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驕傲
月展覽 (LGBTQ PRIDE MONTH) 在紐約州議會大廈 (CAPITOL) 開幕

紐約州議會大廈將史上首次升起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
和非異性戀者的彩虹旗
新展覽「平等決不沉默 (Equality Will Never Be Silent)」歌頌紐約的女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社群並向該社群的紐約民眾帶來
的影響致敬
展覽將展出「國際愛滋紀念被單 (International AIDS Memorial Quilt)」的一部分
展覽攝影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題為 「平等永不沉默」 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
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驕傲月展覽正式開放， 該展覽歌頌紐約的女同性
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社群，並表彰 16 位該族群
紐約民眾為政治、文化和藝術方面帶來意義重大的影響。本展覽於紐約州議會大廈
二樓接待室 (Reception Room) 展出，並將持續整個夏季。此外，州長也宣佈紐約
州議會大廈將在史上首次升起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
異性戀者的彩虹旗。請參閱此處了解更多展覽相關資訊。
「紐約是許多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利行
動開創先驅的家鄉，他們努力突破藩籬，持續不斷地爭取完整的平等，」 葛謨州
長表示。「其中某些人僅因為忠於自我就遇害，其他人則是努力在最高法院爭論
他們的案例，進而改變了歷史。本展覽旨在歌頌和致敬這些勇氣非凡而且才華洋溢
的人們，紐約將永遠感謝他們。」
州長首席顧問阿方索 B. 戴維德 (Alphonso B. David) 表示，「對女同性戀者、男同
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社群而言，葛謨州長 實在是最佳的盟
友，我在此感謝他表彰這些先驅的努力和風範。自從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
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利運動濫觴，紐約一直都是這方面的全國領導
者，而葛謨州長也史無前例的努力來確保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民眾的平權與保障。我很榮幸能在展覽中被提及，也將繼續

堅守我的承諾，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
利運動爭取能見度和支持。」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我很驕傲能成為葛謨州長行政團隊的一份子，和大家一起推動女
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利運動。身為在紐約
州議會大廈服務的一份子，我們很高興能在此舉辦一場展覽來展示從石牆
(Stonewall) 事件起 50 年來，這場運動獲得的進展和曾經面臨的挑戰。」
州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在議會大廈升起彩虹旗來紀念
石牆運動 50 週年，可說是紀念性地見證了紐約身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
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人權燈塔的角色。我極為自豪，在本屆立法會
期，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在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議題
上和葛謨州長一起推動的進展，包括通過一條跨性別人權法規、禁止所謂的同性戀
轉化療法，以及保障無家可歸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
非異性戀者青年等。彩虹旗將在我們的議會大廈飄揚，代表 50 年前在石牆酒吧
(Stonewall Inn) 開始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 者和非異性戀
者族群面臨的掙扎、展現的毅力和希望，至今已經散佈到整個世界。」
州參議員湯姆·杜安 (Tom Duane) 表示，「紐約州擁有一段悠久而且豐富的女同性
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領導者為爭取更平等更公義
的帝國州而不懈奮鬥的歷史。我感謝葛謨州長在紐約州議會大廈舉行這場展覽來表
彰這 16 位社群領袖的影響，也期待和州長合作繼續努力讓紐約保持全民希望燈塔
的地位。」
州眾議員黛博拉·格里克 (Deborah Glick) 表示，「本人非常榮幸能代表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族群名列這場表彰紐約歷史上重大成就的展
覽。雖然我們有幸能在一個目前支持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
性戀族群權利的州生活與工作，也有許多值得慶賀的成果，但只要歧視和有害的行
為還存在一日，我們就必須持續倡導徹底的平等。我也非常慶幸能有如此優秀的夥
伴一起繼續這場奮鬥。」
本展覽的名稱源於具備無與倫比領袖特質的哈維·米爾克 (Harvey Milk) 的名言：
「希望決不沉默。」大部分展示內容主要是致敬某些出色的人物，他們的堅持和影
響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權利運動帶來能見度和支
持。
本展覽設有一面解說面板，依時序解說 1969 年石牆起義 (Stonewall uprising) 的緣
由，還有一面面板專供敘述彩虹旗的歷史。它也致敬紀念三位因歧視偏見導致遭到
謀害的紐約民眾，他們的犧牲驅使了改變，致使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族群獲得更強有力的保障。

