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投資  2,000 萬美元興建雪麗·奇澤姆州立

公園  (SHIRLEY CHISHOLM STATE PARK) 的一期工程   

  

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占地  407 英畝的州立公園是紐約市  (New York City, NYC) 

最大的公園，提供徒步旅行、騎自行車、釣魚和野餐場地   

  

這座公園向雪麗·奇澤姆  (Shirley Chisholm) 致敬，她是第一位非洲裔美國國會女

議員，也是第一位競選總統的非洲裔美國女性   

  

新公園是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 的重要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本州最新、最大的公共公園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在

紐約市開放，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占地  407 英畝，位於牙買加灣沿岸。這座新公

園是為了紀念女眾議員雪麗·奇澤姆，她是一名教育家，曾七屆擔任紐約州第  12 國

會選區的代表，也是第一位競選總統的非洲裔美國女性。該公園是葛謨州長活力布

魯克林區計畫的重要項目，該計畫要求新建或改造  34 座小型公園、社區花園、  

兒童遊樂場和休閒中心，使得居住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Central Brooklyn) 的每位

居民只需步行十分鐘即可抵達任一公園。   

  

「今天，我們在州立公園寶庫中又增添了一顆寶石，把曾經是南布魯克林區  

(South Brooklyn) 社區瑕疵的地方變成了精緻的開放空間，」葛謨州長表示。  

「雪麗·奇澤姆為改善服務不足社區的健康狀況而奮鬥，這是我們通過活力布魯克

林區計畫傳承下來的精神遺產，因此我們很自豪地將這座公園奉獻給她，以紀念她

的領導能力和成就。」   

  

「在我公共服務職業生涯期間，我把雪麗·奇澤姆看作是一名為其社區奮鬥的勵志

人物、榜樣，和堅強的女性，」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今天，紐約市最大的州立公園開幕，以紀念本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女性，我們

振興布魯克林區的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是我們活力布魯

克林區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改善健康狀況，並為社區提供良好的娛樂機

會。」  

  



在投資 2,000 萬美元的初期階段，公園將提供  10 英哩的路標步道供人們徒步旅行

和騎單車；公園的賓夕法尼亞大道  (Pennsylvania Avenue) 一側，提供用於野餐和

釣魚的濱水碼頭；並提供親水空間。環境教育工作者將為參觀公園的兒童提供各類

項目，計劃與紐約奧杜邦  (Audubon New York) 等環保組織在公園建立夥伴關係。

此外，與單車紐約組織  (Bike New York) 的合作將創建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單車圖

書館 (Shirley Chisholm State Park Bike Library)，提供各種規格的免費租借單車，  

供遊客在公園的碎石步道上騎行。   

  

公園裡還有一幅色彩斑斕的壁畫，是布魯克林區壁畫家丹妮爾·馬斯特裡翁  

(Danielle Mastrion) 為紀念奇澤姆而創作的。奇澤姆是土生土長的布魯克林區人，

1968 年，她成為第一位當選國會議員的非裔美國女性。1972 年，她作為第一位非

洲裔美國女性參加了民主黨總統初選，尋求擔任國家最高職位。2005 年，她去世

後十年，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為她追加總統自由獎章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根據目前正在設計的斥資  2,000 萬美元的第二階段工程，公園擴建的部分將包括噴

泉大道 (Fountain Avenue) 的一個大入口；草坪露台  - 其中一個露台足以容納社區

集會和表演；俯瞰亨德里克斯河  (Hendrix Creek) 的露臺；噴泉和公園賓夕法尼亞

大道的部分路段都有彈出式環境教育設施。這項工作應於  2021 年完成。  

  

該公園是一個範例，示範了資源化再利用以前受污染的財產。州立公園與紐約州環

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密切合作，制定保護公

眾健康和環境的重建計畫。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繼續與州立公園緊密合作，以配合

未來公園的後續建設。   

  

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繼續為人們提供更多機會，讓他們走到戶外

並與大自然重新接觸，無論他們生活在哪裡。未來幾年，布魯克林區及周邊地區的

居民將能夠享受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美景。」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把這個場地改造成

