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新威廉姆·多爾蒂警長公園  (SERGEANT 

WILLIAM DOUGHERTY PARK) 開放   

  

斥資  1,200 萬美元的公園擴建和翻新項目是附近開展的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施工項目的一部分   

  

該項目補充了州長耗資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威廉姆·多爾蒂警長公園在布魯克林區綠點市  

(Greenpoint) 盛大開放。作為附近柯西邱思科大橋施工項目的一部分，這一公共公

園已完成擴建和翻新工作。該大橋是自  1964 年韋拉扎諾大橋  (Verrazano Bridge) 

修建以來紐約市建造的第一座新大橋。  斥資 1,200 萬美元的公園以威廉姆  T.  

多爾蒂警長的名字命名，他是一名出生在布魯克林區的二戰  (World War II) 英雄，

年少時曾在這一公園裡玩耍。  

  

「公共公園是我們社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最新擴建的公共空間將成為吸引

當地家庭和居民造訪的新景點，」州长葛谟表示。「新的威廉姆·多爾蒂警長公園

以戰爭英雄而命名當之無愧，這名英雄是年少時曾在公園裡玩耍的當地居民。  

他的英勇事跡將透過這一公共場所代代相傳。」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地方官員和多爾蒂警長的家人參加了今天在

公園舉辦的開放儀式。  

  

「這一先進的社區公園為兒童和家庭提供了一個新的公共場所，並紀念著威廉姆 ·

多爾蒂警長的英勇和壯烈犧牲，」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

「新公園有很多改善過的設施，有遊樂場、滑冰場、籃球場和其他設施。  就如多

爾蒂警長小時候一樣，這一公園將成為居民交流和娛樂的絕佳場所，也會繼續推

動布魯克林區和整個紐約市的發展和機遇。」   

  

煥然一新的公園補充了州長斥資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也補充

了本州的工作，即修建或改造  34 座小型公園、社區花園、兒童遊樂場和休閒中



 

 

心，使得居住在布魯克林中心地帶  (Central Brooklyn) 的每位居民只需步行十分鐘

即可抵達任一公園。  

  

新公園擁有一個遊樂場、滑冰場、足球場、手球場、配備有噴灑設施和公共廁所

的水上樂園。風景優美的現代化公園中隨處都可以就坐。  

  

「葛謨州長發展社區使其能夠持續繁榮，新的柯西邱思科大橋和這座新的多爾蒂

警長公園體現了這一點，」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多爾蒂警長是

布魯克林區的兒子，他為了捍衛我們的自由表現英勇。他家鄉的公園以他的名字

命名當之無愧，這一公園將為社區增加休閒機會並提高生活質量。」   

  

作為斥資 8.73 億美元的柯西邱思科大橋施工項目的工作內容，布魯克林區 -皇后

區高速公路  (Brooklyn-Queens Expressway, BQE) (278 號洲際公路  (I-278)) 經過重

新規劃，附近的謝里大街  (Cherry Street) 向南略有遷移。原來的多爾蒂警長公園

經重新規劃從方形變為長方形，整個公園向著波特大街  (Porter Avenue) 方向向東

略有擴大。公園位於標誌性的柯西邱思科大橋西側，從公園內部就可以看到。  

  

公園外圍是范德沃特大街  (Vandervoort Avenue)、謝里大街、安東尼大街  (Anthony 

Street) 和波特大街。廉姆·多爾蒂警長是二戰陸軍國家警衛隊  (Army National 

Guardsman) 隊員，於  1944 年 7 月 9 日在西太平洋  (Pacific Ocean) 塞班島  

(Saipan) 上的一次戰役中英勇犧牲，為紀念他的英勇事跡，公園於  1948 年以他的

名字重新命名。  作為傳說中的紐約市美國陸軍第  68 步兵團  - (69th Infantry 

Regiment)「戰鬥 69 團  (Fighting Sixty-Ninth)」中的一員，多爾蒂被追認紫心勛章  

(Purple Heart) 和青銅星章  (Bronze Star)。  

  

威廉姆·多爾蒂警長的家人表示，「州政府決定保留多爾蒂警長公園的名字以紀念

我們的叔叔，對此我們全家都很欣慰。在公園的設計和重建過程中增加更多當代

元素將使其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這也有助於其在社區中提升自身的名望，同時

也能突顯當地獨特的歷史特色。」   

  