紐約州也很驕傲能展示出「國際愛滋紀念被單 (International AIDS Memorial Quilt)」
的某些部分。展覽中包括了四面致敬愛滋病相關併發症逝世患者的 12 英呎被單區
塊。紐約州議會大廈中展出的三塊簽名方塊則是分別來自於國際彩虹紀念路跑
(International Rainbow Memorial Runs) 的 2002 年澳洲雪梨 (Sydney, Australia) 第六
屆同樂運動會 (Gay Games VI)；2010 年德國科隆 (Cologne, Germany) 的第八屆同
樂運動會；以及法國巴黎 (Paris, France) 的第 10 屆同樂運動會。在第四區帝國州
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中央大廳則展示曾協助創立教育人們關於愛滋病資訊的
馬洛佐基金會 (Fundación MAROZO) 的芭芭拉·馬汀涅茲 (Barbara Martinez) 女士出
借的展品。
紐約州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權利的承諾已經超越
突破性的立法和倡議計畫。它也成為眾多努力成果的背景，讓全世界看到這些努力
的民眾理解和接受。本展覽也展示出一面面板播放以紐約為背景，在紐約製作的創
新劇集 《姿態 (Pose)》 ，本劇是電視史上採用最多變性演員擔任常設角色的劇集。
展覽中也介紹了下列紐約民眾：
藝術與文化領域
愛麗絲·奧斯騰 (Alice Austen)：一位拒絕遵守當時典型傳統社會和性別規範的攝影
師。
詹姆斯·鮑德溫 (James Baldwin)：小說家、論述家、詩人暨劇作家。對美國的種族
與性方面議題有赤裸坦率的描寫。
哈維·菲爾斯坦 (Harvey Fierstein)：表演藝術家、劇作家和配音員。將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主題搬上舞台。
艾德烈·洛爾德 (Audre Lorde)：紐約州的桂冠詩人學者，曾發聲對抗各種不公義的
現象。
政府部門
阿方索 B. 戴維德：首位擔任紐約州長首席顧問的公開出櫃非裔美國人。
湯姆·杜安：首位公開承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身
分，也是首位公開承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測結果陽性的紐約州參議員。
保羅 G. 費恩曼 (Paul G. Feinman) 法官 ：確認任職紐約州最高法院的首位公開出
櫃法官。

黛博拉·格里克眾議員 - 紐約州立法人員中首位公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身分的議員。
哈維·米爾克：美國首位公開出櫃的民選官員之一。
倡導者
瑪莎 P. 約翰遜 (Marsha P. Johnson)：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
異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驅，據說曾在石牆起義時反抗警察。
蘿貝塔·「蘿比」·卡普蘭 (Roberta "Robbie" Kaplan)：一位專長為商事法與公民權
利訴訟的紐約市律師，代表艾迪·溫莎 (Edie Windsor) 在指標性的美國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案例中擊敗《捍衛婚姻法案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DOMA)》。
賴瑞·克拉瑪 (Larry Kramer)：榮獲奧斯卡獎 (Oscar) 提名的劇作家和愛滋病解放力
量聯盟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 的共同創辦人，數十年來致力於
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後天免疫力缺乏症的關注。
希薇亞·里維拉 (Sylvia Rivera)：參與石牆事件的資深社會運動家，也是為女同性
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權利運動中邊緣化團體踴躍發言的倡導
者。
維多·羅素 (Vito Russo)：作家、活動者以及電影學者，協助創立了同志媒體獎
(Gay &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 GLAAD) 和愛滋病解放力量聯盟。
拜亞德·魯斯汀 (Bayard Rustin)：A. 菲力普·藍道夫機構 (A. 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
的創辦者之一，也是 1963 年「向華盛頓進軍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集會的
統籌者。
艾迪·溫莎：成功打贏對聯邦政府訴訟案的紐約民眾，其成功為美國各地的同性婚
姻合法化鋪下了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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