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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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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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１）５×３２×７×１２５　　　　　　　　　　　　　　（２）４×２８×１２５

　　　　　　　　

玩一玩

（１）７×２５×３２ （２）１７×１２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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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１）２０１６×５３＋４７×２０１６ （２）２８×５２＋６１×４８＋３３×５２

　　　　　

玩一玩

（１）７２×５＋２８×５ （２）３２×６７＋３５×３２＋１０２×６８

试一试

（１）１１×１７＋２２×９＋３３×２

　　　　

（２）１１×２２＋２２×３３＋３３×４４＋４４×５５

　　　　　　　　　

玩一玩

（１）４×９＋８×３＋２０×５ （２）１１１×２２２＋２２２×３３３＋３３３×４４４＋４４４×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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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１）（１２３４＋２３４１＋３４１２＋４１２３）÷５ （２）（１３４２＋２１３３＋３２１４＋４４２１）÷５

　　　　　　

玩一玩

（１）（１２３４５６７＋２３４５６７１＋…＋７１２３４５６）÷２８

（２）（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９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４５

试一试

（１）１０００－９９９－９９８＋９９７＋９９６－９９５－９９４＋９９３＋…＋４－３－２＋１

（２）１－２＋３－４＋５－…＋９７－９８＋９９

玩一玩

（１）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０

（２）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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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乘法分配律□　２．拆分合并□　３．位值原理□　４．分组思想□

闯一闯

１．７５×１２５÷（７５÷８）÷５

２．８０１÷３÷４÷２５×１００

３．１３×８＋２６×３１＋３９×１０

４．（１２３４５６＋２３４５６１＋…＋６１２３４５）÷２１

５．１００＋９９－９８－９７＋９６＋９５－９４－９３＋…＋４＋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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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冲冲和关关共有１２颗糖果，冲冲比关关少２颗糖果．问：他们各有多少颗糖果？

玩一玩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２２颗，如果冲冲再买４颗糖果，那么他们糖果数就一样．问：他们各

有多少颗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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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３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２颗糖果后，他们糖果一样多，问：原来冲冲

有糖果多少颗？

玩一玩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６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６颗糖果后，他们糖果一样多，问：原来冲冲

有糖果多少颗？

试一试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６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６颗糖果后，关关反而比冲冲多了２颗，问：

原来冲冲有糖果多少颗？

玩一玩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８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６颗糖果后，关关反而比冲冲多了４颗，问：

原来冲冲有糖果多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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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６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６颗糖果后，冲冲还比关关多２颗，问：原来

冲冲有糖果多少颗？

玩一玩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８０颗，如果冲冲给关关８颗糖果后，冲冲还比关关多８颗，问：原来

冲冲有糖果多少颗？

试一试

奥奥、冲冲和关关三位同学共有糖果１０８颗，奥奥比冲冲多１１颗，关关比冲冲少５颗，问

奥奥、冲冲、关关各有多少颗？

玩一玩

奥奥、冲冲和关关三位同学共有糖果６６６颗，奥奥比冲冲多６６颗，关关比冲冲少６颗，问

奥奥、冲冲、关关各有多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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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本和差公式应用□　２．找到 “暗差”□　３．画线段图□　４．三者和差□

闯一闯

１．奥奥期末考试时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数是９４分，数学比语文多８分，问：语文和数学各

得了几分．

２．两个水桶共有水４０千克，如果从第一个水桶倒入第二个水桶２千克水，那么两水桶的水

就一样多，问：它们原来各有水多少．

３．甲、乙两个学校共有学生１２４５人，如果从甲校调２０人去乙校后，甲校比乙校还多５人，

两校原有学生各多少人？

４．冲冲和关关共买了４０本书，如果冲冲给关关６本书，那么冲冲就比关关少４本书．问：

冲冲、关关各买了多少本书？

５．三年级有４个班，不算甲班其余三个班的总人数是１３１人；不算丁班其余三个班的总人

数是１３４人；乙、丙两班的总人数比甲、丁两班的总人数少１人，问：这四个班共多

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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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１６０颗．冲冲的糖果是关关的３倍，问：他们各有几颗糖果？

玩一玩

冲冲和关关共有糖果２００颗．冲冲的糖果是关关的４倍，问：他们各有几颗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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