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1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州作者獎  (STATE AUTHOR) 和州詩人獎  (STATE POET) 的新獲獎者   

 

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被提名為州作者，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 被提名為州詩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被提名為紐約州

第  12 屆州作者，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 被提名為紐約州第  11 屆州

詩人。懷特黑德  (Whitehead) 是小說家、記者、傳記作者兼非虛構類小說作家，  

他將獲得紐約州伊迪斯·華頓桂冠虛構小說作家獎  (New York State Edith Wharton 

Citation of Merit for Fiction Writers)；詩人奧斯特里克  (Ostriker) 獲得紐約州沃爾特·

惠特曼桂冠詩人獎  (New York State Walt Whitman Citation of Merit for Poets)。 

 

「紐約州長期以來始終是藝術文化中心，該獎項表彰了本州在其各自領域內一些最

具天賦和影響力的作家，」州長葛謨說。「我很自豪提名著名作家科爾森·懷特黑

德  (Colson Whitehead) 和著名詩人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 獲得久負

盛名的紐約州桂冠作家獎和紐約州桂冠詩人獎，從而認可他們的作品，以及這些作

品對紐約州和周圍地區的民眾產生的影響力。」   

 

懷特黑德 (Whitehead) 和奧斯特里克  (Ostriker) 的正式頒獎儀式將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週五晚  7:30 在位於華盛頓大道  (Washington Avenue) 1400 號的奧爾巴尼大

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UAlbany) 上城校區  (Uptown Campus) 校園中心 (Campus 

Center) 舉行。達奇奎德大學  (Dutch Quad University) 的場地將提供免費停車位。  

該活動將包括兩位得獎者的朗誦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  

 

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紐約州作家（2018-2020 年）   

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繼  埃德蒙·懷特  (Edmund White) 之後成為本

屆紐約州桂冠作家，之前榮獲該殊榮的著名作家包括艾利森 ·魯利 (Allison Lurie)、

瑪麗·戈登 (Mary Gordon)、拉塞爾·班克斯 (Russell Banks)、庫爾特·馮內古特  (Kurt 

Vonnegut)、詹姆斯·薩爾特 (James Salter)、彼得·馬蒂森  (Peter Matthiessen)、  



 

 

威廉·加迪斯  (William Gaddis)、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E. L. 多克托羅 (E. L. 

Doctorow)、格雷斯·佩里  (Grace Paley)。  

 

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著有六部小說，他出名是因為作品體現英雄

主義的鬥爭，展現美國神話、歷史和種族身份的意義。懷特黑德  (Whitehead) 最新

發表的小說是《地下鐵路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7 年），闡述美國南

北戰爭 (Civil War) 前富於想象力的『另類歷史』，以及逃跑奴隸的安全藏身所和秘

密路線網絡。這部小說是《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排名第 1 的暢銷小說，  

是奧普拉讀書俱樂部  (Oprah Book Club) 選中的書籍，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National Book Award)、普利策獎  (Pulitzer Prize)、卡內基小說獎  (Carnegie Medal 

for Fiction)、亞瑟  C. 克拉克獎 (Arthur C. Clarke Award)、赫斯頓 /萊特小說獎  

(Hurston/Wright Fiction Award)、中心地帶文學獎  (Heartland Prize)。 

 

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生於  1969 年，在曼哈頓區  (Manhattan)  

長大。他從哈佛大學  (Harvard College) 畢業後，開始在《鄉村之聲  (The Village 

Voice)》工作，他在那裡給電視劇、書籍和音樂撰寫評論。他撰寫的評論、散文和

小說還刊登在《紐約時報》、《紐約客  (The New Yorker)》、《紐約雜誌  (New 

York Magazine)》、《哈珀斯雜誌  (Harper's)》《格蘭塔雜誌  (Granta)》。  

 

懷特黑德 (Whitehead) 教書的大學包括休斯頓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哥倫比

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布魯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並且是瓦薩學院  (Vassar College)、里士滿大學  

(University of Richmond)、懷俄明大學  (University of Wyoming) 的駐校作家。他居住

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評審委員會推薦懷特黑德  (White) 為紐約州桂冠作家，小組成員包括小說家克萊

爾·梅蘇德  (Claire Messud)；小說家兼紐約州作家協會  (New York State Writers 

Institute) 執行理事威廉·肯尼迪 (William Kennedy)；紐約州作家協會副理事馬克· 

科普利克 (Mark Koplik)；奧爾巴尼大學的兩個本科生迪肖恩 ·克拉克-威爾斯 

(Deyshawn Clarke-Wells) 和伊利斯·庫姆斯 (Elise Coombs)，這兩人按照指示花費數

月時間咨詢奧爾巴尼大學的師生和整個文學社區，並體現『選民』在投票時的意

願。 

 

如需了解更多與科爾森·懷特黑德  (Colson Whitehead) 相關的資訊，請訪

問  https://www.colsonwhitehead.com/。 

 

艾麗西亞·薩斯金·奧斯特里克  (ALICIA SUSKIN OSTRIKER)，紐約州桂冠詩人，

2018-2020 年   

https://www.colsonwhitehead.com/


 

