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齡
讓我們慶祝“聯合國全球健康老去”活動十年的

第一年即將結束！這項合作的重點是改善老年人

及其的家庭和社區的生活，將制定政策，在2030

年之前為紐約州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取得進展。

在我們繼續促進健康老去、確保所有年齡段的人

能夠有尊嚴地老去的同時，我們感謝來自於布碌

崙中部老年大學的大使與我們合作。布碌崙中部

老年大學（AFCB）是為老年人創辦的，通過各種

健康有益的社交活動促進積極老去，以保持老年

人的健康、快樂和強壯！我很高興通過紐約州首次撥款$10,000支

持這個項目，以繼續努力支持布碌崙中部老年人的社會、經濟、

文化和公民利益。

我期待與他們及其他關愛老人的倡導者合作，建立長期護理監察

員計劃A6753、監視投資於“自然退休社區”(NORC）的100萬美

元、並推廣世界衛生組織的老年人綜合護理應用程序，提供個性

化護理計劃的體檢評定。 

我的委員會工作我的委員會工作

接下頁

大家好！

我希望您快樂地開始了這個節日的季度。無論您是要與家人和親朋好友一起去
旅遊、在家招待您最愛的人、還是計劃要喘一口氣休息一下，從這艱難的一年
或毀滅性的損失中恢復過來，我都希望您做對自己最好的事情。我們知道營養
不僅僅是您盤子裡的食物，而且我很早就發現為社區服務是對我心靈的滋養。
我很榮幸有機會為您服務，並採用您的建議為我們社區的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自1月份開始我的第一任期以來，我一直在與紐約州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同事
們一起努力，通過立法議案，投資於各種項目和服務，以改善您的生活質量。
我也很高興能在各種室內外的活動中以及在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和皇冠高地舉辦
的社區咨文的臨時辦公期間見到您。 

第56選區有許多東西可以提供，而且潛力很大。我感謝組成我們區的居民、各
個組織和小型企業！當您在慶祝佳節時，請不要忘記這個地區的Lenape原住
民，他們懷著熱情好客的精神，耕種了這片土地，這片土地繼續養活著我們。
讓我們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來保持我們的空氣和水清潔，並以他們為榜樣，互相
幫助。

祝大家節日健康快樂！

史蒂芬妮史蒂芬妮
齊納曼齊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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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下一步是通過深化和擴大我們當地的食物系統，力求

