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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稿声明
《学习报》是一份多

学科、多层次、多角度面

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及教

育工作者的教辅类报纸。

本报的办报方针是“紧扣

课标及教材，针对年级特

点和学科特色同步辅

导”。本报旨在拓宽学生

阅读视野，激发学习兴

趣，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高

雅的情趣，提升综合能

力。本报诚征各学科各类

教育、教辅稿件，撰稿、荐

稿者请注意以下事项：

1援稿件一经采用，即

视为同意将网络传播权

及电子发行权授予本

报。本报一次性支付的

稿酬已包含上述授权的

使用费。

2援荐稿或稿件中选用

他人文章时，请务必注明

原稿件作者姓名和选文

出处，否则不予刊登。若

原出版者注明“未经许

可，不得转载”，请勿推

荐，来稿一律不收。推荐

类稿件一经采用，本报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之规定给

原作者和推荐者奉寄稿

酬和样报。

3援由于部分作者通讯

地址不详，见报后请与我

报及时联系，以便奉寄稿

酬和样报。

电话：0351原3239626

（总编办）或请与各编辑

部联系咨询。

撰稿要求

1.了解栏目。每个栏目

都有各自的风格和撰写要

求，请选准栏目后再撰

写，并在来稿中注明适合

的栏目。

2.把握进度。稿件请在

截稿日期前寄往报社。如果

自成系列，请在稿件中标示

系列稿并编号，同时告之其

他后续稿件的大致完稿时

间，以便我们做系统安排。

3.贴近教材。要针对教

材重点、难点、疑点撰稿。

4.生动有趣。稿件要具

有趣味性，力求把知识点融

入有趣的故事或情境中，语

言要通俗易懂，适合小学生

阅读。

5.长短适当。稿件字数

不超过 600 字。如果内容太

多，可分成几篇小的文章。

6.二三版来稿要求：

（1）二版稿件要创设情

境、设计问题、引导思维；内

容要丰富、形式要灵活。

（2）三版的测试题要难

易结合，遵循同步适用的原

则。要求基础知识占60豫，

能力提高知识占30豫，综合

应用知识占10豫。请标明每

题的分值（总分100分），并

附答案。试题字数以1800字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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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走直线

同学们，本期我们开始学习《圆

柱与圆锥》，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认识圆柱

圆柱有两个底面和

一个侧面，有无数条高。

二、圆柱的表面积

1.圆柱的侧面积=底

面周长伊高，用公式表示

是：S 侧=Ch，或 S 侧=仔dh，或 S 侧=2仔rh。

2.圆柱的表面积=侧面积+底面积伊2。

提示：在实际求圆柱形物体的表面积

时，并不是所有的圆柱形物体都有两个底

面，有的有两个，有的有一个，有的没有，要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有这样两句古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人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两句古诗编成算术题，古

诗中的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数字。请在下面的算

式中，用适当的数字取代汉字，使等式成立。

年年伊岁岁=花相似

岁岁衣年年=人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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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动脑

科
学
小
实
验

小
纸
花

想想 填 填

绎山西 墨兰珍

幽默故事

算术题与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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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江西 云 斌

