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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阅读学习活动 
   3年级的  

 
俄勒冈州阅读标准可 提高学生对印刷概念，字母原则以及英语写作系统其他基本约定的理解和使用知识
， 是一种 三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建立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确定中心思想
并建立联系。 
 

第一周的活动 

1. 观点 材料：纸，铅笔 

 故事中的人物对事物有看法和感觉。询问最喜欢的食物，运动和天气。这些是不同观点的例子。 
 
大声思考和分享： 

● 一个对他们很特别的人；例如家人，邻居或家人朋友。  
 
在纸上或日记中写出有关此人的信息。解释一下您的感受并给出两个原因。完成后，与两个人分享您的作品。 
 

2. 短篇小说的观点 资料：短篇小说或图画书 

 选择一个您熟悉的故事，并想象如果您是“主要人物”，那么故事可能会有所不同。这看起来像什么，为什么？  
 
选择另一本熟悉的具有“主要人物”的短篇小说或图画书，其想法和感受与您的不同。写一个新的故事，想象你
是“主要人物”。 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做？您将如何改变故事？向两个人大声朗读您的新故事。  

3. 阅读理解 材料：纸，铅笔，  

 阅读短篇小说并回答有关苹果的问题。请使用完整的句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写作，口语和理解力是学习的最佳选择。使用故事和现实世界中的示例共享主题以确定含
义。故事，书籍和个人账目有助于发展建立知识和证明理解的能力。 请您的孩子阅读一个短故事
，并从文本中给您提供三个细节？ 

● 让您的孩子阅读和倾听您的声音。每天鼓励您阅读20分钟，这有助于将文字与日常生活联系起
来。  



标题1阅读的学习活动 
   3级  

 
俄勒冈三年级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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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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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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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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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们混合起来并分为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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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活动 写作 
   3年级的  

 

俄勒冈州写作标准指出，学生应该能够 写出有理由支持观点的观点。 （3至4段） 

第1周的活动 

1. 选择提示 材料：纸，铅笔 

 从下面选择提示。列出清单，使用思维导图或在集思广益时写下想法。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用您的头脑风暴思想来组织思想。确保包括一个主题段落，两个带有示例的支持原因以及一个结尾段
落。 

3. 撰写草稿 材料：纸，铅笔，字典 
 

 使用您在组织工作表上写的内容来草稿第一稿。 整齐地写下3-4段。 

4. 修改，编辑，写定本 材料：纸，笔，字典 
 

 你有没有...... 

❏ 国家你的意见？ 
❏ 请给出2个支持理由？ 

❏ 包括结尾段落？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使用链接词（例如，第一，第二个）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写下最终副本 材料：纸，铅笔，字典 

 整齐地写下您的最终副本。确保纸张上的间距正确。 

 家庭可以做什么 
 

                  提示＃1                   提示＃2                  提示＃3 

最好的宠物 
人们饲养各种动物作为宠物。
您认为哪种动物最好？ 

超级大国！ 
 想象一下，您可能拥有一个超级大
国（例如能够飞行，变得非常强大
，变得隐形等）。您会选择什么？ 

儿童智能手机 
 您认为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使
用智能手机吗？解释为什么您认为
这是个好主意或坏主意。 

●  帮助您的学生集思广益，组织他们的理由和例子以支持他们的观点。 
● 帮助您的学生编辑/修改他们的作业。让他们大声朗读它，并检查是否有修改。 

扩展的学习选项 

● 撰写您自己的观点文章，并与您的孩子就此话题进行友好的辩论。 
● 如果您有权访问Word或Google文档，请练习打字技能并发布您的作品。与您的老师分享！ 



数学学习活动 
  3 3年级⭑ 

俄勒冈州的数学标准识别 使用多种策略来1000年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这 是一项有助于掌握3年级标准的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
您的孩子复习和练习使用实际的测量应用程序（周长和时间）在1000内流畅地进行加减的技巧。  

第一周的活动 

1. 添加周边  材料：标尺，纸张和铅笔  

 周边是物体周围的距离。在房子周围找到一个物体（例如：一张纸，墙上的画，相框，书本等）。测量物体的每一侧。将
每一边的测量值相加即可得出周长。 

2. 争夺1000种 材料：纸，铅笔和微调器 

 每个玩家以50分开始。每个玩家在自己的论文顶部写50。使用微调器，播放器1旋转3次以创建一个三位数的数字。 （例
如，玩家1旋转2、3和7 = 237）。玩家1将该数字加到他们现有的50分中。播放器2重复相同的步骤。继续轮流。第一位达
到1,000胜的球员。 

3. 零目标 材料的：纸张，铅笔和微调框 

 每个玩家以150开头。每个玩家在其纸上写下150。使用微调器，播放器1旋转2次以创建一个两位数的数字。 （例如，玩
家1旋转3，而7 = 37）。玩家1从他们现有的150点中减去该数字。播放器2重复相同的步骤。继续轮流。第一位达到零胜
利的玩家。  
*挑战-从1,000开始并减去三位数。  

4. 经过的时间 材料：纸，铅笔和时钟 

 Alex一直在练习如何在家弹吉他。他每天花费47分钟进行练习。如果他每天练习47分钟，请完成下表，显示他的开始和结
束时间。  

天 开始 结束  

星期一。  2:00 PM  

星期二   1:00 PM 

星期三  下午4:30。  

星期四   11:00 AM 

 
Alex在周六于8:30 AM醒来。他的妈妈给他的事情的清单 做 ，才可以看电视。他练习了47分钟的戒律。然后，他打扫房
间20分钟，然后他读了15分钟，练习了30分钟的数学事实。 Alex将在什么时候处理他母亲的清单并被允许看电视？  

5. 附加挑战（高级） 材料：铅笔和纸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孩子全天随时使用心理数学，这可以帮助您展示现实世界中数学概念的应用。  
● 让学生加两个数字时练习心理数学（例如：25 + 76） 
● 是让学生练习制作模式。 （例如：从7开始并加3：7,10、13、15、18等。   或 从99开始并减去4：99、95

、91、87、83、79等。）  
 
 
 
 
 
 
 
 
 
 
 
 
 
 
 
 
 
 
 
 
 
 
 
 
 
 
 
 
 
 



科学学习活动 
   三年级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三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识别和了解天气和气候。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天
气。 
 

第1周的活动 

1. 云的类型 材料：纸和铅笔 

 跟踪您每天看到的不同云。每天发生什么类型的
天气？  
我注意到乌云密布。天气是 
__________________。  

2. 水循环 
 

 资料：水循环图 

 使用水循环图解释 使用句子格式向家庭成员水循环是句子
是句子 首先，然后，最后。  

3. 如何制作雨量计 材质：透明杯，直尺（可选） 

 过程： 
在开始下雨之前，将广口瓶放在外面的开放区域中。 
停止下雨后，用尺子测量罐子里有几英寸或几厘米的雨。 
 

什么家庭可以 
 
问您的孩子： 

● 您今天看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天气？ 
● 水为什么重要？ 
● 我们的水从哪里来？ 



学习 社会研究活动 
   提出的3级  

 
标准： 世界各地的社区具有共同的特征。 本周鼓励学生 探索和描述不同类型的社区。学生住在一个地区
，他们可能不知道其他类型的地区和社区。 
 

第1周的活动 

1. 农村社区 材料：纸，铅笔（可选：蜡笔，记号笔） 

 ● 问三年级学生什么是农村社区（空旷的土地上没有人或没有房屋）。  
● 让他们在乡村环境中画一幅画。在图片的顶部，将其标记为“农村社区”。  

○ 可选：在背面写下有关农村社区的两个事实。 

2. 城市社区  材料： 纸，铅笔（可选：蜡笔，记号笔） 

 ● 问三年级学生什么是城市社区（有很多人） 
● 的城市人口让他们画一幅城市环境的图片。在图片的顶部，将其标记为“城市社区”。  

○ 可选：在背面，写下有关城市社区的两个事实。 
 

3. 比较和对比社区 资料： 以前课程中的图纸 

 ● 讨论两个社区的相似之处（比较）两个社区的 
● 讨论不同之处（对比） 
● 讨论您居住的社区以及您的了解方式，至少有两个原因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通过向三年级生询问他们正在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电影中的社区，来继续谈论农村和城市社区。 
● 由于我们生活在城市中，因此请尽可能指出农村社区。 

 

 



艺术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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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的活动 

1. 通过舞蹈体验语言 材料：无 

 学生，用身体拼写单词或家人的名字。别人能猜出你在拼什么吗？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1.CR1.3，1.对各种自我识别的运动刺激进行实验（例如，文字，图像，观察到的舞蹈，个人经历）。  

2. 带有发现的物体的静物 材料：您家里或室外的各种物体。 

 从您的房屋或室外收集物体以制作拼贴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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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2.3 a。应用可用资源，工具和技术的知识，通过艺术制作过程来调查个人想法。 

3. 生命周期绩效 材料：无 

 规定一个过程，例如：水循环或动物的生命周期。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TH.3.CR3.3 2.参与即兴创作或脚本制作的戏剧/剧院作品并为之进行物理和声音探索。 

4.  材料：  

   

5.  材料：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可以 
 

● 通过收集对象来帮助学生制作拼贴画，这些拼贴画代表您的孩子喜欢做的事情或代表学生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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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级  

