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國家喜劇中心  (NATIONAL COMEDY 

CENTER) 正式開放   

  

該中心預計每年接待超過  11.4 萬個遊客，並且每年創造  2,300 多萬美元的當地經

濟活動   

  

請從此處查看新國家喜劇中心的照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國家喜劇中心在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詹姆斯敦市正式開放，該中心是第一個致力於展示喜劇的非營利性文化機構和遊

客體驗場館。這座斥資  5,000 萬美元的現代化博物館致力於講述美國喜劇的重要

故事，從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到戴夫·查佩爾 (Dave Chappelle)，紀念喜

劇的偉大思想和獨特的聲音。國家喜劇中心將舉辦為期一週的喜劇表演和對話慶

祝活動以紀念隆重開幕，這與年度露西爾 ·鮑爾喜劇節  (Lucille Ball Comedy 

Festival) 同期舉辦，共有  50 多場活動，其中包括艾米 ·舒默 (Amy Schumer)、劉易

斯·布萊克 (Lewis Black)、莉莉·湯姆林 (Lily Tomlin)、法蘭·卓雪 (Fran Drescher)、

W. 卡馬烏·貝爾 (W. Kamau Bell) 和原創『週六夜現場  (Saturday Night Live)』演員

丹·艾克羅伊德  (Dan Aykroyd) 和萊蕾·紐曼  (Laraine Newman) 等喜劇巨星出場。  

  

「新國家喜劇中心將成為肖托夸郡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的旅遊景點，

並改變經濟格局，」州長葛謨表示。「國家喜劇中心重點展示全世界一些令人最

為印象深刻的著名喜劇表演者，並將成為全國各地遊客的目的地。紐約州很自豪

能夠投資喜劇和藝術，因為我們致力於促進經濟增長並在全州建立文化中心。」   

  

州長在 2015 年 8 月為該項目舉辦動工儀式，該項目從此時起動工建設，包括一

棟佔地 6,000 平方英呎的新建築，以及改造並適應性再利用兩棟歷史建築，其中

包括歷史悠久的詹姆斯敦門戶火車站  (Jamestown Gateway Train Station)， 構成了

總面積達 37,000 平方英呎的展場。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center.pdf#_blank


 

 

獨家收藏品和  50 多場沉浸式世界級展覽重點展示從深夜喜劇到鬧劇，並以幽默

作為社會行動主義的有力手段。遊客將參加喜劇歷史的互動之旅，參觀從早期雜

耍表演到最新的病毒模因。尖端個性化技術用於創建幽默配置文件，該配置文件

嵌入到每個遊客的射頻  ID 腕帶內。該技術實現了定制展覽體驗，並鼓勵遊客反思

並培養自己的幽默感。  它是同類景點中技術最先進的，還有一個現金吧和一個藍

色房間 (Blue Room)，該房間展示更多的成人級別喜劇和彩色喜劇。個人檔案也參

與展出，包括萊尼·布魯斯  (Lenny Bruce)、羅德尼·丹格菲爾德  (Rodney 

Dangerfield)、馬克思兄弟  (Marx Brothers)、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傑瑞· 

路易斯 (Jerry Lewis)、瓊·利弗斯 (Joan Rivers)、菲利斯·迪勒 (Phyllis Diller)、傑里·

肖恩菲爾德  (Jerry Seinfeld)、喬治·卡林 (George Carlin)，等等。遊客離開博物館

時將對喜劇偶像和創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並理解幽默對我們的思維、生活和笑

聲產生的巨大影響。  

  

項目主席湯姆·本森  (Tom Benson) 表示，「八年前，一小群難以置信的勤奮敬業

的人們夢想著創建國家喜劇中心來使詹姆斯敦市成為美國喜劇之都。由於這個傑

出團隊的堅持不懈並付出血汗和淚水，以及我們從資本資助者那裡得到的支持，

包括葛謨州長和紐約州，這個夢想已經成為現實，將改變詹姆斯敦市的面貌，  

並為紐約西部地區各地提供持久的經濟利益。我們已經把嘲笑我們的人變成了和

我們一起笑的人，這感覺很棒。」   

  

國家喜劇中心得到了本州超過  1,400 萬美元的資源支持，其中包括通過與紐約州

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合作實施的社區驅動的競爭過程獲得的  440 萬美元資金；通過『水牛城

