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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

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可见学好数学的重要性 . 奥数则是训练学

生掌握数学技能的一把金钥匙 . 学习奥数，不仅可以激发学生钻研数学的浓厚

兴趣，还可以使学生养成学习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实现潜能的开发，智力的增长，

为学生学好数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编排了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让学生既能少花时间，

又能从每一天的奥数学习中找到捷径、方法、窍门，从而不知不觉激发学习奥

数的兴趣 . 丛书的内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 小升初，系统全面、层次清晰、安

排合理 . 根据奥数考试特点，我们所选例题和练习题均参考华罗庚金杯少年数

学邀请赛、希望杯、春蕾杯、走美杯、中环杯、小机灵杯等，通过教研组团队

研究改编而成 .

本书的核心亮点是编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杯赛并对每一道例题进行了讲解

分析，每道题一个视频文件，学生不仅可以自己根据提示做题还可以通过扫描

题目旁边的二维码获得视频讲解 . 希望这种“微课”的形式会给学生带来全新

的学习体验 .

本书注重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丈之台，起于垒

土 . 只要每天坚持学习 20 分钟，一周便能掌握一个专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 驽

马十驾，功在不舍，只要坚持使用本书，定可有效促进知识的吸收和升华，从

而使学生的数学技能逐步提高 .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国内外优秀题目，书中不一一注明，在

此谨表谢意 .

参与本套书编写的戴辰光、胡蓉蓉、胡陈旭、刘伟伟、王贤威、洪文嘉等

老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很高的教科研水平，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表

示由衷的敬意 . 同时感谢毛靖文、王姗姗、刘欣等在编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 当

然这里也恳请教育界的前辈和同仁给予推荐和指导，我们更希望能得到读者的

建议与批评，从而促使我们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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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导学

我学到了

试一试

玩一玩

扫一扫学一学

设置基础问题或介绍知识方法，引导你随堂练习 .

这是例题，也是练习题 . 你既可以当例题通过旁白

提示进行学习，也可以直接进行练习 .

听听名师如何分析该题，我们要学会总结知识点 .

提炼例题中的数学思想方法，从而锻炼思维能力，

让学习变得更加高效 .

学完试一试，一起运用相同方法练一练吧！

功能特点介绍

冲关自检

闯一闯

学完本关知识，你学会提炼知识点了吗？勾一勾你学

会了哪些 .

根据每周例题精编 5 道练习，方便你进行自我测评

和综合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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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关    比一比

试一试  比一比猴子与鸟哪个数量多？

玩一玩  比较下面由三个积木搭成的小动物，在积木数量最少的□中打“√”.

连连看，
最后剩下谁？

通关导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星期一

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比较，比如比高矮、比长
短、比多少等等 . 在比较的时候有些可以直接比较，但是有
一些要借助工具才能比较 . 在比较时一定要先弄清楚谁和谁
比，比什么，再出结论 .



003第 1 关  比一比

玩一玩  将右边小动物们从高到矮排列 .

（用相应编号表示）

直的长
还是弯的长呢？

试一试  比一比下面哪条线最短？在□中打“√”.

试一试  将右边铅笔从短到长依次排列 .

（用相应编号表示）

星期二

星期三

玩一玩  分别比较下列线团中的线及礼盒丝带的长短，在长的□中打“√”；若

一样长的，在○中写“=”.

     每支铅笔都
占了几个格子呢？

绕的圈数和
长短有什么关系？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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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黑马家族”得到一张藏宝图，

于是黑马家族根据事先标好的路线开始

寻找宝藏 . 根据下图信息，你知道哪匹

黑马先找到宝藏吗？

试一试  根据下图信息，将下列斑马、乌龟、小鸟和狮子按从重到轻依次排序 .

玩一玩  根据下图信息，将下列玩具飞机、玩具自行车、玩具轮船和玩具火箭

按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列 .

玩一玩  有 4 只带有编号的小松鼠按红

色的路线追松果，你知道谁最先追到，

谁最后追到？

星期四

星期五

    数一数，两匹黑马横线、竖线、
斜线各走了多少段？（注意：横线、
竖线一样长，但都比斜线短）

你能把每个天平 
上的动物的重量关系
从大到小写出来吗？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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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自检
1. 比多少□ 2. 比长短□ 3. 比高矮□ 4. 比路线□ 5. 比重量□

闯一闯：
1. 比较下面两个由积木搭成的图形，在积木数量多的□中打“√”.

2.   比较下面 4根绕在不同木棒上的绳子，在最长的□中打“√”，在最短的□中

打“○”.

3. 比较每组红线的长短，在短的□中打“√”，若一样长的在○中写“=”.

5.   根据下图信息，将下列猴子、乌龟、河马、大象和长颈鹿按从重到轻的顺序

排列 .