 
在家中的安全，安全离开 ：To确定您家中的毒药（包括药品/药品），并创建家庭安全规则，接受应急计划的责任
，与家人的工作解决方案设计到社区安全问题，找出感情与安全和不安全行为相关的 
 

第一周活动 

1. 有毒！ 材料：纸和铅笔 

 学生与家庭成员一起在家中识别毒物并制定家庭安全规则。 
● 毒药会使您生病甚至杀死您。诸如漂白剂或染发剂之类的东西可能会灼伤您的皮肤或损害您的眼睛。如果您吸入氨气
和某些胶水等其他物质，可能会导致肺部损害。请记住，即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即使味道很好的维生素或糖果味的
药物也可能有害。国家毒物控制中心的电话号码是800-222-1222，如果发生意外中毒，您可以拨打911。 

● 将所有家庭成员都包括在内。在您的家中散散步，找到所有存放毒药的地方。建立有关如何在家里安全存放毒药的家
庭规则。确保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期望。 

2. 制定紧急情况计划 材料：纸，铅笔和家庭成员 

 ● 在您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帮助下，完成个性化的逃生计划。谈谈您的家庭应急计划。考虑火灾，地震，龙卷风或其他可
能使家人分开的紧急情况。  

● 与学生一起，编制个性化的人员和电话号码清单，以防万一中毒。让学生将清单带回家并张贴在家用电话附近，或将
其添加到手机目录中。使用断开的电话，让学生练习拨打紧急电话号码并与紧急人员进行交流。 

3. 对公共安全的责任 材料：纸，铅笔，家庭，车辆或散步 

 通过与家人合作设计解决社区安全问题的方法，提高对公共安全责任的认识。 
● 与家人同在的成年人一起乘汽车，乘公共汽车或在社区中漫步。创建一个图表，以指导您在旅途中寻找什么并记录您
的发现。 （例如，如果街道上有垃圾，请记录玻璃的类型和类型-玻璃，纸张，危险物质等）。然后，为这些问题创
建可能的解决方案。 

4. 情感 材料：纸和铅笔  

 讨论我们所有人如何共享相同的感受，但是不同的人在面对相同的情况时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了解这些不同的反应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观点。确定我们的感觉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交流。头脑风暴至少5种不同的情绪，并画出该情绪的样
子。  

阅读以下情况，并说明可能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情况1 ：铁托坐在他奶奶旁边看书。您觉得铁托的感觉如何？你觉得如
何？ 
情况2 ：Betsy看到她的小弟弟Luke在舞会后闯入街上。您如何看待贝
茜的感受？你觉得如何？ 
情况3： 酷杜德（Cool Dude）看到一个大男孩在威利（Willie）上采摘并给他起名字。您觉得Cool Dude感觉如何？你觉
得如何？ 
情况4 ：哈米西与威利和他的父亲一起去打球。您认为Hamisi的感觉如何？你觉得如何？ 

 可以讨论哪些家庭 
● D安全计划，以便所有人都在同一页面上-如果您无法在家中住，您将在哪里见面？ 
● 为什么将毒药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很重要？如果发生中毒事件该怎么办？ 
● 创建寻宝游戏以查找急救/急救箱所需的物品 



音乐学习活动 
   3级  

 
俄勒冈州音乐标准将针对特定目的的即兴节奏和旋律音乐创意确定为3年级的优先技能。能够说明选择乐
器的原因并为听众表演的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成为音乐家的一部分。 
 

第1周的活动 

1. 制作音乐 材料： 金属锅，平底锅，锅盖，木汤匙 

 在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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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荡器 材料： 有盖，豆类或爆米花谷粒空容器，大米 

 制作自己的摇床仪器出家用物品（非音调 

）

3. 宣传 材料： 玻璃或马克杯（大小相似），它们填充到各级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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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声） 

4
。  击鼓 材料： 桶，纸板箱，空的塑料容器 

 用手，用各种材料制作击鼓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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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级  

 
俄勒冈州体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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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回合的 材料：无 

 1：00-高膝盖就位  
7枚burpes（从站立姿势开始，下降到地面为俯卧撑姿势，然后跳回去）。 
14个深蹲 

2. 完成5轮 材料：无 

 5俯卧撑  
5个burpees 

3. 完成6轮 材料：无 

 10俯卧撑 
10个下蹲 
10仰卧起坐 

4. 完整1种圆头 材料：无 

 5个跳跃运动 
50个深蹲 
25推-俯卧撑 

10个burpees 

 

5. 完成1个回合 材料：无 

 1：00-高屈膝 
30蹲 
20个仰卧起坐 
10个俯卧撑 
5个burpees 

 家庭可以做什么 
 
，用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和结束一天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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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  

三年级，学生将 有效地参与讨论，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确定主要思路和支持细节，并询问与回答问 
题。这些学习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用完整的句子说话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使用学术语言的同时提供详细信
息和说明。 
 
*以下学习活动无需按顺序完成。选择最能连接到正在研究的另一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活动。 

第1周的活动 

1. 感恩（健康和自我护理） 材料：纸，铅笔（可选） 

 说明您要感谢的三件事。 
我感谢___，___和___。我感谢____，因为___。我也很感谢___，因为___。最后，我感谢___，因为___。  

2. 呼吸工具（健康和自我护理） 材料：纸，铅笔（可选） 

 讲述您感到沮丧的时间，并说明呼吸工具如何帮助您或下次沮丧时可以帮助您。 
___时，我感到沮丧。呼吸工具帮助了我___。下次我感到沮丧时，我可以___。 

3. 社区（社会研究） 资料：纸，铅笔（可选）           词汇： 农村，城市 

 描述您的社区。 
我住在___社区。我社区的三个特征是___，___和___。这与___社区不同，因为___。 

4. 天气（科学） 材料：纸，铅笔（可选） 

 讨论天气和云层。 
昨天是外面___。今天是___，云是___。我预测明天将是___。 

5. 陈述您的意见（书面） 材料：纸，铅笔（可选） 

 您认为三年级生应该配备智能手机吗？  
我认为，三年级生应该（不）拥有智能手机，因为___。除此之外，___和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学生有时间思考和准备他/她的问题和/或答案。 
● 您的学生可以在分享之前或之后写下他/她的想法而受益。 
● 在您的讨论中，一次只说一次。 
● 提醒您的学生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说话清晰并以可理解的速度进行。 
● 让您的学生使用听力工具进行练习- “我用耳朵，眼睛和心脏聆听。” 
● 向您的学生提出一个单词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 “是”  或 “否”。 
● 鼓励您的学生增加他/她的回答并解释他/她的想法。 - “告诉我有关___的更多信息。” “你怎么知   
道的 ___？” 

● 如果您的学生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请 一起努力制定一个完整的句子，并在适当时使用学术语  
言，然后让您的学生回覆给您。 

● 与您的三年级生谈论他们在做什么！对话可以全天随时发生！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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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自理感恩材料：铅笔和纸  
 

 花一分钟列出您要感谢的三件事。您可能会为大事或小事而感激感恩是一种认识和认可人们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能
力。与您某人共享您的列表 家中的。 

2.  健康/自理式呼吸工具材料：无  

 假装您的胃是一个气球。把手放在肚子上。深呼吸5秒钟。感觉自己就像在装满气球一样，胃部不适。然后，呼吸
5秒钟，感觉空气从气球中逸出。再尝试5次。  
记住-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并检查一下 

。

3. 健康-自助式呼吸工具材料：纸，铅笔/蜡笔  

 使用呼吸工具绘制自己的照片。屏息呼吸。与家人分享您的照片。将图片挂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以提醒自己也要呼
吸。 

4. 自我保健呼吸工具材料：无  

 分开手指握住手。从拇指的底部开始并吸气。  
当您的拇指顶部时，开始呼气。上下滑动每个手指，直到您  
练习了5次吸气和呼气。另一只手再做一次。教您  
家里的人如何做。 

 
 
 
 

5. 自我保健材料：无  

 当您生气时，列出可以帮助您平静下来的事情。 
考虑一下“呼吸工具”和“其他工具 
工具箱”中的。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您的孩子一直在学习如何在工具箱中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帮助他们的情绪。  
●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听你的孩子。 
● 向您的孩子保证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周 



阅读学习活动 
   3年级，  

在阅读时，一定要确保您了解所阅读的内容。有时，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自己思考每个单词
来理解一个故事。其他时候，我们需要将短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放在一起）视为具有自己
特殊含义的特殊谚语。如果您不熟悉这些说法，有时句子中的其他单词可以帮助您暗示它们的含
义。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阅读的内容。 
 

第2周的活动 

1. 理解 材料：无 

 阅读某人的每句话。  
用您自己的词解释带下划线的词的含义。  
在您自己的句子中使用带下划线的单词。  

 

2. 词汇/理解 材料：无 

 使用各种单词可以增加细节并表达情感。阅读给某人的每个单词列表。然后按从最小到最大的顺序对单词进行
排序。 

 

3. 理解 材料：无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您的孩子每天至少阅读20分钟。  
● 阅读或收听带有特殊含义的短语（在Epic，Storyline或Youtube上），例如 Amelia Bedelia， 蜡
笔退出之日， 更多内容， 腌菜或 Pigsty。与您居住的人讨论每本书中的这些短语。  