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第二階段追加的  500 萬美元資金；利用新市場稅收抵

免計畫 (New Markets Tax Credit Program) 獲得的 500 萬美元資金；以及本州提供

的其他資源。  該中心預計每年將吸引超過  114,000 名遊客，每年為當地經濟帶來  

2,300 萬美元的增長，同時還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並有助於改善該地區的經濟環

境。國家喜劇中心預計將支持  200 多個工作崗位，並在肖托夸郡、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伊利郡 (Erie) 每年創造  650 萬美元的薪酬。  

  

「利用紐約州提供的大量投資和支持，國家喜劇中心必將對紐約州西部地區和南

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帶來變革，」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該中心將成為旅遊業的主要吸引力，並在整個地區產生連鎖反應。遊客現在可

以參觀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的自然美景，在水牛城  (Buffalo) 停留， 

享受運河畔  (Canalside) 的樂趣，並前往詹姆斯敦市參觀世界級的國家喜劇中心和

詹姆斯敦市所有景點。我們正在創造一種協同作用，以促進創造就業機會並投資

於我們經濟的未來。」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詹姆斯敦市利用喜劇中心項目找到了一種保護歷史、



 

 

改造再利用舊建築和振興城市的方法。該地區擁有強烈的地方自豪感，因為該地

區為遊客提供獨一無二的景點，我建議大家計劃一次旅行來親自體驗。」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連同阿勒格尼州立

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 和隱藏的瑰寶，例如附近的米德維州立公園  (Midway 

State Park) 和長島地區州立公園  (Long Point State Park)，國家喜劇中心的開放將

推動紐約州西部地區旅遊業發展。這次傑出的改造確實是個特殊的景點，必將成

為吸引國際觀眾的地方，並將成為全體民眾的驕傲。」   

  

自 2011 年就職以來，葛謨州長對紐約州各地旅遊業進行了空前投資，遊客人數

和直接消費均達到了歷史空前的水平。2017 年，紐約州的遊客人數達到了創紀錄

的 2.438 億人，刺激了近  676 億美元的消費，連續四年為總體經濟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效益。此外，旅遊業是本州第三大雇主，每年支持  938,800 個就業

崗位。  

  

參議員凱瑟琳·揚  (Catharine Young) 表示，「美國最新、最激動人心的景點就是

國家喜劇中心，是喜劇藝術獨一無二的壯觀展廳，使肖托夸郡得到公眾關注，  

並為所有年齡段的遊客提供難忘的體驗。這個世界級場館的靈感來自詹姆斯敦市

本地的喜劇女主角露西爾·鮑爾 (Lucille Ball)，由國際知名的文化公司和交互式設計

公司開發，必將改變我們這座古城的經濟，預計將創造  2,300 萬美元的經濟效

益，同時幫助詹姆斯敦市進入各地旅行評論員的『頂級目的地』名單。  這一時刻

得以實現，源於許多富於奉獻精神的領導者合作設法實現卓越的目標。感謝葛謨

州長對這個項目以及詹姆斯敦市的未來做出承諾，感謝國家喜劇中心富有遠見並

且不知疲倦的領導人，以及州關於和地方官員在每個轉折點給予支持、推動和協

助。這項傑出的工作是信心與合作取得的勝利，並為我們的社區開啟了一個新時

代。」  

  

州眾議員安迪·古德爾  (Andy Goodell) 表示，「詹姆斯敦市認真對待喜劇。  這個

項目是個嚴肅的事情。  它涉及最先進的電子產品、獨特有趣的紀念品和傑出的景

點。 對於喜歡喜劇並想要體驗全國知名喜劇表演的最佳表現的遊客來說，這確實

是個全國性的目的地。」   

  

肖托夸郡郡長喬治·博瑞羅  (George Borrello)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這個獨特的現

代化景點在肖托夸郡、在露西爾·鮑爾 (Lucille Ball) 的故鄉詹姆斯敦市成為現

實。 我們很自豪成為這種娛樂互動體驗的家園，這是對喜劇藝術的傑出致敬。  

感謝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對這個真正變革性的項目做出承諾。」   

  

詹姆士敦市市長塞繆爾 ·特雷西  (Samuel Teresi) 表示，「州立法層面和整個州政

府（即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OPRHP)、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州務廳 (Department of State, DOS) 等）給予的支持在很多

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該項目能夠成功取得資金，主要功勞必須歸於安德

魯·葛謨州長，在我看來，他對這個項目有個人興趣，並將其從  45 碼線推動到了

終點區。 過去的四十年裡，我目睹了本州對多個重大地方項目提供重要的財政援

助，但從未達到過這種程度，以及州長本人這種程度的個人興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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