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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试图帮助规划Wilson、Jefferson和 Cleveland的未来 

除了当前正在整个学区进行的重要 2017 年学校改进工作以外，2017 年健康安全和现代化债券还

包括为 Jefferson、Cleveland 和 Wilson 高中制定概念性总体规划的资金。PPS 正在寻求社区参与，

以帮助为这些学校制定概念性总体规划。 

这个概念性总体规划过程将决定每所学校的整体项目需求、场地布局以及历史性现代化建设与新

建筑的估算成本对比。早期规划工作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确定对该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或重建的

成本估算。这些信息将帮助 PPS 规划未来的资本改善债券。 

目前，我们尚未确定对这些学校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或重建的时间表。这将取决于是否能通过未

来学校建筑改善债券。届时，PPS 将推进完整的总体规划，以为紧随其后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及时

和相关的指导。  

请加入概念性总体规划委员会 

PPS 正在寻找一系列的参与公民，他们能积极地为在他们所在地区建立下一代高中的过程做出贡

献。请考虑加入 Jefferson、Cleveland 和 Wilson 概念性总体规划委员会（CMPC）。 

CMPC 将由家长、教师、学生和社区利益相关者组成，他们将合作，以为概念性总体规划的制定

提供反馈。CMPC 成员综合整个社区的意见并将该项目不断变化的细节分享给社区的其他人。虽

然 MPC 成员没有决定权，但是他们的意见对建设一个整个社区都能引以为豪的设计是至关重要

的。  

有兴趣加入其学校委员会的人可以下载申请并在以下债券网站上获得更多信息： 

 Cleveland 高中  

 Jefferson 高中 

 Wilson 高中 

感谢您为共同构建我们的未来所提供的帮助。 

--债券通讯经理 David Mayne. 

 

https://www.pps.net/clevelandbond
https://www.pps.net/jeffersonbond
https://www.pps.net/wilsonbond


2 

 “My New Red Shoes”帮助移民家庭为上学做好准备 

波特兰公立学校移民家庭的子女继续获得进入学年的协助。“My New 

Red Shoes”（我的新红鞋）是一家服务于波特兰和旧金山地区的非营

利组织，其与 PPS 移民教育项目合作，每年向移民家庭的学生捐赠鞋

子以及服装和其它物品的礼品卡。最近，记者 Jenny Hansson 在 KOIN

的“Positive Vibe”片档中特别播报了该项目。 

看视频 

 

庆祝西班牙裔传统月：从 9 月 15 日到 10 月 15 日，波特兰公立学校正在庆祝全国西班牙

裔传统月，其表彰西班牙裔和拉丁美裔美国人的贡献、传统和文化。如果您知道在 PPS 举

行的某事件或庆祝活动，请通过 pubinfo@pps.net 告知我们，以便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或

PPS Pulse 与社区分享。¡Feliz mes de la herencia hispana！ 

 

年度步行+骑车上学日旨在促进安全和健康 
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非常适合波特兰公立学校的活动，那么你将很难找到比国

际步行+骑车上学校日更好的选择。今年的活动将于 10 月 2 日星期三举行。 

这个概念很简单：我们鼓励学生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以促进学生健康和更

安全的上学路线。该活动于 1997 年始于芝加哥，并迅速普及，其现在涉及

40 个国家的学生，其中包括所有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 

在今年活动举办之际，市政官员已采取最近行动以使上学更安全，包括一项 2018 年的变化，即将

波特兰学区的限速降至全天候 20 英里/小时。 

波特兰交通局正在为学校提供奖品以发放给参与的学生。学校官员可以通过 PBOT 网站订购奖品

（邮寄奖品的截止日期为 9 月 23 日星期一，领取奖品的截止日期为 9 月 25 日）。 

为了了解波特兰国际步行+骑车上学日活动，观看去年在 Whitman 小学与市长 Ted 

Wheeler 和波特兰警察局局长 Danielle Outlaw 举办活动的视频。 

 

 