● 选择/ Google成语。让孩子猜测含义，然后讨论一个家庭的实际含义。  
● 您的家人有特别的用语吗？是否有您的文化所独有的特殊谚语？列出并与您居住的人讨论这些谚
语。  



标题1阅读的学习活动 
   三  

 
年级三年级的学生 需要能够解码带有常见后缀的单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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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的活动 

1. 用“ -ly”结尾解码单词 材料：铅笔，纸 

 写以下单词：“慢，突然，软，快，朋友，深” 
现在，再次写同样的单词，但用“ -ly”最后是“（例如：缓慢，缓慢）。”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2. 解码带有“ -ful”结尾的单词 材料：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单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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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或”结尾的单词进行解码 材质：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单词：“管理，访问，航行，武装，指挥，指示”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添加每个单词“（例如：govern，governor）”末尾的后缀“ -or”。 
阅读这份清单给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每个单词一个句子。  

4. 用“ -er”结尾的单词进行解码 材质：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单词：“教，作弊，阅读，唱歌，禁食，吃饭” 
现在，再次写相同的单词，但是这次添加在每个单词“（例如：teach，teacher）”末尾加上“ -er”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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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活动 写作 
   3年级的  

 
俄勒冈州写作标准确定学生应该能够 使用事实，细节或示例来撰写信息性文章以支持写作。 （第3-4
段） 
 

第2周的活动 

1. 1.选择提示  材料：，纸，铅笔 

  请您的孩子从下面选择提示。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所有想法。您可以列出清单，使用思维导图或只写点子。
不必担心完整的句子或正确的拼写。  

2.  组织重要 事项：，纸，铅笔 

 用您的头脑风暴思想来组织您的想法。确保包括一个主题段落，两个带有示例的支持事实以及结尾段落。 

3.  写粗糙的草案 材料：纸，铅笔 

 使用你对你的组织表写什么就写你的第一稿。写得整整齐齐。 

4.  修改和编辑草稿。 整齐地写一份最
终副本。 

材料： 纸，铅笔，词典 

编辑清单： 

 你有没有？ 

❏ 说明您的主题并至少提供2个
支持详细信息？ 

❏ 是否有意义？ 
❏ 大写和标点符号正确吗？ 
❏ 您的单词拼写正确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选择下面的三个写作提示之一，以撰写3-4段的论文。请确保在开头加上一段清楚地说明您的主题，并
提供2个事实来支持您的主题并附带示例，并在结尾一段重新说明您的主题。 

            提示＃1               提示＃2               提示＃3 

一个更好的星球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保护我
们的星球。提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
的星球的事情，并撰写一份3-4段
的文章来支持您的思考。 

你欣赏的人 
  

写下3-4个段落，讲述您崇拜的人。
请至少给出两个为什么您会钦佩它
们，包括这些原因的例子。  

如何做一个三明治 
  

你最喜欢的三明治是什么？你
怎么做到的？写下3-4段，告诉
您如何制作三明治的步骤。 

 
与您的孩子讨论每个主题。帮助他们集思广益，组织他们的理由和例子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帮助您的学
生编辑和修改他们的作业。让他们大声朗读您的内容，并检查是否有修改。 
扩展的学习选项 

在Google文档中键入并与您的老师共享 



数学学习活动 
    3年级  

俄勒冈州的数学标准将 发展中的乘法和除法策略确定 为三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运
用他们学到的关于乘法和除法之间关系的策略。 
 

第2周的活动 

1. 测量活动的 材料： 尺子，纸，铅笔 

 查找房屋中的矩形物体。使用标尺测量对象的长度和宽度。接下来，将这两个数字相乘以找到对象的面积（内部测
量值）。一些物体的例子是：书籍，相框，谷物盒等 

。

2. 倍增 战争 材料：放置卡片，骰子或微调器，纸和铅笔 

 从常规甲板上取出千斤顶，国王和皇后（王牌为1）。卡和随机播放。玩家将牌面朝下放在一堆中。 每个玩家抓两
张牌。将两个数字相乘即可找到乘积。产品最高的人将赢得所有四张牌。播放直到纸牌用完。 （如果使用骰子或微
调器）将每个玩家的姓名写在纸上。每个玩家掷出2个骰子，并将它们相乘。用你的名字写下你的答案。比赛结束时
（无论何时决定停止）总得分最高的人获胜。 

3. 事实家庭娱乐 材料：  骰子，数字卡或微调器，纸张和铅笔 
 

 掷2个骰子（或抓2张牌）。写下这两个数字的所有乘法和除法方程式。示例：3和7将是：3x7 = 21 7x3 = 21 21÷7 =        
3 21÷3 = 7 

4. 
分区相等的组  

材料：纸和铅笔，冰或编号的卡片，乐高玩具，硬币，干豆，麦片，或
任何小物件  
  

 一次使用以下数字，请使用您的材料（小物品）制作尽可能多的相等组和数组，而仅使用该数量的 物品即可。 
示例：数字12可以分为4组，每组3个。或者，您可以将2个相等的组分为6个项目。等等…*要使用的数字可能是：8
、15、16、18、20、21、24、27、32、36、40、42、45 
 

5. 乘法挑战（高级） 
411是什么？ 材料：纸和铅笔 

 数字411中的数字乘积为4 x 1 x 1 =4。让我们探究三位数数字的数字乘积。  
A. 还有其他三位数的乘积为4。例如114和212。多少个三位数的乘积等于4？尝试列出所有这些。 
B. 有多少个三位数与8的数字积？尝试列出所有这些。 
C. 多少个三位数组成的数字积为12？尝试列出所有这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3种可能的数字产品（4、8和12）。尝试查找所有三位数的数字乘积为1、2，
然后3 ...最多25。 

D. 哪些数字乘积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它们不可能？ 
E. 可以使最多位数的位数成为乘积？ 

 

 在家庭中哪些家庭可以 
 

● 做活动或奔跑时，有寻找机会，要求您的孩子解决遵循以下格式的问题：“ _____ _____组有多少
人？”帮助您的孩子认识到乘法等于将多个具有相同值的组相加。示例： “电影票的价格为9.00美元，
那么我们所有5张电影票的价格是多少？” 

 
 



 
 

 



科学学习活动 
   3级  

 
下一代科学标准状态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应该能够在运动识别和理解的力量。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探
索这些概念。 
 

第2周的活动 

1. 拔河 材料：绳索（可以在两侧拉动的物体） 

 方向 
放下大绳子。提出问题：“绳索在运动吗？” （不。）“我们如何使绳索运动？”让您的孩子集体讨论如何使绳索
运动。有两个人抓住绳子的两端。预测力是平衡还是不平衡。与其他人重复并进行观察。是什么使力量平衡或
不平衡？ 
 

2. 磁铁清道夫狩猎 材料：磁铁 
 

 方向：在房屋周围寻找物体。预测物体是磁性的还是非磁性的。用磁铁测试。有什么惊喜吗？磁性物体有相似
之处吗？ 
 
 我认为____________将具有磁性或非磁性，因为______。 
 

3. 弯曲水 材料：梳子，一块羊毛，尼龙或毛皮 

 方向 
1. 用梳子在一块羊毛，尼龙或毛皮上快速摩擦约一分钟。 
2. 将梳子放在水龙头的一滴水附近。  
3. 带电的梳子应吸引水流向它。 

 
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通过摩擦梳子，您将覆盖负电荷。负电荷被水吸引到正电荷。 
 

 家庭可以做 
 

● 的事情列出您一天要推拉的事情。  



学习 活动 社会研究 
   三年级  

 
上周，您讨论了城市和农村社区。本周，您将了解所有社区如何具有独特的特色，使其与众不同。  所有
社区都有独特的特征，使其与众不同。本课要求学生查看自己的社区，并利用他们的 对地图和地理理解 
来创建自己的地图。  
 

第2周的活动 

1. 作为城市社区的波特兰 材料：纸，铅笔（可选：上周的图纸） 

 ● 谈论您对波特兰的了解-您如何知道波特兰是一个城市社区？ 
● 波特兰有哪些功能？波特兰有哪些特色？您对波特兰所没有的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了解？ 

 

2. 我的邻居 资料：不需要 

 ● 到附近散步并讨论-您看到了什么？听？谁在你身边？您居住在哪种类型的环境中？ 
 

3. 邻里视觉 材料：纸，铅笔（可选：蜡笔或记号笔） 

 ● 绘制邻里的图片。 
● 哪些 功能 您的社区有？  

○ 例子包括：公寓大楼，房屋，图书馆，商店，公园，学校，街道或人行道没有等 
 

4 Add详细 材料：从昨天开始，铅笔画 

 ● 在你的图，贴标签（写）的独特 功能 你的邻居 
● 在在背面，用完整的句子写下附近社区的三个独特特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想想您认识的朋友或家人，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社区中。  
○ 进行对话 

■ 那里的感觉如何？ 
■ 他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社区怎么样？它们有何不同？ 
■ 他们的住处有什么特别之处？ 

 
● 随着您继续散步，请您的三年级生指出您所在社区的特征。 

○ 如果您走得更远，请讨论另一个社区。将其与您的住所进行比较和对比。是什么让您的社
区与众不同？是什么使另一个社区与众不同？ 



艺术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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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的活动 

