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幼儿园学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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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完成幼儿园学前班的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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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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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三页会具体讲述马萨诸塞州幼儿园学前班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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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前班学生的新体验：
  在课堂活动和游戏时间内，与许多不同的人一起活动和交流，包括成人和 

其他孩子。 
  听故事和诗歌朗读。在成人的帮助下，谈论故事人物以及故事或诗歌中发生 

的事情。
  听人朗读非小说类书籍。在成人的帮助下，绘制或演示他们从书中学到的 

东西。
  给大人讲故事，由大人把故事记下来。画一幅图画，说明故事中发生的事儿。

在幼儿园学前班结束时， 
学生可以：

  和其他孩子一起分组交谈和玩耍。 
  用完整的句子说话，包括提问。
  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见）或他们对某事

的感受。
  把物品进行分类。例如，按颜色或形状分组。
  以符合诗歌或歌曲节奏的方式拍手或移动。
  在大人的帮助下，就朗诵书中的单词和信息

提问并回答。
  以正确姿势拿书：正面朝上，一次翻一页。 
  认识自己的姓名和一些常见标签。例如， 

当他们在一盒蜡笔上看到“蜡笔”这个字时，
理解“蜡笔”一词。

  在成年人的帮助下认出并说出押韵的单词 
（如cat、bat和sat）。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能用图片给我“读”这本书吗 
（告诉我书中发生了什么）？
  你想唱什么歌？
  你想要___还是___？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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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孩子扩大词汇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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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数从零到十的数字，并了解数字如何体现物品分类。例如，通过大声数曲奇饼， 
说明一个盘子里有六个曲奇，确保每个曲奇只数一次。

  使用计数，判定一个组是否具有比另一个组有更多或更少的物品。例如，通过计算每
个碗中的桔子数量，判断一个碗里的桔子是否比另一个碗多。

  根据物品的长度、宽度或高度，使用语言来描述和比较物品。例如，解释一本书比另一本书更高或 
更厚。

在幼儿园结束时， 
学生可以：

  识别并会数10以内的数字。
  使用0到10的数字来显示组中有多少个 

物品。
  使用物品进行5以内的加减。例如，从四个球

里拿走一个球，计算4-1 = 3。
  根据特征对日常物体进行分组。例如，将大

玩具放在一个篮子里，将小玩具放在另一个
篮子里。

  用语言来描述物体的位置和关系。例如， 
说明桌子旁边或门上方的东西。

  使用冰棒棍、图案块和其他物体创建三维 
形状。

  识别并区分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和矩形。
  识别硬币和纸币（钞票）。理解硬币和钞票有

价值。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盘子里有多少青豆？我比你 

多吗？
  如果我们再得一分，我们会得到

几分？
  哪个更重：炉子还是盘子？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您的孩子可以数到几（多少个数字）
  可以帮助孩子在家练习数学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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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学前班重点领域：
  体验并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
  观察并思考每日天气、 

月亮和太阳以及植物和动物。
  了解人类和动物都使用他们的感官（如气

味）和身体部位（如鼻子）来满足他们的基
本需求（如寻找食物和住所）。 

  探索声音如何变化，如何制造阴影，液体与
固体的不同，以及物体的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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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生物。

到幼儿园学前班结束时， 
学生可以：

  观察月球如何变化。 
绘制其不同的形状。

  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温度计和水桶） 
来收集有关每日天气的信息。

  描述天气的每天变化和随季节的变化。解释天气 

  谈论环境如何为生物提供家园以及人类如何影响当地的环境。 
  研究自然和人造物体。说出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
  解释植物和动物如何满足其需求（如获取水和空气）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依赖。 
  研究幼小的植物和动物与父母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异同。
  根据物体的特征对物体和材质进行排序：例如，颜色或感觉。
  使用积木或其他物体构建和比较结构。讨论一个结构为什么以及如何保持直立或倾倒。
  研究阴影与光源之间的关系。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举一些液体和固体的例子？它们有什

么不同？ 
  你能告诉我如何改变阴影的大小和

形状吗？
  你认为我们可以在这座积木塔倒塌

之前垒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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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