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在第 19 項修正案通過一百年之際宣佈對蘇珊 B. 安托尼歷史性的童年之家予以
保護和加固

工作將使華盛頓郡的房屋可在未來重新使用
已對附近歷史性房屋達成購買協議，從而提供改善過的通道和停車場
第 19 項修正案 (19th Amendment) 為女性賦予了投票權，在該法案頒布 100 週年之際，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將在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開展加固和保護蘇珊 B.
安托尼 (Susan B. Anthony, SBA) 的童年之家工作，她是 19 世紀女性權利活動家。安托
尼於 1832 年在位於巴騰維爾 (Battenville) 29 號公路上的兩層磚瓦房中從 13 歲居主導
19 歲。這項工作預計將於 9 月竣工，內容包括修復房頂、磚石和排水系統，以及模具修
復和雨水損毀修復。
「紐約是多個積極時刻的誕生地，這裡為我們的社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同時還推動
了國家，尤其是婦女投票權的發展。婦女投票權起源於塞納卡瀑布 (Seneca Falls)，這其
中不乏蘇珊 B. 安托尼、伊麗莎白·坎迪·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等傳奇紐約人
物，」葛謨州長表示。「在我們慶祝女性獲得投票權第 100 週年之際，我們必須還要認
識到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紐約將繼續引領全國為所有人實現更廣泛的平等，我們很
驕傲能為將來的後代保護和提升這段重要的美國史。」
「在第 19 項修正案被批准的週年慶上，這一項目將對蘇珊 B. 安托尼在華盛頓郡的童年
之家進行加固，從而使該房屋能夠被再次使用，」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
示。「誠然蘇珊 B. 安托尼之家 (Susan B. Anthony House) 和羅徹斯特博物館 (Museum
in Rochester) 展示了全球最偉大的變革史，這一項目將對安托尼在紐約州的遺跡進行進
一步保護。紐約作為女性權利運動的發源地，這裡是全國第一個賦予這項權利的大州，從
而促成了第 19 項修正案的通過。在我們慶祝女性獲得選舉權一百年之際，我們在實現真
正的平等和正義道路上仍有很多亟需完成的工作。我們必須利用這一時期繼續為切實的變
革而奮鬥，這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今年也是生於 1820 年的蘇珊 B. 安托尼 200 年誕辰。這名來自教友派信徒 (Quaker) 家
庭的孩子推動了廢除和節制工作的進程。她曾住在華盛頓郡的巴騰維爾，後在 6 到 25 歲
期間於 1826 至 1845 年年間住在中心瀑布 (Center Falls)，她的家庭後來搬遷至羅徹斯
特。

