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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開放紐約州議會大廈展覽，用於表彰鼓舞人心的紐約州非裔美國民
眾以紀念黑人歷史月 (BLACK HISTORY MONTH)

一個獲獎者得到了紐約州英勇勛章 (New York Medal for Valor)
這次展覽將持續到本月底，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在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內開放黑
人歷史月 (Black History Month) 展覽。為了紀念小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遇刺 50 週年，這次展覽『代際力量 (Strength of Generations)』重點展示
個人可以透過哪些方式提升他人及其社區的生活，從而實現變革用於為後世民眾帶
來益處。
這次展覽表彰美國首位非裔美國執業醫生、地鐵車站管理人員、廢奴主義者、社會
活動家、20 世紀有變革力的劇作家、曾擔任馬丁 ·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博士
辦公室主任的哈萊姆區 (Harlem) 牧師、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科學院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海地裔美國籍校長，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關注服務匱乏的街
區、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二等兵以馬內利·門薩
(Emmanuel Mensah)、加納 (Ghana) 移民，他在布朗克斯區 (Bronx) 近期發生的槍
擊事件中憑著無私的英雄主義精神拯救了四個鄰居的性命。
「我們很自豪表彰這些紐約州黑人居民令人震撼的英勇行為和功績，這些人勇敢行
動，改善他人的生活並改變美國的進程，」 州長葛謨表示。「我希望參觀紐約州
議會大廈的人將從這些傑出男女的生平獲得鼓舞，並讚美這些人為使這個聯盟變得
更加公正平等而做出的諸多貢獻和犧牲。」
今天，黑人社區代表著將近五分之一的紐約民眾，伴隨非洲、加勒比地區以及全球
移民繼續加入到紐約州大家庭而快速實現多元化。

這次展覽在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二樓戰爭廳 (War Room)
舉辦，開放至二月底。 這次展覽表彰下列非裔美國人領導者（按字母順序列出）
的傑出成就：
洛林·漢斯伯里 (Lorraine Hansberry)（1930 - 1965 年）： 紐約市作家兼民權活動
家，他憑作品《日光下的葡萄乾 (A Raisin in the Sun)》而成為首個在百老匯劇院
(Broadway) 上演戲劇的非裔美國婦女。
伊麗莎白·詹寧斯·格拉哈姆 (Elizabeth Jennings Graham)（1827 - 1901 年）：
詹寧斯 (Jennings) 是一位年輕的教師，她在前往曼哈頓區 (Manhattan) 教堂的途中
捍衛其作為『有色人種』乘坐有軌電車的權利 ，這發生在羅莎·帕克斯 (Rosa
Parks) 在阿拉巴馬州 (Alabama) 發起公共汽車抵制運動前將近一個世紀。
約翰 W. 瓊斯 (John W. Jones)（1817 - 1900 年）： 曾經是個奴隸，被聘用為教堂
司事，他作為埃爾邁拉地鐵站 (Elmira Underground Railroad station) 的主管，幫助
大約 800 個逃亡的奴隸獲得自由。
丹尼爾·拉拉奎-阿瑞納 (Danielle Laraque-Arena)（1956 - 今）： 領先的海地裔美
國籍兒科醫生，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科學院研究員兼院
長，他的職業生涯關注改善資源匱乏街區的健康情況。
紐約州國家警衛隊二等兵以馬內利 ·門薩 (Emmanuel Mensah)（1991-2017 年）：
加納移民，他在布朗克斯區近期發生的槍擊事件中憑著無私的英雄主義精神拯救了
四個鄰居的性命。葛謨州長為這位逝世的二等兵追授紐約州英勇勛章： 這是紐約
州最高軍事榮譽，用於表彰站場內外的英雄行動。
詹姆斯·麥克庫尼·史密斯 (James McCune Smith) 博士（1813 - 1865 年）： 美國
首位非裔美國執業醫生，他在蘇格蘭獲得醫學學位，並在紐約州五彩孤兒院
(Colored Orphan Asylum) 擔任醫生，並管理美國首個歸黑人所有的藥房。
瑪莉·博尼特·塔波特 (Mary Burnet Talbert)（1866 - 1923 年）： 她是水牛城
(Buffalo) 和全國早期民權運動的先鋒 ，她支持婦女選舉權，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期間擔任紅十字會 (Red Cross) 的海外護士。
懷亞特·迪·沃克 (Wyatt Tee Walker) 牧師兼博士（1928 - 2018 年）： 他長期在哈
萊姆區擔任牧師，在 20 世紀民權運動中發揮關鍵作用，曾擔任小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博士的辦公室主任。

《他們的榮耀永不褪色：哈萊姆區地獄戰士傳奇 (Their Glory Can Never Fade: The
Legacy of The Harlem Hellfighters)》 將於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在帝國州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羅伯特·艾布拉姆司法所 (Robert Abrams Justice
Building) 越南紀念畫廊 (Vietnam Memorial Gallery)。展覽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4 點，須預約。這次展覽探索紐約州全非裔美國籍軍團的歷史和
傳統，該軍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受遣協助法國作戰。第 369 步兵團 (the 369th
Infantry Regiment) 於 1913 年獲得批准並駐扎在哈萊姆區，該步兵團曾是紐約州國
家警衛隊第 15 步兵團 (the 15th Infantry of the New York National Guard)，是紐約州
國家警衛隊首個非裔美國籍軍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第 369 步兵團還組織有
才華的非裔美國籍音樂家和波多黎各音樂家成立引人矚目的軍樂隊，該軍樂隊對爵
士樂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第 369 步兵團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何美國軍團的服
役時間都長，並因在戰場上的行動被德國軍隊稱作『地獄戰士』。如需了解更多與
展覽有關的資訊，請訪問 www.empirestateplaza.org。
議會大廈黑人歷史月展覽『代際力量』是免費的並且對公眾開放。 如需了解更多
關於參觀紐約州議會大廈的資訊，請訪問：
http://www.ogs.ny.gov/esp/ct/tours/Capito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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