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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tt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

二年级的教学大纲，叫做学术

知识与技能(AKS).  学术知识与

技能(AKS) 对每一年级的学生

的具体课程设置和学习计划，

乃至每一个科目的细则，都作

出了详尽栩实的要求和安排。

学术知识与技能(AKS)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老师们在此基础

上，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老

师们使用教学大纲指南，教科

书，高科技，以及其他教辅材

料，教授学术知识与技能

(AKS) ，以确保每一个学生能

大限度地学好科学知识。 
 
学术知识与技能(AKS)由老师编

撰。学生家长和各社区提供了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对

Gwinnett县公立学校的教学使

命格言的响应。 
 
教学使命格言是： 
 

追求 佳 好，有步骤有系统
地衡量学生的进步，在学术知
识与技能方面，在培育每一个
学生操行方面，在与当地、全
国、世界级水平的竞争中 。 
 

您的孩子在二年级会学到什

么？您在家里怎么样对您的孩

子的学习给予支持？敬请阅读

本手册。同时，我们竭诚希望

您能就您孩子每天的学习，同

他/她多作交流。 
 

欢迎光临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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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学习阅读和写作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二年级学生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入门知识，为今后高年级的学习成功做

准备。准确地说，重点是发音、单词、以及阅读写作时的准确和表达。作为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

课堂活动的组成部分，学生在校整天都使用阅读和写作。课堂活动包括交流阅读写作经验，集体朗读，小组指导

阅读，以及单独阅读写作时间－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课堂教学和写作研习班内容进行。 
 
二年级学年结束时，所有的学生期望达到: 
 理解字母与发音的关系，了解单词中的字母模式，比如辅音和元音，辅音连 ，以及字群(‐eam, ‐

ight); 
• 在写作中运用与其年级水平相适应的语法和拼写技术； 

• 获得终身会读会写的技巧，比如自己挑选书目，阅读和书写时能够自我调控，更正错误，并能就自

己的阅读写作内容倾听同学们的看法，与之交谈； 

• 在听、读、观看的过程中，使用阅读和写作进行交流。 
 

平衡的阅读写作 
教师根据下列的宗旨，决定 佳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选择 佳教学材料，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学习读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多面性。 
 阅读写作，是体验语言，而不是作孤立的技巧练习。 
 阅读写作是交流手段的内在联系，与听说融会贯通。 
 教授阅读和写作，没有所谓的“单一捷径”。老师得融合各种不同的教学策略，对每一个学生因人

施教。 
 学习阅读写作，在少儿发育时期，呈阶段性。  
 遵从这种阶段性规律，再辅以适当的教材教学法调整，所有孩子都能学会阅读写作。 
 了解学生的具体发育智力状态，使得老师能够恰当地评估、备课，作好教学安排。 
 学生得处身于书籍丰富的环境之中。 
 学生之间每天都得相互阅读，相互写作。  
 每天，学生得有机会阅读自选材料，按自选题目书写。 
 阅读和写作融入于所有教学科目中。 
 

听力、口语和视读 
二年级学生用耳朵听、书写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作品，比如小说和诗歌，真实和虚构故事等不同体裁的作

品。包括童话故事，寓言故事，自传，以及报告。以便能对提问和阅读指导作出互动反应。学生通过描

述性的对话形式，联系阅读经验，去复述故事情节，相互之间讨论人物、情节，主题，以及其他辅助性

细节。 
 

阅读 
方略和理解 
二年级学生阅读带有照片和插图的文字，对所读内容进行归纳，比较，对照，评估，作出推论。学生带

有目的或者是为了娱乐去阅读各种文字。他们讨论真实和虚构。二年级学生给成人或同伴们朗读他们自

己的作文，并与他们交谈讨论。他们阅读与年级水平相适应的课文，要求准确，难度适中，能够表达，

以有效证明他对所读文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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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作业，流利程度，和词汇 
学年结束时，二年级学生应该能够阅读和拼写常见的单词。请向您孩子的老师索要这种常见单词表。整个

二年级学年里，老师考查学生这些单词的知识，以及他们在阅读和写作中轻松自如地使用这些单词的能力。 
 

写作 
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写虚构和真实故事，使用合适的开始、中间、结尾三步式。他们继续发展感受

