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习 报

二 年 级 数 学主编、终审 宋晓峰

责编 张娟娟 美编 王 玉
二年级

数 学北师大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管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主办 学习报社编辑出版 总编辑 苗俊青 国内统一刊号 悦晕员源 原园苑园愿 /（云）

2019 - 2020 学年

二年级北师大数学

第 23 期

第一种情况：两人还未相遇，如下图：

刚刚走了 8米 相距 4米 强强走了 6米

这一段路长 8+6+4=18（米）。

第二种情况：两人相遇后各自继续走，如下图：

刚刚走了 8米

相距 4米

强强走了 6米

这一段路长 8+6-4=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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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 和爸爸妈妈签（择蚤佟灶）了

一份家务合同书。 2. 十天里钢 刷了 40个

碗、10个锅，摔破了 2个碗。

3.十天里，钢 清理房间 3次。 4.周六，钢 把家里的被单

都用洗衣机洗了 1次。

5.周日，钢 抢着给爸爸妈妈

洗衣服，可惜，忘了掏兜（凿侪怎）儿。

6.小朋友们算一算，这十天

里，钢 挣了多少钱呢？

洗刷刷，洗
刷刷———

一次 2元。

忘记掏兜儿，
损失巨大，扣
5———算了，扣
3元吧！

天哪，挣钱咋
这么难———

这十天里，我一
共挣了多少钱？

项目 收入 扣除

刷锅刷碗

清理房间

洗衣

总计

纯收入

有些数学题的叙述包含了

不止一种情况。如果没有考虑到

各种可能情况，计算结果就只对

了一半。例如下面这两道题。

强强家

学校

3千米 2千米

刚刚家

由图可知，刚刚家和强强家相距 3+2=5（千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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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强强从同一段路的两端同

时出发，相向（面对面）而行。刚刚走了

8米，强强走了 6米，这时两人相距 4

米。这一段路有多少米？

（二）

洗衣一次 2元。

翌四川 郭星平

第二种情

况：两人的家

在学校的同一

侧，如右图：

刚刚家

学校

强强家

3千米

2千米

3千米

2千米

强强家

学校

刚刚家

由图可知，刚刚家和强强家相距 3-2=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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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年，瑞士数学家拉恩（Jo原

hann Heinrich Rahn）在他的《代数》

一书中，第一次用“衣”表示除法。1668

年，该书被译（赠佻）成英文，“衣”才逐渐

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得以流行起来，

直到现在。

因为除号“衣”在欧洲大陆曾长期

被用来表示减法。为了与减法区（择俦）

别，后来一位德国数学家莱（造佗蚤）布尼

茨（c侏）（G援W援Leibnitz）主张用“ 颐 ”作

除号，这个符号与当时流行的比号一

致。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仍然用

“ 颐 ”作除号。

1. 芳芳家、学校和新华书店在同

一条路上，芳芳家离学校 16千米，新华书店离

学校 28千米，芳芳家离新华书店多少千米？

2. 两个工程队合修一条隧（泽怎佻）道，各从隧道的

一端开始施工，甲队修了 7 千米，乙队修了 5

千米，还有 4千米没修。这条隧道长多少千米？

刚刚、强强的家

与学校在同一条路

上。刚刚家距离学校

3 千米，强强家距离

学校 2千米。刚刚家

和强强家相距多少

千米？

第 一 种

情况：两人的

家分别在学

校的两侧，如

右图：

小朋友，本周你将

要学习这些本领哟！

1.认识“千”以及相

邻单位的进率。

2.知道千以内数位

名称、顺序，会用计数

器表示数。

3.能根据条件估计

数量。

刷 1个碗 1角，
刷 1个锅 2角。
摔破 1个碗扣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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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与位置》单元测试

一、1. 西，北，南

2. 北，南，西，东，西

北

3. 略

二、1.伊 2.伊 3.姨

三、1. 东，东，西，北，北，

东，西南，东南

2. 北，北，西北，树

林，飞禽馆

四、1. 东面：12衣4，24衣

8，27衣9

2. 南面：4 垣8，8 伊2，

12垣6

3. 西 面 ：4 伊7，16 垣

11，5伊5

4. 北面：4伊8，36原2，

32垣4

五、略

22期 2版参考答案

《你知道吗》

北；东，西；南，北；北

23期 4版参考答案

《对了一半》

1. 44千米或 12千米

2. 16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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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江苏 周正娟

一天，小猪、小兔、

小刺猬（c佻 wei）和小猴

争论起来，都说自己是

最聪明的。

争执（zh侏）不下的时

候，大象过来了，说：“你

们进行一次拨数比赛

吧！谁最先把数拨出来，

并且拨得对说得对，谁

就最聪明。题目是：在计

数器上表示百位上是 4、

十位上是 1的数，并写

出这个数，读作什么。”

