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充学习活动 
级别 1



 
 
 
第一周 



阅读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在一年级时，学生需要在 提示和支持下阅读年级水平的课文。 
家长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与他人交谈或听书）来支持此标准。 

第1周的活动 

1. 一年级 资料：纸底框，铅笔 

 单词从“单词”列表中选择10个单词。将它们写到页面底部的框中。练习每天阅读这些内容。  

2. LONI'S TOWN （背面文字）〜小说 资料： 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将故事读给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阅读后，找到并圈出您在故事中阅读的10个或更多视力单词（请参阅
随附的一年级“视力单词”列表）。 
 

3. 洛尼镇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 

 的故事将故事重读给您的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流利”地读书，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然后
，让您的孩子告诉人物（谁），并使用描述性词语，例如“聪明”，“身材高大”，“快速”。 

4. 洛尼镇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 

 的故事将故事重读给您的孩子。他们还可以阅读 自己。鼓励您的孩子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流利”的方式阅
读。然后，让您的孩子描述故事的“背景” （地点和时间）。描述“设置”随时间变化的方式。 

5. 洛尼镇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后的故事 

 让孩子自己或在一点帮助下再次阅读故事。然后，让您的孩子“重述”或写一个描述故事的事件的“重述”，以描述
“开始”，“中间”和“结束”。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重读故事有助于建立孩子的阅读流利度和自信心。  
● 给您的孩子计时，看看他们在一分钟内能读多少正确的单词。重新阅读以提高准确性和流
畅时间。 

● 注意并练习您的孩子难以阅读的单词。 
 
在此处写下10个视觉单词：  
 
     

     

 
 

 



 
 

 
 
 
 



 
 
练习视觉单词的其他可能方式： 
 

● 在房屋周围，杂志或报纸中搜索单词 
● 使用已经拥有的“棋盘游戏”，在游戏空间上 
● 写下视觉单词在电视背面写视觉单词您已经拥有的拼图，并在放置拼图时阅读视觉单词。 
● 用人行道粉笔 
● 写“视觉单词”，用彩虹色书写“视觉单词”。在 
● 晴天，用水在手指或画笔上写字人行道上的单词 
● 拼写并用冰箱磁铁阅读将 
● 单词放在墙上作为目标。扔一个球，读它碰到的单词。话可能是值得的。 
● 可以将单词制成“单词卡片”或记忆游戏 
● ，并用白色蜡笔书写视觉单词，并用标记在其上涂色以显示它。 
● 练习在句子中说或写单词。 
● 练习拼写“视觉单词”。 

 



标题1的阅读活动 
1  年级  

 

俄勒冈标准将语音和音素意识确定为一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阅读单词。 
 

第1周的活动 

1. 练习音素意识技能：将单词中的声音分
段。 

材料：这是一项口头活动，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任何单词来完成。  

 父母全说了。儿童重复这些单词，然后说出单词中的所有发音。 

 

2. 练习从文本“碰碰”中读出单词。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出这些单词：  

 

 读成人应该指向单词，让孩子将单词中的所有发音告诉他们，而不要在发音之间停下来。示例：  

 

3. 阅读故事。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 

 让学生练习阅读故事（多次）。 

4. 拼写。  材料：故事中的单词“颠簸”。 

 对您的孩子说一句话。让您的孩子重复这个单词，并说出单词中的发音（每种发音要抬起手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学生喜欢的家庭中的所有文本。  
● 练习将单词分解成各自的声音。说一个单词，让孩子告诉您该单词的所有发音。 
● 让孩子练习说出在房子周围发现的单词（在书本，杂志，在线，标签上）。 
● 给您的孩子单词拼写。让他们先说声音，然后让他们写单词。 

 
 
 
 
 
 
 
 



 



学习活动 编写 
  1年级  

 

俄勒冈州共同核心标准的希望一年级学生参加共享的研究和写作项目（例如，探索关于给定
主题的许多“入门指南”书，并使用它们编写一系列说明）。 

第1周的活动 

1. 如何制作煎饼 原料：纸，铅笔，蜡笔 

 让孩子注意并帮助您制作煎饼。  
● 学生将使用过渡词来书写和说明程序的每个步骤。 

示例：首先，然后，下一步，之后，然后最后。 
*要扩展此活动，他们应该给图片加上标签并写上材料清单。  

2. 如何制作三明治 材料：纸，铅笔，蜡笔 

 请您的孩子注意并帮助您选择三明治。  
● 学生将使用过渡词来书写和说明程序的每个步骤。 

示例：首先，然后，下一步，之后，然后最后。 
*要扩展此活动，他们应该给图片加上标签并写上材料清单。  

3. 如何铺床 材料：纸，铅笔，蜡笔 

 让孩子看书并帮助您铺床。  
● 学生将使用过渡词来书写和说明程序的每个步骤。 

示例：首先，然后，下一步，之后，然后最后。 
*要开展这项活动，他们应该将自己的方向悬挂在床旁，并每天进行参考。 

4. 如何系鞋带 材料：纸，铅笔，蜡笔 

 让孩子看书并帮您系鞋带。  
● 学生将使用过渡词来书写和说明程序的每个步骤。 

示例：首先，然后，下一步，之后，然后最后。 
*要扩展这项活动，他们应该练习绑鞋带。  

5. 如何画自己喜欢的动物 材料：纸，铅笔，蜡笔 

 让您的孩子分六个步骤描述如何画自己喜欢的动物。 
● 学生将使用过渡词来书写和说明程序的每个步骤。 

示例：首先，然后，下一步，之后，然后最后。 
*要扩展此活动，他们应该给图片加上标签并写上材料清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体验“操作方法”语言的概念时，学生应该认识到活动是按顺序进行的。  
● 讨论以“不正确”的顺序做事将如何引起问题。 （穿上鞋子。然后穿上袜子）！这是没有道理的。讨论为
什么按顺序进行活动很重要。 
 
 
 
 
 
完整故事的示例： 
 



 



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数学的确定扩展 通过阅读，书写和/或计数来计数顺序的方法 120 ，从小于120的任意数字开
始。  
 

第1周活动 

1. 
 
合唱计数  
 

材料：120图表（请参阅页面背面），铅笔  
 

 使用学生120图表： 
● 按照从1到120的顺序对学生进行计数。 
● 从图表中选择各种随机选择的数字，让您的学生识别该数字，然后继续数到120。  
● 让您的学生练习以2、5和10进行计数。  
● 挑战： 让您的学生从小于120的给定数字开始向后合写/写数字。  

2. 猜数字 材料：铅笔，120图表，小物件 

 让你的学生们通过合唱计数数字1-120热身。  
游戏： 用小物体或手指遮盖120图表上的数字。让您的学生使用他们的计数和数字模式知识来猜测数字。重复
执行此操作，以练习从多个数字进行识别和计数。  
挑战： 掩盖多个数字（随机或按顺序），让学生识别所有掩盖的数字。  

3. 填写120图表 材料：铅笔，完整的和空白的120图表 

 让学生通过合计数字1-120进行热身。 
给学生一个空白的120图表。让学生独立填写数字1-120。根据需要提供协助。  
选项：从第2课开始玩游戏，新完成的120张图表。  
 

4. 用10和5的计数 材料：120的图表和铅笔/钢笔/蜡笔/高光笔 

 通过合计数字1-120使您的学生热身。 
与您的学生一起查看120图表。讨论数字之间的学生注意方式（在行和列中为1和10）。使用铅笔，蜡笔，荧光
笔等在5的所有倍数附近绘制圆圈，并在10的所有倍数附近绘制三角形。练习以10和5进行口头计数。  
挑战： 突出显示2的倍数并以2计数。让学生从120个或随机选择的数字中倒数5s和10s。  

5. 家庭计数 材料：2个或更多的人 

 请一个人在1-12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然后轮流从该数字递增或递减。使其有趣并尝试说出来，并尽可能快地
轮流进行。当某人花费太多时间，不知道电话号码或弄乱他们的话时，回合结束！  
 

 家庭可以做的事情 
 

● 在日常生活中计算对象最适合学习。学生可以数数他们在房屋，汽车，商店等中看到的物体。为您的学
生带来乐趣和互动性。  

● 其他建议：计算从汽车上看到的停车标志，抓取一些物体并计数，让学生在一分钟内抓取尽可能多的物
体，然后计数。   



  





科学学习活动 
 1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一年级学生应能够使用对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观察来描述可以预测的模式。 这些
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识别和探索天空中的物体和图案。  
 

第1周的活动 

1. 明星观察 材料：纸，铅笔，蜡笔玩 

 晚上在晴朗的夜晚与大人一起出去。观察星星。你看到星星图案了吗？有些星星比其他星星亮吗？观察星星后
画一幅画。 
 

2. 月球观测 资料：纸，铅笔，蜡笔 

 晚上在晴朗的夜晚与大人外出。看月亮。这是什么样的月相？您可以在一周的每个晚上进行此操作，看看月相
是否发生了变化。画月亮和你的观察。 
 

3. 月相书籍 材料：纸，铅笔，蜡笔 

 用月相的每本书创建一本书。绘制每个阶段的图片，并标记每个
阶段。  
  
  
 

4. 星座图  材料：纸，铅笔，蜡笔，星座工作表 

 请使用下一页上的工作表来创建自己的星座。将点连接成不同的星座。 
 

5. 太阳系 材料：纸，铅笔 

 列出太阳系中的4样东西。在太阳系中有1 .______ 2 .______ 3 ._____ 4 .______。告诉家庭成员您对列出的
每件事都了解。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讨论整个星期的星型，月相和太阳系。  
● 月相：弯月，第三季度，弯月，满月，打蜡月，第一季度，打蜡月。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1年级  

 
俄勒冈州通用核心标准希望一年级学生 能够绘制地图（包括思维导图），图表和其他熟悉地方的表示形
式。  
 

第一周的活动 

1. 我的卧室 材料图：纸，铅笔，蜡笔/彩色铅笔 

 绘制您的卧室图。  
● 为房间中的物体（例如床，窗户，门，壁橱，梳妆台等）贴上标签并上色。  
● 使用颜色和细节！ 

2. 房屋 材料图：纸，铅笔，蜡笔/彩色铅笔 

 制作房屋图。  
● 绘制房间并贴上标签。  

3. 我的学校地图 资料：纸，铅笔，蜡笔/彩色铅笔 

 创建并标记您的学校地图。  
● 包括您的教室，办公室，自助餐厅，健身房和图书馆。  
● 添加颜色。  
● 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一年级生一起阅读，讨论和从事上述活动。  
○ 为什么地图很重要？  
○ 如果没有地图会发生什么？ 

 
● 查看对您的家庭历史重要的地方的地图。  

 
● 在报纸上查找图表 

 
● 玩得开心！ 

 
 
 
 
 
 
 
 
 
 



一艺术学习活动 
  年级  

 
我们通过艺术来体验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艺术，而艺术教育则为成功的21世纪公民培养了
必不可少的技能和能力。  
这周我们提供学科的活动 舞蹈。 
 

第1周的活动 

1 镜面运动 材料：伴侣，可以移动的空间可以 

 面对伴侣站立。想象您正在照镜子。一个人选择这些动作，而另一个伙伴跟随他们的领导并镜像这些动作。轮流
负责动作。 
 
满足的艺术标准：DA：Pr5.1.1.a具有空间意识，演示一系列运动和非运动，身体形状和方向性。 

  2.平衡活动  材料： 地板或地面上的一条线，可移动的空间  
 

 查找房屋内或室外的一条线（一些示例可能是地毯的边缘，地板上的胶带，人行道上的一条线，一条在泥土中画
出的线）。练习一只脚在彼此面前的那条线上行走。接下来，在上线2步后尝试用一只脚保持平衡。练习平衡每
只脚。对于挑战，请尝试其他平衡姿势，例如，脚到脚踝或脚到膝盖。查看您是否可以用两只脚和一只手或两只
手和一只脚触摸线。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Pr5.1.1.b在保持固定空间的同时，在静止和运动中证明平衡。 