到听众的存在和他们自己的声音的存在。二年级学生学习为具体的目的写作。他们使用与其年级水平相

应的语法、拼写、大小写、以及标点符号。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写作读给其他同学听。 
 

同您二年级学生一道阅读的推荐书目 

The Random House Book of Poetry for Children 
Get Ready for Second Grade, Amber Brown  
The Adventures of Taxi Dog 
Frog and Toad series 
We are Best Friends 
Duck for President 
Roger the Jolly Pirate 
Cam Jansen series 
Diary of a Worm 
 

更多的儿童优秀书目 
Georgia 书奖图书:  

www.coe.uga.edu/gcba  
佳图书一百本:  

www.teachersfirst.com/100books.cfm 
美国图书馆协会知名儿童图书:  

www.ala.org/ala/awardsgrants 
 

家长辅导阅读写作小方略 

• 帮助您的孩子建立自己的图书馆。去旧书铺，车库甩卖，图书交换活动，以及学校书展。 
• 制定每天家庭阅读时间表。每晚同您孩子一道朗读一到两个章节。 
• 以身作则，让您孩子看到您在读书。 
• 定期进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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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通过 GCPS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数学教程，学生将会有信心有能力解决数学问题。他们将能够计算，并

对数字概念有深刻的理解。学生会挑战性思维。在全球性的竞争中，他们会恰如其分地进行思想交流和

数学推理交流。 
二年级的教学大纲主要是学生培养处理技能，数字和运算，几何（图形），量度，代数（模式）以及数据分析。

二年级学期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进行下列活动： 
• 在加减法中明了数字之间的关系； 
• 使用简单的乘法概念；  

• 模拟出并能够比较简单的分数； 

• 使用合适的工具度量长度； 
• 决定圆周；  

• 区别图形并能通过认识几何结构来识别图形之间的关系；  
• 了解时间的关系；  

• 计算出应该找回的零钱；以及 

• 分析表格、例图、图形、图表。 
 
二年级学生使用多种方略和教辅工具学习数学。他们一块儿解决问题。他们做数学笔记，并将课堂实例

同真实世界的实例联系起来。学生使用可操作实物、科技、以及文字题和数字题。他们使用数据、图表、

符号标记、图形、直尺，以及解决问题的方略。 
 
 

家长辅导数学小方略 

• 查找并聊一聊模式。生活中模式无处不在......不妨考虑人行道、壁纸、地砖、以及窗户。 
• 用英寸、英尺和码来估量长度。 
• 在汽车里放上数学图卡，堵车的时候或者是等候预约的时候多做练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学  
二年级学生调查周围的世界，学会提出问题，并对他们的观察作出预测。通过以询问为基础的探索，学

生学习地球、生命和物理科学等内容。他们使用科学工具去收集数据，并开始实践合适的处理手段以及

使用科学课堂上学会的实验室技术。 
 
科学的特征 
二年级学生认识到科学调查过程中反复步骤的价值，并且开始进行多次实验尝试以收集数据。孩子们对

构成大件物体的各个部件进行探索，并开始运用科学概念去拆卸和重新组装模具。他们讨论关爱生物和

满足生物生存需要的重要性。 
 
科学的种类 
地球科学 
二年级学生描述宇宙－月亮、太阳、星球。他们讨论天空中物体的物理构成。本学年中，学生将数次调

查太阳和月亮的天体位置。他们明了随着季节的变化，白天黑夜的长短也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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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孩子们调查不同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并能够描述普通动物的生命周期。学生们把季节变化同在本学年内

观察到的树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物理科学 

孩子们探索物质的特性以及物质的内部变化。学生根据物质在室温下的状态给样品分类。他们学习如何观察物质

的物理特性。二年级学生区别能源以及世界上是怎样使用能源的。孩子们还探索速度，以及由于力对物体的作用

而引起的速度的变化。 
 

家长辅导科学小方略 

• 每星期抽一个晚上同您的孩子站在户外，观察月亮的位置。将月亮在天空连续数个月的位置都都做下记录，以明白月亮

是怎样改变位置的。 
• 记录下一杯冰块化成水需要多长时间。同您的孩子讨论一下，为什么冰在冰箱里就还是冰，而放到柜台上就会变成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会科学  
GCPS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成为民主社会的建设性和积极参与的公民。学生明白他们作为公民的社会

