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Leodis V. McDaniel 高中现代化  

常见问题 

2021 年 3月修订 

为什么 Madison/McDaniel 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 

全面的现代化建设将解决所有系统不足问题，并对学校进行重大翻新，以创建一个健康且具有适

应力的学习环境。一所全面现代化的学校将提供高效的建筑系统；可持续、清洁和可维护的室内

装潢；明亮和健康的教室和公共场所：且完全具有可通行性（ADA）并符合所有适用的建筑和安全

法规。它还将是灵活的、实用的并着重于教育需求，同时适应需要的社区活动。这包括创建适合

教学的灵活空间的建筑更改，以及支持学生成就的其它改进。 

 

新设计的亮点是什么？ 

• 餐厅/公共区域和交叉前庭—McDaniel 的公共区域将作为新学校的中心，并在第 82大街

的正门充当一个欢迎空间。交叉前庭将连接建筑物的所有主要翼楼和所有三个教室楼层。

这些设计特色是由公民组成的设计咨询小组所提议的关键组成部分。 

 

• 科学翼 

科学实验室将在学校前部附近被合并，并被突出显示以作为新学校的光辉典范。 

 

• 表演艺术 

一座崭新的、一流的音乐和戏剧设施将为学校和当地社区服务。 

 

• 社区资源 

一个保育中心、公共卫生诊所和社区食品储藏室将继续为社区服务。 

 

• 体育设施 

新体育馆建筑将包括一个可容纳 1700 个座位的主体育馆、辅体育馆、举重室和一个摔跤/

舞蹈室。此更新的场区将包括一个新的垒球场。 

 

• 职业技术教育 CTE 参加此新现代化学校的学生将可以使用专业实验室来进行数字设计、

工程、机器人技术、数字艺术、生物医学、雕塑、建筑和可持续农业。此外，一个全新的

创客空间将支持基于项目的学习。 

为什么学校名称从 James Madison 更改为 Leodis V. McDaniel 高中？ 

在 7 月 14日的教育董事会会议上，波特兰公立学校发布了一项计划，其列出了重新命名其建筑物

和其它空间的一个程序。重新审核学区名称这一举动是对全国各地—包括波特兰—持续动乱的回

应，这是对今年夏天引起公众关注的系统种族主义的反应。重新命名 Madison 的工作来自学生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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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来，Madison 重新命名委员会通过强健的外延工作与学校及更大的社区进行互动，收集

了近 2500条社区评论、打了数百通电话并花费了无数小时的时间来仔细考虑了适合该学校 CREED

（社区、尊重、教育、公平、多样性）价值观的最恰当名称。 

 

Lincoln 高中毕业生 Leodis V. McDaniel是一位备受尊敬、深受爱戴和赞扬的波特兰社区领袖，

他在 70年代和 80 年代作为 Madison 高中的行政管理员而赢得了无可挑剔的赞誉。在成为

Madison 校长之前，McDaniel 是 80年代俄勒冈州仅有的几名黑人高中校长之一，其任务是在废除

种族隔离和校车接送政策期间领导 Madison。McDaniel迎接了这些挑战，正如其在履行所有行政

职责时所秉持的对所有人都保持公平这一目的那样。他以友善举止、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绝对的

正直以及与所有人建立深厚联系的本能而出名。McDaniel 广受学生和员工的欢迎，并从他所贡献

的众多社区组织中获得了诸多奖项和赞誉。 

有关重命名学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 PPS 命名和定义网站。 

McDaniel 在施工期间会如何？ 

由于施工的规模和范围，McDaniel 在两年施工期间将被关闭。整个 McDaniel 社区、员工和学生

都搬到了东南波特兰的 Marshall 校园。在整个施工期间，Marshall 将被临时指定为 Marshall 校

区的 McDaniel高中。 

为什么 Marshall 高中被选为 Franklin 和 McDaniel 的临时校址？ 

在规划选民批准的债券措施期间，Marshall 校区被选为施工学校（Franklin、Grant、McDaniel

和不久 Benson）的最佳临时校园。作为最近关闭的一所高中设施，Marshall 拥有需要的所有空间

和基础设施，以为正在改建中的高中社区提供临时地址。2012和 2017 年债券项目的一部分资金

专门用于升级 Marshall 校区。 

 

McDaniel 学生将在 Marshall 校区呆多长时间？ 

McDaniel 高中的员工和学生将从 2019-20学年开始到 2020-21学年结束在 Marshall 高中就读。

预计学生将在 2021 学年开始时返回完全现代化的 McDaniel 高中。 

 

McDaniel 学生如何前往 Marshall 校园？ 

许多 McDaniel学生将能够使用私人和免费的公共交通工具（TriMet）来前往位于 3905 SE 91st 

Ave 的 Marshall校园。波特兰公立学校通常不向学区高中提供定期的黄色校车服务。但是，某些

通勤时间相对较长的邻区学生正在从 PPS学生交通部获得某种形式的帮助。PPS创建了一个家庭

咨询，其详细描述了前往 Marshall 校园的交通方式。查看麦迪逊交通到马歇尔家庭咨询 

|Español | Tiếng Việt | Русский | Soomaali | 中文    

 

