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 (DENNY FARRELL RIVERBANK STATE
PARK) 斥資 280 萬美元的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 (ROBERT
FREDERICK SMITH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開放

該項目由投資人兼慈善家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 (Robert Frederick Smith)
捐款 100 萬美元提供支持，用於復興文化表演中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位於哈萊姆區 (Harlem) 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的
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開放。開幕式將舉行表演，以樂隊領隊喬
恩·巴蒂斯特 (Jon Batiste) 的 《斯蒂芬·科爾伯特晚間秀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為特色，此外還有該社區一些最有才華的藝術家的表演。演出
場地的命名用於酬謝慈善家兼維斯塔股權合夥公司 (Vista Equity Partners) 創始
人、主席兼執行長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捐款 100 萬美元支持這個斥資 280
萬美元的設施改造項目。
「丹尼·法瑞爾 (Denny Farrell) 的服務模式是優秀政府的本質，因為這一切都是為
了切實改變人們的生活。」葛謨州長表示。「這座新表演藝術中心恰好將做到這
一點，完善我們州立公園系統的諸多瑰寶之一，並改變該社區以及附近地區數不
清的民眾的生活。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和紐約州的家庭真的應當感謝羅伯特·
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幫忙實現這個項目。」
「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修繕後的表演藝術中心將給該地區帶來活動、文化和
娛樂，」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
表演藝術中心還將全年為孩子以及家庭提供機會，參加社區活動和教育活動。 該
設施每年吸引成千上萬人前往該地區，從而促進當地旅遊業並增強總體經濟。」
文化表演中心是河濱州立公園最受歡迎和最具活力的特色之一，每年舉辦大量與
社會、教育和表演相關的活動和項目。從芭蕾舞、爵士樂和管弦樂隊表演到課
程、夏令營活動和社區項目，該設施每年接待 6 萬多人。
「該表演藝術中心始終是該街區文化結構的寶貴組成部分。音樂和藝術把人們匯
聚到一起，並鞏固我們的社區，」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表示。 「我認為對該
中心開展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墻壁，延伸

到所有家庭和表演者的生活，他們受到鼓舞走到一起，分享他們的想像力、才華
和對哈萊姆區的熱愛。」
該中心將以爵士鋼琴家喬恩·巴蒂斯特的表演拉開序幕，當晚該社區一些最有才華
的藝術家也將登臺表演。巴蒂斯特曾與多個音樂流派的藝術家一起錄製和表演，
並定期與他的樂隊『快意人生 (Stay Human)』一起巡演，他每晚都以樂隊領隊和
音樂總監的身份參加 《斯蒂芬·科爾伯特晚間秀》 。巴蒂斯特還擔任《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音樂總監和哈萊姆區國家爵士樂博物館 (National Jazz Museum) 創
意總監。其他表演者包括遊行眼鏡蛇樂隊 (Marching Cobras)、哈萊姆區文藝復興
合唱團 (Harlem Renaissance Choir)、大提琴家斯特林·伊里亞德 (Sterling Elliott)、
催化劑四重奏樂隊 (Catalyst Quartet)、爵士樂小號手謝立夫·克萊頓 (Shareef
Clayton)、美國國家青年管弦樂團 (National Youth Orchestr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YO-USA) 木管五重奏樂隊。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代理主任埃裡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該項
目將增加該中心受觀眾歡迎的程度，並提高生產價值，為該公園這個受人喜愛的
區域增添活力。我感激葛謨州長、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以及全體夥伴致力於
豐富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的資源。」
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 OSI) 總裁兼執行長金·艾麗曼 (Kim Elliman)
表示，「開放空間機構很自豪參與這個激動人心的項目來升級這個文化表演中
心，並為所有使用這個空間開展社交、慶祝和體驗藝術的人改善整體體驗。感謝
羅伯特·史密斯 (Robert Smith) 和露西·洛克菲勒·瓦萊特茲奇 (Lucy Rockefeller
Waletzky) 給這個項目提供的領導和承諾。我們還要感謝杜斯特家族 (Durst
Family)、阿爾弗雷德 P. 斯隆基金會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和帕森
斯家族基金會 (Parsons Family Foundation) 的支持，它們與開放空間機構合作，
幫助這個社區中心實現復興。」
紐約州立公園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f Parks) 主席露西·洛克菲勒·瓦萊
特茲奇表示，「看到這個單調乏味的禮堂變成充滿音樂、舞蹈和歡聲笑語的輝煌
的表演藝術與社區空間真是令人興奮。我感謝羅伯特 F. 史密斯和所有站出來支持
這個新文化中心的人，我相信，對於後世民眾來說，這個文化中心仍將是充滿活
力和歡樂的社區活動場所。」
參議員羅伯特·傑克遜 (Robert Jackson) 表示，「很高興看到羅伯特·弗雷德里克·
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完成改造項目。感謝史密斯先生、葛謨州長以及其他幫忙實
現這些改造的公私合作夥伴。我期待看到這個設施將給本地區帶來的所有精彩節
目。這個項目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供我們繼續紀念我最珍視的一位導師，即已故
的丹尼·法瑞爾遺留的精神作風。」