作用和责任。他们探索美国的传统以及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责任。学生联系古今，学会识别世界

上不同国家、文化、民族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学生查看地图和地球仪，处理信息，解决问题。

学习主题包括：信念和见解影响决定的作出和法律的产生，信念决定决策人的决策，冲突引起变化；文

化是社会的产物；社会行为影响社会现状；见解的更替及人的行为影响到每一个人。  
 
诠释性的技能/我们住在哪里/个人理财 
二年级学生使用方格坐标，比例尺，图例图标去区别特征，使用地图。他们在地图上确定乔治亚州地形

地貌特征。学生自建表格图表，分析实物。他们使用主要和次要信息源。二年级学生学习物品和服务的

分配。 
 

我们的国家 
在幼儿园至五年级的社会科学课程中，学生集中学习“我们的传统”，二年级学习有关乔治亚州的情况。

学生们学习初始阶段，以及有关乔治亚州土著克利克人文化切如基人文化的历史 。孩子们学习政府领导、法律

法规，以及民选官员的职责。有关民权和人权运动的课程从正面描绘了历史人物所表现的品格特征。（参
见品格教育部分，更多地理解性格方面的侧重点。） 

家长辅导人文课程小方略 

• 家庭有家规，国家有公民必须遵守的律法和享有的权利，比较和对照家规国法之间的同异。 
• 一道探索乔治亚州。你们可以参观位于Gwinnett, 亚特兰大、以及整个乔治亚州内的历史故居和历史遗址、古战场、要

塞、当地博物馆、以及陵园，以复苏历史在眼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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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和音乐  
二年级学生是个“天生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老师鼓励学生发挥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天生激情。 
 
 
 
视觉艺术 
老师在视觉艺术课程里，强调娱乐性的探索与发现。学生在小学各个年级通过反复学习，掌握艺术概念。

小学生学会涵盖所有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成份和设计原理。介绍学生认识数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艺术

家和作品。学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会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比方说绘画，油彩画，和雕塑。  
他们在艺术创造中运用想象力。 
 
二年级学生在艺术创作中使用平衡、材质、红黄蓝基色，以及辅助色彩。他们在原创艺术中使用不同的

材料和技巧。二年级学生在绘画中比较同异、主题和格调 。他们区别多样文化中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  
 
普通音乐 
学习、创造、演唱/奏、欣赏和理解音乐，这些教学过程，是小学普通音乐课教程的基本目标。通过演

唱演奏创造接近音乐，指导听力欣赏以及其他参与，孩子们发现和发展了他们的音乐能力。学生学习认

识和表现诸如节律、节拍、曲调、和弦、韵律、速度、力度变化、音质、和表现形式。孩子们学会区别

有选择性的管弦乐器。 
 
二年级学生参加代表不同时期和文化的音乐活动。他们用课堂乐器和用击打身体的节拍伴奏，孩子们区

别音乐乐章中的反复和对比。他们有机会发挥各自的创造技巧。他们在有限度的音域的咏唱中，逐渐加

大调门和发音准确性。 
 
 

家长辅导艺术课程小方略 

• 带上画板，和您的孩子一道逛公园，让您孩子把见到的画下来。 
• 参观儿童艺术博物馆。在县内图书馆，可以办理家庭“借书证”。 
• 使用居家实物制作乐器。用麦片桶做鼓，把蜡纸裹在梳子外面，对着嘴巴哼唱大家都喜爱的歌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健康与体育教育 
 
健康 

在健康课程里，学生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与疾病和创伤相关联的危险性。他们还学习不健康行为

带来的的后果。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任，明白他们自己对他人的影响。每个学年，学生学

习与之所在年级相适应的有关情绪健康、与他人关系、营养、体育活动的好处、以及防止糟蹋东西、基

础人体解剖、个人卫生、以及安全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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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学习紧急情况时求救方法。他们学习在不安全情况下避免受到伤害。孩子们认识到什么是不

健康情况，以及怎样选择健康的行为方式和能增进健康的进食有营养食物。他们学习保持健康的呼吸和

循环系统，以预防疾病。二年级学生认识到烟、酒、药物的使用和滥用。学生们学习家庭生活中的应对

策略。人体外皮系统（皮肤、毛发、指甲、及体腺）以及牙齿结构，都是二年级教学大纲的组成部分。 
 
体育(PE) 

