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將 20 處建議資產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瓦丁河無線電台 (Wading River Radio Station) 被認定為
歷史遺址，它在 1942 - 1945 年曾用作美國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的秘密無線電廣播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建議把 20 處資產、資源、地區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這些提名體現了紐約州令人驚歎的歷史多樣性，還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秘密無線
電廣播站，航空史上的這個標誌建築如今用作社區學院，以及在 20 世紀初用於從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向水牛城 (Buffalo) 輸送電力用的工廠。
「本屆州政府致力於幫助社區保護這個偉大的州的傳奇歷史，」 州長葛謨表示。
「紐約州命名這些標誌建築，從而支持經濟發展和社區發展，與此同時支持地方企
業並保護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豐富特征。」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建築進行修繕維護，使它
們符合申請各類公共保護計畫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 /
聯邦政府提供的歷史遺跡修復退稅額。州長於 2013 年簽署立法用於支持紐約州使
用改造退稅額，州政府計畫和聯邦政府計畫對歷史悠久的商業房產帶動 30 多億美
元的投資。
「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是個重要的步驟 ，用於幫助保護這些資產並加以完
善，」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保護這些獨具特色
的場所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並改善紐約州的生活質量。」
《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是記錄紐約州和全國在歷史、建築、考古和文化方面有
著重要意義的建築、結構、區域、景觀、物品和遺址的官方名錄。本州範圍內共有
超過 120,000 處歷史建築、結構和遺址單獨或作為歷史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

《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
這類提名提供擔保。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

•

科普蘭馬車店 (Copeland Carriage Shop)，愛丁堡鎮 (Edinburg) 倖存至今且受人矚目的小型鄉村廠房 ，建於 19 世紀 30 年代左右，
供阿萊德·科普蘭 (Arad Copeland) 和倫納德·科普蘭 (Leonard
Copeland) 兄弟使用。
斯本瑟敦歷史街區 (Spencertown Historic District)，斯本瑟敦村
(Spencertown) - 哥倫比亞郡村 (Columbia County hamlet) 是 19 世紀
鄉鎮中心保存完好的範例，以殖民時代的公路為起點，銜接哈特福特
鎮 (Hartford)、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與奧爾巴尼市 (Albany)，環繞
普斯特河 (Punsit Creek) 的小型磨谷坊和小型鋸木廠建造。
奧斯特里茨歷史街區 (Austerlitz Historic District)，奧斯特里茨鎮
(Austerlitz) - 該街區共有 37 處房產，包括 18 世紀末期至 19 世紀 70
年代的住宅，以及教堂、旅店、校舍、鐵匠鋪以及兩處墓地 ，該街區
全面體現了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西南部的建築特征，奧斯特里茨
鎮的家庭都來自那裡。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伊迪斯 B. 福德紀念圖書館 (Edith B. Ford Memorial Library)，
歐維德鄉 (Ovid) - 這棟小型單層建築建造於 1961 年，體現了現代建
築的新形式主義趨勢 ，由瓦特 B. 福德 (Walter B. Ford) 博士捐款建造
用於紀念他的妻子，他是一位慈善家和退休的數學教授。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

亨普斯特德鎮公所 (Hempstead Town Hall)，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 這棟互通綜合建築群包含殖民復興風格與現代風格的
建築及景觀，建造於 1918 年，在 1929 年和 1950 年擴建，體現了該
鎮的發展，以及市政建築的樣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改變。
米切爾訓練場及停機線 (Mitchel Field and Flight Line)，噶登市
(Garden City) - 這處綜合建築群建於 1929 至 1935 年，如今用作拿騷
社區學院 (Nassau Community College)，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至冷戰 (Cold War) 初期一處最大規模並且最重要的美國軍用航
空基地，曾訓練出歷史著名的創紀錄的飛行編隊。

•

•

圣約瑟夫修女會總部 (Sisters of St. Joseph Motherhouse)，布倫特伍
德鎮 (Brentwood) - 天主教女修道會在 1896 年收購了這棟前酒店建
築，並將其建造成修道院、教堂、學校、學院。該建築還與女修道院
院長瑪莉·路易斯 (Mother Mary Louis)（凱瑟琳·克拉米 (Catherine
Crummey)，1848-1932 年）有關，她擔任圣約瑟夫修女會教會
(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 of St. Joseph) 會長達四十年，是她那代人的
傑出女性領袖，她一生創建了超過 32 所學校、2 所學院、2 所醫
院，並帶頭建造 211 英畝的女修道院建築。
瓦丁河無線電台 (Wading River Radio Station)，瓦丁河村 (Wading
River) - 這棟避暑別墅在軍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在 1942 至
1945 年曾秘密用作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無線電台，電報員在這棟建築內
扮作德國特工，收集重要的情報並開展反情報工作，用於迷惑納粹
(Nazi) 政府並加以誤導。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

