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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期間將在萊克維爾競技場  

舉辦兩場免費的交響樂演奏會  

 
交響樂團的演奏重點展現展會場地的變革年代，以及與縣競技場的密切合作  

 
這份公告是對「紐約州中部崛起」計劃的補充——「紐約州中部崛起」計劃  

是該地區關於紐約州北部復興計劃的成功藍圖，用於發展經濟并創造新機遇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期間將在奧農達加縣萊克維

爾競技場舉辦兩場免費的交響樂團演奏會，用於慶祝變革活動振興奧農達加湖西岸

地區。錫拉丘茲市  Symphoria 管弦樂隊將在  8 月 29 日和 9 月  1 日下午  7:30 演出，

觀眾可憑博覽會普通門票免費入場。9 月 1 日的音樂會后將舉辦煙花表演。  

 

「這些演出安排在競技場一週年慶典活動前的幾天，能夠很好地展現紐約州中部地

區發生的變革，」葛謨州長表示。「憑藉對州博覽會等區域資產提供專項投資，

以及與地區和縣級夥伴密切合作，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現在開始達到幾十年未見

的高位，這顯然值得慶祝。」  

 

演奏會突顯了葛謨州長的承諾，即強化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該縣新競技場第一

整季的演奏會得到公眾強有力的支持，博覽會遊客很快將能夠體驗到州長  5000 萬

美元會展場地復興計劃帶來的成果，會展場地擁有新入口、規模更大的戶外遊樂場、

前所未有的房車  (RV) 公園、大量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的基礎設施。  

 

奧農達加縣縣長瓊尼·瑪虹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今年的博覽會和大型音樂

活動帶給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回報令空氣中洋溢著興奮的味道。依靠州長給予我們地

區的堅定承諾，我們共同創造了不同。這些演奏會不僅用於紀念這個場合，還讓我

們駐足片刻，看看自己走了多遠。」  

 

Symphoria 樂隊將在 8 月 29 日，週一的演出中演奏多首熱門電影配樂，主要是科

幻電影配樂，包括《星球大戰》的配樂，以及榮獲學院獎、艾美獎以及格萊美獎的

作曲家約翰·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 創作的一些樂曲。9 月 1 日，週四的演出與

博覽會的軍人節同時舉辦，主要演奏愛國音樂，包括《天佑美國》、《1812 序

曲》、《星條旗永不落》，并向武裝部隊致敬，隨後舉辦煙花表演。Symphoria 樂

隊音樂總監勞倫斯·洛  (Lawrence Loh) 將指導這兩場演出。  



 

Symphoria 樂隊總經理凱瑟琳·昂德希爾  (Catherine Underhill) 表示，「我們很高

興參加大紐約州博覽會，并在競技場的精彩舞台上演出。一想到兩晚的精彩音樂，

興奮感就不斷積聚，我知道我們將給觀眾帶來出色的演出。」  

 

博覽會將在演奏會前利用往返班車把人們從展會場地送往競技場入口處，音樂會結

束后再把人們送回展會場地。下午  4:30 左右，往返班車從展會場地的  2 號門出發。

博覽會期間，競技場舉辦的四場搖滾樂與鄉村音樂會也使用這些往返班車。班車可

免費乘坐。演奏會結束后，贊助人也可以搭乘停車場定時班車前往停車場提車。  

 

州博覽會預售票價為  6 美元，在  etix.com、博覽會官方在線售票商、紐約州所有的  

Wegmans、Tops、Price Chopper 連鎖食品超市均可購票。8 月 29 日是博覽會兩個

『老者日』的第一天，老年公民在此期間可以免費入場。9 月 1 日是三美元週四

日，票價降至  3 美元，可以在網路或在門口處購票。當日門票只於  8 月  31 日在線

發售。 

 

8 月  29 日，週一是博覽會『老者日』，當天的重頭戲是下午  2 點赫爾曼隱士合唱

團  (Herman’s Hermits) 主唱彼得·努恩 (Peter Noone) 的演出，以及布萊恩·威爾遜 

(Brian Wilson) 在切維劇院舉辦的音樂晚會。年滿  60 歲的觀眾可以免費入場。當天

還是『乳製品日』，舉辦著名的奶昔製作比賽、大奶酪塊年度慈善拍賣、以及擠奶

競賽。韋德展會娛樂場  (Wade Shows Midway) 在當天還將舉辦特別促銷活動，花  

10 美元即可購買手環用來玩  10 個遊樂設施。  

 