体育课程强调身体健康、身体运动，以及技能发展。学生在周密备课的课堂上，学会身体运动的重要性

－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学业成功。随着学生技能的获得和体格的发展，教学大纲对增强学生体质

发挥作用。 
 
学生在体育课上学习身体运动，以增强健康。学生通过将不同物体扔、接、踢、击打，以发展技巧。二

年级学生能够区别个人活动空间和共同活动空间。他们学会在小组活动中行为举止让人接收。活动和运

动技能－包括跳跃、打滚、平衡、终止和开始，以及转向－都是二年级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长辅导健康和体育小方略 

• 计划家庭出游，内容包括爬山、骑自行车、游泳等运动。 
• 筹划一份家庭紧急情况计划，做紧急撤离演习。  

• 平衡进食，多水果多蔬菜，特别是深绿色和红、黄色蔬菜，水果要多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才教育 
GCPS 天才教育教程，在小学称作FOCUS，对智力超前的儿童提供了学术方面的挑战。该教程提供了高

质量的学习机会，内容先进，节奏加快。所有天才教育班级，提供了超出GCPS教学大纲AKS内容的学

习经验，此类经验有助于学生发展思维方略和思维程式。天才班由具有天才授课证书的老师执教。加入

天才班学习的学生，得符合乔治亚州天才教育课程的合格要求。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全国统考成绩，都用

来作为决定该学生能否参加天才班学习的标准。 
 

特殊教育和心理服务  
GCPS特殊教育署和心理服务处主要是满足三岁以上残疾孩子的教育需要。加入这一计划的学生，都有

身体、心智、以及情绪方面的残疾。他们必须符合乔治亚州教育署的合格要求。GCPS提供综合型特殊

教育计划和服务，包括考查和教学干预。 
 
 
 

特殊教程和服务 
本学区提供多种形式的特殊课程和服务，包括Title I, 英语为非母语教程 (ESOL)，特殊教育，天才教育，以

及选择替代型教育课程。还提供指导、社工、心理服务，以满足学生情绪和身体方面的需要，同时，还为所

有的学生配备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为病弱儿童提供专职的护理支持。 学校营养计划在所有GCPS学校食堂

实施。一些计划和服务有合格许可要求，需要通过测试才能容许加入。在本页上您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计划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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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为非母语教程(ESOL) 
第一语言或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由于其英语的水平不够，限制了他们在正常课堂里顺利学习，对于此

类学生，提供特殊英语教程。ESOL教程重点是英语的听、说、读、写。 
 
 

品格教育 
学区支持所有学校必须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此规定由乔治亚州议院作出。社会和文化由一些具有共性

的线索联系在一起，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学生在家里学习这些共同的

信念，又通过社区、学校、宗教机构以及青年服务组织得以强化。这些基本的宗旨，指导Gwinnett县老

师教学活动，指导学区对教学活动的管理。品格教育自始至终融汇在AKS教学大纲之中。 
 

辅导和咨询 
辅导员与家庭老师携手协作，廓清学生学业成功的障碍。他们提供全面的、与学生发育成长相适应的服

务计划，包括学术领域的课程、就业课程、以及生活技能课程。通过课堂指导，小组咨询，以及个人咨

询，辅导员与学生之间建立牢固的师生关系。 

 

科技/资讯及媒介启蒙  
学校媒介计划为您的孩子作出贡献，以确保他们学业成功，为在当今资讯丰富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可

以提供的资料包括：供娱乐阅读和研究的图书杂志、便于查找索引的网上书目、，以及可以用来上网查找与学生

年龄相适应的教学资料的电脑。但凡在 GCPS媒介中心，您的孩子可以看到具有乔治亚州 合格证书的全日制媒介

专业老师，为孩子们提供教学支持，鼓励他们读一辈子书。媒介专业老师与课堂老师合作，帮助您的孩子学会查

找、分析、评估、解释、交流资讯和见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辅导二年级孩子学习成功小方略  
研究表明，家长在家参与孩子的学习，孩子在学校会学得更好。家长到学校参与孩子的学习，他们孩子

在学习上会有超人的表现，孩子所在学校因之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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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那里（Be There）是一项全国性运动，激励家长更多地介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介入到孩子所在的公

