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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將  22 處建議資產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安德魯 M. 葛謨 (Andrew M. Cuomo) 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現已建議將  22 處房產、資源和地區列入

《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本次

提名資產反映了紐約燦爛悠久的歷史，具體包括：布法羅市  (City of Buffalo) 學校

系統中首家提供特殊教育的學校、以一名地鐵修建人員的名字命名的埃尔迈拉  

(Elmira) 公共住宅大樓等等。 

 

「紐約的歷史也是我國歷史，對這些地標建築和遺址的提名將確保本州豐富的歷史

遺產得以維護和保存，為後世造福，」葛謨州長表示。  「將這些資產列入《州與

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尊重。正是這些人物和事件造就了當今

的紐約。此舉還將在全州範圍內促進歷史遺跡旅遊業的發展。」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專員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我衷心祝賀這些資產的所有人贏得這一殊榮。這是一項重要舉措，透過保護歷史

遺跡來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旅遊業發展、擴大住宅區域、鼓勵私募投資，並同時保

護自然資源。」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建築進行修繕維護，使它

們符合申請各類公共保護計畫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 /

聯邦政府提供的歷史遺跡修復退稅額。在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管理的退稅計畫的刺激下，開發商在  2015 年在全州範圍內投

入了  5.5 億美元對《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上的

資產進行了修繕，而資產所有人則在全州範圍內投入了  1,200 多萬美元，改善房屋，

帶動歷史遺跡周邊社區的振興。  

 

《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是記錄紐約州和全國在歷史、建築、考古和文化方面有

著重要意義的建築、結構、區域、景觀、物品和遺址的官方名錄。本州範圍內共有

超過  120,000 處歷史建築、結構和遺址單獨或作為歷史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

《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

這類提名提供擔保。  

 

一旦提名獲得州歷史保護官員的通過，該資產就將被列入《紐約州歷史遺跡名錄  

(New York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並獲得提名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

錄》。這類提名將獲得審核，一旦通過即可被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如需



查看被提名資產的資訊和照片，請造訪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的

網站。 

 

紐約市  

 

紐約哈德遜劇院  (Hudson Theatre)——該劇院始建於  1902 至  1903 年，是著名製

片人亨利 B. 哈裡斯  (Henry B. Harris) 創建的戲劇帝國的一部分。這座精美華麗的

劇院是曼哈頓百老匯劇院區中僅存的幾家建於  20 世紀早期的劇院之一。  

 

哈德遜谷 

 

克拉克鎮 (Clarkstown) 的布勞維-克洛蒲賽農場  (Blauvelt-Cropsey Farm)——該農場

始建於臨近  19 世紀之時，最初供布勞維家族使用。布勞維 -克洛蒲賽莊園則是一

幢保存完好、精緻華麗、融合了荷蘭和英國傳統建築特色的砂岩式住宅。自  19 世

紀  90 年代起，這棟住宅就一直由克洛蒲賽家族所有，至今仍有該家族的成員居住

在此。 

 

乃亞克 (Nyack) 的約翰·格林公館  (John Green House)——該公館始建於  1819 年，

是在乃亞克地區早期發展時期建成的僅存的幾棟住宅之一，曾經是約翰 ·格林先生

的居所。格林先生確立了乃亞克的付費公路系統和蒸汽船的常規服務制度，使得這

一社區成為了地區商業發展的熱點。  

 

斯坦福維爾  (Stanfordville) 的斯坦福維爾火車站  (Stanfordville)——這座火車站始建

於  1889 年，是運營時間不長的波基普西市  (Poughkeepsie) 至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鐵路沿線上修建的三座火車站中僅存的一個。這條鐵路由波基普西鐵

路橋梁公司  (Poughkeepsie Railroad Bridge Company) 修建而成，旨在與東西向的

鐵路線路展開競爭。  

 

普莱森特维尔  (Pleasantville) 的聖約翰聖公教會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該教會始建於  1912 年，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晚期哥德復興式教會建築。且該教會於  

1928 年至  1929 年間建成的教區大廳也是當地的一座著名地標。這座教會還包括

一棟約 1800 年建成的住宅，後被納入本教區作為教區長居所。  

 

首府地區 

 

康沃维尔 (Cornwallville) 的康沃维尔墓地  (Cornwallville Cemetery)——這塊墓地最

初在  1824 年用於安葬逝者，是本社區許多著名人士的最後安息地，其中包括本村

的首位居民丹尼爾·康沃  (Daniel Cornwall) 上尉。康沃上尉是美國獨立戰爭  

(American Revolution) 的一名老兵，于  1788 年攜家人一起從康乃狄克州遷居至此。  

 
特洛伊 (Troy) 的國際襯衫和衣領公司大樓  (International Shirt & Collar Company 

Building)——這棟大樓始建於  1876 年，原用於將穀物加工成釀酒用的麥芽，後被

改建成本市一家袖口和衣領生產商，在  20 世紀之初是本市的主要產業。  

 

http://nysparks.com/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金斯伯里 (Kingsbury) 的莫斯街墓地  (Moss Street Cemetery)——在這塊墓地安息的

第一人被認為是早在  18 世紀 80 年代在此安葬的法国印地安人战争  (French & 

Indian War) 中的一位無名美國土著民族老兵；這塊墓地還安葬有本鎮早期的一些

著名居民，包括美國獨立戰爭  (American Revolution)、1812 年戰爭 (War of 1812) 

