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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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完成四年级的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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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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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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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年级的新期望：
   比较和对比不同文化的故事以及从不同角度讲述的故事，例如，第一人称和 

第三人称。
   解释说和写当中出现的修辞语言（比如隐喻和明喻）的含义：例如，作业易如反掌， 

或者湖面美丽如画。
   在讲话、写作或编辑文章时选择精确的单词，包括与学科有关的单词：例如， 

科学里提到的可再生能源。
   了解什么时候应该讲较为正式的英语（比如在做课堂演示时）以及什么时候该使用非正式英语。

在四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大声朗读，注意标点符号。例
如，句子之间要有停顿；以及
遇到惊叹号（！）时要语气激昂。

   使用诸如“章节”、“节”和“场景”等词语来解
释诗歌、戏剧与散文（如故事和文章）的不同
之处。

   使用图形、图表、时间线和其他视图来帮助
理解他们阅读的内容。

   在课堂讨论结束时，评论人们分享的想法和
信息。

   提供他们在做研究时使用的资料来源清单。
   使用技术来查找信息并与其他人合作。
   在计算机上一次至少打字一个页面。
   正确地使用容易混淆的词（如there、their 

以及they’re）。
   在写诗时制作视觉图形：例如，将诗句组 

成诗。
   用草书写出他们的姓名（名字）。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东西？为什么？
   你这周在学校写了什么？
   你今天在学校使用了哪些新词或 

短语？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孩子喜欢研究的课题
   孩子如何参与课堂讨论
   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的在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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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重点领域：
 使用加减乘除来解答多步骤应用题。例如，计算两个房间的总面积。

  了解乘法和除法可用来比较数量。例如，解释一下橡皮筋可以伸展到 
其通常长度的三倍。
 理解和使用等值分数（如1/2和3/6是相同的）和单分数（如1/3或1/5，分子为1）。 
 使用各种直线和角来描述、分析、比较和图形并分类。例如，比较两个三角形中的角类型。

在四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掌握乘法运算（不超过
     12 x 12 = 144）及其相关除法运算 

（如144÷12 = 12）。
  使用各种策略，掌握多位数整数的乘法运算
和除法运算（如536和23）。

  使用标准算法，熟练（快速而正确）地进行
1,000,000以内的加减运算。

   分母相同（底部的数字）的分数或假分数 
（如4 2/5）的加减运算。
 分数乘以整数：例如，1/4 x 5。

  了解小数和分数如何相关：例如， 
0.63 = 63/100。

  将较大的测量单位（如英里、小时或升）转换
为较小的单位（如英尺、分钟或毫升）。

  公式（如长度x宽度）用于矩形的面积和周
长。
 使用量角器来测量和绘制角。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我的岁数是你的几倍？

  我们需要半杯牛奶来做这个蛋糕。 
我们应该将这个1/4量杯倒满牛奶 
多少次？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哪种乘法和除法策略最适合你的孩子
 在家中使用分数的活动（如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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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风化和侵蚀（如风、流水和移动的冰）如何破坏和移动岩石和其他物体。
   了解植物的不同部位（如种子、叶子、根和果实）以及动物的不同部位（如骨骼、腿部、 

耳朵和眼睛）如何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生存。
   了解能量如何移动和变化。以光、声、电或热的形式观察能量：例如，当电线连到电池

时，电能会点亮灯泡。
   像工程师一样尝试设计过程：例如，计划、开发、测试和改进产品以解决具体问题。

在四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解释可再生能源（如太阳、水
和风）与不可再生能源（如煤
炭、石油和核能）的不同之处。

   利用证据显示侵蚀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
当地的景观

   使用地球各大陆和海洋地图来分析火山、 
地震和山脉形成的地点。

   比较保护人和物免受洪水和暴风雪事件影响
的不同方式。

   解释能量和物体速度的相关性。预测两个物体
碰撞时会发生什么。

   展示波浪如何传递能量并可能导致物体移动。
   比较使用模式进行通信的方式，如莫尔斯码。
   设计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测试看它是否有

效。使用测试结果来改进设计。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洪水泛滥的河

流不会破坏道路和桥梁？
   我们的眼睛如何让我们看到周围的

世界？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将孩子在科学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日常
生活的方法

   社区里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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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重点领域： 

   运用地理地图及相关知识了解北美及其居民。 
   对考古学家如何研究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古人类进行阐述。 
   通过例证解释欧洲人首先开始穿越大西洋的原因。 
   对美国如何扩张成为如今拥有50个州和16个海外领地的国家进行阐述。

在四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使用北美地图寻找并了解
自然地貌（例如山脉）及政
治地貌（例如州边界）。 

   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北美原生文明进行 
描述。 

   使用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地图，指出欧洲人在
1400和1500年代所开发的地域。 

   使用地图和时间线，对美国在1800年代向西
部开发和扩张的进程进行阐述。 

   对人们如何适应美国不同地区（东北、东南、
中西部、西南、西部）的环境进行阐述。 

   对大陆、国家、民族、郡县、州、省及城市的不
同含义进行解释。 

   理解一些人是自愿移居到美国，而有些人则
是违背他们的意愿被带到这里。 

   对同一历史事件或话题的第一手资料和第
二手资料（例如目击者陈述及新闻故事）进
行比较。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可以利用这张北美地图向我展示 

你所学到的知识吗？ 
    不同的群体是如何来到北美大陆的？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图书馆中借阅关于考古学的书籍 
    社区中可以了解原住民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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