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是一個範例，展現了紐約州清理前工業用地給周邊社區帶

來的好處。這個新公園將為當地居民提供到戶外享受自然的機會，幫助振興周圍的

社區和布魯克林區的經濟。」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長期以來，我們在表彰婦女

對城市、州和國家的重大貢獻方面做得不夠。今天，紐約州最新的公園雪麗·奇澤

姆州立公園的開放，是糾正這一遺漏的重要一步。雪麗是在布魯克林區當選的，  

她是第一位當選國會議員的黑人女性，紐約市最大的公園以一位真正的開拓者的姓

名命名是很恰當的。」   



  

國會女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表示，「我和我的國會黑人女性同

胞站在偉大的國會女議員雪麗·奇澤姆的肩膀上。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開放是布

魯克林區社區的歷史性勝利，它將繼續幫助下一代瞭解她的精神遺產，並賦予黑人

女性和女孩不受收買和支配的權利。」   

  

國會議員哈吉姆·傑佛利  (Hakeem Jeffries) 表示，「雪麗·奇澤姆曾說過很著名的一

句話，那就是如果別人不給你椅子，你就自己搬來一把折疊椅。這也是她畢生都遵

循的做法。不論是在  1968 年具有開創性的國會選舉，還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總統競

選，她從來沒有停止過為每個人都能發聲而奮鬥。葛謨州長開展這一重要工作以紀

念雪麗·奇澤姆的傳奇事跡，這一舉措值得稱讚。」   

  

州參議員羅克珊·佩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今天，我們在布魯克林區開

啟了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日子，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一期開放儀式。參議會第  19 

區居民可以期待在家附近享受水上運動、徒步旅行、野餐和其他美妙健康的活動。

我們不再需要跋涉數英哩去享受水上活動；現在我們身邊就有一個最先進的藝術公

園。我感謝葛謨州長把該公園納入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並期待  2021 年全面完

工。」  

  

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雪麗·奇澤姆是布魯克林區的一位代表

人物，也是我們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很榮幸能與葛謨州長以及諸位政府同僚共

同參加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開放儀式。這是一項巨大的榮譽，未來幾代人將有

機會享受這個公園，並在今後數年慶祝雪麗·奇澤姆留下的精神遺產。」   

  

眾議員羅德尼瑟·比肖特  (Rodneyse Bichotte) 表示，「我很高興地看到紐約州，特

別是布魯克林區，在為公眾開發更多戶外空間方面取得了進展。我們已經目睹美化

的公園可以給社區帶來的作用；它把鄰居們聚集起來、讓孩子們成為孩子該有的樣

子，並促進健康平衡的生活。改造土地空間，讓公眾廣泛使用，是生態智慧，並且

是城市的雙贏。把這個公園命名為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是送給布魯克林區的一份

禮物，因為雪麗·奇澤姆代表著自由和進步。祝賀所有參與創建這座公園的人。」   

  

眾議員戴安娜·理查遜  (Diana Richardson) 表示，「很少有公園和紀念碑是為女

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而建的。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糾正

這一歷史，同時為南布魯克林區帶來亟需的戶外空間。我感謝州長對這個行政區內

服務不足的社區做出承諾。」   

  

眾議員艾瑞克·迪蘭  (Erik Dilan)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的領導，布魯克林區服務不

足的社區，尤其是我們的孩子，將獲得前所未有的戶外娛樂活動和學習機會。雪

麗·奇澤姆會很自豪地看到這個行政區迎來以她的姓名命名、影響如此廣泛的項

目。」  



  

州眾議員潔米·威廉斯  (Jaime Williams) 表示，「向我們的青年灌輸保護和照顧當

地海洋環境的能力，其重要性會獲得和培養對牙買加灣和周圍海岸的尊重和熱愛。

雪麗·奇索姆公園將成為我們社區的基石，並鞏固青少年對我們都身在其中的各種

環境的熱愛和欣賞。我不僅是第  59 眾議會選區  (Assembly District, AD) 的民選官

員，而且是該選區的居民，我很感激州長為我們地區帶來了這顆令人難以置信的閃

亮寶石。」   

  

眾議員拉翠斯·沃克  (Latrice Walker) 表示，「雪麗·奇索姆州立公園只是布魯克林

中部地區根據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開展的眾多顯著變革之一。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

這一點，並與我們所有人一道採取必要行動，改善這些社區財富。作為布魯克林區

最大的州立公園，我相信奇澤姆州立公園將為紐約州東部地區  (East New York) 和

整個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居民提供綠色空間，以造福我們的環境，並為家庭提供他

們應得的公園空間。」   

  

