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 月 28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在州立公園紀念黑人歷史月  

  
以紀念活動、地點、節目和虛擬內容彰顯非裔美國人對本州歷史的影響  

  
凱西·霍楚爾州長邀請紐約民眾在黑人歷史月期間參加各種活動、線上節目和參觀州立公

園及歷史遺蹟，以此紀念非裔美國人對本州歷史所做出的貢獻。  

  
「紐約州擁有令人驚歎的黑人歷史月文化遺產，州內公園和歷史遺蹟讓我們有機會銘記

非裔美國人社區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同時反思許多民眾今天仍在進行的鬥爭和面對的挑

戰。」霍楚爾州長表示。「在我們慶祝黑人歷史月之際，我們每個人也應該貢獻力量，

建設更加美好和公正的社會。若分裂，我們孤獨地步履蹣跚 - 但團結起來，我們會一起

崛起。」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的一大使命是保護和保存

州內的歷史遺產，同時豐富故事內容，更好地融入以往受到忽略的人群。我希望紐約民

眾在黑人歷史月期間參與我們舉辦的一些精彩活動。」  

  
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代理主任珍妮特·莫伊 (Jeanette Moy) 

表示，「總務辦公室非常榮幸能夠在帝國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舉辦州立公園的黑

人歷史月展覽。我們希望紐約民眾前來參觀展覽及廣場中的一系列其他展覽，更好地瞭

解非裔美國民眾對紐約州曆史所作出的無數貢獻，並反思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令非洲人被

奴役而遭受的巨大苦痛經歷。」  

  
奧爾巴尼 (Albany) 帝國廣場舉行的名為「不光彩的讓貿易：荷蘭在大西洋世界的人口販

賣 (A Dishonorable Trade: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Dutch Atlantic World)」的展覽就是

其中一個亮點，展覽主題是 17 世紀荷蘭在北美、大西洋和非洲奴隸貿易網路的影響。  

  
本次展覽從 1 月 26 日開始，展覽地點靠近麥迪遜大道 (Madison Avenue) 的廣場入口，

主要探索了荷蘭西印度公司在非洲、加勒比、南美、北美和歐洲貿易網路之間的關係，

重點突出其在庫拉索島和新荷蘭間的活動，後者後來成為英國在紐約和紐約州的殖民

地。是次展覽探求了奴隸制度在荷蘭建立和維持貿易帝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給

因貿易而被奴役的人民所帶來的影響。  

  



展品由公園工作人員製作，得到耶魯大學吉爾德·萊爾曼奴隸制、廢除和抵抗研究中心 

(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Abolition and Resistance at Yale 
University) 和耶魯大學公共歷史學院 (Yale Public History Institute of Yale University) 沉

浸式學習課程的資助及支援，並於 2015 年至 2018 年間在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的克雷洛州立歷史遺址 (Crailo State Historic Site) 展出。展品後來租借給斯克

內克塔迪郡歷史協會 (Schenectady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並在鹿特丹路口的馬比

農場歷史遺址 (Mabee Farm Historic Site in Rotterdam Junction) 展出。 

  
黑人歷史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15 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全國解放黑奴 50 週年紀念活動，

非裔美國曆史學家、作家和記者卡特·G. 伍德森 (Carter G. Woodson) 在當時舉辦了一場

歷史展覽。伍德森在 1926 年將 2 月的第二週作為黑人歷史周的全國性活動日期。活動

後來演變成為長達一個月的紀念活動，並在 1976 年美國建國 200 週年時由傑拉爾德·福

特總統 (President Gerald Ford) 確認為聯邦活動。  

  
如欲進一步瞭解伍德森博士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其所創立的非裔美國人生活和歷史研究

協會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 ASALH) 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asalh.org。  

州立公園 2 月份的活動和節目包括：  

  