和美國內戰  (Civil War) 中的許多老兵。  

 

莫霍克谷 

 

烏提卡 (Utica) 巴格廣場東歷史區  (Bagg’s Square East Historic District)——該廣場

位於莫霍克河  (Mohawk River) 南岸，低矮平整的路面適合更換交通方式——首先

是步行或騎馬，後轉為使用鐵路、船舶和汽車——本地區反映了烏提卡在  19 世紀

至  20 世紀中葉期間作為一個交通中轉中心的發展情況。  

 

紐約中部 

 

锡拉丘兹 (Syracuse) 的霍利-格林街歷史區  (The Hawley-Green Street Historic 

District)（範圍擴大）——本次劃定的範圍向這一  1979 年確立的歷史區內添加了  

107 棟建於  1824 年至  1930 年間的、建築風格各異的大樓。  

 

锡拉丘兹橡樹針織公司  (Oak Knitting Company)——這家公司建成於  1899 年初，是

本市早期制鹽業日漸衰退後，在本市西北部鹽灘上修建的一批大型工業大樓之一。  

 

锡拉丘兹照明公司大樓  (Syracuse Lighting Company Building)——這棟建築分六次

建成於 1893 年至 1950 年期間。該發電廠曾為本市許多工業大樓提供電力，直接

影響著錫拉丘茲的行業增長和多樣化發展。  

 

紐約南部 

 

鱒魚灣 (Trout Creek) 的第  32 號公立小學  (Common School 32)——第 32 號公立小

學始建於 1860 至  1880 年間，仍舊保持著  19 世紀特有的鄉村單室學校的形式，

也是本鎮於  1968 年關閉的最後一所單室學校。  

 

埃尔迈拉 (Elmira) 的喬治華盛頓學校  (George Washington School)——該校是當時

公共工程管理部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在大蕭條時期  (the Great 

Depression) 建成的。這所帶有裝飾藝術風格的學校於  1940 年迎來了第一批學生，

直至  2006 年前一直是一家當地小學。  

 

埃尔迈拉的約翰  W. 鐘斯庭院 (John W. Jones Court)——這一戰後修建的公共住房

工程以一名逃避奴隸制後在地鐵修建工程中表現活躍的當地居民的名字而命名，主

要是為美國黑人提供住房，但遺憾的是，這項工程也移除了構成埃尔迈拉美國黑人

社區文化核心地位的一些建築。  

 

吉尔福德 (Guilford) 捷維爾家族公館  (Jewell Family Homestead)——該公館由捷維

爾家族建成於  1824 年左右。該家族是一批來自新罕布希爾州的居民，後成為當地



大莊園主之一。這棟公館代表著保存良好的新英格蘭式風格，公館中間設有煙囪。

這種建築風格也是  18 世紀末期至  19 世紀初期，新英格蘭人聚居地區最受歡迎的

家庭住宅設計模式之一。  

 

五指湖地區  

 

羅徹斯特 (Rochester) 東主街歷史區  (East Main Street Historic District)——這一保存

完好的城市中心街區囊括有風格各異的建築。從歷史最為悠久的建築到  1973 年建

成的摩根大通大廈  (Chase Tower)，這一地區從整體上展現了羅徹斯特東部歷史商

業零售中心的增長與發展。  

 

勒罗伊 (LeRoy) 的勒羅伊市中心歷史區  (LeRoy Downtown Historic District)——本地

區囊括有建成於  1811 年至 1963 年間的一批保存完好的住宅和商業建築，分別位

於勒羅伊市主要交通要道兩旁，展現了該市從最初聚居時期直至  20 世紀初發展成

為一片熙熙攘攘的繁忙社區的景象。  

 

羅徹斯特客運大樓  (Terminal Building)——這座辦公大樓始建於  1924 年至 1926 年，

是面向布洛德街  (Broad Street) 的首棟大樓，展現了上世紀  20 年代羅徹斯特市中

心的蓬勃發展與變革。在伊利運河  (Erie Canal) 水渠建成後，這棟大樓就被改建成

了汽車和地鐵的中轉站。  

 

紐約西部 

 

布法羅市 (Buffalo) 布法羅牛奶公司大樓  (Buffalo Milk Company Building)——布法羅

牛奶公司始建於  1903 年至 1905 年，後改建成為皇后市乳製品廠  (Queen City 

Dairy)，旨在用於對牛奶進行巴氏消毒和分銷，是布法羅市首家大規模經營乳製品

的公司。 

 

布法羅市 F.N. 博特公司廠房「C」大樓  (The F.N. Burt Company Factory “C” 

Building)——這家日間經營的廠房始建於  1911 年，是當時美國規模最大的香煙和

化妝品包裝盒生產商。與其他保存良好的博特公司廠房一樣，C 工廠與總經理瑪麗  

R. 卡斯 (Mary R. Cass)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卡斯女士曾是我國最為成功的商業

女性之一。  

 

布法羅市的布法羅第  24 號公立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 #24, PS 24)——該校始

建於上世紀  30 年代，設有多個「拯救視力」班級。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這座學校

不僅成為盲人課程的教學「總部」，並能為患有學習和智力障礙的學生提供多種教

學計畫。早在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頒佈法律，要求為所有具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提供教

育計畫之前，該校已經開始提供這類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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