 

艾麗西亞·薩斯金·奧斯特里克  (Alicia Suskin Ostriker) 緊隨尤塞夫·科蒙亞卡  (Yusef 

Komunyakaa) 當選本屆紐約州桂冠詩人；曾享有該殊榮的著名詩人包括：瑪莉· 

豪伊  (Marie Howe)、讓·瓦倫丁 (Jean Valentine)、比利·柯林斯 (Billy Collins)、約翰·

阿什伯里 (John Ashbery)、莎朗·奧爾茲  (Sharon Olds)、簡·庫珀 (Jane Cooper)、 

理查德·霍華德  (Richard Howard)、安達·羅德  (Audre Lorde)、羅伯特·克里利  

(Robert Creeley)、斯坦利·庫尼茨  (Stanely Kunitz)。 

 

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著有十六部詩集，是一位最負盛名的詩人，

以及她那代人最具影響力的詩評家。喬伊斯·卡羅爾·奧茨 (Joyce Carol Oates) 聲稱

她『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反傳統的表達對於理解美國自我發揮了重要作用。』。  

奧斯特里克  (Ostriker) 的作品探索母性、女性、社會正義、猶太人身份，用詩人瓊 ·

拉金  (Joan Larkin) 的話來說，『原汁原味地展現了生活的本色。』   

 

她的最新作品系列《等待黎明  (Waiting for the Light)》（2017 年）獲得了美國猶太

圖書獎 (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反應了紐約市、美國和全世界的當代生活。

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 於  1937 年出生於紐約州布魯克林區  

(Brooklyn)。她在 1959 年獲得布蘭迪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

位，在 1961 年和 1964 年從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分別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和文學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成為了她發表的

首部書籍《威廉·布萊克的憧憬與詩篇  (Vision and Verse in William Blake)》（威斯

康星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隨後，她為企鵝經典叢書  

(Penguin Classics) 編著了《威廉·布萊克詩歌全集  (William Blake's The Complete 

Poems)》並加註。 

 

奧斯特里克  (Ostriker) 獲得了美國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古根海姆基金會  (Guggenheim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美國詩歌學會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舊金山州立詩歌中心  (San 

Francisco State Poetry Center) 等機構提供的獎項和獎金。她是美國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的英語名譽教授、德魯大學  (Drew University) 參加短期駐校詩

人  MFA 計畫的教師。她在紐約市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 普林斯頓自治市  

(Princeton) 兩地居住。  

 

評審委員會推薦奧斯特里克  (Ostriker) 為紐約州桂冠詩人，成員包括往屆紐約州桂

冠詩人尤瑟夫·克曼亞卡  (Yusef Komunyakaa)；前紐約州桂冠詩人瑪莉·豪伊 (Marie 

Howe)；詩人兼奧爾巴尼大學非洲研究教授小倫納德  A. 斯萊德  (Leonard A. Slade, 

Jr.) 博士；奧爾巴尼大學校友兼哈珀·柯林斯兒童書籍公司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總裁蘇珊·墨菲  (Suzanne Murphy)；紐約州作家協會理事保羅·格隆達爾 

(Paul Grondahl)；奧爾巴尼大學的兩個本科生瑪吉·戈爾曼 (Maggie Gorman) 和希

瑟·倫尼爾  (Heather Lengyel)，這兩人按照指示花費數月時間咨詢奧爾巴尼大學的

師生和整個文學社區，並體現『選民』在投票時的意願。  



 

 

 

如需了解更多與艾麗西亞·奧斯特里克  (Alicia Ostriker) 相關的資訊，請訪問她的詩

人基金會 (Poetry Foundation) 頁面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s/alicia-

ostriker。 

 

紐約州作家協會   

紐約州立大學紐約州作家協會  (New York State Writers Institute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位於奧爾巴尼大學，該協會根據  1984 年簽署成為法律的法

案被強制認定為本州資助的常設機構。作家協會為來自全球各地的作家，無論是著

名作家還是剛剛起步的新手，提供一個平臺，旨在為作家們之間的指導和富有創意

的交流提供便利。  

 

1985 年，馬里奧·葛謨州長  (Mario Cuomo) 和州立法機關授權該協會為職業成就配

得上紐約州最高文學榮譽的作家授予紐約州伊迪斯 ·華頓桂冠虛構小說作家獎  

（即州桂冠作家）和紐約州沃爾特·惠特曼桂冠詩人獎（即州桂冠詩人）。奧爾巴

尼大學是美國唯一獲得授權選擇州桂冠作家和州桂冠詩人的大學。  

 

該作家協會支持成立了兩個評審委員會，根據委員會的推薦，州長每兩年一屆選出

一位小說家和一位詩人並授予榮譽。在其任期內，州桂冠詩人和桂冠作家要透過一

系列的讀書會和談話節目，在全紐約州推動和鼓勵小說寫作與詩歌創作。  

 

欲知紐約州桂冠詩人與桂冠作家，及紐約州作家協會之詳情，請造訪

http://www.albany.edu/writers-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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