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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委任委員會對新聖卡布瑞妮修女雕像  (MOTHER CABRINI STATUE) 的建

造工作進行監管   

  

為紀念聖卡布瑞妮修女，州政府承諾將為新雕像撥款  75 萬美元   

  

為雕像設計征求企劃書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為新委員會任命  19 名成員，該委員會監管紀念聖卡布瑞

妮修女雕像的建造工作。成員包括哥倫布文化遺產聯盟  (Columbus Heritage 

Coalition) 的安吉洛·維沃洛  (Angelo Vivolo) 和布魯克林教區  (Brooklyn Diocese) 的尼

古拉斯·迪馬爾齊奧  (Nicholas DiMarzio) 主教。州長宣佈州政府承諾將為該項目撥款  

75 萬美元，並為新雕像的設計征求企劃書。   

  

「聖卡布瑞妮修女是一名偉大的紐約民眾和傑出的意大利裔美國移民，她為本州人

民做出了巨大貢獻。毋庸置疑，她配得上一座紀念她的雕像，」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在新委員會的幫助下將順利完成這項工作，從而確保聖卡布瑞妮修女對其社

區和不幸的人的奉獻事跡能被後世銘記。」   

  

該委員會由州長指派的  19 名成員組成，包括：   

•  瑪利亞·巴蒂羅姆  (Maria Bartiromo)，記者  

•  弗蘭克·比西尼亞諾  (Frank Bisignano)，第一數據公司  (First Data) 首席執行官

兼主席  

•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  尼古拉斯·迪馬爾齊奧主教，布魯克林教區   

•  奧蘭多·范德萊特  (Orlando Findlayter) 主教  

•  菲利普·福格利亞  (Philip Foglia)，意大利裔美國法律辯護與高等教育基金會  

(Ital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Higher Education Fund)  

•  馬里奧·加貝力  (Mario Gabelli)，加貝力資產管理公司  (Gabelli Asset 

Management) 首席執行官，美國意大利癌症基金會  (American-Italian Cancer 



 

 

Foundation) 和意大利藝術文化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Italian Art & Culture) 董

事會成員  

•  約翰·利奧·海耶二世  (John Leo Heyer II)，布魯克林教區意大利傳教士   

•  莫林·雪莉·柯林斯基  (Maureen Sherry Klinsky)，作家  

•  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  

•  喬伊·普拉姆利  (Joe Plumeri)，威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Willis Group Holdings) 

前任主席和現任首席執行官   

•  艾米尼亞·裡維拉  (Erminia Rivera)，瑪摩利醫療中心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董事會成員  

•  約瑟夫·夏麥  (Joseph Sciame)，主流意大利裔美國人機構  (Major Itali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主席兼會議主席；聖約翰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社區關係學院  (Community Relations) 副院長  

•  卡羅·西西拉  (Carlo Scissura)，非裔美國人機構聯盟  (Federation of 

Italian-American Organizations) 主席，紐約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  瑪麗·安·泰伊  (Mary Ann Tighe)，紐約 CBRE 公司三州地區  (New York 

Tri-State Region of CBRE) 首席執行官   

•  維羅妮卡·曾  (Veronica Tsang)，國泰銀行 (Cathay Bank) 執行副主席兼首席

零售管理員   

•  喬治·突尼斯  (George Tsunis)，砲台公園市管理局  (Battery Park City 

Authority) 主席  

•  約翰·維奧拉  (John Viola)，全國大毅力以美國人基金會  (National Italian 

American Foundation) 前任主席  

•  安吉洛·維沃洛，哥倫布文化遺產聯盟主席   

  

該委員會將就新塑像的設計、地點和安裝事宜向州長提出建議。州政府征求的企劃

書尋求關於整體設計和調查具體位置的創意。該委員會還將盡快面向藝術社區開展

廣泛的外展工作，包括聯繫藝術高校和機構，以及直接聯繫藝術家。委員會對設計

企劃書審查後將選出進入決賽的選手並呈遞給葛謨州長，並由他做出最後選擇。   

  

哥倫布文化遺產聯盟主席安吉洛·維沃洛表示，「聖卡布瑞妮修女的無私奉獻改變

了兒童、移民和無數他人的命運。葛謨州長的支持將幫助我們紀念她的慷慨事跡。

我渴望與州長和其他委員會成員合作，以落成這座紀念真正人民公僕的雕像。」   

  

布魯克林最受人尊敬的主教尼古拉斯·迪馬爾齊奧表示，「紀念聖卡布瑞尼修女畢

生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奉獻的雕像即將建成，我對安德魯·葛謨州長的這一持

續承諾表示感激。我接受州長委任我領導這一委員會的重任。我期待這一移民守護



 

 

神 (Patron Saint of Immigrants) 的永久紀念能盡快落成，使她的事跡能夠永垂不

朽。」  

  

聖卡布瑞妮修女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國人，她成立了數個幫助窮人的機構、。她  

1850 年生處於倫巴第  (Lombardy)，是家中 13 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個。移居美国

前，她立下誓言，成立了圣心传教修女会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Sacred Heart)，

为孤儿提供服务和教育。   

  

1889 年，聖卡布瑞妮修女來到美國，幫助義大利移民。在紐約期間，她在聖約阿

希姆教區 (St. Joachim's parish)、龐貝聖母教堂  (Church of Our Lady of Pompeii)、變

形天主教教堂  (Transfiguration Catholic Church) 任教，這些教堂都在曼哈頓區，還

有布朗克斯區  (Bronx) 的聖麗塔教堂  (St. Rita of Cascia) 和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

聖斯蒂芬教堂  (Church of St. Stephen)。在 35 年的時間裡，聖卡布瑞妮修女建立了

幾十個機構，為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服務，包括教育組織和支援其他義大利裔美國

人移民的計畫。其中包括哥倫布醫院  (Columbus Hospital)，該醫院最終更名為卡布

裡尼醫療中心  (Cabrini Medical Center)，在 2008 年關閉前，它曾在曼哈頓區營業

多年。  

  

聖卡布瑞妮修女最初埋葬在西公園  (West Park)，現在安葬在她在曼哈頓區建立的

聖法蘭西斯卡布裡尼神殿  (St. Frances Cabrini Shrine)。1946 年，也就是聖卡布瑞

妮修女去世近  30 年後，她成為第一位被冊封為聖徒的歸化美國公民。她被認為是

移民的守護神。紐約州的幾所學術機構、宗教建築和醫院都以她的名字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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