•

•

克蘭故居 (Crane House)，米德爾頓市 (Middletown) - 這棟安妮女皇
(Queen Anne) 風格的住宅由克蘭 (Crane) 家族建造於 1897 年，該家
族在這棟住宅內經營一座繁榮的乳製品廠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
海恩斯家族墓地 (Haines Family Cemetery)，海恩斯弗斯村 (Haines
Falls) - 這處墓地的主要特征是一座方尖碑，這座方尖碑在 1884 年雕
刻而成，用於紀念亞倫·海恩斯 (Aaron Haines)（1802-1883 年），
把這處墓地確立為其直係親屬和整個家族的安息地 ，該家族是 19 世
紀卡茨基爾地區 (Catskill) 旅遊業的先鋒。
皮爾格林傢具廠 (Pilgrim Furniture Factory)，金斯頓市 (Kingston) 因全國材料短缺，獲得聯邦政府批准後在 1946-48 年建造，這座現代
風格的工廠是金斯頓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後建造的首座
工廠。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

丹尼爾·韋伯斯特·詹金斯故居 (Daniel Webster Jenkins House)，
中央大橋市 (Central Bridge) - 這棟故居於 1884 年採用安妮女皇風格
建造，供詹金斯 (Jenkins) 先生居住，他從奧爾巴尼與薩斯奎哈那鐵路
(Albany & Susquehanna Railroad) 線路於 1868 年開放至其在 1901 年
去世，期間始終擔任車站站長 ，並擔任鎮長和斯科哈里郡議會
(Schoharie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
圣約翰維勒鄉歷史街區 (St. Johnsville Village Historic District)，
圣約翰維勒鄉 (St. Johnsville) - 該街區位於齊默爾曼河 (Zimmerman
Creek) 的交匯處，憑著充足的水電和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運營的交通廊道，該鄉分多個階段從 18 世紀的巴拉丁風格社區發展
成鐵路鄉、蒸汽磨坊小鎮，以及戰後社區。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維爾布拉漢酒店 (The Wilbraham)，曼哈頓區 (Manhattan) - 這座單身
公寓酒店建造於 1888-1890 年，共有八層，採用羅馬復興
(Romanesque Revival) 風格，是新興住房類型的保存完好的代表，
這種住房服務於 19 世紀末期美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持續變化的人口
結構。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

第一浸信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奧格登斯堡市 (Ogdensburg)
- 這座教堂建於 1830 至 1833 年，期間多次改造，在奧格登斯堡市市
民的精神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座教堂的一個特色是使用彩色
玻璃窗，這些玻璃窗由奧格登斯堡市居民哈瑞 ·詹姆斯·霍武德 (Harry
James Horwood) 製作於 1931 至 1944 年。
古利俱樂部 (Gooley Club)，埃塞克斯郡 (Essex) 和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 是艾迪朗達克地區漁獵俱樂部的代表 ，該俱樂部在 1947
年向芬奇·普魯恩公司 (Finch Pruyn & Company) 租用埃塞克斯查恩湖
(Essex Chain Lakes) 附近 1.5 萬平方英呎的土地直到最近。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蒂貝茨-拉姆齊故居 (Tibbetts-Rumsey House)，伊薩卡鎮 (Ithaca) 這棟建於 1880 年的住宅關係到伊薩卡鎮兩大家族的生活：蒂貝茨
(Tibbetts) 家族，該家族擁有一座油漆廠，是這棟住宅最早的住戶，
這棟住宅隨後在 1885 年賣給了拉姆齊 (Rumsey) 家族，該家族擁有五
金業務，使用該住宅直到 1966 年。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水牛城通用電氣公司 (Buffalo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水牛城 該建築群建於 1906 至 1923 年，俯瞰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和加
拿大，與早期建設和從尼亞加拉瀑布市向水牛城輸送電力相關 ，創造
的長期影響力永久改變了該地區和全國。

•

•

紐約中央黑岩貨棧 (New York Central Black Rock Freight House)，
水牛城 - 這棟建築由紐約中央鐵路公司 (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
建於 1906 年，用於轉運貨物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目前是曾經
最常見的建築類型的稀有代表 ，這類建築隨著其他交通方式取代鐵路
而拆除。
瑟匹勒烘培坊與理查德公寓 (Seippel Bakery and Richard
Apartments)，尼亞加拉瀑布市 - 這棟建築分兩個階段建造 ，原本用作
烘培坊的區域建造於 1913 年，用作瑟匹勒烘培坊的營業場所，服務
於尼亞加拉瀑布市將近五十年。理查德公寓和兩間臨街店鋪增建於
1926 年。

一旦提名獲得州歷史保護官員的通過 ，該資產就將被列入《紐約州歷史遺跡名錄
(New York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並獲得提名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
錄》。這類提名將獲得審核，一旦通過即可被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如需
查看被提名資產的資訊和照片，請造訪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的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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