 
 
 

3.身体ABC的 材料：可移动的空间 

 查看字母表中可以摆出多少个字母。让家人成为您的听众，并记录您仅凭身体就能写出的字母！  
 
满足的艺术标准：DA：Pr6.1.1 在观众和表演者占据不同区域的空间中为他人跳舞。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可以举行 

 
● 舞会来让整个家庭感动。如果您需要创意，GoNoodle是一个很棒的网站，提供有关舞蹈
乐趣的链接！轮流作为表演者和观众即兴表演。 

● 将您的表演/运动带到室外或在蹦床上进行，以增加难度。  
● 成为富有成效的听众：对学生的动作和/或表现提供反馈。  



学习活动 
1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要求学生了解 与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相关的概念，以增强健康。以下活动将提醒您的学生
有关细菌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防止它们传播和引起疾病。  
 

第一周的活动 

1. 细菌长什么样  材料：任何 一个 这些列出的项目中的：橡皮泥，干面食，珠，积
木，干豆类或纸和铅笔画。 

 说明： 细菌的种类很多。一些细菌被称为病毒。病毒是最小的细菌。细菌是另一种细菌。它们可能有帮助，也
可能有害。有害细菌会使我们生病。所有细菌都是不同的，下面是一些
细菌的外观图片。 

 
使用以上各种材料制作自己的细菌，或将它们画在纸上。  
 

2. 洗手歌      材料：水槽，肥皂，毛巾 

 解释： 用肥皂擦洗有助于将细菌从我们的皮肤上移开，以便水可以将其洗净。我们应该在进餐前，使用洗手间
后，在户外玩耍之后，在与宠物玩耍之后或任何其他时候我们的手或指甲变脏的时候洗手。 
 
练习唱歌ABC时洗手。确保用温水，肥皂洗手，然后在手指之间的顶部甚至双手擦洗双手。然后冲洗并干燥！ 

3. 捉迷藏的细菌 材料：无 

 通过玩游戏练习消灭细菌。您家庭中的一个人将成为“肥皂”，其他人（或仅一个人）将成为“细菌”。细菌会藏在
房子的某个地方，肥皂会在整个房子中传播，直到找到所有细菌！玩得开心！ 

4. 健康习惯图表 材料：纸，铅笔/蜡笔 

 创建与以下图表相似的图表。 将图表张贴在冰箱，卧室门上或其他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每天做一些事情来保
持健康，在盒子里放一个星星。 

吃前洗净双手 使用卫生间后洗净双手 

护住咳嗽和打喷嚏 擦拭下来的东西我们触摸（表，门把手） 

 

 什么家庭可以做 
 

● 使它成为一个习惯，每天每餐前要洗手。 
● 练习不要触摸脸部或将手和物体放在嘴里。 
● 鼓励学生帮助擦拭房屋中经常碰到的表面。  
● 鼓励您的学生吃健康的食物以增强您的免疫系统，从而有助于抵抗细菌。 

 



一音乐的学习活动 
  年级  

 
俄勒冈州标准将确定 听力和分析 为一年级的优先音乐技能。这些活动将通过识别高/低，快/慢或相同/不
同的活动来帮助您的学生发展听力技能 
 

第一周。1 

1. 识别和分类声音。 材料：纸和铅笔或钢笔 

 学会识别周围的声音和声音的元素。 
您可以在内部或外部执行此操作。大约需要10分钟，然后聆听您周围的所有声音。写下您认为正在发出声音的
内容，然后确定是高，低还是中等声音。是大声，柔和还是中等？是长还是短的声音？它是否稳定跳动？ 
示例 

1. 鸟-高声音，中等音量（响度），持续时间短 
2. 割草机-低声音，高音量，持续时间长 
3. 时钟-中声音，柔和的音量，持续时间短  

2. 唱歌 资料：不需要。可以通过一起唱歌或听录音来完成此活动。 

 唱歌 上课时为家里的某人。是快还是慢？  
听起来是快乐还是悲伤？ 
分享 与您的学生您小时候学过的歌曲。 
讨论 什么相同或不同。 
如果您听录音，您会听到什么乐器？ 

3. 特价宾果！ 材料：Bingo卡  

 看下面的Bingo卡中的任务，您是否可以获得Bingo！玩得开心！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唱歌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并发展自己的耳朵。 
 



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体育标准的认识到个人应用与运动和表现有关的概念，原理，策略和战术知识的重要性。  
 

第一周的活动 

1. 西蒙说，“锻炼” 材料：无  

 父母和学生轮流担任领导者，如果西蒙要求他们，则彼此指定不同的锻炼方法。  
例子：西蒙说；西蒙说，做5个跳千斤顶。一只脚跳3次。几转后，让另一个人成为西蒙。 

如果犯错，犯错的人必须自动做5个跳千斤顶。在完成5个跳跃式千斤顶后，他们可以重新进入游戏。 
 
原因：这样，学生可以从事心血管健身运动，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乐趣。 
 

2. “我看到”的 材料：无从 

 您的房屋或附近地区选择事物。例如，说“我看到红色”，“我看到你做5个俯卧撑”，“我看到你跑到树上然后向后
退。”选择不同的对象或动作来完成。也要发挥您的想象力！尝试尽可能多地进行身体运动。 
 

3. 练习 材料：球或软物 

 投掷找到一个球或软物以进行投掷和接球（卷起的袜子效果很好！）。上下折腾。尝试查看您可以连续摔倒并
抓住物体多少次，然后再将其撞到地面。你能扔多高？ 
 

4. 音乐和运动 材料：音乐播放器 

 挑选某人控制音乐。音乐播放，移动或跳舞时。音乐停止时，冻结！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关于体育锻炼的家庭讨论。谈论日常运动和锻炼的重要性。指导对话的一些问题：您想做什么才能保持
活跃？哪些活动容易或有趣？哪些活动具有挑战性？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一级  

 
俄勒冈共同核心标准要求一年级学生能够参加谈话，请按照经讨论，建立在别人的想法规则一致，并提
出问题，清理混乱（SL.1，SL .3）。此外，要求学生使用细节来产生完整的句子，以清楚地表达思想和
感受（SL.6，SL.4）。 
 

第1周的活动 

1. 数学连接 材料：无 

 考虑1-20之间的数字。有了号码后，请学生提出问题以找到神秘号码。示例：数字前面有什么数字？数字后面
是什么数字？这个数字大于___吗？这个数字小于_____吗？是_____号吗？  
正确猜出数字后，尝试挑战并选择介于1-120之间的数字。 
 

2. 编写/排序连接  材料：不需要材料  

 考虑一项活动，游戏或您知道可以教别人的东西。通过向家人介绍连续单词（首先，然后是，然后是，然后是
最后，最后）来描述如何玩游戏或完成活动。一些想法可能是如何做三明治，如何系鞋带，如何铺床或踢足
球。  
 

3. 阅读连接 材料： 洛尼的镇 安·罗西（阅读材料） 
 

 阅读后 洛尼的镇，复述给家庭成员。  
首先，______________。下一个， ______________。然后，______________。最后，______________。 
在阅读过程中复习和练习视觉单词后。让您的孩子在一个句子中口头使用5个一年级视觉单词。  
 

4. 餐桌谈话  材料：无  

 当您坐在餐桌旁时，轮流询问并回答以下一些愚蠢的问题： 
您是热还是冷？ -我宁愿热/冷，因为_______。 
您见过的最酷的东西是什么？ -我见过的最棒的东西是____。 
如果您可以更改姓名，那会是什么？ -我将名字改为_____，因为_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坐下来完成每个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在提问和回答问题时使用完整的句子。 
● 讨论为什么使用顺序单词很重要，并为您的孩子提供机会让您听到使用顺序单词的原因。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一 
 年级的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是帮助孩子方式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1周的活动 

1. 呼吸工具 资料：无 

 本周您将练习使用呼吸工具。当您感到沮丧时，请刻意深呼吸以使自己停下来并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您可以
从新的角度处理这种情况。 
 
如何使用该工具： 缓慢，深呼吸。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放在心脏上，通过鼻子缓慢地呼吸，并专注于
进入肺部的空气。吸气时，慢慢计数1…2…3…注意您的胃如何像气球一样膨胀。然后通过嘴巴呼出一口气，
数为1…2…3…重复三次。 

2. 感谢 材料：纸和铅笔（可选）， 

 花一分钟列出您要感谢的三件事。 -您可能会对大事（例如有支持父母的父母）或小事（如能够在上课之
前对您的朋友说“嗨”）表示感激。  感恩是认识和认可生活中美好事物，人和地方的能力。 

3. H2O！ 材料：杯子和水杯 

 醒来后喝一大凉水。  它可以在90分钟内将您的新陈代谢提高24％，并在白天提高精神和身体机能。脱水
后，您会感到疲倦，筋疲力尽，并且可能会遇到头痛和情绪波动。 

4. 说奶酪！ 材料：镜子和自己  

 在镜子中微笑10秒钟。  微笑可以减慢心脏速度并使身体放松，并释放出内啡肽以抵消和减少压力荷尔
蒙。还显示出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提高生产率。 

5. 休息一下！ 材料：无 

 数字休息。  在今天的短时间内，请谨慎地离开数字设备。重新插上电源后，您会感到更加集中和居中。
今天尝试进行两个或三个微型数字转换，每次大约十分钟。如果您感到满意，那么仅从一个开始。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听您的孩子。这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让某人 只听 可以有所帮助。如果您询问他们的
表现如何，并且他们告诉您他们“很好”，请继续询问（在其他时间）。孩子们可能并不总是拥有正确
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感受。 

● 请放心。经常。提醒他们，我们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 重要的是，尽管您和您的孩子正在保持隔离，但没有人会感到完全孤立。抓住机会与他人互动，即
使距离很远（6英尺），也可以通过电话，在线或通过蜗牛邮件与他人互动！ 

● 照顾好自己！成人实行自我保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人。 



 
 
 
第二周 



阅读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在一年级的学生中，需要在 提示和支持下阅读年级水平的参考文本。  家长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
自学，与他人交谈或听书）来支持此标准。 

第2周的活动 

1. 一年级 资料：页面底部的方框，铅笔 

 单词从“单词”列表中选择10个新单词。将它们写到页面底部的框中。练习每天阅读这些内容。 

2. 帮助森林 （背面文字）〜信息性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 

 的故事在阅读故事之前，请问孩子对森林的了解。说说它。给您的孩子读这个故事或让他们读给您听。  

3. 帮助森林 （背面文字）〜信息性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重新给孩子读故事“帮助森林”。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阅读“ FLUENCY”，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然
后找到并圈出您认为对描述森林很重要的词汇。写下或说出其他可以描述森林的词。 

4. 帮助森林 （背面文字）〜信息性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重新给孩子读故事“帮助森林”。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流利”地读书，就像我们说话一样。讲述或
写下您从故事中学到的两个事实。 

5. 帮助森林 （背面文字）〜信息性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重新给孩子读故事“帮助森林”。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阅读“ FLUENCY”，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将
您的想法告诉或写下这些想法： 为什么您认为作者写了关于爱护森林的文章？想想可以保护森林的方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重读故事有助于建立孩子的阅读流利度和自信心。  
● 给您的孩子计时，看看他们在一分钟内能读多少正确的单词。重新阅读以提高准确性和流
畅时间。 

