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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son 高中现代化 

常见问题 

2022 年秋季 

多亏了帮助通过 2020 年学校改善债券的波特兰选民和社区成员的支持，Jefferson 高中现代化

项目得以实现。 

现代化项目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历史悠久的 Jefferson 高中高等学习中级学院现代化的全面规划过程正在进行中。全面规划是确

定新学校形态的第一步。PPS 正在通过由公民领导的 Jefferson 综合规划委员会 (CPC) 以及即将

举行的市政厅和公共设计研讨会向 Jefferson 社区征求有关设计的意见。有关未来会议日期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pps.net/JeffersonBond 

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些工作？ 

在 2019 年底，经过四个月的一系列公开会议后， Jefferson 高中概念综合计划完成，作为 2020 

年债券规划工作的一部分。这个概念计划将作为新的 Jefferson现代化综合规划的起点，但新的

综合规划委员会（CPC）将不受这些早期规划的限制。 

项目时间表是什么？ 

Jefferson 综合规划委员会于 2022 年春季成立，并开始与设计团队一起就新学校的综合规划进
行工作。这项工作预计将持续数个月。此外，还将举办几个公共设计研讨会，让更大的社区有机
会在设计过程的发展过程中对其进行权衡。当某综合计划得以最终确定后，该项目将进入设计阶
段，然后于 2024 年开始施工。 

我如何更多地了解该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和最新更新，请访问项目网站：https://www.pps.net/JeffersonBond 请通过 
JHSBond@pps.net 加入 Jefferson 项目邮件列表。 

该项目将如何为社区成员提供参与机会？ 

PPS 正在寻找多元化的参与公民，他们可以为在您的社区创建下一代高中做出积极贡献。 
Jefferson综合规划委员会 (MPC) 将包括学生、家长、教师、校友、管理人员、PPS 工作人员、
合作伙伴、社区代表和学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将参与制定现代化 Jefferson 高中的综合计划。 

对于那些无法加入 MPC的人，他们仍然有机会参加 Jefferson 公共设计研讨会和开放日，并在规
划过程中参加市民大会。 
 

在整个过程中，您正在与许多不同的人交谈。关于学校设计的决定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 

高中现代化过程包括影响它的许多人和因素，包括通过 CPC、学区利益相关者、学校和社区合作
伙伴、PPS 教育和设计指南、场地和社区环境以及城市土地使用和建筑规范要求的参与。同时，
尽管社区和学区的利益相关者将就学校设计向项目团队提供建议，但是作为高中现代化进程的一
部分，批准最终的综合规划最终是教育董事会的责任。 

https://www.pps.net/JeffersonBond
https://www.pps.net/Page/14291
https://www.pps.net/JeffersonBond
mailto:JHSBond@pp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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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从未来入学的孩子那里获得其意见？你们正在做些什么来征求学生的评论或参

与？ 

我们的参与团队在 2022 年暑假期间开始与当前和未来的 Jefferson 学生建立联系，并在学生重
返学校后继续开展工作。我们还在 Jefferson 设置了桌子，以便在午餐休息时间与学生交谈。在
整个 2022 年秋冬，我们将与领导课程、拉丁裔网络、SEI/SUN、设计班和学生俱乐部一起领导课
堂和课后研讨会。 
 
与 Jefferson 当前的学生一起工作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年轻人

如何体验学校目前的情况，包括他们认为成功的空间和项目类型、他们希望看到的变化以及他们
认为缺少的能够支持他们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发展的东西。 
 
在未来几个月，我们还将继续创造与中学生接触的机会，以了解他们对未来高中经历的看法和担
忧。 
 
你们将与 Jefferson 教师和管理员会面吗？ 

是的，随着过程的推进，设计团队将定期与 Jefferson 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会面。此外，CPC 包括
Jefferson 教师，我们鼓励所有员工和学生参加市民大会和设计研讨会。 
 

评论设计的那些人有机会看到其它现代化学校吗？ 

是的，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CPC将参观最近现代化的学校。 

为什么有些校舍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而另一些则被更换了？ 

完全现代化或完全更换某学校校舍的决定取决于它的年龄、历史意义、状况、缺陷和大小以及项
目空间需求，同样重要的是，社区对它的看法。 

PPS 有许多历史悠久的社区学校。其它的 PPS历史高中建筑（Benson、Franklin、Grant、

McDaniel 和 Roosevelt）已通过债券项目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修复，其方式与建筑物的历史名称
和建筑组件相一致，同时提供最新的教学环境和更耐用、可持续的饰面。教师、员工和家庭参与
了规划，以帮助保护每所学校的独特之处及其与周边社区的融合。 

其它学校选择完全重建（Faubion、Kellogg、Lincoln）。重建过程允许开发一个更有项目具体性
的解决方案，通常在现场为建筑和现场组件提供更节省空间的布局。正如现代化过程，重建过程
提供最新的学习环境，同时还允许将先前历史建筑的材料重新用于新建筑。 
 
Jefferson 学生在施工期间的去向？ 
项目团队优先考虑在施工阶段让学生留在现场，但是远离工地，以促进 Jefferson 项目的连续
性，例如中级学院、表演和视觉艺术以及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在综合规划过程中，我们将对该选
项和其它选项的机会和限制进行更详细的审查。 
 