妈妈有没有给你讲过神笔

马良的故事？马良的那支神笔画

什么就能有什么，画张饼能吃，画

匹马会跑，画朵花儿会自己开……

那都是故事里的事，当然不是真

的。不过，现在虽然不可能拥有

马良的神笔，但是我能用剪刀剪

出一朵纸花来，而且这朵剪出来

的纸花也会自己开放。来见识见

识吧！

工具：

1.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

2.一把剪刀

3.一张彩纸

步骤：

1.在准备好的彩纸上用剪刀

剪出一朵纸花，把花瓣向里折起

来，折成花骨朵的形状。

2.把花瓣向里折起来的纸花

放在盛满水的玻璃杯里，静静地

等一会儿。

3.几分钟以后，你会发现向

里折起来的花瓣自己慢慢地向

外展开了，就跟鲜花在枝头上绽

放一样。

科学小博士：

剪下来的纸花能够自己开

放，既不是纸的魔力也不是剪刀

的功效，而是水的作用。把纸花

放进水里以后，水分会沿着纸纤

维从纸花的底部慢慢向上“爬”，

纸纤维吸水后会膨胀变重，当水

分到达花瓣上的折痕处时，纸花

就会自动展开了。这和自然界中

花朵开放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

水作用的结果。

数学知识是一个大网络，各部分之间有

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解题时注意到

这些联系，就能用不同的方法灵活解题。

题目 琼海市林业研究所将新培育的

6300棵优质槟榔树苗，按 4颐3分配给方刚和

吴斌两人，他们各分得了多少棵？

解法一 用按比分配的方法解。

方刚：6300伊 源
源垣猿

=3600（棵）

吴斌：6300伊 3
源垣猿

=2700（棵）

解法二 用份数解。

1份：6300衣（4垣3）=900（棵）……

方刚：900伊4=3600（棵）

吴斌：900伊3=2700（棵）

解法三 列方程解。

解：设方刚分得的树苗为 x棵。

x垣 3
源
x=6300

x=3600

或设吴斌分得的树苗为 x棵。

x垣 源
猿
x=6300

x=2700

或设每份树苗有 x棵。

4x垣3x=6300

x=900

方刚：900伊4=3600（棵）

吴斌：900伊3=2700（棵）

无论你平时方向感有多好，一旦蒙上眼睛，都将会彻

底迷失方向，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打转。可能有很多同学都

试过闭眼走路，估计就算他们刻意调整也不可能完全走

出直线。

这种迷失方向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动物也同样会发

生。如果把一只狗的眼睛蒙上，把它放到水里游泳，那么

它会在水里转起圈来；蝌蚪、螃蟹、水母，甚至水里的有些

微生物，也是沿曲线方向行动的。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人走路的时候，只有两腿肌肉工作得完全

相同，才可以不需要眼睛的帮助走成直线，然而，人的身

体不是完全对称的，就像绝大多数人的左手一般会比右

手小一样，人的两腿的肌肉也不会长得完全对称。一般情

况下，人在走路的时候会慢慢地向自己的左侧偏移，平时

睁眼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根据周围的参照物来微调我们

的走路方向，但在黑暗中，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就

不会进行调整，自然也就走不成直线了。动物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动物，如果他能不需要眼睛的

帮助，走出完全直线的话，那才是怪事呢！因为身体各部

分的完全对称，在生物界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在数学上

的对称性有细小差别，必然要引起弧线运动。

同学们，数学上的对称是不是很神奇？明白了对称，

就不会对“在黑暗中不走直线”这件事情感到奇怪了，反

而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呢！

有一次，闻一多先生给

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

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简单的

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

不解。

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

问：“2+5=？”同学们于是回

答：“等于 7嘛！”闻先生说：

“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

7，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

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

也是可能的。”说到这里，

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

骋》的国画给学生们欣赏。

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

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

的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

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

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

黑点点。

闻先生指着画说：“从

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

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

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

是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

2+5=10000吗？”学生们听

罢，恍然大悟。

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

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

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

数学公式那样来计算的，文

学艺术作品贵在含蓄，留给

人们更广阔的想象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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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江西 刘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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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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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把一个直径 圆dm、高 愿dm 的圆柱，平均分成形状