● 注意并练习您的孩子难以阅读的单词。 
 
 
在这里写下10个视觉单词：  
 
     

     

 
 



 



标题1的阅读活动1  
  年级  

 
俄勒冈标准将语音和音素意识确定为一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阅读单
词。 
 

第二周的活动 

1. 练习音素意识技能：混合声音 材料：这是一项口头活动，可以用您选择的任何单词来完成。  

 父母说出每个人的声音。孩子听，然后说出整个单词。 

 

2. 
练习从文本“ A坡道”中读出单词。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出以下单词：  

 

 

读父母应指向单词，并让孩子将单词中的所有发音告诉他们，而不要在发音之间停下来。示例：  

 

3. 阅读故事。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 

 让学生练习阅读故事（多次）。 

4. 拼写。  材料：故事“ A Ramp”中的文字。 

 对您的孩子说一句话。让您的孩子重复这个单词，并说出单词中的发音（每种发音要抬起手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学生喜欢的家庭中的所有文本。  
● 练习将声音混入单词中。给孩子们一个组成单词的声音，让他们告诉你单词是什么。 
● 让孩子练习说出在房子周围发现的单词（在书籍，杂志，在线，标签上）。 
● 给您的孩子单词拼写。让他们先说声音，然后让他们写单词。 

 
 



 



学习活动，写作 
  1年级  

共同核心标准一年级写作想让学生写的意见件。学生应介绍主题，陈述意见，提供意见的理由并提供封
闭感。 
 
使用以下句子框来帮助您的孩子整理自己的观点。 * Optional 

您知道___________吗？ （介绍话题） 
我认为______是______。 （国家意见） 
第一个原因是___________。 （原因1） 
接下来，________________（原因2）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______是_________。 （闭幕） 

第二周活动 

1
. 

您想做什么？  
玩乐高积木或色彩？ 材料：纸，铅笔，蜡笔 

 询问您的孩子一个问题：“您更喜欢玩哪一种：乐高玩具或彩色玩具？”  
● 学生将写下5个句子并用带标签的图片进行说明。  

2
. 您早餐喜欢吃什么？香蕉还是谷物？ 材料：纸，铅笔，蜡笔 

 问您的孩子一个问题：“您更喜欢早餐吃哪种：香蕉还是谷物？”  
● 学生将写下5个句子并用带标签的图片进行说明。  

3
. 
您早餐喜欢吃什么？电子游戏或棋盘游
戏？ 材料：纸，铅笔，蜡笔 

 问您的孩子一个问题：“您更喜欢玩哪种游戏：电子游戏或棋盘游戏？”  
● 学生将写下5个句子并用带标签的图片进行说明。  

4
. 
您喜欢哪种甜点？  
冰淇淋或饼干？ 材料：纸，铅笔，蜡笔 

 问您的孩子一个问题：“您更喜欢吃哪种甜点：冰淇淋或饼干？” 
● 学生将写下5个句子并用带标签的图片进行说明。  

5
. 
您一整天都想穿哪一件？ 
衣服还是睡衣？ 材料：纸，铅笔，蜡笔 

 问您的孩子一个问题：“您整天喜欢穿哪种衣服或睡衣？”  
● 学生将写5并用带标签的图片说明。  
●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可以讨论偏好并分享理由以支持他们的观点。 
● 竖起大拇指/大拇指朝下喜欢的食物或活动的游戏。轮流让一个人来挑选食物。家庭回应他们的
意见，并说明为什么或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原因。 
例如：“你喜欢泡菜吗？” （孩子：是的，因为它们松脆或否，因为它们很酸。）  



 



为数学的学习活动 
 一年级  

 
一 年级学生预计将明白，一个两位数的两个数字代表十位和个量。他们必须知道“十”是由十个“一”组成的
捆绑。这将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计数和操纵数字。 
 

第2周的活动 

1. 用10和1的计数 材料：小物件（麦片，豆子，蜡笔，便士，乐高玩具），10帧（在
第3和4星期的资源）  

 拿起几把物件并分成十个和一个（10人一组，剩余1人）使用10帧（第3和4周的资源）。然后用十个和一个数
（例如10、20、30 ... 31、32、33。有33个蜡笔）对对象进行计数。对不同的对象和/或数量执行几次。 

2. 使用10和1的建立数字 材料：10帧（第3和4周的资源），小物件，铅笔 

 写下或说出1-120之间的数字，让学生在10帧上建立数字，使用小物件。重复多次。让学生合计地以10和1为单
位来计算他们建立的每个数字。  

3. 辊A编号 材料：骰子（纸提供），小物件，铅笔，十帧 

 组装骰子。滚动每个骰子-将您一起滚动的两个数字构建为一个2位数的数字。用小物体/十帧建立数字。让学生
合计地计算他们以10和1为单位的每个数字。  
挑战：让学生指望从数他们建立由1秒，5，和/或10秒至120  

4. 泰尔10吨的＆1种的  材料：纸，铅笔，棍棒和圆点例如图片 

 写两位数字。让学生说出数字，并确定数字中有几十和多少。让学生以10为底数绘制数
字（用10秒钟的数字表示粘点，用1的数字的点表示粘点，请参见示例）。多次执行此
操作。  
“电话号码是______。共有_______个和____个。”  

5. 滚动，书写和绘制 材料：骰子，铅笔，纸将骰子 

 每个滚动到一起将两个数字组合成一个2位数的数字。让学生写下电话号码并说明 “电话号码是___。有__十和
__个。” 让学生以10为底数绘制数字（按10s固定棍，按1s固定点-参见上面有关活动＃4的示例。）重复几
次。 
挑战：让 学生比较2个数字，得出更大/或更小的数字。  
 

 家庭可以做些什么 
● 日历数学：用牙签，吸管或您可以捆绑的东西计算每月的日子。每次达到10（10
、20或30）时，将牙签捆成一束，以表示它们代表10。先算上10s，再将它们相
加。  

         示例：（见图）计数“ 10 ... 11，12，13，14” 
● 寻宝游戏计数：选择您将在外面找到的物体（叶子，松果，橡子等）。散步并收
集尽可能多的东西您可以。然后将它们分为10s组。先数十位数，然后再添加剩余
的数。例如：“ 10、20、30…31、32、33。有33个松果！” 

 



  
 
 
 
 
 
 
 
 
 
 
 
 
 
 
 
 
 
 



科学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一年级学生应该能够 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进行观察，以将日照量与一年中的时间联
系起来。 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识别和比较四个季节的特征。 
 

第2周的活动 

1. 季节介绍 材料：球员 

 向家人介绍每个季节。使用句子框架：秋天是___________。在冬天，天气是____________。春天的天气是
____________。夏天的天气是_________。  
 

2. 季节写作 材料：纸，铅笔，蜡笔 

  使用以下句子框架写一个故事：在__________我可以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在___________我可以
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例子：在 冬天， 我可以 在雪地里玩耍 ， 喝热的可可。  
 
完成故事后，添加图片和细节。向家人朗读您的故事。 
 

3. 比较季节 材料：纸，铅笔，蜡笔 

 创建维恩图并比较两个季节。在每个圆圈中至少写入2个项目后，
绘制两张您比较过的季节的图片。完成后，使用句子____和____
与家人分享。  
 
示例：“冬天很冷。夏天炎热。” 
 
  

4. 最喜欢的天气 材料：铅笔，纸，蜡笔 

 您最喜欢的天气类型是什么？画出您最喜欢的天气类型的图片。写完整的句子，解释为什么这是您最喜欢的天
气类型。示例：我喜欢______，因为______。  
 

5. 天气记录 材料：铅笔，纸，蜡笔 

 检查一周中每一天的天气。标记天气（多雨，晴天，寒冷，阴天，大风等）。每天画一幅画以配合您的写作。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家人讨论一周中不同季节和不同类型的天气。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共同课程标准要一年级学生 能够构建地图（包括心理地图），图形和熟悉的地方的其他表示。  
 

第2周的活动 

1.  继续创建 您的学校地图。  材料：纸，铅笔，蜡笔/彩色铅笔 

 ● 包括并标记您的教室，办公室，自助餐厅，健身房和图书馆。 
● 添加颜色 

2. 建造城镇 材料：旧箱子，锅碗瓢盆，谷物盒等 
                  （用您的想象力！） 

 ● 谈论在城镇中发现的不同建筑物。  
● 用旧箱子或锅碗瓢盆建镇。  
● 确保包括房屋，公园和其他建筑物。  

3.  邻里地图 材料：纸，铅笔，蜡笔/彩色铅笔 

 绘制并标记附近的地图。 
● 包括一个 地图的钥匙 识别 功能-您的房屋，街道，学校，公园等。  
● 这可能需要多次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一年级生一起阅读，讨论和从事上述活动。  
● 为什么地图很重要？  
● 如果没有地图会发生什么？ 

 
● 与学生讨论如何在生活中使用地图。  

○ 您是否在手机上使用地图？  
○ 地图是您工作的一部分吗？  
○ 您如何计划长途旅行？ 

 
 
 



一艺术学习活动 
 年级  

 
 

我们通过艺术来体验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艺术，而艺术教育则为成功的21世纪公民培养了
必不可少的技能和能力。  
本周我们将提供方面的活动 舞蹈！ 
 

第2周的活动 

1. 标题：动物园跳舞 材料：活动空间 

  使用字母表中的字母选择您会在动物园中找到的动物。例如：字母A的鳄鱼。创建代表该动物的移动序列。对
于其他挑战，请查看伙伴是否可以猜测您正在使用哪种动物来创建运动序列。  
 
或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10.CO1.1分享个人经验，并通过舞蹈运动进行表达。 
 
 
 

2. 标题：创造舞蹈的 材料：移动的空间 

 创造一种为观众表演的舞蹈。看看您是否可以在序列中包含3-4个不同的舞步。您的舞步可能包括拍手，旋转
，跳跃，筋斗，踢...……要有创意！挑战自己，让您的舞蹈有个开始，中途和结束。您能画出舞蹈顺序中每个
动作的图片吗？您可以教您的舞蹈给家人吗？  
 
或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2.CR2.1创建一系列具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动作。画一张机芯的图片。  
 
 
 

3. 标题：讲故事 资料：移动的空间 

 想一想通过舞蹈重现的真实故事（例如：生日聚会，最美好或最糟糕的一天，节日庆典，与兄弟姐妹或宠物同
乐的一天，特殊旅行）。要对自己的动作有创造力，并尝试仅通过动作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尝试在镜子前练
习。然后为家人中的某人表演舞蹈。 
 
1.分享个人经验并通过舞蹈动作表达出来。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反映学生在为您表演舞蹈/动作时的表现。  
●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听众。向他们提供有关如何延长或改善其舞蹈顺序的反馈。  
● 记录他们的舞蹈/动作顺序，并与他们的老师分享！  



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健康俄勒冈州的健康标准要求学生了解与沟通其需求，欲望和感受有关的概念，以增进他们的健康。以下
活动将提醒您的学生如何识别自己的感受和原因，以及如何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某些情绪。 

第2周的活动 

1. 我的感觉图表 
 

材料：纸（较大的纸会更好，或者您可以使用普通纸的正面和背面），铅笔，着
色用具  

 让学生做出“感觉”。绘制和绘制具有不同感受的图片的图表。您可能会上网寻找想法。尝试提出尽可能多的感受。让学生
自己画一张图，感觉自己在图表上的每种情感。谈论可能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每种情感和事物。让他们模仿这种情绪，
并在画照片之前照照镜子。将此图表发布在公共区域。 