立学校活动中去。教育时机无处不在。在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开车时，做饭时，购物时，抑或

是做家务时，您可以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些杂务联系起来，使自己成为孩子所喜爱的老师。您可以

通过下列信息，通过本手册所列其他信息，发现能帮助您孩子二年级学习成功的小方略。如要更多的有

帮助的小方略以及其他资源，敬请登录学区网站和您孩子所在学校网站。 
 

• 就各种各样主题，经常阅读，交谈，倾听您孩子。 
• 表扬鼓励，激发您二年级孩子天生的学习兴趣。认可他/她的好奇心和辛苦学习。让您孩子知道，他们的学业成功，对您

非常重要。 
• 与孩子的老师保持联系，参加春秋两季的家长会，讨论孩子的学习进步情况。 
• 同孩子聊一聊他们在校学习内容。用这本手册作为参考。您可以在学区系统的网站上，查找到二年级AKS的全部文字

(www.gwinnett.k12.ga.us)。 
• 强调正常上学的重要性，要求准时上学。强调上学读书是家庭的头等大事，每天上课非常重要。 
• 了解学校和班级发生的事情。阅读带回家的新闻信和成绩报告。 
• 询问您孩子的作业。保留代表性的作业，这样您可以发现比较，庆祝孩子在本年度的进步和发展。 
• 参加家长教师协会，出席学校活动。可能的话在学校做义工。 
• 给孩子分配每天的职责，比如挑选穿什么样的衣服上学，布置餐桌，铺床叠被等等。 
• 鼓励健康习惯，比如吃有营养食物，休息充足，按时睡觉，勤快活动，等等。 
• 参观当地有趣的地方，包括公园，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借书证对本县居民免费。 
• 交谈家庭故事和传统。观察能力和交谈能力在孩子成长期是重要的技能。 
 
 
为了“到达那里”，为您孩子做十件事 
 

做…  
一个投入的家长… 既聚精会神，又信息灵通 
• 一个模范家长… 关心，介入，有影响力 
• 一个啦啦队长… 支持，肯定，风趣 
• 一个同伴… 鼓励，一起动手  
• 一个孩子 爱的老师… 到达那里，随时施教 
• 一个友好的批评者… 耐心，宽容，随和 
• 一个忠告者… 乐于帮助，分享您的经验 
• 一个善于交流的人… 做一个能说能听时刻在孩子身边的家长 
• 一个终身爱学习的人… 好学好问、分享，一道阅读 
• 一个鼓动者… 为了您的孩子、学校、社区、公共教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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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试 
Gwinnett 县公立学校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衡量学生学业，衡量方法多样，以确保学

生学业成功。我们的评估体系有助于老师检测学生的学业进展。评估数据和资

讯，确定学生的成功和不足之处。这样，老师们能集中精力，制定因人施教的教

学方案，促进每一个学生进步。 

 

有关升入三年级事宜 

二年级注册学生，必须成功掌握本年级的AKS知识，才能够获准升

入三年级。* 孩子是否准备好升入三年级的决定，得根据孩子的课

堂成绩以及/或者根据学校学生支持小组(SST) 的建议作出.。 
 
* 注: 特殊教育学生的升留级，由其个人教育计划(IEP)所决定。英语水平

有限(LEP) 的学生的升留级，由其AKS调整介入计划，或者由英语学习学

生(ELL)考试/参与委员会决定。 
 

 

 
 
 
 

 
 
 
Gwinnett County  
Public Schools 
437 Old Peachtree Road, NW 
Suwanee, GA 30045 
www.gwinnett.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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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升级要求致学生家长和监护人通知书 

敬请签字后交回给您孩子的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敬请与学校老师

以及/或者校长联系。 
 

本人明白，我的孩子在二年级注册读书，必须掌握本年级学术知识与技

能AKS要求内容，方能升入三年级。 * 孩子是否准备好升入三年级的决

定，得根据孩子的课堂成绩以及/或者根据学校学生支持小组 (SST) 的建

议作出.。 

   
 
* 注: 特殊教育学生的升留级，由其个人教育计划 (IEP) 所决定。英语水平有限(LEP) 的学生的升留级，由其AKS调整介入

计划，或者由英语学习学生(ELL)考试/参与委员会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请大写) 家长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