相同、大小相等的 源份后，表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多少？

分析与解 由于题目中没有具体给定怎样平均分，所以

有三种分法：

图 1 图 2 图 3

分法一：如图 员，横着平均分成 源份，这样就分成 源 个小

圆柱，表面积就比原来增加了 远个底面的面积，也就是增加了

猿援员源伊（2
2
）圆伊远越员愿援愿源（dm2）。

分法二：如图 圆，竖着平均分成 源份，这样就增加 源个长方

形的面积，每个长方形的长就是圆柱的高，宽是圆柱的直径，源

个长方形的总面积是 愿伊圆伊源越远源（dm2），所以表面积比原来增

加了 远源dm2。

分法三：如图 猿，横着分一下，竖着分一下，即表面积增加

了两个长方形的面积和两个底面的面积。也就是增加了 猿援员源伊

（2
2
）圆伊圆垣愿伊圆伊圆越猿愿援圆愿（dm2）。

绎黑龙江 杨振福

帮你学

分法不同 答案也不同

《圆柱与圆锥》同步测试一

一、1. 8，80，八

2. 七，280

3. 330

4. 20900

5. 88000

6. 84

二、1. 伊 2. 伊 3. 姨

4. 伊 5. 伊

三、1.B 2.B 3.C 4.A

四、1.（1）20元

（2）350元

2. 30万元

3. 第一种

4. 到乙店购买合算

5. 2.5元

本期 4版参考答案

《想想填填》

44伊22=968

22衣44=5衣10

22期 3版参考答案

主要栏目介绍

数学长廊：介绍数

学的发展与现状，以及与

数学有关的趣闻轶事。

数学广角：介绍和

数学、数字有关的一些

小知识，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

典例精析：对典型

例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讲

解，帮助学生理解和解

答同一类型的题目。

思维快递：提供一

些有利于思维创造力的

开拓、培养与训练的趣

题，训练思维。

数学 T 台秀：重点

介绍学生自己对数学在

生活中的应用的探索。

动手动脑：刊登有

助于开发智力、提高学习

兴趣的动手操作趣题。

2cm2cm

2cm

A

B

41.12cm

8

6

今天的数学课上，刘老师出了

这样一道题：黑猫妈妈做了一个圆

柱形的玻璃金鱼缸，玻璃缸里养了

几只漂亮的小金鱼，小黑猫每天都

要去瞧一瞧。猫妈妈对小黑猫说：

“你能算出这个金鱼缸的表面积

吗？”小黑猫先量了一下金鱼缸：金

鱼缸的底面周长是 75.36cm，高是

15cm。小黑猫想了很久也算不出来，谁能帮帮他呢？

王丽是这样算的：75.36 伊15 +3.14 伊（ 75.36
3.14伊2

）2 伊2 越

1130.4+904.32越2034.72（cm2）。

“不对！”张华表示反对，“这样会把鱼憋死的。你多算了一

个面的面积。”李诚说：“这个鱼缸应该是无盖的，你这么算，小

鱼的命就没了。”王丽不好意思地又算了起来：75.36伊15+

3.14伊（75.36
6.28

）2越1130.4+452.16越1582.56（cm2）。

看了王丽的答案，同学们脸上露出笑容。

最后刘老师小结说：“同学们在解决问题时，一定要联系实

际情况，算鱼缸、水桶等物体的表面积时，不要算盖的面积；求

圆柱形通风管、水管的表面积时，两个底面都不能算。”

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教给徒弟们

一些数学知识。这不，刚学完“圆柱的表面积”，唐僧就出了

这样一道题目让他们练习：

一根圆柱形木料，如果把它截成两段小圆柱，表面积就

增加 25.12dm2；如果沿它的底面直径把它切开，表面积就

增加 120dm2。求这根木料原来的表面积。

八戒思考了好一会儿，说：“太难了！圆柱的表面积

等于两个底面积与侧面积的和，两个底面积倒是可以求

得，因为木料被截成两段小圆柱后，表面积增加了两个底

面积，也就是 25.12dm2。但是，求侧面积要用底面周长乘

高，这底面周长和高都无法求得。”

沙僧说：“我有办法，两个底面积的和是25.12dm2，

一个底面积就是 25.12衣2=12.56（dm2），也就是 3.14伊r2越

12.56（dm2），则 r越2（dm）。”

八戒又说：“就算知道了底面半径，可以求出底面周长，

那圆柱的高呢？”

沙僧说：“沿木料的底面直径切开后，增加了两个长为

圆柱的高，宽为底面直径的长方形。由题意可知，每个长方

形 的 面 积 就 是 120 衣2 =60（dm2），即 2 伊2 伊h 越60，h =

15（dm）。”

