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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学习活动 
  2年级的  

 
学生将能够重新认识和阅读适合年级的不规则拼写单词，以足够的准确性和流利性阅读以支持理解，以
有目的和理解的方式阅读年级水平的文本，并以准确，适当的比例，口头阅读年级水平的文本，和连续
阅读时的表情。 
 

第一周的活动 

1. 词汇词： 

 

                      材料： 纸，铅笔 

 “ABC顺序”： 在纸上，按字母顺序写出词汇词。写完它们后，与大人一起大声朗读这些单词。 

2.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蜡笔或彩色铅笔 

 “写彩虹词”：在纸上，用不同的颜色写下您的词汇词。每个字母应使用不同的颜色。写下所有单词后，与成人
一起大声朗读这些单词。 

3.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剪刀 

 抽认卡练习： 拿剪刀剪出卡纸大小的纸。在每张纸上，写一个词汇词。混合单词，然后将它们朝下放在一堆
中。让一个成年人给你看这个单词，然后大声朗读每个单词。练习这个程序。  
抽认卡练习结束时，请一位成人对您的词汇进行拼写测试。 

4. 理解练习： 材料：理解段落在下一页。 

 阅读理解能力是理解正在阅读的内容的能力。本周几次大声朗读以下故事。每次阅读时，回答几个理解问题，
以了解您还记得多少！ 
问题：  
阅读前： 您最喜欢在动物园看到的动物是什么？你喜欢在动物园看蛇吗？您认为住在动物园里感觉如何？ 
看完之后：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在动物园见到史蒂夫？史蒂夫想做什么？史蒂夫实际上在做什么？为什么每个人
都在尖叫并奔跑？ 

5. 流利实践： 材料：流利度段落在下一页。 

 流利度是指我们流畅且表达能力强的阅读方式。这个星期要阅读3-5次，每次阅读时都要自己安排时间。随着
您对文本的熟悉，阅读所需的时间应该缩短！不要走得太快以至于无法理解！ 
 
方向：（大声朗读这段时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或者一分钟内可以看到多少个单词。每次尝试您都应该能够阅
读更多单词。） 
第一次：_____第二次：_____第三次：______第4次：_____第五次：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父母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与他人交流或倾听）来支持该标准。 
 
 
 



活动 4-  
理解能力： 

 
 
活动5- 

 



标题1阅读的学习活动 
   等级2个  

 
俄勒冈2级标准的要求，阅读时学生们会告诉文字“长，短元音”之间的区别。 这将帮助学生进行解码，从
而帮助他们变得更强大，更流利的读者。 
 

第一周的活动 

1. 用“沉默的e（长元音）”复习单词。 
 

材料：纸和铅笔，印刷材料（书，杂志，食品盒/罐，上面有单词的
任何东西！） 
 

 让您的孩子寻找五个单词的末尾带有“ silent e”（例如：“ home，tune” ，湖泊，风筝，这些”）。让他们把单词
写在纸上，然后大声读出来。为每个单词写一个句子。  

2. 用“元音短”复习单词。  材料：纸和铅笔，印刷材料（书籍，杂志，食品盒或罐头，上面有
任何文字！） 
 

 让您的孩子寻找五个带有短元音的文字（例如：“猫，宠物，工具箱，锅” ，挖”）。让您的孩子在一张纸上写下
并大声朗读。为每个单词写一个句子。 

3. 检查其中有“元音组”的单词。  材料：纸和铅笔，印刷材料（书籍，杂志，食品盒或罐子，上面有
任何文字！） 
 

 让您的孩子寻找五个带有“元音组”的文字（例如：“ rai n，博士EAM，b OAT”）。让您的孩子在一张纸上写下并
大声朗读。为每个单词写一个句子。 
  

4. 用“长而短的元音”复习单词。 材料：纸，铅笔，剪刀 

 收集您在过去三天内发现的文字。将每个单词写在小纸片或便签纸上。将它们混合并分为两类：“元音短”和“元
音长”的单词。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每天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20分钟的。  
● 当您的孩子在阅读时努力发音时，请给他们一些时间，然后再告诉他们单词。他们说完一
个字后，请他们回头重新读一遍句子。  

● 挑战您的孩子使用他们本周发现的所有单词写一个愚蠢的故事。 
 



写作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写作标准表明，学生应该能够 撰写叙述自己的叙述，以叙述精心策划的事件或简短
的事件序列。  
 

第1周的活动 

1. 选择提示 材料：纸，铅笔 

 选择以下提示之一。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想法。列出清单，画一个文字网，或根据您的想法写下想法。 
 

提示1 提示2 

在学校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想一想您在二年级时在学校度过的美好
一天。那天发生的事情使它变得如此伟大？  

我在家的时间 
 

想一想自从这段时间在家之后，您做了什么。在这段时间
内，您做了什么来保持忙碌？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使用您的集思广益的想法来组织您的想法（考虑一下它在图形组织器上的外观）。包括一个主题句子以介绍您的写作，包
括4个使用过渡词的详细信息（首先，下一个，然后，最后），最后一个句子结束您的段落。 

3. 书写草稿 材料：纸，铅笔 

 使用整理页书写草稿。您的段落总共应该有6个句子。为您的写作添加标题。 

4. 修改和编辑粗略的草案 材料：纸，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你...... 

❏ 写一个标题？ 
❏ 向您的写作介绍主题句子？ 
❏ 包括4个细节吗？ 

❏ 使用过渡词作为您的详细信息（首先，下一个，然后，最
后）？ 

❏ 在您的段落结尾加上结束语？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在单词之间放置手指空格？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编写最终草案 材料：纸，铅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用最好的文字编写最终草案。  

 家庭可以做什么 
扩展的学习选项 

● 如果您可以访问Google文档或Word文档，请练习打字技能并发表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老师！ 
 

其他写作活动 
● 写信给家人或朋友，然后邮寄给他们。 
● 发送电子邮件给您的老师或校长。他们希望收到您的来信！ 
● 用手写工作。在房子周围或书本中找到单词，并练习用最好的笔迹书写。 



数学学习活动 
  2级  

 
在二年级的学生收集数据，使用不同类型的图表表示的数据，他们收集了有关数据的回答比较问题。这
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练习不同类型的绘图，并向他们展示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学。  
 

第1周的活动 

1. 家庭最爱调查 材料：纸和铅笔，请参阅背面的“图形类型”。  

 想一想您最喜欢的5种食物。向您的家人询问“这5种选择中您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将结果记录在统计表上。
您可能需要打电话给更多的家庭成员以获取更多调查数据。您可以将理货图表变成条形图吗？您还可以问家人
哪些其他调查问题（尝试提出可以有4个选择的问题。）想法：最喜欢的季节，最喜欢的去处，最喜欢的餐厅
，最喜欢的运动队，家庭活动，电影或表演。  
 

2. 鞋子测量和象形文字 材料：测量工具（尺，卷尺，卷尺，铅笔和纸） 

 测量房子中不同鞋子的长度，您可以使用英寸或厘米。制作数据图表以记录鞋子的长度。您可以使用数据图表
绘制折线图。您也可以使用鞋子绘制图表！将尺寸相同的鞋子排列成象形文字。如果您在家中没有测量工具，
则您的学生可以用纸或绳子做成一个。  
 

3. 您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条形图活动 材料：纸，铅笔，着色材料 

 查看房屋中的壁橱或梳妆台，并记录所见衬衫的不同颜色。制作一个理货图表以记录您的数据。收集完壁橱中
所有有关衬衫的数据后，制作象形文字。为象形文字上色以匹配衬衫的颜色。您也可以搭配裤子或袜子来做！ 
 

4. 数据收集驾驶的汽车 材料：纸，铅笔，着色材料 

 坐在房屋的窗户旁，记录下您开车经过的不同颜色的汽车。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后，制
作一个条形图以显示看到的颜色的汽车。给条形图上色以匹配汽车的颜色。如果您开车兜风，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您家附近有一个大型停车场，您还可以记录停车场中汽车的颜色。  
 

5. 动手整理和绘图 材料：纸，铅笔，着色材料，要分类 

 的收藏品查找家里的东西的收藏品（例如：火柴盒车，蜡笔，动物雕像，水果圈，书籍等）。图表，其中包含
您在集合中看到的所有颜色。然后，通过排列项目以使其与图表上的颜色匹配来对项目进行排序。计算每个物
品有多少。现在，您已经制作了3D条形图！拍摄您制作的图形的照片，然后将其发送给您的老师。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学生对他们收集的数据进行观察。问他们“关于数据您会注意到三件事？”您还可以根据数据弥补
数学问题。 “ ________比_________多多少？” “如果将______和________的数量加起来，那将赚多
少？” 
 



 



科学学习活动  
 2级  

 
山高次年级的学生应该能够对物质及其属性识别和理解的三种状态。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学生 观察 和 描述 
事物。 
 

第1周的活动 

1. 科学家用他们的5种感官来描述  材料：收集各种家用物品（应该包括可以食用的东西），纸和
铅笔 

 选择一个项目并使用 形容词 来 描述  它。它什么 看起来 像（红色，圆形）？它什么 闻起来 像（咸的，酸的）？这
是什么 感觉 （平滑，粗糙）？它什么尝起来 像（甜，苦）？ 

2. 什么是事项？  材料：纸和铅笔 

 SOLID ， LIQUID  和 GAS  SCAVENGER HUNT：学生将论文分为三部分。环顾房屋，以 识别 和 记录 固体，液体
或气体。 

3. 物质的性能 材料：每1个项目：固体，液体，气体 

 让孩子 观察  和 描述 每个项目：有什么 特殊 的事情的每一个状态。   
示例： 牛奶是液体。它采用容器的形状并倾倒。  

4. 准备做饭；测量 材料：量杯和量匙，水或饭（任何可以舀）一个大的容器 

 学生将 探索 使用测量工具：  
● 让学生们通过刮取和浇米饭实验到量杯和汤匙。 
● 命名不同的大小：1杯，1/2杯，⅓杯，¼杯，大汤匙，茶匙。 

 
让他们先进行 预测 ，然后再尝试每个。 

● 1整杯可装满½杯？ 1整杯有多少¼杯装满？ 
● 一整杯可装多少⅓杯？有多少¼杯子可以装满½杯子？ 
● 几汤匙可装满一杯？弥补自己的问题。 

挑战：   使用2个或更多不同大小的杯子，您可以用哪种不同的方式填充1个杯子？ 

5. 制作通心粉和奶酪 材料：1盒卡夫通心粉和奶酪，人造黄油或黄油，牛奶（任何
包装食品都可以） 

 准备  
● 量取 6杯水在锅中。 
● 将水煮沸，然后加入通心粉，并将计时器设置为7分钟30秒。 
● 通心粉烹饪时，量取 4汤匙黄油和 1/4杯牛奶 
● 沥干通心粉，混合即可享用！ 

问题： 
● 通心粉加热后如何变化？锅里的水怎么办？ 
● 水需要什么状态？ （固体，液体，气体） 

挑战： 
● 要制作2盒，3盒，1/2盒需要多少水，黄油和牛奶？  
● 让学生使用量杯和汤匙进行实验以找到答案。 

 家庭可以做的无 
 

● 根啤酒漂浮物：无根啤酒漂浮物由无根啤酒和香草冰淇淋制成，具有所有三种状态（固态：冰淇淋，  液体：
生啤酒和气泡是 气体）。 

● 形容词寻宝游戏：选择一本书并寻找描述单词的方法。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2级  

 
俄勒冈社会研究标准确定 地理 作为二年级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了解如何使用地图和其他
地理工具上的基本信息来定位，识别和描述社区的自然和人文特征。  

目标：练习绘制社区 
 

第1周的活动 

1. 地图我的邻居地图 材料：纸，铅笔，着色工具 

 绘制并标记邻居的地图。包括颜色和关键识别功能。 
●  挑战：添加北向，北向，东向，西向四个主要方向的罗盘玫瑰。 

2. 讨论 材料：学生地图 

 与您的家人讨论您想去的地方。使用您的地图，使用“ first”，“ first”，“ next”，“ last”和“ last”等词来解释如何到
达目的地。  

●  挑战：向您的方向添加北，南，东和西等字词。  

3. 撰写有关 资料：纸，铅笔 

 写下您在社区中最喜欢的地方。确保您有一个开始，至少3个支持细节和结束语/结论。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玩游戏时，家庭成员使用地图词汇指导如何从房屋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例如-首先向北走5步。
然后，向右转。最后，采取3个小步骤。你应该在洗手间！ 
 

