉是个俏丽活泼、体态丰腴的美人，她喜欢着丽服、戴珠
宝、出入大雅之堂，举止优雅大方，待人诚恳热情，是社交界中的宠儿。她的个人魅力为麦迪逊的事业
增色不少。鳏居的杰斐逊任总统期间，多莉还常常扮演白宫女主人的角色。麦迪逊当总统后，多莉的风
采更是倾倒了整个华盛顿，人们认为：她是早期美国第一夫人中的佼佼者。
但是，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与杰斐逊的民主原则很快就发生了冲突，并导致激烈的党派之争。麦迪逊的
政治观点原来就与杰斐逊相近，二人的私交也相当好，很快就成为坚定的政治盟友。他们反对汉密尔顿
的财政计划，认为它会使大资产阶级拥有特权从而控制政府，危害州和人民的权利。他们还认为：共和
政府应建立在人民的美德和农业经济之上，政府的统治应得到人民的同意。这种主张与汉密尔顿建立英
国式政体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最初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联邦党。麦迪逊成为共
和党的实际组织者。
麦迪逊同情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美国理想在整个世界的传播。他认为杰伊条约是对英国的屈从，反映
了美国新政府的软弱无能，美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并导致美法关系恶化。他主张应加快国内经济建
设的步伐，使国家独立富强，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约翰·亚当斯出任总统后，联邦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党派性，麦迪逊遂退职回乡，专注于农耕和扩建房
舍，尽享家庭生活的乐趣。当他闻知政府通过了四项摧残民权的法案时，认为共和原则和人民的民主权
利受到了严重威胁，遂重回政坛。
1798年，他起草了《弗吉尼亚决议案》，抨击了《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指责亚当斯政府实行政
治专横，违背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民主原则。这一文件旨在保障公众的权利免遭联邦政府的侵害，麦迪
逊既关注对州权的保护，同时又不是州权至上论者。在麦迪逊起草《弗吉尼亚决议案》的同时，杰斐逊
起草了《肯塔基决议案》，反对联邦党人的倒行逆施。两位老朋友密切配合吹响了反击联邦党人“恐怖
统治”的号角。
1799年，麦迪逊重返州议会，以实现他重建民主法治社会的构想。这一时期，他团结各州的民主力量，
反对亚当斯政府摧残民权的政策，同时为杰斐逊当选总统运筹帷幄。
1801年杰斐逊出任总统后，把一批忠于共和原则且有能力的人充实进政府，其中麦迪逊被委以重任——
出任国务卿，艾伯特·加勒廷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虽然他们个性迥异——杰斐逊是理想主义者，加勒廷
是现实主义者，麦迪逊则是个中规中矩的实干家，但他们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形成了杰斐逊内阁的三驾
马车。
在麦迪逊任国务卿期间，美国政府奉行孤立外交政策，大幅度精简了驻欧外交机构，尽力避免卷入欧洲
的纷争。
1803年，美国用和平购买的方式获得了整个路易斯安纳，使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还设法解决北
非海盗对美国商船劫掠的问题。
此时美国仍是一个弱小的新生国家，尚无力保护自己的海上航运，面对英法的海上侵扰，外交努力又常
常不能奏效。为了维护美国的中立国地位，麦迪逊草拟了《禁运法案》，断绝与欧洲的贸易。但这项措
施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损害，效果也不显著。因此，当公众对该法普遍表示厌倦时，麦迪逊下令废止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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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法令。
杰斐逊总统在卸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处于半退休状态，把国家政务交给麦迪逊和加勒廷处理。

八年总统
在1808年大选中，杰斐逊总统推荐年富力强的麦迪逊为接班人。在做出了废除禁运的承诺之后，麦迪逊
得到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终顺利当选。
1809年3月4日，五十八岁的麦迪逊就任美国第4任总统，“弗吉尼亚王朝”得以延续（因为美国前5任
总统中有四位来自弗吉尼亚，故有此称）。
麦迪逊上任后遇到了党内外反对势力的反对和敌视，对此他在组阁时作了妥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
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内阁班子，其中一些重要成员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麦迪逊就任总统时，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对外贸易困难重重，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麦迪逊企图实施杰斐逊政府末期通过的《不交往法》，以便结束英法对美国航运的骚扰。但令人遗憾的
是，欧洲列强并不关注一个新生的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的权利和商业利益，因此麦迪逊不得不实施《第
二号梅肯法》，宣布废除不交往法，提出：如英法之中任何一国改变其做法，不再侵犯美国的权利，美
国就与该国交好并对另一国重施不交往法。法国对此表示，只要美国对英国实施不交往法，法国将与美
国恢复正常贸易。于是美国对英国实施了贸易惩罚措施。但这一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
1811年，在现今的印第安纳州境内发生了一次印第安人的暴动，在反英情绪的驱使下，国内舆论把此事
件归咎于英国人的挑唆，因此对英宣战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麦迪逊无法抵御这一来势汹涌的浪潮，再