參議員布萊恩 A. 本傑明 (Brian A. Benjamin) 表示，「我很高興這個新設施將使
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能夠繼續為哈萊姆區居民提供服務，並為他們提供表演
藝術空間。公園是我們的街區和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眾議員法瑞爾會為紐約州
為紀念他遺留的精神作風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眾議員阿爾·泰勒 (Al Taylor) 表示，「羅伯特 F. 史密斯的慷慨支持給哈萊姆區這
個受人喜愛的場所帶來了新的活力。 每年有數百萬的紐約民眾享受丹尼·法瑞爾河
濱州立公園提供的便利設施，如今，由於這份出色的餽贈以及公私合作夥伴的慷
慨，哈萊姆區在今後仍將是藝術表達和表演的中心。」
曼哈頓區 (Manhattan Borough) 區長蓋爾·布魯爾 (Gale Brewer) 表示，「當你想
到珍貴的社區瑰寶時，腦海中會立刻浮現出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的文化表演
藝術中心。我很高興能夠為這座美觀的表演藝術中心的改造出一份力，我感謝所
有各方合作資助這個傑出的項目。」
紐約市議員馬克·萊文 (Mark Levine) 表示，「数十年来，河濱州立公園對曼哈頓
社區無數成員來說始终是無價的資源。我感謝羅伯特·史密斯的慷慨捐贈，以及所
有參與該項目的合作夥伴承諾確保該中心的復興將繼續提供非凡的娛樂機會和表
演機會。」
杜斯特機構 (The Durst Organization) 亞歷山大·杜斯特 (Alexander Durst) 表示，
「我們很自豪參與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羅伯特·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表演藝術
中心的復興進程。這個項目是開放空間機構和紐約州公園與娛樂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一次激動人心的合作，利用慈善團體和私人部
門為曼哈頓上城區 (Upper Manhattan) 打造一處美觀的文化和表演中心。」
阿爾弗雷德 P. 斯隆基金會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高級副總裁雷斯樂·林恩
(Leisle Lin) 表示，「很高興出席升級後的丹尼·法瑞爾河濱州立公園文化表演中心
的開幕式。這些改進和技術改造將增加這座本已頻繁使用的市民表演中心的價
值。」
史密斯的捐贈是開放空間機構、紐約市地區公園委員會 (New York City Regional
Parks Commission) 與自然遺產信託協會 (Natural Heritage Trust) 合作發起的一項募
款行動籌得的最大一筆捐款，這次募款行動共募集到將近 280 萬美元的公私贈款
和捐款。其他主要支持來自露西 R. 瓦萊特茲奇醫學博士、杜斯特機構、阿爾弗雷
德 P. 斯隆基金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計畫提供了行政支援，已故的眾議員 丹尼·法瑞爾提供了撥款，這座
公園在去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還有曼哈頓區區長蓋爾 A. 布魯爾以及紐約市
議員馬克·萊文也提供了支持。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正在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改善公園並增加提供
戶外休閒設施。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公園 2020』計畫是一項以復興州立公園系
統為目標的多年期承諾。2019-20 年州預算案 (State Budget) 為該計畫分配 1.1 億
美元資金。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監管 250 多處獨立的公園、古跡、高爾夫球
場、休閒步道和船隻下水點，這些景點每年有 7,400 萬人遊覽。如需瞭解任何有
關這些休閒區域的資訊，請造訪：parks.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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