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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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完成高中的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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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d Summ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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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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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中阶段的新期望：
   能注意到文本（如文章或演讲）的不一致：例如，当它与自身矛盾或使用相同的词来表

示不同的事物。
   阅读重要的历史文献。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周围的人和社会，以及这些人和社会如何影

响它们。
   修改文章，删除不必要的单词和短语。例如，将“I went together with my family”修改为 
“I went with my family”。
   在课堂讨论中，必要时采取措施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听取所有观点。 

高中结束时，学生可以：
   用文艺评论（分析文学的文

章）来帮助理解文学。例如，
用别人关于这首诗的文章来
分析一首诗。

   分析带有复杂的字符、结构和信息的文本：
例如，具有多个主题、场景、情节或叙述视角
的书籍。

   理解作者和演讲者试图影响读者和听众的
方式：例如，讲述悲伤的故事，使用华丽的词
藻，或遗漏重要的信息。

   做研究时，使用各种可靠的（可信的）来源。
避免过度依赖一个信息来源。

   正确和有效地使用分号（；）、冒号（:）和连字
符（ - ）。

   懂得英语随时间而变化，甚至专家也可能在
语法和拼写方面存在分歧。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当你在网上寻找信息时，怎么知道该 

信任哪个来源呢？
   你最近尝试过什么新的演讲或写作 

风格吗？是什么样子？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孩子在校外读书写字的方式
   如何帮助您的孩子将听说读写贯通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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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区在高中课程序列设计方面具有灵活性，以满足数学标准。大多数学生遵循 
传统的课程序列（代数1、几何、代数2 ......）或一个综合的序列（数学1、数学2、 
数学3 ......）。 所有高中学生都关注六个数学领域：

数和量， 包括复数和有理指数数字。例如，选择合适的单位和技术来模拟挥杆的 
运动或喷气机的加速。

代数，可用于计算按揭付款和比较电话套餐费用等任务。创建和解释线性和二次方程，使用多项式，求解
不等式组等等。

函数，描述一个数量取决于另一个数量的情况：例如，储蓄账户的价值取决于其存在的时间长短。使用 
函数表示法，构建函数，创建二次和三角模型等等。

建模，选择和使用适当的方法来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并做出正确的决定。例如，创建 
一个模型来预测洪水后城市需要多少食物和饮用水。 

几何， 适用于制作被子和创建电脑动画等任务。与一致性、相似性和对称性等概念 
一起使用；研究几何证明以及代数与几何之间的关系。

统计和概率，用于调查一段时期以来学生成功的情况或疾病在社区中传播的情况。使用随机样本进行 
实验，计算事件的概率，使用概率做出正确的决定等等。

f(x)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学习的数学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
   今年你在数学中学到的最有趣的事情是

什么？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孩子是否就未来的数学课程学习做好准备
   除了代数2或数学3，孩子的课程选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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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工程标准（STE）侧重于五个领域：地球和空间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
技术/工程。各区在设计高中课程序列和课程方面具有灵活性 - 包括符合标准的选修课
如环境科学、机器人和法医学。

无论他们选择什么课程，所有高中学生都会养成并掌握某些STE技能或练习。他们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展示这些STE技能： 

   分析和比较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降低化石燃料使用的策略
   设计和做一个实验，例如说明光合作用如何将光能转化为储存的化学能

   设计、构建和改进将能量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
种形式的设备

   使用周期表作为工具来预测元素在不同情况下
的表现

   使用模型（包括数学和计算机生成的模型）来解
释、预测或分析：例如，解释碳循环，描述气候变
化的影响，或者说明磁力或带电物体之间的能量
和能量变化

   用数学解释影响生态系统内种群和物种的生物
和非生物因素

   利用证据来解释自然资源、人类和生物多样性之
间的关系

   研究并拿出证明生物进化的证据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学习的科学与现实世界有什么 

关系？
   今年你在科学中学到的最有趣事情

是什么？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社区里您的孩子可以通过打工或志愿
服务学习科学的地方（博物馆、大学、 
企业）

   孩子对未来科学或工程课程的准备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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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学生将学习美国历史、世界历史、新闻/ 
媒体素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课程。他们将 
通过对研究和调查项目的学习，完成聚焦于 
重要且有趣的问题和难点的多步式项目。在 
高中期间的某一刻，学生将在社区中开展一 
个公民项目。 
不管课程安排如何，所有高中学生都将开发特
定的历史及社会科学技能，或在以下方面进行
实践： 

   成为具备参与性和知识素养的社会成员 
   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点 
   从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并判断哪些是可靠 

信息 
   对针他们从某个问题或难点的学习进行 

阐述 
   对针对该问题或难点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

阐述 

在高中期间，学生将对不同背景的人如何构建
美国社会、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强国，以及美国
人民为争取平等和反对不公所做的抗争进行
研究。学生还将对世界文化、帝国、国家以及它
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并在今天依然进行的交
流互动的多种方式进行研究。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最近研究了哪些课题？你所进行 

的研究让你学到了哪些东西？ 
   今天在课堂上，除了你自己的观点外， 

你还对哪些人的观点进行了思考？ 
   你正在学习的知识对你了解这个世界 

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您在扩展孩子关于全球性问题的知识方面 
可以采取的方式 

   孩子在学习历史及社会科学的选修及高级 
课程方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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