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 “Street Sheet” – Charlottesville City Edition (+ County Edits) 

 Version 3. Last Updated: 5/15/2020 

本手册含有为反映新冠病毒危机影响下各机构的运作状态而更新的各类社区资源清单。除非特别

列出，手册中所含的电话号码均以地区号1-434开头。请扫描二维码查看我们的网页获取最新信
息。 

免费食物发放 

● The Haven: 地址：112 W Market Street; 无需提前预约 
● Salvation Army: 地址：207 Ridge Street; 无需提前预约 
● Keevil & Keevil Kitchen: 地址: 703 Hinton Avenue; 需提前咨询预约：邮箱：

keevilkitchen@gmail.com 或 致电989-8807 

 早餐 午餐 晚餐 

The Haven 周一至周五 
早上7点 

周一至周四 

中午12点到
下午1点 

 

Salvation 
Army 

周一至周六

早上7点 

周日早上9点 

 

周五、周六

中午12点 

周日下午1
点 

周一至周

六 

下午5点30
分 

Keevil & 
Keevil 

周一至周五 

早上8点 

周一至周五 

中午12点 

 
 

  

紧急过夜庇护所 

•  Salvation Army Emergency Shelter: 电话：295-4058；地址：207 Ridge Street，接
受个人，家庭与儿童；可提前致电或每天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直接前往 -- 目前暂不接受
新客 

mailto:keevilkitchen@gmail.com


•  PACEM: 地址：112 W Market St (办公室) – 目前有限接受新客，请致电 465-1391 联系
Liz 咨询床位 

•  Shelter for Help in Emergency (SHE): 家庭暴力庇护所；目前接受新客，请拨打热线 
293-8509 咨询 

•  ReadyKids-Runaway Emergency Services: 青少年紧急服务；目前在运行中；咨询热
线 972-7233 

•  Families in Crisis: 落难家庭救助；目前由于资金短缺无法提供住宿，仍可致电询问相
关资源。电话：296-3872 

社会工作部门 

申请美国国家医疗补助 Medicaid，营养补充协助 SNAP，困难家庭协助 TANF 以及其他项目： 

•  致电（855）635-4370 或登录部门官网进行申请 

•  致电 （855）242-8282 申请国家医疗补助 Medicaid 

如有其他需求，请致电970-3400 （夏洛茨维尔市）或972-4010（阿尔伯马尔县）。社工办公室
目前不对外开放。 

读写教育/美国高中同等学历培训 

•  托马斯杰佛逊成人教育中心 (TJACE): 电话：961-5461. 美国高中同等学历测验培训, 家
庭读写教育, 就业准备培训。所有项目均在网上进行，致电或留言961-5461以获取信息 

• 美国读写教育志愿者协会  Literacy Volunteers of America:: 电话：977-3838; 地址：
233 4th St NW (Jefferson School). 读写辅导，英语学习辅导。目前停业。. 

退伍军人支持服务 

• 弗吉尼亚医疗中心  VA Medical Center: 电话：293-3890; 地址：590 Peter Jefferson 
Pkwy #250. 所有服务及营业时间不变。 

• 退伍军人家庭支持服务 Supportive Services for Veteran Families: 电话：（804）
788-6825. 快速提供新住所及相关支持性服务。办公室目前关闭，请致电咨询。 

• 弗吉尼亚退伍军人服务部门 Virginia Department of Veterans Services: 电话：（804
）691-4905; 地址：1430 Rolkin Court, Suite 202. 退伍军人福利，顾问咨询，心理健康及
住宿筛选。办公室目前关闭，请致电咨询。  

 



就业服务 

• 弗吉尼亚就业委员会 Virginia Employment Commission : 电话：（866）832-2363. 
致电或登陆官网申请失业索赔。 

•  Goodwill Industries of the Valley : 电话：（540）581-0620。 提供免费线上工作培训
以及职业发展辅导。 

• 市中心工作中心, Network2Work 和 弗吉尼亚劳动力中心 目前均已关闭。 

衣物 

•  Salvation Army 二手店 : 电话：979-5320; 地址：605 Cherry Avenue. 目前营业。 

•  Eden Ministries: 提供免费衣物及家用物件。更多信息请看下面应急食品专栏。营业
中。 

•  THRIVE Women’s Health: 孕期衣物。电话：220-3777, 地址：1416 Greenbrier Pl. 提
前致电咨询。 

•  Green Olive Tree (克罗泽区), Belmont Baptist Clothing Closet, Twice is Nice 现均停
业。 

交通 

•  JAUNT: 电话：296-3184. 区间接驳车。 

•  City of Promise: 电话：288-5153. 为居住在Hardy Dr，10th，Page 以及Starr Hill 的居
民提供免费Lyft打车服务。 

•  Veo E-bikes: （855）836-2256. 五月份提供免费电动自行车使用，下载VEO 手机应用
或致电建立账户以解锁自行车。 

反歧视服务 

• 公道法律援助中心 Legal Aid Justice Center: 电话：977-0553; 地址：1000 Preston 
Avenue #A. 提供住房、工作有关歧视的法律顾问、涉及公民权利与移民方面。办公室不
开放，请致电求助。 

