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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鐘斯海灘州立公園 (JONES BEACH STATE PARK) 將於本週末舉辦
90 週年慶典活動
2019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原價 10 美元的停車費將下調至 1929 年的週末費率 50

美分
公園將展示斥資超過 1 億美元的改造工作成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鐘斯海灘州立公園將於本週末以生日蛋糕、紙杯蛋
糕、一系列表演和歷史紀念活動慶祝其 90 週年生日。2019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
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州長從前建立的公園將迎來 90 週年
慶，停車費將從目前的每台車 10 美元下調至 50 美分。
「鐘斯海灘州立公園已煥然一新，並為迎接未來做好準備，」 葛謨州長表示。
「這不僅僅只是個公園，它還是一個可以改變人們生活的公共豐碑。我鼓勵紐約民
眾和遊客在本週末都來慶祝其生日，參加 已安排好的激動人心的活動。」
「我們的州立公園是紐約體驗的重要部分，為各個地區提供了絕佳的休閒機會，」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我們為鐘斯海灘標記夏季 90 週年
慶之際，我們期待能夠在州立公園系統的瑰寶之一中展示為提升樂趣而完成的改造
工作。」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公園系統的這枚瑰寶
在它建成 90 週年時依然閃耀。這座海濱公園自其 1929 年前的週末開放以來，已
有數百萬紐約民眾到訪過這裡。感謝葛謨州長對其重建工作的承諾，數百萬人得以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擁有更多樂趣。」
州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鐘斯海灘一直都是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珍寶。幾十年來來自各地的人們前來享受海水和數英里的木板路。我們
在本週末慶祝的不僅僅是為其作為家庭在夏季休閒娛樂的最早地點的 90 週年慶，
也是慶祝這些大面積改造工作將使其在今後的 90 年中變得更好。」

州眾議員戴維 G. 麥克唐納 (David G. McDonough) 表示，「我很欣慰能與艾瑞克·
庫勒賽德主任一起慶祝鐘斯海灘州立公園建園 90 週年，該公園的初衷是羅伯特·摩
西 (Robert Moses) 想要為紐約州全體居民改善娛樂活動。 鐘斯海灘州立公園是紐
約州立公園系統的珍寶，我期待迎來其 100 週年慶。」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我很驕傲拿騷郡是如此美輪美奐海
灘的所在地，這裡吸引了無數的居民和遊客前來遊覽。我期待能在未來開展改造工
作，是這一標誌性海灘更加美麗。」
多項活動將在這座佔地 2,413 英畝的公園中舉行，該公園坐落在障壁島上，臨大西
洋 (Atlantic Ocean) 一側有 6 英里的沙灘。該公園由羅伯特·摩西設計，從 2005 年
起就列入美國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每年能吸引來
600 多萬遊客。
活動包括這兩天在西浴場 (west Bathhouse) 從中午到晚 8 點進行的食品車小鎮，
其中有緬因表兄龍蝦全明星特色菜 (Cousin's Maine Lobster All Star Specialties)、
尼泊爾披薩快餐 (Neapolitan Pizza Express)、希臘簡餐 (Simply Greek)、貝爾燒烤
(Bells BBQ) 及其餐食。
兩天中從下午 4 點到晚 8 點，西浴場草坪 (West Bathhouse Grass Panel) 上會擺放
供兒童使用的充氣設施，身穿各個時代服裝的演員會在木板路穿行；西浴場將舉辦
草坪比賽；還有過去鐘斯海灘公園員工穿著制服、挖空頭像的自拍站點。
西浴場晚 6 點至 6:45 還有魔術表演，雜耍人員將於晚 6:30 至 7:30 將在木板路上
巡迴表演，另有二戰風格的合唱團美國炸彈 (American Bombshells) 於晚 7 點至
8:30 之間在西草坪 (West Grass Panel) 的移動舞台上表演。
8 月 4 日，10 美元的常規停車費將下調至 50 美分，這是鐘斯海灘開放那年週末
的收費。當天上午 11 點將在中央商場 (Central Mall) 切開一個重達 400 磅的生日
蛋糕，這一蛋糕會被切成小塊分給眾人。隨後，公園會免費分發 9,900 個紙杯蛋
糕。
活動最後，中央商場木道咖啡館 (Boardwalk Café) 前的木板路軌道上將用鑲板展示
公園歷史。
2011 年以來，州立公園已完成或開展斥資 1 億多美元的項目，用於恢復鐘斯海灘
州立公園歷史悠久的宏偉面貌、修復桑迪颶風 (Superstorm Sandy) 造成的損毀、
吸引新遊客並建設新娛樂設施，以此作為州長《紐約 2020 年公園計畫 (Governor's
NY Parks 2020 Plan)》下多年復興計畫的內容。

完成的項目包括修復西浴場建築群和菲爾德 6 號浴場 (Field 6)、修復歷史悠久的中
央商場鑲嵌圖案、在西遊戲區和扎克斯灣 (Zach's Bay) 修建新遊樂場、完成新木道
咖啡館 (Boardwalk Café) 的修建工作，並修建有索道的戶外探險 (WildPlay
Adventure) 新公園。今年初，鐘斯海灘共享走道 (Jones Beach Shared Use Path)
開放，其為步行者、溜冰者、跑步者和騎行者提供了長達 4.5 英里、擁有壯觀海景
的步道。
鐘斯海灘將迎來更多的改造工作。 今年夏末，東遊戲區 (East Games Area) 將開放
新的籃球場。這項斥資 130 萬美元的項目將修建一個完整的籃球場、五個籃球半
場，以及安裝新的照明設備、圍欄、長椅和飲水處。
今年鐘斯海灘還將開展一系列其他改造工程，預計於 2020 年竣工，包括；
•

•

•

斥資 420 萬美元翻新西遊戲區 (West Games Area)，其中有一個新的小型高
爾夫球場，翻新和建造新的場地運動，如匹克球和推移板遊戲，安裝新長
椅、桌子、圍欄、照明設備和其他場地改造設施。
斥資 240 萬美元對西浴場、中央商場和東遊戲區的景觀和園藝進行改造，
以翻新草坪和種植池、種植新灌木、裝飾草地和季節性植被，並安裝新的灌
溉和電力系統。
斥資 120 萬美元對中央商場進行翻新，包括修建新路緣、鋪設青石和混凝土
道路、翻新匝道、對公用事業設施進行安裝和維修。

州立公園辦公室監管著超過 250 個公園、歷史遺跡、休閒步道、高爾夫球場、
船隻停靠點和其他設施，去年遊客量達到了創紀錄的 7,400 萬。如需更多有關這些
休閒娛樂區的資訊，請致電：518-474-0456 或訪問 www.parks.ny.gov，請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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