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東河州立公園題辭以紀念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

者與酷兒民權活動家瑪莎 P. 詹森  

  
在她 75 歲生日那天，瑪莎 P. 詹森州立公園成為紐約州第一座紀念女同性戀者、男同性

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和跨性別有色人種女性的州立公園  

  
本州將改善公園設施，安裝紀念瑪莎 P. 詹森和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

性別者與酷兒運動的公共藝術裝置，這是該公園開放以來最大的投資  

  
圖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為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東河州立公園 (East River State 

Park) 題辭，以紀念已故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 

(LGBTQ) 民權活動家瑪莎 P. 詹森 (Marsha P. Johnson)。在她 75 歲生日那天，瑪莎 P. 

詹森州立公園 (Marsha P. Johnson State Park) 將成為紐約州第一座紀念女同性戀者、男

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人士和跨性別有色人種女性的州立公園。本州將改

善公園設施並安裝公共藝術裝置，以紀念詹森的生平及其在推動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權利方面發揮的作用。這些改善措施是該公園自開放以來

最大規模的投資。  

  
「通常，推動紐約州和全國進步的被邊緣化的聲音得不到認可，只占我們公共紀念碑和紀

念碑的一小部分，」葛謨州長表示。「瑪莎 P. 詹森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

者、跨性別者與酷兒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直到現在才得到她應得的認可。將這座州立

公園獻給她，並安裝講述她的故事的公共藝術裝置，將確保民眾銘記她，並確保她為平等

而奮鬥的工作得以延續。」  

  
「紐約州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權利運動的誕生地，這

裡在 50 多年前發生了石牆起義 (Stonewall Uprising)，」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今天，我們在紐約州設立第一座州立公園，以紀念一位女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英雄——瑪莎 P. 詹森。瑪莎 P. 詹森州立公園

向這位跨性別的有色人種女性致敬，她領導了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權利和正義的鬥爭。隨著

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出現，我們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在我們的社會中繼續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

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群體的平等和種族正義而戰。隨著《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ysparks/sets/72157714866693311/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的通過和代孕合法化，我們已經走了很長

一段路，但我們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打擊分裂和仇恨，實現真正的平等。」  

  
為了這次重命名，州立公園安裝了第一階段的公共藝術裝置。在兩個顯眼的地點安裝裝飾

性的圍籬入口屏風以紀念瑪莎 P. 詹森：肯特大道 (Kent Avenue) 的北 8 街 (North 

8th Street) 正門，以及北 7 街 (North 7th Street) 和肯特大道的拐角處。瑪莎以用色彩繽

紛的花朵裝飾自己而聞名，該設計反映了瑪莎的風格和色彩。公園還放置了一些解說性的

標語，概述了瑪莎的生活，以及她在促進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

與酷兒群體的權利和艾滋病毒/艾滋病 (HIV/AIDS) 患者治療方面發揮的作用。  

  
2021 年夏季之前需要完成的其他改進包括：  

• 新的公园住宅/教育中心：急需的公園公共設施將包括俯瞰公園的教室空間、公共

浴室、公園管理員聯絡站和一個小型維護存儲區。這座占地 1,200 平方英呎的設

施採用集裝箱風格，反映了這裡從鐵路到駁船的運輸歷史，其部分資金來自議員約

瑟夫·倫托 (Joseph Lentol) 和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議員史蒂夫·萊

文 (Steve Levin)。  

• 瑪莎 P. 詹森藝術裝置：紀念瑪莎 P. 詹森生平的其他藝術作品和詮釋材料，以及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運動的其他材料，將安裝在