1. 商业创作 材料：无 

 商业创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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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标准： 涉及的TH.3.CR3.3，2。参与即兴创作或脚本制作的戏剧/戏剧工作，并为身体和声音的探索做出贡献。 
 

2. 舞蹈 材料：无 

 创建一种舞蹈，可以有效地演示不同的模式（AB，ABBA，重复），以显示您对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的
感觉。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DA.2.CR2.3，1.使用其他可以表达思想或感觉的舞蹈结构（例如AB，ABA，主题和变化，重复）创建简单
的动作组合。 
 

3. 绘制地图 材质：纸，书写用具（铅笔，钢笔等） 

 绘制邻里或房屋的地图。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 VA.10.CO1.3 1. 1.根据周围环境的观察创作艺术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学生讨论家庭使用并分析广告部分的最喜欢的产品。  
● 家庭可以帮助学生思考一些模式，例如拍手两次，以创造一种表达喜悦的舞蹈。  
● 在您附近散步。提醒您的孩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地图。地图可帮助我们找到位置。从你住的
地方开始。  



健康学习活动 
   3年级  

 
：更好地与您见面： 进行实验，探索眼睛的工作原理， 培养对复杂眼睛功能的尊重，培养对视力障碍者
的尊重和同情心，并练习保护眼睛。  
  

第2周的活动 

1. 动手指和零钱     材料：杯子/盘，零钱 

 动手指： 让您的儿子或女儿在他们面前伸直一只手臂。请他们举起那只手的一根手指。接下来，让他们移动手
指，直到手指直接出现在房间中其他物体（例如灯或墙上的图片）的前面。现在，让您的孩子看着手指，一次
又一次眨眼。怎么了？ 
 
投币器： 将杯子或盘子放在桌子上。让＃1人手里拿着硬币。 2号人员应站立约九英尺远。让这个人遮住或闭
上一只眼睛。然后，他们应该指示＃1人在哪里握住他们的手，使其直接在杯子上，他们应该告诉＃1人放下硬
币。 （第一个人，双眼睁开，不应以任何方式帮助或阻碍第二个人。）. 

2 战斗眼睛伤害    材料造成的：纸/铅笔 

  通常，在电视上我们会看到人们在打拳。有时，这些战斗看起来很有趣。但是，对是一击就是的打击 严重 企
业来说。用拳头打架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让我们谈谈人们打架时会发生什么。有什么后果？在身体，心
理和情感上会发生什么？ 
 
画一张画，说明可能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标记眼睛的部分，并圈出受伤的部分。创建一张图片来说明一个人的
感受会发生什么，以显示战斗的情感效果。写下描述后果的句子。建议如何在不使用暴力或不伤害他人的情况
下解决战斗。 

3. 有视力问题的感觉 材料：纸/铅笔 
 

 请学生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接下来，让他们紧闭双眼，然后再次写下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谈论他们遇
到的困难。继续，代替孩子们常规进行的其他活动。然后，他们可以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反思这种经历： 这些
活动使您感觉如何？您可以如何帮助视障人士？为什么您觉得视障人士应该受到尊重？ 

4. 保护您的眼睛 材料：纸/铅笔 

 
大号IST方法是眼睛的保护。考虑您进行的运动，天气和可能的眼睛问题（例如过敏）。写一种保护一周中每
一天（MF）眼睛的方法。您将在本周结束时向家人展示保护眼睛的方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复习眼睛的各个部分，让孩子们创建图表-简单的Google搜索会有所帮助！ 
● 讨论在不同情况下如何保护眼睛。讨论粗心大意如何导致眼睛受伤： 什么粗心大意的动作可能会伤害我们或他人的
眼睛？ （不遵守规则，不停摇摆，不停地挥棒，扔沙子，岩石，砸打，不穿防护装备，滥用运动器材等） 

● 要求学生写信给以下地址，要求学生提供以下信息：保护他们的视力。伊利诺伊州埃尔克格罗夫市西北角大道141
号美国儿科学会。 60009-0927 。 



音乐学习活动 
   三年级  

州和国家/地区的音乐标准要求三年级的学生能够演唱，评估表演并创作和讨论自己的音乐选择。学生将
通过为熟悉的旋律创作歌词，回想他们知道的旋律并评估表演录音来展示这一点。 
 

第二周活动 

1. 你能猜猜我的歌吗？  资料：如果家里没有家人可用，可以通过电话或设备与家人或朋友
联系。  

 邀请家人（或朋友，通过设备）听你的学生哼着旋律。有人猜这首歌。邀请其他人哼自己的歌，让您猜猜。 
 

2.  追踪旋律。 材料：钢笔/铅笔和纸或任何可用于制作线条/形状的物品；以下歌曲
列表中的任何一首歌曲，或您自己的文化/家庭中的任何一首歌曲！  

 从音乐课或您自己的文化/家庭召回一首歌。用铅笔画画或布置任何项目，勾勒出音高在歌曲中的移动方式（高
，中，低）。完成操作后，再次弹奏歌曲，同时用手指和样式伴奏。  

3. 

创建新 
歌词为以“ Twinkle，Twinkle Little Star”
（或任何其他简单的歌曲）的曲调演唱的
歌曲（无论是否写下）创建新歌词 

材质：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如何想知道你在 
上面如此高高的世界 
像天空中的钻石 
闪烁闪烁的小星星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邀请家人（或朋友，通过设备）听你的学生哼着旋律。 有人  猜测 这首歌。邀请其他人哼自己的歌，让您猜
猜。 
主题：呆在家里成天 

4. 宋家人的 
 
询问家庭成员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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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无 

   

5. 声音探索 
 
在房屋周围找到一个或一组物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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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任何物体，例如：乐高积木，玩具，闷气-您可以用来制作向
上，向下，保持原样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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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歌里唱： 



 

从链路启动歌曲 其他歌曲你可能认识的 

❏ 简单礼物 
❏ 欢乐颂 
❏ 来了，玩 
❏ 傻瓜 
❏ ，使唱一首 

从音乐探险任何歌曲，如果你参加 

❏ 十字面包 
❏ 轻轻睡眠  
❏ 的白桦树皮的土地 
❏ Banuwa 
❏ 桦树 
❏ 做鹿在  
❏ 这片土地上是您的土地  
❏ Tingalayo  
❏ Sansa Kroma 
❏ 像摇滚乐 
❏ 队一样再见 
❏ Zum Gali  
❏ 像摇滚一样出现  
❏ 鳄鱼歌曲  
❏ 在我的脚趾上，还有Bee 
❏ Nobis Pacem  
❏ BeeaWishy Washy  

您还记得音乐课上的其他歌曲！  
 

 



体育学习活动 
   3年级  

 
俄勒冈州体育标准 承认体育活动对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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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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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四个角落的 材料：无 

 角落 1：10个跳跃式千斤顶 
慢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角落2： 5仰卧起坐 
慢跑到另一个角落 
角落3：左右 跳10次  
慢跑到最后一个角落 
角落4： 5手臂每边的圈子 

 有什么家庭可以做 
 
开头和铭记分钟结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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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  

 
三年级，学生将 有效地参与讨论，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确定主要思路和支持细节，并询问与回答问 
题。这些学习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用完整的句子说话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使用学术语言的同时提供详细信
息和说明。 
*以下学习活动无需按顺序完成。选择最能连接到正在研究的另一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活动。 
 

第2周的活动 

1. 同义词和反义词（阅读） 材料：“第2周阅读活动”中的单词 

 谈话，耳语，喊叫，大喊大叫 寒冷，冻结，凉爽，温暖  沮丧，愤怒，快乐，愤怒 
大，小，巨大，巨大 ，所以高兴，脾气暴躁，高兴，高兴 
我知道___和___是同义词，因为它们含义相同。 
我知道___和___是反义词，因为它们的含义相反。 
使用完所有这些单词后，您便会想到自己的同义词和反义词。 

2. 比较两个对象（社会研究）的 材料：一个成年人 

 您的教室和房屋如何？它们有何不同？ 
我的教室和我的房子相似，因为它们都具有_。它们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_。 
我的教室和我的房子不同，因为我的教室是___，但我的房子是___。他们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我的房子是
____，但我的教室是___。 

3. 保健/自我护理安静，安全的地方与之 材料：交谈的书和人 

 在进行“保健/自我护理”活动“ 15分钟阅读”之后，告诉成年人您正在阅读的书。告诉他们是小说还是非小说。给
他们您所读内容的摘要。要总结一本虚构的书，请按以下顺序告诉他们有关5 W问题的答案：谁是角色，他们
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何时何地发生？如果不是虚构作品，请告诉他们主要思想（关于您正在阅读的主
题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支持的详细信息（有关主要思想的其他重要事情），以告诉他们您所阅读的内容。 

4. 保健/自我护理安静，安全的地方 材料： 交谈的人 

 进行保健/自我护理活动“清洁您的房间！”后与之告诉某人您房间中三个最特别的对象是什么。是什么使这些事
情对您特别？你从哪里买的？他们有保留您的特殊地方吗？最特别的对象是我的___。我的___对我来说很特别
，因为___。我的___对我也很重要，因为___。我是从___获得的。我的最后一个对象 选择 是我的___。我重
视（喜欢/喜欢）我的___，因为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学生有时间思考和准备他/她的问题和/或答案。 
● 您的学生可以在分享之前或之后写下他/她的想法而受益。 
● 在您的讨论中，一次只说一次。 
● 提醒您的学生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说话清晰并以可理解的速度进行。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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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的活动 

1. 健康/自我安静，安全的场所 材料：无 

 在您的房屋或院子中找到一个安静，安全的场所。静静地坐下，深呼吸五次。你听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
闻到什么？  

2. 健康/安静的安静，安全的地方 材料：无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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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健康/自我安静，安全的地方 材料：书籍 

 拿起好书，变得舒适！在安静，安全的地方阅读15分钟。  

4. 健康/自我安静，安全的地方 材料：无 

 打扫房间！ 不完全是。在压力大的时候，整理和打扫房间可使您感觉更加镇定，可控制并能够处理自己的感
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学生找到在家中休息或需要做功课的地方。  
● 在您的家中拥有“安静的时间”，使噪音降至最低。这是技术突破的好方法，也是让孩子们出门的
好理由！  



 
 
 
第三周 



阅读学习活动 
  三年级  

 
为什么如此重要？当读者可以用自己的话语陈述主要思想并确定其支持细节时，文本的理解能力将得到提高。这些
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非小说文本的主要思想和支持细节。  
 

第3周的活动 

1. 