4.   大象与河马都找小乌龟有事，按照

红线画出的路线，谁先找到小乌龟，

请你圈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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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中国一共有   个属相，从左边数起第 5 个是  ，猴子是

第   个，从右边数起老鼠排第   个，第 6个是  . 你的属相是  ，

从左边数起它排第   个，从右边数起它排第   个 .

玩一玩  根据题意画图 .

（1）  从左边开始，先给 3只小刺猬涂上颜色，再圈出第 6只小刺猬 .

几与第几
有什么区别？

星期一

第 2 关    基数与序数

通关导学

“5 个小朋友排队做游戏，奥奥排在第 2 个”. 这里的“5”
指的是小朋友的人数，“第 2”指的是小朋友排列的次序 . 所以

“几”与“第几”是不同的 . 我们要学会区分“几”与“第几”，
也要会表示看到的个数或者某个物体在第几个位置 .

（2）  从右边开始，先圈出 4只小刺猬，再给第 3只小刺猬涂上颜色 .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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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图中共有   只螃蟹，从左边数起章鱼是

第   个，它是倒数第   个；从右边数起，章鱼

是第   个，它是倒数第   个 .

试一试  动物们排队下楼

梯，一共有9级台阶，从上

往下数，犀牛排第   个 .

从下往上数，第   级

台阶上没有动物站着，大公鸡是

第   个，小鸟的前面有   只动物，刺猬

的后面有   只动物，此时动物们集体向后转，狐狸排

第   个，鳄鱼排倒数第   个 .

玩一玩  从右边起涂第 3个蝴蝶，它是倒数第   个；从左边起圈倒数第 4个

蝴蝶，它从左边数起是第   个 .

玩一玩  从前往后数，给排在前面的 3只绵羊及倒数第 5只绵羊涂色；圈出混

在队伍里的山羊，它排第   个，它是倒数第   个 .

“倒数”是从
哪边开始数呢？

星期二

星期三

哪边是前，
哪边是后？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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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花果山中有一群猴子排一排，美猴王排在正中间，从左边数起它排第 6

只，从右边数起它排第几只？这群猴子一共有几只？

试一试  小朋友们排队去动物园游玩，从前面数起冲冲排第 7个，从后面数起

关关排第 8个，关关紧跟在冲冲后面 . 问：这排小朋友一共有几个？

星期四

星期五

正中间的左右
两边数量一样吗？

关关被数了
几次呢？

玩一玩  说稀奇，真稀奇，小鹅队里有只鸭，一共有 10 只，正着数来它第 6，

倒着数来它第几？

玩一玩  十二生肖举行长跑比赛，老鼠暂列第 5名，小猪暂列第 12 名，小猪应

超过几只动物才能与老鼠一起并列第 5名？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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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自检
1. 几与第几□ 2. 左右与倒数□ 3. 前与后□ 4. 排队趣题画图□

闯一闯：
1.   数一数，下面一共有   星座，从左边数起第 2个是   座，天秤座是

第   个，从右边数起狮子座排第   个，第 4个是   座 . 你的星座

是   座，从左边数起它排第   个，从右边数起它排第   个 .

2.   从右边起圈 3只小猴子，涂第 4只，它是倒数第   只；从左边起圈倒数第

6只，它从左边数起是第   只 .

3.   下图中一共有   只动物，从前数起斑马是第   只，圈出倒数第 2只长

颈鹿，此时动物全体向后转，斑马排倒数第   只 .

5.   早上升国旗，学生站成一排，站好后，冲冲的前面有 10 个人，关关恰好站在

队伍的中间，冲冲在关关的后面，他们之间有 3个人，那么队伍里一共有几

个人？

4.   在一次舞蹈表演中， 16 只小动物排成一队，从右往左数小猪站第 9个位置，

从左往右数它站第几个？

白羊				金牛				双子						巨蟹			狮子	 	处女			天秤			天蝎				射手				摩羯	 	水瓶			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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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按照下列要求，将 1—9 填到九个空格中 .（每个空格只填一个数字）

玩一玩  在□里用箭头画出运动方向（选填“←”“→”“↑”“↓”）.

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填

星期一

第 3 关    位置与方向

1 在最上面一行的中间	 6 在 1 下面第二格内

9 在中间一行的右边	 9 在 7 的上面

4 在 6 的左边	 3 在 1 的右边

8 在最上面一行的左边	 2 在 5 和 9 之间

通关导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确定物体的位置或方
向 . 比如“我的右边”“桌子的前面”等 . 在解决这类数学问
题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是“谁的右边”，“谁的前面”（即要
找准作为标准的物体），再确定位置或方向 .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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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红色气球在 D 女孩的   手，

她的   手握着 C男孩的   手，黑色

的气球被握在 B女孩的   手 .

