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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是提升数学思维能力的重要阶段,随着学校和家长对各个杯赛的重视程度的增加,市

面上关于培优、竞赛的辅导书应运而生,参差不齐.如何使小学生在短时间内不仅有效地提高

数学思维能力,还能够在学习中体会乐趣,并获得成就感,往往是老师和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
因此,本书编委将各大杯赛试题系统整理,按“一周一专题”的形式进行编排,将各类培优竞赛

中最热题型分类归纳,旨在使读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思想方法,重视知识拓展.
解答大部分题目的“密钥”基本上都是基础公式或定理的延伸和转化,所以只有把基本概

念理解透彻了,把基本公式熟练掌握了,才会灵活应用于每道题目.本书每个专题都是先将基

本概念和基本公式罗列出来,既便于随时查找,又可以通过反复强化使读者熟记于心,做到一

看便能看出解题的突破口.
第二,最热题型举例,勿忘举一反三.
我们推崇这样一种学习方法,即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同时,我们拒绝这样一种学习态度,

即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本书通过设置“铜牌例题”“银牌例题”“金牌例题”,将近年来全国知名

度较高的培优竞赛,如希望杯、中环杯、走美杯等竞赛原题作为例题,进行详细解析.同时,在每

道例题下面都附有“举一反三”,选择同解法或同类型的题目来让读者熟练掌握这种类型的题目.
第三,敢于大显身手,乐于小试牛刀.
任何一个知识点的牢固掌握都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训练,因此本书每一周设有一个“大显身

手”板块,即有5~10道题的练习,这些题目中既有对前面例题所阐述方法的巩固,又有稍高一

个等级的题目的再次复习.另外,本书在最后设有两套“小试牛刀”测试卷,供读者检测自己对

整本书内容的掌握情况.
本书所提倡的系统学习方法反映出新课标的精神,即体现了时代性、趣味性、开放性、探索

性和实践性,引导孩子们从根本上喜欢数学,学好数学.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希望同行和读者在使用中遇到问题能够反馈给我们,使本套丛书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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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瑞士数学家)

欧拉是历史上写书最多的一位杰出的数

学家，共写下了886本书和论文，有一个学

院为了整理他的著作，足足忙碌了四十七年.
数学家高斯曾说：“研究欧拉的著作，永远是

了解数学的最好方法.”

如图所示,是由小正方体构成的一座小塔,请你数一数并

计算出有多少个小正方体?

【答案】30个.
【解析】 从上往下数.注意:不要漏掉那些看不见的小正方

体.第一层:1个;第二层:4个;第三层:9个;第四层:16个.总

计:1+4+9+16=30(个).

【举一反三1】
如图所示,是由小立方体堆起来的图形,请你数一数共有多

少个小立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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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辆汽车组成一列车队向前行进.从

前面数起,红色小轿车是第7辆.请问:从后

面数它是第几辆?

【答案】 第6辆.
【解析】 解法一 数一数:先画示意图,●表示红色小车,○表示其他颜色

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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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 算一算:因为这队车共有12辆,从前面往后数,红色小轿车是第7
辆,所以红色小轿车前面有7-1=6(辆)车,因此从后面往前数,红色小轿车是第

12-6=6(辆).

【举一反三2】
说稀奇,道稀奇,鸭子队里有只鸡.正着数它第六,倒着数它第七.请你帮忙

算一算:小鸭一共有几只?

一根钢管长6米,每分钟锯下1米,几分钟锯完?

【答案】5分钟.
【解析】 把6米长的钢管锯成1米长的6段,只需锯6-1=5(次),题中说,每

分钟锯下1米,就是说锯1次需要1分钟,因此锯5次需要5分钟,即5分钟把钢

管锯完.

【举一反三3】
把一根木头锯成4段,要付锯工费1元.如果要把这根木头锯成13段,要付

锯工费多少元?

1.如图所示,是由小立方体构成的宝塔,请你数一数共有多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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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1)

2.数一数,下面的立体图形的面数、棱数和顶点数各是多少? (参考欧拉贡献)

3.一个小组的小学生共有5人,已知他们都做了语文作业或数学作业.又知做完

语文作业的有3人,做完数学作业的有4人.问语文和数学作业都做完的有

几人?