 罗盘玫瑰 



艺术学习活动 
 2年级  

 
我们体验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艺术，而艺术教育为21世纪成功的公民培养了必不可少的技能和
能力。本周，我们将分享学科的活动 戏剧，视觉艺术和舞蹈等！ 
 

第一周活动 

1. 跳舞字母！ 
 

材料：无！ 
 

 学生们在唱歌时会用自己的身体与身体形成每个字母！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DA.1.CR1.2，1.探索受各种刺激启发的运动，并提出运动思想的其他来源。 

2. 带有发现的物体的静物 材料：在家中或院子中的各种物体从 

 您的房屋或外部收集物品以进行新发明或艺术品。在工作时，用手指制作“相框”以查看您的创作，或者用假想
的相机“拍照”！ 
 
满足的艺术标准：VA：Cr1.1.2 a。共同头脑风暴，以多种方式解决艺术或设计问题。  

3. 生命周期绩效 材料：无 

 How如何生长？考虑并讨论生命周期的所有不同部分。制定出一个过程，例如植物或青蛙的生命周期。您如何
用身体来代表循环中的每个步骤？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TH.3.CR3.2 2.参与即兴创作或脚本制作的戏剧/剧院作品中的肢体和声音探索，并为之做出贡献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学生收集安全的物体来制作代表您孩子的东西的拼贴画喜欢做某事或代表学生自己。 
● 向您的学生询问周期的不同部分。让他们教你！解释需要深入的思考，（排序，词汇和语法练
习）。 

● 让它变得有趣！   



健康学习活动 
  2年级  

 
什么和为什么：保持安全！  

● 练习安全的习惯和技巧，以避免某些与街道安全有关的常见危害。 
● 与父母一起制定计划，以防万一发生火灾。 
● 注意并为紧急情况下的呼叫对象做好准备。 

 
第一周的活动 

1. 角色扮演过马路 材料：没有！ 

 角色扮演过马路。在两个房间之间使用门道作为街角。假装走到拐角处；向左，向右，向左看。确保没有“汽
车”要来。然后，交叉。 
 
现在，假装走在街上。有一个家庭成员假装成陌生人走在街上。他或她正试图载您回家。表现得好像处于危险
之中。假装逃跑以引起某人的注意。 

2. 在汽车角色扮演  材料中的：四 

 把椅子彼此相邻放置两把椅子，后面放两把椅子：假装您在汽车里。练习坐在自己的后排座位上，系上安全带
，不要挂在车窗上，以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驾驶员可能会在家中由成年人扮演）。不要忘记安全带！如果
您家中还有其他孩子，请他们爬上船，但也要坚持遵守安全规则。 

3. 制定消防安全计划 材料：纸，铅笔，蜡笔 

 绘制房屋平面图。与成人一起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火灾时如何离开家。另外，提出一个计划，让您离开家
或公寓后会面。不要忘记画烟雾探测器！每层至少应有一个，卧室区域应至少有一个。烟雾探测器中的电池应
在10月和4月更换。 

4. 您要打给谁？ 材料：纸，铅笔 

 紧急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知道与谁通话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与成年人一起， 
列出您在紧急情况下拨打的重要电话号码。将其挂在安全的地方，您的家人可以 
轻松获取这些号码。强调在紧急情况下，您应该拨打911。 
包括：警察，火灾，中毒控制，医院，妈妈，爸爸，亲戚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孩子讨论发生火灾时的处理方法：停下来，摔倒和翻滚，走低并走出去…… 
● 确保您的孩子知道重要的消防安全提示：不要玩火柴或打火机，不要让蜡烛燃烧，不要将易燃物
品放在火炉旁，不要过度插入太多设备一个出口 
 



音乐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音乐标准将针对特定目的的即兴节奏和旋律音乐理念确定为二年级的优先技能。能够说明自己选
择乐器的个人原因并为听众表演的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音乐家的所作所为。 
 

第一周活动 

1. 做音乐！ 材料：金属锅，平底锅，锅盖，木汤匙 

 在房屋周围找到这些物品。请务必先征得父母的同意！与您喜欢的歌曲或音乐一起播放，或制作自己的歌曲。 
 

2. 制作振动器 材料：带盖，豆子或爆米花仁，大米的空容器用 

 家用物品（非倾斜）制作您自己的振动器乐器音高 

3. 发现 材料：装满不同水平的玻璃杯或马克杯（大小相似）水，金属勺子 

 从少量到几乎充满水，装满各种玻璃杯。用金属勺 轻轻 敲击每个玻璃杯的侧面，创造自己的旋律。 （投 
 

）

4 击鼓 材料：桶，纸箱，空塑料容器 

 用你的双手，创造利用各种材料击鼓节奏。  
 

5. 成为摇滚明星！ 资料：使用您一周内创造的所有乐器 

 为您的家人举办一场音乐会！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学生解释他们创造的不同声音（即，高，低，响亮，柔和）。 
● 让您的学生描述为什么选择他们选择/创建的“乐器”。 
● 与您的学生一起比赛，组成一个“乐队”。 
● 让学生选择与慢速，快速，大声且柔和的音乐一起播放和/或创作音乐。 
● 播放为您的学生提供的节奏。 

 

 



体育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体育标准 认识到个人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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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活动
将帮助您挑战身体并保持运动。  
 

第1周的活动 

1. 完成3个回合 材料：无 

 高膝盖30秒 
7 pe子（以站立姿势开始，跌落到俯卧撑位置，再跳回去） 
14下蹲 

2. 完成5个回合 材料：无 

 5个俯卧撑  
5个上等面包 

3. 完成6轮 材料：无 

 10个俯卧撑 
10下蹲 
10个仰卧起坐 

4
。 完整的1轮 材料：无 

 5跳跃式起重器 
50蹲下 
25俯卧撑 

10 burpees 

 

5. 完整的1轮 材料：无 

 30秒高膝盖 
30蹲， 
仰卧起坐20 
俯卧撑 
5 burpees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开始和结束美好的一天的一天。 
Mindful Minute是当前时刻的60秒安静时间。不要想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您的思维开始漂移，请专注于呼吸。 Mindful Minute是一天中任何时候使用的好工具，尤其
是当您感到不知所措，焦虑，发狂或只需要集中精力时。  

● 一天的开始Mindful Minute一天的  
● 结束Mindful Minute 



 
口语和听力学习活动 

   2级  

在二年级，学生将 参加对话来描述主要思想，收集信息和/或深化主题的理解。这些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
供完整的句子说和使用学术语言的机会。  

第一周活动 

1. 玩游戏！ 材质：棋盘/纸牌游戏，例如Candyland，Sorry，Chutes and 
Ladders，Uno，Go Fish等 

 。作为一个家庭玩棋盘或纸牌游戏。在您开始之前，请阅读说明，并让您的孩子以自己的语言重复说明。他们
可以按顺序排列指示：“首先，您要抓一张卡片。接下来，您在板上移动了三个空格……。”向他们提问：“如果
我拿到红牌，那我该怎么办？” “当我掷6时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赢？”鼓励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回应。演奏时继
续进行对话，询问他们为什么将他们移到某个地方或放下特定的卡片。玩得开心！ 

2. 吃午饭！ 材料：面包，花生酱，果冻，黄油刀或汤匙，纸，铅笔，蜡笔（可
选） 

 教您的孩子制作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按顺序进行。使用排序词（首先，然后是下一个，然后是最后一个）来
完成整个过程，首先要收集您的原料（面包，花生酱，果冻，小刀或汤匙）并逐步描述过程，直到他们吃了三
明治并清理。如果遇到挑战，学生可以画出并标记过程中的步骤，并向其他人解释该过程。 

3. 去散散步！ 材料：无 

 当您在附近走动时，鼓励您的孩子使用形容词，动词和副词来描述他们看到的东西。例：我看到一只黑鸟在天
上飞快。我注意到院子里盛开着一朵鲜艳的红色花朵。尝试至少提出5个描述。在回家的路上，您可以玩猜游
戏“ I Spy”。一个人说出一个线索：“我监视蓝色。”另一个人猜测，“是那朵花吗？是天空吗？”练习轮流练习，
并使用完整的句子作为线索和答案。 

4. 晚餐会话入门 材料：下面的问题，碗（可选） 

 当您坐在一起吃饭或吃零食时，轮流用完整的句子提问和回答问题。问题可以很简单，例如“您最喜欢的颜色是
什么？为什么？”或更深入的信息，例如“如果一天看不见你该怎么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想法是：“您每天爱
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能遇到会遇到的任何人？”，“如果能给您的朋友买任何礼物，那会是什么？” “如果
您拥有任何超级英雄的力量，那会是什么？”和“您现在在想什么？”  

 有什么家庭可以 
 

● 让您的孩子参与对话！这些活动是在做其他事情时与您的孩子交谈的简单，基本的方法，但是您可以全
天随时进行对话。他们在YouTube上花费时间吗？向他们询问他们正在观看的节目。他们玩电子游戏
吗？向他们询问游戏规则，角色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  

● 不要接受一个单词的答案。孩子们应该使用完整的句子来提问和回答一切。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2年级的  

 
健康和自我护理活动应该是帮助您的孩子方式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1周的活动 

1. 呼吸工具  材料：纸，蜡笔或记号笔 

 当您心烦意乱时，深层清洁呼吸可以帮助您停下来并使自己平静下来。下面是它的工作原理。屏住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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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地数1 ... 2 ... 3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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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为1 ... 2 ... 3…进行3
次。 
 
使用呼吸工具绘制自己的照片。屏息呼吸。 

2. 感恩 材料：铅笔，蜡笔，纸  

 每个人的家中都有一些他们无法没有的东西。您在家中有什么值得感谢的物品？画一张物品的图片，并用以下
句子加上标签：我很感激____因为______。 

3. 仁慈行为 材料：纸，铅笔  

 在一张小纸上，给家庭成员写一个便条，告诉他们您最喜欢他们的什么。把它藏在某个地方，让他们发现并感
到惊讶！  

4. 脑力激荡  材料：计时器/时钟可选的 

 彩虹清道夫狩猎！四处走走，找到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如果需要，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看看可以
多快找到这些项目。查找粉红色，棕色，黑色和白色的东西的奖励！  

5. 正念/冥想 资料：无 

 想像一下你面前的一朵花。如果需要，请闭上眼睛。这是你见过的最美丽的花！您能在脑海中看到花朵的颜色
吗？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长时间通过鼻子闻一闻，让所有空气通过嘴巴排出。你的花闻起来不是很香吗？再次
通过鼻子闻一闻，让所有空气通过嘴巴排出。再通过鼻子闻一闻，让所有空气通过嘴巴排出。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大人可以在沮丧或压力过大时进行深呼吸的建模。告诉孩子使用呼吸工具的时间。 “我现
在正在使用呼吸工具，是因为我感到___。” 

 
● 鼓励您的孩子在感到压力，不堪重负或沮丧时，甚至在他们只是需要休息时，也要使用呼
吸工具。  

 
 



 
 
 
第二周 



学习活动，读 
 二年级  

学生将能够于recognize和阅读品位相适应不规则拼写的单词，以足够的精度和流畅性，以支持理解，读
年级水平的文字与目的阅读和理解并能准确地口头阅读年级水平的文字，适当的比率和连续读数的表达
方式。 
 

第2周的活动 

1.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蜡笔或彩色铅笔 

 带有图片的： 词为每个词汇词创建一个图片图片 ，并将该单词写在图片下方。使用彩色铅笔或蜡笔在图片中
添加更多细节。完成图片并写出词汇后，请阅读单词并与成人分享您的图片。  

2. 
词汇词：  

 

