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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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完成五年级的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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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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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五年级的新期望：
  在说或写时学会如何直接引用文本。例如，写道：当作者说土地“像煎饼”时，她的意

思是说地面非常平坦。
  理解流派的概念（文本的类型）。识别和书写不同类型的文本，如神话、推理小说和历

史小说。  
  比较文本中使用的各种英语类型：例如，想一想为什么同一个故事中的两个角色说话会明显不同。
  在说或写时仔细选择动词。例如，想想是否应该说我吃了它，我已经吃了它，它被吃掉了，或它已经被

吃掉了。

在五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概括声讯、视觉和多媒体文
本，如演讲、互联网页面和 
视频。

  解释文本中的具体主张和证据如何关联。
  解释作者或叙述者的观点如何影响故事的 

讲述方式。
  比较和对比同一故事或信息的不同版本。
  描述作者组织信息的不同方式。例如，关于

运动史的书籍可以按时间段或体育活动来
组织。

  使用段落来组织清晰和有逻辑的写作。
  在计算机上一次至少打字两页。
  在“是的，谢谢”，以及“今天是星期一，不是

吗？”这样的句子中使用逗号。
  合并和分解句子，使写作更清晰或更有趣。
  用草体签全名。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书？为什么？
  你在写作时如何组织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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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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重点领域：
  使用分数的加法和减法来解答应用题。例如，算出需要多少杯酱来做三份意大利面。
  用小数点解答加减乘除问题。例如，将一顿晚餐的费用在三个人中间分摊。
  理解并解答涉及体积的问题。例如，算出两个鱼缸中哪一个能容纳更多的水。 
  使用坐标网格（图形）解答问题。例如，讨论显示一年中温度如何变化的图表。

在五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使用法则（如加3）来制作数
    字模式（如2、5、8、11 ......）。 

  书写、解释和计算数学表达式：例如， 
解释2 x（8 + 7）等于30。

  将十进制数舍入到最接近的千位： 
例如从5.7936到5.794。

  使用标准算法，熟练（快速而正确）地进行计
算多位数乘法。

  使用各种策略来进行除法运算（如部分商数
方法）。

  计算分数与分数相乘以及分数与整数相乘：
例如，2/3 x 4/5或4/5 x 8

  整数（如7）和单分数（分子为1）的除法运算：
例如4÷1/3或1/5÷4。

  使用小数和整数的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
来解答应用题。

  解答综合应用题，包括转换度量单位 
（如从克到千克）。
  按层级分类几何图形：例如，所有矩形都是平

行四边形，但并非所有平行四边形都是 
矩形。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六盒谷物的成本是多少？
  如果我们将这个食谱减少一半， 

每种配料需要多少？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你可以在家做些什么来练习解答分数、 
小数和体积问题

  对于较大数字的除法，哪种策略对您的孩子
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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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太阳、地球、月亮和恒星之间的关系。例如，解释地球绕太阳和月球绕地球运行的

轨道。 
  了解分水岭是什么以及水在地球上的循环流动：例如，雨如何蒸发到空气中或被吸收

到地下。
  了解人们如何影响地球：例如，来自工厂和农场的化学物质的影响以及人们如何减少 

这些影响。
  了解植物如何将水、空气和来自太阳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的食物。探索太阳的能量如何帮助 

植物生长和繁殖。

在五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使用模型来解释白天和黑
夜，以及在一天、一个月和一
年的不同时间，太阳、星星和
月亮如何在天空的不同部分出现。

   绘制并比较地球上的盐水、淡水和冰冻水（冰）
的数量。

   测试一个简单的过滤水系统。提出一项改进
方法。

   解释不同的生物如何产生（制造）、消耗（吃掉）
以及分解（和回收）其他事物。 

   解释液体、气体和固体加热和冷却时发生的
变化。

   描述各种物质的特性：例如，它们的颜色，放入
液体时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对热或磁铁发生
反应。

   将重力解释为将物体推向地球中心的力量。
   使用图纸展示机器或玩具中的所有零件如何

协同工作。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一滴雨水落到地上后会发生什么？
  你为什么有时候会在白天看到月亮？
  我们可以发明什么东西，让家务变得

更轻松？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在家里您如何帮助孩子巩固课堂学到的
知识

  社区里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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