4.在100名学生中统计,有65人会骑自行车,有73人会游泳,有10人既不会骑

自行车又不会游泳.既会骑自行车又会游泳的有多少人?

5.沿着跑道插着11面旗子,旗子之间的距离一样远,第一面旗插在起点.运动员

从起点起跑经过6秒到达第6面旗子,问运动员到达第11面旗子时,需要跑

11秒吗?

6.三点钟时,挂钟敲三下,用了12秒.到六点钟时,挂钟敲六下,要用几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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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我们来学习一下带有“一”字
的成语.

一心一意：心思，意念专一.
一针见血：比喻话说得简短而能切中

要害.
一呼百应：一个人呼喊，马上有很多人

响应，形容响应的人很多.
一鼓作气：比喻在劲头正盛时，一下子

完成.
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

形容初次相见就情投意合.
大家想一想，还有哪些带有“一”字的

成语？

(1) 一共有(  )种图形.
(2) 从右往左数,把第5个圈起来.
(3) 从左往右数第5个是(  ).

【答案】 (1)7种; (2) ; (3) .
【解析】 认清左和右,从1开始依次数数,并且从左往右数第2个与第7个图

形是一样的.

【举一反三1】
☆□●▲○□★△
(1) 从左往右数第7个是 ;从右往左数●是第 个,△是第

个.
(2) 从左往右数○后面还有 个.
(3) □○△一共有 个.
(4) 圆形比三角形多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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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共有(  )种水果.

(2) 从左往右数 在第(  )个,从右往左数 在(  )个.

(3) 从左数 前面有(  )个水果, 后面有(  )个水果.

【答案】 (1)7; (2)4,2; (3)6,4.

【举一反三2】

(1) 一共有(  )个图形.
(2) 从右往左数,把后面3个圈起来.
(3) 从左往右数,第6个是(  ).

�� ��

小朋友排成一排,从左往右数小王排在第4个,从右往左数小青排在第

4个,

(1) 从左往右数小王左面有(  )个小朋友.
(2) 从左往右数小青右面有(  )个小朋友.
(3) 这一排一共有(  )个小朋友?

【答案】 (1)3;

(2)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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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根据题目队形为

�� ��

.

【举一反三3】
一年级小朋友排成横队,小丽的右边有3人,左边有5人,这排队伍共有

几人?

1.动物园里要举行拔河比赛,大象妈妈带领一些小动物去参加.出发前大象妈妈

说:“小熊,你数一数共有几只小动物?”小熊高兴地数着:“从排头数我是第6
位,从队尾数我是第5位,有几只小动物呢?”小熊继续想着.小朋友,你能帮小

熊算一算吗?

2.数学实践课上,王丽给大家出了一道数学题.王丽说:“我们班共有35人,站成

一排.从前往后数,我是第18位;从后往前数,张强是第20位.大家想一想,我

和张强之间隔几人?”

3.竖的一列有(  )个○.

横的一行有(  )个○.

一共有(  )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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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猫、小狗、小兔、小猴、小熊排成一横排做广播操:小兔的左边是小狗;小猴在

小熊的左边;小猫的右边是小狗;小猴在小兔的右边.
请问谁排在队伍的最左边?

5.数一数

有(  )个三角形

      
有(  )个长方形

6.运动会上奇奇参加花束表演,奇奇站在第一排里,多多在他右边.奇奇左边有7
人,多多右边有6人,奇奇和多多之间有3人.这一排共有多少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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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德国数学家)

哥德巴赫，其实他并不是职业数学家，

只是一个喜欢研究数学的富家子弟.他喜欢
到处旅游，结交数学家，然后跟他们通信.
1742年，他在给好友欧拉的一封信里陈述了
他著名的猜想——哥德巴赫猜想.这引起了
关于数学的一场革命.

因此，只要我们热爱数学，常常思考，

我们也能对数学的事业作出我们的贡献！

把4本练习本分给小方和小兰,小方最多可以分 (  )本,最少可以分

(  )本.
【答案】3;1.
【解析】4本练习本分给两人,两人都拿到,所以小方最少分到1本.练习本

总数不变,当小兰分到最少时,小方分到最多,是4-1=3(本).

