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3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波多黎各社區颶風瑪麗亞紀念碑的設計   

  

波多黎各的卡爾多納和馬托雷利被任命為炮臺公園城的紀念碑建築藝術家團隊   

  

新設計是颶風瑪麗亞紀念委員會評估和審查過程取得的成果   

  

請從此處查看設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了紐約州颶風瑪利亞紀念碑  (Hurricane Maria 

Memorial) 的設計，以紀念颶風瑪利亞的受害者，並用作波多黎各社區復原力的國

際象徵。波多黎各建築師塞貢多·卡爾多納  (Segundo Cardona) 和藝術家安東尼奧·

馬托雷利 (Antonio Martorell) 的設計是由颶風瑪麗亞紀念委員會  (Hurricane Maria 

Memorial Commission) 推薦給州長的。   

  

「紐約州將把這座紀念碑建在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岸邊，以紀念我們的波多黎

各兄弟姐妹，他們在颶風瑪麗亞造成的災難中不幸遇難，」葛謨州長表示。 

「紐約州現在、未來並將永遠與波多黎各站在一起，我們自豪地慶祝並進一步加強

帝國州 (Empire State) 與波多黎各的聯繫。」   

  

在颶風瑪利亞於  2017 年 9 月 20 日襲擊波多黎各一週年之際，葛謨州長成立了颶

風瑪利亞紀念委員會，徵集為紀念颶風受害者而設立的紀念碑的設計方案，並將其

作為波多黎各社區復原力的國際象徵。委員會負責針對紀念碑的選址、設計和安裝

搜索建議並向州長提供這些建議。   

  

根據 2019 年 8 月開展的建築師遴選活動，該委員會收到了  120 份關於巴特利公

園城 (Battery Park City)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經過全面的審查程式後，委員會向州

長建議由波多黎各建築師塞貢多·卡爾多納和藝術家安東尼奧·馬托雷利設計和建造

紀念碑。紀念碑的總成本約為  70 萬美元，將於  2021 年第一季度竣工開放。   

  

所選設計是一個上升的玻璃螺旋，喚起了颶風和貝殼的感覺，這象徵著保護生物體

免受極端天氣等惡劣環境影響。螺旋的頂端是向上旋轉的波多黎各國旗之星。這些

玻璃板由馬特羅瑞爾  (Matrorell) 繪製，其中包括波多黎各最受人愛戴的詩人朱麗亞·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Hurricane_Maria_Memorial.pdf
https://www.ny.gov/hurricane-maria-memorial-commission/hurricane-maria-memorial-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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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林戈斯  (Julia de Burgos) 的詩《告別福利島  (Farewell from Welfare Island)》。

這首詩講述了波多黎各人的韌性，是德·布林戈斯  (de Burgos) 在紐約市生活時寫

的，也是她唯一用英語寫的作品。這幅作品從炮臺公園城的場地中拔地而起，將藝

術、建築和文學有機地融合起來。   

  

塞貢多·卡爾多納，美國建築師協會會員，是波多黎各的建築師和開發人員，他之

前的工作重點是將城市景觀、自然、建築和藝術結合起來，創造可訪問的、有影響

力的空間。   

  

安東尼奧·馬托雷利出生在波多黎各桑圖爾塞  (Santurce)，在龐塞海灘 (La Playa de 

Ponce) 有自己的工作室，並在卡耶伊  (Cayey) 的波多黎各大學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當了 30 多年的駐校藝術家。他的作品已在世界各地展出。他是波多黎各西

班牙語學院  (Academia Puertorriqueñ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的成員。   

  

塞貢多·卡爾多納和安東尼奧·馬托雷利表示，「我們親眼目睹了颶風瑪麗亞造成的

可怕經歷及其後果。很榮幸能合作完成我們的紀念碑設計方案。我們的想法是紀念

碑需要具有視覺衝擊力、易於接近且適應場地。我們感到有義務努力將建築、藝術

和文學結合起來，形成強有力的資訊，我們希望這個資訊能夠引起人們對眾多受害

者命運的思考。」   

  

颶風瑪麗亞紀念委員會的成員由下列人員負責監管與協調：國會議員妮迪亞·維拉

斯奎茲 (Nydia Velazquez)、國會議員荷賽  E. 塞拉諾 (José E. Serrano)、眾議員馬可

斯·克雷斯波  (Marcos Crespo)、眾議員瑪麗莎·達維拉  (Maritza Davila)、紐約州務卿

蘿莎娜·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e E. Serrano) 表示，「當我們互相鼓舞時，紐約州是

最強大的。波多黎各兄弟姐妹在瑪麗亞颶風後需要幫助時，紐約州與他們站在一

起。颶風瑪麗亞紀念碑有力地提醒人們，波多黎各是紐約州大家庭的一部分，並將

永遠如此。我很高興看到這座紀念碑根據波多黎各一些最有才華的當代藝術家的作

品建成。我感謝葛謨州長在整個恢復過程中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帶頭在紐約州設

立這座紀念碑。」   

  

國會議員妮蒂亞·維拉茲科茨  (Nydia Velázquez) 表示，「波多黎各是紐約州大家庭

的重要成員。這座紀念碑用來紀念在颶風瑪麗亞中喪生的人們，但它也提醒我們，

我們必須永遠與波多黎各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我感謝這兩位出色的藝術家傑出的

遠見卓識，並感謝葛謨州長使之成為可能。」   

  