https://mynewredshoes.org/
https://mynewredshoes.org/
https://www.pps.net/Domain/5105
http://track.spe.schoolmessenger.com/f/a/ACG0nO1VJg0QqUiCsmjpaQ~~/AAAAAQA~/RgRfYkgWP0RVaHR0cHM6Ly93d3cua29pbi5jb20vbmV3cy9vcmVnb24vbXktbmV3LXJlZC1zaG9lcy1nZXRzLW1pZ3JhbnQta2lkcy1yZWFkeS1mb3Itc2Nob29sL1cHc2Nob29sbUIKAACWFIFdDlSdqFIRbHRvbGxpc2VuQHBwcy5uZXRYBAAAAAE~
http://www.walkbiketoschool.org/
http://www.walkbiketoschool.org/
https://www.pps.net/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4&ModuleInstanceID=1492&PageModuleInstanceID=1594&ViewID=ad4d6d9d-7046-48e7-a548-a6a23a68d076&RenderLoc=0&FlexDataID=123190&PageID=1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transportation/article/696317
https://youtu.be/Sbd32D3DD9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q--Fusm_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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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自杀月的提示和资源 
9 月是全国预防自杀月，这个问题在俄勒冈尤其具有相关性。俄勒冈州卫生
局收集的全州统计数据显示，自杀是 15-24 岁俄勒冈州居民的第二大死亡原
因。波特兰公立学校的心理健康/安康支持和系统高级经理 Amy Ruona 和执
业学校社会工作者 Mila Rodriguez-Adair 提供了一些见解和资源： 

尽管我们需要在全年重视自杀预防，但是 9 月是自杀预防宣传月，其提供了

一个专注的时间段，来以共同的热情和力量面对一个困难的话题。 

我们都可以从关于心理健康状况和自杀的诚实对话中受益，因为仅一番对话可以改变一个生命。

询问一个朋友或您所爱的人他们是否在考虑自杀，这不会使他们的这个想法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反而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愿意谈论这一话题的人。 

这里是一些资源： 

来自全国心理疾病联盟，自杀的警示迹象—如果某人： 

 作出自杀的威胁或评论，也称为自杀意念。这可以从看似无害的想法开始，比如“我希望

我不在这个世上”，但可以从这里变得更加过分和危险 

 增加了酒精和毒品用量 

 表现出挑衅行为 

 在朋友、家人和社区中的不合群 

 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谈论、写作或思考死亡 

 进行冲动或鲁莽行为 

 放弃珍贵的财产 

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话题标签： 

 #BeThe1To 是全国自杀预防生命线的消息，其用于全国自杀预防月以及更多，这有助于传

播我们都能采取的预防自杀的行动。生命线网络及其合作伙伴正致力于将对话从自杀改为

自杀预防，改为能够促进康复、帮助和带来希望的行动。 

Take 5 to Save Lives 网站上提供的提示： 

1. 了解迹象 

2. 知道如何提供帮助 

3. 实践自我护理 

4. 伸出援助之手 

5. 传播这个消息 

请家庭提醒您的学生：   

 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正在考虑自杀，那么独自背负这个包袱可能太过沉重了。让一个可

信的成年人参与或联系帮助热线（如下所列）。你的朋友最初可能会对你感到不满，但是

一个生气的朋友比一个死去的朋友更好。 

 可信的成年人可以是任何人，而不仅是辅导员、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学家。 

 有时候可信的成年人会搞砸且不会给予支持性回应。请不要放弃，与其他人联系。 

http://www.sprc.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rogram/SPMIdeas4Action2019.pdf
https://www.nami.org/Find-Support/Family-Members-and-Caregivers/Preventing-Suicide
https://www.bethe1to.com/?_ga=2.248601550.897899231.1567528363-352509839.1567528363
https://www.take5tosavelives.org/take-5-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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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预防支持： 

 国家自杀预防热线：1-800-273-8255 

 全国自杀预防热线西班牙语服务：1-888-628-9454 

 Oregon Youthline：致电 1-877-968-8491；发短信“Teen2Teen”至 839863 

 Trans Lifeline ：为变性青年提供服务：1-877-565-8860   

The Trevor Project：为 LGBTQ 青年提供服务：致电 1-866-488-7386；发短信“TREVOR”到 1-202-304-

1200.  

 

 

社区成员寻求向董事会提出预算建议的委员会 

波特兰公立学校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处理其预算。我们邀请希望参与该过程

的 PPS 社区成员申请社区预算审查委员会（CBRC）的席位。 

该委员会通常有八到十二名成员，但其目前有七个空缺席位，其中一个空位

为学生代表提供。CBRC 对校监提议的预算以及 CBRC 或董事会确定的任何其

它预算问题进行审查、评估并向教育董事会提出建议。CBRC 还监督并建议董事会有关地方选择税

收资金的分配和支出。 

该委员会由董事会任命，这些志愿成员任期两年，学生代表任职一年。CBRC 通常在预算制定季节

的每个月进行会面。 

申请和更多信息可以在委员会网页上找到。完成的申请应在 9 月 27 日星期五之前通过发送电子邮

件至 dlstone@pps.net 来递交。任何有疑问的人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budget@pps.net。.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https://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help-yourself/en-espanol/
https://oregonyouthline.org/
https://www.translifeline.org/
https://www.thetrevorproject.org/#sm.0000salmbdkf2fa111hfi20i5p361
https://www.pps.net/Page/1677
mailto:dlstone@pps.net
mailto:budget@pp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