眾議員尼克·派瑞  (Nick Perry) 表示，「對布魯克林區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布魯克林區沒有其他標誌性的人物比她更值得擁有以她的名字命名這座公園的榮

譽。布魯克林區長期以來始終需要這種品質的公園和大量的設施規劃，公園愛好者

一定會欣賞和享受我們新增的這處精彩的戶外休閒景點。州長在為活力布魯克林區

計畫的這一項目指定州資金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將受到未來幾代人的極大感激和

欣賞。」  

  

眾議員海倫·溫斯坦  (Helene Weinstein) 表示，「我與安德魯·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州

公園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Parks) 一起慶祝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開

幕。因為瞭解國會女議員奇澤姆，我可以肯定地說，奉獻土地專門用於享受這個偉

大的州的自然美景和奇跡，是紀念像雪麗那樣在很多方面充當先鋒的令人自豪的紐

約民眾和布魯克林區居民的非常恰當的方式。在環境背後有目標的時候，參與布魯

克林區家庭開放娛樂空間的擴張行動是很好的。」   

  

眾議員約瑟夫·蘭托勒  (Joseph Lentol) 表示，「我向州長祝賀雪麗·奇澤姆州立公

園在紐約州布魯克林區開放。這對每一個布魯克林區民眾來說都是莫大的榮譽。  

國會女議員奇澤姆是布魯克林區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我們以她的姓名命名這座公

園來向她致敬並為此感到自豪。國會女議員奇澤姆明白，每個人都應該有可以休

息、思考、恢復和理解如何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留下自己印記的空間。」   

  

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YC 

DEP) 局長文森特·薩佩恩扎  (Vincent Sapienza) 表示，「紐約市投資了 2 億多美元

來修復公園綠地，保護牙買加灣的健康，同時為布魯克林區的居民提供了美麗的開

放空間。雪麗·奇澤姆為平等和機會而戰，我非常自豪能與我們州和聯邦政府的合

作夥伴一起為公園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設計，以表彰她鼓舞人心的精神遺產。」   



  

雪麗·奇澤姆之友州立公園  (Friends of Shirley Chisholm State Park) 主席傑瑪·  

加西亞  (Gemma Garcia) 表示，「這座公園正式更名為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前，這

個社區的男女組成了一個團體，即公民諮詢委員會  (Citizens Advisory Committee, 

CAC)，代表紐約州東部地區和周邊社區表達了希望在牙買加灣填築土地上建設州

立公園。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公民諮詢委員會的一些男男女女仍在表達這個願

望。因為這些留下來的人們的決心，這座公園得以建成。我們正站在紐約市最大的

州立公園的地面上！！！在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s Service)、紐約市、紐

約市環境保護局、紐約州、國會議員哈基姆·傑佛利以及葛謨州長的大力支持下，

這一目標得以實現。」   

  

牙買加灣洛克威公園保護協會  (Jamaica Bay-Rockaway Parks Conservancy) 會長

湯姆·塞昆達  (Tom Secunda) 表示，「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開放是牙買加灣公共

公園復興的一個里程碑。這座新公園將為居民和遊客提供急需的開放空間，但更重

要的是，它把曾經活躍的垃圾填埋場和破壞社區形象的源頭開發成一個場所，公眾

現在可以利用該場所享受數英哩的步道、俯瞰海灣的景色、免費騎單車以及享受海

濱景色。這類項目只有通過與政府以及非營利性組織的公私合作才能實現，例如牙

買加灣洛克威公園保護協會  (Jamaica Bay-Rockaway Parks Conservancy)，目標是確

保我們的公共土地開放使用、濱水區可供民眾利用，並為公眾提供強有力的規劃和

便利設施，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我代表牙買加灣洛克威公園保護協會，感謝安德

魯·葛謨州長和紐約州對這座美麗的新公園做出承諾，以及提供  2,000 萬美元的初

步投資從而向公眾開放這個地方。我們期待著繼續與州、市和聯邦政府合作，確保

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繼續為全體民眾帶來投資和額外的規劃。」   

  

紐約港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s of New York Harbor) 專員約書亞·賴爾德  (Joshua 

Laird) 表示，「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致力於為公眾開放更多

的聯邦土地，而位於蓋特威國家休閒區  (Gateway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的雪麗·

