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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给我最大快乐的，

不是已懂的知识，而是不断地学习；

不是已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获取；

不是已达到的高度，而是继续不断地攀登。

——高斯

近年来，奥数一直是被争议的焦点，甚至被“神话”或“妖魔化”，作为一种锻炼孩子

逻辑思维能力的手段，奥数的“功劳”应该被肯定，它可以像绘画、音乐、体育一样，成为

一种兴趣特长。

这套书包括3年级到5年级，每个年级包括讲解版和练习版，共6本，建议配合使用。

主要适合以下读者使用：

•对奥数比较感兴趣的家长和学生

•想通过各个杯赛的初赛但缺少对奥数体系认识的学生

•通过了初赛，希望在决赛中更进一步的学生

那么，与市面上众多的奥数书相比，本套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讲解版全书的结构设置体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理念，共五大模块，每个模块下

根据内容的多少设置不同的讲次，每讲又细化了若干问题，每个问题都由3~4个例题和2
个巩固练习题构成，再配合专门的练习版作为习题量的补充，非常适合40~60分钟的教学

需要，训练起来更加灵活和自主。

2.书中所有的习题基本涵盖了当前各大杯赛中频繁出现的考点与知识点，并且讲解版

中对每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及技巧都有深入的讲解和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有的题目

都已经用培训班上课讲义的形式进行了几轮的磨合试验和调整。

3.题目的难度契合当下的竞赛。 编委会将本书的题目与几大热门杯赛真题进行了回

归、方差等因素分析，发现其“匹配性”较高。 在专题的设置上，除了尽量靠近杯赛的考纲

设置，按照计算、数论、几何、应用题等竞赛中常见热点和考点进行编排，还根据实际，增

加了“口奥”和小升初的专题训练。

另外，本书在代数部分注重解题技巧的传授，在几何部分注重方法的总结。 在讲解清

楚每个问题后，还有针对性地配套了一定的训练和巩固练习（详见“练习版”），旨在提高

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使学生在杯赛中能灵活处理所给题目，抓住关键分，提升自己的竞

争力。

希望学生能通过本书的讲练有所收获，在竞赛及“小升初”的考试中取得佳绩，更希望

学生能从本书中掌握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拓展数学思维，喜欢上奥数，并学会合理、

有逻辑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当然，书中一定有疏漏错谬之处，敬请联系编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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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巧算与数列

� � 计算:389+387+383+385+384+386+388.

方法1:认真观察每个加数,发现它们都和整数390接近,所以选390为基准数.
 389+387+383+385+384+386+388
=390×7-1-3-7-5-6-4-2
=2730-28
=2702.
方法2:也可以选380为基准数,则有

 389+387+383+385+384+386+388
=380×7+9+7+3+5+4+6+8
=2660+42
=2702.

� � 计算:(4942+4943+4938+4939+4941+4943)÷6.

认真观察可知此题关键是求括号中6个相接近的数之和,故可选4940为基准数.
 (4942+4943+4938+4939+4941+4943)÷6
=(4940×6+2+3-2-1+1+3)÷6
=(4940×6+6)÷6(这里没有把4940×6先算出来,而是运用了除法中的巧算方

法)
=4940×6÷6+6÷6
=4940+1
=4941.

� � 计算:9999×2222+33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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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如果直接乘,数字较大,容易出错.如果将9999变为3333×3,规律就出
现了.
 9999×2222+3333×3334
=3333×3×2222+3333×3334
=3333×6666+3333×3334
=3333×(6666+3334)
=3333×10000
=33330000.

求1966,1976,1986,1996,2006五个数的总和.

求1~1000这1000个数中不能被7整除的整数之和.

问题二 等差数列

� � 求等差数列1,6,11,16…的第20项.

首项a1=1,又因为a2 大于a1,公差d=6-1=5,所以运用公式可知第20项a20=
a1+(20-1)×5=1+19×5=96.

� � 已知等差数列2,5,8,11,14…,问47是其中第几项?

首项a1=2,公差d=5-2=3,令an=47,则利用项数公式可得n=(47-2)÷3+1
=16,即47是第16项.

例3图

� � 建筑工地有一批砖,码成如图所示的形状,最上层两块
砖,第2层6块砖,第3层10块砖……依次每层都比其上
面一层多4块砖,已知最下层2106块砖,那么中间一层
多少块砖? 这堆砖共有多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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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每层砖的块数依次记下来,2,6,10,14,…容易知道,这是一个等差
数列.
方法1:根据题意,可知a1=2,d=4,an=2106,则n=(an-a1)÷d+1=527.所以
这堆砖共有527层,中间一项为a264=a1+(264-1)×4=1054.所以中间一层有

1054块砖.
所以这堆砖共有(a1+an)×n÷2=(2+2106)×527÷2=555458(块).
方法2:因为a1=2,an=2106,d=4,则中间一层有(a1+an)÷2=1054块砖.又n
=(an-a1)÷d+1=527,所以这堆砖共有1054×527=555458(块).

如果一等差数列的第4项为21,第6项为33,求它的第8项.

问题三 数字谜

� � 在下面的乘法算式中,每个□表示一个数字,那么计算所得的乘积应该是多少?

5

1

1 0 5

×

由上式可知被乘数与乘数的百位数都是1,乘数的十位是0,个位是奇数.由被乘
数与乘数的个位数字相乘,即1□5×□=1□05,可知乘数的个位只能是7或9.
经检验,只能是9,而且145×9=1305.所以原式的乘积为145×109=15805.

� � 在下面的乘法算式中,数、字、谜各代表一个互不相同的数字,求这个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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