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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道格拉斯学区宣布 祝  
国家西藏 /拉丁文 月  

  
于，美国的拉丁美洲 在 史上延 了五个世 ， 我国的增 和繁荣 生了一致和重要的

影响;和 
  
于，拉丁文化文化与伊比利 血 有关，我 的文化 到拉丁 是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可以

追溯其土着和非洲血 的 史根源;和 
  
于，俄勒 州的拉丁美洲人是第一代移民和 期居民的多元化 合。 Latinx的定 与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文化有关，包括：美国，墨西哥，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
危地 拉，伯利 ， 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 ，哥 比 ，秘 ，

厄瓜多 ，巴拉圭， 拉圭，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 ，智利和西班牙。它 反映了

一系列独特而充 活力的文化，以有价 的方式丰富了我 的社区;和 
  

于，  西班牙裔 月于1968年作 周
[1]

 开始并于9月15日开始， 是五个拉美国家独立的

周年 念日：哥斯达黎加， 瓦多，危地 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2]

 和; 
  

于，  今年 月的主 是“ 我 的国家服 的 史
[3]

”，并邀 我 思考西班牙裔和拉丁美

洲人民 美国的服 和 献;和 
  
于，  Latinxs在商 ，科学，技 ，公共服 ，健康， 等 域 波特 的 提供了 多

献和 。今天，他 在波特 的 力接近40 美元
[4]

;和 
  
于，  尽管有 些 献和 ， 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社区仍然不太可能从事管理或 ，

家庭收入中位数明 低于非西班牙裔白人，超 20％的人 告生活在 困 上
[5]

 2015年;和 
  

于，  西班牙裔美国人医 保 率最高
[6]

 在美国境内任何种族或族裔群体的， 因于 言和

文化障碍，以及缺乏 防性 理;和 
  
于，出于种族 机的歧 和 是在地方和国家的高度， 拉丁美洲社区 告的仇恨犯罪率

升;和 
 
[1] https://prologue.blogs.archives.gov/2017/09/25/origins-of-national-hispanic-heritage-month/ 
[2] https://www.hispanicheritagemonth.gov/about/ 
[3]http://www.hispanicheritagemonth.org/index.php/hispanic-heritage-month/88-hispanic-heritage-month-theme-
2019 
[4]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oehr/article/713234 
[5] https://minorityhealth.hhs.gov/omh/browse.aspx?lvl=3&lvlid=64 



[6] https://minorityhealth.hhs.gov/omh/browse.aspx?lvl=3&lvlid=64 
 
 
 于，  大 道格拉斯学区高中的68％的西班牙裔/拉丁美洲学生去年被欺 是由于他 的“种

族或肤色”，62％的人 是因 “他 的家人来自哪里”，比任何其他种族或民族都多
[7]

;和 
  
于 于，拉丁美洲社区所面 的困 和差异， 一宣言只是我 需要采取的一小步，才能真正

包容和支持我 的拉丁美洲学生及其家庭;和 
  
于，26.58％（或2,690）名注册学生 西班牙裔和/或拉丁裔，而西班牙裔/拉丁裔学生人数在

1995年至2018年期 的 去23年中增加了918％，而自称 西班牙裔的学生也被确 美洲印第安

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洲人，黑人，太平洋 民和多种族;和 
  
于，2017-2018四年 学生中有78.1％的拉丁美洲学生 ，其中按性 分列，85.7％的自我

同的拉丁女学生 ，69.2％的自我 定的拉丁美洲男学生 ;并且 
 
于，ASB学生 已确定 Latinx的14％;和 

  
于，Latinx学生会 并促 拉丁美洲学生的学生成功;和 

  
于，6.66％的地区 （ 督 ， 理，校 ）已 自我 定 拉丁 ;和 

  
于，  截至2019年4月，DDSD有86名 工被确定 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其中包括上一年度的

分 人 增加16％;和 
  
于，  西班牙 是 地区第二大最常用的家庭 言，有1,645个 西班牙 的家庭;和 

  
于，  去年大 道格拉斯高中 了第一次西班牙 典礼，在活 期 ，学生 分享了多种

言和歌曲，以 祝各种西班牙 和拉丁文化;和 
  
于，  我 的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家庭 并 极参与各校区的 体活 ，包括几所小学的

Intercambio 体，整个地区的拉丁裔家 体，特定文化家庭之夜等等;和 
  
于，大 道格拉斯学区致力于并倡 拉丁美洲学生的平等教育， 和社交机会，并且;  

  
于，大 道格拉斯学区 略招聘 划概述了到2020年将 工人数增加10％的目 ，以便地区工

作人 更准确地反映学生人数，而地区 先考 大 道格拉斯地区社区在 位上的代

表性， 工和董事会;和 
 
[7] YouthTruth  
  
于，大 道格拉斯学区采取了教育公平政策和平等教育机会政策， 政策表明我 致力于 小

拉丁美洲学生的成就差距，并 造一个所有学生均可从所提供的教育 程中平等受益的教育 境;
和 
  
于，俄勒 州 会通 了20 美元的投 ，即学生成功法案， 入俄勒 州的K-12学校，100

万 用于拉丁美洲学生成功全州 划;和 



  
于， 区正在努力消除教育各方面的种族可 性和不相称性，最近成立了一个种族平等委

会;并且 
 
于，地区合作，并与像拉丁美洲网 ， 瓦多Programa伊斯帕 ，社区 的合作伙伴，形

成牢固的关系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并提供改善的成果和机遇Latinx学生的反 和指 ，区

的空 和区内的家庭。 
  
因此，  大 道格拉斯学校董事会特此宣布将于9月15日至10月15日宣布成  
  

LATINX 月  
  
承 和 祝拉丁 和我 社区的 多 献;和 
  
一步  决定大 道格拉斯学校董事会 烈鼓励 工和社区 察， 可和 祝拉丁 我 国家，

我 的州，城市和学校的文化， 和 献。  
  
2019年9月12日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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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ouglas学区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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