9 月 1 日，週三的軍人節，亮點是上午  11 點在園藝大樓外的老兵紀念碑前舉辦特

別儀式，用來向武裝部隊過去和現在的全體官兵致敬。軍方人員也將參加博覽會下

午  6 點的巡遊活動，第  10 山地師樂隊將於下午  1 點在地區藝術家綜藝舞台上演

出。所有服現役的軍人或有軍人證件的人當天均可免費入場。  

 

紐約州中部崛起  

今天發佈的聲明是「紐約州中部崛起」專案的補充內容，該專案是本地區制定的全

面發展藍圖，旨在促進經濟的強勁增長和社區的健康發展。紐約州自  2012 年以來

在本地區投入了近  30 億美元為這一發展藍圖奠定基礎，充分利用全球市場機遇、

鼓勵創業並構建具有包容性的經濟體系。如今，失業率已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歷史最

低點；個人和公司的所得稅降低；企業都在選擇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

縣  (Oswego) 和奧本市  (Auburn) 等地區作為發展和投資目的地。  

 

2015 年  12 月，葛謨州長宣佈州政府透過紐約州北部復興計劃投資  5 億美元，如

今，本地區正在加速推進紐約州中部崛起。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鼓勵私營企

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計劃預計將提供多達  5900 個新工作崗位。

更多資訊請在此處獲取。 

 

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central-new-york


Symphoria 樂隊簡介  

Symphoria 樂隊是一隻在錫拉丘茲市和紐約州中部地區演出的專業管弦樂隊。該樂

隊是美國僅有的兩隻協奏管弦樂隊中的一隻，由前錫拉丘茲市交響樂團的將近  50 

個成員創立，被認為是美國  50 隻頂級管弦樂隊之一。Symphoria 樂隊熱切致力於

為其社區提供鼓舞人心的管弦樂隊表演與合奏表演，并為各年齡段的孩子提供新穎

的教育課程。該樂隊在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 上均註冊了賬戶  

SymphoriaCNY。如需觀看視頻，敬請瀏覽  youtube.com/ExperienceSymphoria。如

需了解更多與  Symphoria 樂隊有關的資訊或購票，請訪問  

ExperienceSymphoria.org 或撥打 315-299-5598 轉  201 聯繫 Symphoria 樂隊售票處。  

 

大紐約州博覽會簡介  

紐約州博覽會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於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召開。本

博覽會的舉辦宗旨體現在活動主題「追求最佳」之中，旨在展示紐約州的最佳農業

成果，並提供一流的休閒娛樂服務。  

 

紐約州博覽會場地占地面積達  375 英畝，正在進行自  1890 年首度開放以來的最大

規模的整修。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啟動  5000 萬美元的投入計畫，多方整修戶

外場地，改善展覽會遊客的遊玩體驗，並為本地區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整修內容

包括：啟用設計新穎獨特的新入場大門——新大門的拱門使人們聯想到  1900 年展

覽會開放時迎接遊客的馬車門；規模更大、占地  15 英畝的韋德展會遊樂場，前所

未有地引入了更多電動遊戲；新建擁有  315 個車位的紐約州房車公園，配備地下

供水、排水和供電服務。這項計畫將把紐約州展覽會場地更好地定位成一個全年營

業的多功能優質活動場地，可以吸引來自全國的各類活動和遊客。如需查看渲染圖

集請點擊此處。 

 

除了召開紐約州年度展覽會以外，這一場地每年還舉辦多場農業活動，包括東北部

最負盛名的馬匹和牲畜展覽。全年活動安排現已發佈在博覽會的網站上。請到  

Facebook 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在 Twitter 上關注  @NYSFair，並在 

Flickr.com/photos/nysfair 查看博覽會照片。此外，現誠邀紐約州民眾為大紐約州博

覽會建言獻策，請訪問以下鏈接發表意見：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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