葛謨州長還宣佈管理著 69.5 萬美元加固項目的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已與附近的 4 英畝場地達成購
買協議，這片土地上有安托尼的家庭住在隔壁的那個時期的一家歷史性前酒館。這筆耗資
13.05 萬美元的購買由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支持，其將在未來
為安托尼之家修建充足的停車位。雖然未來的用途還未確定，但這裡將繼續作為該建築逐
步重新開發的籌劃區域。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的使命之一是保護本州的
歷史遺跡。蘇珊 B. 安托尼早年間居住過的家將向我們講述一段故事，我們也想將這所住
宅維護到良好的狀況，好在將來能告訴人們這段故事。」
這項加固項目由州眾議員卡里·沃爾納 (Carrie Woerner) 提供的 25 萬美元撥款和紐約工作
(New York Works) 提供的餘款支持；州參議員貝蒂·利特 (Betty Little) 也提供了支持。
巴騰維爾之家由安托尼的父親在 1832-33 年建成，其父攜全家從馬塞諸塞州的亞達姆斯
(Adams, Mass.) 搬遷而來，旨在在巴騰基爾河 (Battenkill River) 附近管理一家棉紡廠。
蘇珊在 13 歲時加入了伊士頓友誼協會 (Easton Society of Friends)。1837 年，因全國經
濟衰退造成金融業挫敗，安托尼在 1839 年失去了家園。先前的家庭住所年久失修，曾被
州立公園於 2006 年以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用 1 美元收購。
安托尼於 1906 年逝世，享年 86 歲。她數十年來都為支持女性權利而鬥爭，但未能活著
看到 1920 年第 19 項修正案的通過。她被葬於羅徹斯特。
參議員貝蒂·麗托 (Betty Little) 表示，「為保護蘇珊 B. 安托尼一生的獨一無二歷史盡一
小份力是我的榮幸。我希望這樣做我們可以保護她的偉大成就、勇氣，以及在巨大的挫折
面前不服輸的精神，這些都不會被遺忘。 在我們今年紀念女性獲得選舉權一百年之際，
我們也紀念了這位偉大的女性，她認識到美國憲法 (U.S. Constitution) 的精髓其實是為實
現更好的人民和國家而行動。」
眾議員凱利·維爾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看到格林威治 (Greenwich) 的蘇珊 B. 安
托尼之家獲得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的撥款，我感到無比驕傲，這將繼
續使這座歷史之家實現修復進程。在我的辦公室預留的 25 萬美元基礎上，紐約州公園、
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提供的資金將使這座房屋開展修復和保護基礎設施的工作。
蘇珊 B. 安托尼透過女性獲得選舉權運動而對我們國家做出的貢獻是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
筆。在第 19 項修正案通過 100 週年的週年慶之際，我很欣慰能看到她在華盛頓郡的家園
能夠得到修復，從而讓無數後來能來參觀學習。地方社區領導人的敬業精神和熱情是為這
座歷史性房屋實現修復工作的關鍵。我很高興能繼續支持這一項目。」
賽輪 (Salem) 市長艾娃拉·蘇·卡拉利 (Evera Sue Clary) 表示，「我們很榮幸能支持能對
這為早年在巴騰基而河岸度過時光的女性予以支持。蘇珊 B. 安托尼讓我們銘記女性的權

力、選舉的權力，以及冒著危險為社會做出必要變革的重要性。願她繼續激勵我們當地和
其他地方的年輕人，從而帶來她所被人銘記的壯舉。」
格林威治鎮長唐納德·沃德 (Donald Ward) 表示，「格林威治鎮支持紐約州復興安托尼家
園的工作。這一家園是鼓勵女性參政的人員為爭取女性選舉權的象征。我們希望未來蘇珊
B. 安托尼之家將成為吸引遊客來到格林威治並紀念我們家鄉女英雄的歷史遺跡。」
傑克遜鎮鎮長傑·思凱樂 (Jay Skellie) 表示，「我曾數千次經過那座校舍。曾有一段時間
這座房子就在我家房子的旁邊。我的一些親人去過那裡，我的祖母還在那裡短時間教過
書。蘇珊 B. 安托尼在那裡做過的事都改變了美國女性的歷史，想到這些就讓我心潮澎
湃。」
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女性投票人員聯盟 (League of Women Voters) 聯合主
席安·科利爾 (Ann Kril) 表示，「紐約州宣佈的這項工作將在第 19 項修正案通過 100 年
的週年慶之際保護女性政權擁護者蘇珊 B. 安托尼的童年之家，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這
一年也是全國女性選舉協會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轉變為女性投票人
員聯盟 100 年的日子。」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古跡、休閒步道、
船隻下水點，2019 年創下了 7,700 萬人遊覽的記錄。一份近期大學調查顯示，州立公園
及其遊客的開支能夠支撐價值 50 億美元的產出與銷售額，5.4 萬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
為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欲知該等休閒旅遊區之詳情，請致
電 518-474-0456 或造訪 parks.ny.gov，或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關注我們。這款名
為紐約州立公園探索者 (New York State Parks Explorer) 的移動應用程式可在 iOS 和
Android 設備上免費下載。要下載，請訪問：Google Play Store、紐約州公園探索者應用
程式或 Apple Store、紐約州公園探索者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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