 

确定故事的主要思想。材料：任何非小说类文字，铅笔 
 
通常，段落的第一句或最后一句会告诉您该段落的 主要 内容或主要思想。首先，请阅读以下段落，并密切注
意该段落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然后，您选择最能代表该段落内容的句子。 

 
该段的“主要思想”是：  

 
讨论您如何识别上述段落的主要思想，并在句中加添帮助。  （正确答案是b）。  
轮到你了！从任何非虚构的文本中选择一个段落，然后查看该段落的第一句或最后一句是否可以帮助您识别“主
要思想”。 

2. 

 

确定故事的主要思想和支持细节。资料：太阳系中的行星，铅笔  
 
好的读者使用图片，标题，标题和标题来帮助识别文本的主要思想。  
阅读附件“太阳系中的行星”或其他非小说类文字。  
用您自己的话写主思想（切记使用标题和头/尾句作为线索）。接下来，至少确定两个支持细节。支持详细信息
有助于解释或证明主要思想。这些句子可能表示事实，原因，示例或定义。  

3. 

 

寻找重复的单词。素材：任何非小说文字或“臭鼬”铅笔。  
 
阅读文本。接下来，圈出在文本中重复的关键字。另外，在标题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段落中圈出标题和“ KEY 
IDEAS”。看一下你圈出的单词和短语，问自己：“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主要
思想是什么？”之后，至少确定三个关键细节。请记住，支持详细信息可帮助解释或证明主要思想，并可能提供
事实，原因，示例或定义。  

 家庭可以做什么 
鼓励您的孩子查看标题，标题，重复的关键词和短语，介绍性和结论性段落以及图片和标题，以帮助他
们弄清“主要思想”。接下来，请您的孩子确定支持细节。  
 
可选活动：观看有关动物的电视纪录片或短片，并让您的孩子在以下网站上讲述主要观点和支持细节：
：  https//kids.nationalgeographic.com/videos/amazing-animals/。  
有关哺乳动物的其他非小说类书籍可以在以下找到：：  网址
https//kids.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mammals/。 



                                    
                                     https://www.k12reader.com/ 
 
 
 
 
 

 



学习的标题1读活动 
  三级年级  

 

在三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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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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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前缀的单词。前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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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您的孩子在本周至少使用列表中的5个单词来写一个故事 
 



学习 活动 写作 
  3级  

俄勒冈写作的标准状态3年级学生应该能够 编写叙述（故事）描述性的细节和事件的明确序列。 

第3周的活动 

1. 选择提示 材料：纸，铅笔 

  请您的孩子从下面选择提示。集体讨论您对该主题的所有想法。您可以列出清单，使用思维导图，也可以只写
出一些想法。不必担心使用完整的句子或正确的拼写。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用您的头脑风暴思想来 组织 思想。 must您必须具有字符，设置，开头，中间（可能存在问题和解决方
案）和结尾。细节应包括主角的思想和感受。 

3. 编写草稿 材料：纸，铅笔 

 用您在组织工作表上写的内容写第一稿。整齐地写下3-4段。 

4. 修改和编辑草稿 材料：纸，铅笔 

 你... 

❏ 包含字符/设置？  
❏ 写一个开始，中间和结尾？ 

❏ 包括足够的细节吗？ 
❏ 使用完整的句子？ 
❏ 使用链接词（首先，然后是下一个，随后是） 
❏ 使用正确的拼写，标点和大写？ 

5. 最终副本 材料：纸，铅笔 

 整齐地写下您的最终副本。确保纸张上的间距正确。 

 什么家庭可以 
 

            提示＃1               提示＃2               提示＃3 

隐身！ 
想象一下，您可能在一天内不可

见。写下您在无形的日子里会做的
事情。 

$ 1,000  
想象一下您赢得了比赛。奖金为$ 
1,000。写出您将如何使用您的奖
金。 

喜爱的回忆  
写一些与家人在一起的特别或
有趣的事情。 

●  与学生讨论故事。帮助他们集思广益，扩大写作范围。 
●  帮助您的学生编辑/修改他们的作业。让他们大声朗读它，并检查是否有修改。 
扩展的学习选项 

● 说明您的故事或将其转变为图画小说。 
● 重新编写您喜欢的故事，并将其更改为与您以及您在该角色所在的地方有关的故事。 



数学学习活动 
    3年级的  

 
俄勒冈州数学标准将对 分数作为数字的理解发展 为3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分
数。  
 

第3周的活动 

1. 确定馏分 材料： 旋转器，铅笔，回形针，纸 

 将旋转器旋转两次或从旋转器中选择两个数字。最低的数字是分子（分数中的最高数字），最高的数字是分母
（分数中的最低数字）。然后，使用旋转的分数绘制并划分形状（圆形，正方形，矩形等）。然后，再旋转2
个分数并绘制和划分2个其他形状。 

2. 数字线上的分数 材料：微调器，铅笔，回形针，纸 

 将微调器旋转两次或从微调器中选取两个数字。最小的数字是分子（分数中的最高数字），最大的数字是分母
（分数中的最大数字）。然后从0到1画一条数字线，并根据分母将其划分为正确的单位数。然后，标记小数应
该去的地方。再选择2个分数，然后在另一条数字线上标记它们。 

3. 分数关于我们 材质： 纸，铅笔 

 请您的孩子弄清您的家庭中有以下几方面： 
喜欢爆米花，喜欢游泳，篮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足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喜欢吃西兰花。例如，如果您
的4个家庭成员中有3个喜欢披萨，则分数为¾。  
写下每个分数，并讨论为什么分子（最高数）改变而分母（底部数）保持 不变。  

4.
组
成 
分数 材料：铅笔 

 

 
 

 

1. 的单位分数是多少？  
2. 阴影多少个单位？ 
3. 阴影部分是多少？ 
4. 不遮挡什么部分？ 

5. 小数跟随 材料：白纸，蜡笔，记号笔或彩色  
                 铅笔 

 遵循以下说明。 
1. 画一个有四个窗户的房子。在其中的2/4上盖上窗帘。 
2. 画一扇门。将其中的½涂成紫色，将其½涂成黄色。 
3. 用10块砖画一个烟囱。颜色为砖的7/10棕色。 
4. 画3朵云。颜色2/3其中灰色。 
5. 绘制15个雨滴。其中13/15颜色为蓝色。 
6. 画14朵花，其中颜色½为蓝色。给其他的½橙色涂上颜色。 
7. 画太阳。颜色为½黄色和½橙色。 
8. 在院子里画十棵树。使其中的5/10苹果树。 
9. 画15星。其中6/15颜色为黑色。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体验分数概念最适合学习。使用对象并将其分成一半，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披萨总是很受欢迎。  请您
的孩子证明哪个更大：比萨饼的四分之二或比萨饼的三分之二？ 

● 在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分数时，请让您的孩子知道。看到您使用他们正在学习的相同数学，这是学习的
强大动力。它有助于在数学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科学三学习活动 
  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确定了对不同生境或环境如何影响其中的动物生存的理解，这是三年级的优先事项。这
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研究附近的动物。 
 

第3周的活动 

1. 环境观察观察家 材料：纸，铅笔 

 外的环境。什么是自然的，还是自然的？什
么是人造的？您可以将其记录在T型图中。
请参阅右侧的示例。 
 

2. 动物观察观察家 材料：纸，铅笔  

 外的野生动物。你看到了什么动物？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您如何看待他们利用环境生存？记录和/或讨
论您的观察结果。 
 

3. 比较环境 材料：无 

 谈论您的社区与旷野有何不同以及与众不同。对您附近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危险？有哪些对野外野生动物有危险
的事情？您认为什么样的环境对您附近的动物更好？为什么？  
 

4. 动物适应 材料：纸，铅笔 

 我们在附近看到的野生动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变化（适应），可以在这里生存。您认为他们如何适
应？为什么？如果您可以将它搬到旷野，您认为它会生存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讨论和/或记录您的想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谈论生活在荒野或世界不同地区的野生动物。您认为其中哪一个能够在您的社区中生存，而哪些
不可以？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3年级  