加上他的外交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于是要求国会对英宣战。
在经过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激烈辩论之后，宣战议案在众院得以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遇到了
较大阻力，反对派提出的同时向英法开战的议案差一点被通过。最终，议案仍得以通过。与此同时，麦
迪逊也击败了党内外的反对势力，在争取连任总统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尽管麦迪逊早在1811年末就要求做好备战准备，但战争开始时，美国陆海军的力量仍非常弱小，根本无
法与英军正面抗衡，国家也没有相应的财政计划。而且麦迪逊此时在国内还要面对强大的反战势力，特
别是新英格兰反对宣战甚至以脱离联邦相要挟。
在陆战中，威廉·赫尔将军的远征军兵败加拿大；底特律战役、尼加拉河战役的失败不仅使美军蒙羞，
而且也使他们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并致使英军长驱直入，对美国内陆地区进行蹂躏。由于主战派和
广大民众都高估了美国的军力，因此当失败来临时都显得束手无策，抱怨之声此起彼伏。
1814年夏天，英国增兵北美，发动新的攻势。他们经切萨皮克湾攻入首都，大肆劫掠破坏，国会大厦和
总统官邸以及一些政府机构被付之一炬，国会图书馆也损失惨重。出逃中的麦迪逊遥望首都的大火，心
忧如焚。其妻多莉逃离前冒火抢救了斯图尔特画的华盛顿全身肖像和许多珍贵物品，但她在混乱之中与
丈夫走散。胜利的英军骄傲地在美国的土地上凯旋行进，其中一支军队在经过华盛顿陵墓时竟放礼炮表
示致敬，但在他们身后却留下了片片废墟。
英军蹂躏华盛顿未取得任何军事效果，相反，它在美国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和复仇情绪。
令人费解的是，在与“海上霸主”英国的海战中，美军取得了惊人的战绩，其中包括1813年美军取得的
伊利湖战役和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美国的私掠船也肆意追捕英国商船，并大获其利。这些战役虽不能
打破英国的海上优势，却足以影响英军的士气和自信心，打乱其战略部署。
1814年，美国陆军也在巴尔的摩港大败英军，后又取得普拉斯堡等战役的胜利。
当美英双方都已对战争感到厌倦之时，和谈的大门被打开了。
但谈判之路是艰苦漫长的，直至1814年12月，双方才签订了《根特和约》，以维持战前状况为条
件，结束战争。但此时历史对交战双方开了一个玩笑，由于当时通信条件的限制使缔约的消息姗姗来
迟，1815年1月双方仍发生了一场新奥尔良战役，美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这两个消息传到华盛顿时，麦迪逊欣喜若狂。
在这场战争期间，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其中伤亡和失踪近一万人。战争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得到
了保障并缓和了国内矛盾。战争彻底结束了美国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获得了真正的经济自主权，同
时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开始向工业强国迈进。人们把这场战争称作“第二次独立战争”。 
这场战争还推动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和军队建设事业的发展，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其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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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安德鲁·杰克逊等五位将军后来分别先后成为共和国总统。
战争的结束也使麦迪逊度过了执政的危机时期，他的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是在比较平稳的情况下
度过的。由于在战争期间阴谋分裂联邦，联邦党在战后很快就消亡了，党派之争大大缓和。西进
运动再掀高潮，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1815年，麦迪逊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建议大大增加拨款数额，以加强海陆常备军的建设，
要求征收财产税和保护性关税。此后，海军建设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对各类商品特别是美国纺
织品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
这时期，麦迪逊调整了他的经济政策，以便加快美国的工业化的步伐。1816年，他签署了《第
二银行法》，以设立新的国家银行，并通过了关税条例，提高关税率，以保护发展中的民族工商
业。他还对国家的交通运输和教育事业给以大力支持，如修建公路、运河，支持筹建公立学校和
大学等。几年之内，美国的国力明显增长，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麦迪逊仍坚持有限政府的原则，反对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在卸任前夕，他否决了关于用联邦
资金来改善国内交通运输的法案，其理论依据便是：必须对宪法予以严格解释，而《联邦宪法》
中并没授权联邦政府修筑公路和运河。
麦迪逊遵循了其前任创下的惯例，没有谋求第三次当选总统，指定詹姆斯·门罗作为他的政治继
承人，竞选第5任美国总统。选民们对麦迪逊的政绩大力赞扬并大力支持门罗顺利当选。

晚年生活
卸任后，麦迪逊回到养育了他的蒙彼利埃，决心全面退出政坛。他一面读书、写信、会友，一面
致力于农场的科学化经营。他要建立一座全国第一流的农场，其目的：一是要使晚年生活过得更
加充实，二是要填补几年来农场经营不善的亏空，另外要偿还不争气的继子欠下的债务。
与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对教育事业十分热心，赞同并参与创建弗吉尼亚大学，出任该校董事会的
董事，杰斐逊去世后接任该校校长。与此同时，他还进行研究和写作，整理自己在各个历史阶段
所写的论文。
1829年，麦迪逊出席了弗吉尼亚宪法会议，担任联合主席。该会议的使命是修订州宪法。这是
麦迪逊卸职后公开参加的唯一一次政治活动，足见其对法制建设事业的高度关注。
麦迪逊始终捍卫他所参与创建的联邦及其宪法。为此，他在晚年卷入了一场争论：南方人认为，
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令违宪而无效，并可以和平地退出联邦。麦迪逊公开驳斥了这种观点，他否
认了南方人主张拥有的这些权利的合法性并指出他从未有过把联邦权力授予各州的主张。
麦迪逊是个大种植园主，但他对奴隶制持否定的态度，一贯认为：长期保持奴隶制会破坏联邦。
但他的主张是温和的：逐步解放黑奴，将他们移殖到国外。他退休后仍然坚持这一主张，对美国
殖民协会的建设工作给以极大的关注。
麦迪逊是开国元勋中最长寿的人之一，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在美国创造出的各种奇迹，看到了美
国经济的繁荣和疆域的迅速扩展，同时也看到了由于黑奴制问题所导致的国内争端。而且，他的
晚年生活陷入困顿，不得不出卖了一部分地产和重要的历史文件。
1836年6月28日，麦迪逊在亲属的围绕下与世长辞，葬于祖父留下的庄园的家族墓地。他的墓
碑上只刻有他的姓和生卒年月，其质朴无华与墓主人的风格十分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