另请访问交通部网站来获取有关 COVID 相关影响的任何信息 https://www.pps.net/Page/115 

学生将如何使用 TriMet 前往 Marshall 校园？ 

所有 McDaniel学生都有资格获得免费的波特兰公立学校高中学生运输通行证。MAX 绿色线路为到

达临时校园提供了非常直接和有效的选择。要了解有关前往 Marshall 校园的 MAX 和巴士路线的更

多信息，请查看 TriMet 时间表页面：http://trimet.org/schedules/index.htm，或者，如果您

正在寻找您手机兼容的 TriMet 应用程序，请访问：http://trimet.org/apps/index.htm。学生通

行证项目是 TriMet、学区和波特兰市之间的一项合作伙伴关系。 

 

是否为晚间和课外活动提供巴士服务？ 

https://www.pps.net/Page/15710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_SPA.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_VI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_RUS.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_SOM.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Transportation-Advisory-Update-August-2019_CHI.pdf
https://www.pps.net/Page/115
http://trimet.org/schedules/index.htm
http://trimet.org/app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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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通部正在与 McDaniel行政部紧密合作，以在某些晚间活动和体育活动结束后，为某些社区

提供有限的巴士服务。 

为什么要对某些教学楼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替换？ 

对某学校建筑物进行完全现代化建设还是完全替换的决定取决于该建筑物的年龄、历史意义、状

况、缺陷、大小和项目空间需求。PPS有许多历史悠久的邻区学校。这些历史建筑物正在通过

“学校建筑改善债券”来获得修复，其方式与建筑物的历史意义和建筑组成部分保持一致，同时

提供最新的教学环境和更持久、可持续的装饰。教师、员工和家庭参与了这些规划，以帮助保留

每所学校的独特之处，并将其融入周边社区。 

施工对周边社区有什么影响？ 

要了解建筑影响的更多信息，请查看麦迪逊施工影响资料页（View the Madison Construction 

Impact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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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成员、学生、教师和家庭如何对 McDaniel 高中的新设计提出意见的？ 

McDaniel 高中是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过程而设计的，包括从老师和学校员工利益相关者、

McDaniel 设计咨询小组以及学生、家庭、邻居和服务提供者那里获取的意见。 

尽管学区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和设计准则，但是每所学校都是一个独特的社区。一些特殊因素可能

包括：合作机会、向学生提供的服务、建筑物的历史意义和学校设施的社区使用。 

McDaniel 高中现代化项目成立了一个设计咨询小组（DAG）。设计咨询小组由家长、老师、学

生、校友、服务提供者和社区组成。DAG通过设计开发参与了总体规划和设计，向设计团队提供

反馈并促进与更广泛社区的联系。 

除了 DAG之外，在建筑物中工作的 McDaniel 高中工作人员—包括校长、老师、助手、秘书、营养

工作者和保管人—都是设计过程的目标资源。他们为设计团队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因为他们了解

学校的运营情况，在那里学习的学生以及存在的需要改进之处。 

设计研讨会如何向社区成员提供提出意见的机会？ 

总体规划和原理图设计研讨会都在以前的 Madison（现为 McDaniel）举行。这些研讨会之后是开

放日，首选的总体设计和原理图设计计划将在开放日向社区介绍。这些公开会议使社区成员有机

会与设计团队直接进行互动，为他们的学校确定集体愿景。 

 

人们可以分享他们在以下方面的想法和意见：未来的 McDaniel 的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

建筑物和校园的哪些部分非常适用？什么部分不适用？McDaniel 能如何更好地支持其学生和家

庭？这些会议旨在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优先事项、想法和意见。 

设计和施工团队是谁？ 

Opsis Architecture 设计了多所创新性的 k-12学校，其特别侧重于 STE（A）M教育。为了营造

一种具有连通性和包容性的环境，Opsis与 DAO Architecture 合作，为参与和设计过程提供新的

视角-DAO是一家小型、高素质的 MWESB认证公司。对于 Opsis而言，重要的是包括一个代表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_SPA.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_VI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_RUS.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_SOM.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62/Madison-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Update_CHI.pdf
http://www.opsis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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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son 高中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团队。The Opsis | DAO 团队期待将 McDaniel 高中转型成一个真

正的 21世纪学习环境和其多样化、多元化和多民族的社区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 

 

位于波特兰的 Fortis Construction, Inc.是 McDaniel 现代化项目的施工经理/总承包商（CM/ 

GC）。Fortis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员工所有的公司，其致力于在俄勒冈州各地建设教育

设施。Fortis团队很荣幸能成为这个社区变革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将对后代的学生产生深远影

响。 

我如何了解有关该项目的更多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电子邮件：schoolmoderization@pps.net。请访问我们的

债券项目网站：www.pps.net/bond 或 McDaniel 项目网站 https://www.pps.net/Page/1840。 

 

http://www.opsisarch.com/
http://daoarchitecture.com/
http://fortisconstruction.com/
mailto:schoolmoderization@pps.net
http://www.pps.net/bond
https://www.pps.net/Page/1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