 
在了解了社区类型和邻里特征之后，您现在将了解 生活在社区中的公民。这周将鼓励学生思考社区和周
围的人。 
 

第3周的活动 

1. 市民作为贡献者 资料：纸，铅笔（可选：蜡笔，记号笔） 

 ● 讨论组成我们社区的不同公民，  
○ 例如：教师，护士，邮递员/女邮递员，消防员，警察，建筑工人，图书馆员，等等， 

 
● 制作一张图表，在其中列出一面的公民，另一面列出他们的角色（请参见下面的示例） 

 

市民 的角色 

邮件邮件进行 对排序并将其分发到各个社区 

 

2. 市民的位置 材料：昨天的图表，铅笔（可选：标记） 

 ● 查看您昨天制作的图表，现在将每个成员的位置添加到“公民区域”附近。 
○ 示例：邮递员从配送中心开始，然后在特定的社区 

 

3. 我们作为公民的 材料：纸，铅笔 

 ● 写下2-3件事可以为您的社区提供支持 
● 。考虑一下COVID19大流行。您如何帮助社区的公民？邻里？国家？从今天开始，您还可以做些什么
来在这段时间内支持社区成员？ 

 

4. COVID19期间的公民 资料：不需要 

 ● 讨论在大流行期间仍在工作的公民-这些社区成员为什么工作？他们是在家工作还是在通常的位置工
作？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您如何（现在或将来）支持或鼓励他们？ 

 

 可以做什么家庭 
 

● 继续讨论这种流行病如何影响我们的社区： 
 
公民在我们的社区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如何互相支持？本课解决了以下问题：公民在我们的社区中扮
演什么角色，我们如何相互支持？他们如何为社区做出贡献？他们周围的人如何贡献力量？  



艺术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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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的活动 

1. 个人生活美术 材料：纸，书写用具以及您拥有的任何美术用品 

 根据生活中的积极事件创作和叙述绘画。 
 
满足的艺术标准：第二版VA.1.CR1.3这些 使用个人经验为叙事或事件提出想法，想法或想法可能是艺术品的基础 

2. 赋予故事以生命！ 资料：无 

 仅用舞蹈表演出您在课堂上阅读或记住的故事。  
 
满足以下条件的艺术标准：DA.1.CR1.3对各种自我识别的运动刺激（例如，文字，图像，观察到的舞蹈，个人经历）进行实验。 

3. 成为角色 材料：家中的各种物品家中的 

 使用任何材料打扮成书，电影或电视剧中的角色。与家人分享服装如何帮助使角色栩栩如生。  
 
涉及的艺术标准：TH.9.RE3.3 考虑并分析多种戏剧/剧院作品中的技术要素。 

4.  材料：  

   

5.  材料：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集体孩子生活中的一些积极事件 
● 讨论讨论动作如何表现情感可用  
● 帮助收集诸如衣服，纸板，纸张或其他任何来装饰的材料！ 



健康学习活动 
   3级  

 
健康食品与较：将 不健康食品食品分为健康食品和较不健康食品（分为食品组），通过做出健康选择来
描述健康饮食习惯。创建3个健康的饮食计划，并说明为什么选择每种食品。 
 

第三周活动 

1. 这种食物属于哪里？ 材料：铅笔/蜡笔/记号笔和纸 

 食品组： 谷物，水果，蔬菜，蛋白质，乳制品，油脂/糖（适度）  
 
在纸上画出以下食物的图片：  
面包-鲑鱼- -葡萄-棒棒糖-甜椒-黄瓜-鸡肉-牛奶-苹果-西兰花-西葫芦-大米-低脂酸奶-胡萝卜-薯片-西瓜-生菜鸡蛋-
豆类-面食 
决定将不同食物分类到哪个组以及为什么。然后，请您的家庭成员将每种食物归为食物组。你有同样的答案
吗？ 

2. 隐藏的糖 原料：糖（或盐，代表糖），茶匙，碗 

 学生将测量不同食物中糖的含量。量出每碗糖的量。 
● 1罐苏打水：9茶匙糖 
● 1片加冰淇淋的馅饼：20茶匙糖 
● 巧克力棒：7茶匙糖 
● 2饼干：2茶匙糖 

每4克糖等于1茶匙糖。 
 

3. 制作苹果脆片 材料：2-3个苹果，¾茶匙肉桂粉，平底锅，烤箱，小刀
（对于父母） 

 父母： 将烤箱预热至225华氏度，将苹果切成薄片，水平。 
学生： 在苹果片上撒上肉桂，然后将苹果放在烤盘上（确保苹果不重叠）。 
父母： 将烤盘放在烤箱中1小时，然后翻转苹果再烘烤1小时。 
家庭： 享受您的苹果片！  

4. 创建各种膳食计划 材质：铅笔/蜡笔/标记和纸 

 创建3张膳食计划，您可以画一幅膳食图并在食品上贴上标签。每餐都应从每个食物组中至少摄取一种食物
（谷物，蔬菜，水果，乳制品，蛋白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准备健康的膳食和零食，并讨论为什么这些膳食和零食既健康又有益。 
● 与您的孩子谈谈零食中的隐性糖，以及如何做出其他健康选择。与其吃一袋薯条，不如在家制作
苹果薯条。 



音乐学习活动 
   三年级  

国家音乐标准要求三年级学生可以使用被称为标准符号的符号来阅读和演奏音乐，并要求学生能够证明
或讨论音乐选择。学生将通过编写自己的音乐模式以及通过音乐声增强故事并描述或证明自己的选择来
展示这一点。 
 

第三周的活动 

1. 

练习标准符号  
    （Ta）（休息）（ti ti）  

：  

材料：纸和铅笔 
 
 
 

    （To-oo）（ti-ka ti-ka）  
  
练习画/写以下节奏，确保几次练习画正确。如上所见，请确保在注释标题中进行着色。 

2. 

以四个小节为一组编写节奏。  
 
请记住，ta，rest，ti ti和tika tika / tibi tibi
是一个节拍，而半音符（to-o，woo-woo
，ta-a）是两个节拍。 16个音符充满一
个节拍，但在该节拍中有4个快速声音。 

材料：铅笔和纸 

3. 为短篇小说或书籍创作声音。 
 

材料：儿童读物或短篇小说。 
您在家中制作的乐器。 

 选择您在家中的短故事或儿童读物，并使用自己制作的乐器，身体敲打声或人声来创建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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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鲨鱼 
 
给每个角色自己的乐器声音或声音（婴儿
，妈妈，爸爸，爷爷），然后用该声音弹
奏/唱歌“ doo doo doo”。 

材料：在房屋周围发现的乐器或您自己制作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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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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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踢 20 Jumping Jacks 

7 20秒手臂圈 20秒坐下并伸直脚趾 

8 20 Bunny Jum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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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碍物训练 材料：您选择的任何东西 

 在房屋或院子中创建障碍物路线。发挥创意。给自己计时，尝试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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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跳高起跳 
● 5个仰卧起坐 
● 5个深蹲 
● 创建自己的！  

5. 健康食品字母  材料：无  

 对于此活动，找到一个伴侣（可以是兄弟/姐妹，父母，堂兄等）来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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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员＃1 玩家 

＃2 苹果 杏仁  

乙 蓝莓  版纳 

Ç 胡萝卜   - （想不出任何，5个跳跃运动） - 

继续用字母一路下跌到“Z” 

 

 家庭什么可以做 
 

● 开始，美好的时光结束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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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是的好方法  
减轻压力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何这一点的另一个例子  
做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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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级  

在3年级，学生将 有效地参与讨论，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确定主要思路和支持细节，并询问与回答问 
题。这些学习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用完整的句子说话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使用学术语言的同时提供详细信
息和说明。 
 
*以下学习活动无需按顺序完成。选择最能连接到正在研究的另一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活动。 

第3周的活动 

1. 叙述（写作） 材料：纸，铅笔（可选） 

 您将如何花费1000美元？ 
如果我有机会花一千美元，我会___。另外，我会___。最后，我会___。 

2. 公民（社会研究） 材料：纸，铅笔（可选） 

 您如何成为社区中的支持公民？ 
我可以通过___和___成为社区中的支持公民。我也可以___和___。 
挑战！ -至少要做一个主意！ 

3. 环境（科学） 材质：纸，铅笔（可选） 

 比较并对比您的邻居和旷野。 
我的邻居和荒野相似，因为___。除此之外，它们都具有___。他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的邻里没有___，而
荒野没有___。 

4. 主要思想（阅读） 材料：书，文章（必填），纸，铅笔（可选） 

 阅读段落或章节后，确定主要思想和两个支持细节。 
段落/章节的主要思想是___。帮助我确定主要思想的两个支持细节是___和___。 

5. 障碍物路线（PE） 材料：纸，铅笔（可选） 

 描述您如何按顺序构建障碍物路线。 
我必须按顺序完成几个步骤，以建立自己的障碍路线。首先，我 ___。接下来，我___。之后，我，___。最后
，我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您的学生有时间思考和准备他/她的问题和/或答案。 
● 您的学生可以在分享之前或之后写下他/她的想法而受益。 
● 在您的讨论中，一次只说一次。 
● 提醒您的学生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说话清晰并以可理解的速度进行。 
● 让您的学生使用听力工具进行练习- “我用耳朵，眼睛和心脏聆听。” 
● 向您的学生提出一个单词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 “是”  或 “否”。 
● 鼓励您的学生补充自己的回答并解释他/她的想法。 - “告诉我有关___的更多信息。” “你怎么知   
道的 ___？” 

