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婦女歷史月展覽  (WOMEN'S HISTORY MONTH EXHIBIT) 在紐約州議

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開幕   

  

這次新展覽向紐約州推動變革的婦女致敬，這些婦女率先發起變革，但被民眾遺

忘，沒有在州議會大廈內加以紀念   

  

請從此處收聽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討論這次展覽   

  

請從此處和此處查看本次展覽的照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婦女歷史月展覽開放，紀念紐約州女性先驅和女性公

務員。這次展覽在紐約州議會大廈二樓接待室  (Reception Room) 舉辦，將開放至

三月底。  

  

紐約州長期以來始終帶頭推進婦女平等。從  100 年前的婦女投票權運動到今天，

婦女始終站在爭取公正的最前沿。   

  

在紐約州議會大廈的廳堂內，婦女在政府各部門服務於紐約民眾。無論是初次擔任

民選官員、被委任最高政府職務、在幕後推動意義重大的變革，或是擔任記者來向

民眾講述政府的故事，這次展覽展示的婦女都使紐約民眾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其中

一些婦女已經成為名人，但另一些婦女隨著時間流逝被民眾遺忘，而這次展覽幫助

提醒人們銘記她們的工作。   

  

「紐約州以作為婦女權利運動的發源地為傲，不計其數的婦女破除障礙，為下一代

掌權的女性領導人創造條件，」葛謨州長表示。「這次展覽紀念古往今來這些鼓

舞人心的婦女及其完成的工作，她們通常沒有得到過任何表彰，從而使紐約州變得

對全體民眾更加公正。」   

  

「縱觀歷史，一小群婦女在紐約州政府中發揮核心作用，她們在沒有得到認可的時

候率先這樣做，」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表示。「這次展覽最

終向其中多位幕後的先驅者或被遺忘的先驅者致敬，我希望這次展覽將鼓勵無數代

婦女繼續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並爭取地位。」   

  

https://soundcloud.com/nygovcuomo/secretary-to-the-governor-melissa-derosa-discusses-new-york-women-of-change-exhibit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WHM_2019_Panels.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Womens_History_Month_Exhibit.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WHM_2019_Panels.pdf


為紀念婦女歷史，這次展覽展出往昔和當代的婦女，她們支持同胞公民的權利，  

並幫助把紐約州塑造成為機會之地。   

  

共  28 位婦女獲得表彰，包括：   

  

1. 莫里·阿爾  (Murray Hall) - 阿爾是坦慕尼協會  (Tammany Hall) 的政治人物，

她在  19 世紀紐約州政治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幕後作用。阿爾出生時才被發

現是女性，並被取名為瑪麗·安德森  (Mary Anderson)，阿爾在  1901 年去世

時，這些情況才為人所知。   

2. 瑪格麗特『米西』樂翰德  (Marguerite "Missy" LeHand) - 『米西』樂翰德從

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  1920 年競選副總統時開始擔任

他的秘書，隨後繼續在私人部門為他工作，在他擔任州長和總統期間繼續擔

任重要助手。   

3. 拜萊·莫斯克維茨  (Belle Moskowitz) - 她支持工人保護，在艾爾·史密斯  (Al 

Smith) 州長任職期間擔任內參顧問，並在他競選總統期間擔任競選經理。   

4. 朗達·福克斯·格拉夫  (Rhonda Fox Graves) - 首位入職紐約州參議會  (NYS 

Senate) 的女性，也是首位擔任參議會主席的婦女。她支持立法以准許婦女

擔任陪審團成員。   

5. 貝西·布坎南  (Besse Buchanan) - 首位入職紐約州眾議會的非裔美國女性，

並在納爾遜·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州長執政期間擔任人權專員。   

6. 康斯坦絲·貝克·莫特利  (Constance Baker Motley) - 首位非裔美國州參議員和

聯邦政府法官。   

7. 瑪麗  T. 貝特斯  (Marie T. Bates) - 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國會資深記者。她還在  1967 年獲准加入立法記者協會  

(Legislativ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LCA)。   

8. 伊莎貝爾·德洛麗絲·維邁德  (Isabelle Dolores Wedemeyer) - 立法記者協會在  

1967 年開始批准女性入會時，她成為首批加入該機構的婦女之一。她是

《奧爾巴尼市尼克伯克新聞報  (The Albany Knickerbocker News)》的記者。  

9. 舍麗·奇索姆  (Shirley Chisholm) - 首個入職美國眾議會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的非裔美國女性。   

10. 伊麗莎白·弗拉德·莫羅  (Elizabeth Flood Morrow) - 立法記者協會任期最長的

女性記者，她從  20 世紀  50 年代起開始報導州議會大廈。   

11. 艾爾希·伍德  (Elsie Wood) - 立法記者協會長期成員，報導州議會大廈長達  

50 多年，最初擔任《郵政電報  (Postal Telegraph)》和西部聯盟電報公司  

(Western Union) 的電報員，隨後在  1969 年加入立法記者協會。   

12. 瑪麗·安妮·科魯薩克  (Mary Anne Krupsak) - 紐約州首位副州長。   

13. 伊麗莎白  A. 比西納  (Elizabeth A. Buechner) - 甘尼特新聞社  (Gannett News 

Service) 記者，她在 1978 年被任命為立法記者協會首位女性會長。   

14. 奧爾加·門德斯  (Olga Mendez) - 首位入職紐約州議會  (State Legislature) 的波

多黎各裔女性。   



15. 傑拉爾丁·費拉羅  (Geraldine Ferraro) - 首位擔任其所在黨派  1984 年政綱委

員會會長的女性，並且是首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   

16. 瑪麗·安妮·克羅迪  (Mary Ann Crotty) - 首位女性州行動主任。   

17. 黛博拉·格里克  (Deborah Glick) - 州議會首位公開同性戀身份的議員。   

18. 朱迪斯·凱耶  (Judith Kaye) - 紐約州首位擔任審判長的女性。   

19. 齊尼亞·穆喬  (Zenia Mucha) - 紐約州州長喬治·帕塔基  (George Pataki) 通訊主

任兼高級政策顧問。   

20. 希拉里·羅德海姆·克林頓  (Hillary Rodham Clinton) - 紐約州首位女性參議

員、州秘書長、第一夫人、首位被其所屬黨派提名競選美國總統的女性。   

21. 格蕾絲·蒙  (Grace Meng) - 首位入職州議會的亞裔女性。   

22. 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 首位擔任紐約州州長秘書的女性。   

23. 芭芭拉‧安德伍德  (Barbara Underwood) - 首位擔任紐約州檢察長的女性。   

24. 露娜·西柯尼  (Louann Ciccone) - 發言人卡爾  E. 希斯提  (Carl E. Heastie)  

的項目與政策秘書，並且是首位在紐約州眾議會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擔任該職務的女性。   

25. 索泰爾·史密斯  (Shontell Smith) - 多數黨會議辦公室主任兼多數黨顧問。   

26. 克麗絲特爾  D. 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D. Peoples-Stokes) - 首個經選舉

擔任紐約州眾議會多數黨領袖的非裔美國人。   

27. 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 首個在紐約州議會大

廈內擔任立法議會領袖的黑人女性。   

28. 勒蒂夏·詹姆士  (Letitia James) - 紐約州首位擔任公職的有色女性，也是首位

當選為檢察長的女性。   

  

女性歷史月展覽免費向公眾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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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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