奇索姆州立公園的開放正實現了這一目標。本州建成公園的一期項目，確實值得慶

祝。我們感謝葛謨州長的遠見卓識，並在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歡迎我們的新鄰居。今天

的開幕式意味著布魯克林區的居民和本市以及本國各地的遊客不久後將有機會來到

這片公園，眺望紐約港，欣賞牙買加灣的絕美自然景觀。」   

  

蓋特威國家休閒區負責人珍·涅爾塞西安  (Jen Nersesian) 表示，「四十年前，一種

想法開始生根，把一座垃圾山變成一個起點，為附近成千上萬的居民提供乾淨的戶

外環境。 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的建成依靠當地社區領導人的堅持不懈和州政府的

大力合作。 這座公園現在加入了蓋特威國家休閒區其他寶貴的綠色空間行列，例

如牙買加灣野生動物保護區  (Jamaica Bay Wildlife Refuge)、弗洛伊德·貝內特機場  

(Floyd Bennett Field)、雅各裡斯公園  (Jacob Riis Park) 以及蒂爾登堡  (Fort Tilden)，

供人們遠足、騎單車、野餐、划船，或只是享受戶外生活。」   



  

紐約單車公司  (Bike New York) 總裁兼執行長肯·鮑德茲巴  (Ken Podziba) 表示，

「我們很高興能與紐約州立公園合作，在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推出紐約州首座單

車圖書館。紐約民眾可以免費借用單車，從而騎單車感受這座公園的美麗和寧靜，

他們可以借用從廢水中回收，並由單車回收機械師翻新後再利用的單車。我們感謝

葛謨州長和他的團隊把這個曾經的垃圾填埋場變成美麗的、沒有汽車的大公園，  

真正向偉大的雪麗·奇澤姆致敬。」   

  

這座新公園海拔高達  130 英呎（約合 454 米），佔據了這座城市一些最高的位

置，西北面可以看到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全景，西側可以看到維拉

薩諾海峽大橋  (Verrazano-Narrows Bridge) 和紐約港 (New York Harbor)，南面可以看

到牙買加灣。   

  

該場地此前從未向公眾開放，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垃圾填埋場和噴泉大道垃圾填埋

場上，這些垃圾填埋場在  1956 至 1983 年間由紐約市衛生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運營。垃圾填埋場關閉後，紐約市將土地轉讓給了國家公

園管理局，作為蓋特威國家休閒區的一部分。回收垃圾填埋場的項目包括安裝不透

水的塑膠帽和泥土帽，以及在地下設置屏障，以支持日後可能的廢物再利用活動。   

  

超過 120 萬立方碼的乾淨土壤散佈在四英呎深的場地上，這些土地足以裝滿近  10 

萬輛自卸卡車，這些土地後來用於種植了超過  3.5 萬棵樹和灌木。增加的草原草和

本地植物防止了侵蝕，並促進了沿海草地、濕地和林地的多樣化生態系統，吸引了

各種鳥類和其他本地野生動物。   

  

牙買加灣洛克威公園保護協會資助了創建該公園的初步概念計畫。幾十年來，該組

織一直在推動紐約市關閉垃圾填埋場，把它們變成公園。   

  

在國家公園管理局與紐約市訂立的協議中，紐約州立公園將與內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國家公園管理局、紐約市環境保護廳共同开发雪麗·奇澤姆州立公

園，並將繼續管理此前的垃圾填埋場基礎設施。   

  

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是葛謨州長在  2012 年佛蘭克林  D. 羅斯福四大自由州立公園  

(Franklin D. Roosevelt Four Freedoms State Park) 之後開設的第二個州立公園。  

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是紐約市八大州立公園之一。州立公園負責運營皇后區  

(Queens) 的貝斯沃特州立公園 (Bayswater Point State Park) 和龍門廣場州立公園  

(Gantry Plaza State Park)、布魯克林區的東河州立公園  (East River State Park)、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的黏土坑州立公園  (Clay Pit Ponds State Park)、曼哈頓區 

(Manhattan) 的丹尼·法雷爾河岸州立公園  (Denny Farrell Riverbank State Park) 和布

朗克斯區 (Bronx) 的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  (Roberto Clemente State Park)。  

  



在本州其他地點，州長還於  2015 年開放了水牛城港州立公園  (Buffalo Harbor State 

Park)，並於 2017 年開放了位於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哈洛克州立公園保護區  

(Hallock State Park Preser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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