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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程指南

   

学前班 K



如何使用家长课程指南：

本指南协助您对孩子进行家庭指导。手册中的方法根据 DCPS 课程
设置，帮助您的孩子实现学习目标。您将更好地了解您的孩子在学校 
学到了什么，以及如何让孩子在家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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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做什么？

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是一些辅助孩子在家 
学习的方法 ： 

 ► 告诉您的孩子 ：教育是成功的基础。 

 ► 了解您的孩子在学前班应该学习什么。
 ► 帮助您的孩子设定高水平的短期和长期学习目标。 

 ► 给孩子指定完成作业的时间和地点。
 ► 与您的孩子讨论在学校的情况，不断了解孩子的进展。 

 ► 支持鼓励孩子。
 ► 让教师了解孩子的优点。

向教师询问以下问题：

当您与教师谈论孩子的学习进展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 学习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学生作业才满足学习目标，可以举例说明吗？
 ► 可以看看我的孩子的作业范例吗？它为什么符合或者不符合学习目标？
 ► 我的孩子是否达到，或者高于同年级水平？有什么额外的辅导吗？ 

我在家里能做什么？
 ► 在家中需要保持哪些课堂习惯？
 ► 日常我可以问孩子哪些关于课堂的问题？

和您的孩子交流：

良好的交谈能让孩子看到家长对他们生活的关心。您可以尝试以下 
对话开场白 ：

 ► 告诉我你一天中最棒的时刻。
 ► 你今天做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 你能给我展示一些今天学到的东西吗？
 ► 你在学校读了哪些书？描述一下你最喜欢的角色？你为什么喜欢 

这个角色？
 ► 你觉得在学校应该更多做的是什么？你觉得在学校应该少做的 

是什么？为什么？



英语语言艺术 数学

秋季

学生们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朋友， 
克服差异和挑战，设身处地待人，

并和新朋友一起延续先前传统。

•••
学生们将了解团结行事和团队合作 
对任何工作群体而言都十分重要。 

他们将探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地点对该群体内的工作、 

娱乐和居住地点有影响。

•••
学生们将知道不同的天气类型； 

天气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以及记录和追踪天气。

学生们将学会 10 以内的数数， 
将 10 以内的数字与相对应数量的 

物体进行配对，将数字拆分成 
10 以内的数字组合。 

•••
学生们将学习 2D 和 3D 形状。 

他们将认识并描述形状， 
用非正式的语言描述形状之间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

冬季

学生们将了解故事由任务、场景、 
主要事件、问题和问题解决组成； 

作者在故事中传达人物信息。 
我们的生活经历会自然引导
我们讲述希望分享的故事。

•••
学生们将了解人类对地球有正面的和 
负面的影响，我们有责任保护地球。 
他们还将学习不同的保护模式—— 

减少、再利用、循环利用—— 
并采用不同方法保护地球， 
如物品循环使用和再利用。

学生们将学习长度、重量、容量 
和 10 以内的数字比较。

•••
学生们将学习 10 以内的加减法。

春季

学生们将认识到，来自世界两个 
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但依然 

能够交流。世界各地的传统不同，
甚至同一社群的传统也可能不同。

•••
学生们将了解植物、蝴蝶和 
两栖动物的生命周期 ；以及 

植物和动物如何应对季节变化。

学生们将学会十位数的数位值， 
将十位数字分解成 10 和其它数字。 

他们将通过个位数和十位数 
开始学习 100 以内的数数， 

并学习创造和组成形状。

     

学生们将学习如何 
用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
学生们将探索天气条件、 
天气模式和太阳的影响。

有人能成为英雄吗？ 
学生们将了解，有真实的和虚构的 
好领袖和公民，我们根据特定品质 

判断他们是不是好人。

•••
我们需要工作吗？ 

学生们将了解，在不同场景下， 
会有许多不同的工作， 
并分析做预算的方法。

学生们将探索植物和动物如何 
满足周围环境的需求 

和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
学生们将探索有机生物如何 

与环境相互作用，满足自己的需求。

美国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学生们将通过学习日历 

和接触不同文本， 
了解美国特定的假期和符号。

我在哪？学生们将学会用地图和地球仪，认识和了解位置和方向。

  我的孩子在学前班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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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社会研究