小猴很快就得出了

答案。小兔想了好一会

儿，才在计数器上拨出

了下面的数。而小刺猬和小

猪却拨不出数来。

小兔拨的数：百 十 个 。

但他们看了小猴拨出的

数后，都说：“我认为小猴最

聪明。”因为小猴的答案是：

410，读作四百一十。

小猴拨的数：百 十 个 。

大象笑了：“你们以后也

要多学习，只有掌握更多的知

识才会更加聪明。”

翌
江
苏

张
乐
瑶

翌辽宁 刘明英

奶奶每天早晨都会给明

明打豆浆（ji佟ng）喝。今天，她

又准备打豆浆了。她一边从袋

子里舀（y伲o）豆子一边对明明

说：“你们老师一直夸你数学

好，那我考考你，一碗黄豆大

概有多少粒？”

“天啊！一碗黄豆要数到

什么时候，才能数清楚啊。”明

明噘（ju佶）着嘴说。

一旁的妈妈向明明挤了

挤眼睛，又指指旁边的小杯子。明明恍（hu伲ng）

然大悟：老师不是教过我们估算吗？一碗不方便

数，可以先数一小杯啊！

说干就干，只见明明先从碗里舀出一小杯。

五粒五粒地数，大概有 100粒。一碗可以舀出

10杯，10个 100不就是 1000吗？

“奶奶，一碗黄豆大约有 1000粒。”明明兴

奋地对奶奶说。

奶奶听了直夸明明聪明。

明明悄悄地对妈妈说：“数学真有用，我以

后要做一个有心人，下次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随堂小故事

数学在身边

一、看图填空。

员援 有多少个 ？

圆援 估一估，圈一圈，有（ ）个 。

猿援 数一数。

有（ ）片钙片。

有（ ）块糖。

有（ ）根萝卜。

有（ ）元钱。

二、认真思考，填一填。

员援 员园个十是（ ），员园个一百是（ ）。

圆援 在数位顺序表中，从右起第一位是（ ）位，第二位

是（ ）位，第三位是（ ）位，千位是第（ ）位。

猿援 四百七十一的后面一个数是（ ），前面一个

数是（ ）。

源援 接着数数。

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 ）、（ ）、

（ ）。

三、判一判。（对的在括号里画“姨”，错的画“伊”）

员援 员园个十是一千。 （ ）

圆援 数位顺序表从右数起，第二位是百位。 （ ）

猿援 九十九添一是一百，九百九十九添一是一千。（ ）

四、涂一涂，画一画。

员援 按要求涂一涂。

（员）在下面的格子纸中涂出一百二十五个格子。

（2）在下面的格子纸中涂出一百零三个格子。

2. 按给出的数画珠子。

三百零六 四百九十 一百五十三

千 百 十 个 千 百 十 个 千 百 十 个

3. 按要求标出亮亮家和东东家的大致位置。

亮亮家在学校西边八百米处，东东家在丽丽家东边二

百米处。

100个

（ ）个

（ ）个

四百米

学校

丽丽家

北

东

钙片
100片

钙片
100片

测试范围：课本第 19页~第 21页

100块 100块 100块

100根 100根 100根

100块 100块 100块

小头爸爸：好消息，我涨（zh伲ng）工资了，一个月涨了一千

元呢！

大头儿子：爸爸，一千是多少呢？

小头爸爸：你还不认识这么大的数吧？今天我就来教教你。

以数小积木为例，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十个，是多少呢？

大头儿子：我知道 10个一是十，10个十是一百，那 10个一

百是多少呢？

小头爸爸：10个一百是一千。

大头儿子：哈哈，我知道了，如果数面值是一百元的人民币

（b佻），数 10张就是一千元啦！

小头爸爸：非常正确！现在你来数一数，下面的积木每堆各

有多少个？

大头儿子：第一堆有 10个积木；第二堆每组有 100个，3组

也就是 3个百，所以是 300个。

小头爸爸：那么 3 个百和 1 个十合起来是多

少呢？

大头儿子：爸爸，这个我不会算。

小头爸爸：别着急，我们利用计数器拨一拨就知

道了。我可以给你一点儿小提示，计数器上数位名

称的顺序从右往左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大头儿子：3个百也就是说百位上是 3，在计数

器的百位上拨 3个珠子，1个十也就说十位上是 1，

在计数器的十位上拨 1个珠子。它们合起来是三百

一十，对吗？

千 百 十 个

小头爸爸：我的大头儿子真棒！

翌湖北 谭 伟

思维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