            材料：纸和铅笔 

 理货标记活动： 在家中四处走动，并在一张纸上做理标记，以显示可以找到多少个词汇词。您可以查看书籍，
杂志，食谱，棋盘游戏等 

。

3. 
词汇词：  

 

           材料：纸和铅笔的 

 句子： 用词汇词写完整的句子。用铅笔在词汇上划下划线。练习与成人在家阅读句子。完成句子后，让成人对
您的词汇进行拼写测试。  

4. 阅读理解  材料：理解通道是下一个页面上。 

 阅读理解能力是理解正在阅读的内容的能力。这周几次大声朗读下面的文章。每次阅读时，回答几个理解问题
，以了解您还记得多少！ 
问题：  
在阅读之前： 您对袋鼠了解多少？袋鼠有什么独特之处？您想了解袋鼠的什么知识？ 
阅读后： 在哪里可以找到袋鼠？袋鼠的宝宝叫什么名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袋鼠如何旅行？写下有关袋鼠的
一个有趣的事实。 

5. 流利实践： 材料：流利度段落在下一页。 

 流利度是指我们流畅且表达能力强的阅读方式。这个星期要阅读3-5次，每次阅读时都要自己安排时间。随着
您对文本的熟悉，阅读所需的时间应该缩短！不要走得太快以至于无法理解！ 
 
第一次：_____第二次：_____第三次：_____第四次：_____第五次：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父母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向别人读书或倾听）来支持这一标准。 

 



 
 
 
 
 

 



学习标题1读活动 
  二年级  

 

在二年级的学生 需要，能够与通用后缀解码的话。后缀可帮助学生了解单词的含义，从而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所阅读的内容。  
 

第二周活动 

1.  解码以“ -ly”结尾的单词。 材料：铅笔，纸 

 写以下单词：“慢，突，软，快，友，深”。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词，但在末尾加上“ -ly”（例如：慢，慢）。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2. 解码以“ -ful”结尾的单词。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几句话：“希望，惊奇，痛苦，帮助，伤害，恐惧。”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在每个单词“（例如：hope，hopeful）”的末尾添加后缀“ -ful”。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3. 解码以“-”结尾的单词。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字样：“政府，参观，航行，武装，指示，指示”。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字，但是这次在每个字的末尾添加“-或”后缀。单词“（例如：gover，governor）。”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4. 解码以“ -er”结尾的单词。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字样：“教书，作弊，阅读，唱歌，斋戒，吃东西”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词，但是这次在每个词的末尾添加“ -er”后缀“（例如：教，老师）”一词。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孩子用他们本周创建的清单中的每个单词写一个句子。讨论添加结尾如何改变我们使用该
词的方式。  

● 用带后缀的单词表现出来，让您的孩子猜出您正在扮演的单词。 
● 与孩子一起阅读时，遇到它们时请指出这些单词模式。  
● 对于上面列出的每个后缀，请查看还有哪些其他词具有相同的结尾。保留一份运行清单，看看到
本周末您能提出多少建议。  



写作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写作标准表明，学生应该能够 使用事实，细节或例子来撰写信息性文章，以支持写
作。 
 

第2周的活动 

1. 选择一个提示 材料：纸，铅笔 

 选择以下提示之一。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想法。列出清单，画一个文字网，或根据您的想法写下想法。 
 

提示1 提示2 

我最喜欢的动物/宠物 
 

考虑一下您喜欢的动物或宠物。考虑一下您了解的有关动
物的一些事实（3-4个事实），然后写一段文字来教某人有

关该动物的知识！ 

如何_____ 
 
考虑如何做自己喜欢的餐或点心。你怎么做到的？写一段

描述您要实现的步骤！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使用您的集思广益的想法来组织您的想法（考虑一下它在图形组织器上的外观）。包括一个主题句子以介绍您的写作，酌
情使用过渡词（第一个，下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包含4个详细信息，最后一个句子结束您的段落。 

3. 写下您的草稿 材料：纸，铅笔 

 使用整理纸来写下您的草稿。您的段落总共应该有6个句子。为您的写作添加标题。 

4. 修改和编辑粗略的草案 材料：纸，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你...... 

❏ 写一个标题？ 
❏ 向您的写作介绍主题句子？ 
❏ 包括4个细节吗？ 

❏ 使用过渡词作为您的详细信息（首先，下一个，然后，最
后）？ （如果适用） 

❏ 以结尾句结束您的段落？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在单词之间放置手指空格？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编写最终稿 材料：纸，铅笔，字典（如果有） 

 用最好的文字编写最终稿。 

 家庭可以做什么 
扩展的学习选项 

● 如果您可以访问Google文档或Word文档，请练习打字技能并发表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
的老师！ 

其他写作活动 
● 写信给家人或朋友，然后邮寄给他们。 
● 发送电子邮件给您的老师或校长。他们希望收到您的来信！ 
● 用手写工作。在房子周围或书本中找到单词，并练习用最好的笔迹书写。 



数学学习活动 
 2年级的  

 
俄勒冈州的数学标准确定了 从模拟和数字时钟到最接近的5分钟的讲和写时间，并适当地将AM和PM 作为
2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以互动和实用的方式练习这些技能。 
 

第2周的活动 

1.
需

要 
多少时间？ 材料：纸，铅笔 

 要求您的孩子写下白天开始活动的时间。例如：阅读，屏幕时间，琐事等。他们可以通过绘制一个模拟时钟来
做到这一点 （请参见第2页） 并编写数字时间。完成活动后，他们可以通过绘制模拟时钟并编写数字时间来记
录结束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找出该活动花费了多少时间！  
 

2. 呼啦圈时钟 材料：呼啦圈（可选），人行道粉笔，纸和铅笔 

 让您的孩子在人行道上画一个圆圈（以呼啦圈为指南）。接下来让他们画时钟。在模拟时钟下画一条线。给您
的孩子一点时间练习绘画。例如：从12：00、12：30开始，然后以5分钟为间隔增加时间。 12：35、1：05
等。然后在下面的行中编写数字时间来挑战他们！如果上述耗材不可用，也可以使用纸和铅笔完成此操作。  
 

3. 日程安排 材料：纸和铅笔（如果标记，请标记） 

 有让您的孩子为您的家人制定日程安排！让他们通过画时钟并写下任务的内容来包括他们开始活动的时间。例
如，早餐8:00 AM，阅读时间8:30 AM等。请确保添加AM和PM。讨论早上和下午/晚上会发生什么活动。使用
颜色使之有趣并张贴在您全家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在您所坚持的时代旁给自己一颗星星！  
 

4. 告诉时间配对 材料：便签纸，剪刀，铅笔。塑胶鸡蛋（可选） 

 使用便签卡将一天的一半时间切成最接近的5分钟，其中一半是使用模拟时钟图片，另一半是数字时间。混合
卡片，并尝试将卡片配对在一起。示例：4:45数字和模拟。您还可以使用塑料鸡蛋，在一端绘制模拟时钟，在
另一端绘制数字时间。拆开鸡蛋，找到一起去的鸡蛋。还可以将便签卡变成记忆游戏！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讲时间在二年级非常重要。我们试图专注于这一点，并全年练习！使其有趣但也有意义。即使一天中只
有几分钟的时间，您也可以练习问孩子现在几点了？多少时间过去了？什么时候____？是上午还是下
午？玩得开心！  

 
 
 

 
 
 
 
 



 
 



学习科学活动 
  2级  

 
山高次年级学生应能对此事及其属性标识和描述的三种状态。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学生 观察 和 描述 事物。 
 

第二周活动 

1. 水真神奇！ 材料：塑料水壶或冰块托盘，纸和铅笔 

 冷冻时水如何变化？将瓶子装满至顶部，拧紧瓶盖，或将冰块托盘装满至顶部，直到几乎溢出为止。将其放入冰箱。 的 
预测 使会发生水什么。让它设置六个小时。 画出 和 描述 用发生了什么事 形容词。 

2. 液体的比较和对比 材料：2种不同的液体，例如肥皂，水或油，铅笔，纸等 

 观察 ，请用两种液体 五种感官。  将您的论文分为3个部分。这些液体有何不同？这两种液体如何相同？ 

3. 什么溶于水？  材料：水和各种粉状物质，铅笔，纸 

 溶解 是指 消失。将几杯水装满。将一汤匙物质1放入杯子中并搅拌。对每种粉末状物质重复上述步骤。每个使用一个单独
的杯子。记录您的发现。 
问题：________溶于水吗？  
回答： 是的，____溶于水。不，________不溶于水。 

4. 苹果片饼干 材料：全苹果，花生酱或传播的类型，3浇头（葡萄干巧克力片，迷你棉
花糖，或者你在柜子里有），铅笔和纸 

 注意：  您可以使用任何你有;吐司，年糕或百吉饼和奶油芝士 
 
切割之前切成薄片的：问一下您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个苹果上切几轮？ 

● 将苹果切成圆形，像饼干一样，而不是楔子（切成4个饼干）。 
● 撒上花生酱并添加浇头（确保每个浇头的编号相同）。 

问题： 您在每个浇头中使用了多少个4个cookie？ 
● 您需要6、8或10个cookie的每个浇头多少个。仅2个cookie有多少个？ 
● 绘制 和 描述 使用Cookie 5种感官。 

5. 花生酱Cheerio酒吧 材料：  3/4杯花生酱，1/2杯蜂蜜（如果您不使用JIF这样的甜花生酱，则
添加更多蜂蜜） 
3杯Cheerios™谷物（或选择自己的食谱） 

 问题：  
● 花生酱会怎样 加热 ？ 
● 多少个 相等的 您可以在8x8平底锅中制作块（或任何大小）？ 
● 制作2盘Cheerio酒吧，您需要每种成分多少钱？  

烹饪说明： 
● 只需在炉子上或微波炉中将花生酱和蜂蜜融化在一起即可。 
● 混入3杯普通Cheerios，搅拌，然后将混合物倒入衬有8×8羊皮纸的烤盘中。向下压混合物，使其紧实，覆盖，然
后冷藏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切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厨房化学：让您的孩子做饭。混合不同的食物并添加冷热食品将帮助他们了解周围的事物。 
● 冰块：  给您的学生一盘冰块。让他们试验融化时间，下沉或漂浮，添加热水和冷水。 



面向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2年级的  

 
俄勒冈州社会研究标准将 公民 作为第二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在参与规则制定时以
他人的观点来表达个人观点。他们还将帮助评估个人，团体和社区如何管理冲突并促进正义与公平。 

目标： 调查什么才能造就好公民。 
 

第2周的活动 

1.
做 一个好公民 材料：纸，铅笔，着色工具 

 绘制并标记一张图片，以显示您如何在家里成为好公民。考虑一下您如何在家展示您的学校规则。  

2. 谈论 材料：成为一名好公民论文 

 与您的家人谈论在家中成为一名好公民。使用您的图片来说明如何做到尊重，安全和负责。  
 

3. 撰写有关 资料：纸，铅笔 

 制作两栏图表/ T形图。一侧标上“好公民有/有/有...”，另一侧标上“好公民没有/没有/没有……”在每列/每侧至少
列出3个想法。例如-好公民对父母有帮助。好公民不会发脾气。 

● 扩展：将您的清单变成一段段落，比较好公民的作为和不作为。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当您观看儿童电视节目时，告诉家人何时以及如何成为好公民。 
● 养家糊口家里时， 

○ 当我们都在现在成为好公民意味着什么？ 
● 想想您在家人中认识的人，您认为自己是好公民。  

○ 讨论 
■ 为什么这个人是好公民？ 
■ 讲真实的故事或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人显示出自己的国籍。  
■ 我们如何向这个人学习？ 

 



艺术学习活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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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分享学科的活动 戏剧，视觉艺术和舞蹈等！ 
 

第2周的活动 

1. 商业创作 材料：无 

 创建商业广告来出售或解释服务或物品。为您的广告使用不同的声音和动作。  
 
适用于：rts标准  
TH.3.CR3.2，1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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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适应对话。 

2. 跳舞！ 材质：无 

 创建带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舞蹈例程。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DA.2.CR2.2，1.创建一个舞蹈短语，其开头，中间和结尾都有清晰的主题，并具有一个主要思想 