公園將由紐約市公園和休閒部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所有並進行管理。柯西邱思科大橋項目利用兩座全新的現代化斜拉索大橋替代原有

的使用已達  78 年的大橋。葛謨州長於  2017 年  4 月開放大橋的第一段，即皇后

區段大橋，該段大橋在布魯克林區-皇后區高速公路的每個方向都承載著三條車

道。布魯克林區段大橋將比原計劃提前整整四年於明年竣工。新橋竣工後，布魯

克林區-皇后區高速公路將有五條皇后區方向的車道和四條布魯克林區方向的車

道，合計九條車道。此外，布魯克林區段大橋還有一條  20 英呎寬的多用途自行

車道 /步道，能夠看到曼哈頓區  (Manhattan) 的壯觀景色。這座橋每天大約承載  20 

萬個通勤人士。  



 

 

  

葛謨州長於  9 月宣佈紐約市最大的州立公園將於明年在布魯克林區開放，這是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工作內容。  佔地 407 英畝的新公園將以雪莉·奇澤姆  

(Shirley Chisholm) 命名，她是一名在布魯克林區出生的先驅者，是首個非裔美籍

的國會女議員，也是第一個作為非裔美籍人競選總統的女性。  

  

11 月，州長今日公佈四份優勝提案，這些提案將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建造  2,700 

多套  100% 經濟適用房，並提供公寓和生活輔助服務給有發育障礙的民眾、超出

看護年齡的人員和長期居無定所的家庭。州長也宣佈公開第二輪《活力布魯克林

去計畫》經濟適用房招標書以推動斥資  5.78 億美元的計畫目標，從而創造四千套

經濟適用住房。8 月，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將出資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歸紐約市房屋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所有的未開發土地上為老年民眾建造  1,000 套經濟適

用房。 

  

去年夏季，葛謨州長宣佈投資  310 萬美元整修並改造八座社區花園，並給另外  14 

座社區花園提供亟需的直接供水管道，工程將在  2019 年秋季竣工。此前，州長

還宣佈設立旗艦式門診醫療站點，並與布魯克林區六個由聯邦政府批准的醫療中

心合作，為其斥資  2.1 億美元設立的  32 個現場門診醫療網絡奠定基礎。  

  

伴隨全面計畫實施下一舉措，葛謨州長公佈夏季實施新措施用來增加供應營養餐

食，並解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社區長期存在的食品隱患問題和健康差距。  州長還

宣佈投資 182.5 萬美元新建移動市場、為老年民眾開展食品隱患篩查、青年農貿

市場、社區花園、食品配送中心選址研究活動，用於幫助保障地方社區能夠採購

新鮮的當地食品，並獲得需要的支持以實現健康的生活方式。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今天威廉姆·多爾蒂

公園重新開放，對此我非常高興。這是對早就許諾過的改造工程的兌現。這座公

園在過去 60 年間經歷了很多改造，但是今天我們終於開發了它的全部潛力。  

作為州政府第一批許諾過會自主的公園，作為對柯西邱思科大橋更換項目帶來影

響的緩和手段，我們起了一個好頭。我很激動能夠在聯邦撥款中預留  6.7 億美元

資金用於建造新橋樑，這筆資金大約是整個更換項目開銷的  85%。社區已經從第

一段大橋中獲益，對此我更加激動。最新建造的優美的多爾蒂警長公園就是其中

的一個福利。我期待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區看到這樣一塊綠地，在這裡可以創造

新回憶，可以供社區成員擁有共同的社區感。」   

  

眾議員約瑟夫  R. 蘭托勒  (Joseph R. Lentol) 表示，「公共場所是紐約民眾的絕佳

資產。我們的城市人口如此密集，我們需要足夠多的公共場所。我們不僅擁有了

一座新大橋，也有了一座充滿活力、更大的公園。威廉姆 ·多爾蒂警長將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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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奉獻給了我們國家。沒有什麼比把這一公園回饋給社區更好的方法能夠紀念他

的了。這都要感謝州長為社區能夠得到這一風景優美的新公園而做出的努力。」   

  

布魯克林區區長埃裡克·亞當斯  (Eric Adams) 表示，「公園是最好的均衡器，  

其將兒童和來自不同行業的家庭匯集在一起，讓他們可以在休閒中得到放鬆。  

懷著同樣的心情，我很激動多爾蒂警長能夠透過這一翻新過的大公園在綠點市永

垂不朽，這些都是州政府資助社區開發公共場所的功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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