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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紀念碑設計圖用於紀念同志 (LGBT) 社區

安東尼 · 喬科里 (Anthony Goicolea) 被任命為負責創作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格林
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紀念碑的藝術家 —— 設計圖請見此處
該公告是同志紀念碑委員會 (LGBT Memorial Commission) 征集與評審過程的高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紐約州官方紀念碑的設計圖，該紀念碑用於紀念同志
社區、2016 年 6 月在奧蘭多 (Orlando) 脈動夜店 (Pulse nightclub) 槍擊事件中罹難
的人士，以及仇恨、偏狹和暴力行為的全體受害者。安東尼 ·喬科里 (Anthony
Goicolea) 被任命為藝術家負責創作該紀念碑，該紀念碑位於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西端的哈德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內。設計圖請見此
處。
「這份令人歎為觀止的設計圖補充了景觀，並傳遞關於包容的永恆訊息，這座紀念
碑將用於永久象征紐約民眾在建設更加公正平等的社會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葛謨州長表示。「從石墻事件 (Stonewall) 到婚姻平等，紐約州始終是正義之燈
塔，我們將絕不會放棄對同志社區的承諾，以及建設更加公正包容的社區的承諾。
這座新紀念碑將在未來世代支持這些價值觀。」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奧蘭多市於 2016 年 6 月 12 日發生可悲的槍擊事件，葛謨州
長此後發佈了第 158 號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用於設立同志紀念碑 委員會，
該委員會負責設計和建造新紀念碑用於紀念同志設計以及奧蘭多槍擊事件的遇難
者。 該委員會在 2016 年 10 月發佈《提案征詢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評審
所有提案對主題的詮釋和清晰度、所描述主題的創意和原創性、藝術創作的質量、
場地相容性、可施工性，等等。
場地的具體設計工作與哈德遜河公園當前特質相協調、推動思想和反思，並鼓勵人
們在公共環境中團結起來。 紀念碑將包含九塊改造後的巨石，其中幾塊巨石被透

明夾層硼硅玻璃一分為二，並採用耐火構件充當棱柱，用於在周圍的草坪和附近的
物體上創造精巧的彩虹圖案。
安東尼·喬科里 (Anthony Goicolea) 表示，「我很榮幸與葛謨州長以及同志紀念碑
委員會共同參與這個重要的項目，用於紀念仇恨、暴力以及偏狹行為的受害者，與
此同時慶祝同志社區的美好。這座紀念碑將用作充斥著光線、色彩以及希望的公共
區域，遊客今後數年可以在這裡坐、哀悼、相愛和紀念。 我感激州長及其政府提
供這次機會讓我參與建設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碑。」
奧蘭多市同志社區中心 (LGBT Community Center Orlando) 執行理事特里·德卡羅
(Terry DeCarlo) 表示，「去年六月發生奧蘭多脈動夜店慘劇後，葛謨州長宣佈建
造這座紀念碑，我很自豪與他並肩而立。看到州長今天採取進一步措施，公佈紀念
碑設計師安東尼·喬科里 (Anthony Goicolea)，我的內心感到十分溫暖。感謝您在奧
蘭多市尊重並包容我們，我期待與您以及紐約州全體民眾一起慶祝這座紀念碑竣
工。」
該委員會包括州長任命的十個成員，並由州長顧問阿方索 ·戴維德 (Alphonso David)
負責管理協調。同志紀念碑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
•
•
•
•
•
•
•
•
•

斯科特 P. 坎貝爾 (Scott P. Campbell)，埃爾頓·約翰艾滋病慈善基金會 (Elton
John Aids Foundation) 執行理事；
露絲·哈威 (Rose Harvey)，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YS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
克里斯蒂娜·埃雷拉 (Cristina Herrera)，特朗拉蒂娜網絡 (Translatina Network)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
托馬斯·克萊夫 (Thomas Krever)，赫特雷克·馬丁研究所 (Hetrick-Martin
Institute) 首席執行官；
凱爾西·路易斯 (Kelsey Louie)，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 執行理事；
尤尼克·奧爾蒂茲 (Eunic Ortiz)，石墻民主黨組織 (Stonewall Democrats) 主
席；
克里斯蒂娜·奎恩 (Christine Quinn)，婦女與需求組織 (Women and Need) 首
席執行官兼婚姻平等支持者；
梅麗莎·斯科拉茲 (Melissa Sklarz)，跨性別者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
(Transgender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理事；
貝利弗·提勒瑞 (Beverly Tillery)，紐約市反暴力項目 (NYC Anti-Violence
Project) 執行理事；
格蘭達·特斯多恩 (Glennda Testone)，紐約同志社區中心 (New York LGBT
Community Center) 執行理事。

該委員會將與社區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完成安裝過程。
葛謨州長任職期間始終領導全國支持同志權利。 2011 年，紐約州批准了具有歷史
意義的《婚姻平等法 (Marriage Equality Act)》並向全國發出訊息，表明是時候終結
一種最大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了。2015 年，葛謨州長貫徹法規用於確認所有跨性別
人士都享有《州人權法 (State’s Human Rights Law)》的保護，所有公私僱主、住房
提供商、企業、貸款方及其他人員應了解，在紐約州歧視跨性別人士是非法的並且
不被容忍。
本週早些時候，葛謨州長提名保羅·費恩曼 (Paul Feinman) 入職本州最高法院，即
紐約州上訴法院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伴隨本週確認入職，他成為在該法
庭任職的首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人。
此外，葛謨州長還承諾讓紐約州成為全國首個終止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疫情的州、
取締可悲的性傾向轉化療法，並強化醫療與保險法規用於保護跨性別的紐約民眾。
去年，州長宣佈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所有艾滋病病毒測試呈陽性的人士現
在將有資格透過大規模擴張的取應急避難所援助計畫 (Emergency Shelter
Assistance) 申請住房、交通、營養支持。這標誌著紐約州為保護全體民眾抵禦歧
視而採取的系列行動中的最新措施，鞏固了頒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仇恨犯罪防治
法案 (Hate Crimes Act)》，該法案在 2000 年把歧視性取向定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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