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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二年级！
马萨诸塞州规定了每个学生在学校应知道什么和做什么的期望或准则。本指南旨在
帮助您了解这些准则，并与老师合作，帮助孩子完成二年级的学业。如果您对这些信
息有疑问或者您的孩子需要额外帮助，请与孩子的老师谈谈。

要跟孩子谈谈学校，您可以问：
   你能告诉我今天读的东西吗？
   你如何使用今天学到的数学知识？
   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科学概念？
   你对当前你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了哪些认识？
   今天某个人怎样帮助你学习？

如果您的孩子也在学习英语，您可以问
   你的老师如何帮助你了解英语和参与课堂活动？
   你在学习课程材料时，如何使用你的英语？

在各年级学习英语语言艺术和识字时，您的孩子将：
   阅读各种文本，如书籍、诗歌、信件、新闻文章和互

联网页面。
   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说和听，如演讲和对话。
   面向各类读者，以书面形式交流意见、信息和 

经验。
   在演讲和写作中正确使用英语语法和词汇。

在各年级学习数学时，您的孩子将：
   用数学来表达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用数学来说明为什么有些事情是真的或假的。
   使用标尺和计算器等工具来显示数学关系。
   使用图案和数字结构来思考数学。

在各年级学习科学和技术/工程时，您的孩子将：
   询问关于自然界和人类设计事物的科学问题。
   通过各类实践进行学习，如观察和实验。
   利用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技能和工具解决问题。
   分享解决方案并交流世界如何运作的解释。

在各年级学习历史及社会科学时，您的孩子将： 
   对他们的当地社区及州、国家及世界有所了解。 
   发现过去的人和事件与现今之间的联系。 
   学着理解不同的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方式。 
   在研究、讨论及调查中利用多种信息来源。

以下四页将更为具体地关注马萨诸塞州 二年级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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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年级的新期望：
   认识并讨论文章结构。例如，说明一个故事的开始如何介绍角色，或者解释一篇

文章的最后一段所讲述的内容。 
   解释一篇文章的整体目标：例如，作者试图阐释的思想或者想要传达的经验 

教训。
   利用构词知识来猜测单词的意思。例如，如果你知道un意思是“不”，那么你就可以猜出“unhappy”的

意思是不开心。
   比较正式和非正式的英语。例如，注意同学们在和朋友一起玩以及上课发言时的讲话方式。

到二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大声朗读，并理解正在阅读
的内容。

   停下来重读一个句子，找出一个未知单词的
含义。

   描述角色如何回应故事中的事件或问题。
   解释图片或图表如何帮助说明文字的内容。
   从不同文章中收集资料，从而回答问题。
   在演讲时声音洪亮，让听众能够清楚地听到

你并理解你说的话。 
   熟练使用键盘，在打字时不会影响构思。
   在单词中使用撇号（‘），如

can’t、don’t、cat’和dog’s。 
   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大写，如

Thanksgiving、Boston和Cape Cod。
   写出具有声音调式的诗歌（如节奏和押韵）。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故事讲的是谁的故事？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
   你如何做才能猜测出一个词的含义？
   你今天在学校写了什么样的作文？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图书馆查询书籍和作者
   孩子正在学习的写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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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1,000以内数字的位值。例如，知道564中的6表示六十（60）。 
   使用各种方法进行1,000以内的加减运算。例如，计算服装店三件商品的总成本。
   理解并使用标准单位和测量工具。例如，测算一排办公桌的长度（以英尺或米为单位）。
   识别并绘制具有特定特征的形状：例如，具有四条边和角的形状。

在二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以1、5、10和100为单位
数到1,000。注意数数的
模式。

   20以内的加减法心算（没有实物或文字）。
   熟练（快速而正确）地进行100以内的加减

运算。
   能够完成9 + 9 = 18的加法运算，及其相关的

减法运算（如18 - 9 = 9）。
   排列物体对以判断一个数字是奇数还是 

偶数。
   了解并创建信息的可视化显示，如条形图。
   解决一步和两步应用题，包括涉及长度的 

问题。
   解答10美元以内的美元和硬币的应用题。 
   使用模拟和数字时钟，报出最接近的五分

钟。记下时间。
   将一个矩形分成相同大小的块。 数一数这些

块 。了解这些块可能尺寸相同，但形状不一
定相同。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我们用这10美元的钞票支付零食后， 

会找给我们多少零钱？
   3个包装里有多少个果汁盒？
   测量我们的桌子需要更多英寸还是更多

英尺？你认为这是多久？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哪些加法和减法策略对您的孩子最有效
   可以帮助孩子在家练习数学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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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重点领域：
   理解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地区。例如，比较沙漠中的生物和

海洋中的生物。
   了解风和水如何改变陆地的形状，以及人们如何通过种植树木和筑围栏等措施来防

止或减缓这些变化。
   想一想木材和石材等材料为什么看起来、摸起来，以及使用起来有所不同。例如，测试它们有多硬， 

是否弯曲或断裂。 
   开始理解摩擦力：当物体相互摩擦时会发生什么。例如，比较玩具车在光滑和粗糙表面上的滑动情况。

在二年级结束时，学生可以：
   创建地图以显示某个地区的水体（如河

流）和地形（如山脉）。
   解释地球上的水存在于不同的地方（

如湖泊）和形式（如冰）。
   就植物和动物如何依赖周围环境以满足其需求
（如寻找食物和水）提出问题。
   根据材料的外观、触觉或行为来对材料进行描

述和分类：例如，绿色的东西或吸水的东西。
   观察到破坏某些东西并不会改变它的材料。 

例如，将纸张撕成两半并不会改变它是纸的
事实。

   探索热和冷如何导致物体发生改变。了解一些
变化（如融冰）可以逆转，但其他变化（如煮鸡
蛋）不能。

   比较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法，并考虑哪一种
更好。例如，测试两个纸袋以找出哪个更牢固。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哪种毛巾更适合擦拭水？为什么？
   在我们家附近哪里可以找到水？ 

哪里有丘陵？
   植物和动物需要什么来生存？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科学如何与孩子生活中的日常活动 
息息相关

   社区里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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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人们是如何与物质世界（环境）进行互动的。 
   阐述人们决定在某个地点定居（迁入）以及他们搬离（移居）的原因。 
   使用某个国家的自然特性（如气候或地理）及人文特性（如居民或文化）来对该国家进

行描述。 
   了解人们如何赚钱谋生、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以及为未来进行储蓄。

在二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对国家、大陆及其诸如河
流、沙漠及半岛等自然特
性进行识别。 

   阐述人们如何对所居住的环境进行适应以
及他们如何改变该环境。 

   对人们保持文化传统的多种方式进行描述。 
   研究人们选择移居的不同原因，以及个人和

家庭在移居时携带的东西（例如回忆、物件、
观点、语言及习惯）。 

   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人们进行购买的决定进
行举例。 

   对人们进行储蓄的原因进行解释（例如出于
未来购买、慈善捐款或应急等原因）。 

   对诸如地图、图表和图解等视觉特征如何 
帮助读者理解历史或社会科学类文章进行
阐述。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人们采取哪些方式改变其生存环境？ 

基于环境的原因，人们做出改变的方 
式有哪些？ 

   人们移居到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原 
因有哪些？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图书馆中借阅带有地图及其他视觉特征
的图书 

   社区中人们的工作地点（例如家中、学校、 
商店、餐厅、办公室及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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