2. 感觉检查 材料：4小张纸，1张大纸，铅笔或记号笔，剪刀，活动中的情感图表1 

 做面卡：给学生4小张纸（切纸或撕纸） 。在每件作品上，让他们画一张展现不同
情感的面孔。  

进行情绪检查：在第二天或第二周，让学生举起最能描述自己情绪的“面部卡片”。
问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张卡。在图表上跟踪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把每种感觉加起来
，并决定他们最有和最没有那种感觉。  

3. 我可以猜测情感 材料：小纸片，铅笔，可选件：剪刀，活动中的感觉图表1表现 

 出一种情感（快乐，疲倦，疯狂，恐惧，困惑或沮丧）回到您的情感图表或海报以获取想法。让学生猜测它是什么情感。
谈谈您提供给他们的线索，例如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然后，将情感写在纸条上，让学生选择一张纸条并执行列出的情
感。要求您的学生说出可能发生了什么使该人感觉到这种情绪。 

4. 音乐让我感觉... 材料：音乐（来自youtube等），纸，铅笔，可选：着色材料，活动中的感觉图
表1  

 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以听（儿童音乐，歌剧） ，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当您播放不同的歌曲时，请学生说出每一首
歌给他们的感觉。讨论为什么这首歌使他们有某种感觉。然后，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并画出他们聆听时的感受。 

5. 轻松使用 
 

材料：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在后院等周围跑动（如果空间有限，它们也可能
“慢跑”到位）秒表或手机计时器 

 冷静的策略：当人们非常生气时，他们的心跳速度类似于运动后的心率。让学生到处跑动或慢跑5分钟使用秒表，让学生
在脖子，手腕或太阳穴上计数其脉搏15秒。学习如何减慢身体速度是减轻愤怒的有益方法。一种方法是舒适地坐着，并进
行10次缓慢的深呼吸。想想他们喜欢做的一些安静的事情（看书，着色，唱歌或用积木建造）。向成年人解释，做同样的
事情是为了“放松”或放松。 

现在，让学生数数他们的脉搏15秒。他们注意到了什么？他们能放慢身体吗？当学生生气，沮丧或需要消除过多压力时，
他们不妨尝试这些活动。 

 家庭可以做些什么 
 

● 每天。每天早餐或一天开始时，询问学生他们的感觉以及原因。这也可能在晚上睡前有所帮助，并且学生可以讨论
他们对白天的感觉。  

● 坚持日常活动，即使它与我们习惯的有所不同。这将有助于保持常态。例如，尝试将唤醒时间，学习时间，就寝时
间保持在每天大约相同的时间。  

● 与学生阅读时，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物的感受和原因。故事中的哪些单词，事件或人物脸上的表情为人物感觉提供了
线索？  

● 当感到沮丧或生气时，一起列出要解决的事情（使用他们的呼吸工具，说出来，休息一下），这可能是他们回顾课
堂上所学工具箱的好时机。  



音乐的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将 响应音乐 作为一年级的一项优先技能。以下活动将使您的孩子探索音乐的元素。谈论音乐选
择可以帮助学生发展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2周的活动 

1. 找到稳定的节奏。  
 

材料：您可以访问的音乐录音。可能是CD或MP3文件，或者在
YouTube上找到一些音乐（在父母的允许和帮助下）。 

 找到并保持稳定的节奏是演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听家里的音乐。聆听音乐中的稳定节拍，“脉冲”或“心跳”。寻找一种方法来证明或迈向稳定的节奏。您可以拍
拍腿，拍手，游行等。 
 
讨论一下您对这首歌的喜好。 
 

2. 节奏 材料：无  

 练习 用身体敲击演奏节奏，例如拍击，拍打，拍手，踩踏 
节奏。节奏示例： 

● 节奏 - “ ti-ti，ta，ta，ta”   
● 成人 -  “拍拍，扣，拍，捕捉“ 
● 儿童 - 副本成人的模式 

                             或 
● 节奏-  “TI-TI，TA，TI-TI，TA“ 
● 孩子 - “啪扣，拍，拍拍，蹬“ 
● 成人- 副本儿童模式 

 
创建 4节拍模式，让学生从记忆中复制它们。逐渐使它们更长。 
轮流担任领导者，看看谁能记住最长的模式，或者将其当作猜谜游戏。 

3. 猜猜谁？ 
 
“引擎，第9引擎 
在芝加哥线下 
看到它闪闪发光，看到它发光， 
引擎，第9引擎” 
 

材料： 此游戏应该由三个或更多的人玩。如果只有两个玩家，则可
以列出要表演的角色。 例： 奶奶的声音， 老师的声音， 婴儿的声
音， 愚蠢的声音 

 方向：一个人闭上眼睛。另一个人会说押韵，这样第一个人就可以猜出是谁。  

 什么家庭 
 

● 不知道什么是稳定的跳动？在演示之前，让您的学生用言语向您解释这是加强学习的一种好方
法。 

● 您可以在每次听音乐时练习找到稳定的节奏！假装是鼓手，或与您家中的某人跳舞！ 



体育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标准的包括与他人一起工作时表现出负责任的个人和社交行为，并表现出各种运动技能和运动
方式的能力。  
 

第2周的活动 

1. 石头-纸-剪刀拔河比赛 材料：没有 

 与您的伴侣从头到脚站立。在您身后几英尺处指定一个终点，以便您知道何时停止。 
开始玩石头剪刀布。获胜者将总是向后退一步，而未获胜者则必须向前迈出一步。对象是让参与者之一回到终
点。  
 
原因：学生可以在室内进行有趣的体育锻炼，同时练习听力技巧并改善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2. 气球 材料：气球 

 用双手，脚，膝盖，肘部，额头使气球漂浮。计算气球在着陆之前可以击中的次数！与伴侣或父母一起尝试！
该活动有助于增强手/眼协调能力，很有趣。 
 

3. 伴侣扔练习 材料：球或软物 

 查找伴侣和对象扔。练习与伴侣抛掷和捉住。折腾时，请确保用另一只脚向前走。您可以连续扔几次？  
 

4. 拉伸常规 材料：无 

 拉伸可增强肌肉的柔韧性。尝试将这些伸展运动每次保持10-30秒： 
● Ham绳肌-直腿，尝试触摸脚趾。可以坐着或站着做。 
● 跨骑-脚伸开坐下。伸到双脚之间，直到感到绷紧。 
● 图四-坐下，一只腿伸出，另一只腿弯曲。伸出脚趾。切换侧面。 
● 蝴蝶-双脚并拢坐着，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试着用鼻子触碰你的脚趾。 
● 三角肌-握住手臂以伸展肩膀上的肌肉。切换侧面。 
● Quadricep-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握在手中。轻轻向后拉。切换侧面。 

 

 什么家庭可以 
 

● 一起玩！孩子们通过玩耍学到很多东西。与您的学生一起玩玩具，或在“让别人相信”的游戏中跟随他们的
想象。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一级  

 
俄勒冈共同核心标准要求一年级学生能够参加谈话，请按照经讨论，建立在别人的想法规则一致，并提
出问题，清理混乱（SL.1，SL .3）。此外，要求学生使用细节来产生完整的句子，以清楚地表达思想和
感受（SL.6，SL.4）。 

第2周的活动 

1. 数学连接 材料：无 

 练习从1递增到120。然后练习以5和10计数。选择一个数字，然后让您的学生描述该数字有多少个和几十个。
例如，“我选择了数字72。我的数字有七个十和两个。”请使用以下句子框：您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吗？我选
了________号。我的电话号码有_____个和______个。  
 

2. 书写/排序连接 材料：纸，铅笔，着色工具（蜡笔，彩色铅笔，记号
笔） 

 让您的孩子在家中采访一名家庭成员，以了解他们对自己喜欢的食物，动物，运动或书籍的看法。他们面试那
个人后，让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分享他们学到的东西。他们可以使用5个句子和连续单词（首先，下一个，然后
，之后，最后一个）来绘制和编写有关这次采访的故事。 
 

3. 阅读连接  材料： 帮助森林” Rita Crosby的“（在阅读材料中） 

 阅读“ 帮助森林”后，请您的孩子回答一些具体问题。以下是问题和句子入门。  
-您如何帮助森林？我可以通过_______和帮助森林 ______。 
-人们喜欢在森林里进行哪些活动？人们可以在森林里_______和_______。  
-动物将森林用作什么用途？动物在森林里_______和________。 
-命名所有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都生活在森林中。  
 

4. 餐桌谈话  材料：无  

 当您围坐在餐桌旁时，轮流询问并回答以下一些愚蠢的问题： 
有史以来最好的惊喜是什么？我最大的惊喜是_____，因为_______。 
如果您可以遇到任何人，那会是谁？我想见见______，因为______。 
如果您只能永远吃一种食物，那会是什么？我会吃______或_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坐下来完成每个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在提问和回答问题时使用完整的句子。 
● 通过允许您的孩子问您的问题来参加家庭面试。您可能需要先帮助您的孩子集体讨论其他问
题。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一 
  年级的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是帮助孩子方式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2周的活动 

1. 安静/安全的地方工具 材料：无 

 当生活压力很大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感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在我们自己与周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一定
空间的地方。该工具可以是真实位置，也可以是想象中的位置。  
 
安静/安全的地方工具是要学习着重于记忆我们的安全地方，这会触发我们的身体放松。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找
到一个对他们感觉很好的实际地方，并在他们的想象中创造一个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访问的地方。我们教他们
如何在需要舒适或减轻压力时“进入”他们安静/安全的地方。  
 
向您家中的某人描述安静/安全的地方，然后请他们与您分享。 

2. 哈！哈！哈！ 材料：无 

 请选择笑声休整。  通过在一天中休息一下笑声，您可以摆脱精神上的困扰，将您带到更高的地方，从更
加轻松，积极和愉悦的角度享受一天的生活。 

3. 啦！啦！啦！ 材料：音乐，电话，广播，  

 休息一下音乐 
● 听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正念习惯，可以减轻压力，提高情绪，提高智商并提供许多其他身心健康方面
的好处。 在您的一天中休息几分钟，积极聆听音乐，可以帮助您以更积极，更和平，更富有成效
的心态回到工作中。  实际上，听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可以改善记忆和学习的方式来改变您的
大脑。 

4.
表

示 
赞赏 材料：无 

 花时间对某人表示赞赏。  感激之情一直以来是科学文献中最强烈的幸福促进者之一。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听您的孩子。这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让某人 只听 可以有所帮助。如果您询问他们的
表现如何，并且他们告诉您他们“很好”，请继续询问（在其他时间）。孩子们可能并不总是拥有正确
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感受。 

● 请放心。经常。提醒他们，我们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 重要的是，尽管您和您的孩子正在保持隔离，但没有人会感到完全孤立。抓住机会与他人互动，即
使距离很远（6英尺），也可以通过电话，在线或通过蜗牛邮件与他人互动！ 

● 照顾好自己！成人实行自我保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人。 



 
 
 
第三周 



阅读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一年级的学生需要在 提示和支持下阅读年级水平的课文。  家长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与他
人交谈或听书）来支持此标准。 

第3周的活动 

1. 一年级 资料：页面底部的方框，铅笔 

 单词从“视觉单词”列表中选择10个新单词。将它们写到页面底部的框中。练习每天阅读这些内容。 

2. DINOSAUR CHASE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用铅笔 

 读故事“DINOSAUR CHASE给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阅读后，找到并圈出您在故事中阅读的10个或更
多视力单词（请参阅随附的一年级“视力单词”列表）。  

3. DINOSAUR CHASE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 

 的故事将故事“重读DINOSAUR CHASE”给您的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流利”地读书，就
像我们说话一样。然后，让您的孩子讲述人物（谁），并使用诸如聪明，高大，快速等描述性单词。  