。

3. 绘制出 材料：纸，笔具（铅笔，钢笔等） 

 绘制您的邻居或房屋的地图。 
 
艺术标准： 
涉及的视觉艺术：VA.10.CO1.2 1.创作有关家庭，学校或社区生活中的事件的艺术品（例如，叙事，文件）。 

4.  材料：  

   

5.  材料：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当您在电视上观看广告时，请与您的学生讨论什么是有效的广告。他们说服人们购买产品的策略是什
么？ 

● 观察您孩子的舞蹈常规，然后要求他们描述开始，中间和结束。 
● 从您的家开始，在您的邻居中漫步，以了解要包含在地图中的内容（公园，商店等）。  



健康学习活动 
 2年级的  

 
解释什么是细菌，在哪里找到它们以及它们对您有什么作用。 

 
第2周的活动 

1. 比较和对比患病与健康。 材料：纸和铅笔  

  让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来比较和对比生病和健康。考虑一下生病的感觉：感觉如何以及可以做什么和不能
做什么。考虑一下健康的感觉，以及因为健康可以做些什么。 

● 列出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 列出他们之间的 

相同之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比病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持自己的健康，避免生病。我们可以
采取健康的方法来防止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这样我们就不会生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我们不会经常生病
，我们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 
 

2. 您在哪里找到细菌？  材料：纸和铅笔 

 画一幅画或列出您家里可能发现细菌的地方。 
您和您的家人为清除细菌做了什么事情？ 
与家人讨论为什么一些食物需要冷藏，而其他食物需要煮熟以确保食用安全。 

3. 细菌如何进入我们的体内，我们如何做才
能将其排除在外？ 材料：纸和笔/或角色扮演 

             列出或画出细菌如何进入您的身体以及如何阻止它们进入体内的图片。如果您想扮演角色，请演示（执
行）细菌如何进入以及如何阻止细菌进入并保持健康和安全。  
             保持口腔清洁，保持双手清洁是好事。我们还应该了解其他一些信息，以帮助将细菌排除在我们的“大
身体”之外。当割伤或刮伤时，应始终用肥皂清洗并用绷带盖住。从饮水机喝水时，切勿将嘴直接放在水龙头
上。它充满细菌，可能使您生病。 （经常用肥皂和温水洗手;不要在嘴里放铅笔，发夹或其他物体;不要共用牙
刷等个人物品;不要用干净的眼镜喝酒;用创可贴遮盖伤口;等等。 ） 
 

4 .生病后该怎么办？ 材料：纸和铅笔 

 列出您生病时要做的事情和不要做的事情，包括谁去寻求帮助以及何时应该或不应该吃药。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学习和练习“”的“洗手曲” 叮当铃 

用水洗净，再用肥皂洗净。一天很多次。当您这样做时，您将杀死那些细菌，在您玩耍时找到
您。使用干净的叉子，使用干净的玻璃杯。涵盖所有大刀阔斧。这样，您就可以，远离那些讨厌
的细菌！ 



音乐学习活动 
  2年级  

 
州和国家音乐标准要求二年级的学生必须匹配旋律并表现出音乐的表现力。本周，他们将通过回忆自己
熟悉的旋律，使用歌唱的声音并探索不同水平和声音质量来练习这一点。 
 

第二周活动 

1. 你能猜猜我的歌吗？  材料：与家人或朋友联系的设备或电话（根据需要）。 

 邀请家人（或朋友通过设备）听学生哼着旋律。让人猜这首歌。邀请其他人哼自己的歌。  
 

2. 追踪旋律 
 

材料：钢笔/铅笔和纸，线或任何其他可用于创建线条的物品；歌曲
可能是： 以下歌曲列表中的任何歌曲，任何歌曲 或者您自己的文化
/家庭中的。 

 从音乐课上回忆一首歌。它可以是从Pre-K到现在的任何一首歌曲，也可以是您自己的文化/家庭所知道的一首
歌。唱这首歌，然后用铅笔在纸上描绘旋律，或使用细绳，厨房用具，吸管或其他任何东西来创建旋律的图案
（高音，低音，中音）！跟随您的模式唱歌。 
 

3. 

创建新的歌词 
 

材料：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 
        在如此高的世界上 
        就像天空中的钻石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我如何想知道你是什么。 

 为以“ Twinkle，Twinkle Little Star”（或任何其他简单歌曲）的风格演唱的歌曲（是否记下）创建新歌词。宋主
题：住在家里，整天 
 

4. 宋从家庭 
 
向一个家庭成员教你，他们从自己的家庭
，文化，文物，特殊场合知道一首歌，等  
，如果你唱一起加分！ 
 

材料：无 

5.
人 声探索 材料：任何物体，例如：乐高积木，玩具，闷子，可用于使向上，

向下，保持原样。 

 在房子周围找到一个或一组对象。以向上，向下和保持不变的方式布置它们。将不同音节/元音上的声音移到您
创建的图像上。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倾向于以的声音唱歌 来说太低 对孩子。用耳朵鼓励学生向他们展示他们的歌声



，然后在相同的范围内加入他们，并与他们的起点相匹配。  
 
建议唱歌的： 

 

歌曲音乐探险家的 歌曲您可能知道的其他歌曲 

❏ Wawanko  
❏ Kelefaba 
❏ Trata  
❏ Allahoo  
❏ Rabba 

❏ Tingalayo Obwisana  
❏ 屋子里 
❏ 没人，但Dinah 
❏ 落基山 
❏ Tideo 
❏ Mary穿着她的红裙子 
❏ 绿草长成  
❏ 我给我买了一只猫  
❏ Jennie Jenkins 
❏ 去野餐 
❏ 妈妈帕基塔（Mama Paquita） 
❏ 独木舟歌曲/我的桨 
❏ 你好，世界各地， 
❏ 自幼稚园或学前班起，你还记得音乐课上
的其他歌曲！  

 



学习活动 
  2级  

 
俄勒冈州体育教育标准的 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娱乐，挑战，自我表达和/或社交互动的价值，这些活
动将帮助您挑战身体并保持运动。  
 

第2周的活动 

1. 跳千斤顶 材料：无使 

 身体运动并挑战自己。在1分钟内执行尽可能多的跳跃式起重器。  

2. 伸展 材料：无  

 您可以安全地伸展多少肌肉？每次拉伸10秒钟。  

3. 跳跃 材料：无  

 一只脚跳跃，并尽可能多地命名蔬菜。切换并在另一只脚上执行它。  

4. 投掷和捕获 材料：球或任何折腾了 

 20倍进行1手一甩，反过来 
，1个栓  
 
20倍进行1手一甩，并尝试拍多次尽可能你赶上前 

5. 四角 材料：无 

 角 1：10跳跃运动 
慢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角落 2：5个仰卧起坐 
点动到另一角 
角3： 跳一边到另一边10倍  
操控你的最后一个转弯 
角4： 每边5个手臂圈 
 

 有什么家庭能做到 
 

● 以美好的时光开始和结束您的一天。  
Mindful Minute是当前时刻的60秒安静时间。不要想任何  

            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您的思维开始漂移，请  
            专注于呼吸。 Mindful Minute是一天中任何时候使用的好工具，尤其是当您  
            感到不知所措，焦虑，发狂或只需要集中精力时。  

● 一天的开始Mindful Minute一天的  
● 结束Mindful Minute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2  

 
年级二年级，学生将 参加对话来描述主要思想，收集信息和/或深化主题的理解。这些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
完整的句子说和使用学术语言的机会。   

第2个活动 

1. 科学：物质 材料：寻宝游戏从科学1周，活动2 

 形容上周你在寻宝游戏中的每个项目。使用以下句子框架： 
● 因为____，我可以说_______________是可靠的。 
● 我知道___________和_________是液体，因为它们是____。 
● 根据我的研究，_____________是气体，因为______________。 

您的一项如何从一种物质状态变为另一种物质状态？举个例子。 

2. 社会研究：地图 材料：纸，铅笔，蜡笔（可选） 

 绘制房屋或公寓的地图。使用地图来描述和解释您每天执行的例程。指出地图上的位置时，请使用排序词。示
例：早上例行活动：首先，我起床（指向您的房间），然后走出门到浴室（指向浴室）。接下来，我刷牙。之
后，我去厨房煮一碗麦片粥（指向厨房）…… 
保留您的地图几次以用于其他活动或该活动，以解释全天的不同例程。 

3. 绘画：使用介词 材质：纸，铅笔，蜡笔 

 绘制房间，房子其他地方或想象中的地方的详细图片。使用介词（位置词）描述图片中的所有细节。桌子 在前 
沙发。图片是在墙壁上 在 椅子上。床 下面 在窗户。把你的照片给家人。他们可以问您有关图片的问题，您也
可以使用介词回答问题。 “灯在哪里？” “灯在桌子旁边，床旁边。” 

4. 阅读：复述 材料：段落，书籍或故事 

 告诉某人您本周正在阅读的故事。使用形容词（小，聪明，有趣，担心，老，毛茸茸，绿色）描述字符。解释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哪里？那里是什么样子啊？讲故事的问题。预测角色如何解决问题，或者如果您已经完成
阅读，请解释他们如何解决问题。重述故事时，请务必使用完整的句子，并按顺序（开始，中间，结尾）告诉
细节。 

 有什么家庭可以 
 

● 让您的孩子参与对话！ 这些活动是在做其他事情时与您的孩子交谈的简单，基本的方法，但是您可以全
天随时进行对话。他们在YouTube上花费时间吗？向他们询问他们正在观看的节目。他们玩电子游戏
吗？向他们询问游戏规则，角色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  

● 不要接受一个单词的答案。 孩子们应该使用完整的句子来提问和回答一切。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 
  2年级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成为帮助您的孩子方法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2周的活动 

1. 安静的安全放置工具  材料：纸，蜡笔或记号笔 

 当生活压力很大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放心的地方。安静/安全的地方工具可以是真实的地方，也可以是您
想象中的地方。当我们专注于安全地方的记忆时，我们的身体就会放松。确定可以使您感觉良好的实际身体位
置，或者在您的脑海中创建一个可以反复访问的位置。当您感觉需要冷静或摆脱压力时，请练习去安静/安全的
地方。  
 
让一个比您大的家庭成员回想一下他们的年龄。那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呢？在您最喜欢的
地方画您的家人的照片。然后将自己吸引到安静/安全的地方。 

2. 感激 材料：铅笔，纸 

 想想您欣赏并感激的人。想想一个让你微笑的人！可能是附近或远处的家庭成员，朋友或学校里的某人。通过
给他们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您感激他们，使他们的日子更加美好。画一幅画，随信附上。 
 

3. 仁慈行为 材料：没有 

 想到您可以为家里的每个人做些什么。也许您可以说些客气，做些杂事来帮助他们，或者与他们分享一些东
西。今天填满别人的水桶！它也可能会填满您的水桶！  

4. 脑力激荡  材料：无 

 摇摆！休息一下。寻找一个好地方坐。深吸一口气。摇头，然后眼睛。先摇鼻子然后摇嘴。现在，扭动你的肩
膀。摇动每只手臂并摇动您的手！摆动你的腿。摆动双脚，然后以摆动脚趾结束。  

5. 冥想/正念 资料：无 

 深呼吸。想想您曾经去过的5个让您感到快乐和安全的地方。用你的手数出每个地方并在脑海中描绘出来。想
象一下它的外观，在哪里，可以听到什么声音以及想到的任何令人愉悦的气味。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孩子在感到不知所措，沮丧或仅需休息时使用安静/安全的地方工具。与您的孩子谈
谈您的安静安全地方对您的影响。当您想到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时，您会在海滩，山脉
，舒适的沙发上或一个特别的安静地点拍照吗？  
 



 
 
 
第三周 



阅读学习课程 
⭑2年级⭑ 

 
学生将能够重新认识和阅读与年级相关的不规则拼写单词，以足够的准确性和流利性阅读以支持理解，
有目的和理解地阅读年级水平文字，以及通过口头阅读年级水平文字准确，适当的比率，并在连续的读
数中表达。 
 

第三周的活动 

1. 词汇： 

 