● 如果您的学生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请 一起努力制定一个完整的句子，并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学  
术语言，然后让您的学生回覆给您。 

● 与您的三年级生谈论他们在做什么！对话可以全天随时发生！ 



健康和自我护理的学习活动 
  3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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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包括听力练习。我们大多数人天
生具有听觉，但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练习听。 
 

第3周的活动 

1. 健康/自理听力 材料：铅笔和纸 

 醒来时，喝一大杯凉水。进行五次深呼吸，通过鼻子和嘴巴吸气。打开家中的窗户并聆听。写下您听到的所有
事情的清单。您听到风，雨，鸟或人的声音吗？ 

2. 健康/自理听力 材料：无 

 请家里的某人花五分钟与您坐在一起聊天。问他们：“过去一周您感觉如何？是什么让你快乐，什么让你悲
伤？”花时间去听他们。当他们告诉您结束时，告诉他们您对他们说的话有什么了解。 

3. 健康/自理听力 材料：铅笔和纸 

 想一想您最喜欢的歌曲。闭上眼睛向自己唱这首歌。唱歌时会看到什么图像？画出所想到的东西。 

4. 健康/自理听力 材料：无 

 做25个跳跃式千斤顶。然后坐下，听听您的心跳，直到心跳减慢。 

5. 健康/自理听力 材料：纸和铅笔。 

 和大人一起出去玩，听鸟叫。看看您能听到多少只鸟。你能看见所有听到的鸟吗？画一张图。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如果可以的话，与孩子们在一起陪伴孩子，鼓励他们。 



 
 
 
第四周 



阅读学习活动旨在 
  3年级  

 
俄勒冈州 提高学生对印刷概念，字母原则以及英语写作体系其他基本约定的理解和使用知识， 是一种 三
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建立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确定中心思想并建立联
系。 
 

第四周活动 

1  阅读理解  材料：纸，铅笔  
 

 阅读短文并回答有关棒球比赛的问题。  

 

2 阅读理解  资料：纸，铅笔 

 阅读短篇小说并回答有关学校狂欢节的问题。 请使用完整的句子。 

 

3 阅读能力  资料：纸，铅笔 

 阅读短篇小说并回答有关捕虫者的问题。请使用完整的句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写作，口语和理解力是学习的最佳选择。使用故事和现实世界中的示例共享主题以确定含
义。故事，书籍和个人账目有助于发展建立知识和证明理解的能力。 要求您的孩子阅读一个简短
的故事，并从文本中给您提供三个细节。 

● 让您的孩子阅读和倾听您的声音。每天鼓励您阅读20分钟，这有助于将文字与日常生活联系起
来。  



学习的标题1读活动 
  三级年级  

 

三年级需要的学生，能够解码multisyllable话。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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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纸纸上 

 在写下以下单词： 丛林，彩虹，铺路，纪念碑，玩耍，庆祝。在每个单词中画线以显示单词中有多少个音节。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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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在便签纸上切出以下单词部分（或将纸张切成正方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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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每张卡上的单词部分。如果您可以将它们
组合成一个词，那么它们就是“匹配项”，您可以保留它们。继续轮流挑选卡片，读取零件，如果匹配则保留卡
片，直到使用完所有卡片为止。  

3.
将 
音节分割成单词 
（排序活动） 

材质：纸，铅笔纸上 

 在画2条线，将纸分成3列。将一列标记为“一个音节词”，将另一列标记为“两个音节词”，最后一列标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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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雪人”有2个音节，将被写在“两个音节词”列下。） 
 

 家庭可以 
 

● 用该音节玩I-Spy。环顾房间并挑选一个物体。例如，如果您选择“桌子”，您可以说，我监
视有2个音节的棕色。 

● 将一张纸切成正方形。将本周活动中的每个单词写到卡片上。让您的孩子尽快阅读卡片。
作为一种变体，让他们以愚蠢的声音，大声的声音，安静的声音等阅读所有单词。  

● 当您与孩子一起阅读时，请识别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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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学习活动 
  三年级  

俄勒冈州立写作标准的表明，学生应该能够 进行简短的研究，以积累关于某个主题的知识。 （第3-4
段） 
 

第4周的活动 

1. 1.选择提示  材料： 纸，铅笔 

  请您的孩子从下面选择提示。集体讨论问题，然后采访家人或家人朋友。记录他们的回答。不必担心使用
完整的句子或正确的拼写。  

2.  组织 材料：纸，铅笔 

 用您的访谈将您的回答按逻辑顺序组织，以撰写3-4段的论文。确保包含主题段落和结束段落。  

3.  写粗糙的草案 材料：纸，铅笔 

 使用你对你的组织表写什么就写你的第一稿。写得整整齐齐。 

4.  修改和编辑草稿。 整齐地写一份最
终副本。 

材料： 纸，铅笔，词典 

编辑清单： 

 你有没有？ 

❏ 说明您的主题并扩展您的信
息？ 

❏ 是否有意义？ 
❏ 大写和标点符号正确吗？ 
❏ 您的单词拼写正确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选择以下三个写作提示之一，与您的家人或家人朋友进行访谈，并撰写一份3-4段的报告。确保包括一
个清楚说明您的主题，示例的开始段落，以及一个重新陈述您的主题的结尾段落。 

            提示1               提示2               提示3 

过去发生的事件 
 

采访经历过历史事件或自然
灾害的某人，并进行举报。 

家史 
  

采访家人，了解您的祖先或
您的家人如何生活在俄勒冈
州。 

传 
  

讲述一个人，他们何时何地出
生，以及一生中的重要事件。 

 
与您的孩子讨论每个主题。帮助他们集思广益面试问题并整理他们的信息。  帮助您的学生编辑和修改他
们的作业。让他们大声朗读您的内容，并检查是否有修改。 
扩展的学习选项：  

制定事件的时间表并说明您的时间表。 



学习活动 
  三年级  

 
数学的俄勒冈州的数学标准确定 100年以内的乘法和除法来解决单词问题，并以4级操作（加，减，乘和除）来
解决两步单词问题 为第二级学生。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运用他们的数学推理能力。 
 
本周指示： 解决提供的空白纸或模板上的数学问题。展示您的作品（画一幅画，数字线，方程式）并用几句话
解释您的想法。  
本周材料： 张空白的纸，故事问题模板。  
 

第4周的活动 

1. 单步问题  

 问题1： Darrell制作了384杯纸杯蛋糕。他给了一些朋友。现在，达雷尔有139个纸杯蛋糕。他给了几位朋友？ 
问题2： 二年级有324名学生，三年级有296名学生。三年级生比二年级生多多少个？ 

2. 一步式问题  
 

 问题1： 有四束香蕉。每束有5根香蕉。一共有几根香蕉？ 
问题2： 您有48英寸的色带，将其切成8英寸长的碎片。您将拥有几块缎带？ 

3. 单步问题  

 问题1： 莎拉的餐厅为披萨收取12美元的费用。 Riley的餐厅收费是Sarah的3倍。 Riley的比萨要多少钱？ 
问题2：   
有9个容器，每个容器中有4个棒棒糖。一共有几个棒棒糖？  

4. 两步问题  

 问题1： Cammie有15个双卵黄蛋。她给了她的朋友马库斯5枚鸡蛋。然后，她发现她需要将它们分成两组，以将它
们放入冰箱。每个相等的组中有几个鸡蛋？ 
 
问题2 ：凯尔（Kyle）有17个饼干，然后又买了25个饼干。他想在自己和6个朋友之间分享。每个朋友会得到多少饼
干？ 
 

5. 挑战问题  

 问题1：Mike在县集市上赢得了55根口香糖。在学校里，他给数学班的每个学生四个。他只剩下3个。他班上有多少
学生？ 
 
问题2：安倍在过去一周里跑了4天。他每天跑9英里。在同一周，萨曼莎（Samantha）比安倍（Abe）少跑了15英
里。萨曼莎跑了多少英里？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当您的孩子解决数学问题时，向他们提出一些重要的思考问题，例如“您能解释您的思想吗？” “你怎么
知道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您能以其他方式解决它吗？” 

 
 
 
 
 



 
 
 
 



科学三学习活动 
  年级的  

 
下一代科学标准确定了对理解特质变异的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影响生物的生存 ，这是三年级的优先事项。
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了解生命周期。  
 

第4周的活动 

1. 蝴蝶蝴蝶 材料的生命周期：的生命周期 

 您对动物的生命周期了解多少？使用上图和以下语句模式向家人
说明蝴蝶的生命周期：  
 
在________的开头，下一个________，然后最后
____________。  

2. 鱼鱼 材料的生命周期：的生命周期 
  

 使用上图和以下句子模式向家庭成员解释鱼的生命周期：  
 
在________的开头，下一个________，然后最后____________。  
 
 
 
 

3. 比较/对比生命周期 材料：上面的生命周期图 

 比较和对比鱼和蝴蝶的生命周期。它们如何相同？它们有何不同？示例：鱼和蝴蝶的生命周期相同，因为它们
都是从卵开始的。  
它们不同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  