4. DINOSAUR CHASE （背面有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的故事，纸和铅笔 

 将故事“重读DINOSAUR CHASE”给您的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鼓励您的孩子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充
实”的方式阅读。然后，让您的孩子描述故事的背景 （地点和时间）。描述设置随时间变化的方式。画出您认
为故事中一个或多个设置的外观。 

5. 恐龙追逐 （背面文字）〜小说 资料：活动背面的故事 

 让您的孩子自己或在一点帮助下再次阅读故事。然后，让您的孩子回想或写一个故事的回想，描述开始，中间
和结束。回答以下问题： 结局如何令人惊讶？如果不是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重读或重新阅读故事有助于建立孩子的阅读流利度和自信心。  
● 给您的孩子计时，看看他们在一分钟内能读多少正确的单词。重新阅读以提高准确性和流
畅时间。 

● 阅读故事时，请与家人轮流阅读不同的角色部分。请记住阅读表达方式，以显示该人物的
感受。 

● 注意并练习您的孩子难以阅读的单词。 
在这里写10个SIGHT WORDS：  
 
     

     



 
 



标题1的阅读活动1  
  年级  

 
俄勒冈标准将语音和音素意识确定为一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阅读单
词。 
 

第3周的活动 

1. 练习音素意识技能：删除声音。 材料：这是一项口头活动，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任何单词来完成。这
里有一些例子：  
 

 父母说出这个词。孩子重复这个词。父母说没有声音（空白），还剩下什么？ 

 

2. 练习从“被子”文本中读出单词。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出以下单词：  

 

 读父母应指向单词，并让孩子将单词中的所有发音告诉他们，而不要在发音之间停下来。  

3. 阅读故事。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 

 让学生练习阅读故事（多次）。 

4. 拼写。  材料：故事“被子”中的单词。 

 对您的孩子说一句话。让您的孩子重复这个单词，并说出单词中的发音（每种发音要抬起手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学生喜欢的家庭中的所有文本。  
● 练习删除单词中的第一个声音。给孩子们一个单词，并要求他们说出如果他们拿走第一声
声音还剩下什么。  

● 让孩子练习说出在房子周围发现的单词（在书本，杂志，在线，标签上）。 
● 给您的孩子单词拼写。让他们先说声音，然后让他们写单词。 

 





一写作学习活动一 
  年级年级  

的共同核心标准是 让学生写一个关于自己的真实故事，在故事中他们依次讲述两个或多个事件。
写作应使用过渡词（首先是，然后是下一个，然后是其后，最后是），并且至少应包含5个句
子。 
 

第3周的活动 

1. 您如何 运动 在家时？ 材料：纸，铅笔，蜡笔 

 学生将撰写有关该主题的文章（练习-提供2个示例并进行描述），并举例说明与之匹配的图片。 

2. 写下您最喜欢的 过去假期。 材料：纸，铅笔，蜡笔 
 

 学生将撰写有关该主题的文章（他们最喜欢的假期-进行2次活动并说明原因），并举例说明与之相符的图片。 

3. 写下最 烦人的 留在家里部分。 材料：纸，铅笔，蜡笔 
 

 学生将撰写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在家中-进行两次活动并说明原因），并举例说明与之相符的图片。 

4. 您 做什么娱乐 除了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
外，还在家里？  

材料：纸，铅笔，蜡笔 
 

 学生将撰写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在家玩得开心，举2个例子并加以描述），并举例说明与之匹配的图片。 

5. 写出最 苗条的 您曾经接触过的东西。 材料：纸，铅笔，蜡笔 
 

 学生将撰写有关该主题（黏糊糊的东西）的图片，并举例说明与之相匹配的图片。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可以 
 

● 使用序贯性的词语来谈论日常生活和实践（首先，第二，然后，其次，之后，之后，最后）。 
● 使用描述性单词使句子更有趣的工作 
● 使用基本单词的同义词引入更复杂的词汇。  

好玩=令人兴奋，令人敬畏等 
酷=出色，整洁，令人兴奋 
 



数学学习活动希望 
  1  

 
年级的一年级学生能 理解并证明20内的多种加法和减法 ，并能 证明10内的加法和减法的流利性。内流
畅地进行加法  
 

第3周的活动 

1. 在10种 材料：钢笔，铅笔，纸 

 解决以下 还有其他 您的学生问题。学生应该能够从记忆中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是，请使用任何小的对象进
行计数或添加其他策略。 
2 + 1 = ___ 5 + 3 = ___ 7 + 3 = ___ 2 + 8 = ___ 
2 + 3 = ___ 5 + 5 = ___ 1 + 7 = ___ 9 + 0 = ___ 
4 + 2 = ___ 6 + 2 = ___ 8 + 1 = ___ 1 + 9 = ___  

2. 10种减法流利度 材料中的：笔，铅笔，纸 

 解决以下减法问题。学生应该能够从记忆中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是，请使用任何小的对象进行计数或其他减
去方法。 
10-8 = ___ 9-7 = ___ 6-2 = ___ 7-6 = ___ 
  8-5 = ___ 10-4 = ___ 7-7 = ___ 5-3 = ___ 
10-5 = ___ 8-6 = ___ 9-4 = ___ 7-5 = ___ 

3. 使用进行加减 材料数字线：0-20数字线，钢笔，铅笔<---------->  

 解决以下数学问题。让您的学生向您展示如何使用提供的数字线求解每个方程。 
12 + 3 = ___ 16 + 4 = ___ 8 + 7 = ___ 5 + 9 = ___ 
13-5 = ___ 11-6 = ___ 18-9 = ___ 12-7 = __ 

4. 使用图片添加/减去 材料：笔，铅笔，纸 

 解决以下数学问题。让您的学生画画以解决问题（例如：5朵+ 3朵= 8朵花； 5朵-3朵（划掉3朵）= 2朵花）。  
10 + 3 = ___ 9 + 8 = ____ 5 + 11 = ___ 7 + 13 = ___ 
14-5 = ___ 18-7 = ___ 10-9 = ___ 16-6 = ___ 

5. 使用不同策略进行加法/减法 材质：笔，铅笔，纸，数字线，部分-全部，10帧 

 解决以下数学问题。让学生使用各种策略来求解方程式（数字线，图片，部分-整体，十帧等）。这些技能是对
先前课程的回顾。  
挑战： 让您的学生使用2-3种策略求解每个方程。  
5 + 3 = ___ 10 + 10 = ___ 14-7 = ___ 16 + 4 = ___ 3 + 6 = ___ 8-4 = ___ 15-3 = ___ 10 + 7 = ___ 1 + 6 = 
___ 
6 + 7 = ___ 12-3 = ___ 10-6 = ___ 5 + 9 = ___ 7 + 4 = ___ 15-10 = ___ 4 + 5 = ___ 4 + 15 = ___ 12-5 = ___  

 哪些家庭可以做 
 

● 加法游戏 （使用骰子或一副纸牌：学生和家长都掷两个骰子（或选两张纸牌）。使用多种策略将数字加
在一起，例如依靠，使用数字线，依靠120图表等。以数字最高的人赢得本轮比赛。重复。如果使用纸牌
，您可以像玩“战争”那样玩。获胜者将保留卡片。 

● 日常数学：强调日常活动中的加法和减法事实。例如，设置桌子时，说“我们有3个盘子和5个人。我们还
需要多少？是! 3加2是5，而5-3是2。”  



10帧： 
 
 
 

数字线：  
 
 
 
 
 
 
 
 
 
 
 
 
 
 
 
 
 
 
 
 
 
 
 
 
 
 
 
 
 
 
 
 
 
 
 
 
 

这是的示例 零件 整体： 7 
+ 5 =？ ＆5 +？= 12或12-5 =？ 
 



科学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一年级学生应该能够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进行观察，以将日照量与一年中的时间联
系起来。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描述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移动而阴影如何变化并确定模式。 
 

第三周活动 

1. 影子在哪里？ 材料：人行道上的粉笔或物体以放置并标记阴影的边界，柏油路或
人行道和阳光。 

 选择诸如直线的墙壁，树木或建筑物侧面的阴影并对其进行标记。猜出您认为阴影将在十五分钟后到达的位置
，并对其进行标记。检查十五分钟，看看您的猜测与阴影的实际位置有多接近。  
 
扩展程序：一个小时后阴影会在哪里？两个小时阴影如何和/或为什么移动？ 
 

2. 合作伙伴阴影  材料：您自己，合作伙伴和阳光阳光明媚的 

 在户外活动中，您可以共同回答这些问题。您能在不触摸伴侣的情况下触摸伴侣的影子吗？您可以触摸阴影还
是重叠伴侣的阴影？您和您的伴侣能否制作出看起来像四臂的影子？您和您的伴侣还能一起或分别做出其他哪
些愚蠢的阴影？  
 

3. 影 材料：晴天的户外环境和建筑物，物体或自然环境户外  

 寻散步或到寻找阴影。您看到的阴影看起来像投射它们的物体吗？您能找到的最有趣的阴影是什么？  
 
扩展：  尝试制作自己有趣的阴影。使用堆叠在一起或彼此靠近放置的对象的组合将阴影投射在一起。它是什
么样子的？ 
 

4. 雕像的影子可以移动吗？ 材料：不动的物体，例如活动人物，玩具恐龙或可以自行站立以充
当雕像，纸张，铅笔或蜡笔 

 的小物体。将物体/雕像放在物体边缘的中央在人行道或宽窗台等坚硬表面上的一张纸，以便将阴影投射到纸
上。在早晨，中午和下午再次追踪阴影。与家人讨论阴影如何移动。 
 
扩展：使用相同的对象和易于移动的光源（例如手电筒或灯）在内部复制此活动。如何移动光源以更改投射在
墙壁或地板上的阴影的位置？您可以使阴影更长或更短吗？更大或更小？为什么它会根据光源的位置而变化？
移动光源与一天中太阳如何移动类似/相关？ 
 

 
 
 
5. 

