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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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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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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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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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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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DESE_StandardsHandout_SixthGrade_0518_SCH 508.pdf




		Report created by: 

		Heidi Golicz-Miranda, Managing Partner

		Organization: 

		Idiomas, LLC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problems which may prevent the document from being fully accessible.


		Needs manual check: 0

		Passed manually: 2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2

		Passed: 27

		Failed: 1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Passed manually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Passed manually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Fail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Skipp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Skipp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