防止氣候變化、飢餓加劇及當前和未來的疫情。為了

支持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和皇冠高地正在進行的食品正

義工作，我撥款$10,000用於建立布碌崙中部食品中

心。

我這一任期的首要任務是聽取我們社區和上州“黑

人、原住居民和有色人種群體”以及婦女經營的農場

的意見，以了解將食品系統的控制權交給生產者和消

費者會有什麼樣的挑戰。目前，在第16學區中有7所學

校與紐約 Sun Work 溫室計劃一起在土壤和水培實驗

室中種植食物。這些學校包括貝德福德-斯圖文森新起

點特許學校、第21、第59和第8公立學校、布碌崙綠色

學校、男子和女子高中以及研究和服務高中。下一個

步驟是與布碌崙Sprouts and Tuskegee研究所及水培

實驗室合作，創建Carver實驗室，水培實驗室將致力

於把第56選區變為“美國未來農莊主“成員。

勞工

作為“新興勞動力次委員會”的主任，我要致力於建

設21世紀勞動力的基礎工作。我相信對教育和培訓的

有意投資將確保培養出的新興企業家能夠創建他們自

己的企業、為員工創造長期就業機會以及保持其經濟

穩定性。我作為您的州代表，與我的議員同事們一起

為勞動力發展的項目投入了5,000萬美元。

我正在與各學校、組織和行業的領袖/專家們合作，為

年輕人、回歸公民和那些尋求第二職業生涯的人創造

新的職業道路。我的重點集中在 (1) 航空和運輸等

人員嚴重不足的行業，(2) 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

（BIPOC）員工不多的行業，(3) 由於疫情或最近科技

的發展而出現的行業。我將繼續與勞工委員會的議員

同事們一起努力，進一步研究新冠病毒疫情如何影響

到當前的就業趨勢。請把您的就業需求告訴我的辦公

室，以便我們可以幫助您和您的家人實現您的願望、

生活工作穩定。 

殘疾人士

為了支持選區中的殘障居民，我們於5月成立了第56

選區殘障人士委員會。我很自豪能與這個團隊一道工

作，他們響應了人們的呼喚成立了這一聯盟，他們中

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殘疾人、殘疾人的父母、或殘疾人

的保護人和朋友。我要感謝他們在布碌崙為殘疾人發

聲！

作為紐約州殘疾人委員會的成員，我和其他一些最堅

定的倡導者和立法者一起堅決與殘疾人社區所面臨的

不平等制度抗爭。我們今年通過的一些法案包括：建

立一項公共意識計劃，以扭轉人們對智障和發育障礙

殘疾人的偏見和刻板印象；為智障、發育障礙以及有

複雜行為需求的人提供熱線電話；並建立一個流程來

監測紐約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對智障及發育障礙殘疾人

進行急救的情況。

我邀請您為我們提出建議，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殘疾

人。請將您的回復通過電子郵箱：zinerman@nyas-

sembly.gov發送給我。

旅遊、藝術、公園和體育的發展

鑒於我們具有豐富多彩的文化體驗和資源可以提供，

我全力以赴要把第56選區打造成全球的旅遊勝地。

我們的寶藏包括：威克斯維爾遺產中心、Audelco和

Obie 獲獎Billie假日劇院、Asase Yaa文化藝術中

心、布碌崙兒童博物館、以及即將開張的非洲藝術文

化博物館，我和議長卡爾·西斯提一起為該博物館爭

取到了100萬美元的資助。

我期待與貝德福德-斯圖文森湯普金斯大道商會、貝德

福德-斯圖文森通道商改會以及其他商會合作，創建

更有活力的商業走廊，從而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其

中擁有的商業包括：Calabar畫廊、Richard Beavers

畫廊和Welancora畫廊，以及包括諾斯特蘭、Sistas’ 

Place以及Sankofa Aban民宿等Brownstone爵士音樂

俱樂部。當然，還有我們最喜歡的飲食場所，比如，

諾斯特蘭大道酒吧和餐廳協會（NBAR）、Peaches餐

廳、Bed Vyne Brew啤酒館、天然混合素咖啡果汁吧、

布什博士果汁吧、Basquiat’s Bottle、Chez Oskar、

布碌崙Beso、Saraghina等等。更不用說還有絕佳的

購物場所，比如：Peace and Riot、Moshood/Afrikan 

Spirit、貝德-斯圖Fly，以及健康中心，比如：貝德-

斯圖 Fit、健康生活水療中心、以及 N-Diya 中心。

隨著對薩姆納大道軍械庫構思重建可行性的研究，馬

庫斯·加維大道將是第56區皇冠上的下一顆寶石。加

上Buy Better Foods超市和 Lucky’s及Zaca咖啡店，

這條以由夢想家馬庫斯·加維命名的林蔭大道最終將

名副其實。

最後，我們的歷史街區為遊客和參觀者們展示了如下

古蹟：美麗的褐色磚石聯排建築、阿誇吧和斯圖文森

公館、幾條曾經被多次譽為布碌崙最綠的街道、以及

以我們的英雄命名的街道，比如，哈麗特·羅斯·

塔布曼大道、馬爾科姆X大道、馬庫斯·加維大道 、

瓊·梅納德博士路、以及全國第一條以電影的名字命

名的街道： 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確的事）路。



聯邦當選官員：
•	 國會議員 Hakeem Jeffries – 第8選區 

(718) 237-2211

•	 國會女議員 Yvette Clarke – 第9選區 
(718) 287-1142

州當選官員：
•	 州長	Kathy Hochul 

(518) 474-8390

•	 紐約州主計長 Thomas P. DiNapoli 
(518) 474-4044

•	 紐約州檢察長 Letitia James 
(800) 771-7755

•	 紐約州參議員 Jabari Brisport – 第25選區 
(718) 643-6140

•	 紐約州眾議員	史蒂芬妮	L.	齊納曼	–	第56選區 
(718) 399-7630

市和地方當選官員：
•	 當選市長 Eric L. Adams 

(212) 788-1400

•	 公共代言人 Jumaane Williams 
(212) 669-7200

•	 當選市主計長 Brad Lander 
(718) 499-1090

•	 布碌崙區長 
(718) 802-3700 

•	 布碌崙地區檢察官 
(718) 250-2001

•	 市議員 Chi Osse 
(718) 919-0700

地方官員：
•	 第3社區委員會 

(718) 622-6601

•	 第8社區委員會 
(718) 467-5620

•	 第77警察分局 
(718) 735-0611

•	 第79警察分局 
(718) 636-6611

•	 第81警察分局 
(718) 574-0411

城市服務和公用事業：
•	 紐約市資源目錄 

311

•	 全市行政服務 
(212) 669-4300

保證我們的安全
儘管進行了數十年的宣傳並花費了數百萬美元，我們的社區仍然受到家庭暴力和槍枝暴力的侵擾影響。今年夏天，我們看到

社區暴力和全國反對警察暴力的抗議活動急劇增加。雖然集會可以有效擴大這些重要問題的影響，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使用所

