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紀念諾曼底登陸 (D-DAY) 75 週年，並為居住在州內各療養院中的二戰
(WORLD WAR II) 老兵舉行紀念活動

宣佈 2019 年 6 月 6 日為紐約「向二戰服役致敬日 (Salute to World War II Military
Service Day)」
州老兵療養院 (State Veterans' Homes) 的每位二戰老兵均收到州長紀念諾曼底登
陸的聲明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居住在紐約州全部五個老兵療養院中的二戰老兵及
其家人宣佈有紀念意義的特殊日子。為紀念和認可諾曼底登陸和霸王行動
(OPERATION OVERLORD) 75 週年，即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棲行動，州長宣佈
2019 年 6 月 6 日為紐約的「向二戰服役致敬日」。
「在諾曼底登陸 75 週年之際，我想對全體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謝，感謝你們為捍
衛自由而作出的犧牲和貢獻，」葛謨州長表示。「我敦促全體紐約民眾與我一起
紀念這些冒著生命危險的勇敢服役人員，當時 16 萬美國人和盟軍部隊在諾曼底
(Normandy) 登陸海灘，永久性的扭轉了戰爭局勢和歷史軌跡。為此付出生命的人
和把這裡當做家的老兵們，我向你們表示感謝。我們對你們的感激之情無以言
表。」
「我們紀念改變文明軌跡的那一天，並為全州的二戰老兵致敬，」 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天在蒙特羅斯 (Montrose) 紐約州老兵療養院講話時表
示。「在我們紀念諾曼底登陸 75 週年之際，我們向 90 多萬名參加二戰的紐約民
眾和在諾曼底登陸，不知是否能回家的人們表示感謝和致敬。我們對服役人員的果
敢表示認可，這使我們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偉大的軍隊力量。我們必須向偉大一代
(greatest generation) 學習，並繼承他們創造的服務和犧牲衣缽。」
今天副州長凱西·霍楚爾也在新溫莎 (New Windsor) 的紫心勛章博物館 (Purple Heart
Museum) 對二戰老兵進行紀念。
紐約州老兵服務廳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與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和紐約州軍務海事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於 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 點在五個療養院共同贊助慶典活動的舉行，旨在紀念所有二
戰老兵及其家人的貢獻。每個州老兵療養院的每位二戰老兵均收到州長為紀念美國
歷史上的這個特殊的日子而發表的聲明。還選擇在 1944 年 6 月 6 日二戰期間登
陸諾曼底的老兵頒發了紐約州優秀獎章 (New York State Medal for Merit)。此外，
州老兵療養院的所有二戰老兵都收到了一封紐約州老兵服務廳廳長對其貢獻表示感
謝的信函。
紐約州老兵服務廳廳長吉姆·麥克多諾 (Jim McDonough) 表示，「今天的諾曼底登
陸 75 週年紀念活動對二戰倖存的老兵及其家人來說非常重要。看似是當今世界的
擔子落在了美國年輕人的肩上。但其實美國年輕人的任務就是承擔巨大的壓力，
以捍衛世界和平。我很高興紐約能夠繼續認可和紀念偉大一代的貢獻。」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二戰中美國軍人冒
著生命危險，深知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捍衛我們的和平，現在在諾曼底登陸 75 週年
之際，我們有責任繼續紀念這些英雄。透過《在所有政策中融入健康因素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和《適合紐約所有年齡段 (Age-Friendly New York)》等項目的
開展，本廳在四所州老兵療養院為打造具有支持性和理解他人需求的環境提供了先
進優質的護理服務。葛謨州長為保障偉大一代在退休後 (Golden Years) 能繼續在社
區中保持活躍，為他們提供了所需資源。 」
紐約州老人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
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紐約州老人服務辦公室向勇敢的軍人表達了巨大的
感激之情，他們在二戰期間諾曼底登陸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捍衛全球的自由和價值
觀。我們感謝他們為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作出的犧牲，並紀念已逝的人。我們的
老兵是把我們的國家建設中全球最強國的一代。在隔膜周祖航的領導下，紐約州是
全國首個考慮所有年齡段需求的州，本州將繼續承諾為老兵提供其所需的重要社區
資源以保障其健康與在療養院和社區中的參與度。」
長島州老兵療養院 (Long Island State Veterans Home) 執行主任福萊德·斯剛葛
(Fred Sganga) 表示，「在過去的 27 年中，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的長
島州老兵療養院很榮幸能夠照料這些特殊的老兵。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戰士、
水手、海軍和空軍的貢獻和無私犧牲。今天我們對 75 年前全體二戰老兵對勇敢和
堅韌地響應號召表示感謝，他們使世界變得更好。」
紐約陸軍副官長雷蒙德·施爾茲 (Raymond Shields) 少將表示，「75 年前士兵在奧
馬哈 (Omaha) 和猶他 (Utah) 海灘登陸，本州和國家服務的紐約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男女一向都受這些歷史的鼓舞。當年還年輕的他們冒生命之危
險在殘忍獨裁中拯救了世界。今天的服役人員非常驕傲能夠追隨他們的腳步繼續前
行。」

二戰期間， 300 多萬名軍人從紐約港 (Port of New York) 踏上了遠行海外的道路。
其中有 90 多萬人使紐約民眾，他們為捍衛和保護所有美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戰。
超過 4.3 萬名紐約民眾在二戰期間為我們州和國家獻出了生命。
紐約州老兵服務部
在葛謨州長這屆州政府帶領下，紐約州老兵服務部代表紐約州退伍軍人及其家庭提
交了超過 2.7 萬份申請，這換來了超過 2.54 億美元的免稅聯邦政府老兵福利金。
服役時受傷的退伍軍人隨時可以提交申請用於換取殘障補償。某些殘障問題可以推
定為與退伍軍人此前的戰俘身份有關。如需獲取與提供給退伍軍人、服役人員及其
家屬的福利金以及服務相關的資訊和免費援助，請訪問 veterans.ny.gov，並撥
打 888-838-7697 用於安排會見退伍軍人福利金顧問。
紐約州老兵療養院
州老兵療養院為符合條件的老兵及其家屬提供有經驗的護理照看和短期康復服務。
護理服務以住戶為中心提供個性化服務方案，全面支持項目包括極易護理、社會服
務、休閒活動、身體和職業治療，以及其他康復服務。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偉大一
代老兵在小社區中擁有自由和便利服務，以及能夠享受住家般的舒適。州老兵療養
院提供的優質生活能夠保護隱私、鼓勵獨立生活、提供舒適度和安全性，並為其他
老兵和家人提供陪伴。如需獲取關於衛生廳管理的州老兵療養院更多資訊，請點擊
這裡。如需獲取石溪大學長島州老兵療養院的資訊，請點擊 這裡。
紀念紐約州軍事史
州議會大廈的遊客可能還想參觀越戰紀念館 (Vietnam Memorial Gallery) 和分佈在帝
國州廣場綜合設施 (Empire State Plaza Complex) 各處的美國服役人員紀念碑。與該
紀念館相關的資訊請見 https://vietnamgallery.ogs.ny.gov/，紀念碑相關資訊請見
https://ogs.ny.gov/ESP/ct/memo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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