【举一反三1】
兔妈妈拔了6个萝卜,要分给3只小兔子.要使每只小兔子分到的萝卜数量

都不一样,应该怎么分?

小红有15本书,小东有5本书,小红给小东(  )本书,两人的书同样多?

【答案】5.
【解析】15+5=20(本),两人的书同样多时每个人有10本,15-10=5(本),

因此小红要给小东5本书,两人的书就一样多.

8



【举一反三2】
大光和小明每人有5块糖,大光给小明4块糖后,大光有(  )块糖.

有人问小虎今年几岁,他编了一道有趣的数学题回答说:“爷爷、爸爸和我,

三人的年龄和是120岁,爷爷比爸爸大30岁,爷爷和爸爸的年龄和刚好比我大

100岁,你猜我今年几岁?”请问:你知道他们三人分别是多少岁吗?

【答案】 小虎10岁,爸爸40岁,爷爷70岁.
【解析】 因为爸爸和爷爷的年龄和比小虎大100岁,年龄总和减去100岁就

是小虎年龄的2倍,所以小虎10岁.爸爸和爷爷的年龄和为110岁,两人相差30
岁,可以算出爸爸40岁,爷爷70岁.

【举一反三3】
新星小学美术兴趣小组有学生9人,书法兴趣小组的人数和美术兴趣小组

的人数同样多,这两个兴趣小组共有多少名学生?

1.玲玲看一本70页的书,第一天从第一页看起,看了18页,第二天看了10页,

第三天从第(  )页看起.

2.教室里有4名女生,5名男生,一名女生进教室后,有2名男生离开了,此时教

室里还有(  )人.

3.有2个数,它们的和为27,其中大的数比小的数大9,这两个数各是多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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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晾晒1块手帕,要用2只夹子;晒2块手帕,要用3只夹子;晒11块手帕,要用

几只夹子?

5.50个和尚分100个馒头,有30个大和尚,每人分到2个馒头,20个小和尚2人

分到一个馒头,分完后还剩下多少个馒头?

6.兄弟两人去钓鱼,共钓了50条鱼,其中弟弟比哥哥多钓10条鱼,两人各钓了

多少条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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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礼拜，我们来学习一下带有“二”

“双”“两”字的成语.
二龙戏珠：两条龙相对，戏玩着一颗

宝珠.
举世无双：指的是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

这样的人或物.形容极其罕见、稀有.
两小无猜：指男孩和女孩小时候在一起

玩耍，亲密无间，没有猜忌.
大家想一想，还有哪些带有“二”字的

成语？

傍晚天色昏暗,妈妈让亮亮去开灯.亮亮淘气,一连按了7下开关.请你想

想,这时灯是亮了还是没亮? 如果按8下呢? 按9下呢? 按10下呢? 甚至按100
下呢?

【答案】7次:亮;8次:不亮;9次:亮;10次:不亮;100次:不亮.
【解析】 为了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考虑.灯按一下就

亮了,再按一下就暗了,可以用下面的表格表示,一目了然.

开关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灯亮吗? 亮 不亮 亮 不亮 亮 不亮 亮 不亮 亮

仔细观察,就可以找出规律:按奇数次,灯亮;按偶数次,灯不亮.因为按100
下是偶数次,所以灯是不亮的.

【举一反三1】
体育课上,班里的15位同学站成一列依次报数,老师让报奇数的同学向前

走一步,报偶数的同学向后退一步,有多少名同学向前走了一步?

11



某同学拿来9个卡通图章,将它们排成3行,每行3个,是奇数.他发现如果

从中取走4个之后,可以让剩下每行、每列的图章仍然都是奇数,该怎么取?

【答案】

解法一 

解法二 

【解析】 要想取走4个之后每行仍然都是奇数,那么有些行肯定变少了,而比

3小的奇数只能是1,说明要取的行和列必须一次取走2个.我们可以试着取,例

如将第一行取走2个,这样第一行就变成了1个,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一次

就取俩”的原则,必须在第一列和第二列再各取走一个,这样便是一个拐角的样

子的图(见下图),即每行、每列都是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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