                          材料：纸，铅笔 

 构建故事： 使用故事中的所有词汇来创建故事。确保您的故事有开头，中间，结尾。您的句子应以大写字母开
头，并以结束点结尾。在故事中强调您的词汇。完成故事后，请与大人一起朗读。 

2.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彩色铅笔，蜡笔  

 带图片的： 单词为每个词汇单词创建一个单词图片，并将单词写在图片下方。使用彩色铅笔或蜡笔在图片中添
加更多细节。完成图片并写出词汇后，请阅读单词并与成人分享您的图片。  

3.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剪刀 

 抽认卡练习： 拿剪刀剪出卡纸大小的纸。在每张纸上，写一个词汇词。混合单词，然后将它们朝下放在一堆
中。让一个成年人给你看这个单词，然后大声朗读每个单词。练习这个程序。  
抽认卡练习结束时，请一位成人对您的词汇进行拼写测试。 

4. 阅读理解  材料：理解通道是下一个页面上。 

 阅读理解能力是理解正在阅读的内容的能力。这周几次大声朗读下面的文章。每次阅读时，回答几个理解问题
，以了解您还记得多少！ 
 
问题： 
阅读之前： 您参加过比赛吗？您可以与家人进行什么样的比赛？ 
阅读后： 狮子座住在哪里？狮子座和露西每天喜欢做什么？露西和利奥决定那天举行什么特别活动？动物园参
观者如何看待他们的比赛？ 

5. 流利实践： 材料：流利度段落在下一页。 

 流利度是指我们流畅且表达能力强的阅读方式。这个星期要阅读3-5次，每次阅读时都要自己安排时间。随着
您对文本的熟悉，阅读所需的时间应该缩短！不要走得太快以至于无法理解！ 
第一次：_____第二次：_____第三次：_____第四次：_____第五次：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父母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向别人读书或倾听）来支持这一标准。 
 



 
 
 
 
 

 



学习标题1读活动 
  二年级  

 

在二年级的学生 需要，能够与普通的前缀解码的话。前缀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单词的含义，从而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所阅读的内容。  
 

第3周的活动 

1. 解码带有“ un-”前缀的单词。前缀“ un-”
表示“不是”。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几句话：“拉链，快乐，安全，公平，包装，包裹”。 
现在，输入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在每个单词的开头加上“ un-”（例如：“ zip，unzip”）。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用每个单词告诉他们一个句子。如果可以，请告诉他们前缀“ un-”如何更改单词的含
义。  
 

2. 解码带有前缀“ re-”的单词。前缀“ re-”
表示“再次”。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字眼：“阅读，玩耍，做，拜访，行动，建造”。 
现在，写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在每个单词的开头加上“ re-”（例如：“ read，reread”）。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用每个单词告诉他们一个句子。如果可以的话，告诉他们前缀如何改变单词的含
义。  
 

3. 解码带有前缀“ pre-”的单词。前缀“ 
pre-”表示“ before”。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字样：“加热，煮熟，放置，混合，阅读，付费”。 
现在，写相同的词，但是这次在每个词的开头加上“ re-”（例如：“ heat，reheat”）。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用每个单词告诉他们一个句子。如果可以的话，告诉他们前缀“ pre-”如何改变单词
的含义。 
 

4. 解码带有前缀“ dis-”的单词。前缀“ 
dis-”表示“不/相反”。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词语：“喜欢，信任，感染，放置，同意，掩盖”。 
现在，写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在每个单词的开头加上“ dis-”（例如：“ like，dislike”）。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用每个单词告诉他们一个句子。如果可以的话，告诉他们“ dis-”如何改变单词的含
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孩子用他们本周创建的清单中的每个单词写一个句子。讨论添加前缀如何更改单词
的含义。 

● 当您的孩子阅读时，请他们碰到它们时指出这些前缀。讨论前缀的含义。 
● 对于上面列出的每个前缀，请查看您的孩子可以想出的带有相同前缀的其他单词。保留一
份运行清单，并查看到本周末他们提出了多少。  

● 让您的孩子在本周内使用列表中的至少5个单词来写一个故事。  
 



写作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写作标准表明，学生应该能够 写出表达观点的意见书，提供支持该意见的理由，并
提供结论性声明。  
 

第3周的活动 

1. 选择提示 材料：纸，铅笔 

 选择以下提示之一。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想法。列出清单，画一个文字网，或根据您的想法写下想法。 
 

提示1 提示2 

我最喜欢的玩具 
 

想想您玩过或梦想玩过的所有奇妙玩具。世界上最好的玩
具是什么？  

孩子们的杂务 
 

考虑所有使您的家庭整洁有序的重要杂务。孩子们应该做
家务吗？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使用您的集思广益的想法来组织您的想法（考虑一下它在图形组织器上的外观）。包括陈述您的观点的主题句子，支持您
观点的3-4个理由以及结尾段落的结尾句子。 

3. 书写草稿 材料：纸，铅笔 

 使用整理页书写草稿。您的段落总共应该有5-6个句子。为您的写作添加标题。 

4. 修改和编辑粗略的草案 材料：纸，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你...... 

❏ 写一个标题？ 
❏ 向您的文章介绍一个表达您观点的
主题句子？ 

❏ 包括3-4个理由来支持您的意见？ 
❏ 在您的段落结尾加上结束语？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在单词之间放置手指空格？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编写最终草案 材料：纸，铅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用最好的文字编写最终草案。  

 家庭可以做什么 
扩展的学习选项 

● 如果您可以访问Google文档或Word文档，请练习打字技能并发表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
的老师！ 
 

其他写作活动 
● 写信给家人或朋友，然后邮寄给他们。 
● 发送电子邮件给您的老师或校长。他们希望收到您的来信！ 
● 用手写工作。在房子周围或书本中找到单词，并练习用最好的笔迹书写。 



对于数学学习活动 
 2级  

 
一俄勒冈共同核心国家标准对二 年级的 建设有100内的加减流畅度  这些活动将帮助你的孩子理解的，数
十，数百的地方价值体系。  

第3周活动： 

 补充游戏资料： 了千斤顶，组纸牌  
                                                                                  移除皇后，国王和小丑的一。 ace  
                                                                                  算为1。 

 洗牌并发牌。每个玩家将其牌面朝下放在一堆中。 
玩家在一起将顶部的卡翻转过来，并将其放置在中间。第一个将两张纸牌上的金额相加并喊出答案的玩家拿到了纸牌。 
如果玩家打出不正确的答案，则纸牌将返回堆底。抽出所有纸牌后，获胜者是拥有最多纸牌的玩家。 
变奏： 
减法/乘法  
玩法如上，但玩家发现该差值还是乘法。 

 骰子附加材料： 2个骰子，铅笔，纸和柜台 
                                                                                   （谷物，小玩具，石头），  

 每个玩家掷2个骰子。然后将玩家骰子上显示的数字加在一起。拥有最高数字的玩家赢得回合并取得计数器。继续进行游戏
，直到玩家拥有给定数量的计数器，例如12。  
变化： 
双骰子到100100的 
玩家还可以为每回合添加得分，并且获胜者可以是第一个达到玩家。  

 事实家族                                                    材料： 铅笔和纸   
 
向孩子显示一个相关数字的三角形，例如10。然后，孩子们争分夺先写下家庭中的2个 加法 事实和2个减法事
实，即7 + 3 = 10、3 + 7 = 10、10-3 = 7、10-7 = 3。 
 

 

 

 未知数字资料： 一百张图表（请参阅页面背面） 
 
此游戏与伙伴一起玩。首先告诉您的伴侣，数字范围是从零到一百，如果数字是奇数或偶数。然后，您的伴
侣选择一个数字，然后您回答说该数字更高，更低或您拥有正确的数字。  
例如： 
 
伙伴1。数字范围是0-100，数字是奇数。  
伙伴2。数字是43吗？ 
伙伴1.不，这个数字更大。 
伙伴2。是63吗？ 
伙伴1.不，该数字较低。 
伙伴2。是59吗？ 
合作伙伴1.是的，您输入的号码正确！  
 
 

 

  

可以做什么家庭 
 



 
您是否知道流利的数学事实的日常练习非常重要？它们是高级数学概念的基础。这里有一些活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提
高数学事实的流利度。这些活动可能会持续10到15分钟，并且很有趣！ 
例如： 

● 当您在车上，来回弹跳球，呼啦圈或一起吃饭时，询问孩子的数学事实。 
● 用真钱解决数学事实。 
● 一百张图表  
● 闪存卡的加法和减法。 
● 玩包括数学在内的家庭游戏。 

 
 

 



学习科学活动 
⭑2级⭑ 

 
二 年级的学生应能识别和了解地球在很多方面改变。有些快，有些慢。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学生了解地
球的变化。 
 

第三周的活动 

1. 地貌 材料：铅笔，纸，蜡笔或美术材料 

 地球是由各种 地貌组成的。  
● 绘制 和 标记 尽可能多地：河流，海洋，池塘，山脉，丘陵，岛屿，山谷，瀑布，溪流，海滩。  
● 选择您喜欢的地形并 描述 用文字。 

2. 地球总是在变化 物质：铅笔，纸，蜡笔或艺术品 

 集体 讨论各种不同类型的地球变化： 风蚀，水蚀，火山，龙卷风，飓风，冰川侵蚀，地震，海岸侵蚀。  绘制 
并 标记 每个地球变化。要求您的孩子说出他/她对一种地球变化的了解。 

3. 猎岩 材料：收集袋和岩石 

 进行自然漫步：回家洗净岩石后，收集各种岩石，以便可以看到它们。描述您所看到和感觉到的。用文字描述
颜色，纹理和大小。 

4. 侵蚀我的邻居 材料：无 

 糜烂 是由于受天气（风，水，冷，热）水打破了下来  
● 就拿的迹象在你家附近散步，看 侵蚀 （裂纹，疏松土壤，折断的树枝， 损伤）。 

问题： 
● 您对侵蚀了解多少？ 
● 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侵蚀？ 

5. 侵蚀实验 材料小：小或坚硬的东西，盘子，q尖，牙签，少量水，纸笔 

 甜饼甜饼将饼干放在盘子上（如果可能，在水槽中）  
● 以q尖开始；尝试分解cookie，记录发生的情况。 
● 用牙签分解饼干的两面，记录会发生什么。 
● 用小滴水记录下来。 

问题： 
● Cookie的哪一部分首先被腐蚀？ 
● 什么最有效？ 
● 你能描述侵蚀吗？ 

 什么家庭可以 
 

● 玩 我的地貌：我在想它有_________和________的地貌。您是否在想____________？ 
● 制作自己的 爆炸火山：使用Play-Doh或黏土，形成一个小火山（高2或3英寸），中间有一个洞，然后装
满小苏打。倒入少量醋，看着它吹！！在醋中加入红色食用色素，使熔岩变红。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2级⭑ 

 
俄勒冈社会研究标准查明 Multicultural研究 代表二年级。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在参加规则制定时与
他人比较自己的观点。 
 

第三周活动 

1. 学校午餐 
 规则与家庭午餐规则在  材质：纸，铅笔纸上 

 ● 画两个大的重叠圆圈。将一个圆圈标记为“标记学校午餐” ，另一个为“家庭午餐”。将中间的零件标记为
“Both”。 这称为维恩图。  

● 集思广益并列出家庭午餐规则和学校午餐规则之间的至少3个差异。这些想法进入了各自领域中圈子的
非重叠面。集思广益并列出家庭和学校午餐规则之间的至少3个相似之处。这些想法出现在圈子的重叠
部分。 

●  

2. 讨论 材料：学校午餐规则Venn Diagram纸 

 与家庭午餐规则与您的家人讨论学校午餐规则与家庭午餐规则。使用您的维恩图来解释规则为何不同和/或相
同。  

 

3. 撰写有关 材料：维恩图，纸，铅笔 

 使用维恩图的笔记来写一个段落。确保您以引言开头。例如：有不同的午餐规则和不同的家庭规则。一条学校
规则是_____。一种家庭规则是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家庭成员讨论您希望在学校学习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家里会很好地起作用。  
● 讨论您的家人想要早餐或晚餐时应遵循的规则。 
● 使用添加的新规则制作海报。每当家庭遵循新规则时，都使用积分系统。在家庭获得奖励之前，
为得分数设定一个目标。 



