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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各年级的同学们,你们好!

很高兴你们选择使用了《从小考、月考到大考———名校小学数学试卷集》。
《从小考、月考到大考———名校小学数学试卷集》各册内容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周检测卷”,第二部分

是“月检测卷”,第三部分是“期中检测卷”,第四部分是“期末检测卷”(其中“六年级+小升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

五部分“小升初模拟卷”),试卷的设置覆盖了教学的各个环节,可满足每周检测,每月的阶段测试,每学期的期中、

期末考试等多种需要,具有全方位、多功能使用效益。书后为参考答案,以备学生核查、参考。

这套丛书在测试的内容及导向上做了进一步革新与尝试,即尽量消除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着重于考查培养

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这套丛书突出了“学知识,用知识;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用”的理念。所选测试题具有典型性、启发性和新颖

性。既有培养解题技巧的常规题目,又有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探索性题目。

这套丛书遵循小学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心理特征,在题目安排上注重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同时还有

适当的循环,螺旋上升,系统性强,前后连贯。

解题多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多思”,解题质量的高低、解题方法的优劣,则完全取决于“善思”的程度。

希望使用本套丛书的广大小学同学,能从中学会“多思”,并达到“善思”。从而掌握解题思想、方法和技巧,熟练地

解答各类数学题。

参加本套丛书编写的李燕燕、李茂蓓、李冉、张春杰、彭如武、李颖、邓林树、郭海银、童纪元、毛玉忠、黄洋、张冠

洁、吴智敏、杨小彬、李海燕、唐虹、石静、刘嵩、侯玉梅、唐梅、郭彩霞、王献利、姚一萌、扎颖、孙艳、刘杰、张永飞、马
慧、王海红、邱天、项辉、郭春利、张春花、郭伟、刘海涛、贾海燕、顾春霞、李世魁、秦书锋、王江波、石蓉、喜悦、钟春

风、陈九香、恽奎艳、牛晶、王俊丽、方四华、李曹群、彭光进、林秀敏、李秀琴、常玉香、祈育才、彭颖心等老师都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又有很高的教科研水平。他们为小学同学学会解答数学题铺设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训练途径。对他

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们真诚地希望《从小考、月考到大考———名校小学数学试卷集》陪伴你的小学数学学习生活,成为你最得力

的学习助手!

祝同学们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彭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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