• 弗吉尼亚中部法律援助协会 Central Virginia Legal Aid Society : 电话：296-8851; 地
址：1010 Preston Ave. 提供关于住房驱逐、止赎、性/家庭暴力的法律顾问。不接受上门
咨询，请致电或登录官网寻求服务。 

•  人权办公室 Office of Human Rights: 电话：218-0756; 地址: 106 5th St NE. 提供住房
，就业以及福利相关的反歧视倡导，调解和调查。 办公室不开放，请致电求助。 



其他应急支持 

•  AIM: 电话：972-1704. 周一至周四早9点到晚4点。地区生活及住房援助。电暖有关致电
Salvation Army，其他情况在官网申请。 

•  Love INC: 电话：977-7777. 紧急经济与物品援助。办公室不开放，致电求助。 

•  (仅限县里): 克罗泽浸信会教堂 Crozet Baptist Church: 电话：973-4281. 提供社区资源
联络。 

•  社区应急基金会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Fund：已关闭。不再接受新的申
请。  

需要更多信息？ 

打开手机摄像头扫描二维码打开网页查询最新信息，或直接登录

https://tinyurl.com/covidresourceguidecville 

扫一扫我 

 女性健康  

• 夏洛茨维尔市健康中心--计划生育: 电话：296-1000; 地址：2964 Hydraulic Rd. 人工流
产服务，避孕，艾滋病毒检测，紧急避孕，性传播病毒检测与治疗，验孕测试与服务及更

多。营业中。 

•  Whole Woman’s Health: 电话：973-4888; 地址：2321 Commonwealth Dr. 人工流产
服务，避孕，艾滋病毒检测，紧急避孕，性传播病毒检测与治疗，验孕测试与服务及更

多。营业中。 

• 蓝岭人工流产基金会: 电话：963-0669.  为需要人工流产但有经济困难的怀孕者提供资
金。 目前仍接受电话咨询和资金提供。 

•  Donor Diapers:  电话：214-0345; Garrett 社区活动中心 (地址：418 E Garrett St SE). 
每月一次尿布与湿巾发放。下一次发放时间是6月21日，下午2点到3点半. 

身体健康援助 

• 弗吉尼亚大学社区热线  UVA Community Call Line: 电话：98-COVID, 选项3; 周一到周
五早8点到晚5点。新的呼叫中心，帮助没有固定医生的人连线大学内的医生以讨论非紧急
医疗需求。（例如：新发症状，慢性疾病管理，续药） 

• 托马斯杰佛逊健康部门 Thomas Jefferson Health Department: 电话：972-6269; 地址
：1138 Rose Hill Dr. 目前仅提供当面服务：子宫颈膜片检查，避孕措施。妇婴幼儿特殊

https://tinyurl.com/covidresourceguidecville


营养补充仍在运行中。目前不提供化验或疫苗注射。只接受提前预约。新冠病毒信息 ：致
电972-6261 

•  夏洛茨维尔免费诊所 Charlottesville Free Clinic：电话: 296-5525; 地址：1138 Rose 
Hill Dr.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非紧急医疗保健以及药物。医疗方面：仅限远程线上医疗，致电
查询资格。牙科治疗：仅限紧急情况，先到先得。 

•  弗吉尼亚中部健康服务（社区家庭健康)  Central Virginia Health Services 
(Neighborhood Family Health): 电话：227-5264; 地址：901 Preston Ave, Suite 301. 全
面性浮动价格医疗，牙科，行为健康及药房。仍在营业中，请在官网预约。 

•  Visionworks: 电话： 293-3225, 地址：Barracks Shopping Center. 为有国家医疗补助 
（Medicaid） 的病人免费提供眼科检查。营业中。 

•  MyEyeDr: 电话：973-5361, 地址：441 Westfield Rd. 只在这个分店为有Premier, Aetna 
Better Health, MARCH Vision 以及 国家医疗补助Medicaid 的病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目
前只接受紧急预约，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会对外开放眼部检查服务。 

•  Cville Community Cares: 电话：214-0454; 免费递送处方药。登陆
http://tinyurl.com/cvillecaresrx 注册。 

•  弗吉尼亚大学: 目前大部分门诊提供面诊或线上诊疗。 

心理健康援助 

•  Region 10: 心理健康，智力缺陷以及药物滥用有关服务。大部分服务在线上进行，请致电连
接。危机热线：972-1800 / 1-866-694-1605。线上初始诊断预约：972-1829. 

