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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课程讲授浙江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的前八章的内容。
第九章~第十四章的内容不属于非数学或非统计学专业的教学范围，也不在考研大
纲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学其余各章。
由于篇幅有限，本讲义没有配备习题，读者可将浙大教材的习题作为基本练习，
并参考该教材的《习题全解指南》。
作为例子，本讲义评讲了 100 多道历届考研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视频在腾讯课堂：xuxz.ke.qq.com
《概率论讲义》（视频的讲义）在徐小湛老师的微店购买。
徐小湛老师的 QQ：2243414853、微信：scuxu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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