有可用的工具來確保我們的安全。我已經使用我們的稅收資金投入到一個社區管理的模式，集中用於青年的發展、獲得心理

健康保健服務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等計劃中。我們的“強化56區的團體”由五個群體組成：兄弟重新定義的機會（BRO）體驗基

金會、暴力的雙方 (BSV) 組織, 金斯郡反暴力倡議 (KAVI) 組織、鄰居行動 (NIA) 組織、以及第67警察管轄區的神職委員

會 (The GodSquad) ，我們通過提高個人的素質和建立更強大的社區轉型計劃來促進安全、癒合和健康。我們與“橋樑街道

發展公司”以及“美好明天機會”等組織合作，為面臨或參與暴力活動的青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就業培訓和就業機會。

資源電話號碼資源電話號碼

•	 民事投訴審查委員會	
(800) 341-2272

•	 康·愛迪生電力公司	
(800) 752-6633

•	 老齡事務局 
(212) 244-6469

建築局	(DOB):
•	 環境保護局 

(212) 639-9675

•	 財務局 
(212) 639-9675

•	 健康局	+	心理衛生	
(212) 639-9675

•	 無家可歸服務局	
(212) 361-8000

•	 勞工局 
(518) 457-9000

•	 環衛局	
(212) 639-9675

•	 紐約消防局 
(718) 999-2719

•	 大都會交通管理局 
(877) 690-5116

•	 國家電網 
(718) 643-4050

•	 紐約市公園娛樂局 
(518) 474-0456

•	 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718) 557-1399

•	 販運性/勞工熱線		短信	233733	或者致電 
(888) 373-788

社區服務：
• Ancient Song Doula 婦幼保健服務 

(347) 778-3490

•	 阿拉伯家庭支持 
(718) 643-8000 

•	 布碌崙法律服務公司 
(718) 487-2300

•	 反飢餓運動 
(718) 773-3551

•	 紐約市就業第一（JobsFirstNYC) 
(917) 267-5575 

•	 婦嬰幼兒–	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家庭保健中心 
(718) 85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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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斯塔德委員會

我是這項創立阿米斯塔德委員會議案的主要發起人，

為全州各公立和私立學校所有學前班到高中12年級的

學生提供全面的黑人歷史教學課程。與歷史學家和學

者一起開發的課程將慶祝的不僅僅是非裔美國人的文

化、藝術和體育成就，還將突出他們在民權運動和其

他自由鬥爭中普通英雄的勇氣和堅韌不懈的精神，以

及許多軍人英雄、教育家、發明家等所作出的貢獻。 

假釋老年囚犯

議案S2144提出為某些被監禁的老年人提供公平和安全

的假釋資格。年滿55歲及以上的長期服刑的囚犯不會

被自動認為會對安全造成威脅或有逃跑的危險，但新

冠病毒疫情造成了釋放他們的緊迫感。將建立一個流

程來有效評估哪些囚犯可以被推薦假釋，以及他們一

旦獲得假釋後是否有可能造成感染風險。

約翰	·	劉易斯投票法

該項法案以民權英雄和忠誠的國會議員命名，將保護

那些被剝奪投票權或投票被阻礙的人，並規定恐嚇選

民的人必須承擔責任。為說少數語言的群體提供投票

幫助，選舉數據將由全州數據庫維護管理。

立法正在進展中!立法正在進展中!

社區賠償補救委員會

詹姆斯·包德溫說，我們無法改變我們無法面對的事

情。眾議院的議案 A2619A 承認在紐約市和紐約州的奴

隸制從根本上是不公正、殘忍、殘暴和不人道的。將

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賠償補救措施，並調查奴隸制

度對紐約被奴役的非裔美國人、他們的直系親屬以及

在世的後代造成的歷史影響。

Jitu	Weusi	廣場

我非常高興送來祝賀信慶祝Jitu Weusi廣場 (原名普特

納姆三角地) 的開張，以紀念敬愛的教育家、創新者和

領導者Jitu Weusiin。他創立並領導了EAST組織，該

組織建立了美國第一所獨立的黑人學校之一、國際非

洲藝術節以及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好幾家自給自足的企

業，提供了一個在全國範圍內被效仿的模式。

DNA	數據庫

議案A6124要求關閉未經允許的紐約市DNA數據庫。該

議案明確禁止紐約市管理一個單獨的DNA數據庫，並明

確指出紐約州的DNA數據庫是紐約州唯一合法授權管理

的DNA索引。目前，該數據庫中擁有33,000未經許可的

DNA樣本（包括青少年的DNA樣本）由紐約市首席法醫

辦公室管理、並供紐約警察局使用。

社區辦公室： 社區辦公室： 
1368 Fulton Street, 3rd Floor
Brooklyn, NY 11216
718-399-7630

奧本尼辦公室：奧本尼辦公室：
528 Legislative Office Building
Albany, NY 12248
518-455-5474

zinermans@nyassembl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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