兩個長而平行的歷史悠久的龍門架基礎牆上，打造出自然的戶外畫廊。州立公園將

與紐約市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社區就設計和內容

進行磋商。  

• 升級整個公園範圍內的基礎設施，以重新鋪裝大型但已老化的混凝土墊層，這些混

凝土墊層用於舉辦每週食品市場斯莫噶布格 (Smorgasburg) 和其他公園活動和社

區活動，增加能夠更好地反映該場地的工業/商業遺產的公園傢俱、修復門架牆、

改善雨水管理系統。  

• 現有倉儲建築的裝飾外牆處理與柵欄屏風以及瑪莎 P. 詹森裝置相協調。  

  
作為一名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群體的權利和艾滋病毒

/艾滋病治療直言不諱的宣導者，瑪莎是 1969 年石牆起義的傑出領袖，後來在紐約市建

立了一個避難所，以支持被家人拒絕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

酷兒年輕人。她出生於 1945 年 8 月 24 日，於 1992 年去世，享年 46 歲。對她的死亡

所做的調查於 2012 年重新展開，至今仍未解決。  

  
她是男同性戀解放前沿 (Gay Liberation Front) 的創始成員、是解放權力艾滋病聯盟 (ACT 

UP) 的積極分子、她與西爾維婭·裡維拉 (Sylvia Rivera) 共同創立了街頭異裝行動革命者

組織 (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 S.T.A.R.)。瑪莎出生在新澤西州 (New 

Jersey)，高中畢業後搬到了格林威治嚮 (Greenwich Village)。她把遭受精神疾病折磨期

間的艱難困苦變為鼓勵他人的激進主義，她與解放權力艾滋病聯盟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

並在紐約市提高了民眾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氾濫的認識。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州立公園的

任務之一就是保護本州的歷史遺產，使我們的公園歡迎所有的遊客。我感謝葛謨州長為我

們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社區採取這一措施。」  

  

州眾議員布萊恩·卡瓦納 (Brian Kavanaugh) 表示，「雖然我們可能經常認為紐約州是一

個接受各種多樣性的地方，但總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對有色人種的跨性別者。我很

高興看到東河州立公園以瑪莎 P. 詹森的名字重新命名，在我們的記憶中，詹森是一位具

有包容性的領導人和活動家，她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激勵了許多人。」  

  

眾議員約瑟夫·蘭托勒 (Joseph Lentol) 表示，「瑪莎 P. 詹森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社區的先驅，她的故事永遠不應被忘記。從石牆起義和其

他事件開始，她的行動幫助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社區

的平等權利鋪平了道路。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的東河州立公園將紀念她的精神遺產，並向

後代講述她的故事。」  

  
市議會議員斯蒂芬·萊文 (Stephen Levin) 表示，「我們在布魯克林區北部 (North 

Brooklyn) 的公園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來自布魯克林區和整個城市的遊客前來參觀。開放空

間是所有街區的瑰寶，被各行各業的人們用於娛樂和休閒。我們當地的一座公園以對我們

城市的歷史和各地爭取平等的鬥爭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的名字命名，這是一種榮譽。瑪莎 

P 詹森畢生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酷兒的權利而戰，為許多

紐約民眾帶來尊嚴和尊重。新的名稱和規劃的改善措施將顯示我們的承諾，為每個人提供

世界級的公共空間。」  

  
這座占地七英畝的海濱公園以前是東河州立公園，這裡不僅有標誌性的曼哈頓區 

(Manhattan) 天際線景觀，還有沙灘、原生草地、歷史悠久的鐵路車場、鄉村遊樂場、寵

物專用通道和野餐設施。  

  
這座濱水公園免費向公眾開放，這裡曾是一座 19 和 20 世紀的航運設施所在地。在人權

運動大紐約盛會 (Human Rights Campaign Greater New York Gala) 之前，葛謨州長今

年二月份在紐約市的一次演講中宣佈了重新命名這座公園的計畫。  

  
瑪莎 P. 詹森州立公園是紐約市八座州立公園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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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克林區的雪麗奇澤姆州立公園 (Shirley Chisholm State Park)、斯塔頓

島 (Staten Island) 的黏土坑州立公園 (Clay Pit Ponds State Park)、曼哈頓區的丹尼·法雷

爾河岸州立公園 (Denny Farrell Riverbank State Park) 和羅斯福四大自由州立公園 (FDR 

Four Freedoms State Park)，以及布朗克斯區 (Bronx) 的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 

(Roberto Clemente State Park)。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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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景點每年有 7,700 萬人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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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00 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為



 

 

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欲了解更多

資訊，請致電 518-474-0456 或造訪 parks.ny.gov，或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關注我

們。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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