 
 
 
 
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 

 
 
 
 
材质：纸，铅笔，观察太阳的室外点 

 在一张纸上，画出一条线以表示地平线，并在其上方绘制一个圆弧（半圆）作为路径。太阳在白天移动。白天
几次到外面去看看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请注意不要直视太阳。 （可能的检查时间为8:00 am、10:00am、
12:00中午，2：00 pm、4：00pm和6:00 pm）每次检查时，通过画一个圆记录太阳在圆弧上的位置并在圈内
写下时间。与家人讨论太阳如何移动？是模式吗？  
 
扩展：在另一天进行相同的活动，并比较
两个记录表。它们有何相似之处？不同？ 



 

 家庭可以做几点 
 

● 什么讨论每天升起和落日。  
 

● 绘制图表，说明太阳什么时候升起并落下并讨论变化。
日子变长还是变短？ 

 
● 一天晚上，和家人在一起花时间在墙上制作皮影戏，玩
得开心。讨论光线如何不穿过固体，从而形成阴影。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社会研究标准的要求一年级学生申请公民道德诸如自由，公平，公正。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
了解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  
 
 

第3周的活动 

1. 思考  材料：纸，铅笔，蜡笔 

 考虑一下您需要遵循的三个规则，制作图片和写一个句子。 

2. 讨论 
 材料：不需要。 

 考虑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并与父母讨论您的想法。  
○您如何在家里帮助别人？  
○您该怎么做才能轮流上学？  
○您如何表现出对社区中人们的尊重？  

3. 
海报  材料： 纸张（任何尺寸都可以），铅笔，蜡笔 

 

 制作海报或画图，以显示在家庭，学校或社区中成为好公民的方法。写一个句子和你的照片一起去。 

  

 哪些家庭可以 
 

● 与您的学生讨论： 
○ 自由对您意味着什么？ 
○ 公平对您意味着什么？ 
○ 人们如何彼此成为好邻居？ 
○ 生活中需要什么规则？ 
○ 尊重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艺术学习活动 
  年级  

 
我们通过艺术来体验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艺术，而艺术教育则为成功的21世纪公民培养了
必不可少的技能和能力。  
这周我们提供学科的活动 戏剧。 
 

第3周的活动 

1. 服装设计 材料：在房子周围找到的材料从家里 

 收集材料，例如：床单，锡箔纸，皮带，纱线，成人服装，园艺工具，厨房用具和运动装备，以使服装表现出
熟悉的故事或您自己的设计之一。 
 
或满足以下要求的艺术标准：TH.1.CR1.1与同伴合作，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概念化服装和
道具。 
 

2. 猜猜情感游戏的 材料：移动的空间，镜子镜子 

 站在前面。练习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以表现出各种情感。你能想到一个感觉很激动的时候吗？疯狂，惊讶，快
乐，孤独，恶心，贪婪，激动的情绪会是什么样？仅使用肢体语言，您还能表现出哪些其他情感？在镜子前练
习后，和家人一起玩“ Guess the Emotion”游戏。他们猜对了您多少种情绪？轮流担任表演者。  
 
或满足以下要求的艺术标准：TH.10.CO1.1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识别角色情感，并将其与个
人体验相关联。 

3. 木偶表演 材料：房子周围的物体，毛绒动物或玩具，纸袋或冰棍（可选）。 
 

 想一想您在房子周围有一些玩具或毛绒玩具，它们可以用作木偶戏的角色。您也可以用纸袋，冰棒等制作木
偶。创建一个短故事，其开头，中间和结尾都包括您的角色。使用房子周围的材料进行整理（可以用毯子盖住
桌子或使用纸板箱）。然后使用您的填充动物，玩具或自制木偶，为您的家人做木偶表演。与家人或兄弟姐妹
一起创建也是一项有趣的活动。  
 
或艺术标准，地址为TH.2.CR2.1。有助于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过程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发展连续剧情。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您的孩子从房子周围收集材料，以制作简单的服装和/或布景。 
● 与您的孩子或兄弟姐妹一起参与创造上述戏剧性的游戏体验。 
● 成为孩子表现出色的听众。  



健康学习活动 
  1级  

 
        人身安全的 
 

学生将展示获得有效信息，产品和服务以增强健康的能力。他们将拥有在房屋内外感到安全的工具。 
 

第3周的活动 

1. 电话号码  材料：标记，纸，胶带，铅笔请 

 向您的孩子解释，在紧急情况下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很重要。写下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大声说出每个数字，请
您的孩子将其复制到纸上。让您的孩子一次用记号笔在纸上写下数字的一位，直到所有数字都放在单独的纸
上。以跳房子或正确的顺序将每张纸放在地板上，然后用胶带将其粘贴下来，以免它们移动。让孩子说出数字
并踩在正确的纸上，然后说出数字直到完成，让他们完成练习。通过重复此练习，您的孩子将记住电话号码。  
 

2. 家庭地址的歌曲 资料：索引卡或纸，铅笔 

 将您的地址写在一张纸上。解释每个数字或单词代表什么。请您的孩子在索引卡上写下房屋/公寓的编号，街道
名称，城市，州和邮政编码。您也可以给卡片编号，以便您的孩子知道顺序。用Frere Jacque或您喜欢的任何
其他曲调演唱地址。  

3. 家居安全 材料：纸和笔 

 与孩子进行坐下谈话，讨论家庭规则和期望，例如，不向陌生人敞开大门，接触药物或清洁产品以及起火时的
处理方法。与您的孩子一起练习停，放，滚和疏散路线。请让您的孩子参与对话，然后让您的孩子列出哪些是
禁止进入的范围以及他们的能力。  

4. 邻里步行 材料：无 

 与您的孩子一起在邻里进行安全步行。与您的孩子讨论您附近的家庭安全规定。您的孩子可以在哪里玩？哪些
邻居可以与他们交谈或参观？关于陌生人的规则是什么？如果您的孩子害怕附近的东西或某人，该怎么办？散
步后，请您的孩子对您重复邻居规则。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孩子练习在真实电话上拨打您的电话号码 
● 将号码放在便条纸上的可见位置上  
● 做您的邻居的地图 
● 让您的孩子知道与谁联系 

 



音乐的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标准将 即兴创作 作为1年级的优先音乐技能。这些活动将使您的学生做出音乐选择，以强化诸
如节拍和适当的演奏技巧等概念。 
 

第三周活动 

1. 
与朋友回声节奏。 
不要忘记你的稳定节奏！ 
 

 
材料：伴侣-兄弟，姐妹，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想像力。 
   示例  

1. 西瓜冰淇淋（ti fi ti ti ti ti） 
2. 球球篮子球（ta ta ti ti ta） 
3. 沿着大厅奔跑（休息）（ti ti ti ti ta，休息） 

 轮流创造彼此的短节奏模式。记住要使它们简短而不要太用力。您可以添加单词以使节奏更容易重复。 

2. 
 
表演！ 
 
 

 
材料：木勺，厨房锅/锅，其他器皿 
如果这些材料不可用，您可以通过拍手，行进，按扣等方式身体。 
 

 使用使用厨房中的物品演奏不同的节奏。为每个项目分配节奏。轮流一起玩和分开玩。谁会大声或安静地演
奏？你会打快还是慢？ 
节奏示例： 
大锅玩“ Ta Ta Ta Ta” 
汤匙玩“ Ta Ta Ti-ti Ta” 
汤罐玩“ Ti-ti Ti-ti Ta Ta” 

3. 做鼓手！ 材料：桶或鼓的桌子；  
铅笔或筷子作为鼓槌。 

  
创建 自己的节奏来播放或使用下面的图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做音乐可能是与您家中的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轮流分享您喜欢的歌曲。 
● 要求您的学生通过说话或鼓掌为您演奏一些节奏。 

 



体育体育课的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包括练习运动技能和运动方式，并运用这些技能和知识来维持体育课以外的积极生活方式。 
 

第三周的活动 

1. 舞会 资料：电视，广播，电话或计算机 

 打开您喜欢的音乐和舞蹈，直到不能跳舞为止！成人和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时，这项活动可能会很有趣。
随您喜欢的音乐制作舞蹈例程，然后教或教您的家人也很有趣。就像运动一样，跳舞可以提高您的心跳速度！ 
 

2.  练习卡 材料：纸牌或骰子 

 选择一张卡，将其翻转，然后进行该次数的运动或运动。示例：如果您选择5-做5个跳跃插孔。如果您选择10-
仰卧起坐10。与父母或伴侣一起玩游戏。运动可能包括俯卧撑，伸展运动，一只脚跳跳，跳绳！  
 

3. 动物冒险骰子 材料：剪刀，胶水或胶带 

 切出下面的两个骰子。折成几行，然后塑造成一个立方体。使用胶水或胶带将侧面连接到翻盖上。准备好骰子
后，请滚动两个骰子。像动物一样移动一段时间。继续滚动和游戏，每轮轮流滚动骰子。  
 

4. 障碍物 材料：家用物品（枕头，椅子，硬纸板等）， 

 与伴侣一起使用您在家中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制作障碍物。包括您必须以不同方式练习移动，上下左右移动的
障碍物。看看您能多快完成障碍路线！ 
 

 家庭可以做什么在家庭 
 

● 之外度过一段时间。  
● 散步并尝试不同的运动模式。通过疾驰，跳过，跳动或滑落不同的街区将其混合起来。  
● 注意您的心律和呼吸随着不同动作的变化。谈论为什么会这样。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一级  

 
俄勒冈共同核心标准要求一年级学生能够参加谈话，请按照经讨论，建立在别人的想法规则一致，并提
出问题，清理混乱（SL.1，SL .3）。此外，要求学生使用细节来产生完整的句子，以清楚地表达思想和
感受（SL.6，SL.4）。 
 

第3周的活动 

1. 数学连接 材料：家庭周围的 

 物体使用物体的形状玩“ I Spy”。例如，环顾房间，找到可以识别的形状。 “我监视的东西是正方形，圆形，矩
形，圆柱体，金字塔，球形，立方体，圆锥形等。”学生可以使用其2D和3D形状词汇与家人一起玩。  
例如：球（球形），餐巾纸（正方形），玻璃（圆柱体），窗户（矩形），时钟（圆形） 
 

2. 研究动物 材料：书籍，录像带，铅笔，纸 

 让孩子想起他们是动物对学习感兴趣。使用书籍，视频，文章等研究该主题。写出5句话/画有关他们所学知识
的图片。  
 

3. 阅读连接 材料： Dinosaur Chase》 FR Storey的《（在阅读材料中） 

 阅读《 Dinosaur Chase》之后， 回想着一些愚蠢的，有趣的，可怕的，或有趣的梦的 ， 你有过。告诉家人您
的3个梦。确保使用“首先”，“下一步”，“然后”和“最后”。  
 

4. 餐桌谈话 材料：无 

 当您坐在餐桌旁时，轮流询问并回答以下一些愚蠢的问题： 
列举出将带您去荒岛的5件事。  
1 .____ 2 .____ 3 .____ 4 .____ 5 .____ 
如果您可以拥有一种超级能力，那会是什么？ 
-我要_____，因为_____。 
是什么让您开心？ 
____和____使我开心。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坐下来完成每个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用完整的句子提问和回答问题。 
● 帮助您的孩子选择一种动物来研究和寻找资源（书籍，视频）， 
● 鼓励您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梦想，并给予他们夸奖或向他们提出有关梦想的问题。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一 
  年级的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是帮助孩子方式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三周的活动 

1. 听力工具的 材料：无 

 听力工具强调了阅读他人的信号和言语并关注我们内部信息的重要性。我们用眼睛，耳朵和心灵聆听。通过说
话者的眼睛，肢体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未说的内容。记住要全心全意，使我们能够注意到对方的感受，并同
情我们站在别人的鞋子中时的感受。 
 
请家庭成员告诉您他们的生活。告诉他们您将用眼睛，耳朵，心灵和心脏聆听。请记住，当您的家人讲话时，
您只会听。他们谈完话后，问他们是否可以告诉您您在使用眼睛，耳朵，思想和心脏。他们怎么知道？然后让
他们为您做同样的事情。 

2. 清理空间（房间，背包） 材料：可能需要一天以上的时间 

  
● 视觉混乱会分散注意力。  
● 清理和整理空间可以让您集中注意力几分钟，以便您决定将物品放置在何处以及存放和丢弃的物
品。  

● 清理空间后，您就可以为集中精力并开始工作提供更多的精神和情感能量。 

3. 颜色！ 材料：纸，蜡笔，记号笔，铅笔 

  
● 着色是练习正念的简便方法。 
● 它需要全神贯注，并且需要您放慢脚步，思考正在做的事情，让其他事情变得头脑清醒。 
● 着色也使我们从紧张，焦虑和压力中解脱出来。这使得添加到一天结束的例程中成为完美的事情。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听您的孩子。这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让某人 只听 可以有所帮助。如果您询问他们的
表现如何，并且他们告诉您他们“很好”，请继续询问（在其他时间）。孩子们可能并不总是拥有正确
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感受。 

● 请放心。经常。提醒他们，我们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 重要的是，尽管您和您的孩子正在保持隔离，但没有人会感到完全孤立。抓住机会与他人互动，即
使距离很远（6英尺），也可以通过电话，在线或通过蜗牛邮件与他人互动！ 