春季

冬季

英语语言艺术 课外活动科学数学 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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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帮助孩子了解数字，让他们 
帮你拿 4 双袜子或 7 个纽扣。

•••
找一件实际生活中的有多种形状

的物品。让孩子找出房间里 
圆形的物品，或长方形的物品。

列举并画画表现你可以和新朋友 
一起参加的有趣活动。将清单贴在
家里，每实现一个活动便圈出一个。

•••观察社区辛勤的工作者！他们做的
什么工作？讨论你们观察到的 

不同工作存在的趣味点和困难。
•••

通过新闻查看天气预报，然后 
周末追踪你们家附近的天气。 

最后，你们可以指定自己的天气 
预报，并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请务必附上能够体现 
这几天天气的照片。

  与学前班的孩子一起实践

去户外和孩子一起踢足球。
告诉他们用力大小（即踢球

重或轻）对球的移动有着 
可预测的影响。

•••
走到户外讨论当天的天气。
鼓励孩子思考房子建造的

方法，保护我们避免遭受不
同天气条件的影响。

写下并描述关于地球另一端 
一个家庭的短故事。故事应包含
他们吃什么、住哪里、在哪上学

和/或穿什么衣服等细节内容。

•••
蝴蝶真美！画一个圆圈，描绘 

在边缘附近的蝴蝶的各个阶段。
然后找几张杂志上或网上的 

蝴蝶照片，然后粘贴到作品上。

练习查看路标、公交站牌或地铁标识，或者 GPS 或 
地铁上的地图。讨论地图如何告诉我们去哪里。 

使用描述词表达左右、近远和轴向方向，如城市的轴向。

坚持在阅读日志上记录每天的阅读时间！列出每个故事的 
标题和你最喜欢的角色。包括你敬佩的角色性格。

•••
前往当地图书馆，借三本新书！ 

访问 bit.ly/findmylibrary 查找您当地的图书馆地址。

练习寻找 10 以内的数字组合。 
问孩子哪对组合加 4 等于 10。 

或者哪对组合加 7 等于 10。

•••和孩子一起练习个位数和个位数，
数数到 100。描绘具有不同形状

的物体。例如，画一个有 
三角屋顶和方形地基的房子， 

并讨论画出来的新形状。

写出并描述一个关于 
公园之旅的趣味小故事，家人 

是故事的主角。请务必描绘
你在公园中的快乐时光。

•••
你的家人在回收物品吗？ 

如果是，请思考你可以重新利用 
某些物品的方法。例如，纸的 

背面可以用来涂颜色，也可以用
卷纸筒做一个火箭。如果 

没有，请准备设置一个 
回收箱，以便收集饮料罐、 

玻璃瓶和纸。

列出特别的日期，如生日、 
假期和其它重要日期。 

然后和孩子一起， 
在日历上将它们列出来。

•••
周二免费参观

Smithsonian 国家自然 
历史博物馆蝴蝶馆。 

访问 www.mnh.si.edu， 
了解更多信息。

将日历放在家里的公共 
空间，然后练习看日历并 

标出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日期。
让孩子用他们在课堂上 

讨论过的符号增加假期标识， 
如一月份的马丁纪念日、 

二月总统日、四月解放日。

让孩子思考减少对 
附近社区环境（以及 

社区中生存的动植物）
的负面影响的方法。

•••
从动物进入动物园新展览
的角度编一个睡前故事。

和孩子一起讨论对比， 
问他们哪个物体更轻、 

哪个更重，或者 
哪个物体更长。

参加国家樱花节 
bit.ly/DCPSCherry。

•••
参观 Kenilworth 公园和 

水上花园。每周末上午10 点， 
寻找青蛙的池塘之旅。 

请访问 bit.ly/DCPSKen 
获取更多信息。

•••你的夏季计划是什么？ 
思考五个你们可以一起完成

的暑期学习活动。

每
天
一
起
读
书
20
分
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