艺术学习活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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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分享学科的活动 戏剧，视觉艺术和舞蹈等！ 
  
 

第3周的活动 

1. 制作生活中的艺术品 材质：纸，书写用具，您拥有的任何美术用品 

 创作和分享一幅受到生活中快乐/积极事件启发的绘画。 
 
满足的艺术标准：第二版VA.1.CR1.2分享艺术作品可以用于传达叙事，经验或思想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 

2. 让故事栩栩如生！ 资料：无 

 使用动作来表现您所读故事的一部分。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1.CR1.2探索受各种刺激启发的运动，并提出运动思想的其他来源。 

3. 成为角色 材料：家中的各种物品请您家中 

 使用所有的材料打扮成书籍，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角色。  
 
满足的艺术标准：TH.9.RE3.2 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使用道具或服装来描述角色，环境或事
件。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有助于集体讨论孩子生活中的一些积极事件。 
● 讨论动作如何表现情感。  
● 帮助收集用于装饰的材料，例如：衣服，纸板，纸张或任何您拥有的东西！ 



健康学习活动 
 2年级  

 
广泛的食物世界 

● 讨论哪些食物对健康有益 
● 了解对身体有益和不健康的影响有益健康的 

 
第3周活动 

1. 爱 材料： 可以画在纸上的纸或笔，蜡笔/标记/铅笔，来自不同食物组
的食物图片，胶水或胶带 

 首先， 谈论不同的食物组：谷物（面包，谷物，大米，面食），水果和蔬菜，乳制品，蛋白质然后讨论：感觉
如何你吃不同的食物吗？有些食物会让您比其他人更健康吗？ （精力更充沛？更专注吗？）之后，从每个食物
类别中切出或绘制食物示例，然后将其附加到“盘子”上。 后，写下一个字来形容每种食物对您的感觉。  

2. 想象一下！  材料：纸，蜡笔/记号笔/铅笔 
 

 想象您刚刚被要求为一本宣传健康零食的杂志设计图片。想一想健康的零食。例如，带全麦饼干的苹果酱，带
低脂酸奶的椒盐脆饼和带低脂奶油干酪和葡萄干的芹菜。制作广告，使人们想吃您的健康零食。  然后 ，L亚伯
绘图，并在您的广告句子。 

3. 让我们做音乐！ 材料：无！ 

 将喜欢的歌曲中的单词替换为其他单词，这些单词会提醒其他人注意健康饮食和遵守食物处理准则的重要性。
为您的家人表演！ 

示例（与三只盲鼠同调）： 
洗手，洗手。 
吃好食物，吃好食物。 
如果您饮食健康，就会保持健康。 
如果洗手，就不会出错。 
一定要整天这样做。 
吃好食物。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准备饭菜和小吃，并讨论哪些食物属于哪个食物组，哪些食物对健康有益，我们在各自食用
时的感觉等  

● 。一起制作音乐和广告。让每个家庭成员履行他们为家庭其他成员创造的一切 



学习活动 
  2年级  

音乐国家音乐标准要求二年级的学生可以创作和表演自己的音乐，并通过音乐选择表达自己。您的学生
将创建和编写自己的节奏模式，或者以他们已经知道的歌曲重写节奏。他们还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尝试
不同的声音和乐器声音，以帮助讲述故事。  
 

第3周的活动 

1. 绘画和书写节奏 材料：纸和铅笔 

 练习绘画/书写以下节奏，确保多次正确地练习绘画。  
请确保在此处看到的颜色： 

 
Ta Rest Ti-Ti 

2. 注音涂上四个节拍的节奏 材料笔上：纸和铅笔  

 将节奏分成四个小节。请记住，每个节奏模式都值得一个完整的节奏（TiTi在一个节奏上是两个声音）。  

3. 创建声音 材料：儿童读物或短篇小说 

 选择您在家中的短篇小说或儿童读物，并使用您创建的乐器，身体敲打声或人声创建声音，以帮助讲述您的故
事。您可以为每个角色或书中的重复声音使用不同的声音。 

4. 鲨鱼 材质：在房屋周围发现的乐器或您自己制作的乐器。 

 小鲨鱼：给每个角色自己的乐器声音或声音（婴儿，妈妈，爸爸，祖父），然后用该声音播放/唱歌“ doo doo 
doo”。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学生从第一周开始寻找乐器或记住乐器。  
● 在纸上画线（___ ___ ___ ___）以勾勒节拍。  
● 帮助找到故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阅读 
● 作为学生的积极积极的听众。  

 
 
 
 
 
 
 
 
 
 
 



学习活动 
  2级  

俄勒冈州体育教育标准的 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娱乐，挑战，自我表达和/或社交互动的价值，这些活
动将帮助您挑战身体并保持运动。  
 

第3周活动 

1. 硬币翻转健身 材料：硬币  

 对于此活动，请获取任何硬币并确定哪一边是正面，哪一侧是尾巴。翻转硬币并进行活动（无论它落在头上还
是尾巴上）。 
 

 
 
 
 

圆头 

 

尾巴 

 

1个 20个跳跃运动 20个高膝盖 

2 30秒合式到位 30秒扭体 

3个 15蹲 15青蛙跳（触摸脚趾，蹿高 

）4 5俯卧撑 10跪俯卧撑 

5 20秒普兰克  20静坐Ups 

6 20踢屁股 20跳起插孔 

7 20秒手臂圈 20秒坐下并伸直脚趾 

8 20兔子跳（站立和跳跃） 20 Jumping Jacks 

9 5俯卧撑 20登山者 

10 15高膝 15踢屁股 

 

2. 字母表健康食品  材料：无 

 为此活动，请寻找一个伴侣（可以是兄弟姐妹，父母，堂兄等）进行挑战。您将列出健康食品，从字母“ A”的
第一个字母一直到“ Z”。轮到谁说这封信的第一个食物。如果您认为所写的字母对健康无益，请做5个跳跃千斤
顶，然后移动到下一个字母。  
 
例如：  

字母 播放器＃1 播放器＃2 

A 苹果 杏仁  

B 蓝莓  Banna想不起 

C 胡萝卜   -（来，有5个跳跃千斤顶）– 



一直到字母Z一直到 

 

3
。 舞会 资料：音乐播放器 

 播放音乐并参加舞会！您可以自己进行此活动，也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其中。您可以提出一种舞蹈套路并
尝试不同的动作。  

4. 剪刀石头布健身  材料：无 

 
选择合作伙伴一起使用剪刀石头布。在之前  
开始游戏，请选择失败者必须的健身活动 
完成。  

示例包括： 
● 5个俯卧撑 
● 10个起重挺举 
● 5个仰卧起坐 
● 5个深蹲 

5. 障碍路线  材料：您选择的任何东西 

 在房屋或院子中创建障碍路线。发挥创意。给自己计时，尝试打发时间！  
 

 家庭可以做什么？以 
● 美好的时光开始和结束您的一天。  

Mindful Minute是当前时刻的60秒安静时间。不要想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您的思维开始漂移，请专注于呼吸。 Mindful Minute是一天中任何时候使用的好工具，尤其
是当您感到不知所措，焦虑，发狂或只需要集中精力时。  

 
● 一天的开始Mindful Minute一天的  
● 结束Mindful Minute将 

 
● 体育活动结合在一起。  
每天花一些时间一起做体育运动。这可以是减轻压力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好方法。如何做到
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于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们像家人一样每天散步。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2  

 
年级二年级，学生将 参加对话来描述主要思想，收集信息和/或深化主题的理解。这些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
完整的句子说和使用学术语言的机会。   

第3周的活动 

1. 谈论玩具 材料：玩具，纸，铅笔，蜡笔 

 详细描述您最喜欢的玩具给家人。为什么是您最喜欢的玩具？请至少说明两个您喜欢它的原因。使用完整的句
子。接下来画一张玩具的图片，并写下两个描述性句子。 

2. 猜测游戏 材料：没有人 

 想到动物。用3-5个完整的句子描述动物。提供所有线索后，让您的伴侣猜出这只动物。 “我的动物很高。它生
活在野外，在世界的热点地区。除此之外，我的动物是橙黄色。我的动物是什么？”与您的伴侣轮流提供线索和
猜测动物。 

3. 播种种子 材料：纸，铅笔，蜡笔 

 现在是春天！与家人中的人讨论如何种植植物。创建一个5步种植指南。从该项目所需的内容开始，然后使用
顺序词引导某人完成这些步骤：首先是，然后是下一步，最后是。写下您的步骤并说明过程中的每个部分。 

4. 隐藏和寻找对象的 材料：家用对象，玩具等。 

 让您的家人将一个对象隐藏在您的一个房间中。您将提出4个问题，以收集寻找对象的线索。使用介词（位置
词）问您的问题。 “是 在之上，之下，之下，之上，之下还是附近…..……？”如果您在4个问题之后猜出对象在
哪里，您将获胜！轮流隐藏对象并猜测隐藏点。 

5. 捉迷藏的物体：地图 材料：家用物体，玩具等，纸，铅笔 

 您可以通过绘制房间或房屋的地图来改变上述活动。然后指示使用地图查找隐藏的对象，看看是否有人可以找
到您隐藏的宝藏。确保指示方向为“从前门开始并向右走。看在咖啡桌下面的沙发旁。” 

 有什么家庭可以 
 

● 让您的孩子参与对话！这些活动是在做其他事情时与您的孩子交谈的简单，基本的方法，但是您可以全
天随时进行对话。他们在YouTube上花费时间吗？向他们询问他们正在观看的节目。他们玩电子游戏
吗？向他们询问游戏规则，角色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  

● 提醒您的学生进行眼神交流并说清楚。 
● 给您的学生时间思考并准备他/她的问题和答案。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 
  2年级  

健康与自我保健应该成为帮助您的孩子方法 保持身心健康的。  
 

第3周的活动 

1. 听力工具  材料：纸，蜡笔或记号笔 

 听力工具提醒我们“用耳朵，眼睛和心脏聆听”。用我们的内心提醒我们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思考如果我们穿着
他们的鞋子会感觉如何。询问您要与之交谈的人，以说出他们所说的感受。你可以说：“我看到你很生气，你
也感到受伤了吗？” 
 
请家庭成员告诉您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练习用耳朵，眼睛，心灵和心脏聆听。然后，当您告诉他们发生在您
身上的事情时，请他们听您讲话。画出您家人一天中发生的事情。确保包括很多细节以表明您在听。  

2. 感激  材料：您居住空间中的各种事物在您 

 的房屋中进行感激的寻宝游戏！找到这些东西，然后想一想你对他们有多感恩：1.某种是你最喜欢的颜色2.某
某你为之感激（如果需要给他们一个拥抱！）  
，可以3.些让你发笑的东西4.那种东西让您快乐5.闻起来或尝起来很好  

3. 善举 材料：与您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 

 考虑您对他们的欣赏并告诉他们后，可以向您的家人每个人都表示赞赏。一个例子可能是：“谢谢妈妈在需要
时总是帮助我。”让其他人知道您对他们的欣赏会帮助他们度过快乐和美好的一天！ 

4. 脑部休息  材料：您的身体和呼吸 

 暂时休息一下！将您的手向上伸到天空并将其握在那里，然后触摸您的脚趾（或向下伸向他们）。重试一次，
伸展时吸气，触碰脚趾时吸气。再重复5次。  

5. 冥想/正念 资料：您的身体和呼吸 

 停止您正在做的事情，以获得一个正念的时刻。坐在地板上的十字形地板上，然后将双手放在膝盖上。专注于
你的呼吸，当你呼吸时说：“我正在呼吸，我正在呼吸。”注意您的身体缓慢而平静下来并享受那种感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孩子在使用他们的 听力工具 与家人发生冲突或有问题时。让他们专注于用听 耳朵 
听清对方在说什么，用自己听 的眼睛 通知的人是怎样的感觉，倾听他们的 心脏 明白为
什么这个人是感觉他们的方式（或者说它们是什么说），并用头脑聆听，以 了解 对方在
说什么。  
 



 
 
 
第四周 



学习活动，读 
 二年级  

 
学生将能够于recognize和阅读品位相适应不规则拼写的单词，以足够的精度和流畅性，以支持理解，读
年级水平的文字与目的阅读和理解并能准确地口头阅读年级水平的文字，适当的比率和连续读数的表达
方式。 
 

第4周的活动 

1.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 

 句子： 用词汇词写完整的句子。用铅笔在词汇上划下划线。练习与成人在家阅读句子。完成句子后，让成人对
您的词汇进行拼写测试。  

2. 