试一试  男生在女生的   边；女生在猴

子的   边；布袋在男生的   边，在

凳子的   边；尺在铅笔的   边 .

玩一玩  猜猜下面是左手还是右手，在左手下方的□中打“√”.

玩一玩  老师在女生的   边，凳子在尺

的   边，铅笔在女生的   边，凳子

的   边是布包，老师的   脚抬着，

女生把胸牌别在衣服的   边 .

星期二

星期三

哪只是左手，
哪只是右手？

注意，谁是
参照物呢？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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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足球队正在训练，队长身穿红

色衣裤正在带球向身穿黑色裤子的守

门员跑去，他的前面有   人，后面

有   人，左前方有   人，右后方

有   人 .队长想将球传给右边最前方

的队友完成射门，请你圈出射门队员 .

试一试  狮子住在1楼第2间房间，小猴

住在3楼第4间房间，斑马住在   楼

第   间房间，   楼第   间没有

开灯，小熊住在2楼第3间房间，请圈出

小熊的房间 .

星期四

星期五

    楼层是从哪边数起？
    房间是从哪边数起？

玩一玩  A 女孩在 B 男孩的   方，

C 女孩在 D 男孩的   方 .D 男孩在

B 男孩的   方 .（括号中选填“左

前”“右前”“左后”“右后”）

玩一玩  右图中箭头代表数字由小到

大，狗是第1排第2列，羊是第   排

第   列，第 3排第 1列是  ，你

的生肖是  ，它在图中是第   排

第   列 .

队长在往哪里跑？
他的前方是哪里？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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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关自检
1. 上下左右□ 2. 左手、右手□ 3. 前后左右□ 4. 坐标□

闯一闯：
1. 根据题意画图 .

2.   小朋友们排队去博物馆，手拿书本的男

生前面有   人，   手拿球的女生

后面有   人，手拿放大镜的学生前面

第   位学生   手拿着三角形 .

3.   男生在女生的   边，男生举起他的   手，

橙色布袋在女生的   边，蓝色布袋

的   边是男生，男生在猴子的   方，猴

子在石头的   方 .

5.   国际象棋会用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表示棋

子所在的位置，如 B-1 代表黑色的“象”，

D-7 是白色的“兵”，那么 F-5 是   色的

“象”，黑色的“兵”的位置是  .

4. 舒舒坐在   号位置，冲冲坐在   号位置，关关坐在   位置 .

●在正中间，▲在●的右边

在▲上面一排的最左边，■在 右边第 2 格内

在 和■的中间， 在 下面第 2 格内

与★与 在同一排， 在左下角

在 与 之间

奥奥：我坐在 3 号位置！

舒舒：关关坐在我右边！

冲冲：我坐在奥奥的左边！

关关：你们知道我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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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认识左图中的立体图形，在右图中正方体是   与  ，长方体

有   与  ，圆柱体是   与  ，球体是  ，圆锥体是  .

（选填右图中的数字）

星期一

第 4 关    有趣的立体图形

找相同
正方体

圆锥体

长方体 球体

圆柱体

玩一玩  在右图中各找一个正方体、

长方体、球体和圆柱体，并涂上你喜

欢的颜色 .

通关导学

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很多不同形状的物体，比如篮球、鞋盒、
冰箱等 .要更好地利用这些物品，离不开对基本图形的认识 .所
有点不都在一个平面上的图形叫作立体图形 . 今天我们要认识
的立体图形有正方体、长方体、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 .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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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小白兔和小老鼠要把木头运回家，在能够轻松地将木头运回家的小动

物旁的□中“√”.

试一试  如图，一块长方体积木可以摆成 3种不同的样子，如果有 4块这样的

积木垒起来，最高是多少厘米？

星期二

星期三

玩一玩  右边有 3 个由积木搭成的“大楼”，用同样的力气，

最容易倒塌的是编号  .

玩一玩  如图，现在有长方体和球体 2种积木各 2块，由试一试可知，长方体

积木可以摆成 3种不同的样子，如果将这些积木垒起来，最高是多少厘米？

哪种木头可以
轻松滚动呢？

动手
试试看1 厘米3 厘米

4 厘米

2 厘米

3 厘米

1 厘米

2 厘米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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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从红色箭头的方向看去，看到的斑马和长颈鹿的样子是哪个？在正确

的□里打“√”.

星期四

看过去斑马和 
长颈鹿头朝哪里？

看过去谁在前
谁在后？

玩一玩  从红色箭头的方向看去，看到的斑马和长颈鹿的样子是哪个？在正确

的□里打“√”.

试一试  从红色箭头的方向看去看到的积木的样子是哪个？在正确的□里打“√”.

星期五

玩一玩  从红色箭头的方向看去看到的积木的样子是哪个？在正确的□里打“√”.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我学到了
扫一扫 学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