建造和重新开放新 Jefferson 的时间表是什么？目前上小学的哪些孩子将首先入学？时间表的细

节是什么？ 

Jefferson 项目的时间表包括 2024 年开始建设和 2026 年部分学校重新开放，最终的场地和建
筑施工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完成，具体取决于选择的最终现代化或重建方案。第一批进入重新

开放学校的学生将是当前（2022-23 学年）五年级的小学生。 
 

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更改学校的名称？社区的许多成员都希望将名称更改为他们有更好感觉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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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某学校的名称有一个 PPS 流程。这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不是通过现代化工作而发生的事
情，但两者将相互影响。 
在 8 月 24 日的市民大会期间，RESJ高级顾问 Dani Ledezma谈到了将重命名过程作为该会议议
程的一部分（参见 https://youtu.be/ik57e7Dy9r0 的视频）。在那次会议上，她讨论了学区围
绕重命名过程的政策和行政指令，重点关注学生在学校身份方面的体验（更多信息请见 
https://www.pps.net/Page/15710）。 
 
此外，这里是管理更名流程的 PPS 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部门的链接。

https://www.pps.net/Page/95 
  
认识到有更改学校名称的强烈兴趣，你们仍将其称为 Jefferson 现代化项目吗？ 

是的，名称将暂时保持不变。 
 
新学校的设计会有抗震安全吗？ 

所有经过现代化和重建的学校都旨在达到或超过当前的地震安全规范，并将建造以抵御大地震。
Jefferson 现代化项目由 2020 年债券特别资助，旨在作为学校和社区应急中心，以便在发生地
震后的立即使用。 
 

告诉我们在设计中如何考虑可持续性？随着气候变化，新教学楼是否会为学生和员工提供更强的

适应力？ 

可持续设计融入了新的 PPS气候正义政策，包括整体减排、能源效率和新建筑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新的节能建筑将能够以更少的能源在夏季保持凉爽并在冬季保持温暖，从而为学生和员工提

供更大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设计团队为新 Jefferson 开发了一个关于可持续性选项和想法的

演示文稿，请在此处查阅该信息：JHS Sustainability/Climate Presentation 9-14-22 

JHS Sustainability/Climate Meeting Minutes 9-14-22 

Jefferson 现在是一所磁力学校。它将被重建为一所综合性高中吗？它将如何把其项目转变为邻

里学校？ 

Jefferson 高中仍将是一所磁力/重点选择的学校。综合教育规范参考了某学校项目中物理空间的

分配方式（教室、管理空间、CTE 空间等）。可在此处找到规范：

www.pps.net/cms/lib8/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58/PPS_Comp_HS_Ed_Spec_V_2.pdf 

Jefferson 高中现代化项目的预算是多少？ 

Jefferson 高中现代化项目的预算为 3.11 亿美元。 

所有高中现代化的预算都与其可比吗？ 

在 2019 年概念总体规划过程中，最后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三所高中 Jefferson、Cleveland 
和 Ida B Wells 经历了社区参与和规划过程，以确定这些学校的总体范围和预算。这些学校的所
有预算都是根据相同的假设和历史成本数据编制的。 
 
黑人学生卓越中心 (CBSE) 的现状如何？它与 Jefferson 项目有何关系？ 

CBSE 目前正在致力于社区参与，以帮助定义教育策略和实体设施改进以支持这些策略。这项工作
可能有助于为 Jefferson 项目的综合规划和设计提供信息，具体取决于 CBSE综合规划的最终结
果。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BSE 网站  

https://www.pps.net/Page/95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Climate%20Response%20Charrette%20presentation%209-14-22.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2022-09-14%20Climate%20Response%20Charrette%20Minutes.pdf
http://www.pps.net/cms/lib8/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58/PPS_Comp_HS_Ed_Spec_V_2.pdf
https://www.pps.net/c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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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否分享更多有关可能在 Jefferson 现代化项目的同时，在 Jefferson 地产上建立一所新

Tubma 中学计划的更多信息。 

这两个项目对社区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处于不同的轨道上并有截然不同的时间表。在 Jefferson
校区新建一所 Harriet Tubman 中学的想法是多种选项之一，但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PPS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相关社区举行一系列会议。在这些参与会议举行后，PPS学校董事会将
在 2023 年春季就 Tubman的安置做出决定。 
 

以下是 (9-22-22) BOE 设施与运营委员会会议的链接，在时间点 1:32:02 处， 员工和董事会成
员谈论 Tubman 项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Z3hXX5OSw  
 
为什么 Jefferson 被选为进行学校现代化的最后一所学校？ 

Jefferson 不是 PPS完成的最后一个高中现代化项目。Roosevelt、Franklin 和 Grant在 2012 年
首次通过的 PPS 改善债券中被选中进行现代化改造。在 2017年 5月的债券中，Bond、Benson、
Lincoln 和 McDaniel（原 Madison）被选中。同样的 2017 年债券资助了 Jefferson、Cleveland
和 Ida B Wells（原 Wilson）的基本概念总体规划，以制定纳入 2020 年债券的预算。在 2020 年 
11月的债券中，只有 Jefferson 高中获得了全部设计和建设资金。Cleveland 和 Ida B Wells 
没有获得建设资金，但获得了综合规划和设计的资金。我们需要一个未来的债券以为剩下两所高
中的建设提供资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Z3hXX5OS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