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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新黑人歷史紀念月展覽  (BLACK HISTORY MONTH EXHIBIT) 在紐約

州議會大廈  (CAPITOL) 開幕  

 
展覽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黑人歷史紀念月展覽開幕，用於紀念非裔美國人民權

領袖和活動家、作家、慈善家、北極探險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勇的哈林區地

獄戰士 (Harlem Hellfighters) 軍團，所有這些人都與紐約州有關聯，並對我們州產

生了長期的影響。這次展覽在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二樓戰爭廳  

(War Room) 舉辦，開放至二月底。照片請見此處。  

 

「這段歷史是紐約州的歷史，也是這些男男女女的功績和成就，這些人幫助構建了

紐約州賴以存在的公正平等基礎，」葛謨州長表示。「我建議居民和遊客參觀該

展覽，並進一步了解這些具有遠見卓識的非裔美國人領導者和優秀的紐約民眾做出

的貢獻。」  

 

這次展覽用於紀念紐約州歷史上傑出的非裔美國人，包括史蒂芬 ·邁爾斯 (Stephen 

Myers)，他負責管理使用中的奧爾巴尼縣地鐵站點  (Albany Underground Railroad 

station)、哈里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她幫助難民在加拿大邊境地帶獲得自

由、最近的格溫·依非  (Gwen Ifill)，她是獲得皮博迪獎  (Peabody award) 的新聞記

者，也是首個主持全美公共事務電視節目的非裔美國婦女。依非  (Ifill) 在去年逝

世。 

 

這場持續一整個月的臨時博物館展覽還包括文物和檔案，讓參觀者窺探這些富於奉

獻精神的非裔美國人的生活和成就，例如地獄戰士使用的地雷、麥德姆  C. J. 沃克

斯製造公司  (Madam C. J. Walker Manufacturing Co.) 銷售員在 1900 年代初上門銷

售的美容產品。  

 

暫借給紐約州議會大廈的展品包括民權偶像  A. 菲利普·倫道夫  (A. Philip Randolph) 

的公文包、私人文檔以及幾封重要的歷史信函，此人領導首個卓越的非裔美國人工

會，並擔任  1963 年華盛頓就業與自由遊行運動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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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and Freedom) 的領袖。在紐約州議會大廈結束展出后，從華盛頓特區 A. 菲利

普·倫道夫研究所  (A. 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借出的這些物品

將成為新成立的全國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的永久系列展品，該博物館也位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內。這次展覽還展出北極探險家馬修·漢森  (Matthew Henson) 的

私人物品，這些物品由紐約市探險家俱樂部  (The Explorers Club in New York City) 

借出，其中包括這位探險家的毛皮手套，以及羅斯福號 (Roosevelt)帆船在歷史著名

的 1909年北極探險活動中使用的羅盤，這次探險活動由指揮官羅伯特 ·匹裡 

(Robert Peary) 領導。  

 

這次展覽表彰下列非裔美國人領導者（按字母順序列出）的傑出成就： 

 

   瑪莉 M. 達利  (Marie M. Daly)（1921 – 2003 年）：第一個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NY) 化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婦女、具有開創精神的研究員、

布朗克斯區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in the 

Bronx)的教授，她幫助其他少數族裔學生進入科學界。  

   費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1818 – 1895 年）：廢奴主義者、

三部自傳書籍的最暢銷作家、所處時代的傑出學者、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終生居

民。 

   W. E. B. 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1868 – 1963 年）：早期民權運動領袖、尼

亞加拉運動  (Niagara Movement) 創始人、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民權活動家、全

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雜誌《紐約市危機  (The Crisis in New York City)》編輯。 

   雪莉·奇澤姆  (Shirley Chisholm)（1924 – 2005 年）：教育家，首個非裔美國國

會女議員、大學教授、公共演講人。  

   第 369步兵團  (369th Infantry Regiment)『哈萊姆區地獄戰士』（1917 –1918

年）：首個非裔美國兵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遠征軍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 一起服役。  

   馬修·漢森  (Matthew Henson)（1866 – 1955 年）：首個非裔美國北極探險家，在

將近  23 年時間內的七次航海活動中擔任指揮官羅伯特 ·匹裡  (Robert Peary) 的副

手，是紐約市終生居民。  

   格溫·依非  (Gwen Ifill)（1955 – 2016 年）：政治新聞記者、美國公共廣播公司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新聞時間  (NewsHour)》節目聯合主持人、暢

銷書作者、首個主持全美公共事務電視節目《華盛頓一周回顧》的非裔美國婦女。

依非  (Ifill) 出生在皇后區  (Queens)，在水牛城  (Buffalo) 和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公共住房中生活過幾年時間。  