词汇： 

 

材料：纸，铅笔 

 建立故事： 使用故事中的所有词汇来创建故事。确保您的故事有开头，中间，结尾。您的句子应以大写字母开
头，并以结束点结尾。在故事中强调您的词汇。完成故事后，请与大人一起朗读。 

3. 词汇词： 

 

材料：纸，铅笔，剪刀 

 抽认卡练习： 拿剪刀剪出卡纸大小的纸。在每张纸上，写一个词汇词。混合单词，然后将它们朝下放在一堆
中。让一个成年人给你看这个单词，然后大声朗读每个单词。练习这个程序。  
抽认卡练习结束时，请一位成人对您的词汇进行拼写测试。 

4. 阅读理解  材料：理解段落在下一页。  

 阅读理解能力是理解正在阅读的内容的能力。这周几次大声朗读下面的文章。每次阅读时，回答几个理解问题
，以了解您还记得多少！ 
 
问题： 
阅读之前： 您最喜欢哪种熊？为什么？您对熊猫熊有什么了解？您想了解什么熊猫熊？ 
阅读后：用法 解释熊猫与普通熊有两种不同的。熊猫的皮毛长什么样？熊猫熊吃什么？写关于熊猫的两个有趣
的事实。  

5. 流利实践： 材料：流利度段落在下一页。 

 流利度是指我们流畅且表达能力强的阅读方式。这个星期要阅读3-5次，每次阅读时都要自己安排时间。随着
您对文本的熟悉，阅读所需的时间应该缩短！不要走得太快以至于无法理解！ 
第一次：_____第二次：_____第三次：_____第四次：_____第五次：__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父母可以通过每天20分钟（学生自学，向别人读书或倾听）来支持这一标准。 
 
 



 
 
 
 
 
 

 



标题1阅读学习活动 
  2年级和3年级的2年级的  

 

学生需要能够解码多音节单词。阅读不止一个音节的单词可以帮助学生解码越来越复杂的单
词。  
 

第四周活动 

1.  复习单词中的“音节” 材料：纸，铅笔纸上 

 在写下以下单词： “丛林，彩虹，铺路，纪念碑，娱乐，庆祝”。在每个单词中画线以显示单词中有多少个音
节。 （“示例：muf / fin”） 提示： 您不会在只有1个音节的单词中画线。 

2. “将音节混合”成单词（配对游戏） 材质：纸，铅笔，剪刀/或便签卡片上 

 纸在单词写下以下单词部分（或将纸切成正方形）： “ spi，der，win，dow，ta，ble ，tur，tle ”。您将有8
张记录卡。将它们正面朝下放置。与伙伴一起轮流挑选2张牌。阅读每张卡。如果两张卡在一起可以说一个字
，则表示它们是一场比赛，您可以保留它们。继续轮流挑选卡片并读取它们，直到使用完所有卡片为止。  
 

SPI DER 

WIN DOW 

TA BLE 

TUR TLE 

 

3.
“ 
分段的音节”到字 
（排序活性） 

材料：纸，铅笔 

 画在一张纸2行到纸分成3列。在顶部，将一列标记为 “一个音节词”一列为，将另一列标记为 “两个音节词”，
最后 “三个音节词”。通过在正确的栏下写下以下单词来对它们进行排序：“昆虫，弹球，发明，皮带，鼓，篮
球，信任，完成”。 （“示例： 雪人 有2个音节”，它会列下写的 “双音节词” 
 

）“一个音节词 ”“T的WO音节词 ”“的三音节词 

 ”，“雪人”  

 

 是什么家庭能确实 
 

● 发挥音节游戏。环顾房间并挑选一个物体。例如，如果您选择 “桌子”， 您可以说：“我看到棕色
的东西有两个音节”。 

● 将一张纸切成正方形。将本周活动的每个单词写在卡片上。让您的孩子尽快阅读卡片。然后，让
他们以愚蠢的声音，大声的声音，安静的声音或其他有趣的声音来阅读所有单词。 

● 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时，请找到包含1个，2个和3个音节的单词。保留每个列表。在一周结束时
，查看发现的每个组中有多少个单词。  



写作学习活动 
  2年级  

 
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的写作标准表明，学生应该能够 撰写叙述自己的叙述，以叙述精心策划的事件或简短
的事件序列。  
 

第4周的活动 

1. 选择一个提示 材料：纸，铅笔 

 选择以下提示之一。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想法。列出清单，画一个文字网，或根据您的想法写下想法。 
 

提示1 提示2 

我帮助某人 
 

的时间考虑一下您帮助某人的时间。您做了什么，感觉如
何？  

我_____ 
 

准备的时间考虑一下您为自己或他人站起来的时间。您做
了什么，感觉如何？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使用您的集思广益的想法来组织您的想法（考虑一下它在图形组织器上的外观）。包括一个主题句子以介绍您的写作，包
括4个使用过渡词的详细信息（首先，下一个，然后，最后），最后一个句子结束您的段落。 

3. 书写草稿 材料：纸，铅笔 

 使用整理页书写草稿。您的段落总共应该有6个句子。为您的写作添加标题。 

4. 修改和编辑粗略的草案 材料：纸，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你...... 

❏ 写一个标题？ 
❏ 向您的写作介绍主题句子？ 
❏ 包括4个细节吗？ 

❏ 使用过渡词作为您的详细信息（首先，下一个，然后，最
后）？ 

❏ 在您的段落结尾加上结束语？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在单词之间放置手指空格？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编写最终草案 材料：纸，铅笔，字典（如果有的话） 

 用最好的文字编写最终草案。  

 家庭可以做什么 
扩展的学习选项 

● 如果您可以访问Google文档或Word文档，请练习打字技能并发表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
的老师！ 
 

其他写作活动 
● 写信给家人或朋友，然后邮寄给他们。 
● 发送电子邮件给您的老师或校长。他们希望收到您的来信！ 
● 用手写工作。在房子周围或书本中找到单词，并练习用最好的笔迹书写。 



数学学习活动 
  2年级的  

俄勒冈州的数学标准识别 通过将$和¢符号适当地，来涉及美金，硬币，硬币，硬币，镍币和便士的单词
问题 用作的优先技能 2年级。  
 

第四周活动 

1
。 

 播放“我的钱包里有什么？”  
 材质：硬币 

 这 是一个学生会喜欢的有趣游戏。告诉学生您假想的钱包中的硬币和/或钞票的数量，并让他们尝试猜测数
量。例如，您可能会说“我有一张不到十美元的钞票和两枚硬币。我的钱包里有什么？”然后学生尝试猜测账单/
硬币和金额。您可能会为您的孩子提供更多线索：“我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和两枚不到十美分的硬币。” 
 

2. Money Scavenger Hunt 材料：硬币，钞票（可选） 

 在房间周围隐藏一定数量的硬币和/或钞票。告诉您的学生隐藏了多少枚硬币和/或钞票，让他们去找到它们。
找到所有硬币和/或钞票后，让您的学生加价。 
 

3. 购物旅行  材料：商店广告，纸张，铅笔，硬币（可选），  

 向学生出售商店销售广告。告诉他们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假币，然后让他们去购物！让他们画画并写出他们能买
到的东西，花了多少钱以及剩下多少钱。 
 

4. 
Dollar Game：竞赛至$ 1.00  

 
材料：纸袋，游戏币或真钱币-下列各两种：便士，镍币，角钱，
四分之一硬币，半美元；铅笔和纸。 1-4个激动的玩家 

 这些游戏的目标是练习计数和添加硬币，达到1.00美元。将所有硬币放入纸袋中，然后摇晃袋子。让第一个玩
家从书包中捡硬币，然后将其画在纸上。然后，他将把那个硬币退还给袋子。再次摇晃袋子，然后让第二个玩
家从袋子中捡硬币，将其画在纸上，然后放回袋子。以这种方式继续与其他玩家互动，让每个玩家挑选一个硬
币并将其画在纸上。每个玩家每回合后都需要计算纸面上硬币的总价值。获胜者是第一个达到$ 1.00或更高的
玩家。 

 

5. 货币兑换游戏  资料：骰子，纸，铅笔，硬币 

 游戏的目的是达到1美元。每个玩家掷出骰子并获得美分（如果您掷出5和2，您将获得7美分）。当多于5便士
时，交换开始起作用。他们交换了镍； 2个镍币换成1个角钱; 2角硬币和1镍币交换了四分之一； 4个季度= $ 1
。进行游戏直到所有玩家都降低到$ 1才能降低竞争力。还要说说这是机会游戏，而不是技巧游戏。首先获得美
元只是赢利。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描述他们如何得到答案。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使用其他策略来获得相同的答案。  
● 使用下面的句子框架，有助于他们解释他们的思想。  

● 我使用的策略是…… 
● 我知道答案是合理的，因为…… 



● 我可以使用的另一种策略是…… 
● 我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了…… 
● 我的答案很有意义，因为……  

 
 

 



学习科学活动 
 2级  

 
塞康d年级学生应能提出意见，以构建一个基于证据的账户做了一个小套片的对象如何可以拆卸并制作成一个新
的对象。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学生更富创造性地思考并学习建立新的联系。 
 

第4周的活动 

1. 我们如何使用WATER？ 材料：无 

 头脑风暴 的方式   人畜 用水：  你如何保存水：R'刷牙，洗车，草坪，做饭，喝水，洗澡…………选择一种我们用水的方
式，并画出可以做些什么来节约用水。当我通过______________ ______时，我可以节省水。 

2. 减少，重复利用，回收 材料：纸和铅笔 

 教师：  为什么回收对地球很重要？  学生：  重要的是要回收，因为________。 
回收 SORT：什么东西可以回收？在论文中间画一条线。一方面写； “事情到回收站”，并在另一边写“事， 去 的 垃圾”。
对以下物品进行排序： 

● 谷物盒，麦当劳包装纸，清洁箔纸，塑料瓶，罐头，食品包装纸，玻璃瓶，果汁纸盒，肯塔基炸鸡桶，咖啡杯，
吸管，保鲜膜，比萨盒 

3
。 我可以重复使用谷物盒子的 材料：谷物盒子或其他大的硬纸板食品盒，剪刀 

 谷物盒子拼图：谷物盒上 从切下前面板，在背面画出碎片，然后切成碎片以作一个拼图。 

4. 我可以重复使用牛奶 材料壶的：塑料壶，剪刀，沙皮笔，剪刀，绒球 

 牛奶壶折腾游戏。用沙冰刀标记水罐的开口，切割，装饰和玩耍。 

5. 我可以重复使用纸桶 材质：  马桶厕纸或纸巾管，记号笔和其他美术用品 

 取厕纸管并向下折叠每一边以制成耳朵。装饰和享受！ 
 

 家庭可以做的 
● 世界地球日垃圾漫步：世界地球日是4月22日，在附近散步并收集垃圾。 
● 看看我们扔掉的东西。您如何重用它们或将它们制成新的东西？ 



社会科学习活动 
 级2  

 
俄勒冈社会研究标准识别 ^ historical思维 作为二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制定和理解
时间表。  

 
 

第四周的活动 

1. 谈论它 
创建个人时间表  资料：纸，铅笔  

 采访了解您生活的成年人。向家人中的成年人询问您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例如-“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什么时
候第一次走路？我什么时候搬到新学校的？我什么时候失去了第一颗牙齿？”  
 

2. 创建个人时间轴 材料：面试，纸笔，铅笔 

 使用面试中的信息，依次绘制和标记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时间轴。用生活中的图片说明时间轴。查看此页面底部
的示例。 