八戒赶忙列式计算起来：2 伊3.14 伊2 伊15 垣25.12 越

213.52（dm2）。

一直没开口的悟空发言了：“其实不求出底面半径和

高，也能求出侧面积。”

八戒、沙僧异口同声道：“怎么求？”

悟空说：“120dm2=底面直径伊高伊2，则底面直径伊高越

60，而圆柱形木料的侧面积越仔伊底面直径伊高越3.14伊60越

188.4（dm2），再加上 25.12dm2，就得到圆柱的表面积了。”

八戒、沙僧连声说：“还是猴哥算得巧妙！”

一、填空。

1援 一个圆柱形铅笔筒，底面周长是 怨源援圆糟皂，高是 缘糟皂，它

的侧面积是（ ）糟皂圆。

2援 以 粤月线为轴转动长方形，得到的圆柱

的一个底面的面积是（ ）糟皂圆，侧

面积是（ ）糟皂圆。

3援 将一个周长为 员圆dm的正方形纸片卷成圆柱筒状，这个

圆柱的侧面积是（ ）dm2。

4援 一个圆柱的底面积是 猿援员源cm2，把它的侧面展开正好是

一个正方形，这个圆柱的高是（ ）cm。

5援 把一个圆柱形茶叶筒的一个底面沿半径无数次等分后拼

成一个近似长方形，这个近似长方形的周长是24援84糟皂，

那么，这个茶叶筒的底面半径是（ ）cm，若高为

远糟皂，则它的侧面积约是（ ）cm2（保留整数）。

二、判断。（对的画“姨”，错的画“伊”）

员援 如果两个圆柱的侧面积相等，那么它们的底面周长也相

等。 （ ）

圆援 将圆柱平均切成两个小圆柱，每个小圆柱的表面积是原

来圆柱表面积的 1
2
。 （ ）

猿援 以 的长为高卷出的圆柱的底面积比以它的宽为

高卷出的圆柱的底面积小。 （ ）

4援 将 猿个完全一样的圆柱形水杯拼组在一起，减少了 远个

底面积。 （ ）

三、选择。（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入括号里）

员援 下面（ ）不是圆柱的展开图。

d=2.5

7.85

A B C

d=1.5

6.284.71

d=1.5

圆援 如果一个圆柱形盒子外包装的侧面展开图是一个正方

形，则这个盒子的高是底面直径的（ ）倍。

粤援 6 月援 2 悦援 仔

3援 有一个直径 猿cm、高 缘cm的圆柱形木头，把它沿底面直

径切割成两段，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平方厘米？列算式是

（ ）。

粤援 猿援员源伊猿伊缘伊圆 月援 猿伊缘 悦援 猿伊缘伊圆

4援 把一个圆柱切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体，这个长方体和原

来的圆柱相比，（ ）。

粤援 表面积不变 月援 表面积变大 悦援 表面积变小

四、计算。

1. 直接写得数。

3.14伊2= 3.14伊3= 3.14伊4= 3.14伊5=

3.14伊6= 3.14伊7= 3.14伊8= 3.14伊9=

2援 求下面圆柱的表面积。（单位：cm）

五、解决问题。

员援 一节铁皮烟囱长 员援缘m，直径是 园援圆m，做这样的烟囱 圆园园

节，至少需要铁皮多少平方米？

圆援 一台压路机的滚筒是一个圆柱体，宽 员援猿m，直径是 员m，

如果它滚动 员园圈，压路的面积约是多少平方米？（保留

整数）

猿援 一个无盖的圆柱形铁皮水桶，高是 缘园cm，底面半径是

猿园cm，做这个水桶大约需准备多少平方米铁皮？（得数

保留整数）

4. 工厂要给下图中零件的内外面、底面都涂上油漆，涂漆面

积是多少？（大圆半径 5cm，小圆半径 3cm，高 8cm）

5. 下面是一张长方形纸板，按图示剪下阴影部分刚好能做

成一个圆柱体，求做好的圆柱体的表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