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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2nd GRADE!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sets expectations, or standards, for what every 
student will know and be able to do in school. This guide is designed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ose standards and partner with teachers to support your child’s learning 
during fourth grade.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is information or your child needs 
extra help, please talk to your child’s teacher.

Welcome to  
FIRST GRADE!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sets expectations, or standards, for what 
every student will know and be able to do in school. This guide is designed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ose standards and partner with teachers to support your 
child’s learning during first grade.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is information 
or your child needs extra help, please talk to your child’s teacher.

欢迎来到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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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完成六年级的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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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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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六年级的新期望：
   从写评论文到写议论文。论点更正式和客观，依赖于证据（如引文或统计数据）。
   在引用文本中的证据时，决定是直接引用文章还是用自己的语言重述（用不同的词语）。
   能够从事较长的以及较短的研究项目。灵活：根据需要调整项目的重点或研究问题。   
   在团队中工作时，决定目标（需要做什么）和角色（谁将负责什么）。

到六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默唸一个剧本或一首诗。然
后听某人朗读或表演。比较两
种体验。

   描述故事的情节如何发展以及故事角色如
何变化。 

   客观地总结一篇文章，不参杂个人见解。 
   了解不同的词语可以具有相似的含义（外

延）但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内涵）：例如， 
节俭和吝啬。 

   了解剽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 
   决定发言者是否引用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

们的主张。  
   分析文本中特定单词、短语、句子、段落或章

节的影响。
   使用括号、逗号和破折号，为句子添加额外

信息。例如，“三个男孩 - 乔伊、阿米德和胡
安 - 去寻找丢失的笔记本。”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能给我讲讲你最近做的研究项

目吗？
   当你参与小组工作时，你和同学如

何决定如何完成工作？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孩子正在学习哪些新的写作类型
   孩子对什么主题感兴趣，他们在家读

什么类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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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重点领域：
   解答比率和价格应用题。例如，使用比率来比较两次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多少票。
   了解并使用负数。例如，解释哪个温度比较冷：-9度或-20度。
   使用变量（如x）和书写表达式（如8x + 7）和方程式来解答问题。例如，使用公式计算

游泳池的体积。
   理解并使用与基础统计学相关的语言。例如，问一些问题，例如人们在我的小镇使用了多少水？
   解决与面积、表面积和体积有关的现实问题。例如，计算给房间刷漆需要多少油漆。

%在六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解释比率和单位价格的概念。 
   通过计算数量百分比来解决

问题（如280的70％）。   
   分数除法运算：例如2/3 ÷ 3/4。
   使用标准算法，熟练（快速而正确）地进行计

算多位数（如684）除法。
   使用标准算法，熟练（快速而正确）地进行多

位小数（如47.06）的加减乘除运算。 
   在数值轴上放置负分数、正分数和整数。
   比较并计算代数表达式的值（如y + y + y 

和3y）。
   使用网格（图形）来显示两个变量（如距离和

时间）的相关性。
   查找数据集的中位数（中间数）、平均数（均

值）、众数（最常见数字）和范围（最低和最高
数字之间的任意数）。

   创建数据的可视化显示：例如，点图、直方图
和箱形图。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如果我们每小时行驶30英里，需

要多长时间才能开车回家？
   你的足球队通常得分多少？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家中学习比率和价格的方法
   基本操作（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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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使用模型来解释日月食和月
球的相位。例如，显示太阳、 
月亮和地球在满月期间的 
位置。 

   使用地图和其他证据来解释地球的大陆已改变了 
形状，并在数百万年间移动了的很长距离。

   解释地球及太阳系位于银河系中，并且宇宙中有 
许多星系。

   证明植物和动物是由细胞组成的。使用模型来展示
细胞的不同部分如何具有不同功能，例如提供食物
和能源以及避免浪费。 

   做实验来展示化学反应如何放出（释放）或吸入 
（吸收）能量。 
   使用图表和模型来解释声波和光波如何被反射和 

吸收，以及如何穿过不同的材料。
   绘制一个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准确使用比例。 

例如，让图画中的每一英寸都代表真实世界中的 

六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化石和岩石如何分层，并说出地球在长时间的变化。 
   了解人体内不同的系统（如骨骼和消化系统）如何协调运转，以保持一个人的生命。
   理解密度的概念。研究材料的密度差异。
   了解波有能量并且是具有特定长度、频率和振幅的重复模式。
   解释不同的工程解决方案对人员和环境有何不同影响。

一英尺。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会用什么样的材料和工具来建造

鸟舍？ 
   将盐从盐水中分离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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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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重点领域： 

   以不同社会科学家（例如地理学家及经济学家）的视角对地点及人物进行研究。 
   理解人类如何首先开始建立复杂的社会。 
   对古代社会的人类及自然环境（地理）进行探究。 
   阐述地理及气候如何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

在六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对不同社会科学领域 
（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历史及考古

学）的工作内容进行举例。 
   针对人类社会的起始和发展情况制定一个

时间线。 
   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腓尼基、以色列、阿

拉伯半岛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古代社
会进行描述。 

   对加勒比、中美洲及南美洲的原住民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进行描述。 

   在西亚、中东、北非、中美洲、加勒比及南美
洲地图上找出重要的自然地貌（例如河流）
和政治地貌（例如城市）。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气候及地理因素 
（例如干旱）对人们居住和移居的地点产生

的影响进行阐述。 
   对撒哈拉地区早期的黄金、象牙及奴隶贸易

如何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进行阐述。 
   利用来自多种渠道的信息，采用演讲或书 

面的形式对某一历史或社会科学话题进行
报告。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考古学家如何尝试推断古代人们的 

生活方式？ 
   你认为哪一个古代社会比较有趣？ 

 为什么？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图书馆中借阅关于古代社会和 
 事件的书籍 

   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古代文物的附近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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