4. 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  材料：纸，铅笔 

 脊椎动物 是指具有骨架的动物，例如长颈
鹿。  无脊椎动物 是指没有骨架的动物，
例如水母。制作一个T形图，看看您可以
在每个类别中列出多少只动物。参见示
例。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选择另外两种动物进行比较和对比。 
● 问：您认为每种动物的生命周期如何帮助它们在环境中生存？ 
● 问：脊椎动物生活在哪里？无脊椎动物生活在哪里？您为什么认为他们住在那里？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3年级  

 
本周，我们将更广泛地理解地理。我们将努力使  
学生的 对大陆和海洋理解 利用地图。 
 

第4周的活动 

1. 大陆 材料：铅笔，地图（包括在内） 

 ● 询问三年级学生是否知道大洲，并在地图上指出。 
● 让他们练习在每个空白处写上每个名字的方式来标注各大洲的名称。 

○ 仔细检查拼写和大小写 
 

。

2. 海洋 材料：铅笔，地图（包括在内） 

 ● 回顾您昨天所做的有关各大洲的工作 
● 解释各大洲被大洋隔开并参考这些地图 
● 让您的三年级学生在海洋上贴标签  

○ 仔细检查拼写和大小写 
 

3. 连接 材料：地图（包括在内） 

 ● 查看各大洲和海洋的标签 
● 要求您的三年级学生识别我们居住的大陆 
● 询问一些后续问题，例如以下问题： 

○ 您去过其他大陆（如果有）吗？ 
○ 您是否看到或碰过其他海洋？ 
○ 您有住在另一个大陆的家人或朋友吗？ 

4. 审查  材料：地图（含），铅笔 

 ● 练习说每个大洲和海洋大声除了它标记在地图上 
● 尝试在每个大陆和海洋的位置quizzing自己（或对方） 

○ 提出这样的问题： 
■ 哪个大陆_________ 最靠近？ ______最靠近哪个海洋？ 
■ 哪一洲距离_________最远？哪个海洋最远________？ 
■ 您最想去哪个大洲，为什么？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三年级学生一起阅读或观看电影时，继续讨论各大洲和海洋，讨论各大洲 
● 其他国家如何应对这种大流行。与美国处理COVID19的方式相比如何？整个北美呢？  



 
● 折叠的虚线 下面以掩盖答案并测试您的理解。 

 

空白地图 大陆和海洋的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答案键 大洲和海洋的 

 

 



艺术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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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显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满足的艺术标准：MA.2.CR2.3 形成，共享和测试创意，计划和模型，为媒体艺术作品做准备。 
 

2.
表

现 
出您的阅读 材料：书或短篇小说 

 当您阅读书或短篇小说时，请改变声音以使其对于特定角色而言是独特的。表现出你角色的言行。  
 
处理的艺术标准： TH.1.CR1.3合作确定角色如何移动和说话以支持戏剧/戏剧作品中的故事和特定情况。 
 

3. 画出生活的 素材材料：纸，绘画用具 

 画一张你想念的在学校做的事情的图片。  
 
满足的艺术标准： VA.1.CR1.3使用个人经验为叙事或事件产生想法，这些想法或想法可能成为艺术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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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级  

 
社区健康：描述我的社区，列出保持社区健康的帮助者，确定污染问题并设定目标以保持社区清洁并练
习拒绝技巧。 

第4周的活动 

1. 描述您的社区 资料：纸/笔 

 以书面形式进行讨论或回答： 
1) 您将如何描述自己的社区？与大城市或小镇相比如何？ 
2) 您社区中的哪些事物使它成为一个宜居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它变得更好？ 
3) 您认为您的社区是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场所吗？告诉为什么。 

2. 角色扮演社区帮助者 资料：无 

 集思广益帮助您保持安全和/或健康的社区帮助者清单，例如医生，护士，牙医，EMT，警察，消防员，父母
，老师，过境警卫，食品检查员和环卫工人。  
考虑一下社区帮助者帮助保持社区安全的情况（车祸导致人受伤，上学的第一天，孩子们过马路）。角色扮演
是社区的帮手。您的家人可以假装成为您安全的社区。 

3. 您的社区-保持清洁！ 材料：纸/铅笔 

 污染 表示由于浪费而变脏。某些污染是空气，水和噪音污染。哪种污染会影响您的社区？考虑一下可以帮助社
区的方法。  
  
给论文加标题：  “我如何保持社区的清洁和健康。”列出您的目标，以帮助保持社区清洁。 

4. 只需说“不！”角色扮演 材料：无 

 我们需要学习使用拒绝技巧来承受负面压力。 
1。  确定并避免危险情况。 2. 说“不！”用言语和肢体动作（如果选择，您可以给出原因） 
3.  保持现状。 4. 报告发生在可信任的成年人身上的事情。 
 
在以下情况下扮演角色： 

1.地点：学校操场 
老师在操场的一侧。另一边有两个学生在打球。另一个学生（不是两个玩球中的一个）接近一个较小的孩子并开始将他/
她推向四周。 

2.地点：邻里住宅 
学生去探望朋友。朋友的哥哥或姐姐为孩子们提供香烟/ vape。 

3.设置：学校运动场 
一支团队的学生开始使用标记在团队的设备上书写刻薄的单词。您团队中的一些学生想做些报复。 

4.环境：社区中的便利店 
一个学生将走进商店购买牛奶。通过橱窗里的入店行窃可以看到一个少年。警察在商店里买咖啡。 

 家庭可以做 
 

● 什么讨论您的家庭可以做什么，以帮助您的社区保持清洁和健康。 
● 暴力是人们伤害他人的行为。您可能会在新闻中听到它，或者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它。讨论在社
区中制止暴力的方法。 



音乐三学习活动 
  年级的  

州音乐标准将表现力动作作为三年级的一项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了解 通过运动表达音乐
，并能够解释他们所做的选择。 
 

第4周的活动 

1. 毯子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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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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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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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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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拍手游戏 
 

资料：即使是通过虚拟/视频电话通话，也需要其他人一起玩。 歌曲
创意：柠檬水， 
水手出海等。 

 教家庭成员拍手游戏。还是自己发明！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为Freeze Game创建姿势/想法。 
● 加入拍手游戏。 
● 玩降落伞。 

 



学习活动 
  三级  

 

俄勒冈州体育体育标准的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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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摇动并触摸3
个红色物体 

像兔子一样10次跳
起 

10  
跳跃千斤顶  

20秒  
1腿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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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级  

 
在3年级，学生将 有效地参与讨论，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确定主要思路和支持细节，并询问与回答问 
题。这些学习活动将为您的孩子提供用完整的句子说话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使用学术语言的同时提供详细信
息和说明。 
*以下学习活动无需按顺序完成。选择最能连接到正在研究的另一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活动。 

第4周的活动 

1. 分享故事 材料：完成第1,2,3或4周的写作，并与他人分享。 

 取下您过去几周一直在写作的作品之一，并通过电话，Facetime，Zoom或其他视频聊天服务，通过电话告诉
或阅读最终副本给朋友或亲戚。 

2. 二十道题 材料：伴侣让 

 某人在房间里捡东西。您的工作是问“是或否”的问题，尝试找出问题所在。用形容词问问题，例如“是（选颜
色）吗？” “它容易碎吗？” “比我的手还大吗？”使用介词短语，例如“在____上方吗？” “是在____旁边吗？”如需
更多挑战，请选择房间中没有的人员，地点或事物。 

3. 跳过计数 材料：一百张图表（可选） 

 练习使用每个2-10的数字向某人大声向上计数100。如果您需要帮助，请在线查找一百张图表并打印出来以帮
助您。如果您可以访问打印机，请为每个数字2-10打印一个，并在计数时遮盖您说的数字。完成后，与他人讨
论您在纸上看到的图案和设计。 
___的倍数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的倍数是：2,4,6,8,10,12,14,16， 18,20等... 

4. 提供偏好 材料：伴侣 

 社交距离结束后，告诉伴侣您想去哪里。计划一个假期（真实或假想的）。  
我想去___因为___。我想去___的另一个原因是____。另外，___。这些就是我想去___的原因。 

5. 每天排序 材料：无 

 在与社会隔离和隔离后的第一天进行排序。你会去哪里？你会怎么做？你会看到谁？按照将它们放入的顺序放
置它们。首先我会___。接下来，我会___。之后，我会____。然后我会___。最后，我会___。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向学生提问一个单词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 “是” 或 “否”。 
● 鼓励您的学生补充自己的回答并解释他/她的想法。 - “告诉我有关___的更多信息。” “你怎么知道   
的 ___？” 

● 如果您的学生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请 一起努力制定一个完整的句子，并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学术  
语言，然后让您的学生回覆给您。 

● 与您的三年级生谈论他们在做什么！对话可以全天随时发生！。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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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和同情是描述同理心
的另一种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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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清单 
 材料：没有 

 尽可能多地想到“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分享您现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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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和移情  材料：没有 

 向家人询问他们必须要做的困难的事情。告诉他们您的想法。  
 
妈妈：我上班迟到了。  
您：我敢打赌，这会让您感到担心。  

4. 角色移情 材料：书籍或表演 

 阅读书籍或观看表演，然后停下来问自己：“这个角色现在感觉如何？停下3-4次，看看他们的感觉是否正在改
变。  
 

5. 显示移情 资料：打电话 

 给朋友或邻居，看看他们的状况如何。听他们讲，问诸如“你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分享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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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