   康絲坦斯·貝克·莫特雷  (Constance Baker Motley)（1921 – 2005 年）：哥倫比亞

法學院  (Columbia Law School) 畢業生、紐約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團隊成

員，該團隊在  20 世紀贏得重要的公民權法律戰爭、第一個擔任曼哈頓區區長的黑

人婦女、第一個擔任聯邦法官的黑人婦女、第一個擔任聯邦地區法庭首席法官的黑

人婦女。 



   史蒂芬·邁爾斯  (Stephen Myers)（1800 – 1870 年）：曾是奴工、《電訊報與禁

酒雜誌 (Telegraph and Temperance Journal)》傑出的報紙出版商、活動家、奧爾巴

尼地鐵 (Albany Underground Railroad) 領導者。 

   泰德·珀斯頓  (Ted Poston)（1906 – 1974 年）：首個在主流報刊《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工作的非裔美國記者、民權運動初期為《紐約郵報》撰寫充滿種

族色彩的 1949 年佛羅里達州強姦案的獲獎報導文章、著名『黑人內閣  (black 

cabinet)』的成員，該內閣是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的非正

式非裔美國政治顧問團。  

   A. 菲利普·倫道夫  (A. Philip Randolph)（1889 – 1979 年）：20 世紀主要的民權

領袖之一、長住紐約市，組織並領導臥車列車員兄弟會  (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該組織是首個主要的非裔美國工會，在民權運動初期還敦促富蘭克

林 D.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於  1941 年發佈  8802 號行政命令，用於在

二戰期間在國防工業領域禁止歧視；擔任  1963 年華盛頓就業與自由遊行運動的領

袖。 

   巴亞德·拉斯汀  (Bayard Rustin)（1912 – 1987 年）：長期居住在哈萊姆區、民權

運動領袖、公開同性戀身份的非裔美國人、小馬丁 ·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牧師顧問、1963 年華盛頓就業與自由遊行運動的主要組織者。  

   阿圖羅·阿方索·斯姆堡  (Arturo Alfonso Schomburg)，又名阿瑟·斯姆堡  (Arthur 

Schomburg)（1874 –1938 年）：歷史學家、作家、哈萊姆復興運動  (Harlem 

Renaissance) 活動家，他收藏的非裔美國人文學、繪畫及資料已成為紐約公共圖書

館哈萊姆分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branch in Harlem) 斯姆堡黑人文化研究中心  

(Schomburg Center for Research in Black Culture) 的基礎。 

   梅布爾·基頓·斯塔匹斯  (Mabel Keaton Staupers)（1890-1989 年）：哈萊姆區的

居民和護士，擔任全國有色人種畢業護士協會  (National Council of Colored Graduate 

Nurses) 執行理事，幫助在二戰期間工作的護士打破膚色歧視壁壘。  

   瑪莉·布奈特·塔波特  (Mary Burnett Talbert)（1866- 1923 年）：教育家、美國演

說家、水牛城活動家、婦女政權論者、教師、改革家、尼亞加拉運動創始人。  

   加德納·泰勒  (Gardner Taylor) 牧師（1918 – 2015 年）：備受尊敬的非裔美國部

長，他在國內外發表演講，並長達 42 年時間擔任貝福·斯圖文森區康科德基督教

浸信會 (Bedford-Stuyvesant’s Concord Baptist Church of Christ) 首席牧師，該機構是

美國第二大的浸信會教會。  

   富蘭克林  A. 托馬斯 (Franklin A. Thomas)（生於  1934 年）：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首位非裔美國會長、曾擔任紐約市聯邦檢察官，在貝福 ·斯圖文森區長

大，並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和法學院。  

   哈里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1820 – 1913 年）：廢奴主義者、地鐵領袖，

她生活在奧本市  (Auburn)，在那裡成為老年人和婦女選舉權的支持者。  

   麥德姆  C. J. 沃克斯  (Madam C. J. Walker)（1867 – 1919 年）：非裔美國企業

家、慈善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她創辦了麥德姆  C. J. 沃克斯製造公司，為眾

多非裔美國婦女提供家務勞動以外的首個工作機會。  

   羅伯特  C. 維弗  (Robert C. Weaver)（1907 – 1977 年）：首個擔任美國住房與城

市發展部 (U.S. 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秘書長的非裔美國內

閣成員，他此前曾擔任紐約州房屋租賃部  (New York State Rent) 部長，並且是紐約



州內閣的首個黑人成員。  

 
 

在黑人歷史月展覽免費向公眾開放。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參觀紐約州議會大廈的資

訊，請訪問：http://www.ogs.ny.gov/esp/ct/tours/Capito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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