● 照顾好自己！成人实行自我保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人。 



 
 
 
第四周 



阅读一学习活动 
  年级的  

在一年级的学生中，需要在 提示和支持下阅读年级水平的参考文本。  家长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
自学，与他人交谈或听书）来支持此标准。 

第4周的活动 

1. 一年级 资料：页面底部的方框，铅笔 

 单词从“单词”列表中选择10个新单词。将它们写到页面底部的框中。练习每天阅读这些内容。 

2. 恐龙骨骼不要旋转 （背面文字）〜参考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 

 的故事在阅读故事之前，请问孩子对恐龙有什么了解。说说它。给您的孩子读这个故事或让他们读给您听。  

3. 恐龙无骨 （背面文字）〜参考文本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重新读故事“恐龙无骨” 给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阅读“ FLUENCY”，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然
后找到并圈出您认为对描述恐龙很重要的词汇。写下或说出其他可以描述森林的词。 

4. 恐龙无骨 （背面文字）〜参考文字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重新读故事“恐龙无骨给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阅读“ FLUENCY”，就像我们说话一样。讲
述或写下您从故事中学到的两个事实。 

5. 恐龙，不要旋转 （背面文字）〜信息性文字
和 恐龙，要追随者 （背面文字）〜小说，第
3周 

材料：活动背面的故事，铅笔 

 阅读故事“恐龙不旋转”，然后“DINOSAUR CHASE再次给您的孩子”。他们也可以自己阅读。告诉您的孩子阅读“ 
FLUENCY”，就像我们说话一样。让您的孩子讲或写“相似性”，即两个故事之间相同且不同的事物。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重读故事有助于建立孩子的阅读流利度和自信心。  
● 给您的孩子计时，看看他们在一分钟内能读多少正确的单词。重新阅读以提高准确性和流
畅时间。  

● 查找有关恐龙的其他书籍，以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 
● 注意并练习您的孩子难以阅读的单词。 

 
在这里写10个SIGHT WORDS：  
 
     

     

 





 

标题1的阅读活动1  
  年级  

 
俄勒冈标准将语音和音素意识确定为一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阅读单
词。 
 

第4周的活动 

1. 练习音素意识技能：更改单词中的第一个
声音。 

材料：这是一项口头活动，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任何单词来完成。他
们只能大声地做，不能有字母。  

 父母说这个词。孩子重复这个词。父母说要改变的声音（不是字母）。孩子说新词。 
 
以下是一些示例：  

单词 更改 响应 

 

2. 
练习从文本“ Puff”中读出单词。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出这些单词：  

 

 
读成人应该指向单词，让孩子将单词中的所有发音告诉他们，而不要在发音之间停下来。示例：  

 

3. 阅读故事。  材料：故事在下一页。 

 让学生练习阅读故事（多次）。 

4. 拼写。  材料：故事中的单词“吹”。 

 对您的孩子说一句话。让您的孩子重复这个单词，并说出单词中的发音（每种发音要抬起手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学生喜欢的家庭中的所有文本。  
● 让孩子改变单词中的第一个声音来重新发音。 
● 让孩子练习说出在房子周围发现的单词（在书本，杂志，在线，标签上）。 
● 给您的孩子单词拼写。让他们说出声音，然后写下单词。 



 

 



一写作学习活动一 
  年级年级  

的通用核心标准是让学生写一些信息故事。他们应该说出一个他们很了解的话题，至少说出三个事实，
并提供一个结局。 
使用此可选的句子框架来组织报告。 
 

让我告诉大家有关_____________的信息。 
首先，____________________（谁/什么） 
另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解释） 
这就是___________如此__________的原因。 

第4周的活动 

1. 有关我家庭的所有 资料：纸，铅笔，蜡笔 

 您的学生将介绍一个话题：他们的家庭。说明三个或更多事实，并以结尾句结束。  

2. 关于宠物（或其他动物）的所有 材料：纸，铅笔，蜡笔 

 您的学生将介绍一个主题：动物。说明三个或更多事实，并以结尾句结束。  

3. 关于天气的所有信息（任何类型） 材质：纸，铅笔，蜡笔 

 您的学生将介绍一个主题：天气。说明三个或更多事实，并以结尾句结束。  

4. 关于您最喜欢的书的全部 材料：纸，铅笔，蜡笔 

 您的学生将介绍一个主题：最喜欢的书。说明三个或更多事实，并以结尾句结束。  

5. 有关生命周期的所有信息（树木，苹果，
向日葵，植物，青蛙或蝴蝶） 材料：纸，铅笔，蜡笔 

 您的学生将介绍一个主题：生命周期。说明三个或更多事实，并以结尾句结束。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可以 
 

● 通过阅读有关植物，动物或其他主题的非小说类书籍来扩展信息写作。他们可以做一个海报来介
绍他们学到的信息。 

● 对于动物的报告包括：饮食，栖息地，图表，外观，婴儿，地图 
 

 



对于数学学习活动 
  1级  

 
一年级学生的前pected到 内20使用加法和减法来解决字问题 涉及增加，从服用，放在一起，拆开，并且
比较，例如，通过使用对象，附图和方程与未知数字的符号表示问题。 
 

第4周的活动 

1. 购票20张（附加） 材料：小物件，铅笔，纸，十帧 

 使用计数器和其他策略解决以下数学问题。 
薄熙来买了20张门票，在他学校的“家庭欢乐之夜”玩游戏。他希望
每个游戏至少玩一次。他需要使用所有门票。每个游戏他可能玩几
次？找到至少两种方法可以做到。使用表为您提供帮助。  

2. 男孩和女孩 材料：小物体，数字线，十个框架，铅笔，钢笔 

 数学题使用两种或多种策略解决以下数学题。 
a. 班上有9个男孩和8个女孩。班上共有多少个孩子？ 
b. 班上有15个孩子。 9个是男孩，其余的是女孩。班上有几个女孩？ 
c. 班上有18个孩子。有一些男孩和8个女孩。班上有几个男孩？ 

**根据学生的数学水平，使数字更大或更小。  
 

 
3. 宠物蛇 材料：小物体，数字线，十个框架，铅笔，钢笔 

 使用两种或更多种策略解决以下数学问题。 
a. 全班有一条宠物蛇。那是12英寸长。它又长了3英寸。现在多久了？ 
b. 全班有一条宠物蛇。那是15英寸长。它长了几英寸。现在是18英寸长。它长了几英寸？ 
c. 全班有一条宠物蛇。它又长了4英寸。现在是19英寸长。开始多长时间了？ 

**根据学生的数学水平，使数字更大或更小。 
 

4. 创意故事问题的 材料：纸，铅笔，钢笔，蜡笔，工艺品用品 

 从生活中选择一种情况。写一个故事问题，例如您本周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并画图进行说明。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每天数学：强调日常活动中的加法和减法事实。例如，设置桌子时，说“我们有3个盘子和5个人。我
们还需要多少？是! 3加2是5，而5-3是2。” 

● 将零食时间转变为数学时间： 给您的孩子几个最喜欢的零食（饼干，浆果等）。用他们吃的东西弥
补加减题。示例：从17个蓝莓开始。您的孩子吃了5.剩下多少？  



 
 
 
 
 
 
 
 
 
 
 
 
 
 
 
 
 
 
 
 
 
 
 
 
 
 
 
 
 
 
 
 
 
 
 
 
 
 
 
 
 

这是的示例 一个组成部分 整体： 7 + 5 =？ ＆5 +？= 12或12-5 =？ 
 

 



面向科学学习活动 
  1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的规定，一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进行讲解和进行调查，以提供证据证明振动的材料可以发出声音
，而声音可以使材料振动。  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研究声音和振动之间的关系。 
 

第4周的活动 

1. 声音步行 材料：纸和铅笔 

 这可以在散步时，坐在院子中或在开着窗户的房子里完成。只需保持静止即可，闭上眼睛至少聆听30秒。然后睁开
眼睛，写下您听到的声音或噪音清单。尝试确定发出声音的原因。  您能模仿听到的声音吗？  移到另一个地方再做
一次，然后比较在不同地方听到的声音。您用什么词来形容声音？是大声还是安静？嗡嗡声或铃声？它有高，中或
低音高吗？  

2. 长声与短声 素材：在家中发现的物体 

 短声是不会像在桌上敲铅笔一样持续的声音。长声是持续不断的声音，就像在金属上敲铅笔一样。看看您是否可以
在家中用不同的物体发出短声和长声。什么东西发出长声音？什么东西发出短促的声音？ 

3. 柔和大声的声音 材质：无 

 您认为会发出更大声的声音是火车还是狮子？为什么？您认为会发出柔和的声音（鼠标还是蝴蝶）的声音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同时发出柔和的声音和响亮的声音吗？向家人解释您的想法。 

4. 声波实验 材料：搅拌碗，撒兰纸，饼干薄饼或金属锅，未煮熟的大米茶匙和金
属勺。如果没有这些确切的物品，请发挥创造力，看看是否有类似的
东西可以使用，例如豆类，麦片或铝箔。 

 盖好碗，盖上保鲜膜。将一小勺未煮熟的米饭放在撒兰卷上。将金属锅放在碗附近的空气中。用金属汤匙砸锅，观
察效果。您会听到一些声音并看到一些声音。米饭怎么了？您为什么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 

5.  做一个可以摇摇晃晃的乐器 材料：两个纸盘或杯子，胶带和大米。  
如果没有这些物品，请发挥创造力，然后查看可以找到的东西，例如
豆子，便士，碎石，大理石，带盖的空容器，塑料杯和盖，卫生纸卷
，橡皮筋，细绳等 

 。您可以在家中摇晃和嘎嘎作响的乐器。计划要使用的材料，并设计如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尝试一下。它是如何
工作的？可以改善吗？使用不同的材料或不同的设计制作另一个。比较这两种工具。他们听起来不同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制作吸管kazoo（材料：塑料吸管，剪刀） 
a. 咬住 吸管的一端使其变 平。 
b. 切开 平整的末端以形成 V形。 
c. 打开 稍微吸管的扁平部分。 
d. 将 V放在嘴里 吹打。 

● 设计和/或制造类似于鼓的乐器。 
● 您的家人可以使用家居用品作为乐队吗？ 
● 讨论您最喜欢的乐器及其工作原理。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1年级  

 
 

俄勒冈州共同核心州标准希望一年级学生能够  
在学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学生的学校和其他学校之间建立联系。  
 
 

第四周活动 

1. 贡献  
材料：纸，铅笔，蜡笔或记号笔定居 

 想想来自其他国家来这里的人们所做的贡献。  拍张照片并写一个句子。 

2. 庆祝活动的  材料：纸，铅笔，蜡笔或记号笔 
 

 现在，传统食品，语言和庆祝活动已成为美国经验的一部分。 

3. 移民 材料：纸，铅笔，蜡笔或记号笔 
 

 您认识从其他国家移民到这里的人吗？  拍张照片并写一个句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阅读并与一年级学生讨论活动。讨论您的学生制作的照片。  
● 与您的一年级学生谈谈他们在家里度过的这段时间里失踪的其他一些学生。讨论： 

○ 我们的家庭与家人有什么共同点？ 
○ 我们的家庭有什么不同？ 
○ 当我们可以再次在一起时，您想与您的朋友做什么？ 



一艺术学习活动 
  年级  

 
我们通过艺术来体验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艺术，而艺术教育则为成功的21世纪公民培养了
必不可少的技能和能力。这周我们提供学科的活动 戏剧。   
 