• 名稱：「科學先驅 (Pioneers in Science)」；地點：康尼特庫沃特河州立公園保

護區 (Connetquot River State Park Preserve)；時間：2 月 13 日上午 10:30 至中

午 12:30；介紹：瞭解黑人科學家對現代基礎科學的貢獻，觀看相關實驗演示。

需要透過 Eventbrite.com 註冊，然後搜尋 #NatureEdventure。  

• 名稱：「巴斯奎特藝術 (Art by Basquiat)」；地點：康尼特庫沃特河州立公園保

護區；時間：2 月 19 日下午 1:30 至 3 點；介紹：已故的讓-米歇爾·巴斯奎特 

(Jean-Michel Basquiat) 是一名非裔美國藝術家，他的作品向非裔美國籍的歷史人

物、爵士音樂家、體育名人和作家致敬，並基於社會評論創作了一系列自畫像和

其他作品。建議參觀人員以此作為靈感畫出自畫像。活動日期兩週前即可透過 

Eventbrite.com 網站預訂，進入網站後搜尋 #NatureEdventure。  

• 名稱：「替代者、僕人和士兵：新溫莎營地的黑人存在 (Substitutes, Servants 

and Soldiers: The Black Presence at New Windsor Cantonment)」；地址：克萊

蒙特州歷史遺址 (Clermont State Historic Site)；時間：2 月 19 日下午 2 點；介

紹：在 1782 年至 1783 年冬天，新溫莎駐紮了 7,500 名大陸軍兵，其中就有非洲

裔士兵，這些士兵或是自願參軍，或是代替其所謂的主人參軍。進一步瞭解這些

士兵，以及他們對美國獨立戰爭最後一個營地所做出的貢獻。本次展覽由華盛頓

維爾莫法特圖書館 (Moffat Library of Washingtonville) 諮詢和成人服務主管馬修·

索倫茲 (Matthew Thorenz) 負責。索倫茲也是一位獨立的歷史學家，在新溫莎宿

營地州立歷史遺址擔任博物館教育者長達七年，這項研究也是其在同一時期的工

作成果。索倫茲已經發表了多篇與美國獨立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關的文章。

需要在 https://www.friendsofclermont.org/events 提前登記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salh.org%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5lZ9RVBC3tstnqMviipBZno2ubWuiZ19bUCJWfxvvBY%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eventbrite.com%2Fo%2Fnys-parks-long-island-environmental-education-33908178297&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mlk8X%2FgpNEDEfseud5U%2F5ycXbRLP49WPOYJzuRrr0v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eventbrite.com%2Fo%2Fnys-parks-long-island-environmental-education-33908178297&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mlk8X%2FgpNEDEfseud5U%2F5ycXbRLP49WPOYJzuRrr0v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riendsofclermont.org%2Fevents&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7aOxMDbBOqFTREbPKVrswA4nr7bl7bRvqjazx0U4eQ8%3D&reserved=0


• 名稱：「地球探索者 (Planet Explorers)」；地點：康尼特庫沃特河州立公園保護

區；時間：2 月 25 日下午 6:30 至晚上 8:30；介紹：如若天氣狀況良好，可以一

邊觀星一邊瞭解黑人天文學家和宇航員的貢獻。需要透過 Eventbrite.com 註冊，

然後搜尋 #NatureEdventure。  

  
每年 2 月的週四，奧爾巴尼市斯凱勒大廈州立歷史遺址 (Schuyler Mansion State 

Historic Site) 的工作人員都會為斯凱勒家族拍攝一幅歷史性肖像，並從黑人歷史的角度

重新詮釋其意義。這座大廈是菲利普·斯凱勒 (Philip Schuyler) 的故居。菲利普·斯凱勒是

獨立戰爭時期的將軍、參議員和商人，但其莊園也曾蓄奴。該項活動在 Instagram 上舉

辦，可以使用 #schuylermansion 標籤搜尋活動。  

  
2 月 24 日下午 6 點將在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的約翰·傑伊家園歷史遺址 

(John Jay Homestead Historic Site) 舉辦虛擬講座，以傑伊家族第七代人的角度來反思

奴隸制歷史。約翰·傑伊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重要人物，在戰爭結束時協助與英國談判，

簽署了和平條約。  

  
此項活動需要在 www.johnjayhomestead.org 網站註冊。網站也舉辦虛擬展覽、學校課

程和參觀活動，探索傑伊家族作為奴隸主的歷史，以及傑伊家族後代對廢奴事業做出的

貢獻。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瓊斯海灘能源與自然中心 (Jones Beach Energy & Nature 

Center) 將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點播放名為《養隼者 (Falconer)》影片。這是一部關於非

洲裔美國人羅德尼·斯托特 (Rodney Stotts) 的紀錄片。斯托特是一位養隼人士，他利用

這項古老的運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並幫助市中心的年輕人找到更好的發展道路。斯托

特也是「飛越美國之翼 (Wings Over America)」非營利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旨在促進在

華盛頓特區學校中的宣傳力度。 

影片將於 2 月 24 日至 2 月 28 日在中心網站 https://www.jonesbeachenc.org/ 線上播

放。  

  
長島地區的多個州立公園將會舉辦非洲裔美國名人展覽，包括西亨普斯特德湖州立公園

環境教育和復原力中心 (Hempstead Lake State Park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iliency Center)；瓊斯海灘國家公園能源與自然中心（旺托西區）；瓊斯海灘州立公

園（旺托中央商場第 4 區）；巴比倫長島州立公園地區總部大廳 (Long Island State 

Parks Regional Headquarters Lobby, Babylon)；尼塞格河州立公園（國王公園） - 行政

大樓 (Nissequogue River State Park, Kings Park - Administrative Building)；以及牡蠣

灣州立植物園歷史公園遊客中心 (Planting Fields Arboretum State Historic Park Visitor 

Center, Oyster Bay)。如欲瞭解開放時間，請與各公園聯繫。 

  
國家公園部落格最近也發佈了與非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帖文，主題包括荷蘭殖民時期的

非裔美國人聖靈降臨週節日、19 世紀的廢奴主義者索茹爾內·特魯斯 (Sojourner Truth) 

及其在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 的生活、19 世紀的 6 月 14 日解放奴隸 6 月節、19 

世紀中期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s) 非裔美國人社區的建立、20 世紀初駐紮在安大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eventbrite.com%2Fo%2Fnys-parks-long-island-environmental-education-33908178297&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mlk8X%2FgpNEDEfseud5U%2F5ycXbRLP49WPOYJzuRrr0v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johnjayhomestead.org%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YbbuaDtFPWYkAKRxlWu342%2BzI3%2FLZPb27Y1iEnjrT28%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jonesbeachenc.org%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38198cb130df46351ea008d9e281b9f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986907468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yYj9YBTd9iveQ1YGXfoNNsn33GDX2qFjXekfeOsHy70%3D&reserved=0


略堡 (Fort Ontario) 的非洲裔美國士兵，以及大蕭條時期非洲裔美國籍領袖在紐約州民間

資源保護隊所發揮的作用。  

  
州立公園設有與上述活動相關的網頁列表和更多線上內容，敬請造訪 

https://parks.ny.gov/history/black-history/default.aspx。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歷史遺跡、休閒步

道、高爾夫球場、船隻下水點等等，這些景點每年有 7,800 萬人遊覽。如需獲取更多關

於休閒區的訊息，請造訪 www.parks.ny.gov，下載免費的探索紐約州立公園 (NY State 

Parks Explorer) 應用程式或撥打 518.474.0456。此外，也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聯繫我們。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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