眾議員馬科斯·克雷斯波  (Marcos Crespo) 表示，「紐約州和波多黎各的紐帶是牢

不可破的，我很自豪地看到在我們州豎立著一座紀念碑，以紀念在颶風瑪麗亞中喪



生的人們。我感謝葛謨州長的領導，並確保我們與波多黎各的夥伴關係建立在強烈

的社區意識和公共服務的基礎上。」   

  

眾議員瑪麗莎·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表示，「颶風瑪利亞造成破壞後，紐約州是

第一個做出響應的城市。在他們的整個重建過程中，紐約州已經並將繼續與波多黎

各家庭站在一起。這座紀念碑用於紀念我們的夥伴關係和社區，並紀念那些逝去的

人們。我感谢葛謨州長在這個項目中的英明領導。」   

 

紐約州務卿蘿莎娜·羅薩多表示，「我們自豪地揭開這座紀念碑的面紗，它將紀念

我們的損失，並頌揚波多黎各家庭和朋友在颶風瑪麗亞之後持續修復的精神。葛謨

州長再次展示了精彩的公共藝術，提醒人們波多黎各人的堅韌精神以及紐約州和波

多黎各社區的緊密聯繫。」   

  

委員會成員包括：   

托尼奧·布爾戈斯聯合公司  (Tonio Burgos & Associates) 執行長托尼奧·布爾戈斯  

(Tonio Burgos)  

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波多黎各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uerto Rican Studies) 主任

艾德溫·梅倫德斯  (Edwin Melendez)  

1199/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1199/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前會

長丹尼·斯里維拉  (Dennis Rivera)  

紐約州西部地區拉美裔傳統委員會  (Hispanic Heritage Council of Western NY) 會長

老卡西米羅  D. 羅德里格斯  (Casimiro D. Rodriguez, Sr.)  

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校長哈威丹·羅德里格斯  (Havidan Rodriguez)  

大紐約州建築施工貿易委員會  (Building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社區事務與戰略計畫主任桑托斯·羅德里格茲  (Santos Rodriguez)  

伊比羅美國行動聯盟  (Ibero American Action League) 前總裁兼執行長希達·羅薩瑞

奧·艾斯徹 (Hilda Rosario Escher)  

非營利組織  Comite Noviembre 主席特瑞莎 A. 桑提亞哥 (Teresa A. Santiago)  

聖胡安灣河口保護公司  (Corpo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an Juan Bay 

Estuary) 執行董事布藍達·托雷斯  (Brenda Torres)  

維萊斯機構  (The Velez Organization) 總裁伊麗莎白·維勒茲  (Elizabeth Velez)  

  

颶風瑪麗亞紀念碑是葛謨州長全面應對波多黎各一系列自然災害的一個環節。在葛

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已撥款大約  1,3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境內因瑪麗亞颶風而流

離失所的 1.1 萬多個民眾。這筆資金的部分款項已提供給多個組織，供這些組織為

弱勢的波多黎各民眾聯繫就業、住房、福利諮詢和醫療保健等所需的服務。葛謨州

長還承諾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高達 1,100 萬美元的住宅資金和勞動力資

金：設立 100 萬美元的計畫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可靠的個案管理服

務，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給就業培訓和安置活動。州長還在  2018 和 2019 年向



波多黎各派遣了  1,150 名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的志願

者，他們花了  67,000 小時修復和重建  246 所房屋。  

  

自從 2020 年初這一系列毀滅性的地震開始以來，紐約州一直與波多黎各並肩努

力，盡其所能支持波多黎各的恢復。1 月 14 和 15 日，葛謨州長率領代表團前往

波多黎各調查損失並促進團結合作，作為初步損失評估的結果，州長部署了紐約州

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的工程師和公用事業專家，旨在解決地

震引起的斷電問題，穩定島上電力系統以緩解重複出現的斷電現象。在這次行程

中，本州為受災群眾提供了數百個毯子、枕頭和應急包。伴隨波多黎各繼續從一系

列毀滅性的地震中恢復過來，2 月 2 日，葛謨州長部署  26 個雙語心理衛生專業人

員和 25 個建築物檢查員前往波多黎各協助恢復工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帶領代

表團到島上視察受地震影響的區域。   

  

今年二月，州長宣佈紐約州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已

提醒紐約州特許銀行，它們可能會因為參與社區建設活動而獲得《社區再投資法案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的考慮，這些活動旨在振興波多黎各最近遭

受自然災害最嚴重的社區。紐約州金融服務廳發佈了一份指導意見，敦促紐約州金

融機構為那些仍在地震後受到影響的消費者和企業提供援助，包括免除自動提款機

提款費用和滯納金、提高自動提款機提款限額，以及幫助那些無力償還貸款的人。

紐約州金融服務廳還發佈了指導意見，敦促紐約州所有為波多黎各民眾、住宅和企

業提供保險的保險公司公平快速地解決地震造成的索賠。   

  

地震發生前，葛謨州長在  2017 年 9 月颶風瑪麗亞登陸後持續向有需要的社區提供

關鍵資源。緊接著，紐約州成立了帝國州賑災與恢復工作組織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最終分發了在全州  13 個捐贈地點收集的至少  4,400 個棧板

的物資。紐約州還部署了  1,000 多個人員，其中包括數百名公用事業工作人員和電

力專家，幫助恢復電力和穩定電網。   

  

如需了解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請造訪州長為波多黎各以及

美屬維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for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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