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6 月 1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發佈六月節慶典公告  

  
紐約州議會大廈上將升起黑人解放旗  

  
州地標建築將被點亮紅色、黑色和綠色燈光  

  
可於此處閱讀公告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發佈六月節 (Juneteenth) 慶典公告州長還宣佈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將於 6 月 19 日週日和 6 月 20 日週一升起紅黑綠相間的黑人自

解放旗州地標建築也將在 6 月 19 日週日點亮紅色、黑色和綠色燈光。  

  
「今年六月節慶典活動在水牛城 (Buffalo) 恐怖的種族主義槍擊案發生一個月後來臨，這

是紀念我國解放黑人奴隸及其後代的反思和恢復機會，」霍楚爾州長表示。「在意識到

黑人社區數代人長期對制度壓迫的反抗後，我今年要求要在州議會大廈 (state Capitol) 上

升起黑人解放旗，從而表明紐約民眾團結一心反抗黑人社區、家庭和人員遭受的無知暴力

和歧視行為。」  

  
「我們每年都在 6 月 19 日慶祝被奴役的非裔美國人於 1865 年獲得解放，」德爾加多 

(Delgado) 副州長表示。「我們銘記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痛苦歷史，但在繼續爭取公正和

平等的過程中，我們對建造公平未來充滿希望，我們的孩子不用承擔過去的不公正和傷痕

就能在和平友好的環境中生活。我們在六月節共同建造更具包容性的未來之際紀念歷

史。」  

  
1865 年 6 月 19 日，工會部隊在內戰 (Civil War ) 結束後來到德克薩斯加爾維斯頓 

(Galveston, Texas)，他們在阿伯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發表解放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後近兩年半的時候解放了剩下的非遺美國奴隸。6 月 19 日

通常被認為是美國奴隸制正式結束的標誌，也是全國第二個獨立日 (Independence 

Day)。今年 6 月 19 日的六月節是週日，其將作為紐約州和聯邦節日在 6 月 20 日週一慶

祝。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專員傑尼特．莫伊 (Jeanette Moy) 表

示，「我們在六月節紀念非裔美國人的堅持不懈精神和貢獻，我們也要為所有人實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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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再次作出承諾。今年我們將在議會大廈和其他州政府辦公樓前升起黑人解放旗，我

們透過此舉將與霍楚爾州長一起尋找機會，從而結束制度化種族主義和社會每天面臨的暴

力威脅。」  

  
州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很驕傲能在參議院中支持六月節節日法。

這是對奴隸制悲慘歷史的紀念，也是我們對一貫爭取的自由的承諾。讓我們在這一天再次

作出為我們州和國家爭取自由平等的承諾！」  

  
眾議員米歇爾．C．索拉吉斯 (Michaelle C. Solages) 表示，「我們慶祝六月節時就紀念

了奴隸制的廢除，也對為非裔美國人爭取自由的艱難過程予以認可。在此項工作還在進行

當中之際，用慶祝自由的方式來認可我們所取得的進步和繼續爭取實現種族公正，這點很

重要。感謝霍楚爾州長在紐約州認可和慶祝六月節。」  

  
眾議員艾麗西亞．海德曼 (Alicia Hyndman) 表示，「六月節象征著世代人民對自由的鬥

爭。從 16 世紀第一批黑奴登上大西洋 (Atlantic) 沿岸，再到 1865 年德克薩斯加爾維斯頓

解放最後一批黑奴，今天的人們為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遊行。從法律發展到解

放運動，這不僅推動六月節成為全州節日，也讓整個社區在自由日一起歡慶：6 月 19 

日。讓自由之聲響徹大地！」  

  
黑人解放旗將於 6 月 19 日和節日當天 6 月 20 日在紐約州議會大廈和以下州政府大樓上

升起：  

  

• 位於哈萊姆區 (Harlem) 的小亞當．克雷頓．鮑威爾州政府辦公大樓 (Adam 

Clayton Powell, Jr.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波基普西 (Poughkeepsie) 的艾利諾．羅斯福州政府辦公大樓 (Eleanor 

Roosevelt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霍桑 (Hawthorne) 的哈得遜河谷交通管理中心 (Hudson Valley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 位於霍波格 (Hauppauge) 的佩里．B．杜里艾州政府辦公大樓 (Perry B 

Duryea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奧爾巴尼 (Albany) 的帝國州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 位於奧爾巴尼的阿爾弗雷德．E．史密斯州辦公大樓，奧爾巴尼  

• 位於奧爾巴尼的州長官邸 (Executive Mansion)，奧爾巴尼  

• 位於奧爾巴尼的哈里曼州立辦公大樓區 (Harriman State Office Building 

Campus) 18 號樓  

• 賓厄姆頓州政府辦公大樓 (Binghamton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沃特頓 (Watertown) 的杜勒斯州政府辦公大樓 (Dulles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霍諾爾 (Hornell) 的亨德遜-史密斯州立辦公大樓 (Henderson-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奧尼昂塔 (Oneonta) 的霍摩福克斯樓 (Homer Folks Facility)  



• 位於錫拉丘茲 (Syracuse) 的約翰·修斯參議員州政府辦公大樓 (Senator 

John Hughes State Office Building)  
• 尤蒂卡州辦公樓 (Utica State Office Building)  

• 位於奧裡斯卡尼 (Oriskany) 的紐約州政府預備培訓中心 (New York State 

Preparedness Training Center)  

  
此外，為在 6 月 19 日慶祝劉玉娥姐，多個州地標建築將被點亮紅色、黑色和綠色燈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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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國州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 紐約州博覽會場主大門和博覽會中心 (State Fairgrounds Main Gate & Expo 

Center)  
•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 弗蘭克林．D．羅斯福哈德遜中部大橋 (Franklin D. Roosevelt Mid-Hudson 

Bridge)  
• 紐約中央火車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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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利運河上的費爾波特升降橋 (Fairport Lift Bridge over the Erie Ca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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