第4周的活动 

1. 讲剧场 材料：简单的故事书 

 选择熟悉的故事书或手头上的书。在读取页面时采取行动，或使用内存从头，中间和结尾重述熟悉的故事。  
 
或满足以下要求的艺术标准：TH.1.CR1.1.3  确定手势和动作可用于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创
建或复述故事的方式。 
 
 

2. 练习移情 资料：伴侣/家庭成员 

 决定哪个伴侣将练习移情，哪个伴侣将扮演角色。请考虑以下4种情况。  
1. 一个朋友在操场上受伤，膝盖被刮伤了。您能说些什么来安慰/帮助您的朋友？ 角色扮演，练习你会说
的话！  

2. 您会看到一个同学独自一人坐在操场的长凳上，看起来很难过。您能说些什么来安慰/帮助这位朋友？  
3. 你的同学有东西要分享！他们刚从假期回来，并有一份纪念品想给你看。他们给你看完之后，你会怎么
说呢？  

4. 您在地毯时间不小心踩到别人的手指。他们大喊：“哎呀”，眼里含着泪水。你会说和做什么？  
 
或满足的艺术标准：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过程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识别角色情感，并将其与个人体验相关联。  
 
 

3. 编写故事 材料：伴侣/家庭成员 
 

 与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轮流编排故事情节。一旦您的故事有了开头，结尾和结尾，就可以与您的家人一起完成
您创建的故事。  
 
或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TH.2.CR2.1 有助于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发展连续剧情。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去剧院玩！自己为家庭表演。 
●  编写一个使用所有家庭成员的作品。  
● 记录您的作品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与亲朋好友分享。 
● 与您的孩子一起扮演角色。给孩子更多可能需要同理心的场景。  
● 角色扮演过程中的模型移情。 



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健康标准的要求学生了解与实践健康增强行为和设定健康目标有关的概念。以下活动将帮助您的
学生了解如何保持健康和强壮。  
 

第四周活动 

1. 创下纪录！                 材料：秒表或计时器（在许多手机上）  

 让您的学生尽可能快地跑50码（或您想要的任何距离-可能到那棵树然后向后！）。教孩子们如何使用秒表计
时跑步。记录时间到最接近的秒。让学生为自己想要跑步的速度制定目标。以最快的速度排列5个最快的时
间。使用这些时间作为打败其他比赛的时间。 

2. 运动会影响您的呼吸和心跳                   材质：秒表或计时器（在许多手机上）  
 

 教您的学生如何感觉自己的脉搏（脖子最容易）。让他们计算一下静坐十秒钟后感觉到的心跳数。您还可以让
他们计算一下静坐10秒钟后他们要呼吸多少次。接下来，让您的学生跑步，跳过或做起重器一分钟。让他们测
试自己的脉搏并再次呼吸。询问学生他们发现了什么差异。 
 

3. 锻炼保持安全                         材料时要：无 

 讨论进行各种锻炼或活动时要保持安全可能需要哪些材料或设备。为什么我们需要此设备，它有什么保护？  
● 骑车时如何确保安全？  
● 在阳光下玩吗？  
● 玩学生最喜欢的运动吗？  

4. 弯曲和伸展                          材料：无 

 说明：身体中有数百块肌肉。您的肌肉每天都喜欢伸展。适当的伸展运动可以防止肌肉受伤。伸展时，您可能
会感到轻微的拉力。切勿过度拉伸以至于感到疼痛。 让学生学习这种简单的韵律和动作： 

● 弯曲和伸展，伸向星星（站直，双手高举） 
● 出现木星，出现火星。 （左右弯曲） 
● 弯曲并伸展，伸向天空（挺直，双手伸展） 
● 向上站立在脚尖向上的脚尖上。 （tip起脚尖） 
● 弯曲并伸展，到达月球（站直，双手高举） 
● 绕着地球转，中午躲藏起来。 （将手臂和上半身围成一个圈，将身体扭成一个小球）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每天一次出去散步，骑自行车或与您的学生慢跑！讨论如何使他们的心脏，肌肉和肺保持健康。  
● 创建一个图表并检查您在一周中锻炼的日子。制定目标以提高绩效。  
● 每天有一个舞会！轮流播放您喜欢的音乐和学生的音乐。  



音乐学习活动将 
  1级  

 
俄勒冈标准的 单独表演和与他人一起表演 作为1年级的一项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通过练习，排练和完
善表演或构图来帮助您的学生建立信心以及技术技能  
 

第四周活动 

1. 表演 围巾常规！ 材料：围巾，缎带或其他织物。 

 创建 动作来搭配您喜欢的歌曲。尝试一些能显示音乐感觉的动作。与学生练习，然后互相表演。哪些词可以 
形容 您的歌曲？ 
 

2. 唱“ Down By the Bay”“ Down By the Bay”的 素材：歌词 
 

 唱歌，并与家人一起为这首歌制作愚蠢的押韵。  
填空以弥补自己的韵律！ 
“您见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吗？在海湾” 
 
示例： 
在海湾，那里的西瓜长得/回我的家我不敢去/ 
因为如果我这样做，我的母亲会说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熊，梳理他的头发’？ /在海湾旁边。 
 
您甚至可以画出自己愚蠢的押韵图片，与他人分享并帮助您记住自己的歌曲。将您的照片装订在一起或用胶带
将它们粘在一起，然后制成一本书。 
 

3.  
表演！ 材料：可选：纸张，记号笔，工艺品用品。 

 演奏您在课堂上学到的歌曲。 （您甚至可以与youtube视频一起唱歌）。创建门票，海报，程序，装饰舞台区
域...要有创意！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唱歌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并发展他们的音乐能力！ 
● 您可以通过做艺术项目或研究自己喜欢的乐队来与音乐联系。 
● 唱歌喜欢的书可能是一种有趣的创作方式！ 



体育体育学习活动 
  1级  

 
俄勒冈州俄勒冈州标准的包括认识体育活动的价值，应用与运动和表现有关的知识和策略，以及在与他
人合作时表现出责任与合作。 
 

第4周的活动 

1. 瑜伽 材料：无 

 答：简单的瑜伽姿势。瑜伽的好处是可以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做。 
B：这里有一些您可以在家练习瑜伽的例子。  

1. 战士姿势：假装您是一位冲浪者，前脚朝前，膝盖稍有弯曲，另一只脚向后退一步，脚趾指向侧面。抬
起手臂，使其与地面平行并稍微向前倾斜。再一次，假装自己像一个冲浪者，总是保持膝盖弯曲。 

2. 树式姿势：站立在一条腿上，将另一只脚的脚底放在您站立的腿的内部，并平衡一只腿。双手合十将手
臂放在头顶上方。保持10秒钟。 

3. 向下的狗：弯下腰，将手掌放在地板上。将脚向后退，并倒置一个字母“ V”。拉直双腿，放松头颈，这
样您就可以在双腿之间向后看。 
 

C：为什么：为了获得灵活性和平衡。 

2. 跳跃 材料：无 

 。您可以一只脚跳跃并着陆吗？两只脚？ 
您需要多少跳才能进入整个房间？ 
你能跳起来用胳膊或腿塑造形状吗？ 
累之前，您可以连续跳几次？你可以跳过一些东西吗？  
请记住，当您着地弯曲膝盖吸收跳动时！ 
向父母挑战-您能跳多高？ 
 
原因：降低身体强度，灵活性，娱乐性和平衡性。 

3. 动物竞赛 材料：用于制作起跑线和终点线的物品， 

 在家里或人行道上作为短距离的不同动物相互比赛。  
● 像兔子，青蛙或袋鼠跳跃像 
● 一样鸭子一样蹒跚，像树懒一样缓慢行走，或者像猎豹一样快速奔跑 
● 额外的挑战：螃蟹行走（腹部抬起，用手和脚在地面上行走）或独轮车（学生与他们一起行走）伙伴举
起双手来举手）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合作是每门体育课上练习的一项技能。在家中查找任务，与家人一起工作。这些可能是拼图，棋盘游戏
或家务。  

● 谈论合作以及与他人合作意味着什么。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一级  

俄勒冈共同核心标准要求一年级学生能够参加谈话，请按照经讨论，建立在别人的想法规则一致，并提
出问题，清理混乱（SL.1，SL .3）。此外，要求学生使用细节来产生完整的句子，以清楚地表达思想和
感受（SL.6，SL.4）。 

第4周的活动 

1. 数学连接 材料：时钟 

 练习讲时间。学生知道如何将时间分辨为一个小时和半小时。问你的学生，“现在几点了？”您的学生可以回答
：“现在是______。”询问有关时钟的问题。例如，时针是哪只手？时针是____指针。分针是哪只手？分针是
___手。 ____几点是几点？讨论您在早晨，下午和晚上的工作。你早上做什么？我醒来，吃早餐，刷牙。你在
下午做什么？我看书，吃午餐，练习数学。你在晚上做什么？我吃晚餐，洗个澡，上床睡觉。 

2. 
 
动物研究（续） 
 

 
材料：书籍，视频，铅笔，纸 
 

 让您的孩子在完成研究后向家人介绍他们的研究。然后，问您的孩子有关他们研究的动物的一些问题，并鼓励
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回答：  
示例问题 
您为什么选择这种动物？您从_________中学到了什么？ 
这个______住在哪里？我们可以_______作为宠物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3. 阅读连接 材料： 恐龙骨骼不要腐烂 Dale Cooper的（在阅读材料中） 

 阅读 Dinoosaur Bones不要腐烂之后，请 思考这个故事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以及您如何知道。告诉您的家人您的
主要想法和三个原因。  
这个故事的主要思想是______。 
我知道这是因为，在故事中，它说/谈论了_______，_______和_______。 

4. 餐桌谈话  材料：无  

 当您坐在餐桌旁时，轮流询问并回答以下一些愚蠢的问题： 
醒来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当我第一次醒来时，我想到了______，然后我想到了______。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我最喜欢的电影是_____，因为_____。  
您每天都在做什么？我每天_____或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坐下来完成每个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在提问和回答问题时使用完整的句子。 
● 迅速与您的孩子对话，讨论他们过去几周参加的活动。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一 
  年级的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是帮助孩子方式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四周活动 

1. 移情工具 材料：无 

 移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被定义为“参与他人的感受或想法的能力”。同情他人就是对自己的感受有
所了解。同情是理解，善良和宽恕的根源。 
 
请家庭成员告诉您他们现在正遇到的困难。告诉您的家人，当他们不得不做困难的事情时，您觉得他们的感觉
如何。您对他们的感受是否正确？与家人一起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在您脑海中突出的某个人，您觉得他们的感觉
如何？你怎么知道的？ 

2. 重新建立人际关系 材料：电话，纸，铅笔，邮票，  

  
● 与您关心的朋友，家人联系，让他们知道对您有多重要。  
● 养育人际关系需要每天注意。 
● 对这些关系表示感谢，可以加强联系，并使我们与关心的人保持联系。 

3. 帮帮忙！ 材料：  

 询问您如何通过做3个额外的杂务来在家中提供帮助。 

4. 出去！ 材料：纸，铅笔，蜡笔，记号笔，步行鞋 

 散步，数数一下您看到的盛开花朵的颜色，或将它们画在纸上。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听您的孩子。这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让某人 只听 可以有所帮助。如果您询问他们的
表现如何，并且他们告诉您他们“很好”，请继续询问（在其他时间）。孩子们可能并不总是拥有正确
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感受。 

● 请放心。经常。提醒他们，我们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 重要的是，尽管您和您的孩子正在保持隔离，但没有人会感到完全孤立。抓住机会与他人互动，即
使距离很远（6英尺），也可以通过电话，在线或通过蜗牛邮件与他人互动！ 

● 照顾好自己！成人实行自我保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