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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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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文·杨士兰 图·火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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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1个碗 1角，
刷 1个锅 2角。
摔破 1个碗扣 3元。

项目 收入 扣除

刷锅刷碗

清理房间

洗衣

总计

纯收入

1.知道求商的计算

方法：（1）用平均分的方

法求商；（2）用乘法算式

求商；（3）用乘法口诀

求商。

2.用乘法口诀求商

时，想除数和几相乘得

被除数，商就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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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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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一次 2元。

翌四川 郭星平

第 一 种

情况：两人的

家分别在学

校的两侧，如

右图：

第二种情

况：两人的家

在学校的同一

侧，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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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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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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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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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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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会填。

员. 员缘个蘑菇，每只小兔分 猿个，可以分给（ ）只小兔。

小明想：

：员缘原猿越员圆 ：员圆原猿越怨 ：怨原猿越远

：远原猿越（ ） ：（ ）原猿越园

小芳想：

猿伊（ ）越15

小丽想：

员缘衣猿越（ ），想乘法口诀：三（ ）十五，商是（ ）。

这三种方法，你认为（ ）的方法好。

圆. 想一想，填一填。

远衣猿越 想：（ ）三得六，商是（ ）。

愿衣圆越 想：二（ ）得八，商是（ ）。

员圆衣猿越 想：三（ ）十二，商是（ ）。

猿. 看图列除法算式。

衣源越 想：四（ ）二十，商是（ ）。

衣缘越 想：（ ）五二十，商是（ ）。

我发现求这两个除法算式的商都用到同一句乘法口

诀：（ ）。

源. 先把口诀补充完整，再写出相应的算式。

（ ）十八 四六（ ）

伊 = 伊 =

衣 = 衣 =

衣 = 衣 =

二、我会选，选择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 ）里。

员. 远伊员 员愿衣猿， 里应填（ ）。

淤 跃 于 约 盂 越

圆. 下面算式中，和 圆园衣缘用到同一句乘法口诀的是（ ）。

淤 圆园垣缘 于 缘伊源 盂 圆园原缘

猿. 当被除数和除数都是 远时，商是（ ）。

淤 猿远 于 员圆 盂 员

源. 下面（ ）只能列一个乘法算式和一个除法算式。

淤 四六二十四 于 五五二十五 盂 二三得六

三、我会计算。

员. 算一算，连一连。

员圆衣猿 二四得八 员圆衣源

愿衣源 三四十二 员园衣圆

员园衣缘 二五一十 愿衣圆

圆. 填表。

被除数 18 24 15 6 36

除数 3 6 3 1 6

商

四、我会看图列式。

员.

（ ）伊（ ）越（ ）

（ ）衣（ ）越（ ） （ ）衣（ ）越（ ）

所用乘法口诀：（ ）

圆.

= （ ）

智力冲浪。

用下面的数写出四个不同的除法算式。

随堂小漫画

班级 姓名翌湖北 王春林

随堂小故事

翌河南 司媛媛

1.山上有一群猴子，猴王每
天都去摘桃子分给大家。

圆.有一天，猴王摘了
很多桃子，分成了数量相
同的三份，每份都是 员圆
个，装进了 猿个篮子里。

源.小猴乙说：“一份太少了，我要
两份。”猴王就把第 圆
个篮子里的桃子平均
分成四份，分给小猴
乙两份。小猴乙高兴
极了！

3.猴王把第 1个
篮子里的桃子平均
分成两份，把其中的
一份给了小猴甲。

缘.小猴丙（b佾ng）更贪
吃，抢着说：“我要三份，我
要三份。”于是，猴王又把
第 猿个篮子里的桃子平均
分成六份，分给小猴丙三
份。小猴丙也高兴极了！

远.小朋友，你知道三只猴子
分别得到了多少个桃子吗？

小精豆

18衣6=

8衣2=

6衣6=

12衣3=

18+6=

10衣5=

3衣3=

18衣3=

16衣4=

4伊6=

15衣5=

24衣6=

5伊5=

4衣1=

20衣5=

30衣6=

12衣6=

36衣6=

8伊6=

6衣3=

（测试范围：课本第 18页~第 22页）

30米

？米 ？米 ？米 ？米 ？米

4518圆园6 3

圆圆期 猿版参考答案

《表内除法（一）》

同步测试 1

一、姨，伊，伊，姨

二、员援 员愿，猿，员愿衣远越猿，

被除数，除号，

除数，商

圆援 缘，员缘，猿，缘，次，圈

图略

猿援（员）猿，员圆，源，猿，块

（圆）远，员圆，圆，远，个

三、员援 悦，粤，月

圆援 悦 猿援 月

四、员援 员源衣苑越圆

圆援 员愿衣怨越圆

猿援 员远衣圆越愿

五、猿伊源越员圆，源伊猿越员圆，

员圆衣猿越源，员圆衣源越猿

六、略

七、员援 圆园个

圆援 源只

智力冲浪

增加 圆个，减少 员个

23期 2版参考答案

《猴王分桃》

6个

23期 4版参考答案

《对了一半》

1. 44千米或 12千米

2. 16千米

扫
码
免
费
获
取

答
题
指
南

翌河南 蔡成恩

滑道 1
滑道 2

终点

“乖乖兔，出来玩吧！”远处传来棒棒

熊的声音。

乖乖兔赶紧打开窗户，伸出了头，高

声回答：“我在写作业呢。”

棒棒熊跑到乖乖兔面前，惊讶地问：

“你还在写作业？我早都写完了。”

乖乖兔吃惊地说：“不可能吧，这么多

题，你都算完了？是不是少写了？”

棒棒熊看了看乖乖兔的作业，问：

“20衣4，你怎么算的？”

乖乖兔回答道：“除数是 4，想 4的口

诀，‘四五二十’，所以 20衣4越5。”

棒棒熊听了，笑嘻嘻地说：“你看，今

天的作业是分组的。每组中都有一个乘法

算式和两个对应的除法算式，比如根据 4伊

5越20，可以直接得出 20衣4越5，20衣5越4。”

乖乖兔一拍脑袋，不好意思地说：“难

怪我算得慢，我忘了一般情况下，一句口

诀可以写出四个不同的算式，而根据乘法

算式就能直接得到除法算式的答案。”

“等着我，我很快就能写完了。”说完，

乖乖兔就飞快地算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