●  
 

3. 撰写有关 材料：时间轴，纸张，铅笔 

 使用您的时间轴来写下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使用顺序词按顺序写出有关事件的信息：“首先”，“然后”，“以后”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为您的兄弟，姐妹或成人创建时间线。  
● 使用完整的句子和顺序单词（第一，第二和现在）向家人讲述您的生活故事。 

 



艺术学习活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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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分享学科的活动 戏剧，视觉艺术和媒体艺术等！ 
 

第4周的活动 

1. 解决美术方面的问题 材料：纸，书写或绘图用具，各种材料  

 找出您的家庭或社区中的问题。使用图纸或其他材料来规划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满足的艺术标准：MA.2.CR2.2 选择创意为媒体艺术作品创建计划和模型。 

2. 语音朗读 教材：书或短篇小说 

 当您阅读书籍或故事时，添加一些声音或不同的语音以帮助使角色独特。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TH.1.CR1.2确定在指导的戏剧体验（例如，工艺戏剧，故事戏剧，创意戏剧）中可以使用声音和声音来创
建或复述故事的方式。 

3. 你的回忆 材料：纸，画用具 

 画出画一张你想念的东西的图画。 
 
满足的艺术标准： VA.1.CR1.2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制作艺术或设计作品，以探索个人兴趣，问题和好奇心。 

4.  材料：  

   

5.  材料：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您集思广益一些简单问题的想法，以便您的孩子解决。一些想法包括：分享食物的方式，
如何分享设备或玩具，如何安全地过马路，与兄弟姐妹相处等。 

● 帮助挑选书籍或故事供您的孩子阅读。讨论角色及其真实发音。 
● 谈论您的孩子从学校记得的不同事物（朋友，老师，某个学科，课间等）。  



健康学习活动 
⭑2年级⭑ 

 
能够谈论我们的心脏（肌肉）以及如何保持心脏健康。 

 
第4周的活动 

1  心率/脉搏 材料：秒表/手机或计时器，纸，铅笔（大多数手机上
都装有计时器） 

 谈谈心脏如何通过抽血将氧气输送到全身。请记住，您的心脏是一块肌肉，我们需要保持心脏强壮。我们在运动或锻炼时
需要更多的氧气。运动和锻炼会使您的心脏更强壮。  
找到你的脉搏。最容易找到脉搏的地方是脖子侧面的血管。放两根手指，然后在感觉到心脏跳动时停下来。  要弄清楚您的
心律，请某人给您15秒，  
计时而当他们计时时，您要计算在这15秒时间内发生了多少次心跳。  
静止不动时，将您的脉搏或心跳计时30秒。写下您的节拍数。 
接下来慢跑30秒钟。写下慢跑后心脏的跳动数。.写下站立和慢跑后心脏的跳动数。扩展：如果您愿意，可以尝试一下，将
其加倍。  

2  最喜欢的活动和您的心脏 材料：纸，铅笔  

 列出所有您最喜欢的活动（例如：阅读，打篮球，打电子游戏等） 
，至少提出10项活动。讨论哪些活动会使您的心率增加，而哪些活动则不会。扩展可能是写为什么每天锻炼很重要。  

3  保持心脏健康  材料：纸，铅笔  

 您可以通过定期运动和良好饮食来保持心脏健康。列出您今天吃（或计划吃）的食物。例如：苹果，胡萝卜，米饭，鸡肉
，比萨饼，冰淇淋，爆米花。一天结束时，在纸上写下两列；有助于保持心脏健康的食物和不健康的食物。 
示例： 

心脏健康食品，而 不是心脏健康食品 

胡萝卜，苹果， 冰淇淋，比萨饼 

 

4  心率测试  材料：  椅子，秒表/手机或计时器，可选的纸和铅笔 

 
 
首先问一个问题： 您认为您的心脏会更快吗？坐在椅子上还是弯腰，把头放在椅子上的膝盖上？ 
坐在椅子上一分钟。一分钟后写下或告诉某人您有多少拍子。  
接下来留在椅子上。俯身，让你的头碰到膝盖。给自己计时一分钟。一分钟后，查看您的心律。您的预测正确吗？ 

5  心脏健康日记  材料：纸，铅笔记 
 

 下您每天要吃的食物和进行的锻炼的日记，为期5天。在一周结束时，请考虑一些可以使心脏更健康的方法！与父母或成年
人一起，思考可以增加运动量的一些方法。您能再散步还是慢跑5分钟？每天可以少吃一点糖果吗？讨论使心脏更健康的方
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确保您每天都能进行某种 
● 运动，即使您在室内跳舞，慢跑也要优先考虑运动 

 
 



音乐学习活动 
  2级  

 
国家标准的音乐要求学生在二年级可以创建和连接的音乐理念对其他文化和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解释。
这些方法之一是通过运动。本周学生将创建自己的音乐运动，并描述他们的运动如何与音乐和/或音乐文
化联系起来。 
 

第4周的活动 

1. 
降落伞 

材料：毯子或床单，家庭其他成员 
（录制的音乐或广播，如果您可以使用的话）或音乐班或文化背景
的歌曲。 

 用作降落伞的毯子或床单。与您家中的其他人一起，每个人都走毯子的一角，让毯子根据您在歌曲中设计的提
示来上下移动。  
“降落伞”的其他动作是顺时针行走，逆时针行走，低摇，高摇。 
 

2. 冻结并移动游戏 资料：录制的音乐或广播中的音乐。  

 收听广播或录制的音乐。移至音乐，直到停止，然后摆姿势或画个姿势。使姿势持续10-15秒。使每次冻结与
上次都不一样。  
 
运动思路： 摇摆，爬行，刺，摇摆，飞行，飞跃，蹒跚，漫步，跳过，弯曲，下沉，摇晃等 
 

。

3. 拍手游戏 资料：即使是在虚拟的情况下，也需要与另一个人一起玩/视频电
话。  

 教家庭成员拍手游戏。还是自己发明！ 
 
歌曲创意： 柠檬水，出海的水手，和旺子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为冰冻姿势创造姿势/想法游戏 
● 加入掌声鼓掌游戏 
● 玩降落伞 



学习活动 
  2级  

 

俄勒冈州体育体育标准的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健康，娱乐，挑战，自我表达和/或社交互动的价值。这些活
动将帮助您挑战身体以保持运动。 
 

第4周的活动 

1. 健身 材料的甲板：纸牌游戏 

 心脏=跳跃式千斤顶俱乐部=俯卧撑钻石=看不见的跳绳锹=下蹲。 
 
*当您抓牌时，您将使用练习表来确定要进行的练习。完成 
 卡片上显示的重复次数。例如，如果绘制4个心，则执行4个跳跃千斤顶。  
*如果您正在和某人一起玩，则轮流抽纸牌。  
*面孔卡（例如国王）可重复10次。 A值得11次重复。  

2. 瑜伽姿势 材料：无 

 保持以下瑜伽姿势20秒钟：椅子姿势，猫姿势，树姿势，眼镜蛇姿势，儿童姿势 

3. 跳舞，跳舞，跳舞！ 资料：无 

 教一个家庭成员进行至少4步动作的舞蹈套路。练习10分钟。 

4. 西蒙说 材料：无 

 玩西蒙说游戏10分钟。不要忘了包括练习。 
例如：慢跑，跳千斤顶，一只脚跳  

5. 练习 材料：  

 宾果游戏完成这些不同的练习，以获得停电宾果游戏！ 

B I N G O 
随机触摸3个红色

物体 
像兔子一样10次跳

起 
10  
跳跃  

20秒钟  
1腿平衡 

30秒木板保持  

10  
跳高 

10  
登山者 

20秒  
脚趾触摸 

10深呼吸 5  
下蹲跳 

5  
仰卧起坐 

15 
 手臂界的 

自由 20秒下蹲保持 20秒高膝盖 

慢跑到位30秒 20秒蝴蝶伸展 15个  
Supermans  

10  
肩部伸展 

5  
个俯卧撑 

儿童姿势  
20秒 

10  
单腿跳跃 

10  
个俯卧撑 

5  
蹲跳 

10  
个仰卧起坐 

 

 什么家庭可以不要 
 

● 乘坐走到外面，计数发现红色的次数。  
● 这是教您的孩子如何系鞋带的最佳时机！一旦他们失望了，给他们计时，看看他们下次是否可以更快地
做到这一点。  



学习活动，口语和听力 
  2  

 
年级二年级，学生将 参加对话来描述主要思想，收集信息和/或深化主题的理解。这些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
完整的句子说和使用学术语言的机会。   

第4周的活动 

1. 比较和对比 材料：玩具 

 从您的房屋中选择两个玩具，并告诉某人它们如何相同和不同。 “它们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___________
。但是，这一个______________，而另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描述天气 材料：纸，铅笔，蜡笔  

 到外面去。用形容词来谈论天气。 “今天天气凉爽多雨。空气潮湿。今天早上草被弄湿了，但是今天下午当太
阳出来的时候草干了。”预测明天的天气。 “我认为明天是____________，因为__________。”画一幅画，并
用完整的句子与家人分享您的想法。  

3. 陈述您的意见 材料：无 

 哪一种是更好的宠物：猫，狗，蜥蜴？陈述您的意见，并提出三个支持的想法。 “我认为_____________是最
好的宠物。首先，_________________。另外，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此之上 
___________________。总之，我会选择______________作为宠物。”您可以使用这些句子框架陈述您对任
何事情的看法！挑战自己，将它们用于另一个主题。 

4. 使用您的工具箱 材料：无 

 考虑您沮丧，生气，沮丧或不知所措的时间。您使用哪种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谈论那个时间并解释您的工
具箱将如何提供帮助。 “我感到 沮丧，愤怒/沮丧 当__________时，。我使用了 呼吸工具/安静，安全的放置
工具/听力工具/垃圾桶工具 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工具箱向家人介绍您最喜欢的工具。你还记得
手势吗？你还记得说什么吗？ 

5. 分享故事 材料：完成的作品，电话/平板电脑/计算机完成的作品， 

 选择并通过电话，Facetime或使用其他视频聊天程序，将其阅读给朋友或家人。确保您说话清晰，并用声音表
达故事。 

 有什么家庭可以 
 

● 让您的孩子参与对话！这些活动是在做其他事情时与您的孩子交谈的简单，基本的方法，但是您可以全
天随时进行对话。他们在YouTube上花费时间吗？向他们询问他们正在观看的节目。他们玩电子游戏
吗？向他们询问游戏规则，角色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  

● 提醒您的孩子进行眼神交流并说清楚。 
● 给您的学生时间思考并准备他/她的问题和答案。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2年级  

 
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练习“移情工具”。同理心是理解他人正在经历的能力。学生需要1.理解自己的情
绪2.考虑他人的感受。 3.说出他们的感受，并以关怀和理解的态度倾听他人的说话和感受。  
 

第4周的活动 

1. 情感命名命名 材料：纸，铅笔，蜡笔 

 尽可能多地情感。尝试考虑10个以上的问题。寻求他人的帮助。选择一种情绪，然后画出自己的那种感觉。  

2. 情绪游戏 资料：无  

 显示情绪并让家人猜测您的感受。轮流。 

3. 感觉镜子  材料：无 

 请家人与您一起玩镜子。让他们复制您的面部表情。尝试冷静，生气，悲伤，快乐，孤独，害怕，担心，兴奋
和快乐。自己想想一些！ 
 

4. 角色扮演 材料：无 

 解决以下情况：  
1. 您感到孤独和被欺负。  
2. 您刚刚赢得了一百万美元。 
3. 你生你朋友的气。  
4. 昨晚你没睡。  
5. 您刚刚从噩梦中醒来。  

 
想想自己的5个！  

5. 打电话给某人 材料：电话 

 考虑一下您的一些家庭成员或朋友现在的感觉。打电话给一个并签入。询问他们今天的感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当您的孩子告诉您他们的感觉时，而无需判断。  
● 情绪激动时，与孩子分享您的感受。  
● 和您的孩子谈谈从别人的角度看事物。  
● 在读书或观看表演时，停下来谈论角色可能的感受。问你的孩子他们怎么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