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陣亡將士紀念日當天，葛謨州長公佈紐約州第一個退伍軍人公墓選址  

  
塞尼卡郡桑普森退伍軍人紀念公墓以 8 票對 0 票選出；這一決定標誌著紐約州第一個退

伍軍人公墓的建立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標誌性的紐約州地點今天將以紅、白、藍三色燈光點亮，以紀念在服役中犧牲的人們  

  
州退伍軍人事務部將面向公眾開展網上紀念活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位於塞尼卡郡 (Seneca) 羅穆盧斯 (Romulus) 的前桑普森

海軍訓練站和桑普森空軍基地 (Sampson Naval Training Station and Sampson Air Force 

Base) 所在地的桑普森退伍軍人紀念公墓 (Sampson Veterans Memorial Cemetery) 已被

本州任命的委員會選定為紐約州第一座州退伍軍人公墓 (State Veterans Cemetery) 所在

地。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决定使紐約州距建立永久的、州有的安息地更近了一步，以紀念

紐約州勇敢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的服務和犧牲。葛謨州長宣佈承諾將於 2019 年退伍軍人

紀念日 (Veterans Day) 建立紐約州第一個州退伍軍人公墓，並將這一重要目標列入他 

2020 年的州議事日程。  

  
州長今天還宣佈，紐約州周圍的標誌性地標將點亮紅、白、藍三色燈光，以紀念退伍軍人

紀念日，並紀念為保護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珍視的理想而獻出生命的我國武裝部隊的男男女

女。  

  
葛謨州長還宣佈，州退伍軍人事務部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DVS) 將在全州開

展虛擬紀念活動以紀念退伍軍人紀念日，邀請紐約民眾提供在美國軍隊服役和已經去世的

朋友和家人的照片。  

  
「我們永遠感謝勇敢的紐約民眾，他們身著軍裝為我們的國家服務，作出了最大的犧牲，

使我們能够繼續自由、安全地生活，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葛謨州長

表示。「我們的承諾一直是為這些英雄建立永久紀念碑，並為他們的家人以及來自全州

的人們提供一個參觀和紀念他們的地方，在羅穆盧斯選擇的這個地點是神聖的最後安息

地。很榮幸能建立第一座州公墓來紀念土生土長的英雄，我期待著看到這個地點向紐約人

和他們的家人開放。」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100th-anniversary-veterans-day-governor-cuomo-announces-commitment-establish-new-yorks-first


 

 

桑普森退伍軍人公墓位於紐約州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塞尼卡湖 (Seneca Lake) 東

岸，占地 162 英畝。公墓位於前桑普森海軍訓練站和桑普森空軍基地，二戰 (World War 

II) 和朝鮮戰爭 (Korean War) 期間，數十萬軍人在這裡接受訓練。在 2000 年該基地正式

關閉之前，該基地還作為臨時學院和隔離中心為數千名退役軍人服務。該墓地距離滑鐵盧 

(Waterloo) 也很近，滑鐵盧是全國公認的退伍軍人紀念日的誕生地。  

  
桑普森公墓是已經按照聯邦退伍軍人公墓標準運作的公墓。最初的 15 英畝土地已經開發

出來，提供 6,000 個計畫中的墓地和靈龕。整個 162 英畝的場地最終可容納 80,000 多個

墓穴。紐約州退伍軍人事務部領導團隊今天將參觀公墓，敬獻花圈，並參加簡短的退伍軍

人紀念日儀式。  

  
退伍軍人事務部執行副主任喬爾·埃文斯 (Joel Evans) 表示，「在這個莊嚴而神聖的日子

裏，紐約州紀念所有為保護和保衛我們的州和國家而付出了最後全部獻身精神的勇士們，

無論他們來自國外還是國內。設立州退伍軍人公墓將提供莊嚴的、州有的最後安息地，以

紀念為州和國家服務的退伍軍人。我們記得，是一個看似平凡的人，亨利 C. 威爾斯 

(Henry C. Wells)，南北戰爭 (Civil War) 後在紐約州滑鐵盧小鎮啟發了這個紀念日的誕

生。150 多年後，本州繼續保持著這一天的真正意義，在這一天，我們尊重這樣一個事

實：看似平凡的人所做的毫無疑問的不平凡的事情是我們的民主仍然强大的原因。從這麼

多人的服務和犧牲中，我們找到了持續的靈感，盡我們所能實現他們對美國作為人人享有

自由和正義的地方的願景。」  

  
軍務海事局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雷蒙德·施爾茲 (Raymond 

Shields) 少將表示，「在紐約民眾享受這個假日週末之際，我要敦促他們思考，哪怕只

是一個短暫的時刻，我們在戰爭中犧牲的男女軍人所作的最終犧牲，以便所有美國人都能

享受和平與自由。我們欠他們太多。」  

  
州法律設立的由州長和立法領袖任命的九人選址委員會負責選擇墓地的地點：  

  