•  On Our Own: 电话：979-2440; 地址：123 4th St NW. 同伴互助心理健康和戒瘾项目。
大楼关闭，举办线上支持会面。 

•  青少年危机热线 Teen Crisis Hotline: 电话：972-7233. 提供12-18岁青少年支持服务。
办公室关闭，热线仍在运行中，拨打热线安排网上咨询。 

•  Women’s Initiative: 电话：872-0047. 为女性（包括跨性别人士）提供心理咨询与支持
服务。免费电话门诊，登陆官网查看门诊时间。 

•  心理健康协会弗吉尼亚热线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Virginia Warm Line: 电话：
866-400-6428. 为个人或为他人担忧、需要倾诉的人群提供同伴的支持热线 

•  哀思共悼 Grief Share: 800-395-5755. 应对痛失亲友的线上支持小组。登陆官网或致电
查看时间表。 

•  Partner for Mental Health: 977-4673. 基本停止运行。. 

http://tinyurl.com/cvillecaresrx


药物滥用援助 

•  Addiction Allies: 电话：260-3042. 舒倍生治疗、药物辅助治疗 （药物滥用及心理健
康）。接受国家医疗补助Medicaid。无需推荐人，可直接致电或在网上联系。 

•  Addiction Recovery Systems - Pantops: 电话：220-0080. 地址：103 S. Pantops Dr. 
美沙酮和舒倍生治疗中心，线上咨询。接受国家医疗补助和国家医疗保险。无需推荐人。

致电接受初步筛选。 

•  Region 10: 见心理健康支持部分 

•  网络戒瘾同伴支持会面：网站预约: SMART Recovery （各类成瘾）, 酒瘾互助 
Alcoholics Anonymous (电话：293-6565), 麻醉药品滥用互助 Narcotics Anonymous 
(电话：800-777-1515), Al-Anon (邮件：cvillealanon@gmail.com, 热线：972-7011), 
Al-Ateen (邮件：senglot12@gmail.com, 热线：972-7011), In the Rooms 

反性侵支持 

•  Shelter for Help in Emergency (SHE):  见紧急过夜庇护所部分 

•  Sexual Assault Resource Agency (SARA): 办公室电话295-7273；热线：977-7273. 
地址：335 Greenbrier Dr. 为性侵幸存者和见证者提供资源。目前不接受当面咨询，线上
视频咨询和热线仍在运行中。 

应急食品 

•  应急食物供应链 Emergency Food Network: 电话：979-9180; 地址：900 Harris St. 每
月可领取一次三天份的食品供给，周一或周五早9点到中午12点致电询求，当天下午1点半
到3点半可领取。 

•  Loaves and Fishes: 电话：996-7868; 地址：2050 Lambs Road. 一个月内可领取两次7
天份的食物供给。提前致电寻求。周三（下午2点到4点），周四（下午6点半到8点半）和
周六（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免下车领取。 

•      仅限县内: B.F. Yancey Community Center: 地址：7625 Porters Rd, Esmont, VA. 每
月的第四个周五晚5点到7点。可直接开车领取，无需预约。 

•  The Catering Outfit Helps: 为目前失业的餐厅工作者提供临时食物援济。周一和周四早
11点到下午2点，在夏洛茨维尔Carlton Rd附近的Atrium领取。 

教会建立的食物援助 

•  Church of the Incarnation: 电话：465-2671; 地址：1465 Incarnation Dr. 周日下午1点
半到4点。无需提前注册。 



•  Holy Comforter Catholic Church: 地址：208 E Jefferson St. 周一到周三早10点到中
午12点。直接上门领取。 

•  Church of our Saviour Episcopal: 地址：1165 Rio Rd E. 周一和周三 中午12点半到2
点，周五上午10点半到12点。目前开门。 

•  Ministerios Profeticos Palabra: 电话：1-804-216-0399; 地址：1827A Seminole Trail 

•  St. Paul's Episcopal Church: 地址：851 Owensville Rd. 每月第三个周三。仅限西阿
尔伯马尔县居民。目前开门。致电979-4490询求。 

•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Church: 地址：717 Rugby Rd. 每月第一个周五早上9点
到11点（10点之前登记）。开门，致电293-8179询求。 

•  New Beginnings Christian Community: 地址：1130 E Market St. 周三下午及周六上
午开门。致电249-5691询求。 

•  Bethany Seventh Day Adventist: 地址：401 Harris Rd. 每月第三个周六下午1点到2点
半开门。领取一周之前发短信或致电904-553-5167询求。免下车领取，夏洛茨维尔市内可
递送。 

•  Eden Ministries: 地址：2999 Merrie Meadows Ln, Keswick. 每月第一个周六早上9点到
中午12点领取。致电973-4068安排其他领取时间。 

 送餐服务 

•社交距离送货：免费杂货送货。详情请看socialdistancedelivery.org 

•JABA上门送餐：电话：817-5253。为60岁以上的无法准备饭菜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
，致电确定资格。 

•Meals on Wheels：电话：293-4364。为住家群体提供2周的午餐。下一次送餐是5/28
（每两个月一次）。在线致电或申请。 

儿童 

•阿尔伯马尔郡和夏洛茨维尔市为所有18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早餐和午餐。到6月5日为止。
查看网站以了解接送时间表和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