• 退伍軍人事務部執行副主任喬爾·埃文斯  

• 軍務海事局雷蒙德·施爾茲少將  

• 預算主任羅伯特·穆吉卡 (Robert Mujica)（由指定人員傑西·奧爾紮克 (Jesse 

Olczak) 代表）  

•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賽格

斯 (Basil Seggos)  

• 紐約州參議會指定人員羅伯特·貝克 (Robert Becker)  

• 紐約州參議會指定人員托馬斯·巴特勒 (Thomas Butler)  

• 紐約州參議會指定人員詹姆斯 R. 巴斯 (James R. Bass)  

• 紐約州眾議會指定人員塞爾吉奧·維拉維德 (Sergio Villaverde)  

  



 

 

該委員會於 5 月 17 日和 5 月 24 日再次開會，以 8 票對 0 票選出桑普森鎮，一名成員缺

席投票。  

  
紐約州是全美僅有的幾個沒有州退伍軍人公墓的州之一。有超過 73.7 萬名退伍軍人以紐

約州為家，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多年來一直主張建立州退伍軍人公墓。直到最近，州法律規

定了行政程式，包括在推進選址過程之前留出 15 年的永久護理成本。今年早些時候，葛

謨州長與議會達成協議並簽署了一項法律，簡化了這一程式，减少了建立州退伍軍人公墓

的不必要障礙。  

  
遴選委員會的决定是搜索過程的高潮，該過程始於今年二月，向全州所有地方政府發出了

一份資訊請求，要求那些希望在其管轄範圍內建立第一個州退伍軍人公墓的人作出回應。

退伍軍人事務部收到了 11 份對資訊請求書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 的答覆，這些

答覆被用來進行一項研究，並編寫一份有關報告，重點介紹紐約州第一個州退伍軍人公墓

的備選方案。  

  
委員會成員的一致决定標誌著朝著建立紐約州退伍軍人及其家屬應得的莊嚴、州有的最後

安息地邁出了重要一步。退伍軍人事務部現在將與夥伴機构合作，確定運營和維護桑普森

公墓的 10 年費用。在這一步驟之後，預算廳 (Division of the Budget) 和州審計長辦公室 

(Office of State Comptroller) 必須確定是否存在這項資金。當這兩個步驟都完成後，退伍

軍人事務部將能够向國家公墓管理局 (National Cemetery Administration) 申請獲得建立

第一座州退伍軍人公墓的聯邦資金。  

  
點亮的地標將包括：  

  

• 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  

• 馬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 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 H. 卡爾 麥克考爾紐約州立大學大樓 (H. Carl McCall SUNY Building)  

• 州教育大樓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  

• 阿爾弗雷德 E. 史密斯州辦公大樓 (Alfred E. 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  

• 紐約州展覽會場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 - 主大門 (Main Gate) 和會展中心 

(Expo Center)  
•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 紐約中央車站 - 潘興廣場高架橋 (Grand Central Terminal - Pershing Square 

Viaduct)  
•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入口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Gateway)  

• 普萊西德湖奧林匹克跳臺場館 (Lake Placid Olympic Jumping Complex)  

• 大都會交通署 長島鐵路公司 (MTA LIRR) - 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東端大門  

• 恩克林 D. 羅斯福哈德遜中部大橋 (Franklin D. Roosevelt Mid-Hudson Bridge)  

  



 

 

在退伍軍人事務部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平臺上，每個服役成員都將單獨獲得榮譽，展

示他們的軍事照片，列出他們的姓名和服役分支，獨特的設計融入了紅色罌粟花，一戰 

(World War I) 以來退伍軍人紀念日的象徵，還有一個簡單但有力的詞：銘記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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